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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广播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报道机制，从当晚 19 点开

始，推出抗震救灾特别直播节目《汶川紧急救援》，5

月 13 日早 7 点起，《汶川紧急救援》全天 24 小时直

播，这是中央电台历史上首次开通全天 24 小时的直

播节目。到 6 月 2 日 15 点，播出时长超过 420 个小时。

中央电台《汶川紧急救援》是当时地震发生后唯一畅

通的媒介，充分发挥了应急广播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社

会动员与信息整合的功能。

本文从《汶川紧急救援》420 小时直播期间选择每

天四个收听高峰时段，分别是早高峰（7 ：00~9 ：00）、

午 饭 后（13 ：00~15 ：00）、 晚 高 峰（17 ：00~19 ：00）

以及晚饭后（19 ：00~21 ：00），每天共计 8 个小时，再

结合 22 天的直播节目，通过对其具体的节目类型、报

道方式和节目内容的研究，探索国家级应急广播 24 小

时直播的运作规律，对节目在应急的反应速度、节目

策划、内容报道等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与研究。

一、《汶川紧急救援》每小时节目划
分设置与主要节目类型分析

《汶川紧急救援》打破了传统的节目设置方式，

以一个小时为一个直播单元，采用轮盘式直播。白天

的节目按小时划分，一般分成四个板块，不同节目形

式在四个板块之间的分布情况见表 1。

表1：《汶川紧急救援》每小时节目分布

节目时间 节目内容

0~10分钟
（第1板块） 节目导读、片花、新闻资讯（组）、主题预告

10~25分钟
（第2板块）

寻亲/平安纸条专题、抗震救灾主题报道、片花、记者亲述/
连线

25~55分钟
（第3板块） 平安纸条专题、抗震救灾报道、片花、记者亲述/连线

55~60分钟
（第4板块） 短信平台、主题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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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汶川紧急救援》22 天四个高峰时段共

计 176 个小时节目中的节目类型逐条编码（编码指标

见表 2）并进行统计后发现 ：在汶川地震后的应急报

道过程中，新闻消息、记者亲述、专访和专题报道这

四个类型使用最广泛。

表2：《汶川紧急救援》新闻基本特征描述性分析编码指标

  新闻基本特征描述性分析

发布日期 从5月12日~6月2日

发布时段

早高峰（7：00~9：00）
午饭后（13：00~15：00）
晚高峰（17：00~19：00）
晚饭后（19：00~21：00）

新闻位置

第1板块
第2板块
第3板块
第4板块

节目类型

节目导读
片花
新闻消息（组播、单条）
记者亲述
专访（访谈）
专题（寻亲纸条、平安纸条）
人物特写
评论员文章

报道形式
直播间（口播）
现场报道（连线）
录音报道

（一）新闻消息的“短小精悍”可最大限度

地发挥应急广播“快”的优势，第一时间传递灾

区信息

新闻消息作为新闻报道中最常见的一种新闻形

式，时效性以及“短小精悍”的内容特征可以让听众

用最快的速度和最少的时间了解最新的信息。对《汶

川紧急救援》节目中每小时板块新闻消息每天的播出

数量统计显示，早高峰时段 193 条 / 次，午饭后时段

72 条 / 次，晚高峰时段 60 条 / 次，晚饭后时段 62 条

/ 次 ；新闻消息的单天单时段数量峰值也出现在早高

峰期间，即 5 月 26 日早 7 点 ~9 点（见图 1）。

图1 ：早高峰时段节目类型曲线图

1. 新闻消息更适合在早高峰时段播报

作为广播收听中最黄金的时间，早高峰时段对新

闻消息的收听需求最大，上班途中的受众精神状态正

逐渐清醒，他们亟需新鲜、海量的资讯让自己亢奋起

来。以 5 月 26 日早高峰的新闻消息为例，在两个小

时的直播过程中，新闻消息用的时长不超过 7 分钟，

报道内容涉及应急知识宣传教育、抗震救灾的决策指

挥、次生灾害的研判、对受灾地区的救助与捐助、设

施的修复与灾后重建工作、受灾地区气象信息发布，

等等。如此海量的信息，在极短的时间内密集轰炸，

足以把听众的耳朵叫醒。

此外，处于移动中的受众，客观上也对新闻消息

这种强伴随性的报道方式更加青睐。从午后开始，受

众已经有精力对更具深度的报道进行关注，新闻消息

的数量趋于中等，在诸多报道类型中排名退到第二、

三位，在广播节目类型中的占比有所降低。

2. 新闻消息适用于突发事件报道

首先，新闻消息“短小精悍”的内容体量意味着

可以快速编排发播，这恰好符合应急广播报道的需求。

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即便灾区封路、断网，还是可

以通过海事卫星电话迅速插播连线新闻消息，最大限

度地发挥应急广播“快”的优势，第一时间将灾区信

息传递出来。其次，新闻消息在不同时间点位滚动播

出的形式，可以将灾情信息有效传递给受众。

（二）“记者亲述”是深入报道凸显人文关怀

题材的探索性、创新性应急报道形式

“记者亲述”即记者以第一人称的报道方式，将

自己在灾区的经历讲述给听众。从收听效果来看，前

8 天早高峰时段，曲线上下浮动较大，之后逐渐平稳

至第 16 天，然后有所下滑，但幅度不大（见图 1）；

而在午后和晚高峰时段，“记者亲述”的曲线特点更

鲜明，即峰值比其他节目类型更高（见图 2、图 3）。

图2 ：午饭后时段节目类型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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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

1.节目特点与应急管理不同阶段的报道需求相匹配

首先，前 8 天，由于“记者亲述”是节目直播中

的一种新尝试，所以采用多少，后方编辑需要在尝试

中不断摸索 ；同时，这段时间恰好也是应急管理中的

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此阶段的报道更

加重视受灾信息公布、人员救助、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等方面的内容，因此“记者亲述”所占比例的曲线波

动较大 ；其次，从 5 月 21 日到 25 日情况来看，通过

一段时间的摸索，“记者亲述”的报道数量增加，且

曲线保持稳定，此阶段灾害救援工作已趋于平稳，即

将从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过渡到灾后恢复与重建阶

段，在这一阶段，“记者亲述”是很好的一种报道方式。

视角独特、令人难忘的记者亲述故事，不但给人以温

暖，还给人以希望。

2. 节目聚焦全天报道重点

《汶川紧急救援》后方编辑部每天都会确定一个

播出主题，并在不同时段根据不同的报道重点组织相

关的新闻报道内容。“记者亲述”也会选取与之相匹

配的内容，加大力度配合报道。

虽然“记者亲述”中那一个个感人的瞬间，起到

了给人以希望的作用，但在抗震救灾报道的中后期，

新的、更具震撼力的消息相对减少，“记者亲述”这

一类型的大量使用是否有占用节目版面以达到凑时间

的嫌疑，还值得进一步研究、讨论。

（三）专访是弥补应急报道经验不足与应急

知识储备较为欠缺的有效途径

专访的最大特点在于“专”字，即对事件和问题

的探讨更加深入，记者或主持人会就某些问题和话题

专门采访相关领域的专家。总体来看，《汶川紧急救援》

专访的数量仅次于新闻消息，分布相对均匀（见图 1、

图 2、图 3）。

图3 ：晚饭后时段节目类型曲线图

1. 大量使用专访是应急报道初期经验不足的一

种无奈选择

汶川地震发生时，媒体的应急报道机制还不完善，

报道的准备时间短、直播间尚未掌握最新信息等因素

都容易导致报道失误率的增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最好的选择就是邀请专家，用专家的经验弥补早期报

道的准备不足。

2. 弥补编播人员知识储备的不足

对地震灾害的报道，涉及到大量专业知识与政策

分析，包括地震及相关衍生次生灾害、灾害逃生自救、

灾害预警、卫生防疫、重建补偿等诸多方面，编播人

员可以在和专家互动的过程中，边学边用，弥补自身

相关专业知识的欠缺。

3. 为听众答疑解惑，更好地普及灾害应对常识

自然灾害发生后，重大伤亡与巨额财产损失会让

受灾群众与社会公众在心理上产生恐慌情绪。大量引

用专家的解读，可以帮助受众解除疑虑，同时也利于

普及灾害应对常识。

（四）“寻亲”“报平安”类专题报道能为受

灾群众沟通信息、构建相对稳定的社会网络关系

提供交流平台

《汶川紧急救援》第一次在广播中引进了“寻亲”

专题。“寻亲纸条”和“平安纸条”的设立，为受灾

群众搭建了信息交流平台，帮助他们寻找亲人或向亲

属发送平安信息。从节目类型曲线图来看 （见图 1~

图 4），此种类型在灾害发生后前一周的占比相对较

高，同时，晚高峰时段占比较大。

图4： 晚高峰时段节目类型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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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许多家庭、亲朋之间失去

联系。“寻亲”“报平安”类专题节目在直播中滚动播

出，为灾民传递信息，不但温暖人心，而且效果显著。

1. 有利于灾害发生初期灾民社会网络的构建

灾害发生初期，每天都有无数失联亲属、朋友借

助这一平台发布信息，很多人借助电波重新联系上对

方。灾民之间的不断互动与联系，形成了灾民社会网

络，而正是借助这一专题节目，让灾民社会网络更加

稳定。

2.在灾后重建时期起到稳定灾民社会网络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尚未脱险的受灾群众生还的希

望也许逐渐变小，但一条短信、一个登记，依然可以

给亲人们以希望。因此，在灾害发生的前期与后期，

应该着重引入“寻亲”和“报平安”专题节目。

二、《汶川紧急救援》节目报道方式
分析

《汶川紧急救援》共有三种报道方式，分别是直

播间（口播）报道、现场报道与录音报道。

（一）现场报道是最适合应急广播的报道方式

现场报道，是指记者在新闻事实发生、发展的过

程中，在新闻现场边采录音响（画面）、边采访、边

解说报道的一种方式（此处的现场报道特指直播现场

报道，录播现场报道划分到录音报道里面）。总体来看，

现场报道在白天时段采用的最频繁，超过八成的报道

均采用了现场报道的方式（见图 5、图 6）。

图5 ：早高峰时段节目报道方式曲线图

图6： 午后时段节目报道方式曲线图

1. 现场报道是最适合应急广播的报道方式

重大自然灾害使受灾地区形成多处信息孤岛，应

急广播成为灾区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记者可以在

第一时间深入灾区一线，以连线现场报道的方式将灾

区的真实情况传递给外界，新闻时效性更强。

2.应结合特定报道内容与应急管理特定阶段选择

现场报道方式

现场报道的优点是可以快速将现场发生的事件信

息进行实时发布，而对那些时间性要求不高的信息，

现场报道不一定比直播间报道或录音报道更有优势。

现场报道更适合灾害发生后的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

与救援阶段。以《汶川紧急救援》为例，地震发生

后的黄金 72 小时救援期、地震造成堰塞湖次生危害，

这时的报道内容对时间要求高，更适合以现场报道的

方式进行跟踪报道。

3.现场直播间的设立可以更好地发挥现场报道的

特点

《汶川紧急救援》播出过程中，由于现场连线报

道过于密集，经常会造成重要信息的播出顺序相对靠

后。前方直播间的设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前后方沟

通不畅的问题，减少连线报道直接采用现场采制的报

道，更好地发挥了现场报道的特点。

（二）直播间的深度报道与心理抚慰工作成

为晚间应急报道新的业务增长点

直播间报道是指主持人或播音员在直播间里播报

消息，它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口播新闻，也包括在直播

间对专家进行专访或深度报道。总体来看，直播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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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三种报道形式中排在第二位（见图 7），尤其在

晚饭后时段，直播间报道方式采用较多。

图7： 晚饭后时段节目报道方式曲线图

从应急处置的发展规律来看，晚间产生新闻的数

量减少，因此相应的直播间报道数量就会上升。从报

道内容来看，回顾式报道的比例也会增多。同时，经

过一天的忙碌，部分受灾群众和救灾人员需要电台播

出心理干预的内容，以舒缓紧张或痛苦的情绪。

（三）录音报道因更具现场感与典型性丰富

了应急报道的节目内容

录音报道除了语言叙述以外，还带有从现场采制

的音响素材，能给受众身临其境的感觉。报道的内容

更具深度，音响更具现场感和典型性，对时效性要求

不高，同时单条录音报道的时长较长，所以一般安排

在版面相对宽松的晚饭后时段播出。

三、《汶川紧急救援》节目内容分析

本文按照应急管理各个阶段的主要内容进行划分

( 共四个阶段、19 项内容 )，建立编码体系（见表 3），

由此对《汶川紧急救援》22 天四个高峰时段共计 176

个小时节目中的节目内容进行逐条编码。

综合分析来看，主要核心报道内容都得以体现，

其中“实施救助”的内容在各个时段都占据了最高的

比重，而“信息发布”“应急准备”“社会动员”“恢

复重建”等内容在四个时段的表现也比较均衡。其他

内容则表现不一。

1. 从报道主题来看，白天时段报道的内容重点突

出，紧紧围绕“实施救助”“信息发布”“社会动员”“恢

复重建”等动态性的应急处置工作内容，新闻含量高；

晚高峰后报道倾向于总结性内容，包括“救助补偿”“应

急准备”“心理救援”等，且各项内容的报道量呈现

出均衡状态。

2. 从报道对象来看，白天的报道内容更多聚焦于

政府的应急处置行为，关注政府主导的灾害应对措施。

这与日本的应急广播报道重点存在着差异。日本的应

急广播在对“3·11”地震的报道中，并没有聚焦在

具体的抗震救灾报道、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上，而是

紧紧围绕幸存者的需求开展报道，主要包括灾情的准

确报道、预测余震的可能性、各类灾害应对信息、生

活服务类信息（包括逃生路线、紧急避难场所的位置、

停水停电信息、各种服务电话号码）等。

由此可见，日本应急广播的报道更关注幸存者，

如何向幸存者提供更多的帮助是日本应急广播的责

任。我国的国家应急广播，在未来应对自然灾害时，

报道的内容也可以做适当调整。

表3： 《汶川紧急救援》节目内容划分

应急管理阶段主
要内容

预防与应急
准备

风险防范

应急准备

宣传教育培训

监测与预警

灾害监测

灾害研判

信息报告（人员伤亡）

灾害预警

应急处置与
救援

国际合作

先期处置

快速评估

决策指挥

协调联动

实施救助

信息发布（气象、寻亲、求助、报平安）

社会动员（捐赠、非政府组织）

恢复与重建

恢复重建（设施修复等）

救助补偿

心理救援

调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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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理干预在灾害报道中开始凸显重要性，表现

在从晚高峰时段开始心理干预内容逐渐增加。在应急

广播中开播心理干预节目，对受众进行心理救援，这

来源于社会需求对媒体的倒逼。幸存者身体上的痛苦

与精神上的恐惧，救灾人员在面对灾后惨状时情绪上

的悲伤，都需要心理医生的辅导。以应急广播为平台，

邀请心理专家为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辅导，成为实施心

理干预的最好方式。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汶川紧急救援》的节目类型、报道方式

与节目内容的研究，可以发现，应急广播在不同时段，

选择与之相匹配的节目类型，采取最佳报道方式，播

报适合的内容，可以更好地发挥应急广播信息传递、

引导舆论、呼唤救助和心理干预的作用。

1. 从节目类型来看，新闻消息“短小精悍”，更

适合在白天进行播报 ；专访报道有利于灾害应对常识

的普及 ；“寻亲类”专题可以给人以温暖和希望，适

合在灾害发生的前期与后期、晚高峰时段播出。

2. 从报道方式来说，直播间报道以晚间为主，心

理专家做客直播间，发挥应急广播心理干预的作用 ；

录音报道将音响与解说相结合，报道内容更具深度，

适合晚间播出 ；而现场报道更适合在应急管理的监测

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的白天时段播出。

3. 新闻含量高的报道内容适合安排在白天时段，

如“实施救助”“信息发布”“社会动员”和“恢复重建”；

总结性报道与专业内容适合放在晚高峰以后播出，包

括“救助补偿”“应急准备”和“心理救援”等。

通过对 2008 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汶川紧急救

援》的内容发布和传播效果进行深入研究，在遵循应

急广播的传播特点的基础上，为了使应急广播传播效

果最大化，在议程设置上符合应急管理的要求，特提

出如下建议 ：

1. 将应急广播的报道方式、节目类型更好地与应

急管理各阶段相匹配，以期在合适的时间，用适合的

方式报道正确的节目内容（见表 4）。

表4： 应急广播节目报道匹配表

报道方式

应急管理阶段主要内容 收听时间

预防与应急
准备 监测与预警 应急处置

与救援 恢复与重建 白天 晚间

直播间报道 √ √ √ √

连线报道 √ √ √

录音报道 √ √ √

节目类型

新闻消息 √ √ √ √

专访报道 √ √

寻亲类
专题报道 √ √ √

2. 应急广播工作的高效运转，不能仅靠健全的应

急广播运作机制，对应急广播的工作人员也要有制度

化建设，使工作标准化与模块化。

3. 对应急广播来说，专访这种节目类型不但重要，

而且必要。只有建立自己的专家库，突发事件发生后

才可以第一时间快速反应，让最合适的专家出现在直

播间，为受众答疑解惑。

4. 现场直播间的设立可以更好地发挥现场报道的

特点，更好地发挥应急广播信息沟通的作用，第一时

间将灾情传递出来。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研究部分成果）

（作者方楠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产管理中心员工，宿洁
系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周玲系北京

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本文编辑 ：莫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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