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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媒体融合的形式与手段也越来越多元化。为寻求媒体的创新与发展，新闻游戏
应运而生。本文将简述新闻游戏的传播意义，分析新闻游戏发展中存在的等等问题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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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the forms and means of media integration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News games have emerged to seek media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will briefly describe the meaning of the spreading of news games, analyze
and discuss other issues that ex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s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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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游戏传播概述
News Games 理论在新闻游戏传播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新媒体语境
的大环境，更加有利于突出新闻游戏自身的传播性；Ferrari 重点强调了新闻游戏和编辑游戏二者之间的
区别，他认为新闻游戏的原有名称应该保留给符合传统方式报道的事件游戏。除此之外，新闻游戏理论
最早是从游戏的概念入手，通过大众传播的方式，实现了传播信息和传播途径的互相补充，造成了隔空
的共鸣，立足于当前的数字媒体时代的发展，成为塑造公共空间的工具。新闻游戏理论与新闻叙事理论
都能够对新闻游戏本身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扩大新闻游戏传播性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外，与政治游戏不同的是，政治游戏呈现的是一种明显带有偏见的论证，目的是改变或安抚受众的政
治信仰，而新闻游戏并不直接执行工作性目标，新闻游戏不会改变人们的想法，但会为参与公共领域的
讨论提供论据。
在价值多元化、受众注意力稀缺的当下，传统主流媒体如何更好地发挥提供娱乐的功能，通过受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递信息、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
的延伸》中进一步扩充了对媒介的定义[1]，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游戏也是一个媒介，因为它能够利用背
景和环节的设定来承载信息。

2. 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游戏传播意义
2.1. 提高新闻注意力和可读性
游戏治疗理论认为，游戏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倾向，人类在游戏中成长，通过游戏这种互动方式来
加快彼此的了解和沟通，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信息。所以游戏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得到人类的喜爱与推
崇，人们本能地不会排斥游戏这种信息传播形式。游戏的先天互动参与使其成为重要的信息载体，成为
新闻活力生命力的重要保证。简单的单向通信变得多向，无聊的阅读方法成为游戏中的教育娱乐，纯文
信息分散为图形融合产品。无论从传播对象、渠道、内容等方面，新闻的可读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2]。

2.2. 提高用户互动性
移动互联网时代，受众越来越呈现出审美疲劳化和阅读碎片化的特点，再好的内容也离不开好玩、
新鲜、简易的呈现方式，运用新闻游戏为此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凭借在游戏中极强的互动性和有趣的沉
浸体验，有效提升了用户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新闻游戏的每一次广泛传播基本发源于社交媒体平台，这
些用户除了具有上述移动互联网时代网民的普遍特点以外，熟悉社交媒体的操作，习惯于从社交媒体获
取资讯，并乐于分享。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传播和裂变传播特性使得这些用户逐渐从内容生产者手中接
过了传播的主导权，从而加快了传播速度，迅速扩大了传播范围。当用户具有了高度自主权，也使得其
反馈价值得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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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预测未来
对于仅仅传播信息的新闻，通过新闻传播获得未来结果的能力使新闻游戏更有价值。新闻不再是传
递信息的一种形式，而是一种产生新信息和预测未来的方式。新闻游戏的核心内容是“程序修辞”，它
可以被编程为通过建立数据模型来恢复事物或者模拟事情。所以，新闻游戏中不但能够传递资讯，而且
还能够获得最新的数据来分析问题，并将之用作决策依据。比如，在美国 CNN 的政治预测市场案例中，
从新闻游戏数据中得到的结果就变成了对竞选结果的预测。

2.4. 传播模式创新
与“你说我听”的单向通信模式相比，这种反馈是及时的、互动。强烈的沉浸感是一种有效传播知
识的方式。与传统的沟通方式相比，新闻游戏是一种身临其境的沟通方式。传播知识的有效方式还有强
烈的沉浸感。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新闻游戏是一种沉浸式的传播方式。它致力于构建流程和模型来
解释用户关注的问题并模拟事件最原始的外观。在游戏中，玩家的高度沉浸感和多符号有机融合，使得
游戏过程中非常专注，且在虚拟世界里有极其敏锐的反应。

3. 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游戏局限
3.1. 真实新闻与虚拟游戏之间的矛盾
新闻专业的原则是新闻报道要绝对客观且完全符合现实的，记者不能改变事实，且新闻本身有简洁
明了的特点地，力争用最简短的符号完成最有效的信息传递。新闻中的所有具体事实都必须坚持客观事
实，不允许使用“理想图像”等。而新闻游戏的局限性就体现在新闻与游戏界限的模糊上[3]。例如，一
些能够引起大量玩家用户参与的重要要素：新闻游戏中人物设定、场地布置和背景设定。但如果没有上
述要素，则新闻游戏将很难取得预想的宣传效果。因此，由于新闻报道真实性要求和游戏表现形式中的
新闻虚拟性之间产生了强烈冲突。所以在实际中，为了对市场环境的适应、以及为了迎合玩家需要等多
种考量，网络游戏制作方会在新闻报道中做出相应的删减或调整，游戏制作方会在新闻中进行一定的删
减或修改，以使更加适合玩家的口味和喜好。但是这也和媒体专业人员应该遵循的新闻报道真实性原则
与要求相悖。

3.2. 新闻发布的及时性与游戏制作的长周期之间的冲突
新闻要求及时发出最新变化的资讯，有很大的时效性，但一个游戏从规划、制定到成功推出，是一
定要耗费非常多的时间的。而网络游戏的本质就是注重长尾效应，要花相当一段时间对用户进行粘性的
培养，希望用户能不断反复参与甚至分享他人。所以游戏的制作和满足用户粘性培养需求的时间期限根
本与一般媒体的生命周期不相匹配，这种矛盾很容易给热门游戏带来问题。对于新闻行业而言，新闻专
业性是要为公众知情权而负责的，要使人们及时获得当日的信息，且新闻和舆论要被广泛传播，所以说
不具备及时性的新闻不宜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但是与之同时，在网络环境下，话题的传播速度又
非常之快，所以由于时效性，新闻游戏必须在制作周期上下功夫，才能赶上热潮。才能保证新闻游戏发
布后消息仍旧火爆[4]。

3.3. 新闻的严肃性与新闻的娱乐性相矛盾
并不是所有的新闻事件都可以用游戏的方式来呈现，尤其是新闻事件中涵盖暴力以及深度理性唤起
的情节，需要借助文字或者视频来表现，而游戏的加入会在极大程度上弱化新闻本身的严肃性，但新闻
游戏的娱乐化不可作为绝对论。例如，只提出人们可以讨论的问题与某些已经明确的政治立场和鲜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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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比较时，就会导致某些情绪在用户群体中迅速蔓延[5]，导致公众“盲从”现象，并且不太利于公
共领域的建设。有研究表明，政治新闻娱乐化对不常关注政治新闻群体吸引力增强，会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这部分受众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情感投入。同样，针对某些社会平等、环境污染等公共问题，采用话题
游戏的叙事模式，可以增强年轻受众对其深层次的认知。

4. 结语
媒体技术在进步，新闻行业也在发展，而创新就是在种种挑战中进行突破，不断重新构建新闻传播
形态和方式。新闻游戏是一种融合娱乐和教育的尝试，这也是一个人们感兴趣并愿意接受的方面。即使
是在游戏中传播新闻和教育，无疑也会大大增加传播效果。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增强场景置换感，
产生情感共鸣与回响，才能以更有活力的形式吸引观众，并且提高信息发布效率，通过进行一些参与式
的互动提高人们对复杂问题的认识。但是，时至今日，新闻游戏的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其与新
闻真实性的冲突、主题选择有限、制作周期长、叙事方式以及故事模式的不完善等许多问题。要进一步
发展新闻游戏，还需要找到媒体原则和新闻游戏规范之间的平衡点，为建立新闻游戏的行业标准、发展
技术创新、提高新闻游戏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等多方面寻找契机，从而提高新闻游戏相关技能、形式及
内容等各方面水平，把握住机会，实现进一步全面发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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