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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角下对机器新闻写作的批判性解读

——以今日头条“Xiaomingbot”为例

陈炳宇

“Xiaomingbot”是今日头

条媒体实验室和北京大学计算

机所共同开发的写作机器人，主

要从事体育方面的新闻写作。符

号学是一种以所有符号系统为研

究对象，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

命的科学。符号学研究符号的组

成，探讨各种符号所代表的意

涵，来建立一个“各种符号一般

的科学 ：意义的系统” [1]。本文

以“Xiaomingbot”为例，从符

号学的理论角度来探析机器新闻

写作的表达特征，并将机器新闻

写作作品和传统的人工新闻作品

进行对比，对机器新闻写作进行

批判性解读。

一、“Xiaomingbot”的
简介及写作特点

从 2009 年开始，美国西北

大学智能信息实验室就将自己

开发研究的 StatsMonkey 系统

投入了使用，发表了一篇关于美

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季后赛的新闻

稿件，有关人工智能的写作自此

开始被人们所熟知。之后，国内

外的各大媒体也都在不断地探索

机器人写稿的可能性，《洛杉矶

时报》使用 Quakebot 系统，美

联社等媒体使用 Wordsmith 作

为平台进行新闻写作……进入到

2015 年以后，腾讯财经频道的

新闻写作机器人“Dreamwriter”
发表了一篇名为《8 月 CPI 涨

2% 创 12 个月新高》的财经报

道，开启了国内写作机器人进

入新闻界的篇章。随后，新华

社的“快笔小新”、今日头条的

“Xiaomingbot”、南方报业集团

的“小南”等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的写作机器人也开始逐渐登上这

个舞台。

写作机器人“Xiaomingbot” 

是今日头条实验室和北京大学

计算机所万小军团队产学合作

的成果。“Xiaomingbot”正式

投入使用是在 2016 年，所写作

的是针对里约奥运会的赛事简

讯。在整个里约奥运会期间，

“Xiaomingbot”撰写的稿件赢

得了一百多万的阅读量，平均阅

读率接近整个奥运会期间体育频

道的阅读率。
在 里 约 奥 运 会 以 后，

“Xiaomingbot”将目标投向了

欧洲冠军联赛（欧冠）、意大利

足球甲级联赛（意甲）和美国职

业篮球联赛（NBA）等各类体育

赛事，同样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写作特点上，“Xiaomingbot”

首先是获取网上有关写作赛事的

文字和讨论，并将其总结归纳成

为一个相对长的赛事描述，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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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基于UGC模式的信息采集手

段 ；其 次，“Xiaomingbot” 采

用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能够学

习图文语义匹配模型，在该模型

的基础之上，用今日头条大量的

图片和文本做语义匹配，挑选合

适的图片，实现图文自动关联的

发稿模式；此外，“Xiaomingbot”
也运用了在机器新闻写作中广泛

应用的模板生成技术，采用了依

据句法结构的模板文本生成技术

和摘要式生成技术，既能生成短

资讯，也能够生成比较长的资讯。[2]

二、 符 号 学 视 角 下
“Xiaomingbot”的缺陷

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如

果不仔细阅读，“Xiaomingbot”
的新闻作品和传统的人工新闻作

品并没有显著不同，都能够进行

新闻报道，达到提供资讯的目的。
但是，仔细分析，“Xiaomingbot”
和传统人工的体育资讯新闻仍然

有着一些较为显著的区别。

（一）图片符号和文字符号

的机械依存
因技术限制，“Xiaomingbot”

并不能识别视频、动图和音频等

符号形式，所以它的新闻作品都

是由静态的图片符号和文字符号

组成。尽管“Xiaomingbot”有

着较为先进的图文语义匹配模型

和大量可供选择的图片数据，但

在图片符号和文字符号的匹配问

题上仍然存在问题，给人明显的

机械感。

“Xiaomingbot”在进行图

文匹配的时候，通常会采用固定

的模式。该模式的特征就是“一

段 一 图 ”。 在“Xiaomingbot”
进行写作的时候，它首先会收集

网络用户以及其他今日头条有权

使用的信息，首先生成文字段

落。随后，根据文字段落的意义，

在今日头条的图片库里面进行图

文符号的匹配，再将图片插入到

段落之前，形成“图片 + 段落”
的作品呈现。并且，几乎是每一

段话都有图片在前修饰。拿其报

道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案例

《意甲 第 19 轮 恩波利 0 ：1 国

际米兰 遗憾失利》[3] 来说，除

最后两段对于两队阵容的介绍没

有采用配图之外，其他所有的段

落都采用了“一个图片 + 一个

段落”的内容呈现模式，没有变

化，显得非常机械化。它在有关

其他赛事的报道也是如此，几乎

都是采用“一个图片+一个段落”
的呈现方式，很少会有变化。

而由人工编辑产生的对同样

赛事进行报道的新闻作品，配图

则是更加自由。拿腾讯体育作者

冷雪写作的同样比赛内容的文章

《意甲-国米 1-0 取连胜稳居三

甲 凯塔进球被吹仍破门致胜》[4]

来说，文章开头用一张典型的描

绘比赛画面的图片来配图，随后

在描绘比赛精彩部分的时候才去

使用图片进行解释说明，并且会

使用一些动图，让这个作品包含

的符号更加多样，画面更加生动，
更有一种生命感。

（二）语句符号的僵化、独立
在语句的文本生成方面，许

多写作机器人仅仅是依据事先写

好的模板，将里面空缺的时间、
地点、事件等信息补充完整，通

过较为简单的填空作业实现新闻

信息的生成。而“Xiaomingbot”
则在此基础之上，应用了较为先

进的文本生成技术，具有对用户

发表的文字、讨论进行归纳整合

的能力，并且学习多种赛事网络

文字直播员的语句应用策略，实

现较为高级的语句生成。但是，
仍然难以避免语句符号的独立和

僵化问题。

从“Xiaomingbot”报道2018

年美网的比赛来看，这一段时

间标题都是采用了“比赛名称+

选手名和比分 + 不敌对手 / 获

得胜利”的模式。内容上，第一

段会采用与标题类似的结构，先

是时间，然后是比赛名称，最后

是选手和比赛结果。而在第一段

的用词上面，如果说标题是某

选手获得胜利，那么开头第一

段结尾就会是“最终，某选手手

感不俗，以几比几的比分获得胜

利”；如果说标题是某选手不敌

对手，那结尾就会变成“最终，
某选手不敌对手，以几比几的比

分遗憾止步”。在随后的段落里，

“Xiaomingbot”则会对每局比

赛过程的数据进行具体分析，而

且在多数情况下会使用“比赛开

始 - 随后 - 紧接着 - 最终”的

逻辑结构，用词也很少会替换，
呈现出单一、刻板、僵化的特点。

“Xiaomingbot” 将 文 字

符号组合形成的语句结构的确

没有问题，但这种句子结构过

分清晰和独立了。换句话说，

“Xiaomingbot”所写出来的每

一句话都可以非常轻松、明确地

划分所有的句子成分，而且大部

分的语句都采用“主谓宾”“主

谓宾+状语”“主谓+状语”的

简单句子结构，虽然结构的确很

清晰、句子使用很正确，但给人

以一种过分的正确感。每个文字

符号的过分独立，让文章少了许

多变化的美感，给人一种僵硬感。
而人工记者在进行新闻写作

的时候，一般来说会采用更为多

样和复杂的句式，让文字符号有

更多的组合方式，让整篇文章的

语句结构更加丰富，更有可读性。

（三）对符号意义深度理解

的困难

“Xiaomingbot”还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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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符号内涵和意义理解不够，会出

现使用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其对于图片符号的意义理解就会出现

偏差。在《NBA 今日看点 ：哈登 40+9+7 火箭力

克步行者，武切维奇 21+14 魔术大胜尼克斯》[5] 一

文中，文章的第一张图使用了一张和NBA比赛毫

无关联的一张美国士兵举着旗子的图，这张图会出

现在东方 IC图库中“火箭”一词的词库当中。这

就是因为“Xiaomingbot”未能理解段落和图片的

含义，造成图片使用方面的错误。
此外，“Xiaomingbot”还可能对文字符号的

意义理解出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其在之前里约

奥运会报道上曾写的“失败女神朝其抛出了橄榄

枝” [6]。“橄榄枝”是一个褒义的词语，一般我们会

写“胜利女神朝其抛出了橄榄枝”，但不会将橄榄

枝和失败女神联系起来。很显然，“Xiaomingbot”
在文字符号的深层意义的理解上依然会出错。不

过，针对于此，“Xiaomingbot”现在写作的时候

都会直接写“取得胜利”“遗憾落败”这样虽然具

有感情色彩，但相对简单、意义不深的词语，避

免出错。
当然，人类记者在新闻写作的过程当中也难免

会出现符号意义运用错误的问题。但是，人类记者

发生此类错误的原因一般是粗心大意，而不是不能

进行理解。
以上的三点缺陷是从符号学视角下对于机器新

闻写作的批判性解读。这并不意味着机器新闻写作

是无用的。相反，写作机器人因为有着发稿速度快、
覆盖范围广、不会疲劳等诸多优势，在未来的新闻

▲“Xiaomingbot”今日头条账号 

写作中必将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对机器新闻写作进一步发展的建
议

在符号学的研究视角之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

到机器新闻写作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在此背景之下，
笔者提出对于机器新闻写作发展的四点建议。

（一）符号间匹配关系的多样化发展
机器写作首先应该将自己语料库和数据库中的

符号进行多样化匹配。例如，“Xiaomingbot”中“一

个图片+一个段落”的匹配方式就显得十分的机械、
刻板。即使人工智能难以理解段落的重要性，无法

根据内容的重要性来选择是否需要匹配图片。不过，
写作机器人的设计者可以尝试将随机化的思想引入

到人工智能的写作过程当中，尝试基于大量文本数

据的随机试验，并思考这些随机化的思想是否可以

对人工智能的符号匹配运用产生积极影响。
另外来说，对于文本符号之间的匹配也应该向

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改变刻板、僵硬的语句结构，
尝试让文章每个符号变得不那么独立，让文字更加

具有美感和可读性。

（二）语义理解的进一步加强
关于语义理解方面，也是在机器人新闻写作

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并且，这也是一个技术

难题。
一方面，需要加强人工智能对于某些特定情

感符号的理解程度，尽量理解词语的感情色彩和其

他特殊的使用规则，防止出现词语的错用现象。另

一方面，要研究如何让人工智能能够识别图像、声

音和视频符号，并能够将这些符号更自如地运用到

新闻写作当中。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促使文章的符

号多元化和阅读趣味的增加，也可以减少出现像

“Xiaomingbot”对NBA比赛的报道中出现的图文

匹配错误的情况。

（三）增强情感符号的运用
机器毕竟没有人那么充沛的情感，写出来的文

字难免会有一些刻板和生硬。但是，为了追求更好

的表达效果，即使是没有感情的AI 机器人所写作

的新闻作品，我们也应该要求它具有相对多的感情

色彩，在语义理解的基础之上增强对情感符号的运

用，从而增强文章的可读性，也让文章更加富有美

感，达至更好的传播效果。
目前来看，“Xiaomingbot”已经会选用一些

具有感情色彩的词来帮助文章更好地进行场景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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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它会使用一些具有感情色彩

或者更加生动的词语，比如“遗

憾”“速战速决”“势如破竹”等，
这使得它写作的内容更加富有情

感性。不过，比起其他体育频道

的专业记者来说，这些用词仍然

显得刻板和生硬。而且，有些时

候也会出现错误，在使用此类带

有感情色彩的词语的时候也可能

会发生类似于之前说的“失败女

神”和“橄榄枝”相搭配的错误。
人工智能对于情感符号的运用仍

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

（四）多元符号系统的创新

性构建
新闻作品也是“人”的作品，

是人类所创造符号的集合体。在

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也

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符号表现形

式，比起人类而言，人工智能更

像是一个“符号的集合体”。但

是，人工智能是一种具有智能的

存在，这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同

样具有创造性。并且，人工智能

在某些方面也可以突破人类的局

限性。
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类现在

构建的符号系统进行一些创新

性的构建。写作机器人的实验

者可以尝试更多的可能性，给

人工智能一些“独立”的发展

空间。并且，可以尝试跳出已

有的新闻框架、逻辑和理念，
从创新的角度来对机器新闻作

品进行分析和解读，尝试让符

号系统在人工智能语言下进行

多元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四、结语
现今，机器人新闻写作仍

然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当

中，正在对体育、财经领域的

资讯类新闻写作造成不小的冲

击。虽然不能否认机器人应用

于资讯新闻写作，可以将记者

和编辑从烦琐的基础工作当中

解放出来，更好地提升他们的

创造力。不过，从符号学的视

角下对于机器新闻作品进行研

究，依旧能发现机器新闻写作

的很多问题。即使不考虑深度

报道，仅仅针对资讯类新闻写

作方面而言，写作机器人仍然

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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