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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新闻史上杰出的新闻

家、记者，范长江的新闻思想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工作者。直至今

日，范长江的作品《中国的西北角》

仍然是新闻界的经典范本，满载盛

誉。而以范长江命名的“范长江新闻

奖”（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为

“长江韬奋奖”），则代表了中国中青

年记者的优秀成果最高奖，成为新

闻工作者毕生追求的至高荣誉。因

此，可以说，在新闻界，范长江已经

成为一个不朽的榜样，范长江的新

闻思想以及其表现出的职业精神也

已成为新闻场域中的不灭符号。然

而，由于不同场域之间天然存在的

界限与阻隔，新闻场域中已经形成

的符号及其认知并不全然被其他场

域所认同与接纳，因此，媒体的报道

对于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成为其他

场域建构范长江认知与判断的最为

普遍与直接的来源。

一、研究问题

众所周知，“媒介形象建构是由

大众媒介主导的生产性活动。”①批

评话语分析认为，媒介话语不是对

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以新闻生

产者所期待的方式来“表征”和“建

构”现实，并为特定群体的利益服

务。尤其在互联网技术深入发展，信

息加速流动的今天，“受众对某一对

象的心理图像的认知、态度、评价以

及情感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媒

体报道的影响”。②换言之，媒体对于

历史人物的报道与评价是其再现历

史、建构历史，并最终建构一般化人

物形象，使其符号化的过程。符号化

的过程，即赋予感知以意义的过程，

意义的生产，就是用符号来表达一

个不在场的对象或意义的过程。③新

闻文本的呈现本身就是符号意义表

达的最为基础的形式，借助多种符

号以及对符号的操作过程，新闻文

本得以生产出来，而对于新闻文本

的分析也即对新闻话语表征的分

析，其根本目的在于“探寻新闻话语

在表征和建构现实的过程中所做的

选择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因”。④正因

为如此，从符号学的视角去解读媒

体对于范长江人物形象的建构就具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研究选取人民网截至 2016
年10月的相关报道作为研究对象，

充分运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知识，

旨在研究主流媒体对范长江人物形

象的建构问题。研究主要回答以下

几个方面的问题：（1）范长江如何被

符号学视域下主流媒体

对范长江的人物形象建构
——以人民网相关报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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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为新闻界的符号性人物？（2）媒

体对范长江的形象建构是否保持了

一致的话语基调？（3）媒体所建构的

范长江形象在新闻界扮演者怎样的

角色？（4）媒体对范长江的符号建构

是否冲破了新闻场域的话语界限？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如上

问题展开分析，并且通过设置多个考

察变量，力争在科学、客观的原则上，

系统化地呈现主流媒体对于范长江

人物形象的建构。并探讨这一建构行

为所折射的符号意义及其成因。

1.抽样与样本

研究对人民网中有关范长江的

文章进行内容分析。之所以选取人

民网而非人民日报是因为相较于人

民日报，人民网对于范长江相关内

容的报道更为丰富，内容更为系统、

充实，能够满足研究对于样本量的

需求。同时，作为人民日报建设的大

型网上信息交互平台，人民网发布

的文章实质上也代表了人民日报这

一官方主流媒体的观点与立场，因

此，并未对文本产生太大影响。此

外，还应明确的一点是，虽然人民网

的报道并非范长江主题报道的唯一

文本，但其却是担任着范长江形象

建构与地位授予的重要功能的媒介

话语。加之大众媒介在进行媒介生

产活动的同时，总会或多或少受制

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力量。因而，

以人民网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具

有研究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在人民网站内搜索栏中以“范

长江”为关键词查找，共可以得到

3854项符合关键词的查询结果，其

中，在新闻全文中出现关键词的文

章有3529篇，在新闻标题中出现关

键词的文章有 325篇。对文章进行

分析发现，以新闻全文为范围的文

章几乎全部与范长江主题没有太大

的相关度，只是在论及其他主题时

提及范长江。而以新闻标题为范围

所得到的文章则95%以上都是围绕

范长江这一主题展开，除了少数仅

将范长江作符号呈现的文章，如虽

提及范长江，但却是在讲述“范长江

新闻奖”获奖人的情况（如《首届范

长江新闻奖人民日报社获奖者：艾

丰》）。然而这一部分同时出现一篇

多报的情形，产生了大量重复，因

此，排除所有与主题无关以及重复

的文章，两组共得到253个样本。受

样本量科学性的要求，本文选取人

民网截至2016年10月的全部样本

作为研究对象。

2.类目建构

本研究以具体“文章”作为分析

单元与观测单位。为了更为客观深

入、系统科学地对范长江的媒体形

象进行研究与呈现，研究者在深入

阅读与系统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

上，建构了一系列变量。主要包括报

道来源（1=人民网及其他中央级媒

体，2=人民网地方频道，3=地方党

报，4=地方都市报，5=其他），报道主

题（1=人物缅怀与精神传承，2=作品

及人物贡献，3=奖项与机构设置，4=

主题活动，5=史实考证，6=人物评

价，7=其他），报道调性（1=正面报

道，2=中立报道，3=负面报道），发表

季度（1=第一季度，2=第二季度，3=

第三季度，4=第四季度），是否有明

确的肯定式界定（1=是，2=否），是否

存在存疑式界定（1=是，2=否），是否

提及人物与无产阶级或共产主义的

关系（1=是，2=否），是否局限于新闻

话语场（1=是，2=否），是否有明显传

承关系（1=是，2=否）。在确保信度的

前提下，对样本进行了编码，并采用

SPSS22.0版本统计分析软件对所

得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三、研究发现

1.范长江的人物形象得到十分

明确与清晰的界定

所谓编码，是指文本意义生成

的过程，是传者借助材料的取舍、意

义的建构等方式来呈现报道，并最

终完成传播行为的重要阶段。编码

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符码排列组合与

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通常而言，当

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明确的指向关

系时，支配式解码行为更易发生，因

此，编码者符号意义赋予的强弱程

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意义是否能

够顺利传输，被解码者所接收从而

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数据分析发现，在范长江主题

报道中，其文本呈现出明显的强编

码特征，换言之，范长江的人物形象

得到十分明确与清晰的界定。首先，

从报道调性来看，报道全部集中在

正 面 报 道（17.8%）与 中 立 报 道

（82.2%）两种调性，且未出现含有存

疑式界定的文章，也即媒体对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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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报道呈现出“零否定”“零质疑”

色彩。

此外，从文本内容的呈现来看，

呼应主流基调，媒体在对范长江的

人物形象建构始终伴随着“新闻巨

子”“杰出记者”“长江精神”等一系

列符号意指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虽

然多数文章（82.2%）采取了中立的

报道基调，但仍然有 71.9%的文章

中出现上述肯定式界定。也即即使

在中立性基调的文章中也大量出现

了明确的肯定式界定，这表明在媒

体报道中，此一系列的符号意指已

成为范长江的固有修辞与固定搭

配。这就在说明人物身份特征的同

时，在人物与其精神象征、符号意义

之间建立了极强的关联，树立起了

范长江作为新闻界杰出记者的光辉

形象。而文章分析发现，这种固定搭

配式的建构是一种持久而稳定的行

为。因此，可以说，主流媒体在范长

江人物形象的建构中，尽管文本内

容呈现出不断变动的态势，但有关

范长江的符号建构与意义赋予却是

始终不变或者说极少存在波动的。

媒体对于范长江人物报道的强编码

已然为受众解码提供了明晰的导

向，从而使得范长江的人物形象在

新闻场域之外获得与本场域相同的

意义解读

2.与特定的新闻节点融为一体

任意性与理据性是符号学中至

关重要的一组概念，也是符号学领

域一直以来致力研究的核心问题。

所谓任意性指的是符号与意义之间

的关联的任意武断性，即符号与其

意义之间并不存在与生俱来的联

系，而是一种人为设定的、松散的指

示关系。与此相反，符号的理据性则

是指符号与意义之间存在固有的、

明确而紧密甚至偏向于固化的强关

联性。符号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而

是一个动态的增长与消弭的过程，

社会对于某一符号的使用频率的高

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符号理据性

的强弱与否。

作为一个符号，新闻报道对于

范长江的呈现显示出高度理据性的

特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

据性始终存在，不断加强，并最终成

为一个象征。数据显示，范长江的主

题报道显示出明显的聚集性、节点

性特征，呈现出特定场景中的符号

再现特点。

据笔者统计，从发表季度来看，

有 关 范 长 江 的 报 道 半 数 以 上

（50.2%）集中于第四季度，换言之，

第四季度的文章数量已经超过了其

他三个季度之和。而众所周知，第四

季度与范长江人物之间存在极为特

殊的关联。一方面，10月23日作为

范长江的逝世纪念日，各大纪念活

动以及借此召开的主题会议等均选

择这一时间召开，从而也成为媒体

缅怀范长江，追忆长江精神的重要

新闻节点；另一方面，“范长江新闻

奖”评选活动以及“记者节”作为重

要的新闻仪式也在第四季度开展，

作为新闻界的重要仪式本就具有极

强的新闻价值。而范长江作为仪式

最具象征性的符号，无疑会被媒体

反复提及从而达到强化仪式性、提

升报道价值的目的。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而言，范长江的符号呈现已经与

特定的新闻节点融为一体，借助固定

化、仪式性的新闻节点，获得了不断

被“重访”的契机，范长江这一符号也

在报道中被不断提及与强化，从而赋

予其极强的理据性，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一理据性并不断趋于稳定，成

为新闻场域中的重要象征。

3．文本呈现统一的风格与大致

一体化的内容表达

符号文本有两个展开向度，即

组合轴与聚合轴。组合关系指的是

符号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的方

式。⑤而聚合关系简单而言，则是一

种选择关系。任何符号表意行为都必

须在双轴关系中展开。⑥双轴操作是

同时运作的，但是一旦文本形成，聚

合轴则会隐藏在文本之后，仅由组合

轴来表现文本。但当一文本背后拥有

丰富的聚合段时，该文本则呈现出宽

幅的特征。换言之，其文本风格更为

多样，表意层次更为丰富，带来的思

考空间更广阔。反之，文本内容则更

为单一，风格选取更为狭窄，从而使

文本偏向组合轴主导的呈现。

研究发现，在有关范长江的报

道中，媒体报道更加偏向于单一的

组合轴运作，从而使文本呈现出统

一的风格与大致一体化的内容表

达。从报道来源来看，针对范长江的

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人民网——

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央级媒体及其

地方频道（占比71.9%），而都市报等

非主流媒体则较少有此类报道。这

一方面表明作为传统主流媒体旗下

● 作为一个符号，新闻报道对于范长江的呈现显示出高度理据性的特点，并且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据性始终存在，不断加强，并最终成为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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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闻网站，人民网在内容呈现方

面仍然是以同层次媒体或者党报作

为首要的信息来源，在话语选取方

面有一定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表明

范长江作为一个新闻场域中且与中

共及无产阶级有较为紧密联系的重

要人物，对其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

传统主流媒体。然而，由于传统主流

媒体在报道风格、内容选取、报道基

调等方面存在的同质性，这就从报

道源层面为此类报道局限了其文本

呈现，使其呈现出统一化的色彩。

此外，从报道主题来看，研究者

设计的主题基本涵盖了所有的文本，

换言之，有关范长江的报道主要集中

在“报道主题”这一变量的维度范围

之内，较为狭窄。整体而言，有关范长

江的主体报道较为平均，其中史实考

证占比最高（30.8%），人物缅怀与精

神传承位居第二（23.7%）。尽管媒体

报道基本涵盖了此类报道的主题，在

话题选取方面仍然呈现出一定的局

限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范长

江作为历史人物其自身话语选取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

媒体在此类报道中为塑造鲜明人物

形象从而统一符号解读的传播需求

所导致的，是媒体长期实践而形成的

报道规律的呈现。然而，这一单轴化

操作的报道方式使得文本呈现出窄

幅化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其新鲜性与吸引力。

4．政治话语成为文章主题

当对立的两项之间不对称，出

现次数较少的那一项就是“标出

项”，而对应的出现较多的那一项，

就是“非标出项”。⑦而标出项与非标

出项常常通过对于中项的争夺来获

得“正项”的地位。所谓中项，就是意

指并非十分明确，对于其他两项都

具有模糊相关性和偏向可能性的表

意。中项必须借助标出项才能够完

成自身的表达，换言之，其自身无法

实现自我界定。因此，对于标出性的

研究其实质就是对于对立二项何者

少用的规律的探寻，在媒体报道研

究中，则是判断何者为媒体着重选

取与凸显的意义，何者为次之甚至

被隐藏的意义。

理论上而言，有关范长江的媒

体报道的符号呈现不应属于非此即

彼的二元对立。然而，数据分析发

现，此类报道却恰恰呈现出二元对

立的博弈局面，且鲜有中项的出场。

这主要表现在媒体报道所归属的场

域。尽管新闻场域是范长江最为明

显与主要的场域，但有关范长江的

角色建构已经突破了新闻话语场的

局限，在其他场域中溢出。分析显

示，在新闻场域之外，政治话语场已

经成为最大的话语场。

经统计，在所有文章中，有

67.98%（172篇）文章并非局限于新

闻话语场，而其中，有 62.8%（108

篇）提及人物与无产阶级或共产主

义的关系，且卡方检验显示，是否提

及人物与无产阶级或共产主义的关

系与是否局限于新闻话语场之间存

在显著差异。分析报道主题可知，此

类报道主题多数集中在人物新闻活

动与共产主义的关联，新闻活动已

经成为从属的背景式交代，而政治

话语成为文章主题。具体而言，媒体

主要通过历史史实画面再现政治场

域。即在报道中将范长江置于重大

历史史实中进行刻画，如范长江与

台儿庄战役、范长江与西安事变等

等，这表现了媒体试图通过史实重

现将人物置于党与国家的政治话语

之中加以勾勒，从而建构出其之所

以为杰出新闻工作者以及伟大的无

产阶级战士的光辉形象这一呈现路

径。而新闻话语场与政治话语场的

交织同时也是两个场域之间对于符

号非标出性的争夺与博弈。但与此

相对，符号的中项却表现沉寂，换言

之，在政治场域与新闻场域之外，很

少出现其他的中项场域，这就导致

范长江的人物报道呈现出两个场域

极端分化的趋势。

5．媒体将对人物的缅怀与其精

神的传承天然地联系起来

德国符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

（Enst Cassirer）在其《人论》一书中提

出了他的“符号哲学”。他认为，在人

类的进化过程中，符号的印记越来

越重。与其说人类是“理性的动物”，

倒不如说人类是“符号的动物”。人

类正是通过符号的构筑与运用，创

造着历史文化，拓展着生存时空。⑧

因此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

符号书写与传承的历史，而符号的

传承实质上就是人类文明的传承，

能够接受时间的洗礼而得以传承下

来的符号必定有其特殊的价值与意

义。媒体天然具有生产符号、携带符

号与传承符号的使命，媒体对于某一

符号的不断书写正是当前符号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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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承的最为重要的形式。从这一意

义层面出发，媒体对于范长江的人物

形象建构及其传承本质上即是一种

符号传承。范长江的人物形象通过媒

体得以保存与传播，从而拥有了跨越

历史的鲜活性与生命力。

研究显示，媒体在对范长江的

人物报道中始终体现了传承这一精

神内核。根据数据分析，在所有的报

道中，有 53.8%的文章提及范长江

精神，且是否提及范长江精神与是

否有明确的传承关系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换言之，媒体将对人物的缅怀

与其精神的传承天然地联系起来。

作为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的

新闻作品代表了革命时期新闻报道

的水平，是中国新闻近代新闻事业

史的活化石，同时其新闻作品中表

现出来的深入基层、实事求是、不畏

艰险的新闻职业精神也成为当代新

闻工作者学习的榜样，因此，精神传

承成为衔接过去与现在的最核心的

纽带，也自然成为媒体报道中常提

常新的元素，成为此类报道的一个

显著特征。

四、结论与讨论

对已逝人物的报道是媒体回顾

历史、聚焦当下、传承未来的重要题

材。对此类新闻文本加以分析，可以

使得我们“既可以关注媒体如何利

用特定的契机‘重访’过去，也关注

常规的、非纪念性的新闻工作对‘过

去’和‘现在’的建构。”⑨

研究发现，范长江的人物形象

已上升为一种符号，而在新闻场域

与非新闻场域中，媒体对于范长江

的符号赋予了相同的意义。具体而

言，通过报道源的选取与限定，以及

强编码的内容生产方式，媒体在保

证统一话语基调的同时，将范长江

与“长江精神”“新闻巨子”等系列符

号连接起来，从而使人物获得清晰

的符号价值。而借助特定场景中的

符号再现与意义强化，范长江的人

物形象得以不断重访，符号的理据

性得以稳固而持久地保持与传承，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最终成为一个

象征。在报道的场域方面，媒体对于

范长江的人物形象建构并非局限于

传统的新闻场域，而是在史实考证

中对于范长江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无

产阶级之间关系的探讨与挖掘，为

人物赋予了新闻场域之外的意义内

涵，两种话语之间的交融与博弈使

人物形象更为丰满。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

到，任何对于历史人物的纪念与报

道其最终目的都应是警示当下，指

引未来。在这一基本前提之下，媒体

对于范长江的报道及其人物形象的

建构其最终归宿都是连接当下，其

核心价值应当是借鉴与传承。因此，

如何在报道中与当下结合起来，注

入新的元素，赋予符号更为丰富的

内涵，让人物在报道中得以重生，让

符号及其意义服务于当下成为媒体

报道应当首要关心的问题。也因此，

当前媒体报道中呈现的单轴化操作

的现状就需要引起足够的警示。这

是由于单轴化操作的窄幅呈现极易

造成此类报道的单一性、刻板化，进

而影响其传播效果。而研究发现现

有报道已经呈现出了平面化、模式

化的趋势，因此，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与解决刻不容缓。此外，尽管特定的

时间节点为范长江人物报道提供了

天然的新闻由头，然而，同时却也局

限了报道的频次与时间跨度，因此，

如何让此类报道常态化而非一味迎

合仪式而流于形式也是今后媒体报

道实践值得思考的问题。

（蒋晓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贾瑞琪：四

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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