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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ion: News headlines are the "eyes" of news reports. As a symbolic 

reconstruction of objective facts, the application of tags in news headlines can not 

only simplify the headlines, meet the readers’ pocket-time reading needs, but also 

vent the readers’ social emotions. However, the labelling of news headlines can also 

bring issues such as social group stigmatization, news’ loss of public credibility and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prejudice. This paper firstly divides the tags that appear in 

the headlines of Chinese online news headlines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objective tags, subjective tags and effect-oriented tags, and then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se tags and their negative effects, and finally proposes actionable measures to 

de-label online news head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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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闻标题是新闻报道的“眼睛”。作为客观事实的符号再造，在网络

新闻标题中，标签化的应用不仅能简化新闻标题、满足读者碎片化的阅读需

求，还能宣泄社会情绪。但新闻标题标签化也会带来群体污名化、新闻公信力

丧失和社会偏见扩大等问题。本文将中国网络新闻标题中出现的标签分为三

类，分别是客观型标签、主观型标签和效果型标签，并对这三种标签的成因和

它们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网络新闻标题反标签化的可行措施。 

关键词：新闻标题，标签化，公信力，社会偏见 

作为新闻报道必不可少的部分，新闻标题决定了整篇新闻稿件的吸引力

大小。因此，无论传统纸媒或网络新媒体都想方设法在新闻标题上下功夫，来

换取对新闻报道内容的关注度。在新闻标题中使用标签是媒体惯用的“吸睛”手

段之一。近年来，“富二代”，“女司机”，“扶弟魔”等各种标签出现在新闻标题

上，并逐渐形成了标签模板。各种标签的滥用和无用带来了虚假新闻泛滥、传

播效果减弱、媒体公信力降低等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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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化”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认识事物的方式，其特点是将人或者事物定

型化。新闻标题标签化的主要表现为媒体在制作新闻标题的过程中，自发地选

取新闻内容中最能吸引读者的关键词进行突出强调的“贴标签”行为。 

本文将新闻标题中的标签分为：客观型标签，主观型标签和效果型标

签。 

（一）客观型标签。客观型标签指的是在新闻标题中进行事实阐述的标

签，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或扩大传播效果的意图。客观型标签可分为人群标

签，地域标签以及事件标签。人群标签可以分为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职

业、阶层等分类，一般在新闻标题中充当新闻的人物要素，突出新闻报道对象

的特征。地域标签则指的是媒体对地区新闻进行报道时，对新闻发生地进行强

调的标签。事件标签则是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随着媒体报道被众所周知后成

为大家所共同使用的标签，例如“江歌案”。客观型标签在新闻标题中充当新闻

要素，有着区分信息和突出新闻特征的作用，以新闻事实为依据，客观公正，

不带立场。 

（二）主观型标签。主观型标签指的是暗含价值导向和媒体立场的标

签。第一种主观型标签是本身就带有褒义或者贬义的主观型标签。比如“最

帅。。。”、“最美。。。”等本身就是褒义词，用在新闻标题中表示歌颂和赞

美，鼓励和呼吁大家模仿学习。再比如源自于“水门事件”的“xx 门”标签，带有

贬义，用来指爆炸性的丑闻，一般用于负面新闻标题中。第二章主观型标签则

是随着使用场景的不同而带有价值导向的标签，比如“官二代”、“富二代”等本

身词义为中性的标签，在负面新闻中常常被夸张放大，甚至歪曲，当初罪恶的

化身。 

（三）效果型标签。效果型标签指的是新闻媒体为了吸引读者、增加阅

读量、提高点击率而在新闻标题中添加的标签。这种标签通常是被刻意强调和

放大，故意歪曲，甚至无中生有的某一新闻特点。比如新闻标题《西安地铁美

女被保安拖拽》中的“美女”标签，相比“乘客”标签而言，“美女”显然更能激发

读者兴趣，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 

新闻标题标签化的成因主要有三： 

（一）新闻对标题简化的需求。标签通常是对事件人物的概括，三言两

语便能指出核心，用最少的语言传递最多的信息。标签不仅能吸引人的眼球，

还通俗易懂，有利于新闻的传播和扩散，符合新闻在最短的时间和有限的篇幅

内对事情进行精准报道的要求。标签若使用得当，能贴切地描述某种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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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时甚至能揭示一些未被注意到的特征，加深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比如当

读者看到“网红”标签能迅速联想到“爆款”、“大卖”、“恶俗”等词语，丰富了词

语内涵。 

（二）读者对阅读碎片化的需求。在互联网时代，各大平台充斥着海量

信息，鱼龙混杂，信息膨胀，与之相对的是读者时间精力有限，缺乏仔细阅读

的耐心，渴望快速掌握信息重点。为了迎合读者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媒体在新

闻标题中将新闻特点进行标签化突出，帮助读者快速对信息进行简化和分类，

节省读者的认知时间，或者干脆用一些夸大事实的标签，以在同行媒体竞争中

突出重围，获得更多的流量和更高的点击率。 

（三）读者对社会情绪宣泄的需求。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社会矛盾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不平等使得社会阶层区隔

对立。社会阶层可被分为三个阶层，分别是优势阶层、中产阶层和基础阶层
[1] 。因为社会利益分配不公，基础阶层往往会对优势阶层产生抵触甚至仇视心

理，比如仇富、仇官心理，以及对城管警察等有一定社会权力的职业产生偏

见。在新媒体时代，底层群众有了更多发声机会，由社会优势阶层来下定义作

标签的格局被逆转。媒体不断迎合受众，在标题中添加如“官二代”“富二代”“城

管”等阶层对立标签。一些性别对立、种族民族对立、地域对立等标签也频繁

出现在新闻标题中，如“女司机”“河南人”等，宣泄着社会情绪。 

新闻标题标签化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一）群体污名化。新闻标题标签化会导致标签本身被破坏，群体被污

名化。一些原本是中性的事实指向型标签，因为常常伴随着负面新闻出现逐渐

带有了贬义，这种“标签暗示”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和负面强化 , 标签越负面 ,越

不会出现在正面新闻中 , 然后变得更负面[2] 。如“老人”和“大妈”。从彭宇扶老

人反被讹后，一系列关于老人的新闻标签后都跟着“倚老卖老”“是非不分”等负

面词。而“中国大妈”则常常伴随着素质低、爱凑热闹、爱占便宜等刻板印象。

还有“女博士”“女大学生”“专家”等一系列标签，都被污名化。 

（二）新闻公信力丧失。标题标签化还会导致“标题党”泛滥，虚假新闻滋

生，新闻公信力丧失。“标题党”是指以夸张的、曲解的、煽情的甚至无中生有

的方式制作文章标题的人 , 也可指那些耸人听闻、题文不符的标题本身[3] 。在

当今这个追求“10 万 +”的新媒体时代，一篇新闻的标题几乎大过内容，为了生

产“爆款”，媒体在新闻标题中贴上各种吸人眼球的标签，有些甚至滥用标签，

形成文不对题的“标题党”，消费新闻专业性。比如《17 岁少女拒绝“官二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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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被烧伤毁容》中的“官二代”标签，就是一些媒体为了点击率所贴，事实上该

当事人的父亲只是一位普通的正科级公务员 , 并不是所谓的“官二代”。这种误

导公众认知的行为，会降低媒体公信力和权威性。 

（三）社会偏见的扩大。在新闻标题中误用滥用标签，易使人们产生刻

板印象，导致社会偏见的产生。刻板印象是指个体对某个群体及其成员的概括

而固定的看法[4] ，是一种简单化和类型化的认知方式。新闻媒体在新闻标题上

所应用的标签随着传播次数的增多在受众脑海中不断加深和巩固，最终形成刻

板印象。比如,只要一提到“女司机”就产生技术差、不靠谱的印象，而“彭宇案”

后的老人车祸则都有着“碰瓷”嫌疑。这种潜意识的过度归纳会造成认知上的偏

差，加深社会偏见。 

新闻标题如何反标签化？ 

新闻标题反标签化需要分情况对待，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首先，新闻媒体在制作新闻标题时应该合理使用客观型标签。标题起着

总领全文的作用，在制作标题的过程中，要完整地叙述出新闻的主要内容总是

会不可避免地涉及新闻的要素，而客观型标签中的许多地域标签、人群标签正

是作为新闻要素出现的，难以避免。此外，一些特定名词被众所周知以后成为

大家共同使用的标签，这不是新闻写作者故意赋予的，而是在共同使用的过程

中自然而然由社会情绪赋予的意义标签，属于新闻常态化的运作方式，也不可

避免。 

其次是审慎使用主观型标签。一种情况是新闻编辑无意识地将个人感情

偏向掺杂在标题标签中，这种无意识有可能是因为自身观念、认知局限或采访

不足造成的。所以在新闻采写过程中，编辑记者应该努力保持中立立场，慎重

对待“网友曝光”，认真核查新闻事实，倾听多方声音，摒弃个人偏见，减少自

身局限和采访不足造成的新闻失实和标签化负面影响。另一种情况是编辑记者

有意识地在新闻标题中加入主观型标签，以起到批判或引导的作用。新闻虽然

有引导舆论的作用，但也要适时合理地使用，尤其是在新闻事实尚不明确的情

况下应尽量避免在标题中使用主观型标签，特别是批判式标签，而应实事求是

地展现新闻事实。 

最后是抵制使用刺激受众眼球的效果型标签。首先，媒体人需要守住自

身的职业底线，坚持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其次，读者要对抗人的本能、知晓

全媒体的产制流程、有效区隔媒介与生活，提高媒介素养[5] 。再次，媒体平台



Xitoyshunoslikning dolzarb masalalari: 

“Xitoyshunoslik” fakulteti iqtidorli 

yoshlarning ilmiy anjumani  

VOLUME 2 | SPECIAL ISSUE 21 

ISSN  2181-1784 

SJIF 2022: 5.947 | ASI Factor = 1.7 
  

116 

w

www.oriens.uz April 2022 
 

和政府部门要加强规范管理，抵制一味追求流量的标签滥用，并建立适当的处

罚机制，维护新闻生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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