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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创新理论 探索创新实践

DONGNAN CHUANBO

伴随着新兴媒体的兴起，各类媒体间的竞争不断加剧。
在竞相打造“强势媒体”的今天，新闻评论以其鲜明的针对

性、说理性和引导性跻身于媒体的显要位置，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关于新闻评论的研究论著也层出不

穷。但是，祖国大陆对台湾报纸新闻评论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本文通过分析台湾《联合晚报》的社论，望能借此了解台湾媒

体在评论操作上具有哪些特点。
在 1988 年解除报禁后，台湾报纸的评论急速发展，竞争

也随之加剧，各报无不把评论当做拳头产品来对待。目前台

湾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联合晚报》，创刊于 1988
年 2 月 22 日，正是台湾解除报纸登记管制后最先发行的新

报。该报也是台湾第一家采用横式编排的报纸，内容兼顾知

识性、实用性、趣味性。本文选取该报 2008 年 5 月 15 日～6
月 21 日共 38 篇社论加以分析。作为评论中最重要而又最正

式的一种，社论是代表报社、刊物或通讯社编辑部就当前国

内外重大事件、事变或问题表明立场的指导性言论。（丁法

章）它是表明新闻媒体的政治面目的旗帜。（胡文龙）之所以

选取这段时间的样本，首先是因为资料有限，另一点是因为

那段时间正是马英九上台前后，可以看作是重大新闻事件发

生期间，这时的评论或许更具代表性。
综合分析这 38 篇社论，总结出该报社论在选题、立意和

论证上具有如下特点：

一、选题：有的放矢、有感而发

对于一篇评论，选题是首要的方向性的选择。由于新闻

传播的受众绝大多数是普通群众，所以新闻评论必须选择大

多数人所关心的、能够拨动更多人心弦的问题展开评论。《联

合晚报》的社论坚持每天发表在固定的 A2 版左上角的位置，

占两栏空间，字数基本固定在 25×34 以内。从评论的对象来

看，一类是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例如 5 月 16 日的《地震教

训：公共建筑安全吗》、5 月 20 日的《心连心手牵手，庆祝台湾

新生》、6 月 14 日的《理性智慧处理钓鱼台事件》等都是就刚

刚发生的事件展开评论，显现了新闻评论的新闻性。因为这

30 多天内的新闻报道主要包括四川汶川大地震、马英九就

职、钓鱼台事件和马英九上台后油价上涨、绿卡风波等，而且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天的《联合晚报》的社论就是针对当天头

条新闻而发的。对于这些新闻事件，该报非常注重发出自己

的声音。
另一类是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例如 5 月

17 日的《不要用“刻板印象”定罪》，这篇社论从关于四川地震

的各方新闻报道出发，针对人们长期存在的对于其他人和事

的刻板印象表明自己的态度。6 月 2 日的《建立师生关系的新

秩序》就长期存在的各种校园暴力现象发论，分析教师、学
生、校方关于如何处理此类事件的观点，这些社论都体现出

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将自己的观点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出来。
二、立意：新鲜独到、观点新颖

立意，就是确定文章的主题思想和基调。立意不仅是文

章的灵魂，而且是文章的统帅，要求作者对所评述的事物或

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见解。唐代诗人杜牧说过

“凡为文以意为主”。一般情况下，选题在前，立意在后，选题

为立意提供基础，立意赋予选题以灵魂。虽然选题上《联合晚

报》可能与其他报纸重复，但从总体上看，该报社论在立意上

能体现出自身的特色。例如 6 月 11 日的《“写历史”步步为

营》，针对海峡两岸“两会”恢复对话这件大事，文章抓住了马

英九送代表团的一句话“大家都在写历史”，围绕这句话对这

次复谈在形式上的突破和意义展开评论，最后指出“以后的

历史会更难写，这才是马政府的千斤重担”。可以说，针对这

一事件各家报纸都有自己的角度和立场，而《联合晚报》也表

明了自己的立场，对于选题相同的社论，该报的社论在很大

程度上做到了“深”和“新”，见解独特、观点新颖、别有韵味，

使人过目不忘。
三、论证：据事论理，以理服人

立意和论证都应服从并服务于评论文章的说理，是一个

统一过程中的两个环节。“如果说立意是评论的灵魂，论证就

是评论的骨骼，是论点得以成立的依托。评论的整个躯体，必

须靠论证来支撑。”论证是运用论据证明论点的逻辑推理过

程，即摆事实、讲道理。论点、论据、论证方法是论证的三个要

素。
第一，提纲挈领———论点

当今媒体已进入“观点时代”，能否提供具有思想深度和

独到见解的观点，已成为决定媒体质量和影响力的主要因

对台湾《联合晚报》社论特点的分析

田凌雁

（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

摘 要：作为“表明新闻媒体的政治面目的旗帜”，新闻评论在各类媒体尤其是

在报纸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台湾《联合晚报》社论的分析，归纳出该

报新闻评论的若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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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评论的论点必须鲜明。《联合晚报》论点的特色首先在标

题中就能明显反应出来。标题是评论的眼睛，好的标题往往

能抓住受众的注意力，吸引他们继续把评论看下去。该报社

论标题多采用标点符号，在这 38 篇社论中，18 篇标题中出

现了标点，包括冒号、逗号、单引号、问号和感叹号。这些标点

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着为评论所要表达的立场态度服务的

作用。《碎纸机能碎得了什么？》、《地震教训：公共建筑安全

吗？》、《台湾有多少个“陈清景”？》、《一致对外前，先自相砍

杀？》等等，这些设问、反问等标题都能各尽其责，紧扣人心。
再具体看一下标题的内容，有用具体的事实作为标题，直接

表明所要论述的对象内容的，如《建立师生关系新秩序》。更

多的则是在标题中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如《“金援外

交”该全面检讨了》、《“怎么教”比“教什么”更重要》、《不必清

算，但要清查》、《矫枉无须过正》等等。
可以说，《联合晚报》社论的论点是在对客观事实和详细

材料占有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每篇社论分论点较少，开篇

观点明确，首先就在气势上抓住了读者。接下来主要围绕开

篇提出的唯一的论点进行论证，论点达到了评论论点正确鲜

明的基本要求。当然，部分评论的论点也体现出深刻隽永、新
颖独到的韵味，从而使整个评论更上一层楼。如《建立师生关

系新秩序》这篇社论，首先提出校园暴力等不良现象，继而指

出应如何做，特别在最后指出“变迁快速的时代，亲子关系和

师生关系同样面临挑战。这些问题比课纲和教材要困难而敏

感多了，是真正‘教育’问题的核心，师长们莫等闲视之。”
第二，缘事议理———论据

一篇评论要说服人、引导人，没有充分的事实和理论是

无法奏效的。“缘事议理可将枯燥、理性的论述化为鲜明、富
有情趣的内容，使新闻评论形象、生动、获得可触摸感。”

采用事实作为评论由头或作为论据是《联合晚报》社论

的又一特点。如《爱台湾的方式》这篇社论，具体引用两个台

湾的体坛小将在国际大赛中夺冠和台湾青少年在其他领域

大放异彩的事实，论述他们爱台湾的方式，以此来对比政坛

乌烟瘴气的绿卡风波，最后指出：“论起爱台湾的方式，政客

真该向台湾的体坛小将们多学习！”评论所选取的事实虽然

是个别的，但对于论证论点却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而且在

时间上和内容上都比较新，既增强了评论的吸引力又服从了

说理的需要，更好地为论证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联合晚报》社论的内容虽然很多涉及政

治事件，但在理论方面论据的运用却很少。
第三，灵活多变———论证方法

《联合晚报》社论主要应用例证法进行论证。选取事例表

述简洁，有所侧重，能把叙述的着眼点放在最便于体现论点

的地方。这一点在《建立师生关系新秩序》、《爱台湾的方式》
和《节能减碳：让作秀变假戏真做》等都可以看到。在《节能减

碳：让作秀变假戏真做》这篇社论中，不只用行政院长刘兆玄

被立委指示把西装脱脱穿穿和马英九出席环保会议的服装

作为由头开篇，更用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搭飞机全球演讲未能

身体力行节能减碳的事和美国人浪费擦手纸巾的事支撑论

点，指出环保议题有待知识思辨和意识唤醒，最后不无讽刺

地写道：“这些动作纵然不免作秀的讥评，终究也能达到假戏

真做的效果，大家应多给点掌声！”
另外，该报社论在用事实进行论证时，很大一部分是回

顾历史事实。包括《民进党的领航者》、《义工形象和总统角

色》、《五二誘的民进党故事》、《监督政府，看大别看小》等都

引用了历史背景资料，这样论述下来使评论的信息量更加丰

富，更具有厚重感和说服力。
《联合晚报》社论在论证时也有很多是采用对比的方式

进行论证的。其中既有横比又有纵比，包括同一事物过去和

现在的对比，蓝绿阵营的对比，不同人做事的方式、态度的对

比，大陆与台湾的对比等等。
总体上看，《联合晚报》社论在开头既有直接摆出论点

的，也有借用由头引出论证内容的，相比之下后者占有较大

比例。还有一个特色是由设问切入，将所要论述的问题归纳

成一个或几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然后在正文中对所提问题加

以解答，借以展开论点。如《勘灾政治学又来了》这篇社论，开

头连续三个问题———“灾害发生时，总统要不要去勘灾？多大

的灾害才需要总统去？总统勘灾和行政院的职权会不会产生

冲突？”而后在正文里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论证过程中夹叙

夹议、事理交融。而结尾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会在最后一段

或最后一句话出现感叹号，或是先有问号，再有感叹号。如

《矫枉无须过正》这篇社论的结尾是这样的：“所谓政策基调

既然还未定，外交部实在不必抢先动作，尤其如果出于‘揣摩

上意’，拍错马屁岂不尴尬？欧部长还是站在台湾的立场上，

堂堂正正办点正事吧！”事实上，标点符号的运用也是一门艺

术，该上述社论中的标点为所要表达的意思增色不少。另外，

社论的结尾能照应开头，生动含蓄，为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
精彩的论证不仅行文要起伏、结构要严谨、层次要分明、

节奏要合理，而且对语言的要求也较高。语言至少要准确、流
畅。要使评论文章的语言生动、活泼、吸引人，就应做到说理

形象、“寓事于形”，努力使评论写得绘声绘色、幽默犀利。《联

合晚报》的社论在语言上典故、修辞运用较少，但描述事实鲜

活生动，说理时语言较通俗，总体上看简练易懂、风趣幽默。
尽管仅对这么短期限的评论作出的分析并不能获得全

面的认识，但综合国内其他有限的研究台湾报纸评论的资料

看来，《联合晚报》以及台湾其他大报的新闻评论的特点与台

湾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他们的经验对于祖国大

陆的报纸评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此应指出的是，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陆和台湾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给

台湾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现实空间，然而，从台湾报

纸的评论看来，大陆和国际上的事并没有引起台湾媒体足够

的重视。

注 释：

①《新闻评论概述》一文 http:/ / www.hubce.edu.cn/ jpkc/ 20
07xwx/ jdxwsx/ 54.html
②于文军：《善于议“理”即评论》,《新闻战线》,2002.2
③朱惠民：《新闻评论事理分析十法》,《新闻知识》,1992.6
④孔宪峰：《新闻评论中的语言技巧》,《锦州医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2
⑤田秋生、邓庄、钟剑茜：《当代新闻评论学》,广东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7 年出版

⑥胡文龙：《现代新闻评论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出

版

⑦许清茂主编：《海峡两岸文化与传播研究》, 厦门大学出

版社,2005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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