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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新闻社简介 

1.1 中国新闻社概况  

 

 

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是中国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级通讯社，是以台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华

人和与之有联系的外国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际性通讯社。 

  经刘少奇定名，1952 年 10 月 1 日，中新社由中国新闻界和侨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廖承志是中新社的创办人和领导者。发起创建中新社的还有金仲华、胡愈之、洪丝丝等文化界、新闻界知名

人士。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担任第一任社长。中新社的前身是 1938 年在周恩来的参与策划下，由进步文化人

士范长江、胡愈之等发起成立的爱国进步新闻机构——国际新闻社。 中新社担负的职能主要是：对外新闻报道的

国家级通讯社，世界华文媒体信息总汇，国际性通讯社。履行职能主要通过四种形式：一是传统形式的报道，包

括文字、图片通稿，专稿等；二是新形式的报道，主要是网络、信息、视频、手机短信等；三是对海外华文报纸

供版；四是社办报刊。 

  中新社现有员工 2000 余人，总社设在北京，拥有 46 个境内外分社。在北京、纽约、香港设立发稿中心。建

有多渠道、多层次、多功能的新闻信息发布体系，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向世界各地播发文字、图片、网络、视频、

手机短信等各类新闻信息产品，客户和合作伙伴遍及世界各地。 

  中新社是亚洲上网最早的中文媒体。www.chinanews.com 于 1995 年在香港创建。1999 年 1 月 1 日，中新社总

社在北京开办中国新闻网，简称“中新网”。中新网秉承中新社的传统风格，追求“快速、平实、客观、理性、专

业、雅致”，在众多的网络媒体中别具一格。中新网是中国重要的新闻网站，也是全球中文互联网原创新闻报道最

重要的内容供应者。 中新社于 2000 年 1 月 1 日创刊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已是中国最知名的时政周刊之

一，并以英、日、韩、意等 4 种外国语出版 5 种版本。周刊以其敏锐、深刻、犀利、独到的精神坐标在国内新闻

周刊中独树一帜，其个性化标签“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已鲜明地印刻在读者心目之中。 

  中新社每两年主办一次“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是规模最大的全球华文传媒领袖峰会，从 2001 年开始已连续

举办了六届。2009 年第五届论坛期间，在中新社倡议下成立了以“服务、互动、平等、共赢”为宗旨的“世界华

文媒体合作联盟”，目前联盟有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4 家成员单位。 

 

 

 

第二章 笔试资料 

2.1 2018 中新社校园招聘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3 月 1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5532-1-1.html 

一，时事政治填空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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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外交就是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朴槿惠）遭受弹劾下台，检察官建议法院量刑（30 年） 

（古特雷斯）是当前联合国秘书长 

平昌冬奥会（武大靖）短道速滑（500）米金牌 

中新社成立于（1952）年 10 月，使命是（对外宣传） 

二，简答题 

身为两会记者，对总理提出一个问题，说明理由。 

三，写作 

材料一 两会交通运输部长李小鹏针对共享单车管理不到位的言论作出回应，摩拜单车总

裁对上述回应的响应 

根据材料一，写 500 字消息，写微博一条。 

材料二 共享单车研究报告：2016、2017 使用者规模；2007 年以来国内共享单车三阶段，

有桩公立，无桩公立，无桩民营；2014 年以来入行企业及 2017 年关闭企业；使用者，

男性、24 岁以上的首位标签；深圳禁令，北京喊停新增投放；自行车协会新增共享单车

委员会；12岁以下禁止使用；在欧洲某香港共享单车企业同样遇到用户不文明使用情况。 

根据材料一、二，写 1000 字评论。 

四，英译中 

中国拥抱旅行的青蛙手机游戏 

20180315 

08:30-11:30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5 页 共 29 页 

2.2  2018 中新社校园招聘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3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5532-1-1.html 

 

 一，时事政治填空 

中国特色外交就是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朴槿惠）遭受弹劾下台，检察官建议法院量刑（30 年） 

（古特雷斯）是当前联合国秘书长 

平昌冬奥会（武大靖）短道速滑（500）米金牌 

中新社成立于（1952）年 10 月，使命是（对外宣传） 

二，简答题 

身为两会记者，对总理提出一个问题，说明理由。 

三，写作 

材料一 两会交通运输部长李小鹏针对共享单车管理不到位的言论作出回应，摩拜单车总

裁对上述回应的响应 

根据材料一，写 500 字消息，写微博一条。 

材料二 共享单车研究报告：2016、2017 使用者规模；2007 年以来国内共享单车三阶段，

有桩公立，无桩公立，无桩民营；2014 年以来入行企业及 2017 年关闭企业；使用者，

男性、24 岁以上的首位标签；深圳禁令，北京喊停新增投放；自行车协会新增共享单车

委员会；12岁以下禁止使用；在欧洲某香港共享单车企业同样遇到用户不文明使用情况。 

根据材料一、二，写 1000 字评论。 

四，英译中 

中国拥抱旅行的青蛙手机游戏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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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5 

08:30-11:30 

 

2.3 中国新闻社笔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6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6526-1-1.html 

 

中国新闻社，一听这名字，我这一个二流学校毕业的学生心里直打鼓，就像听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样，尽管我

努力地说服自己，没什么，大家都是平等的，可是心里还是不自觉地有点低人一等的感觉。我没有歧视那些非重

点出身的学生的意思。我只是有点天生崇拜看上去很强的人。其实，面试的时候，气势是很重要的，即使心里忐

忑得天翻地覆，表面上还是得很平静很有信心，有时，信心会给我们带来好运。 

 

    进去坐下以后，一位女生给我拿来笔试题。前面的错别字找不通顺句子我还算应付得当，后面让写去年发生

的国际上的跟中国有关的新闻标题，我有点傻眼了。恩，我是个看过就忘的人，很少有能让我记住的，除非是带

有强烈感情的标题，很抱歉，我尚且未看到过。这一题说明，你要是想进新闻单位，首先你得一直以来关注新闻，

并且要记住某些特别显眼的，比如石油价格的攀升啊之类的。下面接着让写最近读过的书，这点估计是考究个人

的人品问题的。看什么样的书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一个人的人品，但是起码能反映这个人的这阶段的心态。 

 

    写完这些的时候，让策划 XX 年伦敦奥运会的新闻版块策划，这道题我没来得及写，事实上，我是想把这个版

块分为赛事版块和经济版块的。赛事版块里可以分体育赛事，赛前评估预测，种子选手访谈，中国运动健儿专栏。

经济版块要写到此次盛事，前期消费，总体耗费资金，对伦敦市的经济效应，还可以开始一个财富分配专栏，请

读者参与到经济运用来。这点仅供参考。 

 

    最后就是翻译题。我虽然是大学英语六级，但是真的很不好意思，已经好几年没背过单词了，这点确实也反

映了中国教育的悲哀。好在第一个里面的专业术语比较少，到了第二条新闻的时候，里面有些术语，我真的看不

懂了。所以，想去面试的朋友们，最好平时带着看 china daily，要不然到时候手忙脚乱的，时间根本不够。 

 

    最后的时候，我的面试官给我提了个意见。想要进哪个单位，尤其是好单位，是要长期关注的，临时抱佛脚

的效果实在太差了。希望以上能够给一些将要去面试的人做一些参考，好好准备。 

 

 

2.4 2017 中新社笔试题新出炉，积攒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4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0353-1-1.html 

 

 

昨天刚参加完中新社的校招笔试，北京三个考场，大概 170 人左右。我在的考场应该是 50 人，有部分人缺席。 

利益相关：新闻采编岗 

一、时政填空：真·偏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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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在（）州（）庄园会见特朗普，特朗普的 grandchildren 给习近平唱的英文歌（），朗诵的诗歌是《》

和唐诗。 

2、21 届世界杯将在（）年在（）地方举行 

3、香港的新选出的特区行政长官是（） 

还有几道题忘了二、作为记者如何报道突发性事件。 

三、关于雄安新区的新闻，按照中新社的报道特点写两篇新闻。 

 

新华社北京 4月 6日电 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 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传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的通知》，讨论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张高丽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

是一个重大战略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两项战略

举措，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坚持“一盘棋”推进，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张高丽强调，要严格按照规划方案，扎实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要抓紧制定控增量、疏存

量政策意见的具体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继续推进交通、生态、产业三

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推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建设京津冀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和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加有力推进脱

贫攻坚。科学做好重点区域规划布局，进一步强化土地、房地产、人口等管控举措。 

张高丽强调，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深入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经过认真、谨慎、科学、民主的系统决策，作出的

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要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编制新区规划，

强化体制改革创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绿色生态宜居新

城区、创新驱动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要合理把握开发节奏，坚决严禁大规

模开发房地产，严禁违规建设，严控周边规划，严控入区产业，严控周边人口，严控周边房价，严

加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为新区规划建设创造良好环境。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精心策划、

科学有序、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一茬接着一茬干，经得起历史检验，向党中央交上一份满意

答卷。 

张高丽表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发有为，扎实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郭金龙、王勇、徐匡迪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参加了会议。 

四、写时政评论文，关于中国房价的。 

五、英译汉，比较简单。贴标题就不加文章啦，大家搜一下就有了。 

With few options, U.S. doesn't rule out talks with North Korea  

希望能给自己攒人品，一直没有 offer 实在是太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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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新社 20160315 笔试内容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5435-1-1.html 

 

 

中新社笔试考试时间为 30分钟，从上午 9点到 12 点，考卷有五个部分，一共有 230个人参加考试

（根据考号）。 

 

 

第一部分是填空题，考到了美国发现“引力波”，中国本土探测工程“天琴计划”；习近平 1月份

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沙特/埃及/伊朗）；习近平会见梁振英提出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要坚持两点“一

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

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了某某、某某和三大战略（不确定前两个到底是什么）；

中央军委改革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站、军种主建”的格局；美国在韩国全境启动代号为“关

键决断”和“秃鹫”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启动“萨德部署议程”；G20峰会 2016年将在“中国杭

州”举行（试卷后文有），上一次举行是在“土耳其安塔利亚”。 

 

 

第二部分是简答题，第一题 5分，讲的是习近平提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

才优势，怎么理解？第二题 10分，讲的是十三五之歌在网络走红，问新媒体怎么创新传统媒体的

传播方式。 

 

 

第三部分 20分，是外交部部长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文记者问的部分实录。然后要求

根据内容写一篇消息稿，按照中新社的消息风格。 

 

 

第四部分 35分，是评论，材料就是北京天价学区房，要求按照中新社对外报道风格写一篇评论。 

 

 

第五部分是一篇关于北京雾霾的报道，里面是陈吉宁部长对治理雾霾的观点，我在网上搜到了是本

月 11 号的路透社原文，如下： 

 

 

China Outdoing Developed Countries in Controlling Pollution 

 

 

China, often hit by choking smog that blankets the populous east and north, is doing a 

better job at controlling pollution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at similar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 minister said on 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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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as been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 to halt pollution of its air, soil and water caused 

by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at this year's full session of parliament 

it promised to cap energy use and draft new laws to decontaminate its soil. 

Beijing frequently features near the top of the list of China's most polluted cities as 

emissions from vehicles and heavy industry combine with weather conditions to raise smog 

levels. The worst bouts of air pollution tend to coincide with periods of low wind. 

Large parts of China suffered a three-week bout of heavy smog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but the situation had improved in the first two months of 2016, Minister Chen Jining told 

reporters. 

Brushing off suggestions that the improvement only came about because of heavy winds, Chen 

said China had already made huge efforts to tackle pollution and acid rain. 

"We have solved the problems earlier and better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he said. "I 

believe that on the treatment of smog, we will also do it well and our developmen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green." 

China said this week that it would aim to pass a law aimed at tackling soil pollution, 

which has raised concerns about food safety. 

Chen said the legislation was taking a long time because the issue was complex, but he 

insisted that even without the law, the government was working hard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land. 

He also said China was drafting a law allowing it to levy an "environmental tax" on its 

biggest polluters. He said the aim was not to increase the tax burden on enterprises, but 

to create a system that would encourage them to reduce emissions. 

He said China would also work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 "dispersed coal", or coal burnt 

directly by households or small businesses, where emissions are not controlled. 

According to industry experts, around 400 million tonnes of coal are sold on the market 

every year for direct combustion, with emissions five times the level of power plants. 

Parliamentary delegates have this year called for tighter restrictions on the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coal for direct combustion. 

"Overall, we will need a long period of time to adjust our energy structure, so we need 

to positively promote clean energy ...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 the clean use of coal," 

Chen said. 

 

 

2.6 攒人品！2016 中新社笔试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5428-1-1.html 

 

 

考试时间：3 月 15 日上午 9 点，三小时 

第一题时事填空：大概 20 个空，大多都是 2016 年 1-2 月的事情。如习近平出访中东三国，引力波等等。 

第二题简答题：1、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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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人才优势。这句话怎么理解？ 

2、某工作室出了一个《十三五之歌》的视频，请问新媒体传播有什么特征？怎么利用新媒体做好传统媒体的报道？ 

第三题编发消息：根据材料编发消息。材料是 16 年两会，外交部长王毅回答中外记者问题实录的节选 

第四题评论：在北京一个胡同深处，一间杂草丛生，只能放一张床的学区房，刚刚卖出了相当于 20 公斤黄金的

价格。关于此事写一篇评论，要求符合对外刊发特色。 

第五题英译汉：材料是路透社的报道，全文如下： 

（发现评论题的事件是 3 月 7 号的新闻，这篇翻译也是 3 月 11 号的报道。外交部长答记者问是 3 月 8 号。看来

这题就是考试前几天出的。） 

另，我是在分社考的，考试名单就四个人，只来了两个。囧。 

 

China outdoing developed nations in controlling pollution  

 

China, often hit by choking smog that blankets the populous east and north, is doing a better job at controlling 

pollution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at similar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 minister said on Friday. 

 

China has been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 to halt pollution of its air, soil and water caused by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at this year's full session of parliament it promised to cap energy use and draft 

new laws to decontaminate its soil. 

 

Beijing frequently features near the top of the list of China's most polluted cities as emissions from vehicles and 

heavy industry combine with weather conditions to raise smog levels. The worst bouts of air pollution tend to 

coincide with periods of low wind. 

 

Large parts of China suffered a three-week bout of heavy smog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but the situation 

had improved in the first two months of 2016, Minister Chen Jining told reporters. 

 

Brushing off suggestions that the improvement only came about because of heavy winds, Chen said China had 

already made huge efforts to tackle pollution and acid rain. 

 

"We have solved the problems earlier and better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he said. "I believe that on the 

treatment of smog, we will also do it well and our developmen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green." 

 

China said this week that it would aim to pass a law aimed at tackling soil pollution, which has raised concerns 

about food safety. 

 

Chen said the legislation was taking a long time because the issue was complex, but he insisted that even 

without the law, the government was working hard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land. 

 

He also said China was drafting a law allowing it to levy an "environmental tax" on its biggest polluters. He said 

the aim was not to increase the tax burden on enterprises, but to create a system that would encourage them to 

reduce emissions. 

 

He said China would also work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 "dispersed coal", or coal burnt directly by households or 

small businesses, where emissions are not contro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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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industry experts, around 400 million tonnes of coal are sold on the market every year for direct 

combustion, with emissions five times the level of power plants. Parliamentary delegates have this year called for 

tighter restrictions on the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coal for direct combustion. 

 

"Overall, we will need a long period of time to adjust our energy structure, so we need to positively promote 

clean energy ...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 the clean use of coal," Chen said. 

 

 

2.7 2015 年中新社笔试题目（回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3 月 2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56898-1-1.html 

 

 

2015 年中新社校园招聘的笔试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上午 9:00—12:00 进行。 

考试分填空题，简答题，消息，评论，翻译五题。 

填空题是时政新闻，四个全面，四个副国级以上腐败官员，一带一路战略，新自贸区等。 

简答是两个，第一个是如果让你两会采访，你会选哪位代表，提仨问题；第二个是如何甄别消息源。 

消息题，根据材料编译一段中新社电讯风格的消息。材料是 3 月 2 日外交部例行吹风会华春莹就有关斯里兰卡问

题的答记者问实录。 

评论是公务员热降温，有人欢喜有人忧。据此，一编写一条微博，说明自己今年考或不考公务员的原因；二写一

篇不多于 1000 字的评论，要求符合对外刊发特色，言之有物，结合时事。 

最后翻译的文章在 ft 上找到了，是节选的。英文名为 Chinese go on spendingspree and double investment in 

Europe。 

附英文考试材料全文如下： 

Investors from Chinawent on a record spending spree in Europe in 2014, pouring money into sectorsfrom the 

UKproperty market to the Italian energy industry.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o Europe hit $18bn last year, double the 2013 level,according to Rhodium, 

a China-focused research group. Chineseinvestors have spentan average of $12bn in the region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which wascompiled for the law firm Baker & McKenzie, Britain was the top destination 

forChinese money with $5.1bn in newinvestment. 

The figures suggest that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has not hurt Chineseinterest in Europe. On the contrary, 

thedomestic situation may have boosted the desire of Chinese investors todiversify overseas, according to 

Rhodium. 

Europe will welcome the continued strength ofChinese investment,particularly as FDI from other sources has 

dried up following the globalfinancial crisis. Since the eurozone debt crisis began in 2009, Chinesegroupshave 

poured capital into the region, buying world-class brands as pricesplunged because of fleeing investors. 

Thomas Gilles, a Chinaexpert, at Baker & McKenzie cautioned that the scale ofChinese investmentin Europe in 

the coming years would depend onEuropean leaders implementing economic reforms to improve the region’s 

growth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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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nd isgoing to continue no matter what,” said Mr Gilles. “But the magnitude and shapeof 

Chineseinvestment will depend on developments in Europe.” 

Over the past decade, 70 per cent ofChineseinvestment in Europe has gone to economiesthat have emerged 

relatively unscathed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But morerecently, Chineseinvestors have targeted assets being 

privatised in Europe’s weaker periphery. 

 

 

2.8 中新社 2013 年笔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72615-1-1.html 

 

 

趁热发个笔经，攒攒人品吧~ 

楼主报的是文字记者/编辑岗，不知道其他岗的朋友试题是否一样。 

考试地点是在阜成门外大街 35 号国侨办综合楼 2 层，上午 9-12 点。楼主觉得时间还是比较够用的，第三题先写

完消息，跳到最后一题，一边翻一边考虑评论，最后写评论。2 个半小时基本就可以搞定全部题。 

 

第一题填空 10 分 

1、按顺序写出 7 个常委的名字 

2、韩国和日本现任领导人分别叫什么 

3、我国第一艘航母叫什么 

4、请用一句话简述“表叔”或“房姐”的真名和事迹 

 

第二题简答 5 分 

以下两题二选一作答 

1、你对中新社，特别是“中新体”有什么认识？ 

2、在全媒体时代，作为中新社记者应该怎样做好新闻业务？ 

 

第三题写作 75 分 

根据《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分别写一篇消息（600 字以内）和一篇评论（1000 字以内） 

要求体现中新社对外发稿特点 

 

 

 

第四题翻译 10 分 

翻译一篇教皇退位的新闻，原文选自 BBC 2 月 24 日的一篇报道，全文如下： 

 

 

Pope Benedict gives last Sunday blessing at Vatican 

Pope Benedict XVI has given his final Sunday blessing at the Vatican before he steps down on 

Thu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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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s last Angelus in St Peter's Square, he told thousands of cheering pilgrims his decision did not mean he 

was abandoning the Church. 

Pope Benedict, 85,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last week, saying ill-health meant he could not continue. 

Cardinals are gathering to choose the next pope amid fears Church sex abuse scandals may overshadow the 

process. Speaking from his balcony overlooking St Peter's Square, Pope Benedict used several different 

languages to salute the Catholics who had come to bid him farewell at the end of his eight-year reign. He said 

he was following God's wishes in deciding to abdicate. 

"The Lord is calling me to climb the mountain - prayer is not an isolation from the world," he said. "I am not 

abandoning the Church and shall continue to serve it in a manner more adapted to my age and strength," 

through prayer and meditation, he added. Pope Benedict will hold his last public appearance as pope in the 

square on Wednesday before he retires to a life of seclusion and prayer. 

Scandal In total 117 Cardinals under the age of 80 from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called to the conclave to 

choose his successor. The whiff of scandal involving a Scottish and a US Cardinal is overshadowing the 

transition to a new papacy, the BBC's David Willey in Rome says. Some Catholics are calling on Cardinal Keith 

O'Brien from Scotland and Cardinal Roger Mahony, the former Archbishop of Los Angeles, to refrain from voting 

in next month's election. Cardinal Mahony was stripped of his public duties last month over allegations he 

protected priests accused of sexual abuse. Cardinal O'Brien has denied allegations of "inappropriate behaviour" 

going back 30 years. The Vatican has denounced attempts to condition the freedom of all cardinal electors to 

choose who they want to lead the Church in future. On Saturday a statement criticised the media for reporting 

"misinformation" about alleged intrigue and corruption in the church. 

 

----------------------------------------- 

 

更新： 

感谢 lxrs171819 的指正： 

 

只是第一部分还有一道题 香港澳门的特首名字  还有一道大题是改十处错别字与语病 

填空 10 分 

简答 5 分 

改错 10 分 

消息稿 20 

评论 30 

翻译 25 

 

 

2.9 中新社 2012 笔试自己的分析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99271-1-1.html 

 

 

中新社这次笔试算三道大题目吧，一篇根据党的理论刊物求是，关于道德的，要配发一个消息，和一个评论。配

发消息要求里面有一条按照中新社发稿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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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很重要啊！想必很多国考什么的会觉得考的很好，但不一定啊！考完后我仔细再看了下中新社的介绍，发

稿是对外的，换句话说读者就是海外受众，如果写成跟求是一样的那种官样文章，海外读者显然不会读这样的文

章啊，咨询前辈得知，2011 年中新社考的也是很正规的一篇严肃文章，但考的正是不能写成那样严肃的东西，不

然就惨了。总结来一句话，就是新华体那种严肃的肯定不对路啊，所以偶们这群国考吃饭，又红又专的在这里可

能要载跟头嘛？？？中新社应该是要转换文风编写新闻，用贴近生活的语言写这则消息应该才是王道啊。。。 

 

看到有微薄说：：笔试考砸了。。。555 本以为 3 个小时很多的，就慢慢弄，谁知到后来时间根本不够。。。后

三体全都是匆匆忙忙瞎写的，肯定没戏啦。。。555 如果给我 5 个小时，或许我能写的很好。。。555 我就是慢

性子啦。。。看来跟中新社就是没缘了。第一题一看就很“体制内”，无怪乎另一个想去人民日报的同学考的那么

好了  

 

这个结局现在哥感觉真的不一定是这样子呢，55555555555555555～～～～～～～～～ 

 

 

 

2.10 2 月 28 日 中国新闻社 笔试经验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867252-1-1.html 

 

 

在国侨办那边举行.三道题, 

一是根据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郑青原的文章<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写一篇对

外消息稿, 600 字, 要求体现中新对外发稿特点. 

二是根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 发布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调查报告,写一篇消息,600 字. 

三是写二给出的材料的评论,800 字. 

 

终于攒了一回人品. 加油~ 

 

 

 

第三章 面试+综合经验资料 

3.1 热乎乎的面试体验帖（中新社职能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5 月 22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5178-1-1.html 

新手第一次使用应届生论坛发帖，这都快毕业了，才登录上来，发现 51job 账号就能登录。不错不错，这样省的

再注册新账号了。秋招这一年，少不了从论坛上看招聘信息和笔经面经，现在正是回馈论坛的时候啦。此帖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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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帖，我真的是体验了一把面试，说不上经验，仅供大家以后报考中新社搜索论坛时不那么绝望 说实话，

中新社笔试之后，抱着一种凉凉的心态不再等面试，没想到能进入面试环节，也是一种幸运。啰嗦太多，写此帖

初衷也是为了后来人能够了解有些关于面试的信息，不至于像我在准备面试时一片茫然，论坛里有没有什么面经

可以参考。 

 

 

上午刚刚面试完的，还是很热乎的到候考室里和别人一交流才发现这次招的两个人，一个要京内生源，一个要京

外生源。所以原本以为 10 进 2 的我，华丽丽变成了京外生源 5 进 1，也是 real 服气我自己，当然京内生源那里

也不关我们什么事啦。 

差不多八点半正式开始面试，之前 5 个人抽签决定内部顺序，然后和京内生源抽，结果京内生源一组先面试，本

组的号码就变成加五之后的顺序。哈哈哈，几个人饿的前胸贴后背。 

一人 20 分钟时间。进去先自我介绍，接下来答 4 道题，两道基础题，两道和职位有关的专业题，类似于你报财

务岗位就会有财务的专业题。是有人读题本，你听着。 

第一题是用三个词形容自己； 

第二题是某大学生利用网络筹集学费，被境外间谍盯上，走上了窃取机密之路，你怎么看？你会如何防范？（大

意如此，题干好长的，我当场就没大记住，别提现在了） 

第三四题是关于职位的专业题 

题目答完，还有半结构化的题，看老师想问什么，比如：你觉得对外传播如何进行之类的。 

 

lz 面试完心里又是一阵凉凉啊 5 月的大艳阳天也没法抚慰受伤的心灵，公交上上点了一个龙虾饭回来正好

吃到。好了，这段旅程到此结束~~~~ 

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每个人都要加油哦  

 

3.2 攒人品：终于等到，一切不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5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2456-1-1.html 

 

 

一个北京的雨夜过后，清早正在朋友逼仄的房间里，漫无目的地看着电子书，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从找工作的痛苦

中麻痹自己。八点三十九分，接到电话：很高兴我们能够做同事。 

 

有些激动。一路以来的经历曲折，见过了太多靠关系而非能力的事情，不免有些心灰意冷。四月找到一家单位，

承诺高新户口，英文记者也是我很喜欢，用人单位意愿很强，我也很信任，结果却说户口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工

作我放弃了读博的机会。那个时候正好在家，自己虽然能够承受，可是在告诉家人的一刻，奶奶流泪了，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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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没忍住。 

 

在我以为留京无望的时候，很感谢有中新社的机会，起初自觉并无太大希望。当时面试时已经是最后一个，上午

八点半开始，轮到我时已经一点。面试是这样，跟之前的经验帖略有不同，自我介绍两分钟，结构化面试三分钟，

考官提问三分钟，总计八分钟。一人出一人进，中间没有停留，30 位考官自行投票。 

 

首先调动了下情绪，各位老师也哄堂大笑。所以面试最后一个的话，调动气氛很重要。自我介绍准备的比较充分，

可能这个也比较出彩。主要介绍了自己为什么符合中新社文字记者的定位。一，文字功底；二，独立采写能力；

三，由于留过学，对海外华人、海外受众比较了解；四，本科学习经济法语，具有综合背景知识和语言能力。每

一个小点又穿插了不少实践经历。最后表达了自己强烈留下的愿望。这些自我介绍我跟我很多朋友同学交流过，

征求他们建议，最终这样表达。所以在求职季，也要相互多交流心得。 

 

进入面试前先抽题，我的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比较符合自己的专业。之前也做过很多关于对外传播的课题，看

过、写过不少文章，就从怎么讲、讲什么入手，每一大点又分两个小点，比较有逻辑性。 

 

在我答完后，老师们只提问了两个不疼不痒的问题，哪里人，之前的一家实习单位是什么性质。自我感觉老师好

像没多大兴趣，可能确实也累了。最后我再次表达了入职愿望，就这样离场。 

 

其实出来之后，也一直觉得无望。可能是之前经历太多的波折，对自己其实没那么大信心了。恰好碰到一外交学

院的哥们在我前面面试完，好心地请我去他们学校吃饭。聊到 offer 情况，都说到有新华社分社的 offer，可是我

当初一心留京，不想在地方，主动放弃了。不只是他，我的很多朋友同学都觉得我很冒险，不给自己留退路。确

实，我也因此付出了一段时期迷茫的代价。尤其是在当下，周围朋友都找到工作，又临近答辩，心里确实比较焦

躁。好在我坚持了下来。 

 

我真的很感谢中新社给我的机会。出身非官非富，没有在此实习，无任何关系人脉，能够走到最后，我已心满意

足。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曾经失眠难以安睡，不想告诉父母太多，以免让他们徒增担心。我会好好工作，努力

回馈单位。求职的心路历程，我也很愿意与后来人分享，希望能够给后人一点启发，少走一些弯路。如果有什么

需求，我也很乐意帮助。相信好人好报的朴素真理，祝我们都好。 

 

 

3.3 中新社 2016 年笔试+两轮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5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3104-1-1.html 

 

 

3 月 15日上午笔试，考号上显示大约共有 200多人考试，但楼主的考场内人数大约来了一半…… 

题目分为以下： 

一、填空（10分）： 

引力波、中国类似计划叫什么：_____ 

习大大 1 月出访的三个国家：沙特、埃及、伊朗； 

军改的三大布局：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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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大大在“一国两制”中提出的两个坚持：_______和_______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的三大战略规划：______和______和______ 

今年 3月 7日，美韩联合军演的代号_____和______ 

今年 G20 峰会举办的国家城市_____,去年 G20举办的国家和城市______ 

【多是时政议题，有些不记得了，楼主感觉略偏，很多蒙的。。。】 

 

二、简答（5+10 分）： 

1. 如何理解习大大今年考察几大央媒后提出的“媒体人才优势”？（貌似是这个词语） 

2.以视频《十三五》来谈谈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创新？ 

 

三、写消息（20 分）： 

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两会期间记者发布会的现场问答材料，根据此，写一篇消息，落脚“中国的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

符合中新社的发稿特点。 

 

四、评论（35分） 

46 万天价学区房为背景，写评论，字数不限，要求符合中新社的发稿要求 

 

五、英文翻译（20分） 

路透社 3 月 10日的新闻原文： 

China outdoing developed nations in controlling pollution: minister 

China, often hit by choking smog that blankets the populous east and north, is doing a 

better job at controlling pollution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at similar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 minister said on Friday. 

China has been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 to halt pollution of its air, soil and water caused 

by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at this year's full session of parliament 

it promised to cap energy use and draft new laws to decontaminate its soil. 

Beijing frequently features near the top of the list of China's most polluted cities as 

emissions from vehicles and heavy industry combine with weather conditions to raise smog 

levels. The worst bouts of air pollution tend to coincide with periods of low wind. 

Large parts of China suffered a three-week bout of heavy smog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but the situation had improved in the first two months of 2016, Minister Chen Jining told 

reporters. 

Brushing off suggestions that the improvement only came about because of heavy winds, Chen 

said China had already made huge efforts to tackle pollution and acid rain. 

"We have solved the problems earlier and better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he said. "I 

believe that on the treatment of smog, we will also do it well and our developmen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green." 

China said this week that it would aim to pass a law aimed at tackling soil pollution, 

which has raised concerns about food safety. 

Chen said the legislation was taking a long time because the issue was complex, but he 

insisted that even without the law, the government was working hard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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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also said China was drafting a law allowing it to levy an "environmental tax" on its 

biggest polluters. He said the aim was not to increase the tax burden on enterprises, but 

to create a system that would encourage them to reduce emissions. 

He said China would also work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 "dispersed coal", or coal burnt 

directly by households or small businesses, where emissions are not controlled. 

According to industry experts, around 400 million tonnes of coal are sold on the market 

every year for direct combustion, with emissions five times the level of power plants. 

Parliamentary delegates have this year called for tighter restrictions on the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coal for direct combustion. 

"Overall, we will need a long period of time to adjust our energy structure, so we need 

to positively promote clean energy ...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 the clean use of coal," 

Chen said. 

 

【一面】 

第一轮面试分在三天进行，上下午都有。面试官两位，其中一位是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内容比较简单，但是听说不并代

表好通过。 

楼主在面试时主要被问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1. 自我介绍 

2. 面试官梳理了我的经历，问为何从事对外报道？ 

3. 对外报道与国际报道的差异？ 

4. 如何评价中国几家媒体的对外报道现状？ 

5. 目前手中的 offer 情况 

 

整个面试氛围很轻松，两位面试官也很和蔼，全程都在微笑，说一周后出进入二面的结果。 

 

【二面】 

第二轮面试是在 5月 10日上午，与一面相隔一个月，之前几乎已经要放弃等待了。 

大约 30人进入二面，从上午八点半开始每人 8分钟。在进入面试会议室前会抽取一道考题，有大约 5分钟的准备时间。 

首先自我介绍--2mins 

回答抽取的问题--3mins，楼主抽到的题目是为什么要来中新社做采编岗位，自己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考官对你提问--3mins，楼主被问到对魏则西事件的看法。 

整个二面都是自己在说，没有考官进行言语上的互动和交流，但是氛围比较轻松，说到有意思的地方考官们也会哈哈大

笑。 

 

以上。谢谢中新社，希望对后来人有所帮助。 

 

 

3.4 中新社 2016 年笔试题目+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3541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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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上午笔试，考号上显示大约共有 200 多人考试，但楼主的考场内人数大约来了一半…… 

题目分为以下： 

一、填空（10 分）： 

引力波、中国类似计划叫什么：_____ 

习大大 1 月出访的三个国家：沙特、埃及、伊朗； 

军改的三大布局：______ 

习大大在“一国两制”中提出的两个坚持：_______和_______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的三大战略规划：______和______和______ 

今年 3 月 7 日，美韩联合军演的代号_____和______ 

今年 G20 峰会举办的国家城市_____,去年 G20 举办的国家和城市______ 

【多是时政议题，有些不记得了，楼主感觉略偏，很多蒙的。。。】 

 

二、简答（5+10 分）： 

1. 如何理解习大大今年考察几大央媒后提出的“媒体人才优势”？（貌似是这个词语） 

2.以视频《十三五》来谈谈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创新？ 

 

三、写消息（20 分）： 

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两会期间记者发布会的现场问答材料，根据此，写一篇消息，落脚“中国的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

符合中新社的发稿特点。 

 

四、评论（35 分） 

46 万天价学区房为背景，写评论，字数不限，要求符合中新社的发稿要求 

 

五、英文翻译（20 分） 

路透社 3 月 10 日的新闻原文： 

China outdoing developed nations in controlling pollution: minister 

China, often hit by choking smog that blankets the populous east and north, is doing a better job 

at controlling pollution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at similar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 minister said on Friday. 

China has been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 to halt pollution of its air, soil and water caused by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at this year's full session of parliament it 

promised to cap energy use and draft new laws to decontaminate its soil. 

Beijing frequently features near the top of the list of China's most polluted cities as emissions from 

vehicles and heavy industry combine with weather conditions to raise smog levels. The worst 

bouts of air pollution tend to coincide with periods of low wind. 

Large parts of China suffered a three-week bout of heavy smog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but 

the situation had improved in the first two months of 2016, Minister Chen Jining told reporters. 

Brushing off suggestions that the improvement only came about because of heavy winds, Chen 

said China had already made huge efforts to tackle pollution and acid rain. 

"We have solved the problems earlier and better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he said. "I believe 

that on the treatment of smog, we will also do it well and our developmen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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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aid this week that it would aim to pass a law aimed at tackling soil pollution, which has 

raised concerns about food safety. 

Chen said the legislation was taking a long time because the issue was complex, but he insisted 

that even without the law, the government was working hard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land. 

He also said China was drafting a law allowing it to levy an "environmental tax" on its biggest 

polluters. He said the aim was not to increase the tax burden on enterprises, but to create a 

system that would encourage them to reduce emissions. 

He said China would also work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 "dispersed coal", or coal burnt directly by 

households or small businesses, where emissions are not controlled. 

According to industry experts, around 400 million tonnes of coal are sold on the market every year 

for direct combustion, with emissions five times the level of power plants. Parliamentary delegates 

have this year called for tighter restrictions on the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coal for direct 

combustion. 

"Overall, we will need a long period of time to adjust our energy structure, so we need to positively 

promote clean energy ...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 the clean use of coal," Chen said. 

 

【一面】 

第一轮面试分在三天进行，上下午都有。面试官两位，其中一位是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内容比较简单，但是听说不并代

表好通过。 

楼主在面试时主要被问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1. 自我介绍 

2. 面试官梳理了我的经历，问为何从事对外报道？ 

3. 对外报道与国际报道的差异？ 

4. 如何评价中国几家媒体的对外报道现状？ 

5. 目前手中的 offer 情况 

 

整个面试氛围很轻松，两位面试官也很和蔼，全程都在微笑，说一周后出进入二面的结果。 

 

以上。攒人品，造福后来人。 

 

 

 

 

3.5 收到 offer 的继续攒 rp！【笔经+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299118-1-1.html 

 

 

本人报的文字编辑记者岗，学校尚可，女，新闻学小硕。 

发帖子是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对中新社老师的愧疚……lz 拿到了 offer，但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由己……为后来人

攒经验，废话不多说—— 

【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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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时间：两天 

准备内容：1、看中新网，重点关注“中新社 电”的稿子。 

2、找师兄借了一本中新社自己编的一本书，全是中新社评出来的好新闻。今年刚出的最新的。看这个主要目的是

摸清楚中新社的写作风格——重标题、重消息多于评论（笔试时分值也是消息多）、背景资料多、活 

笔试内容：1、一篇类似公务员申论的东东，改写成消息、评论。题目告知是《求是》第一期。 

2、英语是一篇时事，是意大利弃选申奥。。。城市名字、人名、官衔翻译不好，但是其他内容比较容易。这篇文章

后来被高人扒拉出来，说是 BBC 原文，而且是最新的，新闻出处与考试时间相差不超过一周。所以下届的人注意，

关注最新的英文新闻。 

【一面】 

一面可以说是最轻松的，但随意不代表好通过。二面时，有个老师透露一面刷掉了 2/3。所以一面也很重要。 

一面的必选题目只有一个：请做自我介绍。（第一个问题） 

所以精炼自我介绍在 3 分钟内。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说出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包括你之前实习的单位，你的成绩，

不只是简历上的一条条简略语言。一定要说出一个故事点。 

故事点的目的在于，面试官会追问你，给你自己增加胜算。尽量往自己擅长的领域说，用实际例子讲故事，用别

人的评价，用你的成果的真实意义等，一定要说出对你有利的故事，面试也是讲故事。 

考官可能还会问你最近关注什么新闻？这个我没准备，一面时候很多杂事，直接去了，我也很坦诚说：我在写毕

业论文，没关注最近新闻。（第二个问题）这里跌了一跤，但是马上考官就会问你那你论文写什么？反应迅速点，

论文的很多观点可以拿来说。同时也可以把中新社的风格，你理解的中新社跟老师说。（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你还有什么别的 offer？ 

这个我有个不同意见，就是有人支招说，不要说比你现在应聘单位好的 offer，我的意见相反。我觉得可以实话实

说，因为你有更好的 offer 说明你能力强，但是你也要说明你对中新社的这种感情。 

【二面】 

二面阵仗很大，这是意料之外的。同样的，二面准备时间是两天，面试前一天下午还出去逛了街，权当是放松心

情了 

大 boss 肯定在，但是不知道哪位是……一进去，最少有 15 个考官，没数清，比公务员面试还多，反而不容易让

人紧张。如果其中哪位考官让你害怕，那就换另外的考官进行眼神交流。始终保持 smiling~ 

预期的时间是 8 分钟，但是如果考官对你感兴趣，那就可能时间翻倍，问题一个接一个抛过来，我大概被问了六

七个问题，除了三分钟自我介绍。需要注意，如果有作品，直接用作品比什么证书都有效。最好挑跟中新社风格

接近的作品。考官真的会看，现场看，现场就会发问 

在此罗列一下问题： 

1、其中一篇作品，你的作品有五六个采访对象，讲讲这篇作品怎么写出来的？（讲了个故事，顺便提及了做记者

的一个特质，要独立） 

2、爱看哪类的书，之前实习单位都是经济类的，你对这方面感兴趣？平时看过些什么书？（lz 看过一些经济金融

的书，顺便再提及做记者的一个特点，要有专攻，balabala） 

3、还有一个是随机问的，说在既然写论文，那最近在看什么书？（lz 如实回答，前天刚写完论文，前两天刚写完

论文，这两天在给自己放假，看的是王朔小说……考官都笑了，人其实都很 nice） 

4、你怎么看待我国现在的外贸情况，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个 lz 只说了一点点，提及了商务部最近的

表态） 

5、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 

6、论文相关，问题的用词很专业 

7、论文相关，跟中新社也有关（lz 讲了讲自己理解的中新社的风格，举了个新闻的例子） 

8、针对一篇之前发表的头版文章发问，如果采访对象不接受采访，你有什么技巧？（lz 又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面试完出来，时间很久，等电梯时，碰到了刚才的三位考官，老师还记得我的名字，说表现不错。其中有一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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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如实说：我们只要 10 个人，觉得你不错，但是我们要集体投票决定去留，如果你排在 11 名或者 12 名，你愿

不愿意接受没有户口，但是可以留在中新社？（lz 去之前看到了之前有考生是留学归来，lz 作为本土土鳖硕士，

当时瞬间底气泄了一半） 

lz 态度很明确，很介意户口编制问题。心想着，这下没戏了，以为是有内定人选了……没想到的是，才几天，中新

社发了 offer 通知…… 

这是让 lz 最心动，也最感动的地方，因为对大多数如 lz 般非富二代非官二代的孩纸，而且还是女生，相对公平、

又不性别歧视的环境是有多重要！ 

无奈的是，现在纠结公务员毁掉，一是伤了父母希望姑娘稳定的心，还面临记入档案五年禁考的惩罚……很囧，

怀疑最近人品有点过分爆发了，怕是后期要一一找我补回来…… 

 

 

 

3.6 2012 年中新社总社摄影部笔试面试经验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292660-1-1.html 

 

 

毕竟因为一直需要等待文字编辑岗位的终面结束，所以过了有些“悠闲”的一周。 

可能这两天就会出结果了吧，所以为了给自己积累一下人品，也是给以后的朋友分享，就简单说下个人这次应聘

的经验。 

 

由于鄙人个例实在特殊，所以毕竟不能作为全面参考，仅供分享。 

 

本人情况： 

北京人  某 985 非京内高校 国家级生物基地班  本科学生  曾任校报摄影部主任、记者团副团长、校摄影协会会

长  所在省内摄协职位 

英语水平 CET-6..（这个是在求职中遇到的软肋，实在需要以后的各位注意） 

有一年国家级通讯社、北京某都市报一线摄影记者实习工作经验 

目标是总社摄影记者\图片编辑岗位~ 

 

1.网申： 

个人感觉这次网申一波三折，误打误撞的我重复申请了一共两次。投过简历之后就忘了此事，大概在春节前收到

中华英才网的邮件，说是笔试时间延迟，之后便没了下文。那时正在都市报每日跑突发、社会新闻，无暇顾及更

多。直到笔试前几日，忽然查看邮件收到一封 20 号通知参加笔试的邮件，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参加了。

而在网上也看到有很多朋友说到在网申之后很久都没有消息了，最后竟然连网申都没过，很是怀疑英才网的筛选

流程（据一位朋友介绍，国内众多的网申，若是要求填写简历的，通常会通过关键词进行筛选，比如专业、获奖、

实践或实习经历等）。 

 

2.笔试： 

由于之前参加过 XHS 的总社 分社笔试，但终因各种原因（大家懂的），未能如愿，所以本身也没报很大希望，毕

竟发下试题，看到摄影与文字考题并无差异，有些缺少信心，只是按照一年来实习经验，凭借一点图片图说的文

字处理经验和本身积累的新闻写作经验，将其作为一般文字报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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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分两道题，一道是《求是》的新年文章的改写报道与评论，另一道是翻译一段英文并列出针对该事件的采访

报道（蒙蒂宣布意大利罗马将退出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行列）。 

因为中新社的主要职能是对外事实报道，所以文风有别于 XHS，考研等又红又专的宣传性论断，更注重事实的陈

述，而且要考虑到读者受众更多是海外华侨，所以在用词方面也需要更加通俗易懂。个人因关注欧债危机，所以

对第二题的新闻有较深入了解，遂当时这道题的翻译可谓是比较顺手，个人猜想，我可以通过笔试，可能很大原

因也是基于这题答得相对稍好。 

 

需要提醒的，还是平时注意多留意新闻，不能到临场时候再准备，那样可能会急功近利，导致可能顾左右而言他，

事倍功半。尤其现在微博作为新兴传播平台，平时多关注些新闻官方微博即可保持个人的实时新闻更新。（个人经

验仅供大家参考） 

另外中新社的英翻中并不算难，个人感觉较为轻松。另外，在考虑采访报道策划时，应根据中新社本身作为国家

级通讯社的特点来写（包括视角，中新社可以动用的采访手段等）。 

 

3.面试： 

由于摄影部是一个部门单独招聘，报名与笔试人数均不多，所以只进行一轮面试（一面=终面），得到这个通知也

是个偶然，当时正在采访结束回家发稿的路上，接到了电话告知可以参加面试，听到之后还是比较激动的，也相

对应的做了一些简单的准备（比如对着镜子练了一下自我介绍，介绍的内容先是在纸上写下大概的顺序和提纲，

然后反复说了大概两三遍）。面试嘛，当然还是有个好的精神状态，加上信心最重要。当天的面试规定是每人 8

分钟，所以每个人的面试时间才会精确到几分几秒。当然，时间肯定是会有变化的，有些人可能进去聊得时间很

久，有些人可能很快就出来了。 

面试的准备工作还有一点就是要准备个人的摄影作品，毕竟是面试摄影部，所以片子还是极为重要的一点，这就

必须靠平时的积累了，等收到了通知再去拍 就有些亡羊补牢的意味了。当然片子的种类也必须注意，因为以后要

从事的是新闻摄影，所以个人照片的展示一定要以新闻图片为主，如果有曾经在报纸发稿的照片，也应该连同报

纸版面一起复印下来，于此同时，应再补充一下纪实类和个人创意＆技术类图片。（本段补充准备的部分为个人意

见仅供参考） 

 

会议室中共 5 名面试官（具体忘记了），有一台电脑专门为面试者展示照片所用。我因为不知道现场有电脑，遂用

手机将照片分类存好，在考试前调好交给考官，另外还有一本前段时间自己随便做的一本作品集，以及近两周的

报纸发稿照片复印件。 

坐定后考官会询问名字，在得知我的名字后，曾说对你的简历很有印象。（可能是客套，也可能是因为我作为一个

理科生能走到面试一步比较让人感到奇怪，总而言之，简历不论何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各位在网申时一定要

认真填写。） 

 

在我进行完自我介绍后，考官问到以下问题，仅供参考（标注*的是根据自我介绍的内容进行的询问） 

1.当初为何选择现在就读的大学和专业 

2.你认为一名摄影记者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或是 TA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3.你实习所在的报社摄影团队也是很棒的，他们对你有什么帮助，你在那里的实习对你今后有什么帮助* 

4.最近你看过的哪些摄影作品让你印象深刻（建议以每年的荷赛、华赛作为参考，当然不能忘记那些名师的经典

摄影作品 例：卡帕 倒下的共和国士兵） 

5.你对两会的图片报道方面有什么了解（由于两会刚刚开过） 

6.你是否看过最近中新社的图片报道 

7.若你选择，你更倾向于摄影记者 or 图片编辑，why 

8.你的英语笔译能力如何 

9.你是否有其他的面试或正在进行的求职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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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你对薪金待遇有何要求 

11.将四张为了反映云南干旱而拍摄的照片拿出，选择其中一张最能切合主题的，并说明理由。（此题考验的是图

编的选图能力。针对本题，一定要本着一种“什么是干旱时才看得到的”心态来挑选图片，同时一些基本要求不能

忘，比如本题有正面就不要背影。且当摄影部的专业面试官提出疑问时，一定要想清楚放弃每张照片的原因，或

是选择某张照片的原因，切不可强词夺理。因鄙人在选择图后，摄影部专业面试官的反映不难猜出，之前进去的

面试者定有错将不切题照片选为最好照片且不顾专业面试官提醒，仅据个人意思进行解释的情况出现。） 

 

面试结束当天下午，也曾接到中新社电话，询问是否可以在下周拿到三方协议并签约。但对方也明确说明，这不

是最后的面试结果，还有一部审核的过程要走，需要等待最后的结果公布。而这个电话究竟是否打给所有参加摄

影部面试的同学，就不得而知了。个人认为对于摄影部这种相对文字岗较少人参加面试的部门，可能只是例行的

询问罢了。 

 

 

总之~距离面试结束也已经过去了一周的时间，在周二时曾经因为着急回学校完成论文的事咨询过中新社，问到

何时可以知道结果。本以为国家级通讯社的工作人员都会很不耐烦，但是那个工作人员真的很 nice，很和气的说

到需要再等两天，等待文字编辑岗位的面试结果出来之后一并公布。并且告知我，一旦有消息会立刻联系，我也

就没啥说的了。 

摄影这个东西，靠一段时间的突击，未必能达到一个很让人满意的水平，只有不断在平时的积累才能在最后看出

真功。同时，若希望以后能做摄影记者的同学，鄙人认为在实习时，大社未必会有多少实际的帮助，仅仅是在名

头上听起来响一点。如果想积累新闻照片最好的方式是找一家影响力较强的都市报，从基层一线的社会热线摄影

记者做起，不断积累自己的经验，同时注意身边的新闻挖掘，以及如何用图片的手段去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 

 

以上赘述均为个人愚见，仅供参考，希望各位能够顺利，也给自己求一点 RP~ 

 

 

3.7 11.03 中新社笔试及两次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292025-1-1.html 

 

 

响应号召，记录体会，积攒 rp，以馈来人。 

仅为一家之言，未必适用，惭愧。或许，谨以此文回顾阳春三月，祈求四月花开、风调

雨顺。 

 

lz 背景（其实只有一个背影）： 

非新闻专业，非英语专业，法学硕士。学校强，专业一般。 

有过海外留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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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文字记者（时政方向） 

 

1、笔试 

尽管准备时间是充裕的，但总是习惯性地临时抱佛脚，且抱错了佛脚（笑） 

比如，我把大部分准备时间都放在抄写 09 年～11 年国内外大事件上。 

——并不是说这事不重要，而是，这件功课是早早就该在平日里积累下的！ 

所以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会督促那个整日里把时间用在微博、天涯、豆瓣上的姑娘，

平时就好好看这些大事记。 

提示：看大事记最好自己分专题，整理时间脉络，环环相扣、方便记忆。同时，在看大

事记时，勿忘自己的观点。 

 

应届生网上提供的笔试例题属于很细碎的知识点，非新闻类学生可以去背，但未必会考。 

今年碰上的就是三道结结实实的大题，论坛上已有同学详细记录，这里不赘言。 

仅以自己的观感： 

 

①一定要弄清中新社的报道特色是什么 

→惭愧的是，到现在我也不是十分明确，窃以为是“对外报道国内事”这个定位。 

如果有其他见解，请赐教。 

今年的改写（？）就很有特色，从党报到中新社，风格转换你做主。 

 

②一定要弄清倒三角似基本文体，学会用简练的语言概括重点、传递信息 

→非新闻专业的 lz 其实怀揣侥幸心理，如今想来要不得。既然决心投身媒体，特别是通

讯社，那就好好锻炼自己的笔头功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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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英语，光看美剧不管用 

→还是这句话，锻炼笔头功夫，锻炼阅读能力，提高语文水平（苦笑） 

 

提示：平时从打发时间的《手机报》入手，如果这条消息出自“中新网”，就更要增进与

它们的缘分。可以默读，读一读就有语感，语感强、手感自然也不弱。时间地点人物梗

概，还有比手机报更言简意赅的地方吗。 

英文方面想猜题的就歇一歇吧，比如今年拿的是意大利申办奥运会的文章，这真不是随

便就能碰上的死耗子。 

 

 

2、一面 

虽然中新社诸位老师的穿着是休闲款的，但作为面试者，我建议同学们还是走正装稳妥

路线。 

但为了避免过分严肃，在细节上体现你的美感与活份吧。比如胸针，比如服饰颜色，比

如内里衬衫。 

 

初面是在人事处处长的办公室里…… 

→具体内容，多话的 lz 在另一帖里写过，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翻翻这陈谷子烂芝麻。 

 

3、二面 

时间：3 月 29 日（四），9:10～9:18 （面试实际从 8:30 开始，提前些到，没错的） 

地点：中新社二层会议室 

着装：正装 

面试官：目测 20 多位，平均年龄 30 岁+，以男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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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各部门大集结！与家人分析，猜是各部门的 boss 们来挑人了） 

 

位置：众面试官坐满长方形会议桌大半圈，气场强大。或伏案阅资料，或推眼镜细听，

或笑而不语。 

 

面试内容： 

①3 分钟自我介绍 

（这个，各位久经面场、不必多说） 

 

②主面试官开始调动面试官们提问。面试官们都很积极踊跃，基本上处于密集轰炸状态。 

每位同学遇到的问题自然不一样，lz 就不班门弄斧了，只挑几个能拿得出来分享的： 

a.以前在媒体实习的经历，做了哪些事 

（以具体的、详细的为佳） 

b.何时知道中新社？ 

（或许会被问到是否知道你的学校、你的前辈有与中新社牵连的） 

c.最近一周关心哪些重大事件？ 

（lz 心急口快，直接报出舒淇事件。但还是赶紧找补了些个人看法。） 

 

总体感觉是松中带严。虽然 boss 们言笑晏晏，但一个接一个抛来的问题暗藏玄机，就看

你的大脑是否灵活。只消用他/她犀利的一个眼神，看穿你是否真的心系家国天下。lz 一

度就因沉浸在这种宽松轻松的氛围里，坐姿懈怠，言语脱线，不够稳重大方，深以为憾。 

 

哩哩啦啦又说了这么多，实用的没有几句，抱歉。 

即便想为后来人铺上精美的鹅卵石路，无奈力不从心，草草结束，正伴着窗外大风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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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三月末，谨以此文挥别，耐心等待结果。无论好坏，都将用明媚的心情，迎接人间

最美四月天。 

 

to be continued…… 

 

 

3.8 20120220 笔试题目~留给后来人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94343-1-1.html 

 

 

一、根据所给文章《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以中新社记者身份编发对外消息（30 分），并配发评论

（40 分）。 

消息要求 1、不超过 600 字  2.体现中新社对外发稿特点  3.文字简明流畅，表述清楚易懂 

评论要求 1、不超过 1000 字  2、结合时事、言之有物、观点明确、逻辑清楚 

 

二、阅读所给英文报道：1、用准确流畅的中文翻译全文（24 分）；2.以此报道为线索，另作深度报道，如何选择

角度？简要写出报道思路，列出三个采访对象并说明理由（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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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更多求职精华资料推荐 

强烈推荐：应届生求职全程指南（第十五版，2021 校园招聘冲刺）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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