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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语言与感性：
《主播说联播》的“隐形翅膀”
◆王奋飞

黄

煜

摘要：作为《新闻联播》衍生的新媒体产品，
《主播说联播》问世以来的“两翼”策略使其在网
络舆论场的影响力迅速起飞。
“联播系”多年来累积的品牌、人才和渠道等有形的资源禀赋是其一
翼，而新旧基因的“杂交融合”、多种语言的“综合调用”与节目形态的“感性转向”则构成其另一翼。
作为“隐形翅膀”，后者为《主播说联播》注入了独特的气质，助力探索传统新闻节目的进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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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9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

能放在首位，以传播党和政府的信息政令和意识形

中心推出了短视频产品《主播说联播》。作为《新闻

态为主要任务是密不可分的。它被认为是一个代表

联播》衍生的具有鲜明新媒体气质的新闻产品，
《主

政府的媒介，以宣传稳定的国家政策和取得的各项

播说联播》自从开播以来每期在微博上的播放量均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为重要特征内容 ①。在风云

在百万次以上。开播一年后，
“主播说联播”的微博

变幻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
“政治风向标”是《新

话题阅读量高达60亿，讨论量也突破150万，屡次登

闻联播》的底层价值，既是上下声气联通的桥梁，

上热搜排行榜。抖音和快手两个平台的播放量也分

也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正因此，
《新闻联

别超过85亿和近30亿。本文试图从基因、语言与感

播》的动静观瞻往往成为新闻。2020年7月18日更换

性等无形的要素来探析其成功的深层原因。

新片头，使用新的演播室，实现全高清新闻制播，这

一、新旧基因的杂交融合
“首都北京花团锦簇，旌旗飘扬，蓝天丽日下，
天安门城楼庄严雄伟，城楼红墙郑重，悬挂着毛泽东

是《新闻联播》在过去42年来第9次更换片头。当晚，
《新闻联播》的小变化立即成为新闻，其所受到的
关注可见一斑。在中国，能够受到如此关注的电视新
闻节目几乎只此一家。

同志的巨幅彩色画像，城楼檐下八盏大红灯笼引人

第一，内容的“强政治性”与播音员的“弱主体

注目……报时钟声响起，10时整，庆祝大会开始。”

性”。相较于其他新闻节目，
《新闻联播》的“强政治

这是2019年10月1日的《新闻联播》关于庆祝中华人

性”和播音员的“弱主体性”是其基因的鲜明且牢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头条新闻，体现了典型

的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电视新闻节目在“杂

的“联播体”风格。从1978年1月1日开播以来，
“联播

志化”“民生化”和“网络化”等理念的消长中不断

体”的基因就深深地扎根于其选题取向、编排逻辑、

地迭代升级，而《新闻联播》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

栏目包装、播音语态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相当

化。毋庸讳言，这与其“强政治性”有莫大的关系。

稳定的程式，各种要素都必须符合准确、规范、庄

客观而言，在《新闻联播》出镜的“播音员”和不出

重、严肃等内在规定性。这和《新闻联播》把宣传功

镜的“配音员”都存在“去个性化”的特征，区别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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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露脸与否。
《新闻联播》的历任播音员们出镜时

发言，在bilibili、抖音等视频平台，弹幕和评论本身

表情严肃、发音标准、语气语调平和冷静，甚少有自

就是《主播说联播》内容生成的重要部分，对受众而

由发挥的空间。多年来，
“主持人”“主播”这样的称

言，带来了相当多的乐趣。

谓似乎一直与他们无缘。
“播”的“去个性化”意味着

显然，《主播 说 联 播》获得了其母 体《新闻联

“播音员”的“弱主体性”，甚至是依附在整个新闻

播》在品牌和专业主义气质方面的加持，同时从受众

操作流程中，作为某个标准化环节或角色出场，对整

设定、主播人格、新闻语态、视觉呈现等多个方面深

个新闻品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产生的“正面溢出效

度地嵌入了新媒体基因。新旧基因的“杂交融合”使

应”相当有限。近年来，人们对“政治性”的理解也

《主播说联播》在众多网络视频节目中脱颖而出，

在不断深化，这对《新闻联播》的话语逻辑产生了明

具有清晰的人格化特征，并迅速地增强了品牌的影

显的影响，使其更加遵循新闻传播规律，选取大众

响力。

关注的重大事件或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新闻作为头
条报道，而且更加注重新闻时效②。比如，2019年春

二、多种语言的综合调用

节期间，
《新闻联播》播出了超过5分钟的《相约在零

《主播说联播》顾名思义，说的都是当天《新

点37分》，讲述的是一对普通的铁路职工情侣郝康和

闻联播》播报的新闻热点，既可以是严肃问题，也可

雷杰的故事，一时间被引为佳话。

以是暖心热点。美国学者贝克特尔指出，人们沟通中

第二，内容的“人格化”与传播的“新媒体化”。

的信息只有7%是通过语言传递的，38%是通过我们

随着网络技术的崛起并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

的语气语调，55%是通过我们的身体语言③。也就是

新媒体空间已然成为社会舆论和民心民意的主流场

说，影响信息传递的关键因素并非有形的文字语言。

域。寻求与网络的同频共振，这是《新闻联播》的挑

《主播说联播》受到广泛欢迎的关键原因是其对包

战与机遇。除了选题导向外，新媒体灵活的表达方

括通俗语言、视听语言和身体语言等多种语言的综

式、高频的词汇生产以及社交媒体的“我时代”趋

合调用。

势，对《新闻联播》的“新闻语态”和“人格化”有着

首先，善用 通 俗 语言。时 长 一 分 多 钟 的 短 视

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催生了《主播说联播》这

频中，主播们利用白话、打油诗甚至网络热词等来

一品牌的风格，使其既传承了《新闻联播》的基因，

“说”“聊”甚至“侃”新闻，正如康辉在《主播说联

同时从一开始就植入了深刻而鲜明的新媒体基因，

播》开播录制的视频中所说：
“该高大上绝不低姿

体现了新旧基因深度的“杂交”与“融合”。从“播”

态，该接地气绝不端架子。”主播们力求与民间语态

到“说”，是语言选择、语态调适、言说对象、言说内

声息相通，既活用也用活了各种话语。比如李梓萌在

容、选材标准等底层逻辑的迭代与进化。而新媒体

中方出台对美国的反制措施时说：
“来而不往非礼

时代“个体崛起”背景下，从“播音员”到“主播”也

也，做对的事情，不需要等。”海霞针对香港有图书

绝非简单的称 谓变化，更显示了“主播”作为一个

馆下架“港独”书籍时说：
“只有把香港教育领域的

能动主体的强势出场。在“读稿”与“说新闻”之间，

‘毒’排干净，才是真正的正本清源！”

“主播”经历了从“去个性化”到“再个性化”再到

其次，灵活多变的视听语言。和《新闻联播》传

“强主体性”的建构，对播音员的各种刻板印象不

统的横屏模式不同，
《主播说联播》使用的是当下流

断被打破。比如玩起了视频日记的康辉显示了主播

行的竖屏短视频形式，从一开始就牢牢地锚定了移

们“潮”的一面。与此同时，
《主播说联播》坚持基于

动端的受众。拍摄构图方面，主播单人出镜，景别均

网络平台的传播策略，一是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

为近景。在视频的处理上，画面的叠放、表情包叠放

进行多平台推送；二是预置了各种互动机制，比如，

以及字幕呈现等充分汲取网络视频的创作经验，比

有时主播会提出一些开放性的讨论话题，鼓励网友

如字幕进出场的跳脱风格、字体的颜色、字体大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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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的变化、关键字词的突显等等。在音响方面，突

的“克服困难就会收获成长”，还是海霞评论未成年

破了传统新闻节目除了同期声和现场声之外一般不

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提请二审时指出的“保护未成年

使用背景音乐的所谓规范，开始大量衬入背景音乐

人不能留下隐秘的角落”，主播们最终的着力点依然

和各种音效。比如在倡议给予医生更多理解的话题

是诉说某种意见、传达某种观点。从新闻伦理的视

中，伴随李梓萌讲述的是动情的音符；康辉在谈今

角来看，新闻必须是理性的。那么，它与母体《新闻

年高考作文题时，背景音乐呈现的是欢快的节奏。显

联播》的最大差异究竟在哪呢？笔者认为，区别是其

然，音响元素已然成为《主播说联播》重要的形式要

节目形式的“感性转向”，无论是新旧基因的“杂交

素，对于提升传播的感染力起到重要作用。

融合”还是多种语言的“综合调用”，最终都是为这

其三，释放身体语言。与《新闻联 播》字正 腔

一目的服务。

圆、庄重严肃的“联播腔”相比，主播们释放的身体

第一，从“诉诸理性”到“感性为先”。民心向背

语言成为《主播说联播》的“无言言说”。主播们稍

既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课题，也是历史走向的幽微脉

稍前倾的体态表达了一种“交流感”，仿佛要贴近并

络，民心往往是感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新闻

不在场的观众，从而体现了对象的虚拟在场。适度

联播》从内容到形式都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作为主

的放飞自我使得每个主播更大胆地使用手部动作，

流新闻的核心阵地之一，央视的新闻团队显然注意到

不 再正襟危 坐的身体 在 张 弛 之间更加 从容，比如

了这些问题，并一直努力进行调整。比如2014年元旦

海霞的点赞和比心、康辉的握拳“加油”。从理性的

的节目最后，主播动情地说道：
“朋友们都在说，2013

“说教感”到感性的“交流感”，进一步彰显了《主

就是爱你一生，2014就是爱你一世！那就让《新闻联

播说联播》力图与受众进行真诚对话的平等氛围。

播》和您一起传承着一生一世的爱和正能量吧！”另

因此，
《主播说联播》令人眼前一亮的不仅仅是

一方面，2012年11月和2013年4月先后开通“央视新

对《新闻联播》中“硬”内容的“软”输出— 新闻

闻”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后，又相继运营抖音、快

语态的平民化、通俗化，还包括主播语气语调和身

手等短视频账号，并开始发力H5、VR制作技术、AI

体语言以及对各种视觉符号语言的深度理解和灵活

虚拟记者、AR增强现实等智能化技术与新闻实务的

运用。透过有形语言和无形语言的综合调用，
《主播

融合实务，为主流新闻学提供柔性力量。

说联播》建构具有“交流感”的言语情境—“它为

第二，理性内容与感性形式的结合。作为“联播

自由开放、自主互动的主体间创造了非强制性交往和

系”的新媒体产品，
《主播说联播》有意识地强化了

达成共识的前提—始终召唤他者的参与，包括共

自身形式的“感性”属性，使之体现在产品的方方面

振、批判、转发、分享、修正等，把共时性要素引入协

面。出镜的主播用大白话、口头语娓娓道来，务求让

作机制。正是交往行为，赋予了生活更多的意义。”④

每一个人都听得懂主播口中关于世界和中国的大事

在无法彻底改变“一对多”的大众传播模式前提下，

小情。比如康辉为2020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转正”

《主 播 说 联 播》引入 新媒体的内容 生 产与互动逻

而激动 地 竖 大 拇指点赞；刚强动情讲述安徽 歙县

辑，利用多种语言的“综合调用”，将新闻传播从具

受灾茶企老板痛哭时仍挂心茶农生计；郭志坚拱手

有“目的理性”的单向度灌输变成了追求深度理解的

恭喜农民们丰收，笑着点名让人帮忙点些夜宵“硬

“交往活动”，大大提升了信息传递的效率。

菜”；还有那些活泼的字幕和应景的配乐。主播们唇

三、节目形式的感性转向

舌间跳出的不再是刻板严肃的言辞，而是发自内心
的情感。主播们作为自身以及整个国家级媒体的“代

从节目形态来看，
《主播说联播》是典型的述评

理人”，关心的是人情，关注的是人事，说的是人话，

类节目。无论是李梓萌谈及港区国安法生效时说到

体现出真诚的关切、体贴和呼应，引起人们内心强烈

的“该亮剑时就要亮剑”，刚强说到今年高考时说到

的情感共鸣。                     （下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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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查看受灾情况”的按钮，点开会弹出采用普通

点击鼠标或拖动屏幕就能“身体力行”地体验新闻事

长焦镜头拍摄的新闻图片，画面内容是被洪水淹没

件现场。在这一过程中，新闻接收者可以根据任意喜

的邓家村楼房。关闭图片后，沿着箭头方向拖动导览

好和兴趣点改变新闻信息的次序和结构，与各种类

会出现一个醒目的红色文字框，内容为中国安能建设

型的信息之间进行充分的互动。媒介融合重塑了用户

集团迅速调集抢险人员与设备星夜驰援、封堵决口。

与现场的关系，既是这一变革的外在体现，更是其内

在这一“转折性”的信息过后，则是问桂道圩合龙，

在成因。VR新闻作为一个综合媒介系统，整合了多

连通了周边村落交通的全景图与视频报道，图片上

种类型的信息，而它本身也是诞生于媒介融合趋势

圩堤决口后重新筑起的位置为方便观众浏览还特地

下的新技术产物。

标注了“圩堤决口合龙处”；另一重要信息源是鄱阳
五一中心学校的安置点，观众可以通过从地面高度

注释：

平拍的全景图片感受紧急安置点中受灾群众的生活

①喻国明、张文豪：VR新闻：一种新新闻形态的考

情况。在最后一个报道专题中，一张以超高视角俯拍
的全景图将之前新闻中提到过的“中洲圩受灾”“中
洲圩封堵现场”“航拍邓家村受灾现场”“问桂道圩
合龙”“鄱阳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全部标注在了图
片上，并以第一人称视角全方位地观看鄱阳县城最
真实的场景，图片中高涨的江水、已经修复完毕的
堤坝与当地突击队组织建起的第二道堤坝都清晰可

察，
《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10期，第1-2页。
②[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
介：论人的延伸》，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页。
③李良荣：
《新闻学概论（第5版）》，复旦大学出
版社，2016年版，第26页。
④钟大年：再论纪实不是真实，《现代传播》，
1995年第2期，第71页。

见。通过全景图片、新闻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将观众
从荧屏前“带入”了尽管大水围城、鄱阳城中却依然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责编：胡斌毅）

有序的现场中。
在央视VR新闻的体验过程中，新闻接收者只要

(上接108页)
四、结语
作为央视新闻创新的一小步，
《主播说联播》
成 功 地 在网络上打开了一片 新 天 地，并 开始 体 现
出小屏反哺 大 屏 的 效 果。据“中央 广 播电 视 总台
总经理 室”微信公众 号 提 供 的 数 据，2 0 2 0 年上半
年《新闻联播》青年观众增加139%，CCTV-新闻
频道收视率同比上升92%。北京电视台、西安电视
台、焦作广电等电视台甚 至报 纸 和广 播 等 传 统 媒
体也纷纷推出类似“主播说新闻”的节目形态。显
然，
《主播说联播》的成功具有很好的榜样作用，
对 于 传 统 媒体 推 进 媒体 融合和 节目创新，具 有很
大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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