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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考试说明

第一部分：新闻史论

Ⅰ、考试说明

一、内容概述与总要求

本科目是为了招收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专业专科接本科学生而实施的入学考试，包括新

闻学概论和中国新闻史。本大纲的编写以“基础、权威、前沿”为宗旨，主要考核上述各专

业学生在专科阶段对新闻学科的基本概念和重要历史是否有基本掌握，是否具备接入本科后

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体系和对新闻现象进行分析和解决的基本能力，能够适应进一步更深入的

学习的需要，为他们将来从事新闻传播实践或理论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闻学概论是新闻学专业的基础入门课程，学生应该熟练掌握新闻的定义、新闻真实、

新闻价值、新闻自由和控制等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和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了解世

界各国新闻学主导性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中国新闻史要求考生熟悉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体脉络，熟练掌握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

新闻媒体以及传播机构、著名新闻工作者、重大新闻活动以及新闻现象的概况，能够进行客

观、理性的分析和评价，运用历史经验关注现实新闻工作中的问题。

二、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 150 分。新闻学概论 70 分，中国新闻史 80 分。考

试时间 75 分钟。

试卷包括单项选择题或填空题、名词解释或简答题、论述题或材料分析题三类大题。选

择题或填空题分值合计 30 分，名词解释和简答题分值合计 90 分；论述题或材料分析题分值

30 分

Ⅱ、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新闻学概论

（一）绪论

1、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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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世界各国新闻学主导性理论、

学习新闻理论的意义

2、考核要求

（1）了解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和新闻学的研究内容。

（2）熟记构筑中国新闻学基础框架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

（3）掌握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了解发展传播学和党报理论。

（4）明确学习新闻理论的意义。

（二）新闻活动

1、知识范围

新闻活动的起源、新闻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新闻活动的渠道。

2、考核要求

（1）掌握新闻活动的起源，能够用不同历史阶段的新闻活动分析人类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

目的。

（2）了解亲身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的基本形式和特点。

（三）新闻

1、知识范围

新闻的定义和特点 新闻本源和来源、新闻要素、新闻类别

2、考核要求

（1）掌握新闻的基本特点和两种新闻定义及其关系。

（2）理解什么是新闻的本源，能够区分新闻本源和新闻来源。

（3）明确新闻五要素。

（4）了解不同类型的新闻。重点掌握突发性新闻和延缓性新闻、硬新闻和软新闻的概念。

（四）新闻与信息、宣传、舆论

1、知识范围

新闻学中的信息的定义和特点、信息对新闻工作的要求、新闻和宣传的区别和联系、舆论的

定义和特点、舆论的社会功能、新闻和舆论的关系

2、考核要求

（1）掌握信息的定义，理解信息的特点和信息对新闻工作的要求。

（2）掌握新闻和宣传的区别。

（3）掌握舆论的定义和特点，明确新闻和舆论的关系；了解舆论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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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闻事业和新闻媒介

1、知识范围

古代社会的新闻传播工具，报纸的产生条件和产生阶段，邸报，新闻体制，私营媒介，公营

媒介，国营媒介，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的特点，报纸的类别，新闻媒介的共性，新闻

媒体公共利益至上原则，中国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新闻媒介产品的商品性，新闻事业的一

般功能，新闻媒介的功能定位，世界新闻媒介的三大运作体制和管理模式

2、考核要求

（1）一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工具、邸报的概念和西方报纸产生的三个阶段。

（2）掌握西方报纸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产物的理论。

（3）掌握新闻体制的概念和私营媒介、公营媒介、国有媒介的特点。

（4）理解和掌握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的特点。

（5）了解报纸的类别。

（6）掌握新闻媒介的共性和新闻媒体公共利益至上原则。

（7）明确中国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重点掌握新闻媒介产品的商品性及对新闻工作的意义。

（8）掌握新闻事业的一般功能，了解新闻媒介的功能定位。

（9）掌握世界新闻媒介的三大运作体制的基本特点和相应的管理模式。

（六）新闻自由和社会控制

1、知识范围

新闻自由的含义，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弥尔顿《出版自由》，人权宣言，联邦宪法第一修

正案，扼制出版自由的手段，新闻媒介和公民的新闻自由权，社会控制的途径，新闻法规的

核心问题，诽谤罪的辩护，侵犯隐私权的辩护

2、考核要求

（1）理解新闻自由的含义和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过程，了解政府扼制出版自由的主要措施。

（2）掌握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对新闻自由的重要

性。

（3）理解新闻媒介和公民新闻自由权的关系，明确新闻自由属于人民。

（4）了解对新闻媒介进行社会控制的四种途径，重点掌握司法控制以及对新闻诽谤和隐私

侵害的抗辩。

（七）中国新闻事业的工作原则

1、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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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真实，微观真实和宏观真实，新闻失实表现和原因，合理想象，新闻指导性的含义，

新闻指导性要建立在新闻特点之上，新闻事业群众性的含义，“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新闻

事业的战斗性，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原则，“三字方针”，党性原则的提出者，党性原则

的具体体现，党性原则的制度安排，贯彻党性原则要处理好的关系

2、考核要求

（1）重点掌握新闻真实性的含义和要求，理解新闻失实的主要表现和失实原因，明确“合

理想象”的概念及对新闻真实性的有害影响。

（2）掌握新闻指导性的含义和新闻指导性如何实现。

（3）掌握新闻事业群众性的含义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新闻工作路线。

（4）理解新闻事业的战斗性和开展舆论监督的基本原则。

（5）掌握党性原则的提出和党性原则的具体体现以及制度安排，理解贯彻党性原则要处理

的四个方面的关系。

（八）新闻生产与新闻选择

1、知识范围

新闻生产，决定新闻生产的主要因素，新闻选择的过程，新闻价值，新闻的价值

（1）理解新闻生产的过程和决定新闻生产的主要因素。

（2）理解新闻选择的过程，掌握新闻选择的主要标准。

（3）掌握新闻价值的概念和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五个新闻价值要素，

能够就具体新闻作品进行分析。

（4）区别新闻价值和新闻的价值的不同含义。

（九）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理念、职业道德和修养

1、知识范围

新闻专业理念，新闻专业理念和职业道德、职业修养的关系，新闻职业道德的内容，新闻评

议会，中国新闻事业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2、考核要求

（1）了解新闻专业理念的不同观点，重点掌握新闻专业理念的基本出发点，理解实践中干

扰新闻专业理念的因素。

（2）理解新闻专业理念和职业道德、职业修养的关系。

（3）掌握新闻职业道德包含的内容。

（4）掌握中国新闻事业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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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国的新闻改革

1、知识范围

30 年四次跨越，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中国新闻媒介的走势

2、考核要求

（1）掌握 30 年四次跨越的基本内容和影响。

（2）掌握中国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

（3）了解中国新闻媒介的走势，明确新闻理论从新闻学到大众传播学的走向。

二、中国新闻史

（一）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

1、知识范围

（1）文字传播的出现：商周（甲骨文、金文），秦（“书同文”），“露布”，“邸”。

（2）语言传播：诗歌、民谣、村头闲话、街市议论等。

（3）实物媒介传播：烽火、旗帜、锣、鼓、符等。

（4）古代报纸起源：唐“报”、“状”、“条报”、“杂报”等。

（5）古代报纸特征：内容、形式、发行与传递。

（6）古代报纸的发展：唐“进奏院状”，宋“邸报”、“定本”、“小报”，元“小本”，明“报

房”，清“提塘报房”“京报”。

2、考核要求

（1）了解古代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形式。

（2）掌握古代官报和民间小报活动脉络特征。

（二）中国新式报刊的产生

1、知识范围

（1）在华外报：马礼逊《察世俗每月统计转》，郭士立《东西洋考》，林乐知《万国公报》，

美查《申报》。

（2）外报地位与影响：侵华工具 传播报刊实务。

（3）国人办报主张与构想：主要见解 具体建议。

（4）王韬和《循环日报》。

2、考核要求

（1）了解外人在华办报的历史背景、主要报刊、地位影响。

（2）理解国人办报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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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王韬报刊工作贡献。

（三）维新运动中的国人办报热潮

1、知识范围

（1）最早的三家维新报刊：《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

（2）国人办报热潮：梁启超与《时务报》 《知新报》、《湘学新报》、《湘报》 严复《国

闻报》 特征与意义

（3）梁启超的报刊活动特征与意义：报刊思想 “新文体”

2、考核要求

（1）了解主要维新报人及其所办报刊。

（2）理解国人办报热潮特征。

（3）理解“新文体”。

（4）掌握梁启超主要报刊活动、报刊思想。

（四）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宣传

1、知识范围

（1）资产阶级革命报刊兴起：孙中山《中国日报》，《苏报》与“苏报案”。

（2）改良派国内报刊：《时报》、《大公报》、《京话日报》。

（3）《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主要内容、性质与意义。

（4）于右任与“竖三民”，詹大悲与《大江报》。

（5）清政府对报业的控制：《大清印刷物专律》，天津《北洋官报》。

（6）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思想，报刊宣传特点。

2、考核要求

（1）了解辛亥革命时期主要报人、报刊。

（2）理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思想。

（3）理解《大清报律》实质。

（4）掌握改良派与革命派论战的内容与意义。

（五）民国时期的新闻传播

1、知识范围

（1）短暂繁荣：《暂行报律》，政党报刊（国民党：民立报、天铎报、大陆报、太平洋报、

民国西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共和党：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庸言等），“横三民”（民

权报、民国新闻、中华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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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洋政府新闻统治：“癸丑报灾”。

（3）著名记者：黄远生及其新闻通讯特点，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胡政之、张季鸾。

2、考核要求

（1）了解此时期主要报人、报刊、新闻活动。

（2）理解“癸丑报灾”相关内容。

（3）掌握黄远生报刊活动相关内容。

（六）五四时期的新闻宣传

1、知识范围

（1）《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敬告青年》内容，《新青年》宣传贡献，《新青年》

文学革命前卫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

（2）五四运动与新闻事业：《每周评论》宣传内容，《湘江评论》宣传内容。

（3）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诞生：《新青年》改组标志，第一批工人报刊（劳动者、劳动界、劳

动与妇女、劳动音等），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特点。

（4）新闻传播的重大改革：改革内容，瞿秋白（著作《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主编杂志

《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向导》周报、《热血日报》、《布尔什维克》、《红色中华》），

四大著名副刊《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京报》

副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徐宝璜、邵飘萍）。

2、考核要求

（1）了解五四时期主要报人、报刊。

（2）理解新闻改革内容。

（3）掌握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代表人物报刊活动，主要刊物宣传活动内容，无产阶级新闻事

业特点。

（七）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

1、知识范围

（1）中国共产党报刊：《向导》，《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萧楚女、李求实；主要内容），

中共早期报刊特点。

（2）国共合作后新闻传播：《政治周报》、《中国农民》（毛泽东《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及

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

（3）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新闻传播：成舍我（《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新记

《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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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闻教育：厦门大学、北京平民大学、燕京大学、上海南方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设

立报学科，新闻学著作（任白涛《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

论》）。

2、考核要求

（1）了解此时期主要报人报刊相关活动内容，及新闻教育概况。

（2）理解国共合作报刊活动内容。

（八）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传播

1、知识范围

（1）国民党新闻传播网：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

（2）共产党地下报刊：《布尔舍维克》、《红旗》、《红旗日报》、《党的建设》。

（3）“左联”刊物：《萌芽》、《巴尔底山》、《前哨》、《十字街头》。

（4）鲁迅报刊活动及其杂文体。

（5）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传播：“红中社”与《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斗

争》等，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特点与意义。

（6）抗日救亡新闻：史量才与《申报》改革，邹韬奋报刊活动（《生活》周刊、《大众生活》

周刊、《永生》周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三日刊和《生活

日报》）和办报思想经验，《新生》周刊与“新生事件”，范长江、斯诺、史沫莱特西北采访

（《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红星照耀中国》）。

（7）新闻教育与研究：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新闻学撮要》、

《新闻学》），黄天鹏（主编刊物《新闻学刊》、《新闻周刊》、《报学杂志》），郭步陶（《编辑

与评论》、《评论方法》、《时事评论作法》），任白涛《综合新闻学》。

2、考核要求

（1）了解国共两党主要报刊活动。

（2）理解“左联”及鲁迅报刊活动的内容和性质。

（3）理解此时期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果。

（4）掌握此时期无党派、外国记者中国新闻活动的内容和意义。

（九）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传播

1、知识范围

（1）延安的新闻事业：《解放日报》的创办，整风运动中的改革，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

（2）国民党统治区新闻传播：抗日救亡期刊（上海《救亡日报》、《抗战》、《文化战线》、《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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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周刊》、《战线》、《战时联合旬刊》），《新华日报》工作经验。

（3）沦陷区新闻传播：孤岛时期的报界（《译报》、《每日译报》、《导报》、《文汇报》。

2、考核要求

（1）了解此时期主要报人、报刊，及相关活动。

（2）理解国统区和沦陷区新闻传播活动的性质和意义。

（3）理解《新华日报》工作经验及意义。

（4）掌握整风时期《解放日报》改版工作的内容和意义。

（十）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传播

1、知识范围

（1）国统区：“拒检运动”，“文萃三烈士”，“第三条道路”。

（2）解放区：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新华社的工作，反“客里空”运动，毛泽东《对晋绥

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

（3）人民新闻传播事业的全面胜利：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

2、考核要求

（1）了解国统区新闻活动情况。

（2）理解人民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情况。

（3）掌握《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的内容和意义。

（4）掌握毛泽东、刘少奇讲话的内容和精神实质。

（十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闻传播

1、知识范围

（1）公营新闻传播事业网的形成：中国新闻社的创立，人民广播电台。

（2）对私营新闻传播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3）新闻总署的设立。

（4）新闻业务建设与新闻教育的发展。

（5）1956年社会主义新闻改革：《人民日报》改版。

2、考核要求

（1）了解私营新闻传播事业改造的情况。

（2）理解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概况。

（3）掌握《人民日报》改版的内容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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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模拟试卷及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新闻史论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75分钟）

（总分 150 分）

说明：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填在其他位置上无效

新闻学概论部分（三个大题，共 70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20世纪初，中国第一本新闻理论著作的作者是（ ）

A、范长江 B、戈公振

C、邵飘萍 D、徐宝璜

2、新闻传播源于人们的( )

A、新闻欲 B、好奇心

C、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 D、求知欲

3、新闻的实质是（ ）

A、事实 B、报道

C、信息 D、事实的变动

4、人们对明星生活的关注主要体现了新闻价值的（ ）

A、重要性 B、接近性

C、显著性 C、时新性

5、报纸最早出现的形式是（ ）

A、手抄新闻 B、印刷新闻纸

C、印刷书 D、电子新闻

6、商业化经营获得成功的第一家大众化报纸是( )

A、《纽约太阳报 》 B、《泰晤士报》

C、《每日新闻》 D、《法国时报

7、新闻媒介的首要功能是( )

A、沟通情况，提供信息 B、进行宣传 整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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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传播知识 ，提供娱乐 D、作为企业，赢得利润

8、BBC是属于哪种性质的媒介？（ ）

A、国营媒介 B、公营媒介

C、私营媒介 D、国有民营媒介

9、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新闻媒介的管理采取的是（ ）

A、制度控制 B、行政控制

C、新闻控制 D、法律控制

10、明确正式提出党报党性原则的是( )

A、马克思 B、列宁

C、毛泽东 D、梁启超

11、 下列造成新闻失实的原因中，属于非故意失实的是( )

A、受到物质利益的诱惑而歪曲事实

B、由于粗心大意写错了新闻中的数字

C、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指示回避部分事实

D、报道某先进人物时编造感人事迹

12、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事业运行机制发生变革，新闻机构实行( )

A、机关化管理 B、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C、商业化管理 D、自由化管理

13、关于新闻指导性的观点正确的是( )

A、寓指导性于知识、趣味之中 B、寓指导性于可读性之中

C、寓指导性于服务性之中 D、寓指导性于信息传播之中

14、为保障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执行，世界各国建立了新闻评议会，其中世界上最早、影响最

大的的组织是（ ）

A、美国报业协会 B、英国的报业总评议会

C、意大利新闻荣誉法庭 D、韩国报业伦理委员会

15、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新闻改革从哪个方面开始的？（ ）

A、引进信息概念 B、新闻媒介企业化管理

C、摒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 D、报业集团化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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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新闻与宣传的联系和区别

2、什么是“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

3、新闻媒介的共性

4、我国开展舆论监督的基本原则

三、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1小题，共 15 分。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运用所学新闻理论知识，评析下面材料说明的问题。

2011 年 10 月 25 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

意见》明确提出，从明年 1 月 1 日起，包括央视综合频道在内的 34 家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

新闻类节目播出量，控制娱乐节目。娱乐节目的具体定位是：婚恋交友类、才艺竞秀类、情

感故事类、游戏竞技类、综艺娱乐类、访谈脱口秀、真人秀。

广电总局对于唯收视率论还做了硬性规定，明确提出“三不”方针，要求建立科学客观公正

的节目综合评价体系。

一是不得搞节目收视率排名。

二是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搞末位淘汰制。

三是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排名衡量播出机构和电视节目的优劣。

广电总局的“限娱令”核心为：一增，一减。增加新闻节目，减少娱乐节目。且这一增

一减，央视也不能例外。央视综合频道即央视一套也须遵循“限娱令”，但央视三套因是专

业的文艺频道则不受限制。

增：每家上星卫视每日 6：00 至 24：00 新闻类节目不得少于 2 小时；每家上星卫视每

天 18：00 至 23：30 必须有两档以上自办新闻类节目，每档新闻节目时间不得少于 30 分钟；

每家上星卫视，开办一个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道德建设栏

目。

减：每天 19：30 至 22：00，全国卫视娱乐节目播出总量不能超过 9 档；每家卫视每周

19：30 至 22：00，娱乐节目不能超过 2 档。节目时长不超过 90 分钟。

中国新闻史部分（三个大题，共 80分）

一、填空题（本大题 20个空，每空 1 分，共 20分。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我国古代的语言传播方式有 、 、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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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最早的三家维新报刊是 、 、 。

3、民国时期开始出现政党报刊，共和党办有 、 、 等。

4、五四时期，被称为文学革命前卫者的是 、 、 等。

5、邹韬奋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报刊活动家，他主办过的报刊有 、

、 、 、 、

和 。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简述我国古代报刊的特征。

2、简述清末外国人在华办报的影响。

3、简述梁启超报刊思想主要内容。

4、简述邹韬奋报刊思想主要内容。

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1小题，共 2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论述延安整风时期《解放日报》改版工作的内容和意义。

新闻史论参考答案

新闻学概论部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小题，每小题 1分，共 15 分。选对得 1 分，选错、未选或多

选均不得分）

1.D 2.C 3.C 4.C 5.A 6.A 7.A 8.B 9.D 10.B

11. B 12.B 13.D 14.B 15.C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分。要求内容正确、完整）

1、新闻与宣传的联系和区别

新闻和宣传都是普遍的传播现象，新闻常常可以被用来宣传。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它的基本职能是告知人们所需要的信息。宣传是运用各种有

意义的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行动的一种社会行为，它的基

本职能是传播一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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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发点不同。宣传的出发点是宣传者出于自身的需要追逐受众；新闻活动是受众出于

自身的需要去追逐信息。

（2）归宿点不同。宣传是宣传者“收买人心”；新闻发布者除了以新闻谋利外，没有自己的

主观意图。

（3）传播方式不同。新闻要有时新性，宣传常常重复。

（4）传播的要求不同。新闻要求定量的准确：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及时、准确。宣

传要求的是定性的准确，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材料能充分说明观点。

2、从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中引申出来的言论自由观，指让人们能够利用报刊充分、自由

地表达各自的意见，错误就会得到“修正”，真理在同错误的公开较量中会更加显明。因此

任何利用权威的力量对言论自由的压制都是不合理的。

3、新闻媒介的一般性质。

（1）新闻媒介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机构，属于上层建筑，在社会上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

（2）新闻媒介是以传播新闻为主要内容的机构，用真实的事实迅速及时地反映社会变动，

面向社会大众公开传播。

（3）具有与生俱来的公共性，满足公众的信息需要是媒体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4、“开”“好”“管”三字方针。

（1）从以利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正确的揭露批评。

（2）实事求是。

（3）史诗、适量、适宜，是批评报道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一环。

（4）保护批评者的合法权利，保留被批评者的申诉权利。

（5）既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又要自觉接受党委领导，积极争取各级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

三、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1小题，共 15 分。要点可以任取其一或几个，自由发散）

要点：（1）新闻媒介的社会控制。

（2）新闻媒介要突出新闻本位。

（3）新闻的公共性与娱乐化。

（4）新闻媒介的舆论导向……。

中国新闻史部分

一、填空题（每空 1分，共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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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歌 、民谣 、村头闲话 、街市议论

2、《万国公报》 、《中外纪闻》 、《强学报》

3、《时事新报》 、《国民公报》 、《庸言》

4、钱玄同 、刘半农 、周作人

5、《生活》周刊 、《大众生活》周刊 、《永生》周刊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抗战》三

日刊、《全民抗战》三日刊和《生活日报》

二、简答题（每题 10分，共 40 分）

1、我国古代报刊的特征。

答：（1）内容不同于现代报纸。（1 分）刊登皇帝的谕旨、臣僚奏折，以及官员的任免升降

奖惩、宫廷动态等公告性材料。没有新闻色彩。（2 分）（2）形式也不同于现代报纸。（1分）

堆砌材料，没有分栏、标题，更无消息、通讯、评论等文字体裁的分野。无定形、无广告。

（2 分）（3）发行也不同于现代报纸。（1 分）由朝廷或官方其他机构发布，水路驿站传递，

没有作为独立行业的报业。（2 分）（4）材料来自官方，有官文书色彩，作为满足人们了解

朝廷动向而抄写传播。（1分）

2、简述清末外国人在华办报的影响。

答：（1）使中国人认识到现代报刊的功能，产生自办报刊的强烈愿望。（1 分）外国报刊出

现后，把西方的报刊观念、办报模式与方法带到了中国。（2 分）（2）为中国人提供了办报

的方法与经验，并使一部分中国人受到新闻工作职业训练。（2 分）（3）在印刷技术与设备

上，为中国人创造了物质条件。（2 分）（4）外报的报刊实践多方面为中国人资本报刊准备

了条件，是中国人在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灾难中，经过艰苦斗争取得的。（3 分）

3、简述梁启超报刊思想主要内容。

答：（1）报刊功能：有益于国事；去塞求通。（2 分）（2）报刊性质多样；（1 分）报刊任务：

监督政府；向导国民。（2 分）（3）办好报刊的条件：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

当；报事速而确。（4分）（4）造舆论。（1 分）

4、简述邹韬奋报刊思想主要内容。

答：（1）以大众进步和民族解放为目的。（1 分）（2）主张办报刊要有个性。（1 分）（3）适

合大众需求的文风。“促膝谈心”、“明显畅快”。（1 分）（3）新闻工作者修养。言论上的独

立精神；工作上的敬业精神；读者至上的服务精神。（3 分）（4）重视报刊的经营管理。处

理好“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关系；处理好广告和新闻的关系；实行“集体的管理”与“民

主的纪律”；主张“为公择人”。（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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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述题（20分）

延安整风时期《解放日报》改版工作的内容和意义。

答：内容：改版的宗旨是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报道为主，密切联系群众和工作实际，积

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1 分）改版后版面安排焕然一新，第一版是反映各解放区情况的要

闻版，第二版是陕甘宁边区版，第三版是国际版，第四版是副刊和各种专论。（2 分）

意义：第一，增强了党性、组织性。（1 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与党中

央保持一致。（1 分）宣传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思想上与党中

央保持一致。（1 分）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全党办报，在组织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1 分）

第二，增强了群众性。（1 分）宣传为人民服务思想，批判“无冕之王”观点。（1 分）反映

群众生活，报道劳动模范先进事迹。（1 分）加强通讯员工作、依靠群众办报。（1 分）

第三，增强了战斗性。（1 分）第四，改进了文风。反对党八股，改进文风。（2 分）第五，

促进了新闻理论的建设与发展。（1 分）新闻的实质和本源。坚持唯物主义新闻观。（1 分）

党报、党的新闻工作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1 分）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党的教科书。（1

分）确立“全党办报”的方针。（1 分）发扬党报的优良作风。（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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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新闻采访与写作

Ⅰ、考试说明

一、内容概述与总要求

本科目是为了招收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专业专科接本科学生而实施的入学考试。本大纲

的编写以“基础、权威、前沿”为宗旨，主要考核上述各专业学生在专科阶段对新闻采访和

新闻写作的基本概念和采访写作技巧是否有基本掌握，是否具备接入本科后应具备的采访、

写作知识和能力的要求，能够适应进一步更深入的学习的需要，为他们将来从事新闻传播实

践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闻采访与写作是新闻学专业的工具课，学生应该熟练掌握新闻采访的本质、新闻采访

的方法与技巧、采访素材的整理加工；新闻写作的共同规律、因媒体而异的新闻写作、各类

新闻体裁的写作要求和方法等。

二、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75 分钟。

试卷包括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应用题、写作题六类大题。选择题和

填空题分值合计 40 分，名词解释题分值 12 分，简答题分值 40 分，应用题分值 28 分，写作

题或论述题分值 30 分

Ⅱ、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绪论

1、知识范围

采访写作在新闻业务中的地位、新闻采访与新闻写作的关系、记者应具备的素质

2、考核要求

（1）了解新闻采访对新闻写作的制约作用

（2）明确新闻采访与写作对记者素质的要求

二、新闻采访的本质和主体

1、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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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访的含义和特点、新闻采访活动的本质、新闻采访活动中的主体

2、考核要求

（1）掌握新闻采访的含义和特点

（2）了解记者的角色身份和必须具备的素养；了解采访对象的特点和种类

三、新闻线索与报道策划

1、知识范围

新闻线索的含义和特点、 新闻敏感的内容、新闻线索与新闻敏感的关系

2、考核要求

（1）掌握新闻线索和新闻敏感的含义

（2）掌握新闻线索的特点和新闻敏感的内容

（3）了解新闻线索捕捉的渠道和特点

四、新闻采访前的准备工作

1、知识范围

资料准备工作的意义、拟定采访计划、怎样创造采访机会

2、考核要求

（1）掌握采访前资料准备工作的意义

（2）掌握采访计划的主要内容

（3）了解创造采访机会的方法

五、新闻采访的方法

1、知识范围

新闻采访中的一般方法：提问方法、倾听方法、观察方法、记录方法；新闻采访的特殊

方法：隐性采访、网络在线采访、精确新闻采访

2、考核要求

（1）一般了解提问方法、倾听方法、观察方法、记录方法的意义和作用

（2）掌握采访提问中应注意的问题

（3）掌握采访中倾听谈话的原则

（4）了解活用观察所得的作用

（5）一般了解隐性采访的含义和类型

（6）掌握隐性采访的方法和程序

（7）一般了解网络采访和精确新闻采访的种类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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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采访素材的整理加工

1、知识范围

整理采访素材的意义、整理采访素材的步骤、对采访素材的分析判断

2、考核要求

（1）了解整理采访素材的意义及步骤

（2）了解采访素材进行分析取舍的方法

七、新闻写作的共同规律

1、知识范围

体现对象主体的价值、遵守新闻真实性原则、用事实说话、新闻的时效性

2、考核要求

（1）了解新闻真实性的内涵和基本要求

（2）掌握与新闻真实性相关的三个因素

（3）掌握确保新闻真实性的几个方面

（4）了解怎样用有价值的事实说话

（5）理解新闻时效性与新闻真实性的关系

八、因媒体而异的新闻写作

1、知识范围

报纸报道新闻的优势、广播运用有声语言报道新闻的规则、电视新闻传播的个性、网络新

闻写作的特征

(1)掌握以文字语言符号进行新闻写作的优势

（2）掌握报纸在新闻报道中具有的优势

（3）掌握广播电视在传输途径上的优势

（4）掌握广播运用有声语言报道新闻的规则及怎样做到“为听而写”

（5）了解电视新闻传播的个性

（6）了解网络新闻写作的特征

九、消息文体的写作

1、知识范围

消息的含义、消息文体的结构及结构特点、消息的报道角度、消息语言的要求、消息标题写

作的规律及技巧、导语的涵义及特点、导语的写作要求、消息主体的涵义及作用、消息背景

的类型及运用原则、消息结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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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要求

（1）掌握消息的含义

（2）掌握消息文体倒金字塔结构的涵义、特点及作用

（3）了解常见的几种非倒金字塔结构

（4）掌握消息文体的结构特点

（5）掌握消息语言的要求

（6）掌握消息文本中标题写作的规律

（7）掌握消息标题写作的技巧

（8）了解消息文本中导语的涵义

（9）掌握消息文本中导语的特点及写作要求

（10）了解消息文本中主体的功用

（11）掌握消息背景运用的原则

（12）了解消息结尾的作用

十、通讯文体的写作

1、知识范围

通讯文体的含义、通讯文体的特点、通讯与消息的比较、通讯的主题、通讯的表达方式、

通讯的结构、通讯的语言、新闻特写的写作

2、考核要求

（1）了解通讯的含义

（2）掌握通讯的特点

（3）掌握通讯文体和消息文体的异同

（4）掌握通讯对采访工作的要求

（5）掌握通讯文本主题的确立及主题的提炼

（6）了解通讯的表达方式

（7）了解通讯的结构

（8）掌握通讯语言的特点

（9）掌握新闻特写的含义及写作要诀

（10）了解人物通讯写作的要求

十一、深度报道的写作

1、 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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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的含义、深度报道的分类、深度报道背景的类型

2、 考核要求

（1） 了解深度报道的含义

（2） 了解深度报道的分类

（3） 掌握深度报道中常用的背景材料类型

十二、新闻评论的写作

1、 知识范围

新闻评论的含义、新闻评论的特点及分类、新闻评论的选题、新闻评论的立论、新闻

评论的结构、新闻评论的论证要求及技巧

2、考核要求

（1）了解新闻评论的含义

（2）掌握新闻评论文体的特点

（3）了解新闻评论文体的分类

（4）了解新闻评论选题的角度

（5）掌握新闻评论立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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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模拟试卷及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新闻采访与写作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75分钟）

（总分 150 分）

说明：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填在其他位置上无效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消息文本中运用的最多的结构形式是（ ）

A、时间顺序式 B、悬念式

C、倒金字塔和时间顺序结合式 D、倒金字塔式

2、记者判断事实需不需要报道主要依据（ ）

A．新闻意识 B．新闻价值 C．新闻头脑 D．新闻政策

3、通讯采用的主要的表达方式是（ ）

A、叙述和议论 B、叙述和描写

C、描写和抒情 D、描写和说明

4、 通讯写作中，在运用人物语言再现人物形象时，人物的语言要求（ ）

A、反映事物本质 B、可以适当渲染

C、可以适当虚构 D、必须是实有其言

5、新闻采访与新闻写作的关系是（ ）

A、写作决定采访 B、采访决定写作

C、采访与写作分离 D、采访与写作同等重要

6、新闻记者的基本职责是( )

A、进行社会活动 B、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C、搜集新闻素材 D、采访报道新闻

7、无论哪一篇消息，绝不能没有的部分是( )

A、主体 B、导语 C、背景 D、结尾

8、按照新闻写作要求，新闻的第一生命是( )

A、时效 B、新鲜 C、准确 D、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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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闻线索的作用，表现在激发记者的新闻敏感、为记者的采访提示方向，以及（ ）

A、为媒体的报道活动提供决策依据 B、提高采访的工作效率

C、把采访引向深入 D、赢得采访的主动权

10、新闻记者能不能及时地发现新闻，并采访到有价值的新闻，关键就在于记者有没有

（ ）

A、理论水平 B、新闻功底 C、新闻敏感 D、社会责任心

11、按新闻事实发生始末安排材料的消息结构形式是（ ）

A、倒金字塔结构 B、时序结构 C、散文式结构 D、并列式结构

12、背景是一篇消息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补充、反衬或烘托新闻事实和新闻主题的（ ）

A、重要材料 B、小故事 C、风俗传统 D、地理背景

13、新闻记者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公开身份的采访，这种采访被称之为（ ）

A、现场采访 B、交叉采访 C、目击采访 D、隐性采访

14、民国初年，有位著名记者在谈到记者的条件时，提出记者须有“四能”。他的名字

是（ ）

A、黄远生 B、邵飘萍 C、罗开富 D、郭超人

15、在报纸的新闻体裁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 ）

A、消息 B、通讯 C、新闻特写 D、报告文学

16、适合使用隐性采访的是（ ）

A、新闻发布会 B、某些批评性报道 C、与名人座谈 D、典型报道

17、记者进行采访活动的依据和出发点是( )

A、报道思想 B、采访计划 C、新闻政策 D、新闻线索

18、在采访中，如果记者发现自己拟定的采访计划不符合客观实际，那就应当（ ）

A、按原定的计划行事，边走边看 B、放弃原计划，寻找自己需要的例证

C、放弃原计划，采访到什么算什么 D、尊重事实，及时调整原定的计划

19、新闻价值中的接近性除了地理上的接近性，还包括（ ）

A、受教育程度上的接近性 B、职业上的接近性

C、心理上的接近性 D、年龄上的接近性

20、倒金字塔结构是把最具新闻价值的事实安排在一条消息的（ ）

A、结尾 B、开头 C、中部 D、任意一处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20个空，每空 1分，共 20分。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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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采访在（ ）、（ ）和（ ）等方面制约着新闻写作。

2、新闻采访本质上是一种（ ）行为。

3、采访对象可以分为（ ）、（ ）、（ ）、（ ）等四类。

4、消息文本中背景的类型可分为（ ）背景、（ ）背景、（ ）背景等三类。

5、通讯文体的特点有（ ）、（ ）和（ ）。

6、新闻特写有（ ）、（ ）和（ ）三类。

7、消息背景运用的原则有（ ）原则、（ ）原则、（ ）原则、灵活性原则

和趣味性原则。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

置上）

1、新闻线索

2、新闻敏感

3、消息

4、新闻特写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40分。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简述新闻线索的特点。

2、采访提问中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3、新闻特写的写作要领有哪些

4、简述隐性采访的方法和程序

五、应用题（本大题共 3 小题，1、2 每小题 10 分，3题 8分，共 28分。将答案填写在答题

纸的相应位置上）

1 、某日上午，你所在地区某中学发生教室屋顶垮塌事件。接到这一消息之后，报社派

你前去采访，请在采访前拟定一个简要的采访方案。

2、简述下列消息导语的类型和优点。

康涅狄各博彩公司员工横冲直撞致 5 人丧生

作为一名会计，他是一个爱寻衅吵架的家伙，他在餐桌上也放了一把利刃。他与父

母住在一所穿越无峰驼牧场的灰色的小房子里，门前立着一块标牌告诫来访者：“擅

入者格杀勿论，侥幸者会再吃枪子。”

3、根据下边的素材写一个导语 （要求：不超过 50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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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受 8 号台风“桃芝”减弱后形成的低气压影响，青岛市普降特大暴雨，

防汛形势严峻，青岛市党政军民纷纷投入到与暴雨和狂风的战斗中。 1 日下午，狂

风暴雨扑向岛城，市区 10 多条主要交通干道出现积水，100 多棵大树被风刮倒在地，

造成交通堵塞，近 10 条公交线路被迫停运。汛情就是战情，青岛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办公室立即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

张惠来，山东省副省长、青岛市市长杜世成等市领导冒雨察看汛情，并与有关部门负

责人到现场办公，指挥处理紧急情况。北海舰队、青岛警备区等驻青部队和武警青岛

支队的广大官兵也奋力抢险。狂风暴雨中，当北海舰队接到防汛指挥部抢险救灾的求

援电话后，舰队首长亲自坐镇指挥，官兵们拿着铁锹，冒着倾盆大雨迅速赶到崂山北

宅和崂山水库，和群众肩并肩投入到抢险救灾的战斗中。面对即墨、城阳、崂山、黄

岛等受灾地区的求援，青岛警备区共出动 500 余名官兵，驾驶冲锋舟投入到各受灾

区域。在受灾较重的毕家村，市长杜世成和青岛警备区司令员姚春阳亲临现场，指挥

村民和某海防团近 200 名官兵在水中抢险。在即墨市，警备区船运大队派出的冲锋

舟迅速救出被困在水中的 20 名群众。各个市区的人民武装部也火速组织民兵、预备

役人员分赴受灾点抢险。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 1小题，共 30 分。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举例说明消息和通讯的异同。

新闻采访与写作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小题，每小题 1分，共 20 分。选对得 1 分，选错、未选或多

选均不得分）

1.D 2.B 3.B 4.D 5.B 6.D 7.B 8.D 9.A 10.C

11. B 12.A 13.D 14.A 15.A 16.B 17.D 18.D 19.C 20.B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20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分）

1、真实性、深刻性、丰富性

2、信息互动

3、当事人、知情人、目击者、有关人士

4、烘托性、说明性、揭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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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内容的延展性、手法的多样性、效果的多层性

6、人物特写、事件特写、场景特写

7、必要性、简明性、通俗性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

1、新闻线索：指新近发生的事实的简要信息。

2、新闻敏感：是记者对事实的新闻价值的敏锐的发现力和准确地判断力。

3、消息：以最直接、最简练的方式报道新闻事实的的一种新闻文体，是最直接、最大量运

用的报道体裁。狭义的“新闻”概念即指消息。

4、新闻特写：指抓住最能反映人物、事物特征的精彩片段，生动形象地再现典型事件、人

物和场景的新闻体裁。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分。要求内容正确、完整）

1、简述新闻线索的特点。

（1）新闻线索比较简略。

（2）新闻线索比较零碎，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新闻线索才可能比较完整地展现在人们

面前。

（3）新闻线索稍纵即逝。

（4）新闻线索的出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5）新闻线索涉及较多的是表象，可靠程度有待进一步证实。

2、采访提问中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1）注意提问的逻辑性

（2）提问力求简洁明确

（3）提问有具体的指向性

（4）采访提问的引导艺术

（5）要避免说外行话

3、新闻特写的写作要领有哪些？

（1）对片断加以突出和放大

（2）着力写富有特色的片断

（3）着力写饶有情趣的片断

（4）以叙述、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

4、简述隐性采访的方法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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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找线索和线人

（2）在采访前确立某种假设

（3）周密地考虑各种应当考虑的问题

（4）确定采访对象之间的利害关系

（5）贴身暗访

（6）获取必要证据

（7）隐性采访中的观察

（8）对获取的证据进行司法甄别

五、应用题（本大题共 3小题，1、2 每小题 10分，3 题 8 分，共 28 分要点）

1、（1）采访目的（2）采访对象（3）问题设计（每点下边有具体内容）

2、描绘性导语

描绘性导语最大的优点是先声夺人——用镜头语言呈现画面和场景，绘声绘色，形象生

动，在读者心中形成一幅图画，从而使人们对记者所描写的人物或场景留下深刻的印象。

3、根据下边的素材写一个导语 （要求：不超过 50 个字）

此题答案不唯一，仅供参考

8 月 1 日，青岛市普降特大暴雨，各部门紧急防汛。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 1小题，每小题 30 分，共 30分）

通讯和消息都属于新闻文体，所以它们有一些共同点：1、都讲究时效性；2、都讲究新

闻真实性；3、都注重凸显事实的新闻价值。

但是，通讯和消息又是两种不同文体，它们又有着很多不同点：1、文本时效有差异。

消息的时效性比通讯强。2、文本结构有差异。具体体现在：（1）署名方式的差异。在通讯

中，记者的署名位于标题之下；而在消息中，记者的署名在消息头之后。（2）标题形态的

差异。通讯的标题通常由正题和副题构成，正题用于揭示主题或者提出理念（可以是完整的

句子，也可以是短语或词组），副题用于交代所报道的对象或者范围。消息的标题形态比较

复杂，且富于变化，但正题以明确展示新闻事实的完整句子居多。（3）正文布局的差异。

为数不少的消息，其重心在文本的前半部分；而在通讯中，并没有重心前置这一说。3、文

本容量有差异。在通常情况下，通讯的文本容量要大于消息的文本容量。4、文本表达有差

异。通讯在多种表达方式的运用方面，其自由度远甚于消息。

（举例时最好以报道一件事或一个人的消息和通讯作比较，不用写下文章，只写下标题简要

介绍一下内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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