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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客体之真,, 到 /符号之真,, :
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

蒋晓丽 李玮

摘要

被传统界定为 /与客体事实相符合0的新闻真实, 也可称为新闻的 /客体之真 0, 使新闻求真遭遇

到来自实践 !价值和语境需求等诸多困境 "而从现象与本质 !宏观与微观 !外延与内涵 !依据与判定 !

报道与理解 !瞬间与无限等方面去突围的传统路径, 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其困境 "本文以符号学为理

论视野, 在对新闻文本的生六 传播和收受实践中的符号化过程进行剖析之后, 认为在具体新闻实践

中所能求的真实, 是新闻的 /符号之真 0, 而非 /客体之真 0"新闻的 /符号之真 0, 存在于新闻传受多

方主体在客体事实认知 !解释和审美上的互动一致中 "它意味着新闻求真的核心在于寻找一种既不

违背客体真实 !又能指向价值的, 能产生共鸣的新闻符码 , 预示着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型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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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闻来说, 真实如此重要, 以至于真实常常被誉为新闻的生命 "真实性常常被列为新

闻从业人员在具体新闻实践中所必须遵循和格守的首要职责;缺乏了真实性的新闻, 将被视为

无异于刁锐 !文学 !戏剧等的虚构作品;丧失了真实性的新闻, 将不再被视为人们了解和认识外

在客体世界的主窗口和主渠道, 不再使人信服 "

一 !客体之真 :使新闻求真困境重重
对于何为新闻真实的问题, 国内学者一般都将其置于客观真实的范畴中来进行考察 "他们

以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是否相符合作为唯一判定标准, 将新闻真实定义为 /新闻报道与客观事

实真相相一致 0 (张达芝,1990 :41 ) , 甚至认为新闻报道 /必须同报道对象 (认识客体)完全一

致, 否则就是对被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歪曲, 就是假报道或失实报道0 (童兵,2000:73) "不难看

出, 这种意义上所理解的 /新闻真实0, 不仅是存在论 !本体论上的真实一一它认为在人之外有

一个可供认知的客体世界存在;同时也是实践论上的真实 ) 它假定人有能力 /客观反映0这

一外在客体世界, 并要求新闻从业者在实践上做到全面真实和绝对真实"
在这种 /新闻真实 0的逻辑中, 新闻报道被认为只包含着 /新闻符号文本 0与 /客体世界/

对象0两极, 且 /客体世界/对象0成为衡量 /新闻符号文本 0是否真实的唯一参照, 用图可表示

为:

新闻符号文本 卜二竺色 , 客体世卿对象

鉴于此, 我们姑且称这种新闻真实为新闻的 /客体之真 0, 其核心内容是新闻的 /本体之

真 0与 /实践之真 0"

(一)新闻 /客体之真 0的多重困境

然而, 定义为 /新闻报道相符合于客观事实 0的新闻 /客体之真 0, 却使新闻求真面临着来

自实践 !价值 !语境等多方面的困境 "

第一 , 传播主体认知的有限性和多样性困境 "一方面 , 传播主体的认知能力具有有限性 "

从哲学认知论来看, 世界虽是可知的, 人类虽也有能力认知世界, 但是,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却通

常需要一个从表象到本质 !从局部到全局 !从低级到高级, 从相对到绝对的过程 "因而, 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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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事物并非人们所已知的事物时, 人们就不可能一下子清楚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到事物的真

相, 也更不可能知道该如何确定新闻报道是否与客观事实真相相一致孔 另一方面, 传播主体的

认知常常具有不一致性 "受限于传播主体不同的时间性 !历史性 !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 , 即便是

面对同一对象同一事实, 不同的主体或者同一主体在不同时候, 也常常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

同的侧面, 甚至完全不同的东西"鉴于此, 当我们连客观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 或者

我们看到的事实纷繁各异且有失全面的时候,试问, 该如何确定新闻是否真实?

第二 , 传播符号的片面化困境 "所谓符号, 是指 /一种携带意义的感知 0 (赵毅衡, 201 1:

l) , 是人表达意义所必需的载体 "也即是说, 人在面对对外在世界的经验感知时, 常常需要以符

号为中介, 将经验感知解释为意义 "这一 /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0的过程 , 也被称为 /符号化 0"

在符号与符号化中, 避免不了片面化, 原因在于: /物不需要全面被感知才携带意义 "让物过多

的品质参与携带意义, 反而成为表意的累赘" -被感知 .并不能使符号回归物自身, 恰恰相反, 符

号因为要携带意义, 迫使接收者对物的感知 -片面化, , 使感知成为意义的 -简写式 .承载 0, /无

关品质可以甚至必须忽视, 不然解释效率太低 0 (赵毅衡,201 1:37) "

换言之, 物自身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 !全面化 !立体化的存在, 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

的层次 !以不同的参照对象去观照它时, 便能发掘出其诸多不同的甚至可能截然相反的品质 "

在某一具体的符号表意过程中, 如果我们都让物的相关不相关的所有品质都介入进来, 一方面

是累赘的, 另一反面而言是无意义的"符号与符号化的片面化特点, 使得新闻报道总是习惯于从

某一主题 !某一视角或者某一类型来报道客体事实, 而不可能同时涵盖客体事实的各个侧面和

所有品质"由此来说 , 新闻求真至多能达到一种片面 !局部的真实, 而不能及全面!全局的新闻

/客体之真 0"

第三, 传播受众的认同困境 "如果以 /相符合于客观事实 0来界定新闻真实, 那么, 新闻真

实似乎是一个与新闻受众极为不相干的问题 "然而, 众多案例显示, 新闻真实常常是在受众的

质疑声中逐步得到证实或者遭受揭发的"此外, 我们也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新闻传媒所

描述的真实的新闻事实, 往往不被受众认为是真实, 而另一些新闻传媒所提供的不真实的报

道, 甚至在很长时期内被接受者认为是真实的"鉴于此, 从实践上来看, 要求得新闻的 /客体之

真 0, 必然还遭受着一个受众的接受困境 "

第四, 新闻传媒机构的属性和功能困境 "虽说新闻传播的首要功能是客观真实地传递信

息, 但在另外相当多时候, 新闻传播还肩负着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舆论引导等功能 "而在发挥

后者功能时, 新闻通常会代表国家 !地区 !职业等方面的利益和呈现出文化 !意识形态等方面的

偏向(当然, 这也与新闻从业人员所秉持的文化惯习与意识形态相关) "此外, 新闻媒体虽被称

为独立于立法 !司法和行政之外的 /第四权力 0, 被誉为 /无冕之王 0, 但由于权限的限制或者能

力的缺乏, 新闻传媒机构并不能顺利如愿地得到想要的新闻事实, 尤其是在面对那些当事人有

意要遮蔽的事实时 "

第五, 道德伦理困境 "作为社会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闻传煤机构和新闻从业人员,

其首要角色应该是社会组织和社会人, 因此, 他们也需要自觉服从社会道德伦理的约束 "也即是

说 , 并非所有的新闻事实, 都适合于进行全面而具体的真实报道"比如, 出于人性关怀 , 不宜将

灾难事件中死难者的尸体照片巨幅刊载于新闻报端.出于对某些消息来源的保护 , 不宜将他们

的真实名字透露在报道中;出于对传播负外部效应的防范, 不宜对新闻事件中的某些作案细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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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真实描写, 等等"在这些时候, 新闻的 /客体之真0是否还应该被捍卫, 新闻的 /实践之真0

是否还应该被践行, 就值得怀疑 "

第六 , 法律困境 "大多数时候, 新闻求真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但如同 /自由以自由为

限 0一样, 权利也要以权利为限 "当公众的知情权与他人的隐私权 !肖像权 !名誉权或者相关国

家保密义务的相关法律规制等相冲突时, 就需衡量何种权利的 /优先级0更高了"每逢此时, 若

要执意追求新闻的 /客体之真0, 往往也会遭遇来自法律方面的尴尬 "

第七, 外在语境变化的困境 (蒋晓丽,李玮,2012:141 一145) "一是新煤体技术语境 "较之传

统的代一对多0的大众传播格局, 新媒体技术为 /多对多0自媒体传播 !公民共享新闻学搭建了平

台"在此平台下 从 人都是记者0, 追求新闻的 /客体之真 0, 无疑会陷入 /新闻不够客观 0 ! /信

息不够可信0 ! /非专业的公民不能够堪当记者大任 0等职业陷阱"二是全球化的社会语境 "在

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 无论就硬件设备还是软件实力,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影响上, 新闻传媒资

源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呈现出分布的绝对不均衡, 因此导致了全球信息流动的不均

衡 "在此语境下, /发达国家单一话语主导的 !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迫接受的 0一元真实, 绝不能

等同于新闻的 /客体之真 0"三是和谐社会本土语境的新需求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远不

能仅用新闻的 /客体之真0来衡量新闻信息的价值 , 因为任何不管是否真实的信息, 都代表着

一种利益诉求或情绪宣泄 "
因此, 有学者提出: /强求新闻在任何情况下达到绝对真实, 是不现实的理想主义论者 0

(王艳 ,2004:1巧) , /把新闻真实等同于客观真实, 认为新闻真实就是新闻报道必须与客观现

实相符合, 必须与客观现实完全一致, 显然是一种理想, 同时对新闻的认识也是不全面的, 是对

新闻价值的一种过分追求 0"(吴晓春, 2005 )

(二)新闻 /客体之真 0的困境突围

面对这诸多困境, 如何拯救新闻的 /客体之真0于水火之中, 如何在重重困境下求得新闻的

/客体之真 0, 便引发了学界和业界人士的浓厚兴趣 "归纳起来, 代表性的突围路径有:

有学者根据马克思唯物论中的现象与本质概念出发, 提出新闻真实包含 /现象真实0与

/本质真实 0, 并认为, 本质真实才是新闻真实的最终指向"因此, 针对新闻报道中常出现的只

停留于现象真实而忽略甚至掩盖本质真实的情况, 就需要 /新闻工作者掌握材料全面!采访作

风深入 !多问几个 -为什么, 并找出明确答案 0 (陈应雄, 2003 ) , /用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和思考各

种现象, 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来解剖!解答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0 (曾林,刘锦钢,2003) "

有学者从新闻报道者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程度的不同, 提出 /宏观真实0与 /微观真实0 "其

中, 宏观真实, 与整体真实 !总体真实相近, 强调新闻报道从更加全面 !广泛 !深入 !高远的层

次 !视野和境界上来观察 !把握 !反映和报道事物 "微观真实相当于具体真实 !局部真实, 要求

新闻报道从小处着眼, 从基本元素上, 从具体细节上做到真实准确 "换言之, 宏观真实要反映

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和普遍联系, 揭示客观事物相互发展中的内部规律 , 而微观真实要报道

/事实的真实 0 (夏永,2005) "

有学者从符号学的内涵与外延概念出发, 从解码认知视角切入提出, 当我们考察同一个新

闻文本时, 近乎可以获得相同的对象, 也即相同的外延, 但同时也可根据我们自身的独特理解获

得不同的内涵 "由于新闻文本只有在外延上接近于事件, 内涵却随着解码者文化语境不同而产

生新的不确定意义, 因而, 他认为, 认知论上的新闻真实应该是外延真实 (饶广祥,2010 )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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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将目光从新闻真实的 /结果0转向了实现新闻真实的 /程序0上, 提出 /依据真实0

和 /判定真实 0, 并认为, 记者和媒体所描述 !传播的内容, 是由他人所提供或记者所亲历目击

的新闻信息或新闻事件, 并非记者凭空杜撰和想象出来的"因此 , 不管这些依据所提供的信息

是否符合客观真实, 这些所谓的依据本身必须真实存在, 而且必须要经过记者和新闻传播机构

的判断和认定, 才能成为新闻传播的内容 (吴晓春,2005) "

此外, 还有学者根据新闻传受两个环节, 提出 /报道真实0与 /理解真实0, /瞬间真实 0与

/无限真实0 "其中, /报道真实 0与 /理解真实0观念认为, 完整的新闻真实, 需要新闻传播主

体与收受主体共同完成 , 它是报道真实与理解真实的共同构筑物 (杨保军 ,20 05) "换言之, 实

现新闻真实, 首先需要新闻传播者的报道真实, 即新闻媒体所传播出去的新闻必须与作为报道

对象的新闻事实相符合;其次需要被新闻收受者准确理解和相信认可, 即新闻收受者必须认同

新闻文本所中表述的新闻是真实的 "/瞬间真实0与 /无限真实0观念则认为, 作为真实的两种

理解方式 , 瞬间真实和无限真实构成了新闻真实在现实社会中的两种存在形态 , 同时, 正是这

两种真实的理解方式成就了真正的新闻真实"其中, /瞬间真实 0是指以新闻传者为主的新闻生

产环节, 其目的在于以瞬间的局部状况为对象 , 用符号来呈现那确凿的 /一小片实在界 0; /无

限真实 0是指以新闻受众为主的文化反思环节, 以无限可能性为对象, 必须从那 /一小片实在

界0及其符号呈现中看到言外之意, 理解更多信息, 进而追索无限可能性 (王辉 ,2012 ) "

但是 , 这些突围路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新闻 /客体之真 0的重重困境 "首先, 现象真实与

本质真实这组概念, 不仅没有改变将客体事实作为新闻真实最终参照的基本命题, 还引入了-

个更为玄奥的与 /现象真实 0对立的 /本质真实 0, 这一来暗含了一种本质主义的观点, 认为事

物有一个先在的本质等待人发掘和理解;二来有不相信现象和群众之嫌 , 扬本质抑现象, 不符

合 /从现象到本质 0的自然认识规律, 并否定受众在接受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三来 /本质真实

论0在更多时候反倒可能成为新闻不真实的借口"其次, 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 虽说比现象真实

与本质真实更严谨了些, 但其依然没有触及到新闻真实最核心的假设, 依然以 /相符合于客体事

实 0作为衡量新闻真实的最终标准, 新闻求真同样困难重重"再次, 将范围缩小为外延真实的做

法, 既没有摆脱以客体事实作为参照的 /客体之真 0的定义, 还完全舍弃了内涵真实这一重要构

成, 忽略了人本身作为客体事实判断尺度这一重要现实 "复次, 依据真实和判定真实, 虽说道理

不错, 但其只能作为新闻真实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因为在一个客观事实中, 堪当消息来源的

当事人和目击者 (持正反意见) !专家学者 (持褒贬态度)往往不止一个, 而新闻报道又不可能穷

尽所有可能的消息来源 "因此 , 即便报道中的所有消息来源都是真实的, 新闻媒体本身的选择

与过滤也大大损害着新闻真实"最后, 报道真实与理解真实 !瞬间真实与无限真实, 将受众纳入

新闻真实的考察范畴 , 在凸显了受众的主体能动性, 为新闻真实的实现增加了一层可以验证的

关卡的同时, 它又忽略了作为 /依据 0的消息来源群体的重要性 , 因而从理论上说 , 也是不够齐

备的 "

于是, 我们不得不反思:是否对 /新闻真实 0的理解不应该被界定为 /相符合于客体事

实 0?是否不能从 /客体之真 0 ! /本体之真 0和 /实践之真 0的层面上衡量新闻真实?

二 !符号之真: 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

(一)符号之真:新闻求真困境的符号学突围

根据符号学的观点 , 任何发生于客体世界中的事实 , 在进入人化世界时 , 都经历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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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符号化的过程"如前所述 , 所谓符号, 是指一种携带意义的感知"美国符号学之父皮尔

斯将符号的构成分为三种: /再现体 0 (representatum ) ! /对象0 (obj eet)和 /解释项 0

(in te rpre ta nt ) "其中, /再现体 0相当于索绪尔之 /能指 0, 也指被广义化了的 /符号0, /对

象0与 /解释项 0则分别相当于索绪尔 /所指 0中的 /符号所代替的对象0与 /符号所引发的思想

与意义0"

再现体

/价\/

/
乙____ _

对象

\
\

\

解释项

不难看出, 在 /符号 0的这三个构成要素中, 新闻的 /客体之真 0, 重在强调 /再现体 0与

/对象0之间的高匹配与相符合, 而忽略了 /再现体0与 /解释项 0之间的关系"但对于 /符号0

来说 , /解释项 0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构成 "

较之于索绪尔 /所指 0中相对独立自为地存在的 /符号引发的思想和意义0, 皮尔斯的 /解

释项 0具有以下一些重要意义:首先, /解释项 0指明了, 任何一个符号化, 其实都等于两个符号

化一一第一符号化是指一定数量的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组合中, 第二符号化是指符号被符号解

释者组织进一定的时空向度和意义向度 "其次, /解释项 0暗示了符号解释主体存在 ) /解

释项 0意味着, 意义并非独立存在, 而是有赖于符号解释主体的解释, 因此, 即便是面对同一对

象, 存在于不同时空中的不同解释主体, 解释意义也会呈现差异 "再次, /解释项 0的提出, 还莫

定了符号动态衍义的基础 ) 任何一个 /解释项 0, 都是上一个符号化的终结, 同时又作为新

的 /再现体 0开启下一个符号化过程 "最后, /解释项 0揭示了 /符号 0的终极价值, 在于表达意

义, 而非仅仅指明对象 "总而言之, /解释项0凝聚着 /符号0的核心价值 ,它是符号化过程的最

终归宿 "在符号化过程中, /对象0常常处于日渐被疏离的位置"

具体到新闻文本的生六 传播和收受实践中来看:在从 /客体事实, 新闻事实 0的事实转

换 !从 /客体事实当事人/见证者* 新闻传者* 新闻受众0的信息流动过程中, 就历经了多层的

符号化:

客体世界中的自然事伶 文本依据#~ ,

扩
客体事实中的当事为目击者 (晰

闻记者) #/ ~ #(特殊新闻受众)

新闻传兹

!沪
!

号文本/ 夏)- 二呻普通新闻受众

第一符号化过程常常发生在 /客体事实的当事人/目击者 ) 客体事实 0之间, 其符号解

释主体是 /客体事实的当事人/目击者 0, 如上图中的 ¹ "在此过程中, 客体事实的当事者/目击

者, 把自己对客体事实的经验感知 (亲眼目睹 !亲耳听闻) , 组合进一定的符号序列, 并解释为一

定的时空向度和意义向度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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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符号化过程常常发生在 /客体事实当事人/目击者的解释 ) 新闻传播者 ) 新闻符

号文本 0之间, 其符号主体是新闻传播者, 如上图中的º"在此过程中, 客体事实当事人/目击者

对客体事实的 /符号解释 0, 成为新闻传播者经验感知的 /再现体0, 开启新闻传播者的符号化

过程"新闻传播者通过对当事人/目击者的 /符号解释 0进行再解释, 并将其解释意义凝结为新

闻符号文本的生成 "

第三个符号化过程常常发生在 /新闻符号文本一一新闻受众 0之间, 其中, 新闻受众包括

一般新闻受众和 /作为客体事实当事人/目击者0的特殊新闻受众, 如上图中的 »"在此过程中,

新闻普通受众以新闻符号文本为 /再现体0开启符号化, 以不同的语境元语言!能力元语言进行

符号解释, 最后根据自己的解释意义决定是否愿意相信新闻报道中的事实"而作为 /客体事实

当事者/目击者0的特殊新闻受众, 则将以新闻符号文本为起点的符号解释, 对比于之前对客体

事实的原初解释, 再行决定是否认同新闻文本中的事实 "

此外 , 还有一个潜在存在的符号化过程 , 常常发生在 /客体事实当事人/ 目击者的解

释 ) 普通新闻受众0之间, 如上图中的¼ "倘若客体事实的当事人/目击者觉得从新闻文本得

到的解释意义与他们直接从客体事实中的解释意义有不同, 甚至是很大背离, 他们可能会通过

其他渠道将其原初解释意义发表出来, 而其原初解释意义一旦被普通新闻受众作为 /再现体 0

开启新一次的符号化, 就有可能影响普通新闻受众对新闻报道中事实的认同度 "

由此观之 , 客体事实自被其当事人/目击者进行第一次符号化开始, 就已经脱离了其符号

/对象 0所在的存在论与本体论范畴, 转而进入到 /解释项 0这一人的认识论与审美论范畴 "

换言之, 自第一次符号化开始, 新闻的 /客体之真 0就已经被 /当事人/ 目击者 0的符号解释和

符号叙述给取代了"在此之后的每一次符号化, 都是以 /当事人/目击者0的 /解释项 0为 /再现

体 0来开启的 "因此, 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 衡量和判定新闻是否真实的, 不是 /客体事实 0, 而

是 /客体事实当事人/目击者 0的初次解释意义 "从此意义上说 , /相符合于客体事实 0的新闻

/客体之真 0! /本体之真 0! /实践之真 0永远也无法实现 "

鉴于此, 新闻求真的目标 , 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变为追求 /再现体0与 /解释项 0 (也即不

同符号化过程中的 /解释项 0与 /解释项 0)之间一致性孔 因为, 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 历经层

层符号化之后, 新闻的 /客体之真 0难以企及, 但不同解释主体的 /解释项 0与 /解释项 0之间的

一致性 , 却是有可能实现的 "在此 , 本文将此逻辑意义上的新闻真实 , 也即存在于 /层层符号化

过程不同解释主体 -解释项 .的互动一致 0当中的真实, 称为新闻的 /符号之真 0"

之所以称这种 /存在于多方主体互动一致中的新闻真实0为新闻的 /符号之真 0, 是因为最

终判定和衡量新闻真实的是不同符号解释主体的解释意义"它并非本体论范畴的 /客体世界本

身的运动 !变化 !发展及其规律性 0之 /真 0, 也非实践论范畴的 认 的思想和行为达到了与规律

性的高度一致 0之 /真 0 (周文彰,19 91 :53 ) , 而是认识和审美范畴的 /对真实的感知 !认识和审

美 0"其中, /认识之真 0和 /审美之真 0构成了新闻 /符号之真 0的主要内容, 它们代表着符号表

意的终极价值目标 "

现实实践中的新闻 /符号之真 0, 是新闻传受多方主体互动建构的产物 "在包含客体事实当

事者/目击者 !新闻传播者 (新闻符号文本) !新闻受众在内的多方符号解释主体的互动一致中

建立起来的"也即是说 , 在新闻生产!传播和收受实践中, 首先是新闻传者携带着自身特定的元

语言, 来判定客体事实当事人/目击者对客体事实的叙述和解释是否真实 (其中, 新闻传者需对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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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目击者说什么!不说什么!为什么说 !为什么不说等问题进行意图反推, 以判定其叙述真

实性);其次是包含客体事实当事人/目击者在内的新闻受众以自身特定的元语言, 判定新闻传

者凝结在新闻符号文本中的叙述和解释是否真实 (其中, 包含对新闻消息来源是否准确 !照片

是否真实等问题进行检验) ;最后普通新闻受众又以自身特定的元语言, 判定客体事实当事人/

目击者的叙述和解释是否真实,,, 也即是说, 只要多方符号解释主体之间不出现异议, 新闻的

/符号之真 0就可以得以建立 "当然, 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即其中的某一环节或几个环节之间

可能出现某种不一致, 这种时候, 只要客体事实的当事者/目击者以及新闻传播者, 能有效地回

应新闻受众的质疑, 新闻的 /符号之真 0也能在这种积极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建立 "

总而言之, 实现新闻的 /符号之真0的核心在于, 寻找一种能产生共鸣的新闻符码, 使其既

不违背真实, 又能指向价值, 并产生这样一种传播效果:不管是通过直接的经验感知还是通过

间接的符号文本, 对同一客体事实, 不同的符号解释主体能获取感知!认识 !解释, 甚至是审美

上的一致, 实现符号表意的终极价值目标: /认识之真 0 ! /审美之真 0"

(二)符号之真: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型方向

与新闻的 /客体之真 0不同, 新闻的 /符号之真 0是将新闻真实置于人化世界而非物理世界

来进行考量 "因此, 在新闻求真过程中, 它能克服新闻 /客体之真 0的诸多困境;一方面, 更合新

闻实践的现实规律性;另一方面, 更合人自身价值目的性;此外, 还符合当下技术语境 !全球语

境和本土语境的时代需求"

首先, 新闻的 /符号之真 0, 一定程度上既可以规避 /客体事实到底为何 0! /以谁所看到的

真相作为客体真相的评判标准 0的科学难题, 绕开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认知能力有限性的陷阱;

也可以消除无法排解的符号片面化问题, 以及新闻传媒机构 !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受众中不可

避免的文化惯习和意识形态问题, 及其所导致的不同主体不同语境对客体事实认知不同和解释

不同的问题烦忧 "因此, 新闻的 /符号之真 0, 在现实的新闻实践中, 是具有可实现性的"

其次, 新闻的 /符号之真0, 将新闻实践过程中不同符号主体对客体事实认识和解释上的

互动一致作为判定新闻真实的最终标准, 而非将客体事实作为最终参照对象的做法 , 一定程度

上也使各种价值困境自动失效 "在新闻的生六 传播与收受实践中, 任何一个符号主体都不可能

抛开道德伦理 !法律正义!文化习俗和意识形态等的价值体系来进行符号解释, 换言之, 任何一

个符号主体的解释都是在自己特定元语言 (包括语境元语言和能力元语言)所解释的结果 "因

此, 新闻 /符号之真0对多方符号主体解释意义的考察, 不仅直面了价值对解释的影响, 也更符

合于具体的新闻实践 "

再次, 新闻的 /符号之真 0, 认为新闻是多方符号解释主体互动建构的产物的理念 , 充分

肯定了新闻传受过程中每一符号解释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承认了新闻文本是历史性 !社会

性 !文化性的符号存在, 其间蕴藏的各种意义偏向 !价值偏向 !文化偏向 !意识形态偏向;并鼓

励将新闻作为一个施展公共对话的平台, 肯定新闻的对话职能 !发扬新闻的对话精神 , 提倡符

号主体间通过互动的对话 !交流和沟通, 来达成一致的感知 !认识和审美 "因此可以说, 新闻的

/符号之真 0, 既能适应 从 人皆可为记者 0的新媒体传播格局, 也能适应新闻传媒资源分布极

度不均衡 !西方话语权下的一元真实鱼需被打破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机制

巫需建成的全球化语境, 同时, 还能适应本土建设和谐稳定意义世界的社会需求"

综上, 本文认为, 相对新闻的 /客体之真 0! /本体之真 0与 /实践之真 0而言, 新闻的 /符号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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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真 0! /认识之真 0 ! /审美之真 0, 更贴近活生生的现实新闻实践, 能杀出重围体现出更强的

操作性 !互动性 !可实现性与可验证性, 因此, 代表着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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