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报纸消息头缺失现象探析

车建平
（广州体育学院《体育师友》编辑部，广东 广州 510075）

摘 要：体育消息是体育新闻的基本体式。但报纸体育新闻写作消息头缺失现象却十分严重，从某种程

度上说，不仅影响了消息结构的完整性和规范性，甚至还会使人对消息来源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产生疑问。从

体育报纸消息头使用的必要性与缺失的危害、消息头缺失的原因探析及防止消息头缺失的建议等几个方面进

行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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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静态结构上来看，消息的结构要素一般包括 7 个方

面，它们分别是：消息的标题、消息头、导语、消息的主体、消

息的结尾、新闻背景、作者署名等。业内人士习惯上把它们

称之为消息的 7 个“零部件”。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

类媒体中，报纸最重视消息结构要素的完整，因为报纸的英

文称呼就是“新闻纸”（news paper）。但目前我国拥有最大读

者量的体育新闻专业报纸却最不重视消息结构的完整，尤其

是消息头缺失的现象十分严重。其中，发行量最大的纸媒三

强———《体坛周报》、《足球》和《南方体育》要闻版的消息几乎

从来就没有消息头。

1 消息头使用的必要性与缺失的危害

所谓消息头，一般指的是消息中用于区别消息正文的异

体字标明的关于消息发布者的有关信息的文字。它位于标

题之后、导语之前，往往用来说明消息发布的单位、地点和时

间。它包括“电头”、“本报讯”和“本台消息”等常用形式。但

是，究竟要不要消息头，在新闻界特别是报界中存在着两种

截然不同的态度与做法。从理论上说，使用消息头有 3 个方

面作用：一是标明身份，以正视听。当消息标明“电头”或“本

报讯”时，它无疑在向读者表明该文章是新闻报道，而非虚

构；该文章属于消息体裁，而非其它新闻文种，如通讯、特写

等。二是表明新闻来源，帮助读者阅读。消息头是新闻发布

单位及其报道新闻事实的地点与时间等的说明，它能帮助读

者判断新闻的权威性、可信度与新闻发布者的立场等。三是

标明“版权所有”，全权负责。消息头一旦标出，就说明发布

者对该报道负全部责任，既防止他人侵权，又对所报道的事

实负责。但是与主张消息应有消息头的主流声音相比，也有

人认为，“以消息头识别消息的依据，只能说一般适用，也有

一些消息（更多的是简讯）并不冠以消息头”［1］。

在新闻实践中，用或不用消息头的两种倾向同时存在。

在报界，日报、党报、综合性报纸等主流媒体，一般都用消息

头，有的还通过消息头来体现报纸本身的特色，通过消息头

来参与市场竞争。例如，广东是我国媒体尤其是纸质媒体较

为发达的地区，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三大报业集

团三足鼎立，各集团之间均有主报与子报之间的相互竞争，

三大集团的日报都非常注重消息头的使用。它们每一天的

报纸消息都用了不少形式的消息头，下面例举的是三大集团

报纸某一天所使用过的消息头———

《南方都市报》2002 年 4 月 21 日所用过的消息头形式

有：本报讯、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广州电、新华社香港 4 月

20 日电、据新华社宁波 4 月 20 日电、本报综合报道、本报讯、

台湾消息、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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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2002 年 5 月 1 日所用过的消息头形式有：本

报讯、本报深圳讯、本报今天消息、本报今天上午消息、新华

社今日电、新华社今晨专电、北京消息、北京今天消息、本报

今晨消息等。

《广州日报》2002 年 5 月 2 日所用过的消息头形式有：本

报讯、本报东莞讯、本报南澳岛电、本报综合报道、据新华社

电、据新华社广州 5 月 1 日电、综合新华社电、台湾消息等。

在体育专业报纸中，只有作为国家体育总局机关报的

《中国体育报》按规则坚持规范地使用消息头，其属下的《中

国足球报》也同样如此。但是，以《体坛周报》、《足球》和《南

方体育》为代表的众多体育专业报纸却没有严格使用消息头

形式发表消息作品。也许，在这些报纸的记者编辑看来，消

息没有消息头，微不足道，关系不大。其实大谬不然，如果一

张专业新闻报纸长期消息头缺失，就像一部汽车缺少一个零

部件，迟早要出问题，要酿大错。因消息头缺失引发的危害

性，轻则不利于读者阅读，不能让读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了解尽可能多的信息，也不能让读者明辨信息的真伪；记者

写作长期不用消息头，就不能坚持到第一线采访，从而养成

道听途说、投机取巧，关在家里或宾馆里写新闻的习惯，写出

来的消息自然就是事实与臆想不分，没有明确的出处，最后

受损失的，一是记者信誉，二是报社的公信力，没有消息头的

消息很容易导致新闻失实，除了欺骗读者以外，严重的还可

能引发新闻侵权官司。近年来，《羊城体育》报的“陆俊受

贿”、《足球》报的“深圳六球员嫖娼被捉”、《南方体育》报的

“李章洙受贿”等消息都是在没有消息头的消息里发布出来

的，最后都惹了麻烦，使报纸的名誉大大受损。

2 消息头缺失的原因探析

第 1，记者编辑中不懂新闻写作的大有人在。据民间流

传，目前我国仅从事足球报道工作的新闻工作者就有 8 000
人之众。在这庞大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中，新闻专业毕业、

中文或外语专业毕业、其它专业毕业的大约各占 1 / 3，新闻

从业人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新闻课程培训不在少数。

为什么资深的足球记者所写的消息文章也没有消息头

呢？这里除了记者本身的业务素质有盲点以外，还跟两个因

素有关。一是报纸本身的习惯与传统，如果一张报纸长期都

没有搁置消息头的习惯，相反有消息头的文章就显得格外另

类；一是跟编辑的素质或习惯有关。同样是《足球》报，新闻

科班出身的编辑就更少了，几乎没有。在纸媒三强这样的成

熟或主流媒体中，它们很少给新手上岗的机会，它们用人的

原则可以说是“不拘一格”，招聘记者主要看你在圈内的知名

度，是否混得脸熟，写作能力倒在其次；招聘编辑主要看你的

新闻策划能力。比如，《体坛周报》每次招聘记者编辑都要进

行考试，而所考的并非新闻常识，而是你作为一个球迷所必

须具备的知识积累，至少你要知道世界各大体育俱乐部（不

仅仅是足球）主力之外的替补阵容名单，用该报老总瞿优远

的话来说，“你至少得有 10 年以上的迷龄”。你迷得越深越

细，你的优势就越大，被录用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 2，行业竞争造成消息头缺失。在新闻界，只有体育

新闻的透明度最高，不像政治新闻有太强的意识形态性。连

平时一本正经的白岩松，在谈到足球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

在写到足球的时候总是嬉笑怒骂，这种感性十足的白岩松在

央视《东方时空》中绝对是很少见的。何故？原因就在于体

育新闻的透明度高，老百姓享有很高的知情权。特别是网络

作为新媒体出现后，信息发布速度比传统媒体快得多。因

此，纸质媒体之间的竞争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惨烈，纸媒

三强都不在作为大路货的一般新闻上做文章，都反过来追求

独家和特色。从独家与特色的角度上来说，纸媒三强各有其

招，《足球》报的专业评论，《体坛周报》的国际足球，《南方体

育》的时尚休闲，都自成一格。对于球迷都能在第一时间内

知晓的一般性消息，各家报纸都只作例行公事般的报道，至

于这个报道是否符合规范就很少有人问津，用业内行话来

说，关键是不能“漏报”消息，只要不“漏”就行。即使是写消

息，越是大牌记者越是故意不按牌理出牌。从原理上说，事

实本身就是评论，消息应该具有纯客观性，但读很多大牌记

者的消息，总感觉到三分事实七分评论。业内人士都清楚，

《足球》报的李承鹏与刘晓新两人的新闻文章写得并不好，读

李承鹏的《足协搬家记》就像读一篇推理小说，充满了想象，

老读者都清楚，李、刘等人在江湖上赖以立足的看家本事各

不相同。李承鹏靠的是杂文式的评论，把足球跟时尚、流行

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利用足球来否定一切，批判一切，以迎合

球迷的蔑视权贵、不满现实的反叛心理。而刘晓新以他那独

特的夹叙夹议叙事方式，将一些似有还无江湖负面掌故“一

锅煮”，让读者对其文章永远充满兴趣，满足人们因消息封锁

所引发的“窥视癖”。如此一来，在体育报纸记者队伍中，不

重视消息写作规范的风气日盛一日。加之记者靠稿费生存，

老写消息既不能成名，也难以创收，而长篇大论、信马由缰的

写作则能名利双收。

第 3，新闻来源的多渠道性使得纸媒不重视消息头，却

十分重视作者的署名方式，大有将署名方式与消息头合二为

一的趋势。在传统的新闻写作中，记者应该深入新闻发生

地，你只有在现场才有采写消息的资格。但现在，记者满天

飞，新闻来源更多不是靠现场采写，而是靠道听途说，更多的

人是关在家里上网、打牌、聊天，然后打电话求证来写新闻，

这样也就无法利用消息头的形式来标明新闻的来源地或消

息的发生地。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使消息具有某种真实性和

现场感，体育纸媒往往在署名方式上动脑筋。

如前文所引，普通日报在消息头中就已经明确标明消息

的来源地点，而作者署名不过是单纯的记者某某某或通讯员

某某某，大多以异体字加括号的方式标明即可，署名中决不

夹带地点。而缺少消息头的纸媒三强的署名方式就不一样

了，它们的署名方式现在都千篇一律的变成了“记者某某人

某某地报道”，用黑体字将这么一句话搁在文章的标题之后

正文之前，除了《中国体育报》和《中国足球报》之外，几乎全

国的体育专业报纸都是如此。

在当今的体育纸媒中，记者一般分为本部记者、驻站记

者、驻外记者、特约记者、特派记者等 5 种形式，其中本部记

者是主体，大牌记者多从这里产生。特约记者多为临时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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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有些本身就是编辑，自己写文章填充自己的版面。最早

使用“记者某某人某某地报道”这种署名与消息头合二为一

方式的应该算《体坛周报》。谁的效益好，谁的署名方式就是

权威，这就是有悖于新闻法则的市场法则。2000 年的《足球》

报，在消息头缺失的情况下，其消息的署名还是“本报记者某

某某”，但到了 2001 年就不得不向它的竞争对手《体坛周报》

看齐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一种媒体向另一种媒体看

齐，不一定要向它四不象的东西看齐，应该向规则看齐。

3 防止消息头缺失的建议

体育报纸已经从无序竞争的暴利经营时代逐步进入有

序竞争的微利经营时代，媒体有责、读者有权要求纸媒新闻

写作按照规范的格式来操作。也许现在是矫枉过正的时候

了。首先，新闻出版署等媒体管理部门应建立一套新闻操作

规范制度，定期检查各媒体的新闻业务执行情况，这是防止

消息头缺失的基础。虽然体育纸媒的意识形态性不如党报

党刊，但它们毕竟也是新闻舆论工具，其业务开展正常与否，

在球迷中有很强的导向性，动辄左右社会舆论导向，影响社

会的稳定。最近几年，体育纸媒假新闻事件频频发生，新闻

侵权官司不断，各级新闻主管部门不能说没有失察之责。尤

为可怕的是，由于我国体育迷众多，体育纸媒受利益驱使，有

些报纸故意通过与名人的官司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利用打

官司的过程来做变相性的广告。因此，我们的新闻法规建设

在体育新闻这一领域还存在很大的盲区。

随着中国加入 WTO，新闻产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外

国资本进入中国媒体市场是迟早的事，而最有可能作为突破

点的很有可能是体育传媒，为此，从内容到形式整肃新闻业

务规范操作，尽快与国际接轨，应是新闻主管部门的当务之

急，其中就首当其冲要解决的是新闻的写作规范问题。在条

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指标对所有体育纸媒进行全

方位的量化评分，根据综合实力和新闻质量予以排名，并定

期公布，正确引导读者对体育报纸的购买与消费，促使体育

纸媒提高规范操作的意识。中国记协等有关群众组织应该

建立一年一度的“年度最佳体育新闻奖”评比制度，以鼓励广

大记者规范写作，努力提高新闻稿件的质量意识。

其次，对体育新闻行业的从业人员尽快实行岗前培训、

持证上岗制度，加强记者编辑队伍建设。应正视新闻从业人

员特别是记者编辑队伍专业素质普遍不高这一现实，借鉴教

师合格证发放制度，对于新加盟媒体的从业人员实行岗前培

训，取得合格证之后方可上岗。实际上，不少传媒集团已经

采用了这种方式。对于非新闻专业毕业的新闻从业人员，应

在通过新闻专业主干课程的加试之后，方可确定是否录用。

对于在岗人员也应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新闻业务轮训。

最后，理顺媒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强版权保护。由于

网络目前尚未取得主流媒体的地位，它仅仅作为亚媒体存

在，它与传统媒体特别是纸媒之间于是就有着相互依赖的关

系，网络给纸媒提高消息，纸媒给网络提供独家新闻、深度报

道和专业评论，它们之间除了优势互补之外，也带来了版权

意识模糊的弊端。比如，以前的比赛消息都具有独家性，你

不派人去采访，你就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第一手消息。但现

在，不管是世界任何地方的比赛，网络都能在第一时间发布

消息，于是纸媒体可以顺理成章地改编来自网上的报道和图

片，作为本报记者的所谓“独家报道”，还有的媒体干脆直接

从国外网站采取拿来主义，只要大致意思不错，哪还去管文

字翻译的“信、达、雅”了，至于费用当然是不付的了。从国内

网站的角度来说，它绝对不敢得罪所谓的“大报”，因为它们

也需要通过转发记者力量雄厚的纸媒文章，以吸引读者的眼

球，提高网站的点击率，从而拉拢更多的商家广告。毋庸置

疑，在媒体关系不能理顺的情况下，彼此“默契”其实是一种

普遍的相互侵权行为，从眼前来看，受害的是读者和受众，从

长远来看，真正受害的是媒体自身。正确的做法，应该像综

合性的主流纸媒那样，正确合理地使用消息头，注明每一则

消息的真实具体出处，真正按规矩办事，首先应坚持使用“本

报讯”，“本报讯”是“本报消息的标志，表明该消息系本报记

者或通讯员采写”，以此为基础，可以“某某社某某地某某月

某某日电”的形式全文采纳通讯社的电讯稿，如需删改，则可

标明“本报讯据某某社某某地某某月某某日电”消息头，依此

类推，纸媒还可以采用门户网站、同行报纸等消息，但前提条

件都应是在征得对方同意之后，直接用消息头的形式标明新

闻来源，这样，既取信于同行，又保证了读者的知情权，长此

以往，将是一个互赢的结果。当然，有些媒体对于自己采编

力量不足心存疑虑，仿佛一旦标明消息来源，就显得自己的

独家新闻太少，会不会失去读者的青睐？不过，任何媒体要

想有大的发展，最终必须壮大自己的采编力量，尤其是记者

队伍，老靠道听途说、闭门造车是绝对打造不出新闻品牌的。

而对于成熟的主流媒体特别是纸媒三强来说，正确使用消息

头有益无害，在拨乱反正后肯定能锦上添花。道理如此，我

们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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