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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ator is in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character-type talk show, and is a highly contagious
media communicator. Host’s language skills determine the content and quality of talk show. So it
has a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host conversation skills, to a certain extent,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aracter-type talk show hosts to find their own disadvantages and improve self-talk skill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altogether, and it briefly analyzes the
current character-type talk show, host important position and role in the program, the problem of
moderators when they presided and how to improve conversational skills about hosts and other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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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持人在人物型访谈节目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具有高度感染力的媒体传播者，主持人的语言技巧决定了
访谈节目的内容和质量。因此对主持人谈话技巧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物型
访谈节目主持人找出自身不足以及提高自我谈话技巧提供了参考依据。本文总共分为五个部分，简要分
析了人物型访谈节目的现状、主持人在节目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人物型访谈节目主持人在主持中存在
的不足之处以及如何改善主持人的谈话技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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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的媒介研究专家斯克特曾经说过：“电视谈话成为了一种供公众交流的通气口和渠道，因为许
多人找不到一个谈话对象来对他们的思想做出反应，幸好，他们在电视谈话节目中找到了一个由媒介明
星和出人头地的公众人物组成的一个精英阶层，电视谈话节目既维护了这个阶层的观点的权威性，同时
又通过轻松的方式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普通人通过与他们场内和场外的交流，获得了一种沟通和提
升思想的满足[1]。”可见电视谈话节目在大众进一步加强精神与思想交流的需求中应运而生，在快时代
的今天人们私下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沟通平台，成为维
系大众精神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而受众自我意识的增强使得广大受众不愿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上，希
望实现由“接受者”到“参与者”的转变。
关于电视访谈节目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电视访谈节目是指由主
持人邀请相关的人士围绕公众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借助人际传播实现大众传播的一种形式，一般由主
持人，嘉宾和观众构成[2]。”
人物型访谈节目是以嘉宾为主体，谈话主要是围绕嘉宾本身的故事进行，而嘉宾的类型主要包括名
人和普通人。”目前很多电视访谈节目都属于人物型访谈例如：《杨澜访谈录》，《鲁豫有约》等。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电视访谈节目出现开始到现在已经发展了将近 20 余年，在这期间人物型访谈
节目主持人队伍已经初具规模，在主持人形象风格、谈话技巧、主持经验等方面都要有了一定的进步。
一些优秀的人物型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开始有了明星效应，拥有自己的粉丝，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栏目的
品牌，成为了栏目的形象代言人。但在这样的发展势头之下也显露出了诸多弊端。
1. 目前人物型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大多是由记者、 娱乐主持人、幕后策划人还有一些相声、小品等
明星转换而来的。这种复杂的构成使主持人的文化水平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由记者转型而来的人物
型访谈节目主持人其经验阅历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而一些其他领域的明星转型而来的主持人文化素养
则相对较低。但是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人物型访谈节目主持人的文化素养显然不足。具体表现在：
(1) 相对年轻化的主持人队伍，没有足够的生活积累和相关方面的生活体验，在与一些有着深厚阅历
的嘉宾对话的时候往往显得底气不足，略显稚嫩。
(2) 涉猎领域不够广泛，知识积累不够。其实主持人和记者一样也应该是一个杂家，尤其是对人物型
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来说，这一点更显重要。他们将要采访的嘉宾涉及到各行各业，只有对嘉宾所在行业
有了一定的了解谈话才能继续下去，才能挖掘出更深的东西。可是很多转型而来的主持人在知识积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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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还有待加强。
2. 随着我国电视媒体的发展，人物型访谈节目主持人“供求矛盾”加剧：一方面人物型访谈节目的
增加需要有更多优秀的主持人走到舞台中间来。另一方面人物型访谈节目对主持人专业技巧和内涵等方
面的严格要求使优秀的主持人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以至于出现了同一个主持人主持两档风格相近
的人物型访谈节目的怪现象。但是要知道人物型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是不能批量生产的，作为一种特殊的
人才，需要特殊的成长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选择人物型谈话节目的主持人要
改变以往招考为主的做法，更加注重通过各种途径去发现人，才使用人才。
3. 从我国现有的人物型访谈节目主持人来看，绝大部分主持人都难以形成自我主持风格，相互间的
模仿和抄袭现象严重，不能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一旦某位主持人的风格受到观众的赞扬，其他人便争
相模仿却不发挥自身的潜力和特长，给观众造成了千人一面的感觉。

2. 人物型访谈节目主持人的重要作用
人物型访谈节目是通过主持人与嘉宾的交流互动让嘉宾分享出自己在某一方面经历或者是鲜为人知
的故事，满足观众的好奇心以及求知欲，从而达到访谈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访谈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主
持人能否在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里让嘉宾讲出更多有价值的话题，让观众更加了解嘉宾[3]。所以人物型
访谈节目主持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重要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主持人是整个现场的掌控者，起到了纵观全局把握现场的作用。主持人与嘉宾的交流以及和观众
的互动过程就是节目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主持人来控制，所以主持人的驾驭意识非常重要。主持
人的驾驭意识具体体现在对于话题和场面的控制力，能否深入的挖掘谈话主题，当嘉宾的谈话主题走偏
的时候能否及时将嘉宾拉回原定计划，如何有效的调节现场的谈话氛围等都是对主持人现场掌控能力的
要求。例如《实话实说》节目中的“热场”，这个时候主持人崔永元出来讲讲笑话，逗逗乐，观众和嘉
宾的情绪就会有所改善，忘记镜头前的紧张感。这不仅是要求主持人和观众达成一种和谐与默契更是对
现场观众和嘉宾进行组织管理，对现场氛围的一种掌控。
(二)主持人是节目的引导者，发挥了舆论导向的作用。主持人在节目中应该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
在与嘉宾及观众的谈话中对同一事件难免会有不同的态度和观点，这个时候就需要主持人明辨是非，恰
当地进行点评，对正确的观点予以肯定，对错误的观点就要及时指出并纠正，从而把嘉宾和观众引向正
确的舆论。例如在《非常静距离》中一位女明星谈到她的减肥经历的时候向观众传授了过度节食的减肥
方法，主持人李静及时地指出“我们爱美丽身材更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一观点，就在减肥这一话
题上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引导观众健康减肥。
(三)主持人在节目中发挥了归纳的作用，每一期访谈节目都是主持人，嘉宾，观众的一次交流，在交
流过程中产生不同观点和意见的碰撞在所难免，主持人的作用就是将各种观点进行归纳总结，将所有符
合主题的观点完整的呈现出来。由于目前我国人物型访谈节目每一期的话题都是事先策划好的，然而现
场嘉宾和观众想要说些什么却不是可以预先把握的，很可能一些观众或者嘉宾的观点会有冲突和不同，
这些真实的思想交流都不妨碍节目的进行，但主持人应该时不时地归纳总结一下各方观点将符合主题的
观点一一呈现，达到明确主体的目的。
(四)主持人是联系嘉宾和观众的桥梁。主持人要处理好嘉宾与嘉宾，嘉宾与观众的协调问题。主持人
应该鼓励嘉宾与观众大胆发表观点，吐露内心真实的想法，积极参与讨论，进而激起嘉宾的自我表达欲
望和观众的交流热情，使嘉宾和观众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和沟通。例如当主持人听到嘉宾讲到精彩处的
时候，接一句妙语使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起捧腹大笑就在嘉宾和观众之间产生了一种轻松地
互动，可以鼓励嘉宾继续说下去。当主持人听嘉宾讲到自身的某个经历的时候可以问现场的观众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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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经历，这种提问可以达到嘉宾和观众的沟通，使观众更耐心的听嘉宾讲下去。
(五)主持人是媒体与观众之间的桥梁。主持人在台前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整个栏目组，其担负的责任
之一就是把媒体的思想传达给广大的受众，让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了解整个栏目所要传递的思想，了
解栏目组的整体风格。“人物型访谈节目的主持人作为节目或者栏目组的代言人，是媒体的对外传播者
[4]。”观众只有在对媒体有所了解之后才能知晓这一节目是否符合自己的胃口。

3. 人物型访谈节目主持人在谈话时存在的问题
虽然人物型访谈节目逐渐增多，但优秀的节目却寥寥可数。通过研究和观察不难发现优秀主持人的
缺乏，主持人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人物型访谈节目质量的提高。主持人在谈话技巧和内涵方
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缺乏双向互动性交流，总体上呈现出主持人一方面提问的模式，而嘉宾只是机
械回答，造成节目的乏味枯燥。“节目呈现单向度的谈话，具体表现为嘉宾与主持人，现场观众之间的
谈话一味的相互认同，没有争论点，不能激起观众的兴趣[5]。”例如在《同在蓝天下》中主持人和观众
对现场的两个嘉宾——残疾女大学生更多的是发出感叹和钦佩，围绕他们的励志故事大谈而特谈，主持
人却忽略了反向提问：你们之间又没有矛盾？为什么不和健全的人多多交流？有没有为自己的行动不便
而苦恼？等问题。这种单向谈话就难以全面的了解嘉宾，不能激起嘉宾更加真实地展现自己，表达自己。
(二)思维模式比较固定，问题准备、采访话题、采访人物的类型化使许多访谈节目陷入一种僵化的模
式中难以创新。遇到商界精英就要问道在商场的摸打滚爬的经历，遇到体育明星必然问到如何刻苦训练，
在与名人对话的时候总会不自觉的问道他们的童年生活，好像嘉宾不谈童年就不能揭示出“背后的故事”，
不能展示嘉宾的内心世界。这种固定模式的提问会让观众产生一种厌倦心理，没有创新的内容导致节目
质量的下降。
(三)自我角色定位不准确，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主角应该是嘉宾，有喧宾夺主的嫌疑。在谈话节目中主
持人更多的时候应该是一位倾听者，通过简短有力的提问引出嘉宾的话语，更多的时候应该是耐心的倾
听。然而有些主持人完全颠倒了二者的角色关系在谈话中大讲自己遇到的一些类似的经历和感受，没有
把话语权释放给嘉宾和现场观众。
(四)提问不精准，脱离了原定的主题。很多人物型访谈节目的主持人由于自身专业水平不足，在向嘉
宾提问的时候往往会脱离主题，问一些没有意义的不着边际的问题。例如某位主持人在采访最美女记者
——曹爱华的时候，对见义勇为将孩子救上安的村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您家里有几个孩子？男孩还是
女孩？一定要把你的孩子看好。这些问题对于观众对曹爱华的了解没有任何意义。
(五)提问的目的性太强，问题的设计痕迹过于明显，而忽略了交流的过程。一些没有经验的主持人，
过于急切的提问，只是注重于自己把问题提出了没有，却不认真倾听嘉宾的回答寻找其他价值点，接下
来继续问下一个问题。这种做法割断了节目的完整性，使原本有趣的交流成了一场一问一答的枯燥对话，
不能有效的从嘉宾口中得到有价值的信息。

4. 如何做好人物型访谈节目的主持人
人物型访谈节目较之综艺节目和新闻节目而言，操作起来要求主持人有更多的内涵和技巧。这种技
巧不光是指主持专业上的技巧，更多的是与人沟通的技巧，掌握谈话对象内心活动和谈话节奏的技巧。
内涵方面则要求主持人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看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思维敏捷清晰，有较强的
判断力，在谈话过程中可以把握全局。如何做好人物型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把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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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技巧的培养
1. 提问犀利，一针见血式的发问。作为一个合格的人物型访谈节目主持人最首要的就是敢于并且擅
于提出一些犀利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敏感话题，然而在访谈中要想顺利完成任务，访问到
有价值的信息，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这就需要主持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发问，敢于提出犀
利的问题。例如《鲁豫有约》中采访歌星毛阿敏的时候，进过了前面的一段交流铺垫之后，陈鲁豫直接
提到了她的逃税事件，并且坦白的问她在第一次风波之后为什么又有了第二次。正是这种一针见血式的
发问让这次访谈更有深度。
2. 提问精准明确，不脱离主题，不拖泥带水，不能使人产生误解。精准明确的提问能够使嘉宾更好
的理解主持人的意思，从而做出有效的回答，促进访谈的畅通和深入。例如《鲁豫有约》中陈鲁豫采访
娱乐记者王小鱼的时候，对于嘉宾含糊推脱的回答问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我不相信，这么多的保安
根本就进不去。通过这一质疑和否定激发了嘉宾的回答欲。
3. 变换提问的方式。当主持人提出问题以后很难预料嘉宾是如何回答的，有时候嘉宾的回答不尽如
人意甚至对于敏感问题拒绝回答，就需要主持人转变提问的方式，采用激将法、引导法、转换措辞等多
种方法进行提问。
4. 及时追问，及时的对嘉宾的回答进行追问可以加强进一步的交流，有利于挖掘到更加有价值的信
息和打开一个新的话题。《鲁豫有约》中，李连杰谈到人生感悟的时候鲁豫及时追问：你跟海啸真的离
得那么近吗？李连杰回答：自己死了两三次都没有死。鲁豫又接着追问：怎么叫两三次？正是这连续两
次的追问打开了一个新的话题。
(二)与人沟通，心理交流能力的提高
1. 及时了解对方的心理，将谈话升华为谈心。要想做一个优秀的人物型访谈节目主持人不仅要学好
专业知识更应该学一学心理学，及时了解谈话者的心理，促进谈话发展深入。例如 《半边天》的节目主
持人李越在“逃跑的安妮”一期中通过对单亲家庭的孩子安妮心理的把握，是安妮走出父亲留下的阴影，
谈出了自己心里的话。
2. 话语权的释放，及时的将话语权释放给嘉宾和观众。优秀的人物型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其问话都比
较简短有力，或是简短的提问或是一两个字的点评，把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访谈对象，不喧宾夺主[6]。
例如：《实话实说》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将话语权归还给嘉宾，让嘉宾尽可能的敞开了说，主持人不会横
加干预也不去故意引导和评论。
3. 注重亲和力，善于做一个倾听者。不管是名人还是普通人，主持人在与之进行交流的时候都应该
平等对待，都应该亲和友善，做一个倾听者真诚而热心的倾听对方谈话，悲伤时神情严肃，高兴时放声
一笑。
4. 真情的流露，注重人文关怀，真诚的交流 ，每一次谈话用自己的心情，人生经验和特有感悟介
入其中，不以挖掘嘉宾的隐私为乐趣而是坦诚的交流，注重人文关怀。例如 《亚妮专访》中主持人亚尼
对嘉宾采取尊重而又平淡平和的态度，将个人情感介入其中与访谈对象的情感一起起伏，在节目中体现
真诚的关怀。
5. 活跃现场气氛，营造自然轻松的访谈氛围。一些嘉宾初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往往会流露出紧张，拘
谨，忧虑，怯场等情绪，这就需要主持人通过自己或幽默或机智或亲切的语言来打破这种状态，营造一
种轻松自然的环境氛围。
6. 现场掌控能力的把握，及时捕捉和调整现场情绪，确保谈话沿着正常的轨道进行。例如在《名人
面对面》中主持人许戈辉采访朴树的时候，朴树总是不自觉将话题引向悲观消极的一面而主持人却能够
随机应变的把气氛暖化，很好的掌控现场。在谈到钱的问题的时候朴树大发感慨：“忽然觉得生活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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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艰难，其实我挺需要钱，过去时走运，我觉得人的生活真的有特别艰难的一面。”主持人立刻抛出一
个暖色调的问题：“咱们来说说钱对你的作用吧，假如你口袋里有一百万你会用他来做什么？”[7]正是
这一问题的提出很好的掌控了现场。

5. 结语
随着人物型访谈节目的不断完善，主持人也应该将自身的思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的深化，可以说人
物型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已经到了由初步树立形象到向专业化、个性化阶段发展的时期了。主持人给予观
众的新鲜感只是短暂的，要使观众保持这份新鲜感就必须不断的注入新东西。作为一个人物型访谈节目
主持人应该具有平民意识，深入到嘉宾和受众的内心世界同时更要注重加强文化内涵，将谈话做到俗与
雅的结合，世俗却不庸俗，在主持的过程中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主持人不能
仅仅停留在专业技巧的培养上，更应该在与人进行心理沟通、自我风格的形成等方面下功夫，形成具有
与众不同的主持风格的深受观众喜爱的优秀节目主持人。只有注意到了自身存在的不足并及时改正才能
获得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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