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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新闻对贫困区域农村媒介生态环境的优化研究
———基于对湘西十八洞村政治新闻传播的调查分析与解读

杨元崇 孙立青 徐晓红 陈文敏

摘要： 政治新闻在传播贫困区域农
村新闻事实的过程中， 起到优化媒介生
态环境的作用。 湘西十八洞村的政治新
闻传播便是典型案例。 政治新闻传播从
运行主导力量推动、 信息能量转化和社
会力量动员等方面深刻影响了贫困区域
农村媒介生态环境。 剖析和凸显政治新
闻传播， 优化贫困区域农村媒介生态环
境的作用是新时代贫困区域农村建设背
景下乡村传播的重要维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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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众传媒时代的“政治传播”是政府

和公众之间进行的政治信息的传递和反
馈。 政治说服、政治修辞、政治沟通是其
基本手段，而其功能诉求是“制造同意”
“劝服公众”“社会动员”等。 其中，“政治
新闻是政治宣传最基本的形式， 是指除
了重大突发事件以外的政治领域的新
闻。 ”①中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政治新闻
外延和范畴的界定， 主要有以下几种看
法：政治新闻是政治人物、记者和大众的
共同创造物； 政治新闻是关于国家和社
会发展、 公共利益或政策过程等的硬新
闻，相对于“软新闻”而言等等。 政治新闻
可以从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两方面来进
行界定：从传播主体而言，政治新闻是指
政府新闻即政府发布的新闻。 从传播内
容而言， 则是指政治领域的新闻报道和
评论。 ②本文理解与阐释话语当中，政治
新闻可做如下界定：指与政治人物、政治
事件密切关联的时政新闻报道。 政治人
物的地位和政治影响性与其新闻价值指
数成正相关。

十八洞村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花垣县的双龙镇境内， 是武陵
山片区内典型的苗族贫困人口聚居村
落。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湘西， 在十八洞村提出扶贫工作十六
字原则：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和精准扶贫。 从此以后，十八洞村成为了
国家“精准扶贫”首倡地。 一个月后，人民
日报刊发 《加强分类指导 实施精准扶
贫》（12 月 3 日）和《扶贫如何把准需求脉
———来自湘西的调研报告》（12 月 21 日）
两篇深度报道 ，“精准扶贫 ”“十六字原
则”正式出现于媒体报道当中。 自此，精
准扶贫这一农村治理认知上升成为国家
政策， 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工
程。 总书记视察的报道于 2013 年 11 月
上旬呈现出广泛传播的态势， 并产生广
大的社会影响。 在这一传播框架之下，各
种体裁的重大、 系列精准扶贫政策报道
层出不穷。 报道媒体也由地方的 “湘西
网”“红网”辐射到“央视新闻”“新华网”
“人民网”等 21 家各种类型媒体，“知网”
检索“湘西十八洞”特定符号学界研究论
文统计 ：2020 (47) 2018 (29) 2017 (24)
2016(8) 2015(3) 2014(2) 2013(2) 2012(1)
共 116 篇， 十八洞这一传播符号影响力
扩大到全国范围。 2017 年 2 月 18 日，十
八洞村脱贫。 随着全国范围内的扶贫攻
坚开展， 十八洞村相关的政治新闻仍不
断被发布出来。 特别是 2018 年 4 月，以
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思想首倡
地———花垣县十八洞村脱贫故事为原型
的党的十九大献礼片《十八洞村》成为第
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入围影
片之一，“十八洞模式”从此走出了国门。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提出了政治新闻

传播对十八洞媒介生态优化这一问题。
并分析其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联性。

一、 政治新闻优化贫困区域农村媒
介生态环境的事实

基于政治人物、 政治事件的影响力，
政治新闻的产生和传播对新闻发生地起到
重要的作用，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其
深刻影响了贫困区域农村的媒介生态。

其一，提升贫困区域农村知名度。 受
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 农村题材新闻采
制投入成本相对较高和媒体定位的因素
导致大部分贫困区域新闻发布在一定程
度上成为了低概率事件， 似乎成为被新
闻“遗忘”的地区。 为此，政治新闻的出现
就具有重要和独特的价值。在 2013 年 11
月份之前，十八洞村作为国家级贫困村，
仅有一篇 《百里苗疆写赞歌———省民委
驻花垣县十八洞村工作组建设扶贫侧
记》的扶贫研究文章。 在当地新闻媒介和
上级媒体平台上， 新闻报道几乎空白。
2013 年 11 月 3 日后，十八洞村则成为新
时代国家社会治理与运行的重大政治符
号之一，并具有了“精准脱贫”的示范效
应。 在重大新闻的发稿机制上，主流媒体
带动了地市级媒体， 使得他们在重大新
闻发生地上不再是“迟钝”与“无睹”，据
“今日头条” 数据统计 2016 年以来多达
数百篇，2017 年 1 月 23 日，湖南日报、新
湖南、 华声在线 3 家媒体走进贫困区域
农村，推出《新春走基层·走进十八洞》大
型系列特别报道， 通过报网端一体形成
宣传合力， 为当地媒介环境的优化起到
了带动作用。 今天的十八洞村在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乡风文化、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上都有了显著提升， 政治新闻的报
道也使它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 。
2018 年，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本扬考察湘西十八洞村， 政治新
闻集中报道国家省市县乡村五级抓精准
扶贫工作的显著成果。2019 年，随着扶贫
攻坚进入攻坚阶段， 十八洞村的新闻报
道更加聚焦精准扶贫经验推广以及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

其二，改善贫困区域农村触媒条件。
精准扶贫实施以前， 十八洞村妇女石爬
专在内的村民因家里没有电视等设备，
难以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 这便是农村
媒介生态失衡的表征。 随着政治新闻的
传播以及精准扶贫的开展， 十八洞村的
新闻媒介基础设施得以改善。 事实证明，
作为政治新闻的发生地和传播地， 村寨
电视拥有量、媒介信息转播设施建设、农
村书屋建设都得到了加强和改进， 农民
触媒行为情况得到了显著提升。 十八洞
村民生产生活情况成为媒介关注和报道
的重要新闻议题。 由于新闻价值的显著
性、接近性、趣味性，当地村民对本地、本
村成为新闻事件表现出本能的关注，看
电视、上网、听取媒介评价并反馈的行为
度有了很大提升。 由此可见，政治新闻传
播对优化贫困地区农村媒介生态环境具
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贫困区域
村民因为政治新闻的传播提升了自身的
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媒介工
具的认知和消费的能力。 当前，在十八洞
村，村民面对记者的镜头，语言表达显得
更加从容和得体。 政治新闻对提高十八
洞村人媒介应对能力较为显著， 如今苗
族石爬专大婶也成为十八洞村的 “形象
大使”，客观上培育了“新农民”的形象，
提升了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

其三， 提升贫困区域农村新兴媒介
的应用价值。 在国家扶贫政策最强有力
的推动下， 政治新闻的传播加强了有效
乡村传播信息资源的建设，在过去广播、
有线电视的基础之上， 以移动互联网为
代表的新兴媒介在贫困区域得到广泛普
及，其深度影响了农村的媒介生态环境。
媒介发展的价值绝不只体现在媒介的规
模和影响力扩张上， 更体现在它所能带
来的巨大的应用价值， 让媒体使用者更
多，服务项目更拓展、技术支持更完备，
媒介信息发挥更大效能。 针对农民的信
息需求，涉农部门和运营商的综合作用，
增强了农村信息资源的整合能力， 提供
了较为完备的信息传送通道和信息传播
平台。 政治新闻独特性传播提高了贫困
区域的声誉， 也传播了具有经济价值的
信息。 这为通过媒介营销改善村民经济
收入条件提供了可能。 近年来，十八洞村
电子商务平台得到迅速发展 ，2016 年 5
月湖南省邮政公司利用邮政“邮三湘”平
台，建立“互联网+精准扶贫”在十八洞村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把美丽的十八洞村
寄出去”生态旅游产品商务平台。 利用抖
音、快手、微信等新媒体，村民出售十八
洞村小酒、十八洞村矿泉水、苗绣、猕猴
桃、腊肉、苗鱼等特色产品，发展乡村旅
游。 媒介传播效应附加值的显著提升激
发了农民主体意识资源的建设， 缩小了
农村人口与都市民众的 “知识鸿沟”“数
字鸿沟”，加强了农民科技自主创新与营
销推广类信息资源的建设， 持续优化了
十八洞村的媒介生态。

二、 政治新闻传播优化贫困区域是
农村媒介生态环境的成因

政治传播最基本的 “三论” 是系统
论、控制论和信息论。 影响、说服、控制、
国家议题的设置是政治传播的重要功能
诉求。 对于贫困区域而言，政治新闻传播
是传播生态得到优化的重要原因。

一是政治新闻传播运行主导力量发
挥作用。 缘于“议程设置”和“新闻框架”
以及媒介使用与满足， 政治新闻一旦产
生自贫困区域， 便会对同类空间产生传
播运行主导力，引起不同类别、层次媒介
的集中关注与跟进报道，使之声名鹊起。
例如，扶贫歌曲和扶贫影片的传播，十八
洞村成为一张精准扶贫的 “电子名片”，
不仅彰显了各级政府的扶贫探索， 也成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 “符号样板”，
入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这都离不
开政治新闻的独特作用。 在政治新闻传
播的持续发力下， 十八洞村媒介生态环
境在政治文化层面得到改善。 政治新闻
从单一的政策宣传转变为对事件发生地
的多向度辐射， 进而对这些领域的存在
状态和发展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二是政治新闻传达的政策展现出的
导向推动。 中国乡村治理中的权力运作
是以对政治信息的控制而实现的。 公共
政策的告之是其政治传播的重要内容，
政治传播为政策的执行创造有利的舆论
环境， 并通过反馈渠道形成一个公共领
域。 如，2018 年 10 月 5 日《人民日报》在
其专栏“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之中，刊
发湖南十八洞村的一篇 《总书记带领我
们“精准脱贫”》，政治新闻关系到国家、
社会的治理政策制定、修改与完善。 十八
洞村政治新闻的始播喻示农村贫困区域
治理政策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 此后，精
准扶贫的深入开展证明了这一点。 值得

注意的是， 政治新闻的作用最先体现在
新闻发生地媒介设备安装、 通信设施建
设、 政府媒介投入在内的媒介生态环境
的改善上。 十八洞村新闻信息收发条件
的改善便体现了政治新闻传达出的政策
导向推动。

三是政治新闻社会力量动员作用的
发挥。 在新闻传播中，新闻作者和传播者
受到心理关注动机影响， 会特别关注涉
及自身的新闻报道。 同时，“政治信息中
所包含的带有倾向性的内容， 也会影响
人们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 ”③几年来，
十八洞村推出了如新华网 2018 年 9 月
报道《十八洞汉子施六金：“脱贫”又“脱
单”》在内的大量聚焦村民典型的政治新
闻报道。 十八洞村民媒介素养不断提升，
对新闻内容、传播范式、新闻记者特别留
意。 这是媒介生态环境得以优化的具体
体现。 政治新闻的权威性决定其具有推
动政策变动和实施的可能性。 政治修辞
的功能除了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之
外， 还能增强 “政治动员”“乡土社会动
员”的号召力，使人们投以更多的关注、
留意到政治新闻发生地的人事内容当
中。 毫无疑问，十八洞村社会知名度的快
速上升，离不开政治新闻的持续传播。 即
“精准扶贫”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遵照
“因地制宜”的重要原则，十八洞村产生
了“跳出十八洞建设十八洞”的新型扶贫
思路， 打造出了可复制推广的精准扶贫
模式。 2018 年，本地自媒体推出“十八洞
猕猴桃·精准扶贫第一果”的产业扶贫宣
推； 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和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联合推出“潇湘‘红八景’，擦亮
时代新名片”的网络投票活动。 此类传播
对新闻发生地十八洞村媒介生态软环境
的培育产生一定的培育作用。

三、 贫困区域农村媒介生态体系宜
善用政治新闻的传播效能

在十八洞村 “精准扶贫” 这一脱贫
攻坚工作的过程中， 政治新闻体现出独
特的传播运行主导、信息能量转化、政策
导向和社会动员等诸多方面的传播效
能。 就经济扶贫而言，在对贫困区域农村
进行传播时将单向 “靶点” 转变为多向
“靶列”，切实确保扶贫主体不缺位、扶贫
策略多样化、贫困对象不漏掉等特色，最
终构建出关联性较强的精准扶贫“靶点”
序贯系统④。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红艳认
为，“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 的命题包括
两个层次： 一是乡村传播活动在推动农
村发展中的动力作用； 二是农村发展对
乡村传播活动的反作用， 因此需要分析
乡村社会中的传播系统以及与之相联系
的外围传播系统。 ⑤鉴于政治传播对于地
缘政治、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乡村治理
方面的显在影响，我们提出，贫困区域的
地方政府以及农村媒介生态体系应该培
育、善用、善待政治新闻的传播效能，可
从以下方面加以思考：

其一，达成一种社会共识：政治新闻
传播仍是贫困区域的稀缺信息， 值得善
用。 从受众的注意力而言，新闻传播的主
战场集中在人口密度大的经济发达地
区，这些地区由于经济、社会、文化、教育
发达程度高的区位优势而占据更多的收
视率、点击率与网络流量。 “各种媒介在
中国城乡间的逐步普及并不能改变数字
鸿沟本身的存在， 它只反映出非发达地
区第一道数字鸿沟‘接入沟’一定程度的
改善。 ”⑥ （下转 B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