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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亲爱的各位模联同仁，
您好！
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简称 BIMUN2022），并成为主新闻中心的一员，

携手共同发声。
岁月骛过，自主新闻中心成为模拟联合国会议大家庭中的一员，算来已十余载。主新闻

中心以相对客观的第三方视角观察会议，承担着报道会场进程、进行舆论监督的责任，能够
帮助营造更加贴近现实情况的会议环境。媒体代表不同于普通国家代表，他们需要赴其他会
场旁听以收集新闻素材，并以自身的角度和逻辑将众多事实串联成文，在平衡报社立场与个
人立场的基础上，以相对客观的文字报道体现记者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思考。在这样一个特殊
的委员会中，代表们一定会收获与众不同的参会体验。

本次大会中，主新闻中心将继续继承“制作本位主义”，侧重于制作更加精确、具有影
响力和责任感的新闻作品，进而影响整体会议。尽管在模联会议中，与会代表本身对信息没
有刚需，但这绝不代表主新闻中心的工作无足轻重。作为大会中唯一承担传递舆论责任的委
员会，主新闻中心要求代表肩负起“向世界发声”的使命，鼓励代表传承新闻媒体人“勇于
探索、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期盼代表回归新闻人最为本质的工作。

基于此，我们向媒体代表们传达以下几点希冀：
其一，坚守新闻作品的真实性。真实性是新闻最重要的特性之一，真实的事实来源是新

闻作品的立足基础，因此新闻写作必须保持以事实为依据，并将真实贯穿整个新闻创作过程。
因为倘若新闻真实性不足，则新闻报道将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失去作为舆论监
督媒介基本的可信度和民众基础。

其二，保证新闻作品的客观性。记者在进行新闻写作时，除了需要提炼事件的基本要素
之外，往往需表达思考与观点，但此观点不应当是有过分个人色彩的褒贬批评，而是新闻人
站在客观立场上发表的客观评价。

其三，坚持媒体代表自身的思考判断。媒体代表在统筹设计新闻作品的格局结构时，应
当体现出他 / 她的理性思考和逻辑思维，保证新闻作品的逻辑性与可读性。另外，在保持稿
件客观性的同时，我们也鼓励在评述性稿件中看到媒体代表对所报道事件的理性思考与判断。

在这个“后真相时代”，各类信息洪水般涌入现实世界，或许你我都被裹挟在舆论的风
浪中。“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
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并及时发出警报。”如今在主新闻中
心这样一个更为理想的创作平台，希望各位辨真伪善恶，明是非真理，言至理之声，肩负起
作为记者“探寻真理、为世界发声”的责任与使命！

愿各位代表怀揣新闻媒体人的热忱与信心，在 2022 年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主新闻
中心，满载一船星河与梦想，乘兴而归。

 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
主新闻中心	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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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介绍
一、主新闻中心介绍

当今世界，媒体在多边外交场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各国媒体借助文字、图像、声
音与视频，记录着小到人民生活、大到国际要闻的时代变化，肩负着树立国家形象与促进国
际交流的重任，改变着全球两百余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与人民关注。

在模拟联合国大会中，主新闻中心是一个重要且富有特色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设置让
代表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参与并记录会议进程。各位代表将作为媒体记者深入各委员会的会议
进程，直面国家间交锋，在相应的会场收集新闻素材，创作新闻作品，表达媒体关切。

BIMUN2022 的设计中，主新闻中心将继续坚持“制作本位主义”，媒体代表将更侧重
于学习新闻制作技能，了解新闻采编方法，客观、真实、准确地记录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同
时主新闻中心将鼓励各位媒体代表选择合适的工作语言和作品呈现形式，为媒体代表创作的
优质新闻作品搭建多样化的发布平台，最大限度地激发媒体代表新闻创作的积极性。

二、会场构成主体及职能	

主席团
在本次会议中，主席团将作为各个媒体代表团的编辑，同各位媒体代表一起履行主新闻

中心的职责。
在新闻工作中，编辑主要负责审读相关学科的新闻稿件，公平、公正地审阅稿件质量并

给出审读意见、做出相应处理，最终提交或发表符合要求的新闻稿件。编辑必须确保报道重
要性的优先次序得到体现，确保报道的引用准确，确保报道以清晰、有用、有吸引力的方式
体现并确保报道的公正。1 此外，编辑跟记者一样，需要熟悉记者所报道的内容。对于文字
和语法错误，编辑可以不征求记者意见进行修改；但对于事实内容、叙述解释内容或文章结
构的重大改动，如果有任何可能，编辑必须在报道发稿前与记者进行沟通。2

主席团在本次会议中将拥有以下职能：
1.	 确定新闻的定位及立场：定位及立场从根本上决定了新闻报道的方向、选材、措辞

和特色，是新闻乃至媒体代表团的基石。主席团将根据不同媒体代表团的背景及立场，
结合会议的时事动向把关媒体代表新闻报道的定位及立场；

2.	 把控新闻作品的质量：主席团将审阅提交的稿件并进行适当的修改。主席团还将对
选定的稿件进行优化，既注重新闻的整体，又要求新闻的细节；既注重新闻的内容，
又要求新闻的形式；

3.	 进行新闻发布与整理：每个会期主席团会将媒体代表提交的新闻作品及时审核并发
布至该记者所驻委员会。新闻发布时，主席团会综合考量会议的发展及不同新闻报
道的内容、质量等因素，在此基础上确定新闻发布具体的优先次序，以达到预期的
舆论效果。另外，主席团将在每日会期结束时将每个会场的新闻报道整理并发布至
各委员会；

1　杨晓白编译：《路透社新闻手册之“编辑职责”》，《青年记者》，2011 年 1 月上，第 76 页。
2　同上，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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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持会议的必要议程：主席团将主持媒体代表在主新闻中心会场的集体议程，包括：
每日工作任务发布，会后新闻总结等；主席团还将组织并主持会期中的新闻发布会：
在每一会期即将结束时询问驻场记者有无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需要，审核媒体代表的
提问大纲并提出建议，在会期结束时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维持发布会秩序。

记者
在本次会议中，各位代表将作为不同媒体代表团的记者，同主席团一起完成主新闻中心

的使命。
在新闻工作中，记者的主要工作是对新闻信息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前往新闻事物发生的

具体现场，或是直接接触和采访新闻当事人，了解新闻信息的来源并辨别新闻信息的真相，
最终通过报道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协助新闻媒体达到教育、讨论或娱乐的目的。在当代
新闻媒体自由的社会，记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新闻采集的目的。3

记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比如要有足够的收集素材的能力和摄影技巧，
要有一定的文字编辑功底，能够准确把握新闻信息的思路并对新进展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只
有这样，记者在新闻采访中才能把握新闻信息的节奏，使得记者工作更加精炼和紧凑，突显
出新闻鲜明的特性。4

记者在本次会议中将拥有以下职能：
1.	 根据规则要求前往不同的会场搜集第一手的新闻资料：记者需要紧跟会议进程，把

握会场动态，及时搜集、整理并筛选相关信息；
2.	 在不影响会议进程的情况下与代表进行交流：记者可以通过与代表的沟通更加深刻、

细致地把握不同国家的立场，更加深入地分析会场中不同国家或利益集团的合作与
对立，以更加准确地把握事实，提高新闻作品的质量；

3.	 根据要求完成新闻作品：记者可以根据实时需要选择不同的体裁完成不同题材的新
闻作品并及时提交至主席团；

4.	 进行新闻发布会：记者可以根据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召开新闻发布会，提
前准备采访大纲，在发布会上进行对与会代表的提问与追问，并在发布会后撰写并
发布相关新闻报道。

须注意的是，记者在进行新闻工作时必须时刻以法律和新闻道德为准绳约束自身的行为。
作为社会监督机制中最为重要的一份子，新闻媒体具有强大的舆论监督效力，这就要求记者
不能借“新闻自由”之名做违背法律与道德之事，同时避免使用带有挑唆性质等负面影响的
语言。正如普利策所言，在知识、新闻和消息源之上，一份报纸的心和精神体现在它的道德
感、勇气、正直、独立、人文关怀、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对社会福祉的追求和对公共服务的
热心之中。记者行为原则将在下文进行介绍。

3　刘楠：《记者职能与编辑职能的换位思考》，《新闻窗》，2014 年第 3 期，第 12 页。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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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新闻中心运作机制——常委分支

图：主新闻中心运作机制概览 5

（一）工作日程
为了收集新闻素材并制作稿件，媒体代表在正式会期以及预备会期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

精力。考虑到媒体代表工作的性质和要求，主新闻中心并不对一切具体日程做出明确的规定，
同时，主新闻中心的集体议程将在记者所驻会场开始前或结束后进行，不会影响记者的驻场。

媒体代表在会议期间应当完成以下工作：	
1.	 在会前研究所代表媒体的利益从属、过往立场与整体写作风格等，并用于新闻制作中；
2.	 每日的工作开始前，每位记者应向主席团提交一份文字性质的工作简报。工作简报

的具体格式可参考文末附件中的范例；
3.	 每个会期开始前向主新闻中心驻场主席进行工作简报的口头汇报，主席将根据汇报

和代表过往表现对本会期新闻报道的方向进行引导和点评，帮助记者发掘值得关注
的新闻点；

4.	 在会议进行期间，旁听会议、参加新闻发布会、组织代表专访，或进行新闻制作；
可以在经过驻场主席的批准下选择性地摄制会议照片与视频，作为新闻报道的组成
部分发表或提交至主席团；

5.	 在向主席团提交新闻之前，应尽可能地确保作品不存在技术、形式和内容上的疏漏；
认真阅读主席团的反馈并进行确认，就新闻作品积极与主席沟通、修改，避免主席
对内容的误读；

6.	 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提倡媒体代表间进行自发的新闻互评及其他形式的交流，
互相学习；

5　该图系主席团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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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每个会期结束前 10 分钟返回主新闻中心会场，总结本会期的新闻工作，主席将进
行点评和指导；

8.	 在主席团的指导下制作大会总结性报纸。
在正式会议期间，主新闻中心的代表可以任意进出会场，并进行摄影、摄像、	采访、

报道等活动，但不能干扰会议的正常进行。媒体代表不得在会议进行时邀请国家代表离开会
场。

（二）驻场制度
每日会期开始前，媒体代表需要根据主席团的通知提交每日工作简报，在接到通知后及

时反馈。
正式会期中媒体代表有以下新闻制作目标：
中文记者每个会期至少需提交：三篇 200 字以内，包括但不限于简讯、消息和危机报道

的短篇幅新闻作品；英文、法文记者每个会期至少需提交：三篇 200 字以内包括但不限于简
讯、消息和危机报道的短篇幅新闻作品。

由于不同会场的会议进程不同，长篇新闻报道的任务则由主新闻中心主席团根据具体情
况在每个会期结束的总结阶段具体布置。一般而言，每位记者每天至少需要提交一篇 800-
2000 字（中文）/	600-800 字（英文、法文）包括但不限于评论、专访的长篇幅新闻作品。

主席团有根据实际会场进程对新闻制作目标进行调整的权利。
每位记者可以根据驻场委员会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篇幅、合适的文体呈现新闻作品。在

本次大会中，所有新闻工作均须以工作语言形式开展并呈现。主席团亦接受多媒体形式新闻
作品。对于未能完成每日新闻制作目标的媒体代表，其该日全部会期作“缺席”处理。

在会议过程中，每位记者均须站稳通讯社立场，以笔为矛，发现问题并指出问题。记者
勿得打扰驻场会场秩序，须利用茶歇、非自主磋商、午休晚休等空闲时间向代表个人提出问
题。在与他人理智沟通、有礼相待的前提下发表客观、真实、准确的新闻作品或其他见解。
由于工作需要，媒体记者有权使用电子产品，但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会议。

在会期结束后，代表应在主席团的通知下提前或准时到达主新闻中心会场，进行会期末
的新闻总结，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告知主席团。

（三）新闻发布会制度
BIMUN2022 主新闻中心发布会的形式为新闻发布会	(Press Conference)。在新闻发布

会中，主导者是主新闻中心的主席团和媒体代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推
进会议的进程，使最终的决策更加周全有效。

新闻发布会是否召开以及新闻发布会的召开时间由主新闻中心主席团和相关委员会主席
团、驻场记者代表商议决定。新闻发布会召开前主席团将会告知驻场记者新闻发布会召开的
时间和地点。记者在每轮发布会前需尽可能拟好提问大纲或意向问题并提交至主新闻中心主
席团处。

本次大会新闻发布会将设置新闻发布环节和记者提问环节，新闻发布会由主新闻中心主
席团成员主持，主席团成员享有根据具体会议情况对新闻发布会流程进行调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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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发布环节中发言的代表需对该委员会的会议进程以及驻场媒体代表的具体关切进
行新闻信息反馈。该委员会主席团在确定召开新闻发布会后，将向会场代表征求场下代表参
与此环节的意愿，根据会议形势决定参与此环节人员名单，并将名单提交至主新闻中心主席
团。本环节至多可容纳 3 位代表进行发言，每位代表享有 1 分 30 秒的发言时间。

图：新闻发布会流程 6

在记者提问环节中，主新闻中心主席团成员将按照一定次序点名，被点到的媒体记者将
进行提问。任何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都有权提问，因此记者必须提前准备好适当的问题，
遵循提问的礼仪与规则，禁止违背会场规则、危害会场秩序，否则将取消其提问资格。被提
问记者的名单及具体数量、提问环节的时长都由主新闻中心主席团成员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提问形式任意，记者可以提问在场不超过两位代表（但不可以提问主席团成员和其他记者），
且每位记者每次只能提问每个代表一个问题，但是拥有一次追问的机会。	一般而言，记者
每次提问和追问的时长不得超过 40 秒，代表回答问题时长不得超过 1 分 30 秒。

四、主新闻中心运作机制——危机联动委员会分支

我们在本次 BIMUN2022 的危机联动委员会新设了媒体席位。驻危机联动委员会的媒体
代表的工作内容与常委分支基本相似，为了适应危机联动委员会的特殊需求，本部分主新闻
中心运作机制较常委分支有所变动，希望各位代表认真把握其中变动，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
备。

（一）工作日程
记者在本次会议应当完成以下工作：
1.	 在会前研究所代表媒体的利益从属、过往立场与整体写作风格等，并用于新闻制作中；
2.	 在每日工作开始前，向主席团提交一份文字性质的工作简报；

6　该流程图系主席团成员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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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个会期开始时前往主新闻中心向驻场主席作工作简报的口头汇报，主席将着重于
对本会期新闻报道的方向进行引导和点评，帮助记者发掘值得关注的新闻点；

4.	 在会议进行期间，旁听会议、参加新闻发布会、组织代表专访，或进行新闻制作；
可以在经过驻场主席的批准下选择性地摄制会议照片与视频，作为新闻报道的组成
部分发表或提交至主席团；

5.	 接受来自驻场主席的非对称信息并及时完成相应的新闻工作；
6.	 在向主席团提交新闻之前，应尽可能地确保作品不存在技术、形式和内容上的疏漏；

认真阅读主席团的反馈并进行确认，就新闻作品积极与主席沟通、修改，避免主席
对内容的误读；

7.	 在每个会期结束前 10 分钟返回主新闻中心会场，总结本会期的新闻工作，并为即将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做准备。主席将进行点评和指导。

8.	 在主席团的指导下制作大会总结性报纸。

（二）驻场制度
每个会期工作简报的口头汇报结束后，各位记者可以通过报备机制前往会议平台或内阁

中搜集信息，及时了解并把握会议进程，完成相应的新闻写作。记者亦可接受来自内阁或信
息处理中心的邀请，前往会场并完成相应的新闻工作。

在会议过程中，每位记者均须站稳通讯社立场，发现问题并指出问题。记者不得影响驻
场会场的秩序，须利用茶歇、午休晚休等空闲时间向代表提出问题或进行专访。记者应在与
他人理智沟通、有礼相待的前提下发表客观、真实、准确的新闻作品或其他见解。但须注意，
任何记者均不得影响会议的正常运行或参与决策。

（三）报备制度
报备机制包含提交、审核、批准、答复四个步骤。其具体执行方式如下：
1.	 提交阶段：记者向驻场主席提交申请，说明意向前往的会场及驻场时长；
2.	 审核阶段：驻场主席审核该申请是否符合规范和会议实时要求。若审核通过，则应

立即向另一所涉会场的驻场主席发送通知，并报信息处理中心备案；若审核不通过，
则应向记者说明原因，并可视情况建议记者通过其他形式进行新闻工作；若驻场主
席无法判断是否应通过审核，则应立即交由危机联动委员会的信息处理中心审核；

3.	 批准阶段：若另一所涉会场为会议平台，则由会议平台驻场主席结合本会场具体情
况决定是否批准，批准后邀请记者列席会议；若为内阁，则由所涉内阁代表团成员
协商决定是否批准；

4.	 答复阶段：所涉会场驻场主席向记者所在会场驻场主席发送最终决定，后者应立即
向相关记者传达；

5.	 在报备过程中，主席团有权视情况就记者提出的相关要求进行修改或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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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闻发布会制度
危机联动委员会分支的新闻发布会制度与常委分支的有较大不同。危机联动委员会的新

闻发布会主要分为会议平台与非会议平台两大类，以下将进行具体的介绍。
1.	 会议平台：
会议平台的新闻发布会分为例行新闻发布会和特殊新闻发布会两种，适用于不同的情形。
例行新闻发布会的主要作用是总结会议平台在该会期讨论的主要内容以及取得的主要成

果，由会议平台的驻场主席在每个会期结束时提请召开并主持。该提请无需投票，立即通过。
例行新闻发布会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代表总结陈述和回答记者提问。驻场主席提请召开例
行新闻发布会时应向全场代表说明邀请进行总结陈述的代表、代表发言顺序和单位发言时长。
待所有被邀请发言的代表总结陈述完毕后，记者方可向场内任一代表提出问题并要求代表回
答。每位记者最多提出 2 个问题（这 2 个问题既可以向同一个代表提出，也可以向不同的两
位代表每位提问 1 个），每个问题最多追问 1 次。

特殊新闻发布会的主要作用是及时对外公布会议平台所取得的重大进展、遇到的重大挑
战或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当会议平台通过了一份对会议走向有着重大影响的文件时，便
可召开特殊新闻发布会，对外传达这一消息并解读相关内容。特殊新闻发布会可由会议平台
的驻场主席或任一代表在非正式会议阶段提请，经表决二分之一多数通过后立即召开。特殊
新闻发布会同样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代表陈述和回答记者提问。驻场主席或代表在提请时
需向全场说明进行发言的代表、代表发言顺序和单位发言时长。待所有发言的代表陈述完毕
后，记者方可向进行发言的代表提出问题并要求代表回答。每位记者最多提出 2 个问题（这
2 个问题既可以向同一个代表提出，也可以向不同的两位代表每人提问 1 个），每个问题最
多追问 1 次。

2.	 非会议平台
在会议中，记者或内阁可向对应的驻场主席提出申请，希望在该会期结束后召开内阁新

闻发布会。该申请将上报至危机联动委员会的信息处理中心审批，审批通过后即可在驻场主
席的主持下召开。

若提请由记者提出，应说明希望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内阁、召开的目的、计划提问的对象
以及希望了解的问题；若提请由内阁提出，应说明召开的目的、接受的媒体及数量、参加发
布会的成员、计划发布的内容以及是否接受采访（若接受，同时说明接受提问的数量）。

记者在参加会议平台例行新闻发布会或内阁新闻发布会后，均须在下一会期开始前提交
一篇相应的新闻稿件。在参加会议平台特殊新闻发布会后，均须尽快提交一篇相应的新闻稿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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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知识
一、新闻的定义

新闻学中有这样一个经典的表述：“变动产生新闻，变动是新闻之母。”新闻就是反映
世界的新近变动的信息，这是新闻的本质；对信息的整合而形成的报道，这是新闻的形态。
对于新闻的定义，国内外新闻界一直颇有争议，不少学者都希望给“新闻”下一个科学的定
义。就中国而言，目前国内学术界常用概念已多达百种，陆定一的定义是学界一直以来认同
度较高的概念，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7 实际上无论何种定义，都脱离不开这
样几个关键词：「新近」「信息」「报道」，而这几个关键词构成了我们所见到的新闻。

二、新闻的特点

新闻要素
新闻要素是构成新闻的必要材料，它包含了新闻最重要的六个要素（6W），即：
1. 事件发生在谁身上或是谁对谁采取了行动（who）；
2. 发生在何时（when）；
3. 发生在何地（where）；
4. 发生了或将发生什么（what）；
5. 为何会发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why）；
6. 是如何发生的（how）。
新闻要素在记者分析事实，完成新闻报道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无论什么时候报道新

闻事件，无论是什么样的新闻报道，记者都要找到这六个要素，准确地记录事实。

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就是事实本身包含的引起社会各种人共同兴趣的素质，是进行新闻选择的最重

要的标准，记者、编辑根据新闻价值判断新闻事件有无报道的必要。这一思想最早由美国报
人约瑟夫·普利策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要求记者采访“与众不同的、有特色的、戏剧性的、
浪漫的、动人心魄的、独一无二的、奇妙的、幽默的、别出心裁的”新闻，认为符合上述要
求的，是有价值的新闻，其着眼点是读者的兴趣。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这一概念在中国
新闻界得到了普遍应用。新闻价值概念主要包含以下五点：

1. 时新性。是指新近发生的且不为大多数受众所知的事件。事件发生的时间离公开报道
的时间越短，新闻价值就越高，即时性使新闻报道更有力。

2. 重要性。事件本身与当前社会生活以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必然会引起人
们的关注，事件与人们的关系越密切，新闻价值就越高。

3. 接近性。分为地理上接近和心理上接近两点。地理上接近：读者对自己周围发生的事

7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李准、丁振海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吉
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5 月出版，第 7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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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关注度更高，因为身边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生活有更直接的关系。心理上接近：有些事
情虽然没有发生在读者身边，但由于经济上、文化上、生活上与读者有密切联系，也会引起
公众内心的共鸣。

4. 显著性。报道对象的知名度越高，新闻价值就越高。在西方的新闻教科书中提到一个
著名公式：名人+普通的事=新闻；普通人+不寻常的事=新闻，正是出于名人效应的考虑。

5. 趣味性。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奇闻趣事。猎奇报道通常能感染读者的情绪，引起读者
兴趣，使他们了解他人的生活或其他广受关注的主题。

新闻材料
新闻材料，是指新闻报道中记者通过各种途径搜集的用以认识和表述新闻事实的各种情

况的记载的总称。新闻材料，不仅指用于具体报道中的材料，同时也是指记者在写作前积累
和搜集的材料，即会前针对性的议题调研。新闻材料可以按照按材料性质划分为：新闻事实
材料、背景事实材料和言论性材料。按照来源，新闻材料分为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直接材
料，或第一手材料，即代表们在会场内外的所见所闻，亲身获取的资料。间接材料也就是由
他人提供的材料，例如书面材料（工作文件、决议草案等）和他人口头介绍，也是新闻报道
中运用最多的材料 8。间接材料转述次数越多，材料的真实性越容易失真。因此，代表在运
用间接材料的时一定要认真分析和鉴别。

在选取新闻材料的时候，代表必须遵循三个原则：新闻材料要真实准确，不能违背基本
事实，不容杜撰。其次，新闻材料必须围绕新闻报道的主题。即便新闻材料再多种多样，也
不能像做“大锅饭”一般随意混合。最后，新闻材料要以新闻价值为先，选取最鲜活的新闻
材料。

三、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原则 

如前所述，媒体因其强大的公众性而具有极强的传播作用，故而在其发挥积极作用的同
时，也有可能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为此，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还
有明确的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标准或相关条例。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大会通过的《记者行
为原则宣言》在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中起到了指导作用。

宣言内容如下：
此项国际宣言，经正式宣布为从事新闻采访、传播、发行与评论者，以及从事事件之描

述者的职业行为标准。
1. 尊重真理、尊重公众知晓真理的权利，乃记者之首要职责。
2. 在履行此职责的过程中，记者应当在任何时候捍卫诚实采含有新闻、出版新闻的自由

原则，捍卫公正评判的权利。
3.记者只能依照他(她)了解根源的事实进行报道。记者不得压制必要信息或者篡改文件。
4. 记者只能通过公正的方式获得新闻、图片和文件。
5. 记者应尽最大努力改正已经出版但发现严重不准确的信息。
6. 记者应当严守职业机密，保护秘密获得的新闻来源。

8　 彭仁如：《间接性材料利弊谈》，《当代传播（汉文版）》，1986 年第 6 期，第 18-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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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记者应当警惕通过媒介扩散偏见的危险，并且应当尽力避免有利于传播偏见的行为。
这些偏见混杂于其他事物中，常与种族、性别、性倾向、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意见、民
族和社会传统有关。

8. 记者应视以下行为为严重职业过错：剽窃；恶意曲解；诬蔑；诽谤；造谣；没有根据
的指控；接受任何形式以出版或压制出版为目的的贿赂。

9. 无愧于记者称号者应当把忠实地遵循上述原则视为自己的职责。记者应当在各国法律
许可的范围内承认同行的司法权并排除来自政府或者其他方面的干预。

惟有符合职业原则和尊严的任务，才能指派给报业及其他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以及参
加新闻事业的经济与商业活动人员承担。发表任何消息或评论的人，应对其所发表的内容负
完全责任——除非在发表时已明白否认这种责任。个人的名誉应予以尊重，有关个人私生活
的消息与评论，可能损及个人名誉时，并非有助于公共利益，而仅仅是迎合公众好奇心理者，
则不应该发表。如果对个人的名誉或道德人格提出指控时，应当给予答辩的机会。

(1954 年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大会通过，1986 年世界大会修正。)
在本次 BIMUN2022，我们希望媒体代表能够严格遵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用

专业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标准去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报道富有深度而不失温度，为世界发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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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新闻中心新闻制作指导
一、新闻制作流程

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工作，实际上是新闻工作的最终成果，也就是呈现给读者的新闻报道。
在新闻报道的背后都有一套完整的新闻制作流程，从选题到收集素材，从信息的整合到最终
的发布。在实际的新闻工作中这些繁琐的流程可能无法一一做到，同样在模拟联合国活动中，
我们也无法完整的执行这一套流程。因此，我们将把新闻制作的流程简化为三个部分，即：
选题与信息收集、信息的筛选与整合、信息的加工与输出。显而易见，其核心便是信息的处
理。下文将对其进行详细叙述。

（一）选题与信息收集
在模拟联合国活动中，新闻报道的选题范围会相对较为狭窄，主要就是“所驻委员会中

所发生的事件”。因而选题和信息收集最为直接的手段就是在会场上听取代表的发言，实际
上这也是信息的第一时间的呈现。议事规则使得代表们的发言大多集中在某一核心议题上，
这会让记者的选择更加有限，再加上会议讨论速度较快，我们通常发现委员会中大多数报道
性的新闻，如简讯等，由于记者来不及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实际上变成了对其他委员会代表
发言及会场事实的复读。因此，我们鼓励代表进行多元的信息收集方式，使产出内容更加丰
富，比如更多地使用采访这一形式的信息获取手段，针对某一代表进行深度采访，很可能获
取到其他代表无法获取的信息。对于通过采访获得信息这种方式，我们也会在后文中提到。
同时，在信息选取过程中，常有另一个被忽略的因素，即对所代表的报社自身利益因素的考
量。新闻的报道，由于通讯社其自身立场不同，报道方向也不同。在对某一事件进行报道的
时候，代表更应该从自身利益考量出发，来决定新闻报道的内容和方向，站稳立场。

（二）信息的筛选与整合
在完成信息的收集后需要进行信息的筛选与判断。在经过多种信息获取后，记者手中的

信息通常是多样且冗杂的，这就需要记者进行有效的信息提取与整合。筛选，即筛除无用信息，
保留有效信息；整合，即将有效信息加以梳理，使之形成一套完整自洽的逻辑链条。在不同
的新闻事实中进行筛选时，首先应当明确：这则新闻的目的是什么？这则新闻的核心关注点
是什么？记者希望达成什么样的效果？而对于同一客观事实，记者应基于以上考量选择不同
的表述方式——使用不同的表述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A	国与	B	国之间爆发了战争”与“A	
国入侵了	B	国”，尽管在事件的结果都是 A、B 之间发生战争，但是“入侵”这一词的使用
显然加入了更多细节与情感色彩。感情色彩的不同会导致信息的输出导向和产出效果的不同，
这便是信息筛选的重要意义。其后，我们应当进行有效信息的整合，使之逻辑自洽并内容通
顺。例如记者根据A国和B国之间边境近期军队调动频繁或爆发大规模冲突等象征性事件，
以及 A 国与 B 国官方释放的信号等来得到结论“A 国与 B 国之间爆发了战争”，而有关 A
国与 B 国的其他与此结论无关的材料就应当在此处被舍弃。

总而言之，信息的筛选与整合必须围绕核心新闻点，为新闻的目的服务，如此稿件中材
料的选取才能做到精准有效，减少“无用之言”。



15

（三）信息的加工与输出
内容的输出与加工包括新闻的写作与发布。加工，即将整合完成的有效信息编辑为一篇

完整的新闻并加以润色；输出，指的是新闻的发布与传播。新闻作为一种写作体裁，必然有
其文字性的相关要求，譬如普利策奖的部分奖项评奖标准中包括“最负责任的写作和最优美
的文字”。9 在模拟联合国会议中，由于快节奏的会议进程，记者通常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
文本加工，因而出于最大程度争取时效性的考虑，我们可以相应弱化新闻的文学性色彩。但
出于新闻对委员会的影响因素而言，我们则不应该完全放弃这一点，即通过一定的文学性来
吸引读者——因为，如果只是简单的数据呈现或说理，很多人也会觉得乏味。同时，我们也
鼓励媒体代表们在报道中加入图片、视频等，使得报道更加丰富生动，吸引代表关注。

本次 BIMUN2022 主新闻中心将致力于推广“制作本位主义”，期待代表们发扬新闻工
作者的“工匠”精神，寻求时效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平衡。

二、不同体裁稿件写作指导

本次 BIMUN2022 希望各位媒体代表提交的稿件体裁包括但不限于以简讯为主的滚动消
息报道、消息、评论。我们将在下文分别介绍几种主要的稿件体裁写作要求，并通过对现实
世界报社记者所撰稿件进行分析来帮助各位媒体代表更快速地了解不同体裁稿件的基本特
征，掌握写作每种体裁稿件的写法。同时我们鼓励代表们使用诸如通讯、速写等体裁丰富新
闻作品的产出形式，期待记者们的精彩执笔。

另外，代表们需要注意的是，本部分仅介绍写作方法，案例仅在稿件内容以及写法方面
提供参考，具体的稿件形式格式（如电头写法、署名等）将在附件一具体呈现。

（一）滚动消息报道
滚动消息报道是新闻媒体中使用最便捷、应用最广泛，且最为常见的报道形式。滚动消

息报道需要记者用最快的速度，以简洁、高质的几句话将自己“捕捉”到的重要的新闻内容
报道出来。这通常是各新闻媒体竞争时一种极为重要的抢占新闻阵地的手段，同时也是检验
记者对于重大事件的捕捉能力和新闻写作技法的重要标准。滚动消息报道极为强调时效性，
时效性即为滚动消息报道的生命。记者应简明扼要地概括会场内发生的事实，且应该跟进后
续报道。

在本次大会中，我们建议各位代表主要以简讯作为滚动消息报道的形式，即用简洁的文
字把最新、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实报道出来。一般的简讯由导语和主体两部分组成，大约
150字左右。简讯的篇幅较短，不应赘述事件的背景，以免内容冗长繁杂，难以快速抓人眼球。
在此次大会中，由于此类消息单独记录会场上发生的事实，可读性较弱且意义不大，代表应
注意控制写作此类消息的数量。

9　 邓涵予：《2011-2015 年美国获普利策奖专栏评论的价值观念分析》，硕士论文，华中科技大学，
2017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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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1-1
东京迪士尼乐园、迪士尼海洋乐园自 21 日起单日限流 2 万人 10

人民网东京 1月 21日电	据富士电视台报道，从1月 21日起，日本千叶县开始实施“防
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受此影响，东京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海洋乐园的运营方表示，会将每
天的游客入园上限设定为 2 万人。

此前，两座游乐园都是将每天的入园人数限制在平常的 50%。
据报道，两座游乐园每天的营业时间依旧是 9 时至 21 时，带酒精饮料的提供时间仍然

截止至 21 时。
范例	1-2

Omicron more dangerous in U.S. due to low vaccination rate: media11

NEW YORK, Jan. 20 (Xinhua) -- Low vaccination r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obvious 
reason that the Omicron variant is “more likely to kill Americans,” the news website Daily 
Beast said Tuesday.

Some countries have weathered the Omicron wave with relatively low severe cases or 
deaths despite surging case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citing Singapore and South Africa 
as examples.

But the United States have not seen the same degree of “decoupling” between infec-
tions and deaths, mainly due to its low vaccination rate as just 63 percent of Americans 
are fully vaccinated, 37 percent are boosted, it added.

“The worry is that once spread occurs among older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might creep up,” said Edwin Michael, an epidemiologist at the 
Center for Global Health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范例	1-3
La Grèce reçoit des chasseurs Rafale de fabrication française12

ATHENES, 19 janvier (Xinhua) -- Les six premiers avions de chasse Rafale, sur un total de 
24 appareils commandés par la Grèce au fabricant aéronautique français Dassault Avia-
tion, sont arrivés mercredi dans leur pays de destination.

Les avions de chasse restants seront livrés plus tard cette année et en 2023.

La Grèce a décidé d’acheter ces avions de chasse il y a 16 mois dans le cadre d’un 
plan sur cinq ans visant à renforcer les capacités de dissuasion des forces armées 
grecques.

Cet accord avec Dassault Aviation a été salué par Athènes et Paris comme une étape 
phare dans la coopération gréco-française, et doit contribuer à aider l’Europe à dévelop-
per son autonomie stratégique propre. Fin

10  《东京迪士尼乐园、迪士尼海洋乐园自 21 日起单日限流 2 万人》，人民网，2022 年 1 月 21 日，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22/0121/c35421-3233682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22 日。
11　“Omicron more dangerous in U.S. due to low vaccination” ，新华网，https://english.news.cn/202
20120/198aabfe5f8748bca68583e64d3029b9/c.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21 日。
12　« La Grèce reçoit des chasseurs Rafale de fabrication française » ，新华网，2022 年 1 月 20 日，
http://french.news.cn/2022-01/20/c_1310431751.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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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息
消息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最频繁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主要具有时效性强、内容新鲜和

篇幅精炼的特点。消息可以根据报道内容、新闻事件性质、报道程度、反映对象以及篇幅长
短等进行划分。消息一般篇幅较短，控制在 500 字以内，主题简明扼要、一目了然。对于通
讯社而言，消息一般不超过五段，每段最多三行。消息中，句子应该简短，避免长句，避免
使用倒装句和疑问句。

消息的结构——以“倒金字塔”结构为例
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杰克·海敦曾说 :“倒金字塔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

金字塔”式，也叫“倒三角”或“倒宝塔”，是最常用的消息结构之一。倒金字塔结构把新
闻中最重要的事实放在文章的最前面，再将资料按照重要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成文，从导
语到结尾根据新闻材料重要性与新鲜程度递减的逻辑顺序排列开，目的是突出表现最具时效
性最重要的信息。这类结构中，整篇消息稿件主体突出，通篇思路清晰，简洁明了，但随着
文章的增长，重要性在递减，就像一座倒金字塔，越往下越小。

使用“倒金字塔”结构的好处有三：
第一，记者可以快速写作，而无需把时间浪费在文章构架上；
第二，记者可以快编快删，删去靠后的段落，也不会影响到核心信息的传递；
第三，受众无需从头读到尾，就可以了解到新闻的最重要内容，节约信息获取时间，提

高效率。
然而，“倒金字塔”结构过于程式化。记者在把握不好文章递进的时候，容易出现信息

零散甚至文章逻辑结构松散的情况。同时，此类文章往往难以传达事件外的人情味，也不适
用于故事性较强的新闻。因此，记者在撰写“倒金字塔”结构报道时必须在处理好信息的逻
辑关系，从而清晰全面报道新闻事实。

范例	2-1
汤加海底火山喷发 日本连续发布海啸警报 13【标题】

新华社东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姜俏梅）【电头】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的洪阿哈阿帕伊
岛海底火山 15 日发生剧烈喷发后，日本气象厅 16 日凌晨连续发布海啸警报。这是日本自
2016 年 11 月以来首次发布海啸警报。【核心信息，非常重要】

当地时间 16 日零时 15 分，日本气象厅针对奄美群岛、吐噶喇列岛发布海啸警报，同
时向日本列岛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布海啸提示。2 时 26 分，在岩手县久慈港观测到 1.1 米的
海啸且潮位还在上升，气象厅随后于 3 时前针对岩手县发布了海啸警报。【核心信息补充信
息，较为重要】

日本气象厅在 16 日凌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15 日 23 时 55 分，在鹿儿岛县奄美市观测
到 1.2 米的海啸，随后在太平洋一侧大范围地区观测到不足 1 米的海啸。气象厅警告海啸会
反复抵达，呼吁当地居民在警报解除之前停留在安全地带。【核心信息相关信息，不太重要】

日本首相官邸已在危机管理中心设立信息联络室。截至目前，相关损失情况尚不清楚。
【核心信息相关信息，不太重要】

13　《 汤 加 海 底 火 山 喷 发 日 本 连 续 发 布 海 啸 警 报 》， 新 华 网，http://www.news.cn/
world/2022-01/16/c_1128266683.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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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阿哈阿帕伊岛海底火山 15 日发生剧烈喷发，当地观测到 0.8 米高的海啸。汤加周边
国家斐济和萨摩亚随后发布海啸警报，美国西海岸和夏威夷州、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新西兰北岛等地也发布了海啸提示。【与事实有关的引申信息，最不重要】

消息的标题
消息标题提供新闻梗概，要求直接点名新闻事实。其次，消息标题对事实表述呈现出一

种动态，即要向读者传递事件发生与发展的过程。同时，消息的标题灵活多样，结构也比较
复杂，一般有单行标题，还有双行标题和多行标题。

除了以上的基本要求，标题的写作要“虚实并用，以实为主”。“虚”是指从新闻事实
中提炼出来的主要思想意义，“实”是指从新闻中概括出来的最主要、最精彩的事实。引题
可虚实并用、虚实结合。主题以实为主，可虚实结合。

标题写作中也可以适当运用表达技巧，但记者一定要明确：过分追求表达技巧可能会损
害新闻性，一切表现手法的使用皆为服务于新闻的呈现，不可喧宾夺主。	

范例	3-1
中宣部要求各新闻单位认真组织开展 2022 年“新春走基层”活动
（2022 年 1 月 16 日	新华网）

许多消息的标题为多行题，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二行题。二行题一般由主标题和副题组成，
主标题一般用来说明最为重要的信息，副标题处于次要地位，在其后，为主标题做补充，说
明没有交代完整的具体事实。

范例	3-2
【主标题】正风肃纪	激浊扬清
【副题】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之“作风篇”
（2022 年 1 月 13 日	新华网）

而在英文新闻写作中，新闻标题的撰写与中文略有不同。简单来说，代表们在写作的时
候应该沿革遵循“ABC”三原则，即“准确、简洁和清晰”（“Accuracy, Brevity and Clari-
ty”）。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新闻标题的撰写，也同样适用于整个新闻报道写作。

在时态上，尽管新闻事实已经发生，大多数新闻报道标题都采用一般现在时。一般现在
时使新闻事实显得更加“新”，更加具有时效性，更加吸引读者。这个也被称为“新闻现在
时”。

范例	3-3
Australia recognizes Russia’s Sputnik V vaccine against COVID-19 

(TASS Jan.1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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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新闻标题要描写在未来发生的事实，应使用不定式。
范例	3-4
Xi to attend WEF virtual event 

(Xinhua News Agency Jan.14, 2022)

一般地，头韵（Alliteration）,	脚韵（Rhyme）,	隐喻（Metaphor），对偶（Antithesis）,	
双关（Pun）以及暗指（Allusion）等一系列修辞手法也常见于英文消息标题。简单来说，
头韵就是前后两词或数词的第一个音节发音相同；与之相似，脚韵就是前后两词或数词的最
后一个音节发音相同。隐喻是一种隐藏的比较，而对偶是将两个完全相反的事物放在一起。
双关则是利用词的多义和同音的条件，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暗指则常常援引典故典故、
谚语、成语、格言和俗语作为喻体间接提及本体。

范例	3-5
Alliteration: Labour’s Latin Love

(The Economist, 2019.2.2) 

Rhyme: Africa’s smack track

(The Economist, 2019.2.2)

法文标题要求如下：
标题前不缩进。标题长度尽量不要超过一行，标题应尽可能多地提供信息。人名前不用

写作“某某先生	/ 女士”。如果为人名较长，且为知名人物的情况下，可以用职务代替。
范例	3-6
	Le président nigérien au sommet du G5 Sahel sur la sécurité et le développement

标题使用现在时	,	被动句省略助动词。
范例	3-7
 Chine : un chauffeur de Didi condamné à mort pour viol et meurtre d’une passagère

为了使读者一目了然，标题可以采用“事件	/	地点：标题正文“的形式。
范例	3-8
	Somalie : les forces de sécurité tuent 40 islamistes dans le sud du pays

 Brexit : quelles sont les options possibles pour le parlement britannique ？（SYN-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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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头
消息头是消息的标志，正规的新闻报道中消息头不容忽视。消息头主要有两种不同形式：

“讯”和“电”。“讯”主要指通过邮寄或书面递交的形式向报社传递的新闻报道。“电”
主要是通过电报、电传、电子邮件、传真或是电话等形式向报社传递的新闻报道。3 因此，
两种消息头仅存在传递方式的不同，实质上并无差异。消息头需要说明地点、日期、发稿人
等基本信息，字体需要加粗。消息头主要有以下的四个作用：

（甲）	区别消息与其他题材的重要特征，

（乙）	“版权所有”的一种标志，

（丙）	表明消息来源，以利读者判断，

（丁）	与新闻发布单位的声誉密切联系，迫使新闻发布单位采取谨慎认真的态度对待
每一条新闻，力求新闻的客观翔实、新鲜生动。

中文稿件的电头格式为：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记者	XXX）以下正文

英文稿件的电头格式为：
By XX (Authur’s name) BEIJING, August 1 (Xinhua) - The article begins here

法文稿件的电头格式为：
Par XX (Nom de l’auteur) BEIJING, 1er mai (Xinhua) - l’article commence ici

消息的导语
导语紧随消息头之后，主要是由两类内容组成：一是对于新闻事实的精炼总结概括，二

是以新闻事实为基础的一针见血的评论。
导语应该包括时间发生的时间、地点、消息来源等新闻要素，导语应该是包含下文最核

心内容的一句话，长度保持在 50 字以内，次要的内容放在后面的段落中。
导语要简洁、明细、准确，注意说明事实。
选择最主要、最具体、最吸引人的新闻时事做导语。在有关官员讲话的消息中，导语应

避免使用过长的直接引语，而应使用转述、概括的方式，使读者容易明白讲话的核心内容。
范例	4-1
参考消息网 1 月 16 日报道	西班牙环球网站 2021 年 12 月 28 日发表题为《引领绿色外

交的城市》的文章称，在全球范围内，哪些城市能够引领并制定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以期缓
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很多城市都根据自身情况提出了方案。文章认为，塞拉利昂弗里敦和中
国的“海绵城市”是气候适应方面的标杆。

（2022年1月16日	参考消息网《弗里敦和中国的“海绵城市”：气候适应方面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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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4-2
From Afghanistan to Ethiopia, about 235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needed assistance 

in 2021. But while some crises received global attention, others are lesser known. 

(The Guardian Jan.14, 2022《World’s poorest bear brunt of climate crisis: 10 under-
reported emergencies》)

范例	4-3	
MOSCOU, 27 mai (Xinhua) -- Au moins quatre militaires russes, dont deux conseillers 

militaires, ont été tués en Syrie après avoir été bombardés par des extrémistes, a déclaré 
dimanche le ministère russe de la Défense.

正文
消息的正文的作用主要分两个方面：解释和深化导语，补充新的事实。在写作时，应注

意以下几点：
1. 围绕文章主题，进行素材取舍；

2. 叙事具体生动，吸引阅读兴趣；

3. 行文逻辑清晰，文章结构明了。

范例	5-1
津巴布韦总统感谢中方援助新一批新冠疫苗 14

新华社哈拉雷 1 月 12 日电（记者张玉亮）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 12 日在总统府发
表电视讲话，对中国政府向津方援助新一批新冠疫苗的决定表示感谢。他说，在津面临第四
波疫情并与奥密克戎毒株作斗争的关键时刻，中方的援助将有助于津政府更好地抗击疫情。

姆南加古瓦对中方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宣布的对非疫苗援助新举措表示
由衷赞赏。他说，对津方的疫苗援助体现出中方言出必践。得益于中国的大力支持，包括津
巴布韦在内的众多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了防护效果好且能够负担得起的疫苗。

姆南加古瓦表示，津巴布韦暴发疫情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津抗疫事业提供了巨大支
持。除疫苗合作外，中方还提供了大批医疗物资援助，并向津派遣医疗专家组协助抗疫，津
政府和人民牢记于心、深表感激。

据介绍，中方援助的新一批新冠疫苗将陆续运抵津巴布韦。去年 2 月以来，中方已分多
批向津方援助了疫苗，津政府还向中方采购了多批疫苗。

津巴布韦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 11 日晚，在津全国约 1400 万人口中，已有 417 万人
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其中 319 万人完成两剂接种。在该国接种的新冠疫苗中，95% 以
上为中国生产。

14　《津巴布韦总统感谢中方援助新一批新冠疫苗》，新华网，2022 年 1 月 13 日，http://www.
news.cn/world/2022-01/13/c_1128257231.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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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5-2
German COVID-19 infections hit record high amid Omicron wave15

BERLIN, Jan. 20 (Xinhua) -- Germany’s seven-day COVID-19 incidence rate exceeded 600 
for the first time as 638.8 new infections per 100,000 inhabitants were recorded, the Rob-
ert Koch Institute (RKI)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said on Thursday.

Due to the more contagious Omicron variant that is spreading across Europe, dai-
ly infections in Germany also climbed to a new record as 133,536 cases were registered 
within 24 hours, around 52,000 more than a week ago, according to the RKI.

Minister of Health Karl Lauterbach warned that the peak of the Omicron wave in Ger-
many was not reached yet. “The wave will roughly peak in mid-February,” Lauterbach told 
broadcaster ZDF on Wednesday, expecting “several 100,000 cases per day.”

As laborator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ests were in short supply, Lauterbach 
wants to prioritize employees in the healthcare sector and is planning to present a corre-
sponding proposal this weekend. “We will get such high case numbers that we will have 
to distribute PCR tests, prioritize.”

The	number	of	PCR	tests	in	Germany	conducted	within	a	week	just	reached	an	all-
time high of almost 2 million, of which one in four had a positive result, according to latest 
figures by the Association of Accredited Laboratories in Medicine (ALM).

范例	5-3
L’envoyé de l’ONU au Moyen-Orient appelle à une approche coordonnée pour surmonter 

les obstacles à la paix israélo-palestinienne16

NEW YORK (Nations unies), 19 janvier (Xinhua) -- Le coordinateur spécial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 processus de paix au Moyen-Orient, Tor Wennesland, a souligné mercre-
di la nécessité d’une approche coordonnée pour surmonter les obstacles politiques, 
économiques et institutionnels qui s’opposent à une paix israélo-palestinienne.

La dégradation de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sécuritaire et politique dans les territoires 
palestiniens occupés se poursuit, et des mesures sont nécessaires de toute urgence pour 
empêcher la situation de s’aggraver, a-t-il déclaré au Conseil de sécurité lors d’un point 
de presse.

La situation budgétaire de l’Autorité palestinienne reste désastreuse, menaçant sa 
stabilité institutionnelle et sa capacité à fournir des services à son peuple. La violence se 
poursuit également sans relâche à travers les territoires palestiniens occupés, y compris 
de la part des colons israéliens ; elle fait de nombreuses victimes palestiniennes et is-
raéliennes, et accroît le risque d’une escalade généralisée. Les activités de colonisation, 
les démolitions et les expulsions ont également continué, alimentant le désespoir et at-
ténuant les chances de parvenir à une solution négociée, a-t-il affirmé.

15　“German COVID-19 infections hit record high amid Omicron wave” ，新华网，2022 年 1 月 20 日，
https://english.news.cn/europe/20220120/e857c01e308b4091a44b1b7fc24fc73a/c.html， 最 后 访 问
时间：2022 年 1 月 20 日。
16　« L'envoyé de l'ONU au Moyen-Orient appelle à une approche coordonnée pour surmonter les 
obstacles à la paix israélo-palestinienne »，新华网，2022 年 1 月 19 日，http://french.news.cn/2022-
01/20/c_1310431752.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20 日。



23

«Nous devons être honnêtes quant à ce qui est nécessaire pour inverser ces ten-
dances et donner un nouvel élan au processus de paix. Des approches fragmentaires et 
des demi-mesures ne feront que garantir que les problèmes sous-jacents qui entretien-
nent le conflit continuent à s’envenimer et à s’aggraver avec le temps», a indiqué M. Wen-
nesland.

Les mesures unilatérales et les facteurs de conflit doivent cesser. Des réformes poli-
tiques et économiques doivent être mises en œuvre pour garantir la capacité de l’Autorité 
palestinienne à fonctionner efficacement, tout en renforçant la confiance et le soutien des 
donateurs, a-t-il ajouté.

Les efforts des parties en présence et d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pour stabi-
liser et améliorer les conditions sur le terrain doivent avant tout s’inscrire dans un cadre 
politique, a-t-il déclaré.

L’ONU continuera de collaborer activement avec les partenaires régionaux et inter-
nationaux et avec les dirigeants israéliens et palestiniens pour parvenir à un règlement 
juste, global et durable du conflit palestino-israélien, a ajouté M. Wennesland. Fin

（三）评论
评论的写作要求
新闻评论有别于单纯的事实报道，是在事实基础上加以逻辑论述从而表现作者对事物理

解和观点的一种文体。其往往采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由一个或数个事实形成背景引出话
题，进而选取角度进行合理的逻辑分析，亮明自己的观点。在新闻评论文章中，对事实的列
举鲜少成为文章主题，占据篇幅更大者往往是作者自身的逻辑分析和论证过程。

因其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作者主观看法，并往往会提出一些与问题有关的建设性意见，
优秀的新闻评论可以引导代表看待会议的方式，进而拥有影响会议内容的潜力。也正是因为
涉及到作者个人的评论，如何把握好客观事实和主观议论在评论文章中的“度”，直接关系
到文章的有力与精彩与否，显得尤为重要。

本次会议中，主席团希望收到具有以下特征的评论。
态度鲜明
新闻评论倘若缺乏明确的论点，在模糊的概念间摇摆不定，其表现作者看法，提出建议

意见的效用就会被大大削弱。论点应当在开头部分即简要点明，并在全文中运用各种论证手
法进行表述。

角度合理
鉴于媒体代表时间、精力有限，且通常为独立撰稿，如何选取一个恰当的角度切入问题，

以言简意赅地完成对观点的论述无疑应是各位代表应当报以注意的要点。主席团建议各位代
表从会场的客观事实出发，选取精辟而非过于宏大的角度进行表态和论述，这样既可以避免
论点过于宏大导致言之无物，又可减少论证义务，以精简文章篇幅，降低论证难度。

论证充分
新闻评论的核心在于评论，其论述的质量如何直接决定着文章水平高下。而论述正是以

严密的逻辑和翔实的论据取胜，这就要求媒体代表在写作过程中注意对事实的运用，明确完
整逻辑链，并用适当篇幅驳斥潜在的反驳观点，结合多个角度论证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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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深度	
倘若文稿通篇只是对一具体事物的分析论证，或是仅仅有些干瘪无力的呼吁，相比于深

层分析、尝试解决，毕竟还是落了下乘。尽管并非强制性要求，主席团鼓励在与会代表在创
作新闻评论时采用“需根解损”的方式分析问题，即渲染当前背景，明确问题归属，提出解
决方案，分析方案损益，以此构建一篇有内容，有深度的高价值评论。

接下来，我们将用中英法文新闻评论各一篇作为范例，进一步分析新闻评论的写作方法
与注意点。

范例 6-1
每座城市都应有自己的“漠河舞厅”17

10 月下旬，《漠河舞厅》歌曲爆红，一座边陲小城、一个小城舞厅、一段爱情故事，
因此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创作者柳爽介绍，歌曲以舞厅里一位独舞老人“张德全”（化名）
和其在大火中失去亡妻的故事为创作背景。歌曲里忠贞的爱情故事，唤起了人们对发生在
1987 年的大兴安岭“五·六”特大森林火灾的沉痛记忆。

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因为一首歌曲而广为人知，而一首歌曲也因为一段爱情故事而拥
有了灵魂，从而广泛流传。据报道，今年 3 月，当地文旅局的视频号曾经发过《漠河舞厅》
歌曲，但没产生多大反响。直到 10 月中旬，有人把背后的爱情故事提炼出来，以旁白配歌
曲的形式发在短视频上，才“火得一塌糊涂”。

歌曲《漠河舞厅》与“漠河爱情故事”之间，很难说到底是谁成全了谁，这是爱情魅力
和音乐魅力叠加的结果。以前有很多，以后也有很多，而且很难预料，这段爱情故事会不会
成为一个强大的 IP，得到更多的艺术呈现。这其实也对当前的文艺创作，乃至歌曲创作带来
了启示——创作的方向到底在哪里？是脱离实际高高在上，还是笔墨当随时代、创作当为人
民？

这样的爱情故事有很多，每座城市都有，数量不少，关键是有没有一双发现的眼睛，能
不能挖掘出来、推广出去。这是创作者该思考的，也是城市需要思考的。城市即人，人即形
象，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努力寻找爆点，全力推荐自己的城市形象。相对于宏大叙事，以及华
美的概念的口号的单向输出，更多关注细节，聚焦人物、故事、情感，很有可能收到出其不
意的效果。一首《成都》，不知给成都带来了多少粉丝！

除了故事和歌曲，作为实体的舞厅也值得重视。舞厅经营者李金宝介绍，此前他不知道《漠
河舞厅》这首歌，也不清楚这段爱情故事，歌曲红了之后才后知后觉。在他的印象中，“2019
年的确经常有个老人来舞厅跳舞，别人都是成双成对跳交谊舞，只有他一个人跳独舞”。

每座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漠河舞厅”。一方面，作为实体，应该给老年人提供更多的
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作为形象，城市推介需要更多走心之作。回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舞
厅，那么“张德全”的老年生活就会多了不少孤单，也不会在这里遇到音乐人，更不会有这
首歌曲。目前来看，《漠河舞厅》可能会成为继《成都》之后再次捧红一座城市的音乐，这
也算是意外收获了。

17　《网评：每座城市都应有自己的“漠河舞厅”》，新华网，2021 年 11 月 16 日，http://www.
news.cn/comments/20211015/C99D334109100001D26F1800120EB080/c.html， 最 后 访 问 时 间：
2022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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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文评论案例的写作框架剖析 18

分析：这一篇评论聚焦《漠河舞厅》火遍全网的事件，对歌曲取材故事进行深入的剖析，
文章的标题发出呼吁，传达出作者的观点——每一座城市应当发掘城市细微故事以更好地宣
传城市。评论的标题可以使用有吸引力或容易产生误解的词汇，可以是对称押韵形式，可以
是反问形式，需要对评论事件和文章本身进行高度概括，千万可以过度夸大做“标题党”。

一篇评论最重要的是开头一部分和结尾一部分，在开头中概括事件发表论点，在结尾里
再次重复论点并升华主题，正文需要对事件背景进行说明并分析作者的观点，做到有理有据，
逻辑清晰。

本篇评论开头处运用排比的形式，《漠河舞厅》歌曲本身来自于小事件，却引发了大影
响，在强烈的对比中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评论的开头可以使用夸张的手法概括事件，表达
文章想要关注的核心论点，并提出作者的深入思考。接下来在正文部分详细介绍事件发生的
背景，可以在和同类型事件的对比中发表看法，对论点进行论证分析，例如文艺创作应当关
注什么、城市如何更好宣传。

此外，作者的论点应当来自于对事件的深入思考，表明事件与思考之间的内部联系。评
论过程中也可以使用比喻、排比、列数据等手法，使论证部分更加具有说服力。

在评论结尾部分，应当重复核心论点，不局限于事件本身对论点进行升华性的总结，达
到向读者最大输出的效果。

18　该图系主席团成员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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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6-2
Grave abuse - and missing witnesses 

It’s more important that impeachment be thorough than speedy.19

During the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s first impeachment hearing Wednesday, le-
gal scholars said President Trump was guilty of grave abuse of his office and warned that 
declining to impeach him would invite more brazen behavior from Mr. Trump and future 
presidents. A dissent came from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professor Jonathan 
Turley,whom Republicans called to testify. He avoided defending Mr. Trump’s actions on 
their merits. But he argues they were not impeachable crimes and insisted the Democrats 
should spend more time gathering evidence before moving the process forward. He was 
half-right.

Mr. Turley incorrectly played down the gravity of the existing record. The public al-
ready knows that, as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 sought military aid and a 
White House meeting, Mr. Trump asked for “a favor”: investigations based on false prem-
ises that would have helped Mr. Trump politically. Only after Mr. Zelensky assured Mr. 
Trump that investigations would proceed did Mr. Trump indicate a White House meeting 
would be possible. All of this is in black and white in the rough transcript of a July 25 call 
the White House released. Then there is the recent testimony of Trum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indicating that Mr. Trump held up military aid, not just a White House meeting, to 
press for his desired investigations.

Three prominent law professors testified Wednesday that conditioning official acts, 
in this case a White House meeting and, very likely, the release of military aid, on the re-
ceipt of something of value, in this case flimsy investigations the president wanted, is an 
example of the sort of bribery the Constitution specifies as grounds for impeaching the 
president. Mr. Turley’s protests that such behavior might not meet the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criminal bribery missed the point: Even if Mr. Turley were right, the House is prosecut-
ing the president under a constitutional standard, not a federal statute.

Yet this damning tale still lacks the accounts of several critical witnesses. Acting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Mick Mulvaney could demystify why Mr. Trump halted the 
military aid.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ohn Bolton and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could describe what they heard from the president. The problem is that Mr. 
Trump’s lawless embargo of the House’s impeachment proceedings has prevented these 
key witnesses from testifying and the courts might take time before deciding on the 
House’s appeals.

We do not blame the Democrats for feeling frustated. And they may rightly think they 
already have all the evidence they need. But if they could strengthen the case, they should 
do so. Because the stakes are so high, extra time may be justified if it results in testimony 
from administration witnesses. This also might convince more Americans that the im-
peachment process has been conducted thoroughly.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5, 2019)

19　Grave abuse - and missing witnesses It’s more important that impeachment be thorough than 
speedy，《华盛顿邮报》，2019 年 12 月 5 日，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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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英文评论案例的写作框架剖析 20

分析：我们先来看这篇文章的标题。这篇文章的标题拥有二层结构，分别是作为正标题
的 “Grave abuse - and missing witnessed” 和作为提要题的“It’s more important that im-
peachment be thorough than speedy.” 正标题是标题中最主要的部分，用以说明最重要的
事实或思想。提要题位于稿件的标题（含引标题、正标题、副标题）之后、正文之前，用以
提示稿件主要内容或作者核心观点。本文的正标题通过凝练局势两个核心词汇，以小见大，
概括介绍本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就是介绍特朗普的 “grave abuse” 和在控诉该一情况的过程中
存在 “missing witnesses” 的问题。而提要题则高度简洁地点明了作者的观点“只要能使特
朗普能被彻底地弹劾，过程慢一点也无妨（对于当前的局势，大家不需要灰心）”。满足了
评论应有的态度鲜明、角度合理的特征。

在评论中，作者一方面做到了保持华盛顿邮报独立评论“表面客观但实际暗含态度”的
一贯风格，很好地完成了具有西方媒体特色的评论任务；另一方面做到了评论中含有叙事，
在有限的篇幅中尽量地抽丝剥茧，完成了向读者传达观点和态度的同时，也完成了向不了解
详情的读者介绍既有证据和辩护对峙情况的叙评结合的任务，展现了作者写作的技巧，做到
了事实论证与说理论证相结合，满足了评论应有的论证充分、富有深度的特征。

整体而言，行文逻辑遵循了规范的正反方对峙论证结构，先介绍双方观点，再详细分析
二者提出这样观点的理由和过程，然后在用词中自然地流露出作者对双方的意见和态度，最
后进行对局势的总体分析和展望。

20　该图系主席团成员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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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评论的结尾部分，作者能够做到在新的层次对前景进行展望和提出具体行动方
案，跳出二者对垒的视角，通过第三者语言自然地和乍看客观地给出了作为媒体人的评价和
建议。由此增强了评论的可读性、深度和新闻价值。

范例 6-3
Entre Macron et le Pen, tout n’est pas encore joué

 «Macron, président! Macron, président! Macron, président!» ont scandé ses militants 
dans le QS après s le résultat avait é té prononcé le 23 avril. Avec le premier étape à l’Elysée 
franchi, la victoire du candidat d’En Marche donne semble être à portée de la main. Mais 
une semaine, c’est encore longue... 

“Big bang”, “saut dans le vide” (Les Echos) ou encore “séisme” (La Croix) : la pres-
se du 24 avril s’est fait l’écho de la dé flagellation causée par des résultats qui laissent 
“la droite K.O.” (Le Figaro) et la gauche à terre. “ Mais cette surprise que les Français ont 
porté les “cygnes noirs” au seconde tour, c’était justement qu’il n’y a pas de surprise. 
Toujours arrivé à la tête dans des sondages ces derniers mois et avec les ralliements de 
candidats majeurs et en particulier des propriétaires de l’Elysée et du Matignon, Emman-
uel Macron donne une impression de lever les bras trop vite dans le seconde tour face à 
le Pen. Le sondage qu’environ 66% des voix seront versé es au Macron au seconde tour 
nous conviant que l’élection 2017 soit la répétition de celle en 2002: tout est joué d’avance.

Qu’on ne s’y trompe pas: l’élection d’Emmanuel Macron n’est pas une simple formal-
ité. Rien n’est joué, rien n’est acquis. Il n’a recueilli que 23-24%, ce qui signifie que 76% 
des Français n’ont pas été convaincus par lui et mettent en doute sa crédibilité et légitim-
ité pour son avènement.

La finale de cette année n’aura rien à avoir avec le duel en 2002 entre Jacques Chi-
rac et Jean-Marie le Pen. Non seulement face au Front National, l’ennemi de tous, mais 
également Chirac avait déjà une quarantaine d’années de vie politiques derrière lui. Mais, 
dans le cas du Macron, avec sa maigre expérience et des présentation moins convain-
cantes aux débats que son adversaire et surtout dans le contexte de la montée du pop-
ulisme plus élevée que jamais, il est peu probable que le candidat soit doué des mêmes 
crédibilité s et légitimité que Chirac.

 De plus, la coalition nouvelle le Pen-Dupont Aignan apporte de la synergie dans l’en-
tredeux campagne de FN et l’incertitude dans le 7 mai. Déjà promis de nommer Nicolas 
Dupont Aignan le Premier Ministre au temps de l’élection, Marine le Pen a aussi tendu un 
rameau d’olivier aux militants de Mélenchon. 

Au contraire de Fillon et d’Hamon, JeaMélenchon a refusé de reconnaître sa dé faut 
dans la présidentielle. L’extrême-gauche et l’extrême-droite ne sont pas toujours les an-
tithèses de l’un de l’autre. Toutes les deux sentent, de temps en temps, abandonné es et 
ainsi s’inclinent à recourir à l’extrémité pour faire sonner leur voix et aux «révolutions» in-
stitutionnelles pour effectuer des changements attendus. 

Si le Pen réussit à ressembler le bloc du Mélenchon, elle fera un pas d’avance vers 
l’Elysée alors que la crédibilité de Macron est portée à l’atteinte à cause des rumeurs et 
des critiques exis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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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ement, si Macron gagnait le scrutin suprême, son quinquennat n’aurait pas 
sûrement le vent en poupe. Les partis traditionnellement puissants comme le PS et les 
Républicains, même s’ils portent leur soutien à Macron, s’efforcent vraiment de gagner la 
majorité de sièges dans l’élection législative. N’établi qu’il y a un an, le mouvement poli-
tique est loin d’être majeur comme un parti politique indépendant et capable de récupérer 
sûrement la majorité à lui seul et ainsi Macron serait obligé de former une administration 
avec le parti majoritaire.

La cohabitation conduirait à un cabinet dont le leader ou le premier ministre serait 
le chef du parti majoritaire, ce qui amènerait la France au temps de la cohabitation de la 
gauche et de la droite où l’économie n’a pas connu une croissance satisfaisante, surtout 
dans les années 80.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la gauche et la droite s’arrêtent devant l’œil du seconde 
tour. La victoire des deux “cygnes noirs” est plus étonnante que l’élection de Trump. 
Maintenant, la doute mondiale en la crédibilité de la gouvernance est à son comble et 
constitue une normalité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ce qui risque de conduire à des crises 
plus graves et catastrophiques. Même si Macron serait élu, la France confronterait proba-
blement des difficultés causé es par un gouvernement incohérent. Il y aura encore plus de 
“jeux” à jouer dans les huit jours, les cinq ans ou plus à venir. 

分析：评论要“评”和“论”，所以评论稿要摆明观点也要进行论述，即有理有据。因
此评论不是综述，评论要有鲜明的态度和立场。但与此同时，对于通讯社，即便是评论稿，
也不能“过度极端化”，盲目追求话题性，刻意煽动争议。

法文评论稿也采用三段论：开头对背景进行简介，引出与文章相左的观点最后对文章观
点进行论述。如例文所示，题目很明确点名即便马克龙在第一轮选举拔得头筹，结果也并非
尘埃落定。开头先对 2017 年法国第一轮大选背景进行介绍，也运用了现场感十足的语言进
行刻画，吸引读者注意。其次，文章提出了马克龙将“稳赢”的观点。最后，文章从不同方
面论证大选结果并非一锤定音，此外即便马克龙入主爱丽舍宫，困难也远未解决。	

当然，评论稿件也并非要遵循所谓的套路。对于初学者而言，能够提出观点，并对观点
进行充分论证就足矣。在此基础上，代表们要在语言上不断打磨，使行文精简凝练的同时涵
盖所需的信息，并且富有文采和语言艺术。

（四）专访
专访是记者就某一主题请特定新闻人物进行问题解答的一种方式，能够以一种更加直观、

生动的方式呈现受访者的思想内涵。媒体代表为了获得更有针对性的资料，往往会专访某位
代表以获取更直接、更详细的信息。我们期待各位媒体代表对会场代表进行深度采访，并通
过发布专访的形式，作为会场中发言的补充，并且帮助其他与会代表获得受访者清晰的立场
观点。

专访的写作并非是谈话内容的全覆盖记录，而应该是经过记者的精心筛选，在完整的逻
辑下，展示出与主题最相关的部分。这样不但可以使此篇专访更具有可读性，还可帮助读者
获取核心信息，直击重点。

在模拟联合国会议中，采访时间相对有限，因此为了进行更加高效且有针对性的采访，
我们希望各位媒体代表对即将进行的专访进行大致的规划，做好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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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设计方面，记者同样需要大量的背景知识储备和对主题的把握。与新闻发布会不
同的是，专访是以人物为中心，挖掘人物思想态度的文件类型。此外，相较于新闻发布会这
样的公开场合，专访的过程往往是记者与代表两者之间的交流，因此要关注信任的建立和良
好的采访氛围。媒体代表需注意提问的措辞，撰写好大纲，可以逐渐引入到关键的、细节性
的问题，在恰当的时间抛出最棘手的问题。一般而言，设计思路可以分成三组 : 问题的回答
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 ? 问题层级较低还是较高？问题的语法结构有没有诱导性？针对问题的
回答而言，开放性提问一般很宽泛，允许回答者自由的提供答案，例如“您怎样看待正在讨
论中的工作文件？”或者“请谈一下您当下的诉求和已取得的成果”等。

而封闭性提问关注的范围较小，更希望回答者给出有限但明确的回答，例如“您倾向于
场上哪份决议草案？”、“您不支持这个提议的理由是什么？”；甚至像是单纯的选择题，
例如“对于向某国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您是支持还是反对？”等。针对问题的层级而言，
初级提问一般是为了引出一个新的交谈方向，而次级提问旨在从这一方向中获取更多的信息。
例如下面这个记者和与会代表对话的例子	:

——您对目前场上的情况怎么看？
——我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提议不可行。
——为什么他们的提议不可行？
——因为这一提议完全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第一个问题“您对目前场上的情况怎么看？”就是典型的初级提问，记者此时试图通过

广撒网的形式，来获取有效信息。当记者发现代表“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提议不可
行”的时候，他便缩小提问方向，试图从这其中获取更多具体信息。当然，这只是简单的举
例。开会中，代表们应当根据会议进程提出更具相关性的问题，层层递进，以期获得更详细、
深入的回答。开放式问题和封闭式问题各有侧重，务必结合使用，否则专访或过于宽泛缺少
实质性内容，或过于紧张难以顺利开展。

就问题的语法结构而言，是否具有诱导性便是重要的评判因素了。例如“您认为此次维
和行动算成功吗？”便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回答者可以说是或否，也可以给出模棱两可的回
答。然而如果问题变成“看来您并不认为，这次维和行动是成功的，对吗？”，如果受访者
与这次维和行动有利害关系（一般都是如此，因为我们不会问受访者与其无关的问题），一
般就会习惯性的进行反驳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 ......”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便很
少再获得模棱两可的回答了。

记者要在判断采访对象的利益格局和可能心态的基础上，拟定问题大纲，并与被采访者
商定合适的时间，地点与专访方式。采访大纲的内容主要包括基于采访目的、关键议题和受
访者的立场等预先设计的一系列问题。采访大纲确定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媒体代表可以根
据场上的局势修改提问大纲，以获取更加重要的信息。在采访过程中，也可以根据采访对象
的反应和采访进程作出一定变化。

除了专访之前的准备工作，专访中的记者作为一国官方通讯社的媒体代表，必须要注意
专访礼仪，尊重被采访者的国家立场，注意其特殊的民族习惯与风俗，不宜使用冒犯性的言
语，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于会场的秩序以及两国之间的关系而言都是一种侵害。

专访结束后，也可以尽快完成一些核对工作，比如人名、数字等细节，或其他不清楚的
地方。结束采访时要有礼貌地表示感谢，也可以表示希望能够继续联系，以获得后续的信息。

专访和新闻发布会的提问都是记者通过主动提出问题来获得自己所需的新闻素材的方
式。但是新闻发布会和专访的提问方式之间存在一定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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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新闻发布会提问 专访提问

背景 / 场合 公众场合，对提问者和受访者来
说都是公开表现自己的重要场合。

私密场合，对受访者来说比较舒
适。

提问内容

一般而言，问题数量少，只能关
注一个领域或者一个问题。问题
会更尖锐，务求使受访者无法再
如之前一样避重就轻，必须公开
回应针对某一问题的观点并做好
被媒体口诛笔伐的准备，展现二
者之间的“交锋”；或者是经过
事先通知，故意给受访者进一步
阐释自己重要主张的机会，展现
二者的“合作”。

一般而言，问题比较繁多、详细，
涉及多个领域 / 主题，甚至涉及
部分商定了不能在后续报道中公
开的私密内容，如部分正在磋商
的协议、合同的内容。

提问形式 一般固定为面对面口头提问。
常用的提问形式包括：面对面口
头提问，通过语音通话口头提问，
通过社交软件文字采访。

语言表达 提问的语言较为正式。
提问的语言可以视情况更口语化
一些，务求受访者对提问者产生
信赖而非处处提防而闭口不谈敏
感问题。

时长限制

由于提问者众多，主席团需要将
提问的时长控制在一个较短的时
间内，因而问题需要简练、明确、
有针对性，一般不存在复杂的层
层深入、诱导。

只要受访者愿意，专访的整体时
长可以达到 10-20 分钟，因而提
问者可以同时兼顾问题的广度和
深度，务求全面地展现受访者的
观点和思想。

同
目的都是以问题的形式来主动寻求新的新闻素材

受访者都有权利直接或间接地拒绝提问，例如回答“无可奉告”
需要在提问者和受访者之间创造一个和谐、平衡的访问环境

表：新闻发布会提问与专访提问的异同 21

21　该表系主席团成员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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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7-1：
中国是世贸组织“重要”且“活跃”的成员——访世贸组织发言人基思·罗克韦尔 22

新华社日内瓦 12 月 6 日电（新华社记者陈斌杰	陈俊侠）
世界贸易组织发言人基思·罗克韦尔日前在日内瓦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入世 20

年来，中国已成为世贸组织“重要”且“活跃”的成员，是世贸组织诸边谈判的重要推动者。
2001 年 11 月 10 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标志着经过 15 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同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成为其第 143 个成员。

罗克韦尔回忆说，入世之初，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官员十分虚心好学，他们耐心倾
听，仔细观察，主动征求各方意见，很快掌握了与世贸组织打交道的方法。入世20年来，“中
国满怀热情，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我们所有的工作重点”。

罗克韦尔说，如今中国是世贸组织诸边谈判的重要推动者，积极参与多个领域的联合声
明倡议谈判工作，“在投资便利化领域谈判中，中国发挥了领导作用”。

他说，2019年中国在上海主办了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将诸边谈判推向新高度；此外，
中国在电子商务和发展问题等许多其他诸边谈判领域主动作为，并积极推动世贸组织改革。

“中国认为，世贸组织的贸易规则需要扩容和更新，以便企业能够在反映他们与客户和
竞争对手实际互动方式的规则下运营。”他补充道。

罗克韦尔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为过”。中国现在是
全球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2020 年中国货物出口额与入世前一年的出口额
相比几乎增长了 10 倍。

罗克韦尔认为，中国服务贸易未来潜力巨大。他指出，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富裕，消费已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旅游、娱乐、教育等服务贸易领域未来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
增长点。

（五）前瞻性报道
前瞻性报道作为模拟联合国会议中所有驻场记者必须撰写的特殊体裁的稿件，是媒体记

者对所驻会场的整体把握和“预判”的产物。记者代表经过会前对所驻会场代表的采访，收
集对方的相关立场和观点，并与记者自身对于该会场的背景调研和分析有机结合，将自己对
于会议进程的研判和各方主要矛盾点的分析呈现于文稿——即为前瞻性报道。

前瞻性报道的写作一是需要记者提前对所驻会场的背景进行深度调研，研究相关文献，
了解所讨论议题的重要性与矛盾焦点；二是需要记者深入代表进行采访，了解可能形成的国
家集团及其观点。记者需要在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后，充分考虑本报社的立场，从本报社以及
所代表的国家的立场上对调研得出的材料进行分析，最后将重点内容呈现于文稿。前瞻性报
道重在“前瞻性”，即记者要对未来所驻会场的发展做出自己的预判，预测可能的讨论重点、
利益冲突方的不同立场等等，这就要求记者们对本议题极为熟悉，背景调研十分深入。此外，
前瞻性报道并不是越长越好，如果写成多位代表采访内容的集合体，那样也就失去了“前瞻
性”的意义所在。

22　《专访：中国是世贸组织“重要”且“活跃”的成员——访世贸组织发言人基思·罗克韦尔》，
新华网，2021 年 12 月 16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1-12/06/c_1128135464.htm，最后访
问时间：2022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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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代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预测未来会议进程的发展，着重做好对议题的深度
思考与鞭辟入里的分析，以及基于事实材料的展望。

范例 8-1
北约——迈向“核”平的努力 23

委员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设理事会
【美国联合通讯社巴黎 10 月 23 日电（记者 莫璐瑜）】
1962 年巴黎的秋日，站在繁华的大街上，回望身后北约总部的大楼、仰视头上黑压压

的核战争乌云，身旁冰冷的柏油路上片片梧桐正无声渲染着今秋北约大楼冷肃的气氛。
自两天前古巴被爆与苏联共建核武器基地以来，在古巴导弹问题上世界范围内已经掀起

了此起彼伏的哗然大浪。苏联在中美洲部署导弹等武器，实质上就是要增强华约在美洲与北
约对峙的筹码，增强专制制度国家与自由制度国家抗衡的力量。米格战斗机、轻型轰炸机、
坦克大炮与海防导弹，还有声势浩大的地对空萨姆导弹群，一批批秘密入境的进攻性武器不
仅仅无情打破了美洲人民和谐共处的愿望，更深深刺痛了世界人民捍卫和平与安全的心。今
春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明显已凭借自身地缘优势等因素快速获得了苏联等国深厚
的信任与不遗余力的支持，而独留了美洲其余各国遍地的心碎与冰凉。回首过去，卡斯特罗
政府建立初期信誓旦旦地承诺：“革命……不是赤红色，而是橄榄绿色”，目睹现今，其却
将昔日豺狼引入家室。从客观的角度分析，卡斯特罗政府正在两极格局下积极扮演着一棵政
治墙头草的角色。而苏联，急冲冲地对峙前线从柏林推到了哈瓦那，意图使美洲“内院起火”，
目的既似欲以威胁手段试探自由制度国家安全底线，又似欲趁人不备直接发动偷袭。

北约作为致力于维护西方防卫协作的“集体自卫性”国际政治军事集团组织，在对苏联（实
质上是华约）来到“家门口”的挑衅与威胁即将作出何回应备受外界关注。北约如何看待苏
联在古巴境内部署的导弹问题？北约各个国家又是否能达成完全一致的反应政策？接下来北
约是否会主动申请与华约接触？若其咄咄逼人北约又将采取何等行动？从对古巴导弹问题的
政治与军事定性、各国紧急的应对措施，到接下来对两极世界格局发展的加码角度，都将在
明日公开召开的北约理事会上各国的外交部长、国务卿、国务秘书、全权代表们手中决定。

风起云涌，核武器阴影第一次如此真切的使人类开始思考灭绝的危机。与结论之棋一并
落下的将是接下来影响世界局势走向的重要筹码。而根据目前北约各国高度重视共同利益的
立场，对苏联在古巴布置核武器问题，北约成员国们应将采取一致性的反对立场，并加强成
员国之间的导弹监测与防卫联合，以放缓在欧洲地区的核武器布置速度甚至是撤出部分靠近
东欧地区的核武器以换取华约平等的核武器让步——推动北、华双方“核”平以维护北约美
洲成员国的国防安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日总统肯尼迪签署了《禁止进攻性武器运往
古巴》的公告，宣布从24日起将拦截可能前往古巴的舰船并勒令这些船只听候美国的检查，
向苏联公开摊牌，展示出不甚畏惧核战争威胁的姿态。赫鲁晓夫目前被迫面临两种选择：要
么在美国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忍辱退让，撤出在古巴的导弹；要么以牙还牙，与美国强硬对抗，
冒核战争风险。而核战争的代价绝对是惨痛的，为潜在的利益而付出绝对的疼痛绝对不是明
智的选择。

本社认为，接下来的一周，古巴导弹危机之曲将实现基本定调。而北约召集各国高官共
同应对的高度重视态度，相信也预兆了北约在接下来将成为推动古巴导弹问题解决不可或缺
的力量，北约理事会或许能使 10 月的巴黎、世界尽快摆脱令人不堪的阴影。

23　该前瞻性报道系主席团成员莫璐瑜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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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体裁新闻的区别

新闻体裁是指新闻报道作品的基本类别与方式。当下新闻界较为常用的分类方式是将新
闻作品分为三类：新闻报道类（如消息、通讯、特写等）、新闻评论类（如评论、述评等）
和新闻附属类（如新闻文学、报告文学等）。新闻体裁的选择应当根据读者的实际需求与新
闻内容本身而定，且一篇作品里不能同时出现多种新闻体裁的特征和形式。一篇文章里既运
用了通讯语言，又坚持使用消息的形式，末尾还加上了成段的对比性评论，最后报道成了一
篇不伦不类的四不像。

代表们需要在会前对不同的新闻体裁进行一定的了解和区分。在往后的记者工作中，我
们在下笔前要先确认好自己想要向读者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手上的新闻题材适合什么样
的体裁，并严格按照体裁的要求进行写作。在本次会议中，我们期待各位媒体代表提交以简
讯、消息、评论、采访为主的稿件。

不同新闻体裁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题材选择、表现新闻的方式和角度、文章的结构、篇幅、
语言运用等等。

消息一般用于报道新发生的事件和扼要报道，有着篇幅简短、文字简明、很强时效性的
特点。在特定情况下，比如在报道重要的会议和新闻价值较高的事件时，消息的篇幅可能会
相应变长。但不管是长消息还是短消息，这类体裁中不会出现任何抒情描写性的美文学语言。
同时，消息体裁的客观中立性要求也不允许出现评论性语言（述评消息例外）,	任何倾向性
应合适的藏于对事实的叙述之中。而评论一类体裁更多以评为主。这类体裁中，笔者可以提
供少量消息性质的事实描述，但是一切相关文字描述只用于提供基本背景信息，不易过多，
否则容易喧宾夺主。

本次大会中，我们希望各位代表根据新闻材料选取适合的呈现方式，切忌将多种体裁的
写法混为一谈，导致出现稿件“四不像”的情况。

四、写作细则与规范

英文写作注意事项
首先，多用“小词”。新闻报道应该文字简明，用语大众化，通俗自然。英语中的短词，

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词，它们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频率通常比“长难词”高。使用“小词”
不仅会使语言更加接地气、更传神，还有助于报纸在有限的版面里尽可能地传递更多信息。

例如，表达“削减，减少”的词常用的有	decrease,	reduce，但报刊语言中更常用的是
cut 或是 axe。

其次，语言多样化。在新闻英语中，报道的语言忌讳重复。这集中体现于新闻英语用不
同的表达来指代同一人或事物。例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表达可能是 Trump,	Don-
ald Trump,	the president 和 President Trump，在上下文明了的情况下，The White House 
也用来指代总统。同样地，表达英国皇室除了 the royal family，也可以用 the Buckingham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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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闻英语还会引用其他行业的专业术语或者外来词汇，以增强报道的表现力，
从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例如，“Trump two years in: The dealmaker who can’t seem to 
make a deal”(The Guardian Jan 20, 2019) 写道，“Nobody knows how this is going to turn 
out until we get a resolution. So it’s a national game of chicken.” 这里，game of chicken
指的是胆小鬼博弈（Chicken Game），是博弈论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模型，也被称之为斗鸡博弈。
这里作者引入这个模型来强调“示弱”的重要性，既准确又生动。

法文写作注意事项

标题
标题前不缩进。
标题长度尽量不要超过一行，标题应尽可能多地提供信息。人名前不用写作“某某先生

/ 女士”。如果为人名较长，且为知名人物的情况下，可以用职务代替。
例：Le président nigérien au sommet du G5 Sahel sur la sécurité et le développement

标题使用现在时	,	被动句省略助动词。
例：Chine: un chauffeur de Didi condamné à mort pour viol et meurtre d’une passa-

gère

为了使读者一目了然，标题可以采用“事件	/	地点：标题正文“的形式。
例：Somalie: les forces de sécurité tuent 40 islamistes dans le sud du pays

Brexit: quelles sont les options possibles pour le parlement britannique (SYNTHESE)

大小写
四个字母以内	(	含四个）的缩略语，所有字母都要大写：UE,UA,ONU,HCR,FAM,FMI	等。

缩略语含五个字母以上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其余字母小写：Asean,	Unicef	等。
需要注意大小写特殊词汇：
总统	:	président

总理	:	Premier ministre

部长	:	ministre des Finances, ministre de l’Economie

议会	:	Parlement, Assemblée nationale, Chambre des représentants

联合国	:	Nations Unies

数字
标题中的数字：12 以下的数字（含 12）不用阿拉伯数字
正文中的数字：同样地，1-12 不用阿拉伯数字。需要注意的是，若句子以数字开头，

该数字不用阿拉伯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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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呼
在标题中，任命不需要用	M.,Mme 等称呼。
例：Blair	se	rend	en	Inde

人名在文中首次出现：头衔加完整的姓名，姓名前不加	M.,	Mme	等称呼。
例：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Donald	Trump

人名在文中重复出现，可以简称为	M.	Trump,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le	chef	d’Etat	
américain,	le	locataire	de	la	Maison	Blanche	等。

换算
货币：当地货币必须同时换算成美元（或欧元），写在后面的括弧中。
例：1	000 Fcfa (2 dollars)

时间：当地时间后面一般情况下需要注明国际时间，尤其是事故或灾难爆发时间。
例：13H00	(01H00 GMT)

结尾
正文结束后加“Fin”表示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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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代表团介绍
本部分仅对在本次 BIMUN2022 出现的主要官方通讯社进行介绍，以期代表们对不同通

讯社的特点和写作风格进行整体把握，有助于未来会议中工作的开展。另外在本次会议中，
出于不同会场的需要，我们还设置了非官方通讯社的媒体席位，此类媒体的简介以及案例将
在学术补充文件中为大家呈现。

一、法新社

（一）简介
法国新闻社（Agence	France-Presse,	AFP），简称法新社，总部位于法国巴黎，是全

球第一家新闻通讯社，同时也是法国最大的通讯社，世界第三大通讯社。法新社名义上是独
立的报业联营企业，实际上是法国官方通讯社。

作为西方主流通讯社之一，法新社的报道遵循客观、真实的原则，旨在宣传与维护西方
的主流价值观，尤其是欧洲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法新社的新闻写作在秉承可信新闻来源准则
的同时，又充满了法国人平和的写作风格。

（二）案例
Les inexactitudes d'Eric Zemmour sur les "90%" de jeunes de banlieue originaires du 

Maghreb ou d'Afrique24

Pour étayer sa thèse du «grand remplacement», Eric Zemmour soutient que 80 à 90% 
des moins de 18 ans sont d’origine maghrébine ou africaine en banlieue parisienne et af-
firme se fonder sur un rapport d’un organisme rattaché à Matignon. Deux de ses auteurs 
joints par l’AFP observent toutefois que leurs travaux ne font pas état d’un tel chiffre et 
indiquent que la proportion des jeunes d’origine «extra-européenne» se situe à 37,4% 
dans une zone couvrant l’Ile-de-France.

Confronté jeudi soir au ministre de l’Economie Bruno Le Maire, Eric Zemmour a de 
nouveau défendu la thèse d’un «grand remplacement», théorisée par l’essayiste d’extrême 
droite Renaud Camus et qui devrait conduire à transformer la France en «république is-
lamique» à l’horizon 2100.

Pour étayer son propos, le polémiste d’extrême droite et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s’est référé à des «chiffres édifiants» qui émaneraient de France Stratégie, un organisme 
de conseils et d’études rattaché au Premier ministre.

«Il y a quelques mois, (France Stratégie, ndlr) a sorti des chiffres édifiants: vous 
savez, dans la banlieue parisienne aujourd’hui, entre 0 et 18 ans, il y a 80, 90% d’enfants 
qui sont d’origine maghrébine ou africaine. C’est ça le grand remplacement», a-t-il affirmé 
sur le plateau de France 2, un chiffre choc qu’il a déjà utilisé à plusieurs reprises. L’extrait 
peut être entendu à partir de 1h28 sur cette vidéo:
24　« Les inexactitudes d'Eric Zemmour sur les "90%" de jeunes de banlieue originaires du Maghreb 
ou d'Afrique », 法新社，2021 年 12 月 11 日，https://factuel.afp.com/http%253A%252F%252Fdoc.afp.
com%252F9UE4N3-1，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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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te affirmation est toutefois erronée: le rapport de France Stratégie, paru en juillet 
2020 et consacré à la mixité sociale, ne fait jamais état d’une telle proportion sur l’en-
semble de la banlieue parisienne, ce que confirment à l’AFP deux de ses auteurs. Fondés 
sur les données de l’Insee, leurs travaux font ainsi apparaître, en moyenne, que 37,4% des 
moins de 18 ans étaient issus de «l’immigration extra-européenne» en 2017 dans une 
zone recoupant à peu près l’Ile-de-France.

Que dit le rapport de France Stratégie?

Publié en juillet 2020, ce rapport avait pour ambition de dresser un «panorama de 
la ségrégation résidentielle» en France au cours des 25 dernières en confrontant à des 
«données solides» l’idée que la mixité sociale serait en recul dans les grandes aggloméra-
tions, explique à l’AFP un de ses auteurs, Clément Dherbécourt.

En se fondant sur des données de l’Insee issues du recensement, les auteurs sont 
parvenus à la conclusion qu’il y avait «une stabilité de la répartition des différents groupes 
sociaux dans les quartiers des grandes agglomérations et qu’il n’y avait donc pas moins 
de mixité sociale aujourd’hui», poursuit M. Dherbécourt.

Mais ce n’est pas ce constat qui a alimenté la controverse. En annexe de leur rapport, 
ses auteurs ont conçu et rendu accessible une base de données très complète qui permet 
de montrer la répartition territoriale des populations en fonction d’une série d’indicateurs 
socio-économiques, dont la profession, l’âge ou l’origine géographique.

Ce que le rapport ne dit pas

Le premier hiatus entre le rapport de France Stratégie et les affirmations d’Eric Zem-
mour vient du fait que la base de données ne recense pas la part des jeunes d’origine 
maghrébine ou africaine en banlieue parisienne.

La catégorie qui s’en rapproche le plus dans la base de données regroupe les «en-
fants de parent d’immigrés (hors Europe)» âgés de 0 à 18 ans et leur répartition dans une 
unité urbaine (U.U) qui intègre les zones les plus densément peuplées d’Ile-de-France (in-
cluant Paris) où vivent quelque 10 millions d’habitants . Tous ne viennent donc pas d’Af-
rique ou du Maghreb.

Selon les données de 2017 compilées par les auteurs de l’étude, la proportion de ces 
jeunes issus d’une immigration extra-européenne ne s’élève pas à «80» ou «90%», mais à 
37,4% en moyenne. Cette proportion était de 22,4% en 1990 et masque des disparités sel-
on les départements et les communes d’Ile-de-France.

«Sur l’ensemble de la Seine-Saint-Denis, on est à 55% et, à la Courneuve, dans la 
commune de Seine-Saint-Denis où cette proportion est la plus élevée, on est à 74%», 
relève un autre coauteur de l’étude Pierre-Yves Cusset.

Si on prend un autre indicateur géographique qui correspond davantage à des quart-
iers --des IRIS/TRIRIS selon la terminologie statistique--, seule une «poignée» d’entre 
eux en Seine-Saint-Denis abritent plus de 80% de jeunes issus de l’immigration extra-eu-
ropéenne, relève M. Dherbé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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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niveau national, la part des moins de 18 ans ans vivant avec au moins un parent 
immigré extra-européen s’élevait par ailleurs à 16,4% en 2015 contre 10% en 1990, relève 
également l’étude.

D’un certain côté, l’intérêt suscité par cette étude convient à ses auteurs. «Ca fait 
plusieurs mois que ces travaux sont discutés et l’idée c’était justement que ces données 
soient rendues publiques et que ce travail soit largement repris», témoigne M. Dher-
bécourt.

Mais à condition toutefois que leurs conclusions ne soient pas déformées dans le 
débat public. «Quand il y a des choses qui sont factuellement inexactes, relève M. Cusset, 
on rétablit l’exactitude des données».

二、美国联合通讯社

（一）简介
美国联合通讯社（The Associated Press, AP），简称美联社，成立于 1846 年 5	月，总

部位于美国纽约，为美国乃至于世界最大的通讯社，是由各成员单位联合组成的合作型通讯
社。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合作新闻社，美联社最早提出了新闻的“客观性法则”。“美联
社之父”斯通将客观性法则具体化为“5W1H”的导语格式和倒金字塔的新闻结构，使其成
为新闻写作的范式风行全球。由于美联社的大力倡导，客观性法则在西方被奉为职业理念。

（二）案例
Sudanese forces open fire on anti-coup protesters, killing 725

Sudanese security forces opened fire on protesters Monday, killing at least seven 
people and wounding around 100 others in the country’s capital in one of the deadliest 
days since an October military coup, activists said.

Earlier Monday, thousands had once again flooded the streets of Khartoum and else-
where in Sudan to denounce the Oct. 25 military takeover that scuttled hopes of a peace-
ful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coup came more than two years after a popular uprising 
forced the removal of longtime autocrat Omar al-Bashir and his Islamist government in 
April 2019.

The turmoil has been amplified after Prime Minister Abdalla Hamdok stepped down 
earlier this month. Hamdok, the civilian face of Sudan’s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resigned 
after his effort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generals and the country’s pro-democracy 
movement failed.

Monday’s deaths bring to at least 71 the number of people killed in near-daily 
demonstrations in Khartoum and other cities and towns in Sudan.

25　 “Sudanese forces open fire on anti-coup protesters, killing 7 ”, 美 联 社，2022 年 1 月 18 日，
https://apnews.com/article/middle-east-africa-sudan-omar-al-bashir-khartoum-7e381a21548397c-
c616b35dae993d 54b，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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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age circulating online shows protesters, mostly young people, marching in the 
streets of Khartoum and its twin city of Omdurman. There were also protests in Port Su-
dan, Wad Madani Obaid and the western Darfur region.“I’m here today to resist the mili-
tary coup,”said protester Hamed al-Ser.“We hope our free revolution reaches the demo-
cratic civilian path.”

Activist Nazim Sirag said seven protesters were killed when security forces opened 
fire to break up several marches in the capital, including in the area around the presiden-
tial palace. He also said many people were wounded by gunshots.

The Sudan Doctors Committee, which is part of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also 
reported the deaths and said around 100 protesters were wounded in Khartoum.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condemned Monday’s deadly shootings and called 
for a two-day civil disobedience campaign over the security forces’ actions. Faisal Saleh, 
a former information minister and Hamdok’s advisor, said the killings were “a full-fledged 
crime,” and urg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ct.

“The Sudanese people do not face an arbitrary government or authority, but rather a 
criminal gang that kills the youth of Sudan in cold blood, and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
ing,” Saleh wrote on Twitt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demned “the use of lethal force against demonstrators,” U.N. 
spokesman Stephane Dujarric said later Monday. “Whether it’s in Khartoum or other plac-
es, people have a right to demonstrate peacefully,” he added.

The fatalities will likely further complicate U.N. efforts to find a way out of the ongo-
ing crisis. The U.N. mission in Sudan started holding separate consultations earlier this 
month with various Sudanese groups, including the military, to “prepare the ground for a 
process capable of securing agreement ... on the way forward for the democratic transi-
tion in Sudan.”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see an atmosphere that is conducive to the ongoing con-
sultations, both in the streets and, obviously, inside the room,” Dujarric said. Along with 
the U.N., Western governments have also widely condemned the crackdown on protest-
ers, and called for those responsible be held accountable.

The demonstrations are organized by the Sudanes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and 
the Resistance Committees, which were the backbone of the uprising against al-Bashir. 
The two groups reje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military, insisting it hand over power to a fully 
civilian government to lead the transition.

The generals, meanwhile, reject the protesters’demands, saying that power will be 
handed over only to an electe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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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透社

（一）简介
路透通讯社（Reuters），简称路透社，总部位于英国伦敦，是英国最大的新闻通讯社，

也是世界三大新闻通讯社之一，以提供各类新闻和金融数据闻名。
路透社的新闻报道主要面向西方国家，传递的也多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与它的

出身不无关系。路透社在支持新闻报导的客观性方面有严苛的规定，例如其曾尽量在新闻中
避免使用“恐怖分子”一词，避免产生政治歧义。

（二）案例
U.S. built ‘textbook’ case of sedition charges for Capitol attack-legal experts26

U.S. prosecutors appear to have proceeded carefully in bringing sedition charges 
against 11 people linked to a far-right militia who took part in the deadly 2021 attack on 
the U.S. Capitol and are likely to obtain convictions, legal experts said.

An indictment was released on Thursday against the founder of Oath Keepers, Stew-
art Rhodes, and 10 purported members of the group, accusing them of conspiring to 
forcefully oppose the transfer of power between then-President Donald Trump, a Republi-
can, to his successor, Democrat Joe Biden.

Seditious conspiracy is defined as attempting “to overthrow, put down or to destroy 
by forc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as 
been wary of lodging such a charge in part because of losing a case 12 years ago, a for-
mer government lawyer said.

The indictment for the Jan. 6 attack is “thorough and rigorous,” said Alan Rozen-
shtein, a former Justice Department national security lawyer who teaches at the Universi-
ty of Minnesota Law School.

“I don’t think there is much the defendants can say here,” said Rozenshtein. “This is 
the textbook definition of seditious conspiracy. If this isn’t seditious conspiracy what is?”

The sedition charges are the first against participants in the storming of the building 
by Trump supporters after he gave a fiery speech repeating his false claims that his No-
vember 2020 election defeat was the result of widespread fraud. U.S. prosecutors have 
brought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 at least 725 people linked to the riot.

The seditious conspiracy charges were filed a year and a week after the assault amid 
concern from some Democrats and advocates th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had been too 
sparing in bringing serious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 people who stormed the building or 
planned for violence.

The Oath Keepers are a loosely organized group of activists who believe that the fed-
eral government is encroaching on their rights, and focus on recruiting current and former 
police, emergency services and military members.
26　 “U.S. built ‘textbook’ case of sedition charges for Capitol attack -legal experts”, 路透社，2022 年
1 月 14 日，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us-built-textbook-case-sedition-charges-capitol-at-
tack-legal-experts-2022-01-14/，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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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 ATTACK

Members of the group moved up the Capitol steps on Jan. 6, 2021, in a military-style 
“stack” formation and wearing tactical gear, the indictment said. Nine of the 11 people 
named in the indictment were already facing charges.

“We aren’t going through this without civil war. Too late for that. Prepare your mind, 
body and spirit,” Rhodes said in a November 5, 2020, Signal message, according to prose-
cutors. They said that in December 2020 Rhodes wrote of the certification of Biden’s elec-
tion win scheduled for Jan. 6 that “there is no standard political or legal way out of this.”

Amy Cooter, an expert on U.S. militia movements and a lecturer at Vanderbilt Univer-
sity, said: “It’s important to reserve seditious conspiracy for serious cases, and I person-
ally think this is one.”

A failed 2010 prosecution against a Christian nationalist militia called the Hutaree 
gave federal prosecutors pause, said Rozenshtein.

Members of the Hutaree were charged with conspiring to kill a Michigan police officer 
and then ambush the officer’s colleagues who would have gathered for the funeral. But 
the seditious conspiracy charges were dropped after a judge ruled prosecutors had failed 
to prove that the militia members were doing anything more than talking about their ha-
tred for authority.

Legal experts said that high-profile outcome highlighted a common issue in seditious 
conspiracy cases: that the charges might encroach on the broad free speech protections 
afforded by the U.S. Constitution.

In September 2020, amid civil unrest, then-U.S. 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Barr urged 
federal prosecutors to consider filing seditious conspiracy charges against people who 
engaged in violence at anti-police protests. That move drew immediate pushback from 
civil liberties group, who said the seditious conspiracy statute should be reserved for 
more dire threats to U.S. democracy.

Lawyers and extremism researchers sai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ppears to have 
carefully vetted the Oath Keepers indictment, possibly using cooperating witnesses to 
build a more clear-cut case of attempting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One police officer who battled rioters on Jan. 6 died the day after the attack and four 
who guarded the Capitol later died by suicide. Four rioters also died, including a woman 
who was shot by a police officer while trying to climb through a shattered window. About 
140 police officers were injured during the hours-long attack.

“The government has a strong case against the Oath Keepers,” said Joshua Braver,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Law School. Unlike the Hutaree, the Oath Keepers 
“executed their real agreement to obstruct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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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泛非通讯社

（一）简介
泛非通讯社（Pan-African News Agency，PANA），简称泛非社，是非洲统一组织创

办的一家通讯社，其总社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泛非通讯社的宗旨是便利成员国之间交
换新闻，并为发展和建立非洲各国的通讯社做出贡献。

泛非通讯社提供准确客观的有关非洲人民、非洲时政的新闻消息，其报道具有民族性、
大洲性、地域性和时效性的特点。其报道立场大多倾向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各国，同
时注重非洲国家在会议上的表现和诉求 , 非洲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外交关系，争取为非洲
国家的利益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27

（二）案例
IFPRI launches the Food Policy Report on climate-resilient strategies in Egypt.28

Cairo, Egypt (PANA) - Without significant climate change adaption measures, climate 
change-induced biophysical crop stress could lead to a 10% reduction in Egypt’s food 
crop yields by 2050 and cost the economy US$1.84 billion per year over the same period, 
according to new projections from researchers at the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The same research also finds, however, that accelerating investments in 
adaptation measures – particularly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adaptation 
technologies – can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of many crops, including wheat and fruits 
and vegetables, enough to mostly offset total production losses from climate change, 
generating overall food production in 2050 at approximately the same levels as a hypo-
thetical future without climate change. For other crops, like maize or oil crops, accelerated 
adaptation is needed on global levels to ensure the affordability of food for Egyptian con-
sumers.

“These projections demonstrate how urgent investments in climate adaptation are, 
as well as how effective they can be in protecting livelihoods,” said Claudia Ringler, co-au-
thor of the study and deputy director of IFPRI’s Environment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Division. “As world leaders develop their commitment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COP26 in Glasgow, investments in adaptation, particularly through 
accelerated financing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should be a top priority.”

While the report notes Egypt’s agriculture sector weathered the recent COVID-19 
pandemic and economic slowdown relatively well compared to other sectors, it is unlikely 
to do as well under climate change. The limited fertile land and scarce water resources in 
Egypt are likely to exacerbate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food production, contribut-
ing to the substantial economic cost of climate change.

27　 PANA Press, About us, http://www.panapress.com/about-us-lang2.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13 日。
28　“IFPRI launches Food Policy Report on climate-resilient strategies in Egypt”, 泛非社，2021 年 9 月
30 日 , https://www.panapress.com/iFPRi-launches-Food-Policy-Repor-a_630702652-lang2.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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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pt has a vibrant and resilient agriculture sector with historically high productiv-
ity, despite the desert climate, but climate change will increase temperatures and reduce 
rainfall yet further – posing a major threat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aid Kibrom Abay, 
the leader of IFPRI’s Egypt Strategy Support Program.

The report examines a range of climate-resilient strategies for the agriculture sector 
in Egypt using sophisticated modeling to project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differ-
ent crops as well as the impacts of a suite of technologies that can directly counter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were modeled for food groups such as fruits and vegetables, roots and tu-
bers, and oil crops, as well as several specific crops such as wheat, maize, rice, and sugar. 
Adaptation technologies and scenarios included improved soil fertility, water manage-
ment, protection against crop pests and disease, and new seeds that improve tolerance 
to heat, drought, and other weather extremes. As many of these technologies work better 
in tandem, one adaptation scenario projected the impact of “stacking” these technologies 
togethe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stacking approach may be the most effective, genera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ains that would offset the projected overall food production 
losses due to climate change for key food security crops. But even in this scenario, adap-
tations are not projected to completely offset yield losses from climate change for maize, 
oil crops, and sugar. These disparate impacts on specific crops underscore how climate 
change is likely to cause shifts in Egypt’s agriculture and food production and food trade, 
even with accelerated adaptation efforts.

五、塔斯社 

（一）简介
俄通社 - 塔斯社（Information Telegraph Agency of Russia-TASS, ITAR-TASS），简称

塔斯社，也译为伊塔尔 - 塔斯社，总部位于俄罗斯莫斯科，是俄罗斯最大的国家级通讯社，
也是国际性通讯社之一。其前身为前苏联国家通讯社。1992 年，塔斯社同前苏联新闻社的
一部分合并，组建新的国家通稿社——俄罗斯通讯社，同时在俄通社中保留独立的塔斯社机
构，以俄通社 - 塔斯社名义发稿，塔斯社的成长与发展是对资产阶级通讯社垄断世界新闻市
场格局的重要突破。对于俄罗斯而言，俄塔社不仅是其传声的官方通道，更是对全世界舆论
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	

塔斯社是俄罗斯的国家通讯社，在国内新闻发布方面处于垄断地位，报道内容与俄罗斯
国家利益相一致，报道方向比较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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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
No work on new Putin-Biden talks currently under way — Russian diplomat29

GENEVA, January 11. /TASS/. A new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US pres-
idents, Vladimir Putin and Joe Biden, is not in the works at the moment, Russian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Ryabkov told reporters on Monday following Russian-US consul-
tations on security guarantees in Geneva.

“If nothing changed today, a new top-level [Russian-US] contact is not in the works at 
present, as far as I know,” he said.

The Russian-US consultations on security guarantees were held in Geneva on Mon-
day. On January 12, a meeting of the Russia-NATO Council will be held in Brussels and 
the OSCE Permanent Council will gather for a meeting in Vienna on the following day. The 
central topic of these meetings will be Russia’s initiatives on security in the Euro-Atlantic 
region.

On December 17, the Russian foreign ministry released two Russian draft agree-
ments on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One of the things Russia 
insists on is a guarantee from NATO that it will not expand any further eastwards and that 
Ukraine will not be admitted to the alliance. Apart from that, Russia insists on a ban on 
the deployment of serious offensive weapons, including nuclear arms.

六、新华社

（一）简介
新华通讯社（Xinhua News Agency），简称新华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国家通讯社，

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一个正部级直属事业单位。新华社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汉语通讯
社，也是世界主要通讯社之一，在世界各地有一百多个分社。

新华社始终坚持以中国为核心、以国家声音为立场的新闻态度，新闻报道多与中国官方
的声音与态度相适应，侧重于中国有关的新闻的报道，全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断提
升国际报道和对外报道水平，积极抢占海外新媒体和主要社交媒体平台，打造“网上通讯社”，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充分发挥对外宣传主力军和主阵地作用，维
护国家利益，服务外交大局。

因此，报道中体现出的观点亦往往与中国官方的观点相适应。在报道各个委员会的新闻
的时候，需要注意挖掘新闻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内在联系，同时还应注意在文
章中体现意识形态及政治目的的宣传。30

29　 “No work on new Putin-Biden talks currently under way — Russian diplomat” ，塔斯社， 2022 年
1 月 11 日，https://tass.com/politics/1386009，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11 日。
30　 新华网，新华社简介，http://203.192.6.89/xhs/xhsjj.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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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就五核国领导人防止核战争联合声明接受媒体采访 31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北京时间 2022 年 1 月 3 日，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
国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外交部
副部长马朝旭接受媒体采访，介绍联合声明的重要意义和中方所作努力，以及中方关于加强
核领域全球治理的主张。

马朝旭表示，新年伊始，中、俄、美、英、法五个核武器国家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
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
其他任何国家。这是五国领导人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发表声明，体现了五国防止核战争的政治
意愿，也发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减少核冲突风险的共同声音。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战略安全领域面临许多重大挑战。五核
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有助于增进相互信任，以协调合作代替大国竞争，对于构建总体稳
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也具有积极意义。

马朝旭强调，中国一直积极倡导“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理念，并且为五国采取共同
行动发挥了有力的引领作用。在联合声明磋商过程中，中方还推动写入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
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等重要内容，为五国达成一份内容积极、有分量的声明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

马朝旭表示，五核国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法定的
核武器国家，都负有防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责任。五国理应以联合声明为新的起
点，增进互信，加强协作，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始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将核力量维持在维护国
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这本身就是对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贡献。中国将继续为推动核领域
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愿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开展合作。

Economic Watch: China FDI inflows hit record high in 202132

BEIJING, Jan. 13 (Xinhua) -- In a year when the pandemic continued to wreak havoc 
on the world economy, global investors have cast more votes of confidence on investing 
in China as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to the country hit a record high.

The FDI into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actual use, expanded 14.9 percent year on year 
to a record high of 1.15 trillion yuan in 2021,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said Thursday.

In U.S. dollar terms, the inflow went up 20.2 percent year on year to 173.48 billion 
dollars.

High-tech industries saw FDI inflows jump 17.1 per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ministry 
spokesperson Shu Jueting told a press brief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s high-tech manufacturing and high-tech services in-
dustries rose 10.7 percent and 19.2 percent, year on year, respectively.

31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就五核国领导人防止核战争联合声明接受媒体采访》，新华网，2022 年
1 月 3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2-01/03/c_1128228935.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3 日。
32　“Economic Watch: China FDI inflows hit record high in 2021”, 新 华 网 , 2022 年 1 月 13 日，
https://english.news.cn/20220113/b252603b4c2a44a1b9dc999e57986fac/c.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22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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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bust growth came as China’s long-term and sound economic fundamental,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retained an appeal to foreign capital, 
said Zhang Jianping, a researche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under the commerce ministry.

Last year, the total FDI inflow into the services sector increased 16.7 percent, year on 
year, to 906.49 billion yuan.

Investment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from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jumped 29.4 percent and 29 percent, respectively, 
data from the ministry shows.

China will further expand its high-level opening-up, enhance its services for for-
eign-funded firms and projects, and make more efforts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
ment in 2022, Shu said.

In late December, authorities unveiled two shortened negative lists for foreign invest-
ment, which have both taken effect since Jan. 1, 2022, as part of efforts to open up the 
economy more.

Off-limit items for foreign investors have been cut to 31 in the 2021 version of the 
negative list from 33 in the 2020 version, while the 2021 negative list for foreign invest-
ment in pilot free trade zones cut the number of items to 27 from 30.

This year, the ministry will make solid efforts to implement the negative lists and 
guide more foreign capital to invest in emerging fields, including advanced manufactur-
ing, modern services, high-tech, energ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Shu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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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思考的问题
1.	 当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冲突，作为一国通讯社的记者，你应当为谁

发声？

2.	 在模联会议中，媒体代表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获取、选择并呈现信息？

3.	 你对媒体人这个角色以及其作用的价值有怎样的理解？

4.	 你认为模拟联合国会议中的媒体记者应当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5.	 你认为一篇优秀的稿件需要什么特质？在新闻作品制作时间较为不足的
会期中你将如何平衡质量与制作速度？

6.	 面对多样的新闻事实材料，你将如何取舍？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
新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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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不同体裁稿件范例
本部分将对记者所提交的稿件的格式进行详细规定，媒体记者需要按照如下规定的标题、

电头、正文及字体、字号、行距等要求进行稿件写作。
在本次会议中所有稿件须按以下格式排版：	

字体 字号 段落格式要求

标题
宋体 /Times New 

Roman

加粗
小二号

居中；
单倍行距；

段前、段后 0.5 行

副标题
宋体 /Times New 

Roman

加粗
小三号

居中；
单倍行距；

段前、段后 0.5 行

电头
（报社名、地点、日期记者名）

宋体 /Times New 
Roman 小四号

两端对齐；
正文第一行顶格；

单倍行距；
段前、段后 0.5 行

正文 宋体 /Times New 
Roman 小四号

两端对齐
首行缩进 2 字符；

单倍行距；
段前、段后 0.5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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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消息、评论、前瞻性报道通用样例：

中文：

标题

——副标题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记者 XXX）】以下正文

英文：

Heading
——Subheading 

【By XX (Authur's name) BEIJING, August 1 (Xinhua) 】The article begins here

法文：

Titre
——Sous-titre 

【Par XX (Nom de l’auteur) BEIJING, 1er août (Xinhua) 】l’article commence 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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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中文：

专访：标题

——副标题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记者 XXX）】
采访者：
被采访者：
······

英文：

Interview: Heading
——Subheading 

【By XX (Authur’s name) BEIJING, August 1 (Xinhua)】	
Interviewer:

Interviewee:

······

法文：

Interview: Titre
—— Sous-titre 

【Par XX (Nom de l’auteur) BEIJING, 1er août (Xinhua)】
Intervieweur:

Interview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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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工作简报范例
工作简报的内容应当包括对前一阶段新闻成果的总结，并对下一阶段的会议采访与报道

计划做出阐述。
范例：
媒体：美国联合通讯社	记者：李雷
驻场委员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昨日报道重点：
1. 针对“伊核问题”引起的美伊矛盾，通过对利益相关方（美国和伊朗）及中间地带方

（叙利亚）的公开观点整理和相关专访，进行专题报道。
2. 以三篇简讯追踪报道美国就叙利亚库尔德人发表观点，并解说美国关于武装裁军的谈

判立场。
3. 就“解决矛盾或保持现状”为题对美国与俄罗斯展开采访。
今日预计报道方向：
1. 继续关注叙利亚库尔德人裁军问题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意见分歧。
2. 昨日磋商后，俄罗斯曾表示不会放弃现有立场，可能引起美俄意见僵持不下，会议进

入僵局。
3. 继续留意俄罗斯、伊朗等国与美国联系，这对会议能否通过一份具有实际意义的决议

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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