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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提“新闻真实”问题

作为一名长期在高校教授新闻理论与实务课程的教师，近年来我在我的学

生们身上得到了一些关于“新闻真实”的有趣发现。比如当我想了解学生们对

“新闻真实”有何看法时，常常会因为语境不同得到正式或非正式的回答———在

课堂提问讨论的正式场合，同学们给出的答案一般都是教科书式的“真实是新

闻的生命”。我发现，哪怕是还没有开始接受新闻专业学习的大一同学，也能对

“正确答案”脱口而出。这似乎也印证了新闻学者泽利泽（Zelizer, B）的观察：

传统新闻学对“事实”“真实”“现实”这类“神圣概念”（god-terms）有根深

蒂固的信仰[1]。而且这样的专业信念似乎已经成功“出圈”，成为不证自明的社会

普遍看法。但在非正式场合，比如让同学们自己去进行同辈调查时，得到的回答

则五花八门了。我印象最深的“非正式回答”有两个，一是“与我无关懒得牵

扯，无能为力不如跳脱”，二是“这世界上有绝对的真实吗？”这两个“非正式回

答”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因为它们似乎是某种当下社会症候的体现，前者自

承无力，后者近乎虚无。这也提醒我，“新闻真实”观念可能并不像传统新闻学

以为的那样“不言自明”。对“新闻真实”的实践存在“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的脱节，对“新闻真实”的认知，也有公开脚本、正式答案与私下脚本、非

正式答案的鸿沟。

新闻真实，作为一个新闻学中的古老问题，在认知层面上实际是很复杂的。

“新闻真实”为什么重要？1）

———重思数字新闻学研究中“古老的新问题”

王辰瑶

摘要 野新闻真实冶 是一个应该被当下数字新闻研究高度重视的 野古老的新问题冶遥 尽管新闻学已对此做出
了不少研究成果袁 但仍偏向于把 野新闻真实冶 理解为对传统新闻媒体及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要求袁 从新闻业
自身发展与演化规律出发袁 尤其是针对数字传播语境的新挑战袁 阐释 野新闻真实冶 观念的研究仍然较少遥
有鉴于此袁 本文回应了对新闻真实的一些常见怀疑观点尧 分析了新闻真实对新闻专业化和数字新闻再专
业化的意义袁 设想了我们如何可能在数字新闻学研究中继续关注和重新思考新闻真实问题袁 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对 野新闻真实冶 的新定义遥 本文呼吁学界应对 野新闻真实冶 这个规范性理念进行更进一步的阐释
和研究袁 以便在数字新闻再专业化的关键历史时刻为新闻实践创新指明方向遥
关键词 新闻真实曰 新闻专业化曰 再专业化曰 规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王辰瑶袁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尧 博士生导师尧 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袁 江苏南京 210023

1冤基金项目院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野江苏建设全媒体生态系统创新研究冶渊20XWA00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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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研究者从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反现实主义

和超现实主义的哲学认知视角分析了新闻学中关

于“真实”的基本观念后，得出的结论是：盎格

鲁 -萨格逊新闻学的“真实观”主要基于现实主

义和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然而这两种认知论对事

实 /真实 /价值等概念的理解存在根本分歧，这也

使得现实中的新闻真实观念经常出现矛盾[2]。中国

语境下，不同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新闻真实观。[3]

这种复杂性，甚至是内在的矛盾性，使“新闻真

实”成为一个“首要却又令人困惑”的新闻原则。[4]

不仅如此，“新闻真实”如今还在数字技术条件

下碰到了新问题，或者是本以为解决了的老问题

又被重新问题化。一些学者在新闻真实问题上已

经做出的重要研究成果[5]，主要还限定在传统新闻

媒体传播的“新闻”上。但短短十几年间，全球

新闻环境已经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出现了“新

闻生成的方式越来越与传统新闻业相分离”的关

键变化。[6]这意味着，我们仍然有必要，尤其是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讨论“新闻真实”。

因此，本文认为，“新闻真实”是一个应该

被当下数字新闻研究高度重视的“古老的新问

题”。近年来国内外新闻真实研究不乏有新意的讨

论，或重新理解“新闻真实”是什么，如有研究

者从符号真实的角度聚焦新闻传受主体互动建构

中解释与再现的一致性[7]；或提出尚待解决的新研

究问题，如怎么从媒体“命名”事实、媒介假事

件以及受众认同等角度丰富对新闻真实的研究 [8]；

或针对新传播环境，提出解决新闻真实问题的新

思路，如认为新闻真实在新媒体环境下越来越成

为一种“有机真实”，出现了新的“前瞻真实”

“语境真相”等新类型，并获得了实现“整体真

实”的可能性等[9][10]。但总体来说，在“新闻真实”

这个“古老的新问题”上，认知层面受现当代哲

学各种“真之理论”影响较多辨别较少，从新闻

业自身发展与演化规律出发的研究仍然较少；实

践层面偏重对传统媒体新闻工作者提出道德要求，

对数字时代出现的新闻生成新机制和践行新闻真

实的现实困难，阐述较为不足。本文则试图对此

进行些微努力。首先，我们将直面三种当下颇为

常见的新闻真实怀疑论点，接下来从职业社会学

（profession sociology）视角论证新闻真实对新闻业

自身存在与发展的规范意义，最后将思考数字新

闻环境给新闻真实带来了怎样的新挑战，以及我

们可能采取的新认识与新实践。

二、对新闻真实怀疑论的反驳

对“新闻真实”有所怀疑，这没有什么不可

以。尤其是青年学生能坦诚说出他们的不解与疑

虑，甚至值得鼓励。维特根斯坦毕生的哲学探索

可能就来自他少年时的困惑“撒谎对自己有利的

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 [11]毕竟，有疑而信比无

疑而信更可靠也更长久，经历过反复怀疑、讨论

和辩驳的观念才称得上是一个基础性或规范性理

念。“新闻真实”如果要真正成为新闻理论中的

规范性概念，自然也要能经受住各种怀疑，并能

回应这些怀疑，而不是“不证自明”。我个人在新

闻教学中感到的问题是，我们的新闻学教材与研

究成果对“新闻真实”理念直抒胸臆式的弘扬很

多，但对事实上存在的“新闻真实”怀疑论调进

行剖析辩驳的却比较少。因此本文打算先简要分

析三种比较明显的“新闻真实”怀疑论。

（一）新闻业无法“超越私利”吗？

一种常见的新闻真实怀疑论认为，新闻人、

新闻媒体甚至整个新闻业都有自己的利益，这让

他们无法超越私利，站在真正的公共利益的立场

上追求真实。这种观点是从“动机”层面怀疑

“新闻真实”理念。不否认，新闻领域确有不少为

了个人私利、短期媒体利益造假的先例，但重要

的是看总体上新闻业如何处理这些“失范”现象，

是默认包庇假新闻，还是打击假新闻？可能现实

中的打假效果还不够理想，但肯定不能说新闻业

从根本动机上就不想维护新闻真实。因为“新闻

真实”实乃新闻自身能够专业化的起点（下文会

进一步分析），新闻业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具有提供

“新闻真实”的能力（从而与其他话语发出者区分

开来），就不能在“表述当下真实世界”这个工作

任务上得到“让公众聆听”的文化权威。因此，

捍卫新闻真实才是新闻业的最大利益所在。新闻

领域中的确有一些行动者容易受短视思维干扰，

不惜用短期影响力伤害长期公信力，这只能说是

数字新闻学·数字时代的新闻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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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鸡取卵”，而不是在真正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客观性”崩溃了吗？

怀疑新闻真实理念的第二种流行看法是，新

闻业并没有能力实现新闻真实，尤其是新闻业不

可能做到它所声称的“客观性”。提出这种观点的

人，通常还会伴以“没有绝对的客观”这样的开

头，以使接下来的质疑显得更为合理。其实，在

这种意义上理解“绝对”，首先在逻辑上就站不住

脚。因为若按此理解，是否“人无完人”就要推

导出“人乃非人”吗？恩格斯在批判这种绝对主

义形而上学者的思维时说得就很不客气：“他们

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12]

检视新闻史上“客观性理想”的由来，就会知道

这个理念的提出，并不是记者自大地认为自己可

以“绝对客观”“不带偏见”地呈现事实。恰恰相

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记者们在亲历了一战各

国宣传公关后，才开始反思天真的经验主义，

“不再简单地信奉事实，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

度，以应对连事实都成问题的世界，这就是‘客

观性’”[13]。可见“客观性”指的是新闻工作要遵

循认知现实世界的规范程序。但坦率地说，我也

不认为“客观性”是个好术语，因为它的确很容

易让新闻领域之外的人误以为这是新闻界的自我

夸耀，难道众人皆主观，唯有记者能客观吗？一

个总让人误会其本意的概念，至少在修辞层面上

是失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新闻准则如今

不再使用“客观性”而改用“公正”“准确”

“透明性”等更具操作意义的概念，并不是反对客

观的工作方法本身，而是力求在认识和表述上更

准确严谨。面对越来越复杂多元的现实世界时，

新闻业相应的趋势必然是更新升级工作方法，使

其更先进，而不是让工作方法本身“崩溃”。

（三）所谓“后真相”会消解“新闻真实”吗？

我在“后真相”前加上“所谓”二字以表示

一种不轻易接受的态度。我不愿轻易接受的是那

种把“后真相”直接当作我们今天的传播环境的

说法，如“在后真相时代，我们如何如何”等等。

在这种话语下，叙述者釜底抽薪地消解了新闻存

在的价值，即公众似乎已经不在乎真相，只在乎

情绪情感了。而这是事实吗？也许不用举太多的

例子，仅看近年来颇让人侧目的“新闻反转”现

象即可。当批评家们指责新闻媒体没有搞清楚事

实就匆忙报道（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或是公众

太情绪化（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时，似乎忽

略了一点：新闻反转点不是别的，正是因为公开

了新的事实。因为知道了新事实，人们对事件的

判断发生了变化，甚至发生舆情反转，这有什么

奇怪呢？它只能说明，人们的情绪、情感并不是

无来由的，情感和认知不可分离。其实，“后真

相”概念在近年来成为学术关注热点，本身也可

说是“客观事实”变化的产物。2016年牛津词典

将“后真相”纳入年度热词，就与当年美国大选

与英国公投结果这两个出乎精英媒体预料的“无

情的事实”有关。而根据於红梅、潘忠党的考证，

“后真相”学术话语的本质是对正被解构的有关真

相论述及其基本原则的“复原项目”（restoration

project） [14]。显然，这出于对混乱思想和刻意操弄

假象的警醒，而不是确认人们已经不再承认真相

的重要性。

以上从“动机”“能力”和“需求”方面怀疑

“新闻真实”的常见观点，无论从事实还是逻辑上

都不能成立。其实抱持这类观点的人往往也并不

是真的要思考或挑战什么，只是借用一种貌似高

明的“看破”维持固有思维罢了。但只要这类观

点还有市场，“新闻真实”讨论就应该有所回应。

要讲清楚一个道理，立论重要，驳论也同样重要。

何况，在数字传播造成的急剧变化的新语境下，

“新闻真实”的确面临很大的现实挑战。要使其真

正落地，比如真正能践行《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

道德准则》第三条的规定：“坚持新闻真实性原

则”，那就需要我们能从新闻的历史、特点和变化

出发，不断阐述和澄清“新闻真实”观念对新闻

实践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而不是仅仅抽象地弘扬

它。

三、“新闻真实”是新闻专业化的内在需要

历史上看，新闻并不天生追求真实。早期新

闻与流言、谣言、街谈巷议、奇闻逸事等无法区

分。1667年一首题为《来自咖啡馆的新闻》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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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不无讽刺地写道：“天底下各种怪事 /上至君主，

下至老鼠 /不分白天黑夜 /都在咖啡馆中……只需

花上一便士 /全球新闻尽先知……”[15]但这种不计

真假，只求新奇的情形很快就随着新闻专业化

（professionalizing）的进程改变了。从职业社会学的

角度来理解“新闻真实”观念是怎么在新闻业中

产生的，可能更容易体会到“新闻真实”是新闻

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不是外部强加而来的

道德规范。

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报纸上仍不乏教堂因

为上帝之怒被雷击、连体婴儿代表了父母的罪恶、

妇女产下猫、目击者“看见”天空中有两支军队

交战，云朵浸满鲜血的“异象”等“新闻”。在读

者和批评家们的讽刺嘲弄中（很多时候最尖刻的

批评来自同行），新闻人开始不无痛苦地采用谨慎

模式处理新闻。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佩特格里

（Andrew Pettegree）在《新闻的发明》一书中记述

了早期新闻在市场需求、媒介批评、报纸竞争、

政治压力等诸多混杂因素中“追求真实” （the

search for truth）的历史。这段并不激动人心的新闻

史表明，尽管追求真实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充斥着

混乱、矛盾的价值诉求，尽管“没有人比新闻人

自己更清楚妥协的、受污染的信源给新闻业带来

了多大困难”，但“报纸编辑们一再回到主题，承

诺仅提供公正的新闻”。[16]因为新闻走上专业化道

路的必要条件是获得公众信任，而公众信任的基

础则是声称并证明媒体有能力提供真实新闻。

从职业社会学角度看，专业化指的是“确定

谁有资格完成一组确定的任务，防止其他人插手

该任务，并控制评估标准”[17]。按此视角考察，新

闻专业化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新闻的任务是很

明确的，这就是为交往日益密切的社会提供关于

当下世界是什么的真实叙述。陈独秀在 1904年创

办《安徽俗话报》时写的发刊词，今天读来仍然

生动鲜明———“那里可以避乱，那里可以谋生，那

里是荒年多盗。那里是太平无事，这都要打听的

一些真实的消息，才好保得身家性命哩。”[18]“兵

荒扰乱的时候”，大众对真实的消息有现实需求，

承平但不确定性更强的当代社会，公众依然要依

靠真实的消息进行社会交往。这就是研究者们所

说的，新闻业总是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持

续在各种“危机”之中，但从来没有需求的危机，

人们始终需要新闻。[19]甚至谣言、假新闻也是顶着

“真实”之名，让人“信以为真”才得以传播的。

新闻要完成的任务始终存在，这一特点对于新闻

业来说绝对是利好。因为很多职业的消亡，并不

是因为它们自身水平不够，而是需要它们完成的

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再存在了。

但是，新闻业又很难“防止其他人插手该任

务”，这也体现了新闻与如律师、医生这样的典型

职业不同的特殊性。阿伯特（Abbott，A.）在《职

业系统》中曾专门提及新闻业，认为其“现在仍

然是一个十分开放的行业”“新闻职业无力实现

垄断”；或者像有些研究者所总结的，新闻业是一

个“半专业”[20]。新闻业无法垄断报道“新闻”的

任务，即便在有新闻媒体准入制度和新闻记者认

证制度的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我国就有大量提供

着“新闻性内容”但不能或不愿标榜自己是新闻

记者或媒体的个人和组织。因为新闻业缺乏对职

业管辖权的垄断性，阿伯特认为理解这一特性的

关键在于，职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对新闻造成了

决定性影响。 [21]新闻群体因此需要不断地去阐释

“什么是新闻”，不断地修复和建构新闻的标准，

并与“非新闻”划清界限。当代新闻社会学研究

中很重要的文化路径就是转向新闻从业者内部的

话语去阐释新闻。如这一路径重要的开拓者泽利

泽指出，记者作为阐释群体，通过对“关键公共

事件”的文化讨论协商建构出新闻标准。[22]在这一

脉络下，研究者们采用阐释共同体、范式修补、

边界工作、集体记忆等有密切关系的理论资源，

讨论如何通过“对过去与现在、正确与错误、专

业与业余、圈内与圈外的区分和对比来塑造新闻

权威”[23]。但这样的文化权威建构过程不能仅仅是

话语层面的，它仍有赖于新闻业能持续更新认知

和工作方法，证明自己具备作为“现实生活”权

威和可信的发言人的能力。[24]尤其是在数字传播技

术造成的新闻身份复杂、新闻工作和职业管辖权

界限模糊的情况下[25]，新闻业能否持续主张管辖权

就更加重要了。在这个过程中，鲜明地捍卫并以

科学的、发展的方式践行“新闻真实”这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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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是主张新闻管辖权的核心。否则新闻将以什

么与非新闻相区分？又能凭借什么在职业系统中

立足呢？

四、“新闻真实”是主导数字新闻再专业化的价

值罗盘

研究者认为，中国新闻业作为一门职业正在

经受专业化、去专业化和再专业化三股力量的拉

扯。[26]其实放眼全球，这是新闻业在进入数字时代

后的普遍现象。如今，这三种力量各有表现：传

统新闻媒体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按原来的新闻专业

标准行事，这是“专业化”的力量；个人社交媒

体、自媒体、大 V、网红、公关人士、营销人士、

算法工程师、产品经理、艺术设计专家等过去不

属于新闻社群的行动者纷纷“侵入”新闻领域，

插手新闻工作，这是对传统新闻专业的“去专业

化”力量；通过新闻创新过程，对各类新行动者、

新技术、新关系重新组合，重新提供能被社会认

可的“新闻”并再次实现系统均衡，这是“再专

业化”的力量。我认为，在这三种中，“再专业

化”是更加根本的力量。在可见的未来，新闻系

统将在看似相反的“专业化”“去专业化”拉扯

中，经过剧烈的变动，重新生成相对稳定的数字

新闻业。而在这个过程中，“新闻真实”将是使

眼下处在媒介杂糅、边界消融的“无序”状态中

的新闻业再度“有序化”的规范性价值。

数字新闻将“再专业化”。未来的新闻领域是

否会再专业化，不取决于我们对现在新闻媒体的

情结，而取决于职业系统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

我们做此判断的理由是：一方面，社会需要真实

的新闻，这一工作任务非但没有在数字时代消失，

反而升级了难度———要从为信息匮乏的社会提供

比较简单的关于事实的报道，到为信息过载的社

会提供高质量的新闻，因为“信息时代，新闻依

然要寻找有价值的信息，提供给处于信息垃圾中

的人类”[27]。另一方面，这一升级版任务在未来无

法以非专业化的方式实现。突发事件的目击者、

公共事件的当事人、知情者、政府和社会机构、

企业以及一大批活跃公众能为网络空间贡献大量

第一手信息，算法逻辑能通过重新组织和排序这

些信息，使其可以被使用。这些业余行动者的行

为的确挤占了部分原本属于新闻业的新闻生产和

发布工作，但这一去专业化的趋势并不会始终持

续。因为单靠业余行动者提供的第一手信息无法

满足社会需求。这些第一手信息快速、丰富、鲜

明，让人们有可能“直接”看到大千世界的万端

变化，但也正因为“直接”，它们既无法提供真实

性保障，也无法让人从杂乱的变化中看到事实之

间的联系。这些第一手信息体现了数字社会的活

力，但也带来了混乱，它们没有完成数字新闻的

任务，相反，处理这些第一手信息倒成为数字新

闻的新任务。早期对互联网社会的颇具乌托邦色

彩的想象和眼下思想界（包括新闻界）对网络社

会信息质量严厉的批判，可能这两种判断都与现

实有偏差。但这种态度的变化也从侧面说明数字

社会的信息需求没有在自发、业余的状态下完成。

对新闻领域来说，这意味着去专业化的热闹将渐

归平淡，新的、需要专业力量完成的信息任务决

定了数字新闻将再专业化的必然。

数字新闻“再专业化”将是一个激进变革的

过程。数字新闻“再专业化”不能简单等同于传

统媒体再度复兴。尽管的确可以看到一批传统新

闻媒体借助数字新闻再专业化的东风，正逐步走

出转型阵痛期，在数字新闻业中重新赢得自己的

位置。但正在形成的数字新闻业不同于传统新闻

业的地方在于，它的职业行动者不仅是传统新闻

媒体，还有大批从业余的个人媒体、自媒体进化

而来的网络原生媒体、大批依托政府、商业、公

益、教育等既有组织机构的“政务媒体”“机构

媒体”，以及一批掌握算法等技术优势并以此更接

近新闻用户市场的平台媒体等构成的“多元新闻

行动者网络”。数字技术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

从信息传播历史上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造就大

批新行动者入场，这一次当然也不会例外，如果

不是更为彻底的话。虽然数字新闻领域事实上的

开放程度与不同社会采纳的信息管理制度、新闻

市场规模、新闻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不是技

术决定论式的“开放”。但数字新闻业的职业主体

是来源、文化、发展逻辑、组织基因都很不相同

的多元行动者，这已经不是假设，是可见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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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过，我们还应看到，数字新闻的工作任务

却不可能随着行动者数量和种类的变多也无限扩

张下去。只要数字新闻最终的用户还是“人”，那

么这个工作任务的规模就是有限的，毕竟人们能

够用来使用广义的新闻性内容的时间是有天花板

的。更何况，新闻不是纯粹的商品、使用品，它

暗含着一种“地位”的竞争。比如某地发生了恶

性凶杀事件，报告这一事件的信息来源是个人朋

友圈、地方媒体还是全国媒体，其意义就很不相

同。换句话说，新闻领域中的行动者总要去竞争

系统中相对稀缺的权威位置。新闻权威的价值体

现在人们对新闻行动者的看法和判断上，如果把

“新闻权威”看成一种稀缺资源，那么任何系统中

的新闻权威都只能由有限数量的人或机构拥有。[28]

因此，数字新闻业在形成过程中的景观应该是：

多元行动者入场，争夺稀缺的位置，并由此产生

驱逐、协作、竞争等不同关系实践。未来数字新

闻业的诞生，肯定要超越传统新闻媒体“升级”

和“转型”，而会是一副复杂得多、激烈得多的变

革与创新的画卷。

“新闻真实”是维系网络化数字新闻业运转的

价值罗盘。如上所述，数字新闻业的从业群体可

以看作是多元的新闻行动者网络，这些行动者都

要努力证明自己可以拥有或部分拥有生产传播数

字新闻的管辖权。那么这样一个松散、开放的网

络如何维系呢？从系统论引申出的辨证哲学思想

也许可以给这个问题带来一些启发。这种观点认

为：一个系统要维系其运行而不至消散或瓦解，

依靠的是系统的序参量（其代表系统的“序”或

状态，因而叫序参量）。序参量规定和支配系统的

整体状态与行为，是由众多子系统的竞争与协同

产生出来的。反过来，它又支配着众多子系统。

维系系统的开放统一。[29][30]如果我们把数字新闻行

动者网络也看成一个开放统一的系统的话，那么

“新闻真实”这样的规范价值概念就应该是维系系

统的“序参量”。首先，它可以驱逐“非新闻”。

2019年 2月，曾拥有千万粉丝的原生媒体“咪蒙”

在多个网络平台上永久关停、封禁，导火索是其

旗下公众号“才华有限青年”发布的《寒门状元

之死》虚构细节，引发对这个原生媒体用虚假内

容贩卖焦虑的广泛批评。[31]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将某

些新行动者驱逐出数字新闻业的事件，这样的驱

逐行动传达的理念是：如果传播者要让人相信这

是对真实世界的描述，那就应该做到内容与经验

事实相符，这个系统准入门槛应该适用于各种类

型的新闻行动者。其次，它可以锚定新闻行动者

网络运行的长远目标。眼下不少新闻行动者仍旧

在为生存、流量、资金苦苦挣扎，但从长期看数

字新闻业对社会的意义不在于某个媒体获得多少

粉丝，或做了多少爆款，而在于数字新闻业能否

从结构上满足社会公众了解当下世界真实情况的

需要。因此，把“新闻真实”作为核心价值，也

可以促使新闻行动者之间产生良性竞争合作关系。

真实表征网络社会的现实，这个巨大的任务可以

拆解，并以不同新闻行动者协同的方式完成。从

整体上实现“新闻真实”，与报道速度、报道广

度、新闻素材的获取方式、新闻素材的量级与丰

富度、新闻信源的权威性与广泛性、新闻呈现形

式、新闻传播路径等因素都有关系。一个单独的

新闻行动者很难同时具有这些要素，但可以把实

现“新闻真实”这个任务细化拆解成不同的方面，

采用与其他行动者协作的方式来完成。同样，系

统内外还可对“新闻真实”这个任务的实现情况

进行评估，以此作为决定行动者在数字新闻业中

实际位置的重要依据。

五、在数字新闻学研究中重新思考“新闻真实”

通过以上从职业社会学视角对“新闻真实”

在新闻业“专业化”与“再专业化”过程中所起

规范性意义的分析，本文希望将“新闻真实”从

不言自明的、教科书式道德律令中“请下来”，落

在新闻实践活动和新闻业演化创新历程中，使其

成为一个可感知、可操作并有解释力的新闻学规

范理念。当然，要完成这样的目标，这篇小文的

些微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学界在数字新闻学

研究中持续重视对新闻真实这个古老的新问题的

研究。本文在最后一部分试图“抛砖引玉”，先提

供一些重新思考“新闻真实”的不成熟想法。

社会对“新闻真实”的需求是动态的。从新

闻专业化的历程看，“新闻真实”观念的实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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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总是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对新闻业的需求密切

相关。或者，更进一步说，新闻业在不同社会发

展阶段所面对的工作对象———“社会事实”是不同

的，因而对如何真实地报道事实的要求也是不同

的。如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把人类历

史上的事实发展划分成三个时期：经典事实时期、

基于数据的事实时期和网络化事实时期。[32]传统新

闻业通过提供关于事件或现象的真实记录，就可

以满足社会需要；但数字新闻业必须要在各种事

实信息相互关联的信息超载环境中，帮助可能因

此感到沮丧无力的数字社会公民尽力穿透“大到

不可知”的迷雾，让他们仍然能在不确定社会中

得到关于当下世界的即时准确的知识。时代在发

展，人们面对的社会事实类型在变化，“新闻真

实”概念的内涵也必须随之更新，否则就无法为

新闻业立足于数字社会提供合法性。

实现“新闻真实”的方式是整体大于局部之

和。过去我们对新闻真实的要求往往体现在对一

篇篇新闻作品、一个个新闻人和新闻媒体的要求

上，但在数字时代，实现“新闻真实”将越来越

有赖于对多元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平衡”和不同

新闻行动者之间的“协作”。当代社会的事实已经

是个人和组织广泛参与的社会事实网络，新闻业

的任务不仅要报道这个社会事实网络中的一个个

单独事实，还要组织、管理、引导人们对社会事

实网络的认知和注意力，也就是说要让新闻业能

从结构上更好地呈现整个世界。[33]那么光靠在新闻

作品层面上的“真实”，哪怕是全部新闻作品的真

实之和，也无法完成这个结构性的认知任务。要

完成这个任务，需要不同新闻行动者能在数字新

闻这一新的新闻职业领域中找到各自不同的合理

定位，并有效协同起来，使整个新闻系统能服务

于社会大系统的需求。

数字新闻学研究要直面“新闻真实”的内在

矛盾。新时期带来的新挑战，使“新闻真实”的

两个内在矛盾变得更尖锐了。一是新闻“求新”

与“求真”的矛盾。大量关注数字条件下新闻生

产的研究成果都报告说，对新闻速度的追求愈来

愈高，从业者疲于奔命不说，还动摇了他们原先

形成的新闻真实准确的价值标准。但人们总是想

更快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尤其是那些重大热点

事件，这亦是本能需求。如何平衡快与真？这其

实需要从社会心理、新闻生产等不同纬度通过更

多的实证研究来把握科学的新闻规律，而不是简

单提出“既要”“又要”的规范指令就能解决；

第二个内在矛盾是事实与价值的矛盾。事实与价

值是否二分？实际上这也是哲学上各种“真之理

论”中的核心矛盾。如休谟、波普尔赞成二元论，

杜威、普特南等则认为不应二分地看待事实与价

值。新闻学对新闻真实的观点很少触及这一深刻

的矛盾，这也导致新闻研究或对新闻真实的单向

度要求，在复杂现实中有落地困难。比如新闻真

实过去研究报道与事实如何相符的“真实性”较

多，但研究新闻受众使用新闻时的“真实感”较

少，而当这两者出现不一致时，又容易在认识上

滑向两极———或者认为公众就是受情绪支配不在

乎事实，或者认为新闻真实其实是一种感觉的真

实或体验的真实。这两者都可能导向“新闻真实”

的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虚无观点。“新闻真实”

这个规范理念，避免不了哲学上“真之理论”的

影响，但如何能立足新闻本体与这些思想进行对

话、辨析，而不是回避或被“带跑”，这也有赖于

对“新闻真实”有更进一步的深刻思辨。

“新闻真实”观念也对创新“高品质新闻”提

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当下新闻行动者们进行的各

类新闻创新，如果偏离新闻业的社会使命就会成

为无本之木。说到底新闻创新的核心诉求是如何

能够可持续地为全社会提供高品质新闻，而不是

只看重个别媒体的转型成败或经营收入。[34]高品质

新闻的标准与我们对于“新闻真实”的理解又是

密切相关的。新闻界已经在尝试采用如“事实核

查”“聚合报道”“数据新闻”“语境化新闻”

等新新闻产品形式，但显然还远远不够满足数字

社会留给新闻业的任务———对异常复杂的网络化

事实做出真实、共时、全面且有效的叙述。为了

完成这样的任务，未来的“高品质新闻”可能会

进一步的“社会科学化”和“作品化”。而眼下，

并非所有的改变都符合新闻创新对“高品质新闻”

的追求。比如，依照真实新闻的脚本，用虚拟技

术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本质上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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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或“现实主义艺术创作”，而不是新闻。尤其

在数字新闻“再专业化”之际，在新闻学研究

“范式更替”之际，“新闻真实”对新闻与非新闻

的划分，对什么是高品质新闻的辨别，更要发挥

实实在在的价值评判作用。

在回应了对新闻真实的一些常见怀疑观点、

分析了新闻真实对新闻专业化和数字新闻再专业

化的意义，并设想了我们如何可能在数字新闻学

研究中继续关注和重新思考新闻真实问题后，本

文将“新闻真实”这一规范理念定义为：“新闻

真实”是新闻行动者向全社会做出的提供对现实

生活及时、全面、准确叙述的专业承诺，并通过

各种形式的新闻活动和复杂的职业系统网络使其

实现。“新闻真实”不仅是新闻业的合法性基石，

而且是新闻业发展演化的价值罗盘。今天，之所

以呼唤对这个古老的规范性观念进行新的理解，

也与我们身处的时代有关。在数字新闻重新专业

化的关键历史进程中，一个清晰、有力的规范性

理念，也许可以像灯塔一样照亮未知的新的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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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增益事实的力量”，这是美联社在其网站上打出的口号。在最新发布的一份

有关记者社交网络使用规范的指导手册中，美联社又首次提出“如果记者获得的

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被传播，那么则应公开透明地在传播这一信息的所有社交

平台上及时更正错误”[1]。在数字新闻生产与流通的生态中，“新闻真实”实现

的方式发生结构性变革，“新闻真实”及其所引发的理念碰撞与实践策略再次成

为中西方新闻业关注的焦点议题。“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经典新闻学理论

中的观点其实“仅是一种比喻……而不是论证，更不是现实”[2]，事实上绝对意

义上的真实并不存在 （新闻真实被视为一种认知的过程）。尽管饱受争议，但

“新闻真实”仍旧是新闻领域的基本问题，新闻真实、新闻客观等理念仍被视为

新闻业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亦是维护新闻业权威和记者职业信仰与身份认同

的主要依据。[3]

数字技术在新闻业态中体现出显著的生态性角色并对新闻业运转的机理与逻

辑产生着影响，包括记者、编辑等在内的数字新闻业行动者在多大程度上（基于

操作层面）认为新闻“理应”是真实的、客观的，成为“新闻真实”在数字新闻

领域的新议题。[4]对于具备显著生态性色彩的数字新闻学而言，对经典新闻学理

念与概念的调适与重构是数字新闻学突破传统新闻学范式的主要表现，这也为我

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的理念流变、阐释语
簇与实践进路 1）

杨奇光 周楚珺

摘要 在数字新闻生产与流通的生态中袁 野新闻真实冶 实现的方式与策略发生了结构性变革袁 数字时代对
于 野新闻真实冶 的探讨往往与新新闻样态的出现相伴生袁 学术界形成了若干围绕新闻真实的 野伊伊真实冶
类阐释语簇遥 本文认为袁 媒介技术层面的 野体验真实冶尧 认知心理层面的 野收受真实冶 以及权力关系层面
的 野协商真实冶 是数字时代 野新闻真实冶 理念在流变中衍生出的阐释话语新构型遥 经典新闻学理论中的真
实性理念因新闻主体及主体间关系差异而呈现不同面向袁 数字新闻生产实践的过程在承认 野新闻真实冶 的
相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时袁 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也从作为新闻行业的一种专业准则转变为协同再造社会
集体理性的积极因素遥
关键词 新闻真实曰 数字新闻曰 阐释话语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杨奇光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尧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袁 北京 100872曰
周楚珺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北京 100872

1冤基金项目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野数字新闻学理论尧方法与实践研究冶渊20&ZD318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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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讨论和阐释数字新闻时代的新闻真实性问题提

供了想象空间。新闻呈现的事实与新闻事件的本

来真相间的距离在数字时代变得更远还是更近？

基于技术、平台与社会关系维度中的新闻真实理

念经历了何种流变与重构？数字时代新闻真实在

实践过程中面临哪些困境？是否能够从理路创新

的角度为新闻真实的理念与实践策略提供先导参

照？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基于质化文献分析

展开一项思辨性研究，期冀在学理层面深入分析

和探讨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的理念流变与未来实践

进路。

二、新闻真实及其在数字时代的研究进路

对于新闻真实的追求是新闻史上记者的职责

和使命，新闻从业者往往在公共话语中强调其肩负

的“发现真相”的任务，西方学术界因此也将新闻

从业者群体描述为“真相寻求者（truth-seekers）”。[5]

早在 20世纪初，有学者便提出真相不是一个静止

的概念，获得真相的过程是基于证明和推理的动

态过程本身，同时还取决于各种各样的政治、文

化、经济和技术条件。[6]鉴于真正的新闻真实是难

以实现的，因而有学者注重用其他概念来替代真

实性理念，这些替代性理念包括客观、准确、公

平或平衡。[7]更进一步说，新闻真实的实现过程则

是基于“传 -受”关系———“传播主体实现了报道

真实、收受主体准确理解了新闻信息并采信报道

内容”[8]。对于真实性的追求亦关乎新闻实践中的

道德承诺，新闻真实的实践不仅需要记者“据实

采录”，还需要“以公正、客观的方式报道事实”[9]。

从哲学层面出发，学者杨保军较早提出“真相真

实”和“假象真实”的区分，[10]后者主要指虽具有

事实根据但将事实再现为假象的特殊性真实。基

于“真相”与“假象”的划分逻辑，学者虞鑫又

进一步从认识论层面将新闻真实划分为四种类

型———单一的真相、语境的真相、事实假象以及

单一的假象。[11]近年来学术界聚焦所谓后真相时代

的新闻真实性问题，有观点认为曾构筑起新闻实

践准则的新闻真实性理念在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变

革的背景下是难以实现和维系的， [12]学者舒德森

亦尖锐地指出，新闻真实不过是一种“增强的现

实”———新闻记者只能提供置于某类框架下的现

实，“某种被版面或是屏幕限定的现实”[13]。不论

是“假象真实”还是“增强的现实”，其背后都隐

藏着“语境真相”的问题（“语境真相”呼唤新闻

从业者在如实呈现新闻事实的同时，还要提供当

时新闻所处的社会环境）。

在实证研究领域，中西方学者较为关注由媒

介技术变革引发的新闻真实性问题。作为电子时

代的先导性媒介技术，电报技术在中国新闻业的

使用曾导致了诸多假新闻事件的发生，经由电报

传播的假新闻“不知何日方罢休”，“电报随笔捏

造，人民受其愚弄”[14]，电报与假新闻的关系成为

晚清民国新闻业讨论的一个焦点。从将“电传新

闻”等同于“真实新闻”到有意识核实电报信源、

判断信息真伪，专业性媒体建构起自身的合法性，

同时也在声援和反思那些因制造假新闻而受迫害

之报人报馆的过程中，塑造了维护新闻界文化权

威的集体记忆。[15]在美国，媒介技术发生变革的重

要时刻亦是新闻真实性问题引发高度关注的历史

时刻，不论是美国新闻史上早期电报时代的假新

闻，还是二战期间的新闻与宣传问题，有关信息

操纵以及引发的政治民主讨论都与新闻业对新闻

真实性的认知密切相关。[16]进入广播电视时代，音

视频类新闻采编环节中对于镜头和场景的剪切与

拼贴，也可能对新闻事实本来的面貌呈现产生影

响，但伴随着技术使用日臻成熟的趋势，对于如

何规范音视频内容的编辑方式致使其不妨碍新闻

真实的呈现已逐渐形成了业内准则与规范。数字

时代有关新闻真实的讨论延续了媒介技术的视角，

同时政治、经济等变量要素也被纳入进研究视域。

例如，数字技术与失实的政治类新闻具有内部关

联性，学者陈昌凤等指出，技术平台使得政治选

举中虚假新闻得以更大规模地生产、传播和放大。[17]

学者 Canella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也指出，

作为平台方的数字媒体以及自媒体从业者迫于流

量的需要颠覆了传统新闻生产惯例 （routines）并

重新定义了包括新闻真实性等在内的新闻业核心

理念。[18]此外有研究表明，数字时代影响新闻真实

实现效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公

司的数字广告垄断，其对于专业媒体的生存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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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重威胁。[19]

虽然哲学层面对于真相划分的探讨有助于增

加新闻真实研究的学理深度，但对于受技术变革

影响之甚且反应敏感的新闻业而言，新闻真实哲

学层面概念的厘清虽必要但可能对快速变革的新

闻生态环境缺少解释力。与新闻真实相关联的另

一核心问题是记者的权威以及职业声望，追求真

实性原本意味着记者将他们的工作从宣传和娱乐

中分离出来，从而能够进一步彰显新闻业监督社

会的职能并以此强化新闻从业者独特的职业身份

与专业威望。然而，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对新闻

业的信任度创下了历史新低，这导致记者作为

“真相讲述者（truth tellers）”的角色受到前所未有

的质疑。[20]有学者指出，我们并非突然地生活在一

个充满“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的“后真相

（post-truth）”世界里，有关新闻真实性问题的探讨

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每一次发生变革的历史过程中

都会反复出现。[21]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基于职业身

份维度的研究具有更为明确的现实指向且有更长

的解释力周期，但此类研究仍缺乏对于新闻业

“变动”的敏锐捕捉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阐释，本

研究避免过多地在哲学层面进行概念的区隔与讨

论，而主要是基于数字新闻学现实实践的走向，

梳理新闻真实的理念流变并尝试提出能够对未来

实践具有启发意义的创新理路。

三、从“新闻真实”到“XX真实”的理念流变

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的探讨往往与新新闻

样态的出现相伴生，学者们形成了若干围绕“新

闻真实”的“××真实”类衍生阐释语簇与话语

概念集合，类似的表述包括“事实真实”“本质真

实”“微观真实”“宏观真实”“过程真实”“整体真

实”“符号真实”“想象真实”“信任性真实”“收

受真实”“理解真实”“经验真实”等等。作为一

种生态而存在的数字新闻业，其从业者和研究者

构成了共同的阐释社群，由“阐释的共同体”[22]生

产的关于“××真实”话语构筑了新闻职业的准

则，“××真实”的语簇（clusters）及其话语构型

在为符合数字新闻生产逻辑与伦理的生产者正名

的同时，又驱逐了那些有悖于数字新闻规范的逾

矩群体。不同于其他具有明确主权边界的专业领

域，新闻业的合法性与权利边界是在新闻从业者

的话语实践中不断被建构的，作为文化领域范畴的

新闻业通过话语修辞争夺（rhetorical competitions）

认知主权进而实现行业合法性的确立，[23]这种话语

实践发生在记者与编辑之间、记者与受众之间以

及其他新闻生产的具体环节之中。基于媒介技术、

认知行为与社会关系三重维度，同时结合既有研

究结论，以下提出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的衍生

阐释话语，具体涉及“体验真实”“收受真实”

和“协商真实”，关于“新闻真实”的新话语构型

在语境、主体、客体层面体现出差异性特点。

（一）“新闻真实”与“体验真实”

在经典新闻学理论视域下，一则新闻报道是

否具有偏见被认为是衡量新闻真实性的一条准则，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是以追求真实性为唯一目标

的行业。 [24]如同“客观性”被视为一种策略性仪

式，传统新闻生产过程中对于新闻真实性的实践

无法触及也从未触及本质意义上的真实，更遑论

将追求真实性作为新闻业的唯一目标。需要指出

的是，数字时代新闻业并没有放弃对于新闻真实

的追求，而是基于媒介技术的逻辑以及数字化新

闻产品 （虚拟现实新闻、沉浸式新闻、传感器新

闻、新闻游戏等）的特点主动营造和创设偏重于

感知层面的“体验真实”。

自 2016年《纽约时报》《卫报》、RT等媒体大

量上线虚拟现实（VR，virtual reality）类新闻产品

以来，有关虚拟现实是否构成真实这一问题引发

了关于新闻真实性概念的热议。作为虚拟现实新闻

的一种类型，“浸入式新闻”（immersive journalism）

是指以虚拟现实技术（VR，virtual reality）为基础，

通过第一视角叙述，通过模拟真实场景为受众带

来身临其境体验的新闻样态，增强受众在感官和

心理层面的体验是虚拟现实类新闻的主要目标诉

求。例如，《卫报》早期推出的 VR项目———《6×

9》，其通过模拟 6英尺×9英尺牢房的场景再现了

当今监狱内的幽闭体验。VR技术所秉承的理念与

传统新闻理念不断进行相互协商与驯化，最终形

成了我们今天所能观察到的、可被称为“体验真

实”的新闻真实性话语。[25]“体验真实”这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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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出进一步拓展了传统“新闻真实”的理论框

架，基于感官体验的“体验真实”与以往以单纯

文字或视听觉类新闻文本为基础的“新闻真实”

理念构成了明显分野。尽管“体验真实”概念的

提出进一步释放了较强的有关真实性问题的解释

力，但“体验真实”仍旧引发了不小争议。有趣

的是，为消解争议，部分 VR新闻的创作者用一种

“逃避性策略”对于新闻真实的问题不做出正面回

应，例如，有创作者认为“VR新闻应该确保技术

手段还原准确的新闻发生情景”（准确与真实并

不是同一概念，这里创作者更强调还原场景的准

确性）。针对 VR新闻对于真实性的暧昧态度，还

有学者更加尖锐地指出，如果为了营造更为真实

和刺激性的体验感受而通过技术手段仅仅呈现最

具感官冲击的场景，这将不仅妨害真实性，还极

有有可能违背新闻伦理。[26]

（二）“新闻真实”与“收受真实”

在新闻传播史发展历程中，假新闻总是与各

类真新闻同时出现，新闻失实现象并不只是数字

时代的显著现象，在传统媒体时代，印刷和广播

等媒体平台上也经常会出现假新闻。近年来发生

的假新闻事件的类型更为多样，离奇的公开事件、

政治诽谤以及其他耸人听闻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

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假新闻的传播速度。研究显

示，一些专门传播假新闻的微网站仅通过脸书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平台就可以获得 50%至

80%的流量。[27]在以社交网络为架构的互联网公共

领域中，假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及其变异速度超过

了人们的想象，假新闻的传播热度得益于媒体生

态系统中更为快速的信息传播机制。除此之外，

真相碎片化是数字时代的另一显著特点，“碎片

化”问题迫使“真相寻求者”在发掘和呈现真相

的过程中重点关注新闻生产者以及收受者。学者

杨保军等提出，真实实现的过程可以被分为“报

道真实”与“收受真实”，“报道真实”涉及事实

信息的采选和文本的加工与创制，源传信任使报

道真实呈现出协商性、偏向性和博弈性特征，而

在收受和信息解读环节，传收主体在信息交互过

程中逐步确立新闻真实实现的伦理机制，为收受

真实实现的良性循环提供动力。[28]

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平台的属性定位特点促使

传统“传 -受”关系中受众一方对于新闻真实的

判断更具主动权，对于权威和主流的批判态度进

一步加剧了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危机。从传受关系

角度来看，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传播成为一种现

象级的原因与传统主流媒体公开关注并主动表态

对于假新闻的立场相关，[29]同时，社交媒体平台上

用户的接受心理也加剧了新闻真实实现的困难程

度———许多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坚定地认为他们

所看到的新闻才是真的，而主流媒体则极大可能

是谎言的聚居地。特别是当主流媒体传播了假新

闻后，受众会愈加不信任所谓的主流媒体，甚至

会认为主流媒体通过欺骗和操纵公众舆论而成为

社交媒体兜售假新闻的帮凶。为了解释主流媒体

因偶然新闻失实现象而导致公信力下降的问题，

西方学术界将“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ies）”引入

新闻传播学领域用以解释上述问题。在阴谋论视

域下，作为信息接受方的公众认为主流媒体的报

道是不可信和不可理解的，特别是美国前总统特

朗普执政期间通过不断指责新闻媒体报道假新闻，

剥夺并损害了主流媒体的合法性。[30-31]

当前，“传 -受”关系早已转变为“传 -受 -

传”无线延展的链条，换言之，社交媒体的存在

加剧了传统媒体追逐事实真相、维护行业权威的

负担。此外，针对既往研究较多关注新闻业的信

任危机但较少关注新闻收受方的态度这一研究不

足，学者 Fisher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众赞同

记者在报道中避免偏见和意见性言论，同时主张

记者应公开所有与新闻事件相关联的利益冲突，

并通过增加深度报道数量从而促进新闻真实性的

实现。[32]但有趣的是，研究也发现，在社交媒体上

提升活跃度并不能够让受众认为记者的权威再增

加，同时新闻真实也无法通过记者与受众在社交

媒体平台上的高频互动中实现增益。

（三）“新闻真实”与“协商真实”

针对数字新闻生产中有关事实与真相的分歧

问题，数字新闻记者并不需要像传统媒体记者那

样致力于挖掘和捕获更多事实和数据以矫正受众

的认知结果，数字时代的记者需要做的是，通过

对话和协商促使受众更易相信某一新闻报道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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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学者 Vos和 Thomas通过分析记者关于新闻

真实性话题的言论发现，数字时代的记者似乎已

经放弃了构筑新闻业的真实性权威，甚至承认传

统媒体的新闻报道的确缺乏可信度，未来的新闻

真实不再只是记者和编辑能够判定和宣称的，关

于真实与真相的追逐也应成为社会公众自身的职

责。[33]

“协商真实”是“新闻真实”在新闻数字化进

程中的表现形式，“协商真实”更加强调真实实

践中的各类关系问题，事实上，新闻真实如同其

他形式的真相和知识一样，都无法逃脱其背后的

权力关系。在有关“真理政体 （r佴gime of truth）”

的论述中，福柯明确指出，每个社会都拥有自己

的真理政体并通过真理政体帮助社会成员作出准

确的事实真假判断，获取真相与真理的过程中包

孕着显著的权力色彩。 [34]福柯的论述为我们理解

“协商真实”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于新闻真实性问

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新闻业权威问题的探讨不能

不顾及权力主体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物质环境，

公开声明新闻是真或是假的判断结论的背后，实

则具有有社会资本运作的权力身影。新闻真实的

话语实践过程与社会各权力机构的运行息息相关，

新闻事实的产生过程也取决于多主体所处的政治、

文化、经济和技术条件与社会关系。[35]正如福柯所

指出的，关于真理的认知植根于权力的运作机制，

具备经济资本和技术资本的权力主体拥有控制真

相获知以及制造意义认同的手段。[36]对于数字新闻

中的真实性问题而言，如果无法宣称和判断某一

新闻是真或假的，那么我们仍旧可以通过新闻生

态体系中的关系角度界定某一新闻是如何被特定

主体理解为真或为假的，权力主体间对于真实的

协商过程亦由此体现。

四、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的实践困境与理路

创新

如果把数字新闻理解为一种信息关系，那么

真实性就是在关系的动态中形成的、语境化的和

不稳定的一种理念。在数字时代实践“新闻真

实”，一方面，作为“真相讲述者”的新闻从业者

在新闻真实的实践领域表现出个体自我认知的矛

盾；另一方面，“新闻真实性”话语正在从新闻

的一种本质属性转化成操作性的概念，数字时代

的新闻真实在实践的碰撞中逐渐实现一种想象性

的过程真实。

（一）“真相讲述者”困境：内容提供方与平

台方的张力

数字新闻的生产与分发环境受到数字经济和

商业逻辑的影响，因此，数字新闻产品类型中耸

人听闻类的信息以及鲜明形象特征的媒体品牌会

更受市场青睐。数字新闻业的生态体现出显著的

“注意力经济”特征，传统媒体在漫长历史发展进

程中培养起的受众群体被注意力经济所引导、切

割和重组，记者和媒体机构更加注重品牌的塑造，

并通过个性化的内容生产引发“数字新闻用户”

的关注。然而，错误信息、失实信息也会在数字

新闻的消费过程中被不断传播，记者与“真相”

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新闻业行业形象与权威的

树立与其自身的功能和角色相关，新闻业往往被

视为真相告知者和仲裁者、权威知识提供者以及

重要内容的仲裁者。 [37]作为“真相讲述者 （truth

teller）”的记者群体在新闻真实性的实践过程中通

常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干扰和限制，例如，媒体行

业内部不断变化的劳资关系使得记者的收入处于

更易变动的状态之中———记者一方面要像商人那

样不得不考虑数字新闻产品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另一方面却依然要坚守真相为维持公众利益服务，

这将导致记者自身的认知矛盾。[38]另一方面，对于

年轻人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基于选择自己喜欢的

媒体平台来获取信息，用户的选择倾向又直接关

系平台的收益情况，内容提供方（publishers）和

平台方（platforms）间的收益纷争导致互联网巨头

们与新闻媒体机构之间呈现出既竞争又合作的关

系。[39]在两方收益的较量下，数字时代的记者与编

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呈现那些并不足以吸引

流量的事实真相。

再者，基于算法技术的数字新闻生产流程改

变了以往有关新闻真实的判断与核实标准。基于

用户偏好，算法技术使得信息的分发更为精准，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信息”概念的范畴远远

超过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消息、广告、娱乐、

数字新闻学·数字时代的新闻真实 《新闻界》 ISSN1007-2438 2021年第 8期

16



科普、八卦等等具有信息含量的内容都可能成为

算法分发和推荐的内容，受众和用户难以区分新

闻内容与其他信息内容的本质区别。其次，“网

络化的新闻（networked news）”[40]内部的记者、政

府官员、社会活动以及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对

话进一步加剧了发掘真相的复杂性。除了复杂性

之外，新闻真实在数字时代还表现出了极大的不

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新闻真实的讨论在

当下变得毫无意义。[41]新闻真实不稳定性的背后，

其实潜藏着数字新闻生态环境中新闻业及其行业

内外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这使得获知真相的努

力以及有关新闻真实的实践必须依赖具有共通性

的可能经验和方法。

（二）从本质到过程：新闻真实的“操作性”

理念转型

作为一种操作性概念而存在的“新闻真实性”

一方面可以在“新闻流通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另一方面，新闻真实也因新闻主体的差异而有不

同的版本。[42]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来看，在

实践新闻真实性的过程中“既要讲求证据又不能

回避价值判断”[43]。对于数字新闻生产的逻辑环节

而言，数字新闻从业者可以做到并且理应做到的

是要确保新闻报道和内容编辑的流程符合新闻业

的规范，但要想将某一新闻事件的完整面貌真实

地呈现出来则需要大量将真相的碎片“拼接”起

来的工作，这都指向新闻真实在操作层面的实践

诉求。

具体而言，在数字新闻生产过程中，从事可

视化编辑的群体对于新闻真实的认知与传统新闻

记者编辑的认知具有显著不同。[44]在这种不同认知

结果的背后隐藏着对于“操作性”的态度分野，

对于从事数字新闻生产的记者和编辑群体而言，

除了将新闻真实视为一种操作性概念而将其从新

闻“本质属性”中剔除之外，他们对于新闻失实

问题也较传统信奉新闻真实准则的记者群体表现

出更大的宽容性，这是因为，包括新闻真实在内

的真实性问题可以在数据更新与事实求证的过程

中动态实现，而这也正是数据科学的逻辑与传统

人文主义取向的新闻业在认知观念分歧上的表现。

从另一角度来看，新闻从业者若想在数字时代追

求一种本质属性意义上的真实本身就是极其困难

的。例如，在 2020年新冠大流行期间的美国，有

数十家美国新闻媒体机构关张，大量的新闻媒体

从业者被迫下岗。[45]突发的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

传统新闻业的危机，媒体机构在数量的缩减又意

味着信息的进一步集中和多样性的消减，可供用

来验证新闻真实的信息来源以及渠道则都可能面

临着进一步窄化的风险，而这也恰恰说明基于

“操作性”的动态新闻真实实践可能更能保护新闻

业的声望。

（三）从规范到结果：作为准则的新闻真实与

社会集体理性的再造

作为新闻学领域的核心议题，新闻真实在未

来数字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具有显著地

位，如何对于核心概念进行再概念化的思考有助

于我们更好界定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的问题。数字

时代有关新闻真实性的讨论不应再仅局限于新闻

生产所应遵循的原则或标准等范畴，换言之，数

字新闻生态环境下的新闻真实性不仅仅是与新闻

生产本身相关的认识论问题，也不是新闻业如何

准确再现事实的技术层面问题，于新闻真实性理

念更为有益的探讨，是将官方、媒体以及用户等

主体纳入进研究视域，并将不同主体如何处理信

息以及处理效果作为新闻真实考量的依据。

传统意义上记者对于新闻真实的追求被当作

是一种为了满足职业规范的“例行公事”行为，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式的比喻则更加强调的是作

为准则与规范意义上的新闻真实。数字技术赋权

公众，使得人们对于真相判断的标准形成了更加

分众化和差异化的认知结果。从早期的贴吧、社

区到如今的微信群、超话，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平

台不断塑造着信仰各异的网络社群，基于共同的

兴趣、爱好、身份等属性特点，网络社群成员不

再需要通过传统官方媒体来获得新闻真相，公众

也并不总是与新闻界对新闻真实的评判结果一

致———他们自身形成了特有的信息把关以及认知

准则。事实上，对于新闻真实和新闻真相的趋近

是在公众不断获取、分享、评论以及消费信息的

过程中实现的，新闻真实不再是由记者、编辑和

媒体机构单方面确定和宣称的，而是社会多主体

数字新闻学·数字时代的新闻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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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集体判断、理性决策的结果 （这种集体的、

理性的决策往往需经历真相反转、集体狂欢并最

终归于理性的复杂过程）。

五、结论与讨论

作为新闻业的核心概念以及元理论，“新闻

真实”与“新闻客观”“新闻透明”“新闻民主”

等概念一样，构筑起了新闻专业领域历久弥新的

研究议题。对于以生态性为显著特征的数字新闻

业而言，“新闻真实”在数字新闻生产、流通与分

发的过程中经历了理念流变，其表现是学界与业

界围绕“新闻真实”这一核心议题衍化并创制出

了若干“××真实”的阐释语簇与概念集群。基

于媒介技术层面的“体验真实”、认知心理层面的

“收受真实”以及权力关系层面的“协商真实”是

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理念在流变中衍生出的阐

释话语新构型。数字时代新闻真实性理念得以建

构的逻辑在于，基于数字新闻的生态性特点，

“新闻真实”从经典新闻业的“原则”“口号”“根

基”转变为一种操作性概念，具有动态性、关系

性和不稳定性特点，其对数字新闻生产实践的指

导意义更具协商和对话可能。与此同时，作为

“真相讲述者”的记者群体在实践过程中也受到包

括内容提供方与平台方的张力等多重因素干扰和

限制，但这并不阻碍“新闻真实”的未来实践进

路———真实性可以在新闻流通的过程中不断形成，

真实可以因新闻主体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版本，当

新闻业在承认真实的相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时，

新闻真实也从作为一种行业的准则转变为助力社

会集体理性再造的积极因素。

回到当前数字新闻生产的实践过程中，新闻

失实问题依旧大量存在，基于本文的分析结论，

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新闻失实的现象，数字新闻

从业者依照“操作性”理念注重信息的动态呈现

过程，特别是致力于在数据之外提供“语境”类

信息。仍以 VR类新闻产品为例，记者和编辑除了

应致力于还原准确 （而非本质真实）的场景外，

还应在醒目位置向观众交代在将现实数字虚拟化

的操作过程中分别保留和舍弃了何种信息，此类

语境化的信息要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技术

而导致的真实性要素的丧失缺憾。

数字新闻学是具有规范性质且对数字时代新

闻生产实践具有引导和解释作用的学科，当涉及

界定和阐释数字新闻学学科体系中包括真实性等

在内的概念问题时，我们也应以数字新闻的真实

生产情景作为理论生发与实践创新的来源，这也

就意味着，有关数字时代“新闻真实”问题的探

讨是兼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如何进一步确立起

数字时代的“真实观”，如何进一步调适和再造

“新闻真实”理念，数字时代的“新闻真实”对于

其他新闻学元理论有何参照价值，这些问题还有

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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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Journalistic Truth is Important: Rethinking the 野Old New Question冶 in Digital Journal鄄
ism Studies

Wang Chenyao

Abstract: Journalistic truth is an“old new problem” that should be highly valued by current digital news research.

Although journalism has made a lot of research results on this, it still tends to understand journalistic truth as the pro-

fessional ethics requirements of traditional news media and practitioners, starting from the law of its ow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especially for the new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context, there are still few studies ex-

plaining the concept of journalistic truth.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responds to some common doubts about news truth,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news truth to news specialization and digital news re-specialization, and imagines how we

might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rethink news in digital journalism research. On this basis, a new definition of

journalistic truth was proposed. This article calls o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further interpret and study the norma-

tive concept of journalistic truth, so as to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for news practice innovation at the critical historical

moment of digital news re-spe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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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t cluster of“experienced truth,”“acceptive truth” as well as the“negotiating truth” in the digital age. Truth

can be both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news circulation and be shown as different aspects between journalism subjects

and power relations.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relativity and operability of truth,“journalistic truth” could be trans-

formed from an industry norm to a positive role to reconstitute social collective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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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人类文明从机械技术文明时代向智能技术文明时代进发的宏大背景

下，新闻传播领域也从以机械技术为主的传统“人工新闻”时代，正在向以智能

技术为主的新兴“人工智能新闻”时代转换。在如此宏大背景下，关注、讨论、

探索智能技术、智能系统、智能网络、智能媒介、智能新闻，对于新闻研究自然

成为重要的事情。我曾在 2018年写过一篇关于智能新闻生产主体性的小论文，

基本观点是：“智能机器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产物，智能新闻是人作为主体的意

志体现，智能新闻生产中存在异化现象，在‘人—机’共同主体结构中的新闻生

产传播中，人依然是唯一主体。”[1]目前这个根本看法并未改变，但有一些新的也

相对更为系统的思考，当然也有了更多的问题。我想通过此文表达出来，与学界

同行共同讨论，以推动智能新闻的研究与实践。

一、“谁”的主体性

在智能技术以及各种人工智能体诞生之前，人们对主体性的归属是没有什么

争议的，主体性就是人的主体性，人是世间的唯一主体。相对人主体的存在物可

以分为两类：自然物和人造物。自然物不具有人主体性，人造物是人与自然相互

作用的产物，是人造客体或人造物，属于人的延伸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或

再论“人工智能新闻生产体”的主体性 1）

杨保军

摘要 野智能新闻冶 是相对 野人工新闻冶 而言的概念遥 主体性是属人的袁 不是属物的遥 人工新闻的生产主
体是人主体袁 主体性自然是指人的主体性曰 智能新闻的直接生产体是人工智能体 渊人工智能网络冤袁 现象
上表现出 野拟主体性冶遥 拟人主体性不等于完全的人主体性遥 人类智能创造了人工智能袁 人主体创造了人
工智能体袁 这是不可颠倒的客观逻辑遥 我们可以把 野人主体冶 与 野人工技术体冶 之间的基本演进关系大致
描述为院 手工技术尧 机械技术袁 它们仅仅是人作为人主体的工具曰 弱人工智能技术袁 开始具有类人的一些
功能属性袁 形成一些初步的拟人主体性的特征 渊拟主体冤曰 强人工智能技术袁 可能形成与人主体相平行的
新主体类型 渊平行主体冤袁 生成强人工智能主体的主体性曰 超强人工智能技术袁 可能形成超越人主体的全
新主体 渊超主体冤袁 但这是人主体无法理解的超人主体性遥 就当前情况看袁 新闻生产传播处于人机交互尧
人机协同的开启阶段袁 是人们所说的人类智能与弱人工智能共同协作的阶段遥 这是一个人主体依然占据
绝对主导支配地位的时代袁 是人主体依然必须在新闻生产传播中充当各种责任终极主体的时代遥
关键词 人工智能新闻生产曰 人主体曰 人工智能体曰 拟主体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杨保军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袁 博士生导师袁 教
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袁 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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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人的主体性。人所创造的文化世界或人所建

构的社会世界，就是打开的展现人之主体性的世

界。

尽管人们对主体性本身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强调精神性，有人强调实践性，有人强调个

体主体性，有人强调类主体性，但基本共识还是

有的。人的主体性不是某种单一的人的属性，而

是人的各方面的属性的统一。人是整体身心统一

的存在，并不是某种单一面向、单一维度的片面

存在；人是类的存在，主体间的共在，不只是孤

立的、离群索居的个体存在，类活动是现实的人

的本源性存在方式，人的主体性也需要在人的共

在性中去理解。因而，我基本同意这样的看法，

“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

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

能动和创造的特性。” [2]“一般说来，主体通常指

的是具有独立意识或个体经验的存在物。”[3]同时，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

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

人自由。”[4]人的主体性是在人的历史活动过程中、

历史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也是不断发展的属人特

性。

然而，人的创造物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呈现出

新的面貌，形成了具有代际性的、革命性的差异。

人所创造的技术由手工技术到机械技术，由机械

技术到智能技术，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人造物越

来越向人类智能逼近，越来越显示出超越人类智

能的可能。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这是不可否

认的事实。新的主体类型可能诞生，我们必须严

肃面对。

作为人的创造物的人工智能技术 （它是技术

观念、技术规范与技术产品的统一体）的不断进

化升级，造就了与以往具有很大不同的新的人工

智能产物，它与传统的技术手段、技术工具似乎

不再属于同一性质、同一层次、同一范围的“生

产工具”或“劳动手段”，似乎不再属于纯粹的

“工具”性存在，而是显露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的似人性质，从而使“谁”是主体成为问题，也

即“人是唯一主体”这一传统主体观念受到了挑

战。简单点说，人们发现，人的最新创造物人工

智能，作为一种技术产物与传统技术产物（技术

产品）在性质、功能、作用等方面有所不同，开

始具备一些与人相似的特征或属性，可以相对自

主、自动地做一些只有人才能做的事情，甚至在

不少方面已经超越了人的能力。因而，相对人主

体而言，由人类智能所创造的“人工智能体”可

能是“另一类潜在的主体”。

正是人工智能体所表现出的类人主体特征以

及可能超越人类整体能力的潜在性，才使人们越

来越关注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我们看到，

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及其相关问题已经成为各个学

科、各类研究中普遍而严肃的课题，也早已成为

文学艺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普遍话题。其中表

露或显现着人们各种各样的技术态度和倾向、技

术观念、技术认知和技术想象。诸如各种“技术

主义”———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技术

命运主义或技术决定主义、技术平行主义———近

乎话语泛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整个人类其实

已经陷入某种程度的“技术亢奋”“技术焦虑”

状态。热衷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可以说就是

“技术亢奋”“技术焦虑”的一种典型表现，也是

自然人类对自己未来存在的一种忧患。这也再次

显现了人作为主体的特殊性，人是一种具有高度

反思性、可能性、未来性、想象性、创造性的特

殊存在，总把关于未来的想象作为谋划今天策略

和行为的重要参考。

显然，人工智能主体观念的出现有其一定的

客观根据，传统唯一主体观念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基于一定新生事物的

新观念，并不必然科学合理，也并不一定是“好

观念”，需要审慎对待。这也正是本文再次分析人

工智能体主体性问题的用意所在。由于人工智能

技术总体上属于信息技术，是数字技术、算法技

术为灵魂的技术，自然是以信息生产传播为核心

活动构成的新闻生产传播领域特别敏感的技术。

事实上，人机共在或交互主体的新闻生产传播、

人工智能机器新闻的生产传播已经成为新闻传播

领域的常态；甚至可以夸张地说，人工新闻生产

传播的比例快速走低，人工新闻越来越受到新兴

人工智能新闻生产传播的挑战，以至于整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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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时代形成的新闻生产传播机制已经开始发

生结构性的变革，一个新的智能新闻业时代已经

开启。正因为如此，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特别关

注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也就理所应当了。

二、新闻生产中的两类主体性

当今的新闻生产传播，正在快速进入人工智

能时代。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整体上还是

一个在不同层次上、不同范围内以“人机交互”

或“人机协同”为主要方式而展开新闻生产传播

的时代。但为了突显本文关于人工智能新闻主体

性这一问题，我在新闻生产视野中，与“人类智

能与人工智能”及“人主体与人工智能体”相对

应，将新闻类型大而化之地分为“人工新闻和人

工智能新闻”两大类，然后分别讨论两类新闻生

产中的主体性问题。

（一）人工新闻生产传播中的主体性

“人工新闻”就是人们常说的传统新闻形式，

也可称为“人为新闻”，是指人主体作为新闻直接

生产者、主导者而形成的新闻，这里主要是相对

人工智能新闻而言的。因而，人工新闻的主体性

就是人的主体性，核心是指新闻生产传播是人作

为主体自主自由的新闻实践活动，不受制于人工

智能系统、人工智能逻辑的约束和限制，主要表

现为这样几个要点。

其一，从整体上说，人工新闻生产传播的价

值立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是由新闻生产者人

主体从根本上直接左右的、决定的，也是通过直

接生产的新闻产品实现的，不经过基于人工智能

系统的算法中介环节。人工新闻生产当然会受到

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

响，并不是由新闻生产传播主体孤立决定的，这

已经是常识，没有必要多说。但相对人工智能新

闻而言，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新闻不受人工

智能系统的影响，即使人工新闻生产过程中运用

各种各样的技术，那也是将技术作为纯粹的工具

手段加以运用的。在没有人工智能技术的时代，

新闻生产处于人工新闻生产的时代。在有了人工

智能技术特别是有了可以相对自动进行新闻生产

的智能体之后，我们把那些没有人工智能技术介

入所生产的新闻归属于人工新闻。

其二，从新闻内容选择角度看，人工新闻的

内容是由作为传播主体的人主体依据一定的新闻

规律标准、新闻规范标准以及传播主体自身的知

识、经验甚至是直觉等直接选择的、决定的，不

借助于人工智能算法的显性或隐性参与。细致一

些说，人工新闻的内容选择凭借的是人主体的直

接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价，各种技术工具的主要作

用是为获取充分的新闻信息服务，而不是通过一

定的程序、算法、模式做出直接的内容选择，在

一定程度上替代人主体的角色。人工新闻内容各

个环节的把关人是直接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人主体，

而不是充当人主体角色的以机器形式存在的人工

智能体。人工新闻的内容是由作为新闻传播主体

的人主体直接决定的，而不是由设计人工智能算

法的创设主体间接影响的、决定的。

其三，从新闻呈现方式角度看，新闻的具体

呈现方式是由人主体直接选择的、决定的。人工

新闻强调的是，新闻的采写编发各个环节是由人

主体直接掌控的，新闻生产传播的全流程是人主

体直接参与的，是由新闻的生产传播者主导的，

新闻生产人主体以外的其他技术只是辅助性的工

具，并不产生或发挥类似人工智能体在新闻生产

传播中的直接的类人主体的功能作用。人工新闻

是由人主体直接写作的、编辑的，而不是通过机

器自动写作编辑的、传播的。人工新闻是人主体

在新闻生产传播各个环节亲自在场的新闻，是人

主体亲自采访、亲自写作、亲自编辑的新闻，运

用什么样的新闻语言、什么样的新闻符号、什么

样的新闻结构、什么样的新闻叙事方式、什么样

的新闻修辞风格等，都是由作为新闻生产传播主

体的人主体亲自选择的、决定的。总而言之，新

闻事实以怎样的面貌、方式或形式呈现在人们面

前，是由人主体直接决定的。

其四，人工新闻是由不同人主体间的有机互

动生产传播的。新闻生产传播中的人主体不是抽

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是实实在在在现实新闻

生产传播中活生生的人；新闻生产传播中的人主

体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是以主体间共

在的方式展开新闻活动的。新闻是在人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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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新闻关系中生产的、传播的。在现实社

会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多元的新闻生产传播

主体，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各种可能的相互作用

和相互影响，共同塑造、构建人类的、一定社会

的、一定人群范围内的新闻图景。在普遍意义上

说，人工新闻是由新闻信源主体、传播主体、控

制主体、收受主体、影响主体在一定环境中基于

事实世界的最新变动情况有机互动形成的①。新闻

因人存在，由人生产，为人服务，人工新闻中的

所有技术只是充当人主体的工具。

通过上面的阐释看得出来，人工新闻的主体

性，始终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人工智能体并未

实质性介入新闻生产传播活动，特别是人工智能

体对人工新闻生产传播各个环节的选择行为不构

成决定性的影响，至多是信息辅助性的作用。但

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我们并不是说或暗示人

工智能的发明创造削弱了人的主体性。事实上，

人工智能的创造与不断升级，恰好显示了人的主

体性的不断增强，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不断扩

展与提升。至于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会不会

像技术悲观主义者所说，必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

的灾难，使人类主体性陷入彻底的、没有回头路

的异化，那是另一个问题。

（二）人工智能新闻生产传播中的主体性

人工智能新闻，简称智能新闻，是指通过人

工智能系统或“人工智能体”生产传播的新闻，

实质是指“通过计算机算法实现自动生产、分发

的新闻形式”[5]。人们通常所说的算法新闻、自动

化新闻、机器人新闻都属于智能新闻。所谓人工

智能新闻的主体性，是指人工智能体在生产传播

新闻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拟人属性或类人属性，具

体内涵可从以下几点理解。

其一，人工智能新闻是人工智能体相对自主

生产的新闻。“人工智能体”就是能够相对自动

进行新闻生产传播的“人工智能装置”或人工智

能系统，它实际上是一种网络化的智能技术存在。

人把自己的需要、价值诉求、伦理倾向等通过一

定的程序或算法落实在智能体的运行机制之中。

这便是主体意向的技术化，或者说技术总是存在

着意向化的结构，只是不同的技术意象化程度有

所不同而已。[6]就目前的实际来看，智能新闻是有

条件的“自动新闻”，并不是人工智能体能够完全

自主生产的新闻，计算机完成工作的前提是人工

设定好整体的运行程序，人主体显然是高于人工

智能体的存在，人主体是人工智能体的“源主体”

“母主体”。人工智能的核心或灵魂“算法”本质

是对人类智能“算法”的“超级”转换，“计算

机算法就是外化了的人脑中的认知算法。算法归

根到底都是对人脑从方法论层次上把握对象的一

种形式转换。” [7]但是，无论是运用在新闻生产还

是新闻分发（传播）环节，人工智能新闻强调的

是人工智能体的自动化，即由人工智能体按照一

定程序、算法自行决策新闻的内容和新闻的呈现

方式。如此新的新闻生产传播方式，意味着人工

智能新闻不同于我们上文所说的人工新闻，它至

少在形式上表现为新闻是由人工智能体直接生产

的。在新闻生产出来之前，人们并不完全清楚人

工智能体会生产出什么样具体的新闻。正因为如

此，人工智能体既不同于一般的只能做人主体辅

助工具的传统机械技术，也不同于纯粹的人主体，

它在新闻生产传播过程中显示出的属性具有自身

的特殊性，是人工新闻生产传播中作为辅助工具

的技术所不具备的，因而需要新的定性，新的说

明和解释。

其二，人工智能体在新闻生产传播中显现出

的一些特殊属性，可以定性为“拟人主体性”。与

人工新闻生产相比，人工智能新闻生产中所显现

出的特殊性在于：并不是人主体的人工智能体，

在一定的条件下，看上去能够像人一样地自主生

产新闻。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体具有了人主体的

一些特有属性，表现出一些类人的特有功能特征

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人工智能

体在新闻生产中显现出的特殊性定性为拟人性。

而相对人的主体性而言，则可以把人工智能体显

示出的特殊性定性为拟（人）主体性。

在目前的人类语境中，人是唯一的主体。因

新闻学研究 《新闻界》 ISSN1007-2438 2021年第 8期

24



而，凡是关涉到主体性的问题，都是以人主体的

主体性为参照而展开言说的，诚如有人所言，

“毋容置疑，无论何种类型的主体都是以人作为参

照物的”，“当我们考察新兴的人工智能的主体地

位时，也必须以人类的主体地位为参照系”。 [8]在

新闻学视野中，我们讨论人工智能体在新闻生产

传播中的主体性问题时，也只能参照人主体的主

体性来定性，因而也只能说人工智能体显现出的

主体性是拟主体性或准主体性或类人主体性。

其三，人工智能体的“拟主体性”还“不是”

人主体的“主体性”。这种“拟”与“是”的区别

相当重要，它界分了“人主体”与“人工智能体”

的本质不同。现有的人工智能体在现象上及机制

上可以模仿人主体的一些功能和行为，可以按照

预制算法、程序、模式自主进行信息选取、加工、

编码而生成完整的有意义的新闻作品，这使人工

智能体与传统的机械媒介技术相比有了质的变化，

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它与人主体的自主性、自

由性、创造性还有相当的距离，还远不能与人主

体的主体性等量齐观。进一步说，在目前情况下，

人工智能体还不能像人主体那样去自由自主的活

动，它还不具备自由意志、自我意识，还远没有

自我觉知的能力，因而它不能承担人主体才能承

担的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不能与人主体形成什

么伦理道德关系，人工智能体也没有什么所谓的

法律权利、道德权利，“机器人是机器，不是人，

因而无法享有人所拥有的权利。人与机器也无法

形成道德关系。故人如何对待机器，严格说来都

不存在任何伦理问题。”[9]退一步说，人工智能体

至多属于责任中介体，本质上依然属于具有某种

特殊功能属性的工具性质的存在。诚如有学者指

出的，“目前人工智能体所呈现的‘主体性’是

功能性的模仿而非基于有意识的能动性、自主意

识与自由意志，故应称之为拟主体性。”[10]拟主体

就不是主体，拟主体性就不是主体性，而仅仅是

像主体性而已。

三、新闻生产中“主体性”与“拟主体性”的

基本关系

在人的世界中，新闻是属人的存在。新闻生

产传播体现、实现的是人的主观意志，追求的是

人的需要和利益。新闻生产传播解决的是人与新

闻的关系问题，它是新闻实践中、新闻学研究中

的总问题。[11]说到底，新闻是一种特殊的事实信

息，它是沟通人与现实世界现时变动的中介，是

沟通现实世界中主体间关系的中介。[12] [13]新闻活动

的核心是要实现人的新闻传播需要和新闻收受需

要，实现以新闻需要 （包括新闻传播需要和新闻

收受需要）为基础的其他需要。一言以蔽之，人

是新闻的目的，人是人类新闻活动中的唯一主体。

这是我们讨论人主体与人工智能体在新闻生产系

统中主体关系的基本前提。在这一基本前提下，

我们可以重点理解以下几点。

第一，新闻生产、新闻始终以人自身为目的，

新闻生产的终极主体只能是人主体，人主体是新

闻活动中各种责任的终极承担者。尽管人工智能

新闻生产传播开始逐步进入常态，机器新闻已经

相当普遍，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整体的新闻

生产传播依然是人主体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生产

传播。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产物，人工智能体

是人主体的产物，这是“人”与“人工”之间的

根本逻辑，就目前来看，还是不能颠倒和颠倒不

了的基本逻辑。因此，我们需要在这样的逻辑前

提下讨论人工智能体在新闻生产传播中的地位、

属性问题。认为人工智能新闻很快就会占据主导

甚至支配地位，人工智能体会很快取代人工记者、

编辑、主持等角色，无人新闻时代也必然会到来，

都还属于浪漫的想象，具有十足的乌托邦色彩。

就当前的实际来看，人是新闻生产的支配性主体、

唯一主体，新闻生产传播体现的、实现的都是人

作为主体的主体性，新闻是为人而存在的，是为

人的需要、利益而生产传播的，而不是为别的什

么事物存在的。

第二，新闻生产的整体逻辑或机制是属人的，

是由人主体来驾驭的，而不是由智能网络系统或

人工智能体驾驭的。尽管在技术整体不断进化的

大背景下，整个新闻媒介网络（不限于互联网）、

新闻生产传播网络形成了卡斯特式的“基础设

施”，彼得斯式的“要素媒介”结构，对人作为主

体的新闻生产传播具有海德格尔式的“座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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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置”作用，或者说整体的新闻生产传播必须遵

循一定的技术逻辑、媒介逻辑，但所有这一切仍

然属于人主体的产物，属于人主体的主动的、积

极的、创造性的建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人的动

机、目的支配下运行的。就像人类社会的整体发

展不是由某个具体的人或群体完全决定的一样，

在整体的智能系统、智能网络结构中，任何个体

及其组织群体对整体网络运行的作用影响都是有

限的。人的主体性在小范围内、微观层面上是显

在的，但在宏观网络结构系统中却是隐在的，并

且受到整体智能网络结构系统运行机制或逻辑的

制约，就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在媒介网络中，

人在微观层面的确仍具有一定掌控力，但其实在

这个媒介网络体系中的所有人和物，都在为媒介

网络的‘永存’而努力。” [14]但话又说回来，整体

智能网络世界归根结底是由人建构的，因而，我

们依然可以将其在宏观层面上看作是人的主体性

的体现（类的主体性体现）和实现，宏观媒介网

络的运作机制实质上就是人作为主体在媒介网络

系统中的活动机制。当然，人主体创造构建的、

运行驾驭的人工智能网络系统、人工智能体能否

始终在新闻生产传播中体现人的主体性，把人作

为目的，恰当地为人的正当需求服务，也就是人

工智能系统是否会在新闻生产传播中产生异化，

背离人作为目的的根本原则，那是另一个不同的

问题，本质上属于人主体如何处理好自身与自身

创造物的关系问题，是人主体能否减少和控制自

我异化的问题。对此，需要人主体时时警惕，持

续研究。事实上，人们担心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创

造出毁灭自己的魔鬼，人类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

创造物，现在还是没有答案的问题。这种没有确

定答案的问题自然会让人们焦虑不安，这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也是人类命运的一个方面。

第三，按照目前的发展逻辑观察，人工智能

媒介系统、人工智能媒介网络系统，将越来越具

有从宏观上、整体上影响甚至支配人类新闻活动

的基础作用，这是一个看上去人类主体性特别是

个体的人的主体地位、功能、作用越来越“弱化”

的过程，但这只是直观的现象，并不是内在的本

质。如此现象不能简单说成是网络智能系统、人

工智能体作为主体的作用，而是新闻活动领域

“技术主导律”的客观体现 [15]，实质上反映的是人

作为主体的能力不断释放、不断解放的表现，也

是人作为主体的能力持续提高的体现，是人的自

由度持续扩展的体现。伴随人工智能的迭代更新、

进化升级，我们应该惊叹的是人类知识智慧、实

践创造能力的神奇，而不是感到人类在人工智能

体面前的“自愧不如”，甚或通过人工智能体来贬

损人的主体地位。这些观念或看法恰好颠倒了人

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人主体与人工智能体之间的

关系。我完全赞同这样的看法，“我们越是研究

机器人，便越能感受到人类智慧的珍贵、神妙和

值得敬畏，而不是通过赋予机器人权利来贬损人

的地位。”[16]尽管人工智能系统、人工智能体一经

创造出来，成为客观的存在，就会必然约束制约

人主体的活动自由，但那是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

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主体通过自己创造物作为

中介对自己的反身作用，它说明的是人作为主体

的能力的有限性。作为主体的人，只能在自己的

能力范围表现和实现自身的主体性。人是有限的

存在，人性能力是有限的。人，只能与自然物和

人造物构成的动态的共在世界中一起存在和演进，

这也是世界的本来状态和面目。

第四，在历史进化视野中，我们可以把“人

主体”与“人工技术体”之间的基本演进关系大

致描述成这样：（1）手工技术、机械技术，它们

仅仅是人主体的工具，只具有工具性、手段性、

客体性。这其实是人与所有人造物的基础关系。

人与人造物的关系升级，只能是这一基础上的升

级。（2）弱人工智能技术，开始具有类人的一些

功能属性，形成一些初步的拟人主体性的特征。

人工智能体可以称为拟主体或准主体、类主体。

（3）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形成与人主体相平行

的新主体类型（可以称为“平行主体”），生成强

人工智能主体的主体性。就人工智能本质上属于

人类智能的创造性产物这一根本客观逻辑而言，

尽管未来是开放的，具有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可

能性，但人主体的主体性是属人的，可以体现在

人主体所创造的事物上；但我始终坚持，人的创

造物不能与人本身相等同。人工智能体即使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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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cussing on the subjectiv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s爷 production

Yang Baojun

Abstract: Intelligent news is a concept relative to artificial news. Its subjectivity refers to human, not to the material.

The productive subject of artificial news is human, so naturally the subjectivity refers to the human’s subjectivity. The

direct productive subject of intelligent news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bje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twork), which

体性，那也是另类的主体性，而不是人主体的主

体性。果真到了这一步，我们恐怕也得用新的一

套概念去描述、反映人工智能主体的主体性。

（4）超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形成超越人主体的

全新主体。如此主体的主体性，如果能够生成，

那也是人主体无法理解的超人主体性。果真在库

兹韦尔式的“节点”之后[17]，出现了超越人类整体

智慧、整体能力的存在物，那也是自然人类智慧

无法理解的存在，属于“神”性的存在，而“神

的世界和认知方式与人完全不同，也是我们人无

法了解的”。[18]在我而言，不大相信人可以创造出

高于人类整体能力、整体智慧的存在。但我保持

开放性的姿态，人类能否创造出高于自己的存在

者，在人机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能否产生或“杂交”

出超人的“新人类”“后人类”，答案留给不断到

来的未来吧。

第五，从当前的现实情况看，新闻生产传播

处于人机交互、人机协同的开启阶段，也就是人

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互动进入新闻生产传播的初始

阶段，是人们所说的人类智能与弱人工智能共同

协作的阶段。因而，我们不难看到，在人工新闻

与人工智能新闻之间，存在着宽阔的“中间地

段”，大量的新闻生产甚至可以说整体的新闻生

产，其实属于人机交互或人机协同水平的新闻生

产。也就是说，尽管当前的新闻生产依然存在着

一些纯粹的人工新闻，也初步出现了人工智能体

自动生产传播的新闻，但整体的新闻生产传播实

际上是在具有一定人工智能水平的庞大媒介网络

系统中展开的。因而，新闻越来越成为人机交互、

人机协同生产的结果，一定社会的整体新闻图景

其实是由人机交互、人机协同构成的庞大网络生

产传播、塑造构建的动态呈现。在新闻主体论视

野中，这是一个人主体居于绝对主导主体地位的时

代，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过于热衷于人工智能拟主体

的讨论，但对人工智能体可能会给新闻生产、传播、

使用、控制带来哪些宏观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大量的

具体问题，还是需要紧跟时代展开积极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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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革命 -建设 -改革”百年史而言，新闻宣传活

动扮演着记录、参与、助力、纠错等多重角色。在横向的主体间比较视野中，中

共在实践中创造出一系列与西方新闻样态虽面貌相似，却内涵迥异的对仗式的新

闻宣传范畴，如“news”与消息、“feature”与特写、“investigative report”与调

查报道等；在纵向的自身内在衍化视野中，中共通过不断创造性实践多样化的新

闻宣传方式，生成了若干具有历史节点意义的标志性传播事件，如延安新华广播

的艰苦创业、《解放日报》的适时改版以及新闻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等。在纵横脉

络交汇处，常常是我们审看与挖掘中共新闻宣传实践之本土意义的突破口，兼范

式比较与历史书写双重价值而有之。在“媒介事件”的意义上，“开国大典”成

为第一个症候式样本：既因与西式媒介事件迥异的存在条件而获得了对比研究的

价值，又因其“第一次”“全国性”的特征而赫然居于中共新闻宣传谱系的核心

位置。

一、以“媒介事件”检视开国大典

1949年 10月 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举行，简称开国大典。典礼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人民群众游行活动和焰火晚会三个部分。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前身，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大典进行了为时六个半小时的全程实况广播，

超越“媒介事件”：重访开国大典实况转播 1）

曹培鑫 宋启明 薛毅帆

摘要 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是一次具有节点意义的中国新闻宣传实践袁 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媒介仪式遥 以戴扬与卡茨的 野媒介事件冶 理论关照 野开国大典冶袁 可以发现 野开国大典冶 尽管呈现出戴扬
与卡茨式 野媒介事件冶 的若干特征袁 但作为承载着深厚中共传统和典型本土要素的症候式传播实践袁 其独
特面向需要放置在中国/中共新闻实践中予以考察遥 研究认为袁 中国/中共新闻宣传史脉络中的 野开国大
典冶 溢出了 野媒介事件冶 理论的视野袁 塑造了中国式的媒介仪式典范袁 并为 野媒介事件冶 这一西方概念提
供了中国语境的实践检验与更为丰富的解释空间遥
关键词 媒介事件曰 开国大典曰 中国新闻实践曰 中共新闻宣传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曹培鑫袁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尧 博士生导师袁 北京 100024曰 宋启明袁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
硕士研究生袁 北京 100024曰 薛毅帆袁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北京 100024

1)基金项目院北京社科基金项目野党报理论的学术话语尧政治话语尧大众话语的互动关系研
究冶渊19XCA001冤曰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尧博士后科研提升项目
野从想象到实践院中国电视耶史前史爷研究渊1909-1958冤冶渊CUC210D00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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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转播。[1]

国内学界关于开国大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这一事件文本表征的研究，如从戏剧影视与艺术

研究等角度分析开国大典在影像、绘画等视觉艺

术作品中的再现等，这一研究脉络将开国大典视

为一个平面的、完成时态的历史事件，而忽略了

其作为一次具有全局性、立体性传播意义的中国

共产党的宣传实践。特别是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

有关这一重要传播活动的研究仍显匮乏。因此，

以作为实况转播研究经典范式的“媒介事件”理

论关照“开国大典”，成为本文研究脉络的起点，

以期在西方理论框架与开国大典的传播实践的有

机互动中探索理论与实践对话的空间。

“媒介事件”的研究范式由美国学者丹尼尔·

戴扬（Daniel Dayan）与伊莱休·卡茨 （Elihu Katz）

在其 1992年出版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

》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下文中简称 《媒介事件》）一书中提出并确立。

在戴扬与卡茨的观点中，“媒介事件”指“一种

特殊的电视事件”， [2]即“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

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自《媒介事

件》一书 2000年在中国翻译出版，国内学者对媒

介事件这一研究范式给予了热情的关注与回应，

然而已有研究存在着两方面局限：其一，现有的

研究都将“媒介事件”当作一个既成的概念，或

是谈论其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或是描述和分析

其在新媒体语境中的新特征，或是就某一具体的

媒介事件分析其中的权力关系。尽管有学者进行

了旨在厘清相关概念的研究，对比辨析“媒介事

件”与“媒介仪式”①，但大部分此类研究仍将

“媒介事件”当作涵义明确的概念，并以此为框架

探讨其他传播现象。厘清概念固然有助于理解

“媒介事件”的内涵与外延，但以认同原有概念界

定为前提，阻碍了对“媒介事件”更丰富面向的

探讨；其二，已有研究缺少历史维度的分析。一

则因为在大众传播学实用主义研究价值主导下，

研究者多关注当代热点话题，考察媒介事件与当

下社会环境之联系；二则因为默认了《媒介事件》

中的“电视时代”的前提，故而较多关注电视出

现至今，包括电视、新媒体等媒介中的重大事件，

鲜有将电视出现之前的广播直播事件放置于“媒

介事件”框架之下进行的研究。

在此情境下，“开国大典”与“媒介事件”

二者都需要借助对方来拓展自身的学术内涵：作

为理论的“媒介事件”需要引入“开国大典”，拓

展其在时间维度的解释范畴，以此增益这一长久

占据研究热点地位的学术概念本身的建设；作为

研究对象的“开国大典”，也可以借助“媒介事

件”理论增进对这一历史事件多面向的探讨。

“开国大典”在与“媒介事件”理论展开对话

的过程中，有着怎样溢出现有理论框架的独特属

性？作为中国共产党形塑中国人民主人翁精神的

起点，“开国大典”建构了怎样全新的受众与大

众传播的新型关系？本文将基于这一被实况转播

的国家成立典礼，着重探讨其与“媒介事件”经

典理论的融合与分歧之处，以历史事件反观理论

的文化适应性，以理论重访重要历史时刻，并论

述其之于当下的重要价值与深刻影响。

二、“开国大典”②：庆祝新政权成立的媒介仪式③

开国大典的转播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

实况广播，[3]是中国广播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统

观整个直播过程，这场被成功进行实况转播的典

礼可以被看作一次盛大的媒介仪式。同时，因其

作为国家诞生典礼的历史地位，“开国大典”也

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媒介仪式。尽管

淤如郭建斌认为野媒介事件冶与野媒介仪式冶并不完全等同袁野媒介事件冶所指涉的对象中有些属于仪式袁有些则不属于仪
式曰以及刘建明提出的野媒介事件着重阐释大众媒介整合社会的功能袁媒介仪式则重点解释大众媒介建构社会中心的神
话冶遥 见郭建斌.如何理解野媒介事件冶和野传播的仪式观冶要要要兼评叶媒介事件曳和叶作为文化的传播曳[J].国际新闻界,2014,36
(04):6-19. 刘建明.西方学术语境中野媒介仪式冶与野媒介事件冶的异同要要要兼与郭毅商榷[J].新闻界,2019(11):40-51.
于 对于开国大典这一历史事件袁下文将历史事件本身表述为开国大典袁将作为媒介仪式的开国大典表述为野开国大典冶遥
盂 戴扬与卡茨在叶媒介事件曳中指出袁野就具体事件而言袁仪式就是事件袁事件就是仪式冶遥 丹尼尔窑戴扬,伊莱休窑卡茨.媒介
事件院历史的现场直播[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77.因此为在表述上区分事件本身与叶媒介事件曳一
书袁下文在对野开国大典冶进行性质指认时均使用野媒介仪式冶一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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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发生于 1949年，远远早于“媒介仪

式”理论提出的 1992年，这一以广播为传播媒介

的仪式也并非戴扬与卡茨的理论所关注的电视时

代的产物，但我们必须关注一个重要事实：在绝

大多数人无法亲临现场的情况下，对开国大典进

行实况转播是民众基于媒介建构的“共同经验”

想象新生政权并产生情感认同的重要渠道。尽管

彼时的中国电视尚未诞生，但广播同样也唤起了

听众的视觉想象，将听众带入第一现场，[4]“实况

转播”（现场直播）这个将某一正在进行的社会

活动的实况、播音员的讲解等现场真实声音通过

无线电波送往各地的新名词，也因开国大典而诞

生，并沿用至电视媒介诞生后的今天。 [5]由是观

之，“开国大典”足以成为一次既包含历史价值又

关乎当下的媒介仪式。

以“媒介仪式”理论对“开国大典”予以更

进一步的关照，立足于戴扬与卡茨对仪式特征的

界定，以及二位作者阐述的构成事件样式本体的

主要叙述形式，即媒介仪式的“脚本 （script）”，

对“开国大典”予以“媒介仪式”理论视角的解

读，加之对史料的梳理，我们发现“开国大典”

确实呈现出戴扬和卡茨所谓“媒介仪式”特征的

若干面向，也在叙事维度上符合“媒介仪式”所

认定的脚本层级。

（一）“开国大典”的“媒介仪式”特征

播出方式上，对开国大典的转播是非常规的

“节日安排”。无论是对于广播媒介还是民众，

“开国大典”都是对日常生活秩序非常规甚至“垄

断性”的打断，干扰着正常播出乃至生活的流动,

这也是媒介仪式与其他播出方式之间最重要的区

别。[6]首先，广播媒介以被邀请或要求的角色参与

到节日当中，原有节目播出安排为媒介仪式转播

让位。1949年 9月 27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发

出通知，要求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整个开国大典

做实况转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及私营广播电台

同时转播。私营广播电台如有因设备关系不能转

播者，在全国联播庆祝大会的时间内也需要停止

其本身的播音活动。[7]其次，媒介仪式令广大民众

群体拥有共同经验，也令听众彼此呼应融合。能

够肯定的是，1949年 10月 1日对于全国各族人民

来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发生在这一

天的开国大典是 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事件。开国

大典的实况转播让全国亿万民众停止当天下午 3

点到 9点左右的日常生活，“驻足聆听”这一盛

大的节日庆祝。在开国大典现场的群众，也使这

一天的天安门广场成为了“人的海洋，花的海洋，

红旗的海洋”。[8]

前期准备上，与重大新闻事件的偶然性、突

发性不同，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

“开国大典”构成一种典型的媒介仪式。 [9]开国大

典的前期准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国大典

仪式本身的准备与策划。1949年 7月 7日，开国

大典筹备委员会就已经成立。在确定大典时间和

地点之后，天安门的整修工作立即展开。在开国

大典倒计时 30小时内，包括观礼台牢固性检验、

游行舞蹈的排练验收、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的

时间测算、毛泽东像的绘制和修改仍在紧张地进

行。10月 1日凌晨两点前后，参与游行的群众以

及参加阅兵的部分部队开始陆续向天安门进发。[10]

二是开国大典实况转播的策划与宣传。作为中国

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覆盖全国的现场转播，北平

新华广播电台的负责人提前一个月便制定了整个

广播工作计划，对编辑、采访、播音、技术、行政

等做出了周密的安排。[11]针对设备简陋的扩音技术

问题，曾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将

九只喇叭焊接在一起制作了一个大型扩音器；对

于阅兵式的音响传送问题，杨兆麟等人提前将朱

德向受阅部队的问候进行录音备播。[12]在开国大典

的宣传方面，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从 1949年 3月起

即开始进行宣传。[13]10月 1日当天清晨，新华台发

出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

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三点钟举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并在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一广播预告。[14]

喜讯立即传遍全国，亿万民众被媒体“邀请”来

参与这场经过精密策划的“文化表演”。这样的提

前通知，也在民众之间产生了一个由媒介宣传活

动所带来的积极的期待期。

发生地点上，“开国大典”将现场与“远地

点”相结合，媒介发挥了连接时空的作用。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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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本身的组织工作在媒介之外，这里所谓的

“媒介之外”具有两层内涵。一方面，事件本身具

有“远地点性”，发生在亿万民众的生活空间之

外，但民众能够通过现场播音员齐越、丁一岚六

个半小时不间断的播音讲解，在各自的生活空间

内感受到天安门广场的热烈氛围，并建构起对新

生政权的兴奋感、自豪感与骄傲感。另一方面，

广播将开国大典的实况传递到全国各地，各地民

众守在收音机或公共广播周围收听。在这一过程

之中，基于无线电技术的广播媒介建立起现场与

远地点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开国大典的组织者、

广播媒介与民众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有机体。

这种原生态式的实况转播方式具有极高的还原度，

在吸引民众的注意力的同时，也设置了全新的传

播议程，引导民众以特定的框架思考与见证开国

大典。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开国大典”中

媒介技术的成功应用，凸显了仪式本身的传播意

涵。

参与氛围上，“开国大典”兼有仪式的崇敬

与礼仪性。通过事件组织者和媒介的合作，媒介

仪式往往带着仪式性的崇敬，所用的语气也表达

出神圣和敬畏。[15]人们对仪式的到来盼望已久，开

国大典的组织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技术

进行策划、组织与宣传，使亿万民众对事件心驰

神往，怀有充满崇敬感的礼仪性。为了确保这种

仪式框架能够长期存在，由组织者定位并由媒介

认同的媒介仪式的意义被公开声明，即这一媒介

仪式本质上是一个转折点，并传达一种和解的信

息，在和解的气氛中参与者和民众被请来共同克

服冲突，[16]即宣告“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

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

人民业已获得解放”[17]。当民众在现场或收音机中

听到毛主席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声音时，全国人民

都为之振奋。正如时为北平市纠察总队二连五团

战士潘鸣岐的回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的时候……其他地方的声音、嘈杂声音都

没了，就只能听见毛主席说……这时大家的心就

跳起来了。”[18]不在现场的全国绝大多数民众，也

怀着兴奋与崇敬的情感围在收音机或公共广播的

周围，共同见证这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神圣时

刻。①

（二）“开国大典”的“媒介仪式”脚本解读：

竞赛、征服与加冕

戴扬和卡茨认为，媒介仪式可以根据构成事件

样式本体的主要叙述形式一划分为“竞赛（contest）”

“征服 （conquest）”与“加冕 （coronation）”三大

类，亦可称之为媒介仪式的三种“脚本”。 [19]一般

而言，仪式只包含其中一个层面，并不一定将三

个阶段都作为仪式的主题。而“开国大典”作为

一次不容许失败的媒介仪式，其在脚本选择上是

经过极为周密的计划与安排的，三个脚本在“开

国大典”中均有所呈现。

在“征服”层面，首先，正如戴扬和卡茨所

说，“征服”脚本侧重塑造领袖的非凡人格与英

雄气概，观众也寄予英雄超凡魅力。[20]在“开国大

典”中，毛泽东被凸显为一个“英雄”形象。毛泽

东肩负着宣布新中国成立、升国旗、宣读《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等重要角色，②

其所表现出的领袖魅力令听众为之倾倒。开国大

典当日，在距北京数千公里之外的广西某苗族村

落的打谷场上，数百名解放军战士和群众围在一

个收音机四周。收音机里毛泽东的声音传出，打

谷场上也随即响起潮水般的掌声，和收音机里天

安门广场上首都群众的欢呼声遥相呼应。 [21]其次，

“开国大典”也彰显着“人类历史的巨大飞跃”，

是中国人民对未来世界的征服宣告：中国共产党

众望所归地建立起代表人民大众的新政权，是中

国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人民群众

和事件组织者一起在庆典中建构起共同经验，在

充满敬畏与信任的仪式中确认了“过往冲突的克

服”。[22]

在“竞赛”层面，“开国大典”以一个“事件

中的事件”，即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即

各种政治力量彼此竞赛的历史）进行回忆与重建，

从而显示出新中国政权的历史合法性：“自蒋介石

淤本章第二节对相关史实进行了具体阐述遥
于素材来源于中央档案馆 2019年 9月发布的开国大典 12分钟彩色影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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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背叛祖国……全国人民处于水

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奋不

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

政府的反动统治。”[23]尽管其后这些信息也在广播

解说中被陆续提供给听众，但在公告宣读的彼时

当下，广播媒介放弃了自己解说员的角色，而是

以崇敬的态度成为开国大典事件本身的忠实“追

随者”，对事件的权威与合理性予以认同。其后对

阅兵式的转播，更是对这一认同进行了进一步强

化。

最后，“开国大典”以其完全的仪式性质和巨

大的仪式感构成了一次神圣不可侵犯的“加冕”。

如前所述，媒介仪式的三个脚本并非一个线性的

过程，而是以互相渗透的方式存在。区别在于，

“征服”与“竞赛”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仪式成分，

但“加冕”则完全作为仪式，遵循着严格的仪式

规则。为使“加冕”的环境中时间、地点及仪式

环节等都保持神圣， [24]“开国大典”的典礼进程

上，筹备委员会对各项流程的时间进行了精准的

估测，确保各位中央领导人在下午三时登上城楼，

以及后续典礼内容有序进行；广播转播上，实况

转播规定播音员必须严格按照事先写好的广播稿

播报，不允许擅自更改。[25]此外，“开国大典”的

“加冕”为伟人亮相提供了最佳的时空准备。伟人

接受崇高的赞誉———当广播员通过扩音器宣布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时，人群无比激动与欢腾———也彰显伟大的成就：

宣布新中国的成立。

三、《媒介事件》视野之外：一次中国式的媒介

仪式典范

“开国大典”不仅仅是一次戴扬与卡茨式意义

上的媒介仪式。新中国开国大典发生的四十多年

之后的 1992年，《媒介事件》才正式出版。因此，

上文虽明言“开国大典”这一媒介仪式与“媒介

仪式”理论之间的若干契合之处，却不必然服膺

于戴扬与卡茨研究“媒介仪式”的一家之言。

“开国大典”这一承载着深厚中共传统和典型本土

要素的症候式的传播实践本身，就是新闻传播研

究难得的分析主题，刻板归类或者对既有框架削

足适履不仅会遗失“开国大典”的经验过程，也

容易将之矮化为吴予敏所说的西方传播学理论的

填充物。[26]

（一）“开国大典”与“媒介仪式”理论的非

耦合之处

开国大典所处的时代与 40余年后的大众媒介

环境、技术发展水平、乃至“媒介仪式”理论提

出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均有显著的差异，也并非

完全戴扬与卡茨意义上的“媒介仪式”。在他们对

“媒介仪式”的界说中，事件主要体现为“组织

者”（主演）、“电视台”（媒介） 以及“受众”

（广大电视观众）三种角色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以及事件产生的多方面社会效果。[27]由此，作者将

“媒介仪式”狭义界定为重大历史事件的电视现场

直播。然而一旦我们居于后来者之位，意识到开

国大典和《媒介事件》二者之间存在于东西方跨

文化和四十年发展时差的异质时空语境时，就会

发现以后者观点阐释前者实践时的力有不逮和局

限性。作为媒介仪式的“开国大典”，在很多面向

上已经溢出了戴扬与卡茨式的“媒介仪式”的理

论视野。

首先，广播同样可以作为呈现媒介仪式的载

体。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样态的电视传播所依循的

基础模式，本就继承自更早的广播实践。20世纪

20至 40年代，“广播公式”被定义为“在一个中

心集聚点上汇集信息资源，并向无数分散的受众

传递确定的内容”。[28]从观念史来说，“大众传播”

（mass communication）与“广播”（broadcast）构成

彼此互释的同义隐喻，而电视则是在更晚近的历

史中才被吸纳至“大众传播”的概念中的。甚至

“实况转播”一词也诞生于“开国大典”这一事件

中。不同于单纯侧重语言与听觉表达的广播新闻，

以及侧重在空间上进行视觉想象营造的广播剧，

兼有事实呈现与播音员讲解的实况转播，属性介

于二者之间。“开国大典”在向受众传递新中国

成立的新闻信息的同时，兼具能够建构起身临其

境的场景的戏剧属性，塑造了具有强烈仪式感的

事件过程与结构：以广播为媒介的媒介仪式使得

“身处远方的见证人”获得了对“重大历史事件”

身临其境般的真切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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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观众与媒介之间建立了不同于“媒介

仪式”理论的“媒介 -观众”关系。戴扬与卡茨

通过对媒介仪式三个脚本中观众所扮演的不同角

色进行解读，建构起了媒介仪式与观众“被要求

观看———产生忠诚 / 裁判的矛盾———被仪式说

服———拥有敬畏与认同”的驯服观众的过程。

“开国大典”呈现的“媒介 -观众”关系则不同于

这一预设。不同于西方语境的“查尔斯王子的婚

礼”或“登月事件”等远离公众生活的事件，①

“开国大典”标志着新政权在某一空间的建立，与

作为空间中生活主体的观众之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伴随着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逐步建

立起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党群

关系，因此在“开国大典”中，观众并非“被要

求”观看仪式，而是“被邀请”参与其中，并对

事件给予主动认同。并且，在这场面对全国广播

听众的媒介仪式上，听众始终和谐地扮演着支持

人民军队的忠诚角色，对“开国大典”的组织者

寄予强大的信任。“媒介仪式”理论隐含的驯服

观众的过程，在“开国大典”中因和谐的“媒介 -

观众”关系得以消解。

另外，戴扬与卡茨对“仪式”与“新闻”的

划分削弱了“开国大典”之于中国新闻史的意义。

在戴扬与卡茨看来，媒介仪式所关注的事件由于

存在策划、宣布和广告等环节而不具备偶然性或

突发性的特征，因此并非真正的新闻事件。这显

然是将“新闻”和“仪式”划定为两个彼此分立

的范畴，对一次具体媒介活动的定性只能遵从二

选一的规则。这一主张与两位学者所处的知识语

境有关。《媒介事件》一书出版于 1992年，彼时，

西方新闻学中“news”与“propaganda”之间的界

限已然十分明确。 [29]“propaganda”的狭隘定义使

“偶然”“突发”“非策划”等特征被排除在宣传

之外，成为“新闻”的基本素质。因此，面对具

有人为宣传和造势特征的“媒介仪式”活动，两

位作者必须在其与“重大新闻事件”之间做出区

别。而恰是在这一点上，中西两脉观念与实践传

统中对于“什么是新闻”这一问题的不同答案迥

然呈现。就中国本土传统来说，宣传是新闻难以

剥离的一重或一部分属性[30]；同时，一次媒介活动

是否属于一次新闻活动，其判断标准也不应以

“偶然”“突发”“非策划”等原则来裁决。延安

新闻学清楚地指出事实性（真实性）才是新闻的

第一原则[31]，这即是说，只要媒介所关注的事件本

身是真实发生的，且媒介忠诚地呈现事件，就成

其为新闻。相比于彼此对立的二元范畴而言，中

国语境中的“新闻”与“仪式”之间其实是一种

“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仪式作为一种特殊

的新闻事件，具有来自于延安新闻学理论传统和

“完全党报”实践传统的合法性。如果以戴扬与卡

茨的标准进行裁定，“开国大典”将囿于“仪式”

的单方面定性而丧失其作为“新闻”的面向。我

们恐怕不能接受一部闭口不谈“开国大典”的中

国新闻史，因为这无疑意味着割舍和放弃了这一

媒介仪式在中国新闻史上的重大意义和应有地位。

探讨开国大典的传播实践与“媒介仪式”理

论的非耦合之处并不是为了否认“开国大典”作

为“媒介仪式”的合理性，而是强调“开国大典”

的传播特性不应被戴扬与卡茨所定义的美国式

“媒介仪式”的垄断性概念所遮蔽：既不能因循

“媒介仪式”的理论条框来强行分析“开国大典”，

以至于牵强附会、削足适履；也不应担心冲撞了

“西方经典”的理论权威而对“开国大典”所呈现

出的独特面向闭口不谈。

（二）中共新闻实践视野中的“开国大典”

转换视角，将“开国大典”放置在中国 /中共

新闻实践脉络中予以考察则更显理论与实践的自

洽。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历史和现

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的诞生。”[32]这里的“历史”，主要指近代革命史，

或曰革命史框架下的近代史。在政治层面上，

1949年的开国大典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颁奖礼”。

中国近代革命的组织者承袭了列宁在 《国家与革

命》中的著名论断“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

政权问题”，并提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

淤查尔斯王子的婚礼与登月事件均为戴扬与卡茨在叶媒介事件曳中提及的案例遥 丹尼尔窑戴扬,伊莱休窑卡茨.媒介事件院历
史的现场直播[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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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这里的野中心冶与野边缘冶袁都是在野依附理论冶和野世界体系论冶所说的全球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分工的意义上而言的遥 张康
之,张桐.野世界体系论冶的野中心要边缘冶概念考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29(02):80-89.

是武装夺取政权”[33]的中国式研判。作为旧政权与

新政权的最终交接仪式，在其所具有的多重历史

意义与属性之中，开国大典最核心与最突出的面

向显然是政治上的革命性。就此来说，将开国大

典标定为一个革命事件，使之坐落于革命历史之

维上，视其为一连串革命历史事件辩证推演过程

中的质变节点，有理可循。

故而，以中共为主体围绕开国大典所展开的

新闻宣传实践，正是一种革命宣传。以此角度来

解读“开国大典”，就不能简单依循戴扬和卡茨的

理论设计，而应当启用中国———尤其是中共———

的近代革命宣传活动自身的历史脉络和观念框架，

来分析其作为一场中国式的媒介仪式的特殊意义。

识别“开国大典”的本土特色，需要从质疑

“媒介仪式”理论普适性神话入手。在知识社会学

意义上，“媒介仪式”的提出是一个可以被“事

件化”（eventualization） [34]的知识活动，戴扬和卡

茨基于大量电视实践抽绎出该理论概念。但作为

考察样本，这些实践的发生依托于特定时空内的

现实条件。无论是“戴安娜婚礼”还是“奥运

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场场媒介仪式，除去事件

本身包含的传播价值外，离不开物质形态的信息

传输基础设施，而这些设施条件完备与否，与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因此在用“媒介仪式”

理论审看“开国大典”时，必须意识到一个现实

原则：物质层面的信息传输网络须足够发达，才

能够提供给散落于各个空间的无数观众参与仪式

的基本近用可能。

而 1949年的中国，物质基础颓废残破。且不

论“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这种场景绝不可能

发生，即便是利用广播打造一场媒介仪式，也必

须解决广播设备数量少、分布不均、电力保障差

等现实问题。可见，希望国民自发打开接收设备

和选择频道而实现规模化参与的路径，在彼时的

社会条件下并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大量农村民众，

尤其是中西部民众会被排除出仪式之外。但是，

“开国大典”又必须是一场全民性质的仪式———这

是由中国革命本身的性质所规定的：中国革命是

以“人民”为名义和口号发动的[35]，作为革命“颁

奖礼”的开国大典理应成为一场由全体中国人民

共享的媒介仪式。因此，如果民众的自发行动不

能保证“开国大典”全民接收，甚至受到物质条

件所限连自发的收听行动本身都难以形成的话，

那就必须依靠外部力量介入以实现有效动员。我

们可以发现，开国大典举行期间，许多地区都出

现了被组织起来集体收听广播的现象，如前文提

到的广西某苗族村落的打谷场上，数百名解放军

战士和群众围在一个收音机四周收听开国大典实

况转播的场景。

这种“被组织”的媒介实践，显然已经溢出

了“媒介仪式”本身的理论视野，与其基本精神

底色相抵牾。就表层看来，戴扬和卡茨对“媒介

仪式”的分析和言说是以 60年代电视媒介兴起与

普及为背景，以电视直播为实践依据而展开的。

但隐藏在媒介演化这一看似中性过程之下的深层

认识框架，乃是一种服膺于自由主义媒介理论的

前提假设，这是“媒介仪式”理论最重要的默会

观点：无数原子式的个体在自由主义逻辑支配下，

被媒介仪式聚焦的重大事件本身包含的新闻价值

所吸引，基于自由行动权利进行收视选择从而结

成临时性的仪式观众。

在战后新自由主义浪潮涌动的语境下，跨越

区域的全国乃至全球信息网络才得以建成[36]，中心

国家的相关议题也才能成为一种通识性知识挤占

边缘国家的本地性议题①———由此，一种能够笼络

全国或全球观众的媒介仪式才能获得必要的展开

空间。正因为此，具有所谓巨大新闻价值的事件，

在以自由主义为逻辑的信息市场中才得以对观众

产生天然吸引力，而观众也才得以“自由地”借

助家庭电视远程参与媒介仪式。

实际上，作为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仪式，

“开国大典”的生成有其自身的实践传统和观念框

架。将基层民众以集体为单位组织起来进行集中

宣传，至晚从延安时期起就已经在公共读报[37]和新

秧歌[38]等宣传实践的基础上成为革命宣传的一种经

验，并经由全国范围内党组织与政权的建立而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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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野全党办报冶的两次层含义袁可参看黄旦.党组织办报与野手工业冶工作方式要要要野全党办报冶的历史学诠释[J].新闻大
学,2004(03):14-19.

袭至新中国初期的新闻宣传实践中[39]。

在彼时的中国语境中，“被组织”并不意味

着“被动”，而是暗合了延绵于新闻宣传工作自

1942年整风以来形成的实践传统和观念脉络中强

调“共同参与”的精神。无论在哪个层面上理解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①，作为方法论的“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都不曾忽视对专业新闻宣传

工作者与普通大众之间沟通壁垒的打破。 [40]质言

之，革命宣传视野下的中共新闻实践，并不将信

息传播简单视为“皮下注射”，而是一个具有显著

开放性的互动场域，通过共同参与实现党政声音

对民众声音的温和包容和主动获悉。[41]由是观之，

在“开国大典”中，党政权力与民众之间不复是

“我演你看”的关系，媒体也不再仅仅是给民众提

供远程观看仪式的平面界面。中国革命的性质和

传统使得“开国大典”必须成为一个意义与情感

的共享平台———这种以“共享”为追求的媒介仪

式显然与戴扬与卡茨所说的“瞻仰”“朝圣”此

类具有明显主客分野的结构模式相异。

让“开国大典”回归 1949年的中国语境，并

非否认“媒介仪式”这一概念本身的学术意义和

理论生命力，而是要指出戴扬与卡茨所审看的并

非是模糊了个性的、抽象意义上的“媒介事件”，

而只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媒介实践环境中

形成的个案式的“事件”。在此基础上，通过具体

考察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多种形态的“事件”，

以使“媒介仪式”这一概念的解释力空间得以扩

展。

四、续论：“开国大典”创造的传播典范与文化

遗产

由于现实因素的限制，1949年的“开国大典”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意外：由于工作人员事先只准

备了几页简单的解说词，并且不允许解说员擅自

更改广播稿，导致现场许多生动场面并未通过广

播向听众进行充分的描绘。在典礼即将结束时，

随着周恩来向现场群众告别致意，播音员立即播

报了结束语，宣布了实况转播结束。然而，现场

群众热情高涨，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也不愿离

去，不断向群众挥帽问候。 [42]面对这种生动的场

面，已经停止播音的广播只能接受重要场景“失

语”的遗憾。

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介对事件进程必然束手无

策———相反，媒介仪式的组织者将通过一次仪式

事件为未来一系列类似的事件在技术手段、转播

策略、观众参与、意义建构等方面树立传播典范：

1950年的国庆直播中，组织者用事先录制的音响

弥补无法同步传递的现场同期声 [43]；1984年的新

中国 35周年国庆阅兵与游行仪式，更是加入了大

量生动感人的现场采访，还插播了三次历史音响，

勾起听众对历史往事的回忆，激发民众的历史情

感。 [44]历次“国庆”实况转播不仅成为了历史的

“电子纪念碑”，也在戴扬与卡茨式的“媒介仪式”

理论之外，逐渐生成“国家典礼”的中国式实践

典范。

在仪式典范之下，作为媒介仪式的“开国大

典”也在某种角度完成了有关国家仪式的记忆生

产———不仅是新闻生产者的记忆，也是民众的记

忆———并将历史维度带入了中国语境下的“国家

典礼”媒介仪式研究中。然而有学者指出，戴扬

与卡茨在 《媒介事件》 中对于“媒介事件”与

“公共记忆”的讨论是不够充分的，在两位作者的

观点中，事件在时间维度与记忆发生的关系只是

以论断或推论的形式存在，对事件记忆的研究并

未成为“媒介事件”的有机构成部分。由此，在

后来的事件研究与记忆研究中，事件与记忆大多

呈现二分的状态，各自独立成为当代学者研究媒

介仪式的两个取向。[45]基于此，我们需要将事件与

记忆纳入到同一个脉络，记忆可以延伸入事件，

也可以成为事件的扩展，从而系统考察媒介事件

的生命史。

本文关注了戴扬与卡茨式“媒介仪式”之前

的时代，基于开国大典论述了“媒介仪式”来自

何处，在历史的视野下这一概念可以包含哪些更

多的可能性，然而在当下，“媒介仪式”———或

者说“媒介事件”，又将去往何方？随着时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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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媒介仪式将面临三种结局，这也是本文试图

对媒介仪式重新界定的三个层级。第一，正如戴

扬与卡茨所说，从公共话语中慢慢淡出 [46]；第二，

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地位，留存于历史书、电影和

纪念碑中，但鲜与当代社会产生话语关联，如肯

尼迪的葬礼转播；第三，也是最显著不同于戴扬

与卡茨式的“媒介仪式”的一个层级，如“开国

大典”，乃至此后一系列新中国的国家庆典，拥有

了更具时代性的象征意义，成为当下日常生活中

媒体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让党媒在危机意识中

“重夺麦克风”，也使 70多年前对新生政权的认同

与想象转变为当下国家对社会成员思想与生活信

念的持续引领，从而在更加多元的社会中巩固国

家与社会认同。至此，这一类媒介仪式与当代公

共话语持续互动，在时间与历史的维度，在事件

与记忆的融合中，拥有了更为恒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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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野Media Events冶 : Revisiting the Live Radio Broadcast of the Inauguration of PRC

Cao Peixin, Song Qiming, Xue Yifan

Abstract: The live broadcast of the founding ceremony of PRC was a practice of Chinese journalism with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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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s pseudo-subjectivity phenomenally. But the pseudo-subjectivity is not equal to complete human's subjectivity.

Human intelligence creat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human's subjectivity creates the subjectivity of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which is the objective logic that cannot be reversed.We can roughly describe the basic evolutionary rela-

tionship between human's subject and artificial technology as: manual technology, mechanical technology, which are

only the tools for human as human's subject; 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hich appears to have some hu-

man-like functional attributes, forming some prelim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like subjectivity (pseudo-subject);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hich may form a new type of subject parallel to human's subject (parallel

subject), and generate the subjectivity of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bject; Sup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hich may form a new subject (super-subject) that surpasses human's subject, but this is superhuman' s subjectivity

that human subject cannot understand. As far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concerned,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news are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which is called the

stag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human's intelligence and 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is is a period when human's sub-

ject still occupies the absolute dominant position and the human subject must still act as the ultimate subject of various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news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s' production; human's subje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subject; pseudo-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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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It was the first national media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New China. Although the live broadcast of the

ceremony echoes the Media Events theory of Dayan and Katz, it is above all a unique communication practice of CPC

with local significances, which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in line with CPC’s long tradition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s and

propaganda. This paper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founding ceremon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r CPC’s journalism and

propaganda overflows the theory of Media Events, thus expands the space for dialogue with the classic Media Events

theory, and endeavors to construct a Chinese model of media events.

Keywords: Media Events; the Founding Ceremony; Chinese journalism practice; propaganda of CPC

Authors: Cao Peixin, School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Song Qiming, Television School,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Xue Yifan, Television School,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37



ENVIRONMENT驭ECOLOGYENVIRONMENT驭ECOLOGY

一、现象、语境和问题

创造性（creativity）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和活跃的研究领域，获得了各个国家

和不同学科的广泛关注。1990年代以来，创意经济、创意产业、创意阶层、创

意城市等概念相继出现，创意发展策略为全球范围内众多国家、地区和城市发

展所采用[1]，也被联合国认为，有利于提高社会融入、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发展[2]。

文化创意（creativity）和科技创新（innovation），是凝结人类创造性的两大显著

领域，对于当前乃至未来人类都市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并获得不同学科和各

级政府的广泛关注，但经济和科技的飞速进步，未必带来城市的可沟通性。因

为，赋予创造性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特权，一方面是为创造性设定了边界，将

“创造性”空间与“普通”空间加以区隔，形成了城市发展中的创意集群和科技

集群。另一方面，遮蔽和忽视了创造性在其他方面的潜力，以及那些主要不是通

过经济逻辑进行创造性实践的个人。如何发掘创造性在其他方面的独特品质和

日常生活的民间创造性与可沟通城市建构：
基于社会场地艺术的个案研究 1）

林世华 李蕾蕾

摘要 文化创意 渊creativity冤 和科技创新 (innovation)袁 是凝结人类创造性的两大显著领域袁 对于当前乃至
未来人类都市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袁 并获得不同学科和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袁 但经济和科技的飞速进步袁
未必带来城市的可沟通性遥 如何将创造性研究与可沟通城市的相关研究结合起来袁 探讨创造性实践对于
可沟通城市建构的具体意义袁 构成本文的核心问题和出发点遥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被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
的主流研究所相对遮蔽的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民间创造性袁 及其激发和参与方式袁 对于可沟通城市
建构的价值和意义遥 文章主要结合两个旨在动员民间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个案袁 通过回顾创造性概念的演
化尧 日常生活研究的意义尧 参与式艺术的发展袁 论证和阐述日常生活民间创造性的特点袁 以及普通民众
通过艺术实践的参与合作袁 所生发出来的情感沟通尧 社会交往尧 阶层弥合和日常空间转变等多重价值遥
本文将这类基于日常生活民间创造性的艺术实践袁 归属于社会-场地艺术袁 强调其所具有的社会参与性和
空间场地性的双重属性袁 并非基于文创经济和科技创新所依赖的作为工具理性和政策扶持的创造性概念袁
及其所关注的创意阶层和文创园区尧 城市中心或科技园区袁 而是民间创造性基于平凡的日常生活空间和
普通民众参与所形成的社会-场地双重性袁 对于可沟通城市建构袁 具有重要意义遥
关键词 民间创造性曰 城市传播曰 日常生活空间曰 社会场地艺术曰 可沟通城市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林世华袁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广东深圳 518060曰 李蕾蕾袁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尧 博士
生导师袁 广东深圳 518060

1冤 基金项目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野艺术地理学与当代中国城乡发展的艺术干预冶
渊41471124冤的后续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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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并将其与可沟通城市相关研究结合起来，

探讨基于日常生活的民间创造性对于可沟通城市

建构的价值和意义构成本研究的核心问题。蒂姆·

伊登索（Tim Edensor）等学者认为有必要对创造性

的（再）分布进行考察，并对创造性实践的短暂

性和流动性持更加开放的理解，把创造性置于网

络环境中加以审视，即遵循卡斯特（Castells）的

主张，网络“构成了新的社会形态”。网络强调社

会的关系性，这些不断增加的联系和关系链，使

得创造性等品质不断得到重新分配（redistributed）。

因此，通过网络流动的创造性增加了在一系列地

点（sites）和基于地点展开新的实践的可能性，因

为标量间的流动、关系和社会动态将在地实践与

更广泛的文化和经济活动网络联系在一起[3]。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创造性通过网络构成，并经由网

络流动从而不断重组整个城市的异质网络。这一

点与城市传播研究将城市视为网络，传播就是编

织关系网络的社会实践的主张[4]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近年来，传播学研究一直在探索和研究可沟

通城市景观的无限变化（例如可沟通城市应该拥

有强大的基础设施、广泛的交往空间和场所等），

但很少有研究探讨艺术（家）与城市可沟通性之

间的关系。当下，城市空间被各种信息传播技术

所控制，这些空间将社会连接切割为不同的产品。

而不断涌现的当代艺术实践则努力实现一些有限

的串联、打通一些受阻的通道、重新让现实中被

隔开的各种层次有所联系。[5]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当代艺术领域呈现一种社会取向特征，越来越多

的艺术实践从专业作品的生产转向社会关系的激

活，并鼓励多元社会角色的观众参与进来，甚至

将艺术看做发生在具体社会现场的事件。[6]新的艺

术实践形式和城市化正在使得艺术与城市的关系

复杂化。当代艺术不再像现代主义艺术那么专注

于绘画或雕像等成品，而是越来越关注过程，聚

焦于社会交往过程本身。

鉴于此，麦夸尔认为“艺术”如今成为培育

新型城市交往的重要领域，其中各种社会关系最

受影响。[7]这种艺术实践的大致特征表现为：从物

质性的作品和空间生产转向非物质性的社会交往

和情感沟通等；民众不再是艺术作品面前被动的

受教育者，而是可以参与到艺术的生产机制中；

地点不是城市公共文化场所 （美术馆、博物馆

等），而是社区公共空间、菜市场、街道、城中村

等；艺术实践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厨艺烹饪实

践、种花养花、街头涂鸦、吃饭聊天等。这些被

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美术馆和博物馆新扩建、

可沟通城市建构等主流话语和相关研究所忽视的

现象，是民间发起和民众参与并在日常生活普通

空间所从事的艺术实践。本文将这类艺术实践，

视作基于社会场地、运用日常生活创造性的艺术

实践，能够实现可沟通城市的建构目标。

以上的讨论表明，创造性、艺术实践、都市

空间与城市交往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这

对于我们从艺术的视角来思考当下城市可沟通性，

探讨当代艺术实践的转变是如何改变都市空间和

城市交往而言，能够开辟新的理论与经验层面的

启示。当前，城市传播研究试图结合中国城市本土

的语境，以“可沟通城市”为核心概念，认为传播

与媒介不能仅仅从工具、载体和渠道的角度去理解，

要把传播理解成为一种城市关系展开的一种整体性

的语境。城市“可沟通性”意味着城市中各要素

（行动者）之间实现连接、流动、对等和融通 [8]，

通过沟通 /传播促成城市共同体意识的形成[9]。本

研究正是在城市传播的基本理论关照和视野之下

展开，选择广州扉美术馆、深圳握手 302两个代

表性的个案，探讨基于日常生活创造性开展的艺术

实践特点，以及这种创造性实践如何在中国城市背

景下实现情感连接和日常空间转变、促进社会交往

以及弥合社会阶层隔阂，进而提升城市可沟通性。

二、文献评述

（一）参与式艺术的兴起

近年来一些城市出现越来越多的区别于传统

艺术形态的当代艺术实践，一些艺术家和艺术机

构从专业领域的实践转向社会关系的激活，并鼓励

多元社会角色的民众探索日常生活的多样性。①[10]

淤关于此类艺术实践具有代表性的有焦兴涛的野羊磴艺术合作社冶尧欧宁和左靖的野碧山计划冶尧宋冬的野无界之墙冶野无界
博物馆冶艺术项目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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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美术馆或“白盒子艺术”，这类艺术实践通

常出现在城市社区空间、街道、城中村以及郊区

等另类空间 （alternative spaces） 和边缘空间

（marginal spaces），吸引各个社会阶层的民众参与

其中。对于这类艺术实践有着各种各样的表达方

式，例如关系艺术（relational art）、社会参与式艺

术 （socially engaged art）、对话性艺术 （dialogical

art）、社区艺术（community-based art）、协作艺术

（collaborative art）、参与式艺术 （participatory art）

等。这些艺术实践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不同，所

强调的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方式也不一样。

英国艺术批评家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

op）在《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

（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书中将这种趋势统称为“参与式

艺术”，她把这类艺术特征勾勒为：“艺术家不再是

互不相关的物品的生产者，而是情境（situations）

的协作者和生产者；艺术作品作为有限的、可携

式的、可商品化的产物，被重新认知为没有明确

开始和结束时间的持续或长期的项目；以往观众

被认为是‘注视者’或‘观看者’，现在则被重新

定义为共同生产者或参与者。”[11]从艺术史的角度

来看，参与式艺术在总体上继承了历史前卫艺术

的遗产[12]，试图让艺术实践融入日常生活，通过参

与、对话和合作等形式实现“社会性”。尼古拉

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在 《关系美学》

一书中对西方 20世纪 90年代的艺术思想和艺术

探索进行阐述，他观察到“参与已经成了艺术实

践的常态了……艺术因此越来越明确地聚焦在艺

术创作在公众中所创造的关系”[13]。不过，关系艺

术不再像历史前卫艺术那般激进地对异化的资本

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艺术[14]，

而是通过协商（negotiations）关联（bonds）和共存

（co-existences）等温和的方式建立起具体的交流时

空[15]。伯瑞奥德笔下的关系艺术不再是个人化的艺

术活动，而是以人们之间的互动参与关系以及整

个社会脉络来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进行艺术

实践。这种艺术实践是交互性的和进行时的，不

是为了创造出被完成的图像或客体对象，而是为

了激发新的社会交往模式[16]，强调观众的参与性与

共同开展的意义。

概言之，无论是“关系”“参与”“对话”还

是“合作”等表现形式，社会参与式艺术都与日

常生活保持密切联系，因为更接近日常生活而成

为认识和揭示日常生活存在的一个技术。[17]在今天

的创意经济时代，创造性已经被视为推动城市经

济发展、城市更新的重要力量，艺术家传统的个

体工作室模式被视为创意城市、创意经济和文创

产业发展中的理想模式。作为人的主体的基本能

力，以及作为抵抗日常生活意义匮乏的个体创造

性，被淹没在创意经济的洪流之中。从这个意义

上来看，社会参与式艺术通过多样的方式激发公

众的创造性，去认识和感知日常生活，改变对某

些问题的固有看法，创造人际关系的世界，它代

表了一种新的生活艺术和一种新的公共生活形式。

（二）可沟通城市内涵、理念及其问题

近年来，城市传播研究围绕“可沟通城市”

核心概念，将城市视为一种关系性空间，将传播

视为城市存在方式，重新审视城市与传播关系，

并试图进行传播学研究范式创新。“可沟通城市”

最早由美国学者提出，其特征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1.城市中的日常活动应当广泛提供交往空间和社会

交往互动的机会；2.城市的基础设施应当有利于城

市中顺畅的传播；3.城市应当创造促进政治表达和

公民参与的环境。[18]传播学者杰弗里（Jeffres） [19]进

一步提出了“可沟通城市”内涵应包含以下六个

具体方面：

第一袁 城市传播系统和相关政策应该促进居
民的社会归属感 渊community attachment冤曰

第二袁 当前袁 社会矛盾和冲突时常发生袁 人
们倾向与那些在年龄尧 种族尧 性别尧 社会背景尧
阶层以及政治立场相似的人交往互动遥 城市传播
系统应该向人们提供有效的交流工具和渠道袁 把
不同社会背景的居民联结在一起曰
第三袁 传播基础设施尧 模式和政策应当帮助

城市中的弱势群体遥 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扩大是
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袁 城市传播系统需要在弱势
群体与精英阶层尧 社会团体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
渠道曰
第四袁 通过传播支持和刺激城市的经济活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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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袁 通过传播促进多元文化艺术发展袁 支
持社区的文化组织和艺术家曰
第六袁 传承城市传统和历史袁 在城市新移民

和年轻一代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作用遥
从可沟通视角来评价城市，美国学者认为城

市的性质、功能和认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传播的过

程及其对场所（place）的影响来定义的。可沟通

城市认为，社区由传播形塑，城市传播环境是传

播的地点（site），是传播的产物。[20]不过，美国学

者对于沟通 /传播的理解主要是指面对面的互动和

经由传媒中介的交往，忽视了其他“中介机制”

（mediated）构成的传播面向。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在借鉴美国学

者提出的“可沟通城市”概念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其内涵和外延，将沟通 /传播视为人类的生存方

式和城市的构成基础，传播是编织网络、建构关

系、形塑城市的社会实践。[21]在中国学者看来，可

沟通性是现代城市基本品质，其内涵包含了三个

方面的内容：一是信息传递的快速、高效、透明；

二是社会交往的自由、畅达；三是文化意义的生

成、分享。[22]这三个方面内容体现了城市传播的三

重面向，即物质层面的连接传输、社会层面的交

往互动以及精神层面的意义共享。[23]对于信息层面

的传递，当下的智慧城市、人工智能、新传播技

术等领域已有很多研究。本文主要集中在社会层

面的交往互动以及精神层面的意义共享两个维度

来探讨如何促进可沟通城市建构。

通过对“可沟通城市”概念的梳理，可以发

现其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全球化、新技术、城市化

浪潮下城市中存在的阶层分化、矛盾冲突、社会

鸿沟、情感缺失等诸多不可沟通问题，落脚点着

眼于人本身，维护多元主义文化、社会公平正义

和基本人权，将城市作为实现社会共同体理念的

新的生存空间。基于“可沟通城市”的城市传播

研究，提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是理解何

谓可沟通？二是如何促进城市可沟通性？针对第

一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就其概念内涵、价值

主张、测量方法、评价指标等展开了相对丰富的

研究。而针对第二个问题，则相对缺乏实证研究。

已有的研究较多关注媒介技术在其中的作用，而

较少关注艺术及其所使用的媒介（物），对于建构

“可沟通城市”的作用。通过技术建构的可沟通城

市，并不一定带来人的可沟通。人与城市的可沟

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媒介技术，但不等同于或者

完全依赖媒介技术。

（三）日常生活的问题及其蕴含的创造性

日常生活研究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都市社

会学关注的领域，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

居伊·德波 （Guy Debord）、德·塞托 （Michel de

Certeau）等学者敏锐地捕捉到资本主义对人的控

制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领域，而且渗入到由消费

构建起来的日常生活领域。在列斐伏尔这些思想

家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就是日常生活

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压迫和剥削的重要武

器就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异化来削弱人们的抵抗性，

一方面，使得人们沉溺于资产阶级营造的程式化、

同质化、商品化、景观化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

导致人们疏离、无视公共生活，对社会和政治事

务漠然[24]，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衰败和社会关系的

冷漠。

那么，如何改造这种日常生活？列斐伏尔给

出的方案是发挥人的创造性，“让日常生活成为

艺术”，即“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日常生活，应

该成为一种艺术作品，一种能让他自己快乐起来

的艺术作品”。[25]自此，“创造”一词，不再局限

于艺术品的创造性，而且是指自觉的行为，自我

再生产自己的条件，适应这些条件及其现实（身体、

欲望、时间、空间），并使之成为自我创造物。[26]如

果说列斐伏尔对于都市日常生活的文化革命是一

种诗性话语和乌托邦追求，那么他的学生兼同事

德波及其所领导的情境主义国际则通过具体的行

动来批判日常生活的景观积聚。在德波看来，抵

制景观支配和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关键在于重

新恢复被资产阶级景观切断的日常生活中的自主

性和创造性，这也是日常生活革命的本质要求。[27]

因为在这场全新的日常生活革命中，“生活的创

造性总是统治生活的重复性”[28]。德波和情境主义

者们主张在漂移、异轨、建构艺术情境等先锋艺

术实践中，寻求反抗资本主义日常统治的可能，

以创造性的方式体验和参与城市，抵制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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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驱动的城市交往。[29]与他的前辈们不同的

是，虽然德·塞托拒绝通过日常生活达到改变整个

社会结构的可能，但他将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战略

领域的抵抗，因此，创造性无处不在，是普通城市

居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寻求战术可能性的手段。[30]

需要加以明晰的是，西方学者对于日常生活

的批判及其变革方案，与我们今天的研究所处的

历史语境以及面对的社会问题有所不同。当时西

方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进入了消费时代，物质产品

极大丰富，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多种多样，同时

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社会化生产的水平不断提高，

科技也在日新月异地进步。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

日常生活是被技术所殖民，被消费所控制。如此，

日常生活按照资本逻辑的节奏呈现出同质化、单

调乏味、永恒轮回的景象。即当时的西方富裕社

会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是为了日常生活的交往，也

不主要是为了消除阶层差异。而当前中国城市发

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城市化、数字化急剧变

革所带来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例如，如何促进城

市中异质流动人群之间最大限度的对话、交流、

理解和共处[31]；如何增强城市居民对于城市的地方

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如何弥合当前社会阶层之

间出现的隔阂；等等。

三、理论和概念框架：民间创造性

对于创造性概念的考察，需要基于对“创造

性是什么”以及创造性的历史演变这一问题的回

答。不同学科的考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答案。

虽然创造性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语，但

是对于创造性的研究却一直充满张力和不确定性。

创造性不同程度地被视为一种经济力量、新自由

主义的政治修辞，以及作为一种心理特质和哲学

概念。从创造性一词的历史演变来看，创造性最

初作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逐渐开始与人的创造

性联系在一起。近几十年来，创造性的研究越来

越倾向于强调创造性的产品（生产）。[32]当代以来，

创造性的研究更加关注创造力的生成社会背景和

更广泛的创造性环境的营造。[33]

（一）创造性从神到艺术家再到普通人

创造性在现代汉语中是指个体产生新奇独特

的、有社会价值的产品的能力或特性，也称为创

造力、创意。在现代英文里，创造性的普遍意涵

是“原创的” （original）、“创新的” （innovat-

ing） ,它还具有一个相关的意涵———“生产的”

（productive）。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

会的词汇》中，回溯了创造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

意涵。创造性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14-15 世纪，

例如，创世纪里面所理解的创造性，认为只有上

帝才有创造性，上帝创造了人和万物，而被上帝

创造出来的一切是没有创造能力的。这一时期的

创造性是作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一直延续到 16

世纪。到了 18世纪，由于 create与艺术（art）之

间的关联性，Creative（独创性的、创造性的）一

词开始意指“人的心智能力”[34]。创造性意涵在艺

术史演化中，首先被认为是所谓艺术家的某种技

艺和技能，即作为工匠的艺术家所具有的创造性。

在现当代艺术阶段，艺术家的创作性及其艺术创

造主要强调的是观念艺术之后具有创造性的观念，

观念人皆有之，因而出现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说法，

创造性从艺术家扩展到每个人。可以发现，创造

性的重大词义演变在于它与 art（艺术）、thought

（思想）或观念，产生了关联。与艺术的关联将创

造性聚焦在艺术家等专业技能人员，甚至创新被

赋予后来所强调的科技创新人才，而与思想或观

念的联系，则将创造性赋以每一个普通人。

（二）创造性被纳入文创体制

从 20世纪 60年代和 70年代起，一直到今天

的文化创意或文化经济的语境，虽然强调人人都

有创造力，提出诸如创意公民、全民创意，万众

创新等说法，但因试图将每一个人作为个体的创

造力发挥出来，产出文化经济或创意经济的物质

收益，这种创造性是经济属性的创造性，得到国

家有关艺术和文化产业政策的支持。从 1990年代

到 2008年的金融危机，“创造性”成为取代重工

业和商品生产的“新经济”的主要口号。[35]“创意

城市”和“创意阶层”的提出背景正是社会发展

从工业时代转向后工业时代面临巨大挑战、需要

创造性地思考解决城市问题的结果，创造性因此

成为创意阶层的专属特征。这种意涵的创造性，

属于正式的、正规的、体制内的创造性，与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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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非正式或非经济目的的创造性有所不同，

强调的是通过释放出个人的创造性潜力，降低对

于福利国家的依赖，并且减轻公司对于全职劳工

的责任负担。正如安吉拉·麦克罗比 （Angela

McRobbie） [36]所说：“创造性在社会上多样的创意

劳工时代，他们脑袋里充满想法，他们的技术不

会囿于艺术和文化领域，对于企业也大有裨益。”

（三）不同于文创经济的创造性：民间创造性

（vernacular creativity）

Vernacular 一词作为名词是指“方言”“民间

风格”，作为形容词通常被翻译为“白话的”“方

言的”“本土的”等。在专业术语方面，也存在多

种意涵，例如“vernacular landscape”意为“乡土

景观”，“vernacular architecture”则被译为“乡土建

筑”“地方式建筑”“民间建筑”[37]。在民俗学研究

中，vernacular一词包含如下意义：在实践共同体

中经由非正式方式所获得的交流（communicative）

资源和实践；基于生活世界（life world）交流的关

系性存在，且内含地方性[38]，关注的是个体如何以

私人的、创造的方式对生活的必要性作出回应 [39]。

综上所述，vernacular一词在具体研究中包含了非

权力、非制度、非权威、非官方、非市场、非精

英、非专业、非职业等在内的纷繁要义，主要关

注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着眼于个人的具

体行为所展现出来的创造力与适应力[40]。我们可以

对这个形容词所描绘的民间创造性———vernacular

creativity———理解为：私人的、民间的、大众的、

日常的、非市场、非官方、非专业、非职业的创

造性。

哈勒姆和英戈尔德[41]认为，创造性是一种即兴

创作的品质，在所有的文化活动形式中，人们都

需要创造性地适应特定的环境。他们认为那些表

面上平庸的领域并不缺乏创造性，因为“即使是

在保持一个既定的传统方面，也有创造力”。哈勒

姆和英戈尔德进一步反驳了创造性是至高无上的

个人或天才的财产。相反，创造性是一种关系，

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通过这种

关系，他们不断地参与对方的形成”[42]。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创造性是社会性的、特定文化的、共

同产生的，并且存在于无数的社会语境中。[43]哈勒

姆和英戈尔德对于创造性的论述，强调了创造性

存在于日常的、大众的、民间的文化中。

蒂姆·伊登索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反思了围绕

创意经济、创意城市、创意阶层、创意 /文化产业

等主流研究，并“就创意在城市和非城市的复兴

和经济发展中的工具性使用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视

角”，进而提出民间创造性（vernacular creativities）

的观点。他们注意到创意城市的脚本很快就被全

球城市的政策制定者和政府接受，几乎没有批判

性的反思。而理解本地和日常的创意景观，尊重

非经济价值观的和由替代性、边缘性和日常性创

意实践产生的成果，有潜力推动我们朝着更全面、

多样化和社会包容性的创意城市战略迈进。首先，

民间创造性关注的是一系列业余的、平凡的、高

度社会化的创造性实践，根植于各种日常生活和

日常空间。[44]例如，社区园艺、家庭圣诞灯的设

计和展示、广场或游乐场的表演和介入以及提供

免费餐饮、交流思想、交换技能的非经济空间

等。其次，民间创造性具有情感（affectual）和感

官（sensual）的特性，能够促进社区凝聚力、邻里

认同、自我价值、社交性、欢乐性或慷慨经济

（economies of generosity）的产生。[45]再次，民间创

造性体现出的空间性是被创意集群和文创园区所

忽视和遮蔽的空间和场所，例如郊区、城市边缘

空间（工业废墟、荒地、烂尾楼等）、日常生活空

间（街道、社区、家庭、花园等）以及网络虚拟

空间。总之，民间创造性强调创造性是普遍的、

普通的，具有改变空间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力量，

以揭示和阐述平凡（mundane）作为抵抗、情感和

潜力的场所（site）。通常设定的创造性所应该出现

的人和地方，反而忽视了创造性是在更广泛的人

和空间中生成的本质。蒂姆·伊登索等学者提出的

民间创造性是一种自发的个体独特品质，不强调

集体发挥和需要他人的激发。不过，这项研究也

存在一些盲点和不足。首先这些讨论的案例集中

于加拿大、英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仍然忽视

了全球南方国家的相关实践。其次，在将创造性

概念化为一种日常活动时，作者没有更多地涉及

个人和行为层面的创造性过程，即如何激发出民

间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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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个具体个案：民间创造性与城市可沟通性

本文对广州、深圳两地城市居民所参与和开

展的艺术实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民间创造性的

鲜明体现。笔者曾在 2018-2020年数次前往广州

竹丝岗社区及其扉美术馆进行参观调研，并且参

加了深圳“握手 302”组织的线下活动，以下资料

和论述一方面来自调研搜集，另一面通过扉美术

馆官方微信（feiartmuseum）和握手 302官方微信

（handshake302）获得。

（一）作为社会交往的艺术实践

在广州东山口的竹丝岗社区，一边是象征城

市文化的扉美术馆，一边是充满烟火气息的菜市

场，本是两个没有任何交集的城市空间。出入美

术馆的通常是艺术家、中产居民、大学生等，而

进出菜市场的主要是菜贩子和社区买菜居民，艺

术家、大学生、社区居民和菜贩子之间不会产生

过多的社会交往，有限的社会交往也只是买卖关

系。

艺术家宋冬利用美术馆和菜市场之间的一堵

墙，以及两者之间的人行通道，建立了一个被命

名为“无界之墙”的博物馆，通过在人行通道上

放置一些旧木床供居民使用，突破了美术馆空间

与社区日常行走通道的边界、生活与艺术的边界。

更为重要的是，展览的旧物件 60%来自社区居民

捐赠，这些旧物件成为展览与社区居民之间紧密

连接的纽带。 [46]居民利用放置的木床进行读书观

影、打火锅、写春联、跳舞、打牌等各种活动，

原本陌生的居民、菜贩、环卫工人在此驻留、相

遇和交往。

艺术家何志森让学生与菜贩子一起生活工作

两个月，在这个过程中，一场偶然的大雨淹进了

菜市场和美术馆，学生通过帮助菜贩子搬运货物，

获得一个关系改善的转折点，即取得了菜贩们的

信任。学生在与菜贩子相处过程中发现每一个菜

贩子的双手都有独特之处，由于经常接触不同种

类的菜，菜贩子的手上都留下不同的痕迹。因此

以菜贩们的手作为题材，拍摄制作成照片，并在

美术馆里展出。艺术实践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菜

贩们在展览结束后主动把这些照片拿回去放在自

己摊位前挂起来，自发地在菜市场里布展。菜市

场因此变成“美术馆”。菜贩与学生、居民在买卖

关系之外建立了新的连接，菜市场也因此成为更

有意义的日常公共空间。

艺术家马立安（Mary Ann O’Donnell）在深圳

城中村握手楼里做的“单身饭”艺术实践，邀请

不同的陌生人一起做饭、吃饭、交流。“单身饭”

要求主厨利用人均 5元的低标准做一顿饭，供前

来的食客享用，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讲述

自己在深圳生活、工作的故事。艺术家马立安只

表达意图、提供场地，后续的展开主要由主厨和

食客的参与来完成，他们的参与行为构成了整个

艺术实践的重要部分。

以上艺术家们所做的艺术实践目的并非是创

作出一个物质性的图像或艺术作品，而是为了构

建一种场景化的交往空间，激发情景化的社会交往。

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艺术实践，这些艺术实践呈

现出共同特征。第一，这类艺术实践能够超越画

廊、美术馆、创意园区等创意“热点”（hot spots）

的局限，其场所一般在展示性和专业性空间之外，

存在于日常生活空间之中。个案中的美术馆、出

租房、菜市场以及人行通道不再是普通的地理空

间，而是被艺术家当做“社会场地”，能够激发不

同社会阶层公共交往、促进邻里认同的社交场所。

第二，尽管不同艺术实践的内容、形式和目标有

所差异，但都聚焦于在环境空间中产生和实现各

种社会关系。第三，普通民众成为艺术实践的主

体，艺术家在其中主要是引导和动员，激发普通

民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日常生活实践是开

放的、流动的和生成的，关注的是如何生成而不

是既定不变，强调感官体验和理解，更是“不断

地依附、编织，不断地变化和创造”。

（二）根植于日常生活的民间创造性

主流文化创意经济将个人创造性紧紧局限在

民间创造
性个案

艺术家
渊发起人冤

广州个案 何志森尧 宋东

深圳个案
马立安
渊Mary Ann
O'Donnell冤

日常生活
渊表现冤
买菜卖菜尧
种花

休憩 渊床冤
做饭尧 吃饭
聊天

城市空间
渊相对衰败冤
菜市场尧
居民区

握手楼
渊城中村
出租房冤

社会阶层
渊相对疏离冤
菜贩/大学师
生/中产居民
青年流动
移民

表 1 两个艺术实践个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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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而忽视和遮蔽了日常生活中民间创造性

的多样性、重要性。本文两个个案所关注的现实

问题主要是一线城市日常生活的刻板安排下所造

成的压抑感，及其将个人创造性紧紧局限在工作

领域而非日常生活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

主体性的伤害。如果说个人创造性是人之为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那么恢复日常生活的民间

创造性就成为当下的紧迫问题。

个案中艺术实践所展示出来的民间创造性与

日常生活的联系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个案中

的艺术实践都是聚焦于日常生活主题，例如菜市

场的买菜卖菜、居住小区的种花养花、做饭吃饭

等，通过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实践来激发

普通民众的创造性，释放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激情。

第二，艺术实践通常都是开展在各种日常生活场

所（菜市场、街道、人行道、空地、城中村握手

楼等）而非处于美术馆、博物馆等专业性空间和

机构。第三，艺术实践所运用的媒介和材料来源

于日常生活的寻常之物，例如社区居民捐赠的老

旧物品成为展览品；旧木床成为居民休息、吃饭、

看电影、跳舞以及作为流浪汉休息的场所；沙发、

浴缸、行李箱等成为种花的容器；城中村出租房

成为来自不同地方的城市移民分享、交流的公共

空间。某种意义上，这些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材料

提供给普通民众以不同的方式发挥其创造性，成

为连接不同社会阶层交往的媒介。

（三）民间创造性对于可沟通城市建构的多重

价值

基于民间创造性所开展的艺术实践在弥合阶

层隔阂，促进异质人群交流、对话、理解，建立

情感连接，形成地方感和认同感等方面，对于可

沟通城市的建构具有多重价值和意义。

1.弥合阶层隔阂。何志森在菜市场和美术馆开

展的艺术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弥合阶层分化

的效果。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当地中产居民与菜贩

子两个不同阶层的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

他们由原先的顾客与摊贩的买卖关系逐渐转变为

朋友关系。尽管菜市场后来被拆除，菜贩们仍会

关注着美术馆的活动，以自己的方式来参与和表

达，经常邀请艺术家一起吃饭聊天。菜贩子与艺

术家看似没有交集的两个群体也可以利用艺术家

宋冬在人行通道上摆置的旧木床组织百家宴，居

民和菜贩子带上自己做的菜相互分享。参与的人

有环卫工人、菜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社区居民、

艺术家、学者等不同社会阶层，不论财富权势，

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交流，原先的社会阶层隔

阂在一定程度上被弥合了。此外，大学生与菜贩

子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菜贩子很长一段时

间并没有接受这些学生，他们觉得这些学生只是

为了完成一个作业而接近自己，不过，一场大雨

淹进菜市场和美术馆的偶然事件，因学生们和菜

贩子之间的相互协助，建立起阶层之间的信任。

菜贩子意识到这些艺术家和学生并不只是把他们

当作研究对象，而是真正的朋友。马立安“单身

饭”的艺术实践活动，弥合的是来自于各个地方

的流动移民、陌生人，特别是青年人之间的沟通

和阶层隔阂。从 16期“单身饭”的参与者职业和

身份来看，涉及到独立艺术家、人类学博士生、

创客、普通员工、IT产品经理、老师、房产中介、

咖啡店老板等不同职业，并且参与者既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流动移民、深二代，也有来自葡萄牙、

韩国、德国等不同国家的青年人。马立安希望通

过这样的艺术实践来鼓励这些在深圳生活的人跨

越文化和阶层差异，建立起他们与这座城市以及

群体之间的联系。

2.建立情感连接。艺术家所引导的创造性实践

是植根于日常生活情境的，通过激发参与者对日

常生活中的物、场所以及人的深入接触，深刻影

响参与者的情感和思想。在民众花园的艺术实践

中，一位 80多岁的老人将自己种了十多年的植物

捐赠出来，她说：“自己住的楼只剩两个熟人了，

新来的邻居也不认识，平常也不交流。我每天除

了照顾老伴以外，剩下就只有和这些植物聊天

了。”她表示现在年纪大了，也没有能力去照顾这

些植物，所以决定把这些植物捐赠给社区居民。

植物凝结了居民的情感与记忆，互换、赠送植物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增进了居民之间的友谊，植

物成为居民之间情感沟通的媒介。另一位社区居

民把自己家中的沙发捐赠出来作为种花的容器，

而这个沙发在她们家用了十几年，伴随着孩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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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大，凝结了她家庭背后很多的情感和故事。

当沙发搬到花坛种上各种花以后，就成为一件

“艺术品”，吸引了很多居民前来参观。捐赠者的

母亲知道这件事以后就每天过来做“讲解员”，讲

解这个沙发背后的故事，并且还认识了很多陌生

的街坊邻居。独居独食，作为 20-30年龄段城中

村单身居民的生活常态，表现出更多的是一种社

会关系的隔阂。在西方社区营造活动中，“共享

厨房”和“共食”经常作为一种联系社区关系的

方式，通过社区居民的参与、制作、分享，共同

营造一种社区内的归属感和集体精神，以跨越人

与人之间的孤岛边界。马立安的“单身饭”活动，

正是通过邀请陌生人一起吃饭、讲故事的方式，

来缓解流动移民尤其是青年群体在大城市的陌生

感与孤独感。从谈论的话题来看，涉及城市生活

孤独感、房价、流浪经历、单身女青年的怕与爱、

在陌生的城市如何建立亲密关系等，通过这些话

题的交流讨论，也许并不能完全解决城市化进程

所带来的巨大社会与心理问题，但是这样的活动

却能让参与者意识到，所谓的“创造性”也是一

种欲望———想要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3.促成空间转变。多琳·玛西（Doreen Massey） [47]

认为，空间总是与流动、能量和事物的活力存在

偶然性的联系，总是“处于过程中”（in process），

而不是固定的、确定的，更不用说静止的了。因

此，空间的“本质”是不稳定的，它改变着过程

中的物质和关系。[48]可以说，空间的形成、转变与

空间中的人与事物有着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两

个个案中的艺术实践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

日常空间的转变。何志森和宋冬通过利用菜市场

和美术馆之间的那堵墙，以及中间的人行通道，

通过放置可供停留休息的床，从而将人行通道，

由无意义的功能空间（space）变成了一个有意义

的情感地点（place）。美术馆和菜市场以及人行通

道不再是具体的地理区位，而是被艺术家当做

“社会场地”，成为激发不同社会阶层公共交往、

促进邻里认同的社交场所。通过艺术家的参与和

动员，激发民间创造性与公众参与，此时的日常

空间已经转变为与陌生人、社会群体、社会参与

相关的多维场所，有利于凝聚城市居民对于地方

的记忆、情感和城市认同。而马立安通过在城中

村的一间出租屋中开展艺术实践，将本来是一个

私人的居住空间，转变为一个公共的聚会吃饭和

聊谈的日常生活的小型公共空间，和临时性的有

情感温度的地点（place）。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

们可以看到如何通过激发日常生活中的民间创造

性去构建一个不同于主流文化创意的、非经济导

向的、非艺术体制的创意场所。从空间转变的过

程看，这是一个感性的、主体间的、情感构成的

城市沟通和交往过程。

五、结论与讨论

文章通过细致分析两个艺术实践的个案，阐

释了其通过激发民间创造性，在构建可沟通城市

上所做出的努力。这正是不同于一般“白立方”

艺术实践的特别之处，也不同于文创经济的主流

模式，它所呈现和激发的创造性是一种基于日常

生活的民间创造性。民间创造性以社群为导向，

突出强调主体多元性、空间场地性、材料易得性、

内容日常性以及形式过程性等特征，可称之为集

体创造性（collective creativity）。

个案中艺术家的创造性实践是以发挥和激发

“民间创造性”为目的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这类

艺术实践并不付诸特定的社会行动（action），而是

旨在促进普通人的参与和社会交往行为（behavior），

这种社会交往不是正式的社会交往，而是非正式

的在日常生活空间所发生的日常交往。他们各自

利用的日常空间分别为广州某普通居民小区的菜

市场和深圳某普通城中村的一间出租屋。买菜、

做饭、种花、吃饭这种最平常且必要的日常生活

和菜市场、人行过道、出租房等普通的日常空间，

构成了两个艺术实践的共同特征。何志森和宋冬

的艺术实践不仅利用了菜市场，还有菜市场一面

向外的墙及其围护的人行通道，以及小区行道树

之间的小片空地，试图凝聚人群、激发人与人之

间的日常沟通和交往，特别是产生了在一定程度

上弥合阶层分化的效果，如当地中产居民与菜贩

子两个不同阶层的相遇和交流，以及作为艺术家

和策展人的高校师生与菜贩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马立安的“单身饭”艺术实践活动，利用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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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间出租房，试图激发来自于各个地方的流动

移民、陌生人，特别是青年人之间的沟通、交流

和社会交往。这种基于日常生活的民间创造性是

一种集体创造性，一方面，具有明显的社会参与

性和在地性，能够作为连接不同社群的非技术类

媒介，为不同群体之间创造社会接触提供了可能

性。[49]此外，这种由非主流艺术的日常创造性所催

生的社会接触，提供了不同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的

城市多样性，以及从不同方式想象社会未来的可

能性[50]；另一方面，它鼓励城市空间被创造、被转

换、被呈现，使人们能够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

重新想象不受传统环境限制的可能性。人们在此

过程中创造出新的联结，并将现实中孤立的不同

层次连接起来，成为城市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个个案所体现的民

间创造性并不是完全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自发性，

即不具有内生性或源发性，而是由艺术家所激发

和引导的出来的某种民间创造性。由此产生的城

市可沟通性因而具有一种临时性的特点，或许也

免不了某些展演性，如何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民间

创造性生发的物质、文化以及地理空间的环境氛

围，真正建构出可沟通城市的可沟通性，需要更

深入的研究和更多样的艺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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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sci-tech innovation, are two remarkable fields that condense human creativity,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urban society at present and even in the future, and have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governments, but the rapid progress of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may not bring city communicativeness.How to combine the creativity research with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communicative city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significance of creative practi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ve city

constitutes the core issue and starting point of this paper.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value, significance and the

ways of stimul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vernacular creativity for communicative city construction, which is relatively

obscured by the mainstream research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sci-tech innovation.Combined with two cases of art

practice aimed at stimulating vernacular creativity,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rnacular creativity

in daily life by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creativit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daily life and the de-

velopment of participatory art.Furthermore,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multiple values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social

communication, class healing and daily space transformation generated by ordinary people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artistic practice.This paper classifies this kind of artistic practice based on vernacular creativity in

daily life as social-site art, and emphasizes its dual attribute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patial field. It is not based on

the creative concept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policy support that cultural economy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

cal innovation depends on, but the social-site duality formed by folk creativity based on ordinary daily living space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v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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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政府门户网站属于政府信息的发布渠道，是信息权威性的象征，各国均将政

府网站建设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工作，作为树立现代政府形象、推进政务公开

的重要手段和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1-2]2017年 5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要求“到 2020年，将政府网站打造成更加全面

的政务公开平台、更加权威的政策发布解读和舆论引导平台、更加及时的回应关

切和便民服务平台”。由此，我国各级政府大力推动政府网站建设。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 2018年第二季度全国政府网站抽查情况通报，截至 2018年 6月 1日，全

国正在运行的政府网站 22,206家（含中国政府网）。其中，国务院部门及其内

设、垂直管理机构政府网站 1,839家，省级政府门户网站 32家，省级政府部门

网站 2,265家，市级政府门户网站 518家，市级政府部门网站 13,614家，县级政

府门户网站 2,754家，县级以下政府网站 1,183家。可以说，我国已经建立起覆

盖较为完全的各级政府网站体系。但另一方面，并非所有政府网站都能够较好地

发挥作用。国务院办公厅的上述抽查情况通报中，就指出一些网站存在“网站信

息长期不更新”“首页长期不更新”“办事信息指南不完整、不准确”等问题；

研究者也指出了一些类似的情况，如一些网站“首页长期得不到更新”，“评估

范围内 70%的网站存在不同程度信息更新不及时的情况”，“网站办事服务的实

用性有待改进”等[3]。种种情况表明，我国政府网站工作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需要进一步提升其影响力和覆盖能力，以更好地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为此，有

必要探究是那些因素影响了政府网站的影响力，并进而有针对性地改进网站工作。

从目前的情况看，现有的政府网站具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发布包括施政思

政府网站影响力的因素分析及提升建议 1）

———基于23个省级政府网站的研究

贾雨歌 牛慧清

摘要 政府门户网站的影响力主要源自其提供的信息公开和网上政务服务袁 通过分析 23个省级政府网站
的年度报告数据发现袁 目前政府网站的影响力主要源于信息公开而非政务服务袁 不过两者均与网站影响
力的相关性不强曰 当前政府网站传播能力偏低袁 应从发挥政务新闻信息的发布优势尧 建设智能化的政务
服务事项体系尧 提供人性化的移动端体验三个方面入手袁 采取得力措施袁 努力提升政府网站的影响力袁
以更好地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遥
关键词 政府网站曰 网站影响力曰 信息公开曰 网上政务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贾雨歌袁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袁 北京 100024曰 牛慧清袁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袁 博士生
导师袁 北京 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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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政策文件和政务活动消息等政务消息，这种

功能可以将其称之为信息公开功能；二是用户可

以通过网站办理政务事务，比如提交申请、办理

证照、政府采购等，这实际上就是政府的网上政

务服务功能，即电子政务功能。本文试图探究的

是，作为政务网站影响力得以形成的主导因素，

信息公开功能和政务服务功能在其中发挥了什么

作用，其如何发挥相关作用，我们应该如何提升

政府网站的影响力。

二、文献梳理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所有网站都只有信息发

布功能，而不具备网上事务办理的功能，政府网

站同样如此。因此，早期的政府网站功能比较单

一，就是作为发布政府新闻和政务信息的网络渠

道，实质上与其它的新闻网站没有太大的差别。

早期对政府网站影响力的研究，也主要是关注其

发布内容的质量、速度、更新频率等。刚出现不

久的国内政府网站与国外政府网站相比，存在

“信息量少”“信息服务功能差”“导航功能差”等

不足[4-5]。随后，相当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政府网

站效果的测评，并提出了相应的方案或原则 [6-7]；

同时也有研究者指出政府网站存在“信息孤岛”

状况[8]。这些研究并非从传播效果视角出发，而是

从网站应该发布哪些内容、具有哪些功能等传播

者视角出发。随后，有学者在对省级政府网站的

影响力评价研究中，开始注意到受众因素的影响，

开始采用访问量影响因子作为评价网站影响力的

因素之一。[9]例如，有研究从受众视角出发，证明

公民的民族、户籍、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

业、婚姻状况、政治面貌等都对政府网站的登录

频次产生显著影响。[10]

政府网站最高层次的服务是电子政务处理，

也就是将政府机构的政务处理通过互联网来实现，

这也是政府信息化的最终目标。[11]在政府网站建设

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主要关注网站应该具备哪些

功能，并提出对策。有学者认为政府网站至少应

该包括信息发布和电子政务功能。例如，陆敬筠

等通过对中国政府网站的功能现状进行实证分析，

提出了政府网站的五层功能模型：第一层次是静

态网页阶段，仅是简单建立一个网页，对政府的

各种功能进行介绍，有时会留有联系方式；第二

个层次是动态信息发布阶段，拥有独立的域名，

在线发布各种信息，包括各种链接和表格下载；

第三个层次是信息交互阶段，用户可以通过多种

方式进行互动，比如留言板、在线投票、论坛等；

第四个层次是业务处理阶段，政府网站与后台连

接，可以在线处理各种业务，比如在线填表、网

上付费等；第五个层次是个性化服务阶段，允许

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网站，管理自己的界面。[12]

该模型描述了政府网站功能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状

态。就本研究而言，政府网站的信息公开功能主

要对应于该模型的第二阶段，电子政务功能则主

要对应于其第四阶段。但是，之前的研究没有关

注到政府网站电子政务对网站本身影响力的效果

如何，比如不同的服务类型如何作用于网站的影

响力等。不少研究尽管强调网站影响力的重要性，

但是其研究的目的以及提出的对策大多是针对网

站应该提供哪些内容、应该建立栏目间的何种联

系以及增加外部连接、提高互动性等。从传播学

立场看，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传者”视角，并

未充分考虑到受众或用户的体验。在互联网时代，

受众成为了用户，是传播的中心，因此需要从用

户视角出发考察政府网站的传播效果，这样才能

高效改进政府网站工作。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省级政府网站年度工作报表中的数据

作为研究对象。2015年 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

通知，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

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的官方网站开展普查，由

此建立了政府网站较为规范和统一的数据系统。

2018年 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政府

网站年度报表发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区、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国务院各部门办公厅（室）

编制发布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政府网站监

管年度报表》，同时要求各级各类政府网站编制发

布《政府网站工作年度报表》，其主要包括信息发

布、专栏专题、解读回应、办事服务、互动交流、

安全防护、移动新媒体、创新发展等情况。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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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行政区
独立访
问总量

网站总
访问量

注册用户数 办件量
信息发布
总数

概况类
信息量

政务信
息量

信息公
开目录

政务服
务事项

全程在
线办理

北京 28248831 100482877 22824133 25144830 23921 35 22633 1253 34165 24866
天津 10115958 16310390 8100796 4921741 23860 16 12826 16160 78931 58687
河北 15923623 21720518 22959126 29112951 63616 107 52493 11016 513062 77495
山西 7827496 17263612 25598099 1589712 43310 2489 8453 6667 86651 57315
内蒙古 481104 10545503 121490 788402 58579 648 53617 4314 116603 108386
黑龙江 31088216 750458701 4557608 2797057 14752 804 13842 106 281204 228957
上海 77570309 719804278 44000000 96030000 73521 65 63936 9520 3071 2549
江苏 13325246 26206593 79648010 184143814 13236 24 12252 960 792890 200384
安徽 5098905 15387283 49317264 122683934 10152 43 8424 977 1628174 1465357
山东 16976403 19889241 4316298 2020973 18590 294 10615 7681 6329 1209
湖北 32222752 82175423 46726227 31800809 51605 56 49227 2322 3073938 2558059
湖南 44238870 314748607 23961582 2581526 166158 73 14177 65229 1683 545
广西 5281000 12099500 21517500 4083500 26071 66 1153 449 500800 259700
海南 12033806 26453264 18641300 2260135 35032 365 18456 1552 80721 67756
重庆 8019754 88570241 20656982 40005952 126093 765 23753 99717 385073 137002
四川 18260144 172156630 18096049 36545789 179411 31 53324 126056 1360611 265384
贵州 2633186 3720404 28050000 102700679 77697 211 21596 1073 776421 70933
云南 5306678 14905019 21109886 54573345 27640 694 6218 665 757888 359674
西藏 1442943 3647630 2588427 1511577 8563 23 3364 234 88976 52656
陕西 9264646 35573230 12458602 388714 20903 1631 18435 837 2630 1158
甘肃 2258223 26485387 4092009 80567 8295 244 7131 920 1638 744
宁夏 2359293 6408198 5224200 916134 4717 184 3967 566 36834 28731
新疆 2122481 6680966 10147285 2610115 4763 287 2816 291 83907 81760

各省级政府网站均应在次年的 1月 31日之前报送

上一年度的网站报表，其形式和内容由国务院办

公厅统一制作和规定。因此，省级政府网站报表

的数据具有含义较为明确和统一的特征，适合于

本研究使用。笔者通过登录全国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政府网站，搜索和下载 2020年政府

网站工作年度报表，获得了一共 27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工作报表。有 4个省（辽宁、吉林、

浙江、青海）缺乏当年数据，无法收录工作年度

报表。此外，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 4个

省（河南、湖南、江西、广东）的独立用户访问

量、网站总访问量、注册用户数、办件量这 4个

代表网站影响力的指标中至少出现了一次 0 值，

也被剔除到样本外———因为这种情况不符合常识，

可能是由于误报数据（比如网站访问量）或者网

站不具备该功能（比如网络电子政务） 引起的。

最终，笔者实际上获得了 23个省级政府网站的年

度工作报表作为研究样本。

本文采用相关性分析探究政府信息公开和网

上政务服务在政府网站影响力生成中发挥的作用。

政府网站年度工作报表中有 10个一级指标、35个

二级指标、53个三级指标。通常，网站提供的信

息和服务越多、质量越高，其就越能够吸引受众

或用户。由于政府网站年度工作报表中没有质量

方面的数据，所以本研究只关注网站提供信息和

服务的数量维度，不考虑两者的质量维度。质量

维度的缺失对本次量化研究的结果影响不大，因

为，一方面质量的判断更加主观，另一方面，网

站提供的信息或服务的数量多少已经反映了服务

质量的高低。因此，以信息和服务数量作为影响

因素来分析网站的影响力是可行的。

在政府网站年度工作报表中，可归结为网站

影响力指标的是网站独立用户访问总量、网站总

访问量、注册用户数、办件量；可归结为网站提

供信息或服务数量的指标是信息发布总数、概况

类信息更新量、政务动态信息更新量、信息公开

目录信息更新量、政务服务事项数量、可全程在

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数量。由此，得到 23个省级

政府网站的相关数据。（表 1）下面，笔者根据政

府网站年度工作报表填报说明，简要介绍两类指

表 1 23个省级政府网站的新闻发布尧 电子政务与影响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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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含义。

1.网站影响力指标。（1）独立用户访问总量，

指本年度访问网站的用户总数（UV），同一用户每

日多次访问不重复计算；（2）网站总访问量，指

本年度网站的总点击次数，同一用户对同一页面

多次访问重复计算；（3）注册用户数，指截至本

年度 12月底网站的注册用户数；（4）办件量，指

本年度在线已办结的用户申请件数，同一用户办

理同一事项的不同环节不重复计算。从影响力的

类型划分，前两个指标偏向于信息驱动的影响力，

因为网站访问量主要由人们浏览资讯而产生的；

后两个指标偏向于服务驱动型，因为人们往往因

为需要办理某些事项才会在政府网站注册。

2.信息和服务数量指标。（1）信息发布总数，

指本年度网站发布信息的总条数，不包括外链信

息；（2）概况类信息更新量，指本年度发布的经

济、社会、历史、地理和机构设置、主要职责等

概况介绍性信息的总条数；（3）政务动态信息更

新量，指本年度发布的本地区、本部门政务要闻、

通知公告、工作动态等政务动态类信息的总条数；

（4）信息公开目录信息更新量，指本年度发布的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中发布信息的总条数；（5）政

务服务事项数量，指网站提供的本单位政务服务

事项的总项数；（6）可全程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

项数量，指网站提供的本单位可全程网上办理的

政务服务事项总项数。信息或服务数量指标可以

划分为两类：（1）（2）（3）（4）属于信息数量指

标，（5）和（6）属于政务服务数量指标。

本研究以网站的影响力指标作为因变量，以

网站的信息公开和政务服务事项作为自变量，通

过相关性分析探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四、研究发现

（一）信息公开与网站影响力之间的关系

政府网站的首要功能是政务信息公开，因为

网站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最便捷的信息发布渠道。

浏览各省级政府网站可以观察到，网站的主要内

容是各类政务新闻，它们一般来自于对机构媒体

新闻的转载，政府网站原创的新闻很少。比如北

京市政府网站 2021年 4月 8日的“政务要闻”栏

目发布了 4条新闻，其中 3条来源于《北京日报》，

另外 1条来源于北京市人防办公室。代表信息公

开的 4类新闻发布数量指标与 4个政府网站影响

力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如下（表 2）：

皮尔森相关系数判定的一般标准是：相关系

数落在 0.8-1.0之间为极强相关；落在 0.6-0.8之

间为强相关；落在 0.4-0.6之间为中等程度相关；

落在 0.2-0.4之间为弱相关；落在 0.0-0.2之间为

不相关。依据这个标准，可以分析政务信息公开

与网站影响力之间的相关性。网站影响力分为信

息驱动型和服务驱动型两种，下面分别分析政务

信息公开与这两种影响力之间的相关性。

1.信息公开与信息驱动型影响力之间的相关

性。政府网站发布的信息量越多，对用户的吸引

力越大，与网站的独立访问量和总访问量等同类

信息的正相关性越强。表 2证实了这一点，信息

发布与网站独立访问量和总访问量之间的相关系

数明显地高于它与注册用户数和办件量之间的相

关系数，这说明政府网站信息发布量对网站访问

流量的影响要大于对网站政务流量的影响。

表 2中，政务动态类信息更新量与独立用户

访问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达到 0.55，

尽管绝对值不算高，但是相对于其它相关系数为

最高。在政府网站上，所谓政务动态类信息指政

务新闻、工作动态等，各政府网站实际上均转载

了本地同级党报的时政新闻。由此可见，政府网

站的新闻资讯为网站提供了最大的流量来源，是

网站影响力的最强劲推力。这与普通的新闻网站

没有区别，存在的差异是政府网站的新闻类别比

较单一，而且数量较少，因此，其影响力无法与

大型的新闻网站相提并论。

2.信息公开与服务驱动型影响力之间的相关

表 2 政府网站新闻发布数量与网站影响力之间

的相关系数
独立用户
访问量

网站总
访问量

注册用
户数

办件量

信息发布总数 0.360 0.230 0.330 0.046
概况类信息更新量 0.170 0.172 0.160 0.260
政务动态类信息更新量 0.550 0.350 0.220 0.170
信息公开目录信息公开量 0.160 0.140 0.001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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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 2显示，信息公开数量与政务驱动型影响

力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与信息驱动型

影响力相比，相关性系数要小。前者的最大值为

0.33，而后者的最大值为 0.55。这说明：一方面人

们浏览网站可能增加其对政务服务事项的了解，

从而注册网站甚至在网站办理政务事项；另一方

面，其对增加网站流量效果并不明显，如前所说，

新闻发布数量对网站流量的影响更大。

（二）电子政务与政府网站影响力之间的关系

政府网站可以办理的政务事项越多，对用户

吸引力越大，网站影响力也越大；同时，用户因

为办理政务事项而登录政府网站，也会带来点击

流量，从而提高网站的影响力。在省级政府网站

年度工作报表中，属于政务事项指标的有两项，

即“政务服务事项数量”和“可全程在线办理政

务服务事项数量”。这两项指标与网站的影响力指

标之间的相关性如下（表 3）：

1.电子政务与政府网站信息驱动型影响力之间

的关系。表 3的数据显示，政务服务事项数量与

网站的信息驱动型影响力之间的相关性很低，或

者说，基本上没有相关性。这种情况表明，人们

因为登录网站办理政务事项而给网站带来的访问

量是很少的。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与网站

的点击量比较起来，政务服务事项的数量很小，

因此其对网站访问量的影响并不明显，其主要与

网上政务事项办理的数量具有更直接的关联性。

2.电子政务与服务驱动型影响力之间的关系。

由表 3可以看到，政务服务数量对网站的注册用

户数提升有较强的作用，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53，落在了中等程度相关区间，是电子政务对网

站影响力的 8个相关系数中最高值。这是因为用

户实现网上办理政务服务，其前提条件就是要注

册为网站用户，所以，网站可提供的政务服务数

量越多，其对用户的吸引力就越大，就越能吸引

越多用户数进行注册。衡量电子政务服务的另一

个重要指标“可全程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数

量”，与网站注册用户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

0.45，落在中等程度相关区间，这同样表明，电子

政务服务对用户注册数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综合讨论

如果把表 2和表 3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观察政

府网站所提供的不同类别服务与网站影响力之间

的关系，可以从更宏观的视角上得出下面的结论。

1.整体上政府网站的影响力依然是信息驱动型

的。这是由于网站访问量受到信息发布量驱动的

影响最明显，而网站访问量对网站影响力的作用

远高于用户注册数的作用。政务服务事项数量与

网站访问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很低，而且绝对数值

也相对很小，其对网站整体的影响力的提升效果

不大。

2.网站的两大主要功能，即信息发布和政务事

项办理，均对网站影响力产生了相当强度的作用。

网站信息发布与访问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为

0.55，为中等程度相关，表明信息发布较好地实现

了信息公开的目的。网站政务事项数量与注册用

户数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为 0.53，也为中等程

度相关，表明提供政务事项办理服务较好地实现

了在线政务服务的目的。

3.驱动力溢出的“梯度效应”。网站的影响力

由其提供的服务驱动，不同的服务提供的驱动力

大小不同。政府网站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两类：一

类是信息公开服务，一类是电子政务服务。信息

公开服务驱动的是网站的访问量等指标，而电子

政务服务驱动的是网站注册量等指标。从研究结

果看，信息发布服务与网站访问量的相关性更强，

而网上政务服务与网站的注册人数、办件量之间

的相关性更强。值得关注的是，信息发布服务对

网站的注册人数和办件量也有一定影响 （表 2），

而电子政务服务则对网站的访问量几乎不产生影

响。如何理解这一现象？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

网站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信息推动。因为网站的

访问量远远高于注册人数，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信

息服务理解为是比政务服务更高能级的影响力驱

独立用户
访问量

网站总
访问量

注册用
户数

办件量

政务服务事项数量 0.058 0.095 0.530 0.390
可全程在线办理政务服务

事项数量
0.025 0.061 0.450 0.240

表 3 政府网站电子政务事项数量与网站影响力

之间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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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素。高能级的驱动因素在实现自身功能的同

时，还可能溢出一部分影响力到低能级驱动因素

指向的功能中。通俗点说就是，访问政府网站获

得新闻信息导致的流量远远高于到网站注册办理

政务事项所导致的流量。因此，一部分人哪怕是

很少的一部分人“顺便”办理政务事项，也足以

对网站的注册人数和办件量产生影响。这种效应

可以称为“梯度效应”。

五、反思与建议

信息时代，互联网网站作为互联网中最重要

的基础媒介设施之一，对于现代社会信息传播至

关重要。因此，无论是政务信息的传播、时政新

闻的发布、政务事项的公布、电子政务建设、网

络政务建设，还是提高政务服务水平与效率等，

政府网站作为基础媒介设施都具有不可替代性。

与本省级行政区域内的人口数量比较，大多数省

级政府网站的访问量和办件量相对很少。例如，

23个省级区域内人口数量与网站点击量之比最高

为大约 1:15，人口数量与办件量之比最高大约为

20:1，也就是说影响力最高的政府网站，也不过本

行政区内每个人每月访问 1次网站，或者每 20个

人中有 1人曾在网站办理政务事项。显然，用户

到政府网站阅览信息和办理事务的频次都不高。

这说明，政府网站的现有信息发布和政务服务功能

已经无法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信息和服务需求，亟

待改进。特别是随着电子信息化办公的全面推进，

其网上政务服务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

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网站发展指引》

要求的“信息发布、解读回应、办事服务、互动

交流”的功能，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政府网站工

作加以改进。

（一）以提供政务新闻信息为核心

有观点认为，政务网站的两大主要功能，即

政务信息公开和政务事项办理中，后者是最终目

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政务信息中的政务新闻

可以作为先导性力量，推动网站的影响力提升。

本研究表明，信息发布和政务服务是政府网站影

响力的两大来源，尤其是政务新闻类信息对网站

的影响力提升有更显著的影响。强化政府网站政

务新闻公开功能势在必行：一方面，尽管大多数

新闻媒体机构都具备时政新闻发布功能，但是限

于篇幅与目标用户需求，与政府网站相比，往往

只提供信息摘要，所以政府网站通过发布时政新

闻全文及相关政府条例，同时发挥内容“大而全”

和“相关条例超链接”的双重优势；另一方面，

强化政务新闻公开优势在提升政府网站影响力的

同时，能够使更多的用户了解到政务服务事项，

利用“梯度效应”使更多用户在线办理政务事项，

推动政务服务工作的展开。总之，通过强化政务

新闻的发布功能，政府网站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

的权威属性和内容优势，在提高政府网站影响力

的同时，也带动政务事项在线办理的推广。

（二）完善政务服务事项体系

从长远看，在线办理政务事项将成为用户办

理政务相关事项的首选，因为网上政务服务提高

政府服务的水平和效率的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

政府和用户的时间成本与资源成本。目前，各地

政府网站提供的相关服务水平层次不齐，例如，

有的省级政府网站提供的在线办理事项数量很少，

甚至有个位数的情况出现。显然，提供这样规模

的网上办理事项数量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也无

法高效满足用户的在线政务办理需求。面对这种

情况，网上政务服务发展落后地区，一方面有必

要主动学习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彻底打通线上

与线下相关政务办理部门的连接，形成高效合理

的网络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要根据

当地情况，依托大数据服务，智能化管理政务服

务，不断优化网络服务流程，建设满足本区域用

户个性化需求的全信息化政务服务事项体系。

（三）建立与移动端的连接

互联网发展进入下半场，移动端已经成为信

息网络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因此，移动媒介作为

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也应成为政务信息公开和

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的主要渠道。目前，大部分省

级政府网站在移动端建设上发展滞后，没有提供

专用的移动客户端，只是依赖微信公众号进入，

政务办理功能实现困难。甚至有少数政府网站没

有微信公众号，这明显与移动互联网脱节，难以

适应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需求。此外，个别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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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虽然有移动端的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等，但是

没有在网站上放出二维码，或者放出的位置不够

明显，不利于与移动端的有效连接。对于政府网

站而言，真正要实现政务信息的公开和提高政务

事项办事效率，提高政府的治理和服务水平，提

供人性化的移动端体验，建立网站和移动端的有

效连接，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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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在教师带领下，上海青浦县县立初中学校的学生整队出发到公共

体育场参加国货运动宣传大会。彼时台上的人演说，台下的人唱国货运动歌、呼

口号，他们被称赞为有志救国的国民。 [1]1935年，有文章称：“一个与教育无

缘，目不识丁的可怜国民，他不知爱用国货，那还可原谅；若是一个受着教育的

学校青年，只是附和着喊口号，而不能实地乐用国货，那才是可耻，那才是毫无

心肝”[2]。此类描述，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屡见不鲜。国货运动浪潮中，青年被

认为负有一切救亡图存之责任，提倡国货为较重要而不容缓者。[3]由此可见，近

代社会十分关注青年在国货运动中的动向，青年身上承载着社会各主体的期望。

这正印证了马庚存等学者的论断，认为古往今来青年的努力方向常常体现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的身上往往展示着人类社会未来的希望。[4]从事国货生产

的民族工业和企业界也积极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媒介宣传将国货话语与青年文化

的社会主题相结合，对青年提出了种种期待和要求。其中，《机联会刊》对近代

青年文化的塑造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在国货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国货团体贡献了重要力量。其中，1927年

成立的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机联会）以其组织健全，活动范围广，作

用大著称于国货界。[5]自成立起，该组织逐渐扩大，会员除上海工厂外，还有山

东、江苏、浙江等地工厂加入，至 1935年会员已经发展到 248家工厂。[6]因此该

组织可称得上是近代举足轻重的国货行业团体，也是社会公认的国货运动的中坚

力量。为了谋求行业内国货工厂的发展和国货的进步，机联会开展了各种宣传活

动，包括刊发对外刊物《机联会刊》。此杂志创立于 1930年，与《申报》 《新闻

国货宣传话语与近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形塑
———以《机联会刊》为中心

赵瑞 操瑞青

摘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袁 在国货运动的背景下袁 企业界为达到宣传国货的目标袁 将国货宣传话语与重塑
青年的社会主题相融合袁 形成了独特的青年文化遥 本文以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创办的国货行业刊物
叶机联会刊曳 为中心袁 试图揭示上述商业化力量在宣传国货的过程中对近代青年文化的建构遥 具体而言袁
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借助媒介渠道袁 将国货宣传话语嵌入青年的个体生活尧 职业生活尧 家庭生活以及
性别讨论中袁 从道德思想尧 职业态度尧 家庭观念和性别意识等方面进行了形塑和重构袁 试图打造出企业界
期待的 野国货青年冶袁 构成近代青年文化的特征之一遥 此种现象袁 扩充了对近代青年文化的多维理解遥
关键词 国货宣传曰 企业报刊曰 叶机联会刊曳曰 青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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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等大众化刊物一样，它也面向社会公开发行，

在国内和南洋华侨中都流传很广，仅 1931年每期

的销售量就达约 4万份，是彼时最高销量的三大

杂志之一。[7]与普通大众刊物又有所不同，《机联

会刊》始终代表着近代国货团体的利益，承载着

近乎整个国货行业的意愿。其所刊载的有关国货

行业的内容不仅推动了行业进步，还在国货运动

的发展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这一长达四十多年的国货运动迟至 20世纪 90

年代潘君祥出版 《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 [8]和

《中国近代国货运动》 [9]才引起学界关注。目前关

于近代国货宣传的相关研究大致有以下四类。首

先是国货展览会和国货陈列馆研究。国内最早的

展览会专题研究出自马敏之手，作者对 1910年南

洋劝业会进行了介绍和评说，认为这类资本主义

新事物使民族资产阶级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振兴民

族工商业，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才能在同外国

资本的斗争中取胜。[10]随后付海晏对 1935年无锡

国货流动展览会的“跑调”现象进行了研究，揭

示出国货展览会倾销国货的做法导致宣传效果不

佳。[11]张在刚则对北平国货陈列馆的国货宣传活动

进行了详细论述，总结了其优化出品、编印定期

刊物等的宣传手段。[12]其次是国货广告研究。王儒

年以二三十年代的《申报》国货广告为中心，展

现了国货广告通过将制造和消费国货的日常行为

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引起了爱国主义的世俗

化。[13]李静更加具体地探析了《中央日报》香烟广

告的宣传策略，认为广告宣传不仅使民族资产阶

级在与外商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还使爱国思想

更加深入人心。[14]第三类是国货年研究。王强认为

在妇女国货年中，社会各界通过重塑“摩登”的

含义，使妇女的日常消费行为政治化，以此推动

妇女消费国货。[15]第四类是国货刊物研究。朱宗勤

从《〈申报〉国货周刊》的国货宣传内容角度呈现

了该刊为宣传国货运动做出的努力。 [16]整体上看，

学界在进行国货宣传研究时选取的史料相对狭窄，

多集中在大众刊物上，较少涉及国货刊物。既有

成果将重点放在了政治提升、商业宣传以及商业

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未深入探析国货话语力量

背后社会性议题的改变。本文以青年问题为分析

对象，试图探究国货宣传在政治、商业等主题之

外凸显出的社会文化特性。

回到研究问题，作为国货行业刊物，《机联

会刊》 以宣传国货为目的，旨在提供一种提升青

年修养的途径，同时“为国货界增进有效的助

力”。[17]在此目标引导下，《机联会刊》通过对青

年的日常生活进行“国货化叙事”，把国货工厂对

青年的诉求嵌入了国货宣传中，并在此过程中建

构了不同层面的青年文化。因此，以《机联会刊》

为中心，本文试图探讨的是：近代企业，尤其是

国货工厂在宣传国货的过程中对近代青年文化进

行了怎样的塑造？

一、追求进步：国货消费与青年道德改造

近代中国，在朋友间的彼此通信中，末了往

往喜欢写上一句：“祝你进步”！可见“进步”已

经成为近代国人爱好而又祈望的东西。[18]但由于国

难深重，青年无业可就、无书可读、贫穷与婚姻

问题缠住身心，具有苦闷、悲观、失望、消沉、浪

漫、享乐的特质。[19]因此，社会各主体纷纷对青年

素养进行提升，以满足社会进步和国家繁盛所需。

近代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秉持着“使无业者有

业”和“使有业者乐业”的目标创办了中华职业

教育社，推广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20]青年会

把青年的国货运动列入会务计划里面，力图借助

青年力量推动国货运动的发展。[21]知识分子则更加

关注青年的精神生活，鼓励他们只要有自信力和

奋斗的决心，无论环境如何，总能打出一条生路

来。 [22]而 《机联会刊》之类的行业刊物则另辟蹊

径，它从青年的个体消费习惯入手对其进行“国

货向”的引导，并在此过程中形塑了青年追求进

步的道德观念。这不仅达到了宣传国货的目的，

而且为青年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追求进步的方式。

（一）“现代”：青年思想的道德阐释

随着近代中国大门的打开和西方文明的涌入，

民众对“现代”的、“科学”的概念推崇度极高，

凡是打上此标签的事物都颇受欢迎。舒适、美观

的洋货正是在人们对其先进性和现代性的追求中

具备了时尚的属性。[23]《机联会刊》也顺势而为，

在宣传国货消费的过程中对近代青年的思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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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代”的道德阐释，具体表现为“国族性”

“正统性”和“羞耻感”三方面。

一是“国族性”。如葛凯所说，社会主体可以

给商品赋予无数可能的含义，而国货运动的支持

者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却真实存在的商品优

势———民族性。他的倡导者试图使消费者确信产

品具有本质上的或不可分割的民族特性。[24]在《机

联会刊》的叙事中，国货与社会沉浮、民族兴亡

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不仅代表着国民的

希望，也是社会进步的保障，更是民族振兴的关

键。因此“服用国货不但是人民的权利，尤其是

人民的义务”。[25]在该层面上，“消费国货”成为

拥有中国公民资格的象征，任何有良知的现代爱

国人都必须使用国货。国货的“国族属性”也体

现在杂志的栏目设置上。在“国货问题”“家庭

生活”“社会写真”“职业修养”等栏目，甚至

是封面中，几乎都有文章揭示国货的民族属性。

该刊第三十三期杂志封面展现了一个在冒着浓烟

的工厂前面努力奔跑的少年。配文称“运动可以

强身，国货可以强国”。由此可知，作画者意欲告

诫青年读者多加运动以成就自我，多用国货以成

就国家。

二是“正统性”。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从欧洲

舶来的体现西方物质文明的生活用品、交通通讯、

文化娱乐、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涌入中国。至

19世纪末期，“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家庭不用

一些进口洋货，—假若不用棉织品，至少要用煤

油做室内照明之用，或者欧洲制造的，迎合中国

人嗜好的不胜枚举的某些小东西。”[26]在此背景下，

《机联会刊》着重抨击洋货的“不正当性”。一方

面，在杂志的话语运用上，它对外来物品的描述

打上了“非正宗”的烙印。“舶来品”“来路货”

“仇货”等对洋货的独特称呼，体现了杂志对洋货

外来属性的讽刺。另一方面， 《机联会刊》也将

青年的本位追求与虚荣心的革除联系在一起加以

讨论，强调洋货对正统的偏离。在一篇对青年的

寄语中，作者希望新一年中的青年能够力求本位

的向上，革除虚荣心理，放弃购买“洋货”，以减

少不必要的浪费。[27]这意味着青年应该从自身需求

出发进行自我提升，而购买洋货不仅奢侈，也不

符合本位发展的方向。从洋货对正统的偏离出发

抨击洋货购买行为符合近代追求“礼义廉耻”的

正统思想的现实。

三是“耻辱感”。在出现崇尚洋货的社会风气

的同时，基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洋货想象，

洋货也经历了一个被妖魔化的想象过程。[28]在此过

程中，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机联会刊》

在形塑近代青年的消费行为时也对洋货的侵略属

性进行了详尽叙述。以《一件强奸案》为例，作

者大肆控告外来的人造丝对中国丝织绸缎的侮辱。

“自从人造丝踏进中国国门，丝织绸缎就被欺负得

大受损伤，几乎要送命了。”[29]通过直接披露洋货

对小农经济根基的损伤，能够最大程度地激起民

众的共鸣，起到抵制洋货的目的。这也从反面对

青年进行了敲打，既然洋货造成了中国经济根基

的损伤，那么使用洋货就是在为西方列强高歌。

此外，《机联会刊》还直接揭示消费洋货的道德落

后性。在小说《贴汉》中，一向只用国货的丈夫

不满妻子喜购洋货的行为，便嘲讽她在给外国工

人花钱，是贴汉行为。[30]通过声讨妇女的洋货消费

行为，《机联会刊》对其赋予了一种羞耻感。

（二）“积极”：端正青年生活态度

“（中国人）弱冠之后，则又缠绵床第以耗其

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噪鬼幽，跶步欹

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

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 [31]近代青

年颓废的生活态度可见一斑。因此，《机联会刊》

在宣传国货的同时注重端正青年的生活态度。在

具体阐述中，《机联会刊》从近代青年的“自律”

“自强”“知足”的生活态度出发，嵌入国货消费，

共同构成了“积极”的生活态度诉求。

1936年，有期刊记载，在广大的学校里所看

到的青年学子们，大半都是面黄肌瘦，精神颓唐，

各部器官染疾……轻轻的年龄，很像一个贫病交

加的老头子般。[32]同时期的《良友》 《教育杂志》

《申报》等媒体也不断提供锻炼身体的妙招，强调

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可见，近代时期青年身体孱

弱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针对这一现状，《机联

会刊》倡导青年应该具备自律的生活态度，在国

货使用中养成强健的体质。这一叙述在杂志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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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譬如，在《送健儿歌》

中，国家复兴的责任落在了体育健儿的肩上，而

欲身体康健，又必须常服五洲大药房人造自来血

及各种补品。 [33]诸如此类的广告在杂志中十分常

见，体现出杂志的国货宣传理念在青年体质锻炼

和自律态度中的嵌入。

除此以外，《机联会刊》也注重培养青年的

自强意志。前文述及，近代青年因生存环境的问

题，意志非常薄弱。“五四”以后，青年因消极而

自杀一事，成了个重大的问题。青年自杀的事件，

也是时有所闻。[34]有记载称，“一九三四年一月至

六月，上海一埠之自杀人数共达一千零八十三人，

较上年—即一九三三年激增一百五十人，自杀者

的年龄，以二三十岁之青年为最多。”[35]为保存工

业发展实力，《机联会刊》把宣传中心放在了提

高青年承受力和减少自杀率上。洋货在该叙事中

成为了“精神鸦片”，是导致青年意志力薄弱的主

要原因。在第十九期的封面———青年的恶环境上，

作者展现了近代青年的生存困境。[36]画面展示的是

一个被西方的手枪、交际舞、大烟、扑克牌、酒

等包围的青年男子，他两手托腮，神情痛苦。结

合封面配图的标题可知，作者借此封面欲揭露洋

货就是青年生活痛苦的根源，指明要想摆脱痛苦

就必须拒绝洋货。这类叙事将洋货视作众矢之的，

其作为商品本身的进步性被完全忽略。

“人生知足，便可常乐，万万不可强求。”[37]长

期以来，“知足”一直被纳入青年应有的品格中。

因为“知足”不仅是“乐”的根源，而且是解决

青年人苦闷问题的良药。[38]《机联会刊》在塑造近

代青年的生活态度时，也将“知足”作为必不可

少的一项。在具体论述时，杂志从青年的“节欲”

诉求出发，强调对国货的优先使用。如其在卫生

格言中所说的“节饮食而后能得健康”[39]一样，杂

志认为青年人“节制而后能进步”，只有能克欲者

才可以享受到人生乐趣，否则便成为欲念奴隶。

这就将造价昂贵、奢侈浪费的洋货与本土制造、

简单朴素的国货对立起来，督促青年选择国货，

培养“节制”的生活态度，追求思想进步。

（三）“正当”：国货消费与青年的娱乐活动

《机联会刊》在分析近代青年易受诱惑而致堕

落的原因时，还考虑到他们对业余生活的忽视。

民国赌风之严重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娼

妓发展规模也为世界之最。“据工部局 1920年的

调查，上海的娼妓人数高达 60141 人。” [40]因此，

机联会提倡青年应有健康的娱乐生活。何为健康

娱乐？据杂志介绍，健身、阅读书报、玩音乐、弈

棋、加入爱国团体等活动才是正当娱乐。[41]具体而

言， 《机联会刊》从时间和属性两个维度出发，

将国货宣传和青年正当娱乐糅合在一起。

一是时间维度。《机联会刊》把青年的娱乐

活动季节化，并在特定的时节采取了特定的宣传

方式。随着四季的轮换，它不停地告诉读者，在

任何季节都应该消费国货。譬如，在春季时，

《机联会刊》会刊登广告宣告春季的到来。首先，

文章以春季最适宜运动开篇，奠定宣传基调。接

着，它就将话题转向运动所需用品上，认为运动

中占主位的是足部，所以袜的适当与否，与运动

的美观上大有关系。而“三角牌翻口运动袜，能

够使运动者姿势勇壮，动作活泼，为爱运动者不

可不备之物”。[42]类似地，在炎热的夏季，青年男

女们可去游泳消暑，国产游泳衣裤是首选。秋意

来临，青年外出需配备秋衣，国产厂的上等好布

不可不用。以宣传国货为目标，《机联会刊》在

不同时节为青年们提供了正当娱乐的不同选择，

也确立了国货的位置。

二是属性维度。《机联会刊》对青年正当娱

乐的叙述充满了民族性暗示，这种民族性恰好与

国货本身所蕴含的国族属性契合，因此青年的正

当娱乐要以国家和民族为前提，直接表现在为国

货服务上。为增添杂志趣味，《机联会刊》发行

了各种专号，比如饮食专号、服装专号、消夏专

号等。这些专号在提供知识和趣味的同时，也在

言语之间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担忧，以及

青年应为国家效力的暗示。在《几种消夏的方法》

一文中，作者为处于炎热中的青年们提供了六种

消夏和娱乐的方法，每一种都与国家当下所需有

关。其中，作者更是为学生指明了消夏的好去路，

即组织国货宣传会，并认为“这样不但可以消夏，

而且工作很有价值”。[43]通过类似论述，《机联会

刊》把青年的娱乐活动与国货宣传相连，并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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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年的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其在娱

乐活动中消费国货、服务国货。

二、服务社会：国货生产话语建构青年职业文化

据调查，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大约有 25 万

-30万左右的职员群体。[44]这显示此时职员群体已

成为上海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所说的职员群体涵盖广泛，“工厂里面，上

至经理、工程师，下至办公室的练习生，都是职

员。其余大小商店里面的经理、店员、学徒，政

府机关的公务员，报馆的编辑等，也都可以称作

职员。”[45]机联会作为国货工厂组织，自然承担着

培养国货人才的职责。因此，在 《机联会刊》对

工商界青年进行塑造的过程中，青年的职业角色

成为不可忽视的部分。

（一）职业平等

20世纪 30年代中前期，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冲

击，我国出现第一次失业高峰。据统计，1933年

我国手工业失业者约 400万人，产业工人失业者

约 240万人，1935年手工业失业者达 580万人。[46]

在此失业恐慌中，青年群体饥寒交迫，生活倍感

困难，寻觅一个稳定的工作成为急需而奢侈之事。

于是，1931年 12月 3日实业部公布《职业介绍所

暂行办法》为失业人群提供职业指导，以期减轻

失业带来的危害。[47]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机联会

作为国货工厂组织，借助国货生产话语提出了

“职业平等”的择业观念，希望青年在此特殊时期

树立“不挑业”的态度，一切以服务社会为标准。

国难当头，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时代主题，青

年的行事准则也被打造成以服务国家为中心。因

而《机联会刊》倡导青年确立以社会需要为标准

的择业前提。从个人利益上讲，以深远的目光认

清社会需要，成为服务社会的好青年，不仅可避

免职业上的闭门造车，促进个人事业发展，还可

在关键时刻缓解痛苦，防止自杀。[48]从国家利益上

讲，提倡服务社会就是鼓励青年磨砺自己，为国

家进步贡献力量。“假使大家以精神、金钱、能

力都用于社会的设建上，用于造福人群的事业上，

那么五年小成，十年大成，任何势力，都是不

怕。”[49]可见，在杂志的叙事中只要能为社会服务，

任何职业都可选择，即使是烧锅炉的伙夫也是促

进社会进步的一份子。在提倡国货的呼声中，生

产国货、销售国货被认为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职

业，应该成为失业青年们的首选。

在具体的择业标准上， 《机联会刊》提倡不

计报酬、不分贵贱的无差别择业原则。在社会普

遍失业的前提下，维持基本的生活已实属困难，

因此青年在择业时应格外注意家庭财力。任何存

着虚荣心想去做好高骛远之事的想法都是不切实

际的。“与其做分利的高等流氓，不若做生产的

劳工神圣。”[50]且职业没有贵贱之分，即使做练习

生，也是很好的职务。[51]不仅如此，杂志还倡导青

年把眼光放长远，不以一时的酬劳为择业依据。

“所谓选业并不是以薪水丰厚作标准，乃是视自己

的学力、性情、环境而转移的。” [52]也就是说，在

计较薪水多寡之前，求职者应该先考虑自己的学

识和技能在职务上能否胜任。况且从小职位入手，

不屈不挠、耐劳耐苦地干下去，也会成功。杂志

传播的“不分高低贵贱”的求职取向与当时青年

“人浮于事”的做事态度大相径庭，可见机联会试

图以此引导近代青年确立踏实稳重的处事原则，

为国货生产做出应有贡献。

在指导青年择业时，《机联会刊》也宣传科

学的择业法，在该方法下职业同样被平等对待。

科学择业法认为目前中国人一般的择业方法存在

“盲从的”“主观的”“投机的”错误，一味地追

求利益是未考虑职业与自身匹配度的非科学方法，

不仅不可靠，还无法长久。要想较好地解决职业

问题必须采取科学的择业方法，即“实验的”

“客观的”“审慎的” [53]。其中，自身和父母对职

业的偏见、有利可取的职业偏向等都被排除在外，

所有职业都处在同等位置上。那么，如机联会一

般的国货工厂所提供的职位也应该被公平对待，

这也为工厂提供了正常的人员保障。

（二）责在人先

如机联会在创立宣言上所说，国货界“研究

无术，改良无方，听其自生自灭”，此为国货进步

之大害。[54]其中，职工的工作态度直接关乎国货工

厂的发展。于是，《机联会刊》在宣传国货生产

的同时推崇“责在人先”的就业观，对工商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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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职业操守进行了刻画，宣扬了“善始善终”

“艰苦奋斗”“团结合作”的职业精神。

“人生常常是不知满足的，得陇望蜀好像已成

为公例。”[55]失业的人不计代价地寻找工作，一旦

得偿所愿又不知满足，常常产生换业的想法。针

对此状，梁启超曾提倡保持职业的神圣：“凡做

一件事就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神集中到这件事

上头，一点不旁骛。” [56]《机联会刊》也宣扬青年

对职业的信仰。它认为对于一种事业，要能达到

成功的境地，就先要有始终不渝的信心，不能干

一行，怨一行。 [57]为了进一步说明，杂志还引用

《论语》中的经典语录加以佐证。孔子讲治国以

“敬事而信”，敬事就是慎重其事，就是服务专心。

心不专一，就要坏事。[58]在《花瓶与饭桶》的讨论

中，作者也做比喻来强调服务精神专一的青年才

是一个完整的人。[59]强调善始善终的职业操守为国

货工厂积攒了工作人才，避免了在职业转换中国

货事业的衰落。

培养职员的敬业精神对国货事业的进步十分

关键。因为“提倡国货非由全国人士一致起来拼

命制造不可”[60]。而制造的前提又是职员们脚踏实

地地埋头实干。于是， 《机联会刊》一方面阐释

青年职员敬业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给出了具体

的行动指南。在此经济匮乏之际，物质条件无法

得到满足，精神条件必须受到重视。服务者认真

服务，勤劳任事，使事业的成绩显现出来，就可

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61]并且服务者为顾客服务的

过程就是他们走向成功之路的阶梯。毕竟，“古

今中外成大事创大业者，无一而非从苦干苦活中

来。”[62]所以，服务者不应嫌弃自己的酬劳低，一

分能力对应一分报酬；面对经理苛责，职员要体

谅，并要尽量做好分内之事，减少经理的负担；

从事销售工作的店员要遵守“和为贵”的服务准

则，态度和蔼、真诚相待。如此，职业青年不仅

需有敬业精神，还需具备为他人着想的能力。

机联会认为我国国货工厂在提倡国货的口号

下，仍大有江河日下之势的原因之一是同业缺乏

合作。并认为“在工业发达之国家最重产业之联

合，以收合作之利，我国工业幼稚，尤有合作之

必要”[63]。因此，机联会作为一个联合团体，十分

注重国货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发展。在线下它举办

国货茶话会，通报商情；编印 《免税说明书》等

帮助管理人员了解行情，提高自身素质。 [64]同时，

它也借助《机联会刊》为国货工厂架起沟通桥梁，

在实践中传播合作精神。譬如劳资双方关系的处

理、工资支付法的新研究、改良的工厂会计简法

等企业内部消息都会在杂志中出现，以供其他国

货工厂参考学习。从杂志自身内容出发，《机联

会刊》也强调职业青年的合作精神，以谋工商界

的发展。杂志认为“我见”二字是中国事业发展

的大障碍，追其根源是私心太甚所致。因此，职

业青年，无论是职员还是经理，都应该去除个人

意见，将孔子“毋我”之训，墨子之“去私”之

说，时刻挂念着。[65]由此，国货工厂及职员被形塑

成一个没有自我，没有私欲，紧紧抱团的整体。

（三）先乐后利

从事一份职业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敬业精神，

更需要对职业抱有十分的兴趣，即乐业。“一个

人如能乐业，办事一定能够勤奋。一个人能够办

事勤奋，在他个人方面，可以得到上峰的青睐，

容易有上进的希望。在机关方面，就可增加办事

效率，事业因之容易发展。” [66]《机联会刊》在宣

传国货的叙述中也传播乐业态度，在服务社会的

前提下演变为轻利重趣的乐业观。

民国时期，很多青年不了解生活的意义，他们

只知道玩弄生活而不知道切切实实地把握生活。[67]

《机联会刊》则认为“我们正规的生活的享受，并

不在于专门的物质享受这一面，而是蕴蓄在工作

里面的那一点真实的至上的滋味”，这种滋味就是

“真实的至善的纯净的愉快”。[68]而要想在工作中汲

取到这些快乐，职业青年需要具备“无欲”的心

理状态，不因利润低薄就怀恨抱怨，不因工作劳

苦就消极懈怠，而是以“为社会服务”为前提，

同心协力，共同奋斗。[69]换句话说，职业青年应该

拥有乐业态度。“抱着乐业的态度，不消极，不

苟且地埋头干，任何前程总会有光明的一天。”[70]

并且，在此过程中青年的社会价值也得到了实现。

正如胡适所梳理的人生价值与职业的关系一样 [71]，

青年职员对于所择事业具有深挚兴趣，并专心肆

力为之，才是给自己及社会带来的真正价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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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保持工作兴趣在推动国货事业进步方面也

是非常关键的力量。

《机联会刊》对青年职员乐业态度的提倡也从

更大层面上的实现救国目标出发。杂志认为“所

谓救国就是救人，就是努力去服务”[72]。这为青年

提供了明确的救国途径。而服务中的乐业态度是

一切企业进步的源泉，企业界的活动又无时无地

不影响着社会的进步。[73]总之，青年的乐业态度关

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在国货生产中，乐业

态度的重要性亦十分鲜明。在国货运动的高潮中，

挽救民族危亡的方法除了提倡国货、抵制洋货以

外，还包括生产和制造国货以及培养国货人才，

并且后者被认为比空谈口号更加有效。[74]而无论是

制造国货还是提升国货人才的素养都需要职业青

年具备乐业态度。只有在乐业态度的指导下青年

才能够对所事职业产生深耕的兴趣，也可以长久

保持对职业需求的求知欲，并在自身进步的同时

推动国货事业前进，最终达成救国的目的。

三、嵌入家庭：在国货宣传中重塑家庭观念

家庭作为一个小群体，是社会的缩影。它对

人的影响相当大，尤其是对一般正生气勃勃地活

跃着的青年。[75]因此，对家庭生活的塑造曾列入民

国政府的规划之中。随着西风东渐下的情感性个

体主义的兴起，社会上产生了不关心社会价值和

社会问题的罗曼蒂克式的爱情。积弱积贫的国家

为了动员一切资源协助“民族 -国家”的建构事

业，便提倡集团婚姻，将国族属性融入了进去。[76]

作为国货工厂组织的机联会也从大局出发，认为

先“家齐”才能“治国平天下”。家庭作为国家和

社会的细胞，如果不能为作为国货界职员的青年

群体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那工商业或国货界就

都会受到巨大的无形的损失。[77]因此，在“为国家

社会完成健全完美份子”的目标下，机联会通过

《机联会刊》刊载了大量有关“夫妇之道”“家庭

生活”的文章，并在融入国货宣传话语的同时试

图重塑青年的家庭关系、更新青年的家庭经济观

念、转变青年的家庭模式观念。

（一）服务国货：青年家庭关系的重塑

《周易》说：“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

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君臣，上

下。” [78]可见，夫妻关系是社会关系产生的基础。

《机联会刊》在论述夫妻关系时嵌入国货话语，促

使其与国货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密切关联。首先，

《机联会刊》倡导“国货人才”的择偶标准。因夫

妇之结合有关于国家的强弱，《机联会刊》在 1930

年第 23期发起了“我之如意郎”的征文，由文学

家彭望芬评阅。[79]在经评选获胜的十篇文章中，如

意郎君的标准无一不与国货相关。以男性青年为

主体，他们的择偶标准也是一样。以第八十期为

例，作者在对乡下姑娘和摩登小姐进行一番对比

之后，劝告青年男子，穿国货、尽生产的乡下姑

娘确实比挥霍浪费、穿洋货的摩登小姐更适合当

妻子。[80]其次，《机联会刊》从改造婚姻入手，对

所谓的“土”进行“民族性”定义。当时一些知

识青年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对西化的“摩登小

姐”心生向往。但《机联会刊》却反其道而行之，

对象征着“本土化”的“土老婆”表示认同。所谓

的“土老婆”虽不懂“摩登”，却能吃苦耐劳，懂

得“洋货价贵又不经洗”的道理。这样的老婆与

其说是“土”，不妨说是“贤”。[81]经此论述，“土

老婆”已然成为“民族化”的代表。

在亲子关系上，《机联会刊》主张以父母为

中心，培养为国家服务的“未来小国民”。“惟念

近代青年，在家庭则受父母之娇纵，而濡染于妇

姑勃谿、兄弟倾轧之事……则其不为恶也几希”。[82]

在时人看来，近代青年精神涣散，易受诱惑走向

歧途的原因之一就是家庭教育的失败。《机联会

刊》也认为，做爹娘的，教儿子不得法，迫害不

止一人一家，要影响到一国一民族。于是，它将

亲子关系的处理与国货宣传进行了有机联合。即

在衣食方面，应该以节俭为主。“应知布衣暖，

菜饭香，只求衣服整洁，更应少吃东西。” [83]这就

直接表明了杂志对青年应穿国货的期望。在花销

方面，父母应节制孩子的金钱开销。“随其所欲

的给予，习惯成自然，是不蔕养成他们依赖的恶

习惯，造成他们奢侈的坏性子。”[84]这又提示父母

不应在奢侈的洋货上耗费金钱。在性格方面，

《机联会刊》则鼓励父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为未

来的成才做准备。[85]这体现出一个国货工厂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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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基本素养的要求。总之，父母在处理亲子关

系时，应一切按照培养“国货人才”的要求来进

行。

人情往来从近代时期就已经成为青年生活中

的大笔开销。“就是一般赚小薪水的小职员们，

有的受了时代的熏陶，看了阔人们的样，也滥交

际，滥应酬，结果弄到质库送礼，举债绷场面。”[86]

在该层面， 《机联会刊》 提倡“量力而行”与

“国货先行”的原则。杂志首先对社会上崇尚奢

华，出手大方的现象进行了否定，认为此行为既

不切合实用，又带来了浪费，对职业界的小职员

来说，很容易造成生活难以维持的困境。接着，

杂志又提出俭约的送礼方式：多注重礼物的情意

价值，拒绝浪费；量入为出地购买适合应用的礼

物；成立改良送礼的团体，限止送礼的价值和品

质。[87]以上指导皆在暗示青年购买国货，放弃无价

值的洋货。主编陈蝶仙更是以“送礼须知”的方

式直接挑明“一定要选国货中的好货去送礼”。[88]

人情往来关系在《机联会刊》的国货消费话语中

演变成了国货的一大销路。

（二）勤俭持家：家庭经济观念的更新

“一个美满的家庭对于经济的支配必然是合理

适当的，在支配不适当的家庭中，生活绝对不会

愉快和平。”[89]而民国时期，社会凋敝，民穷财尽，

各家庭的家庭经济几乎十室而九空。[90]为了填补这

种空虚，开源节流成为时人唯一可选之路。《机

联会刊》也大力宣传家庭的经济处理原则，包括

以“节俭”为核心的家庭消费观念以及科学的经

济处理方法与预算制度的推广。

为了宣扬节俭的消费观，《机联会刊》不仅在

“家政问题”专题中讨论家庭经济支配法，还专门

开辟家庭经济专号，以征文方式披露其他家庭的

简约型经济处理模式，试图对青年家庭产生耳濡

目染的影响。不仅如此，杂志还从青年的日常生

活出发宣传简约经济的国货。有学者指出，到

1920年代，“诉诸知识权威”成为消费文化的新

潮流。[91]《机联会刊》也通过常识叙事，将国货宣

传话语隐藏在知识话语中，让青年在接受常识的

同时接受国货。譬如在介绍清蒸鲥鱼的家庭常识

文章中，作者先对鲥鱼的经济特性进行了简单介

绍，又按照步骤呈现了清蒸鲥鱼的简单做法。此

文章虽未直接涉及国货或洋货，但却传递了自制

食物的简便和愉悦，间接暗示家庭采取便捷、经

济的食物制作法，抛弃高成本洋货。在住宿方面，

《机联会刊》认为家庭作为团聚亲族、教育子女、

供人休息的场所，也应进行合理化布置。[92]细化来

讲，科学的布置方法首先应该考虑到是否经济适

当，不必布置得堂皇富丽，只要清洁雅观。[93]从家

庭日常生活出发确立节俭的家庭消费理念契合近

代经济现状。

民国时期，人们认为家庭革新的首要任务便

在于家庭内各个领域的合理化，“经济的处理、

儿童的教养、平日的卫生、疾病的防治，都应该

适用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方法。” [94]可见，科学的

处事方法已经渗透至家庭生活各方面。在家庭经

济上，《机联会刊》也宣扬依据“量入为出”的科

学方法进行处理。为了更好地践行这一方法，青

年家庭可实行预算制度，做好预算、记账和决算，

并在月底时将各项用费总数与预算数对比，如果

某项超预算，则在下月设法节俭使用。[95]在预算制

度下，衣饰、伙食、住房、教育等各项支出都被

提前规划好，任何多余的支出款项都被排除。自

然地，奢靡挥霍的洋货首先被淘汰，而经济实惠

的国货则会存留在计划之内。由此不难洞窥，量

入为出的经济处理方法实际在为国货提供出路，

为青年提供维持家庭生活和奉献国家的出路。

（三）“小家庭”：家庭模式的新倡导

据国务院统计局所编《统计月刊》的数据记

载，1916年、1917年，河南、福建、江西、安徽、

湖北、浙江等省省会城市的户均人口规模为 4.46

至 5.25。[96]这显示出民国时期小家庭正逐渐占据社

会核心地位。在《机联会刊》的叙事中，青年也

应该建立小家庭。这既能避免婆媳矛盾、培养青

年的独立性，又有利于为社会服务。在对青年小

家庭的具体叙述中，杂志对青年家庭的陈设、青

年独立性的培养和家庭经济储存原则进行了“国货

化”的渲染，总结了小家庭具备的简单化、独立

化和经济化的特性。

与“九世同居”的大家庭相比，小家庭能够

避免青年生成懒惰心，还可使生活纪律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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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联会刊》的描绘中，幸福的小家庭首先应该在

陈设和装饰上给人舒适感。挤得插不下脚的穷人

家固然谈不上安适，经济宽裕的家庭虽装饰的价

值高贵些，但却装置得呆呆板板、俗里俗气，也

体验不到快感。[97]而没有华丽装饰、布置简单整洁

的小家庭不仅可以节省设备的费用，整理起来也

非常便利，还可使精神有舒畅的快感。[98]那么，如

何做到家庭布置上的简单舒适？经济廉价的国货

是首选。譬如国产书桌、国产笔墨、国产供花等。

甚至在照片的悬挂上，也应该优先选择先祖的遗

像、与职业相仿的成功人士肖像以及与子女性情

相近的伟人肖像。[99]在一个充满国货的家庭里，青

年不仅能够充分享受整洁的快感，还能培养高尚

人格，这是洋货所达不到的。

《机联会刊》同样认为在对青年独立性的培养

上，小家庭大有助益。在《一个离开家庭者的自

述》 [100]一文中，主人公讲述了自己在旧家庭中的

悲惨遭遇，展示了旧式家庭关系对自己的摧残和

束缚。并在经历了这些苦痛之后，选择了离开旧

家庭，用劳动来养活自己。杂志刊登此文意在鼓

励青年们勇敢跳出旧家庭的桎梏，用辛勤劳动自

力更生。此外，杂志还从处理婆媳关系层面倡导

分居制，以使青年具有独立生活精神。在一篇读

者来信中，有青年反映家中的婆媳矛盾对自己的

困扰：每次回家都是“含笑而去，面带不豫之色

而归”。为了解决此问题，杂志倡导青年男女都外

出工作，锻炼独立性。这不仅能通过工作赚得生

活费用，还能以此赡养母亲，缓解婆媳矛盾。 [101]

同样，这也在激励青年们抛弃旧家庭，勇敢走向

社会，为国货事业做贡献。

《机联会刊》形塑了青年家庭“节俭”的经济

观念，小家庭模式下这一理念也同样适用。在小

家庭中，做丈夫的要忠于职业，以免失业后生活

上的窘迫；做妻子的应该牢记“勤俭为立身之

本”，在花销上分事情之缓急和应用之先后，量入

为出。也就是说，小家庭应该有相当的经济储备，

以免发生意外变故。 [102]忠于职业的要求是国货工

厂稳固生产和发展的必需，勤俭节约的要求是国

货企业对消费国货的护航，无一不在为国货服务。

可见，《机联会刊》对青年小家庭的宣扬充满了

“国货化”的暗示，充分体现了国货宣传话语的嵌

入。

四、女性与国货：《机联会刊》凸显青年性别意识

从国货运动一开始，女性就参与其中，成为

运动的重要主体。这不仅因为女性代表着家庭的

主要消费者，而且她们承担的教育孩子的职责意

味着她们处于向孩子灌输民族主义消费习惯的最

好位置。 [103]因此，如果妇女们能够一致养成了爱

用国货的心理与习惯，那么提倡国货的效果，至

少已经可以获得了一大半。 [104]在民间组织者的倡

导之外，女性成为国货消费代表的这一属性也被

官方所定义。1934年曾被南京国民政府定为妇女

国货年，旨在使女性担负起振兴国货的责任。由

此，女性私人的购买活动成为关乎国家命运的公

共话题。“人们注视着妇女的一举一动；这样，

只要她能够提倡并热心地去购买国货，她就将获

得大家的尊敬。” [105]机联会在推崇国货的过程中，

也着力关注女性，分别对她们的消费行为和生产

行为进行了“国货化”的阐释，并塑造了青年女

性的摩登和平等观念，以及承担家国责任的社会

职责。

（一）摩登和平等：消费视野中的青年女性

1930年代，被看作是国货运动主要威胁的一

种新式女性形象———摩登女郎出现了。这种主要

以都市和国际化为导向的现象使一种与消费紧密

相连的新女性形象具有了生命力，而这种消费恰

与国货运动对立。消除这类形象的吸引力逐渐成

为国货运动的关键。[106]《机联会刊》从“经济化”

原则入手，对“摩登女郎”的消费行为进行了

“奢侈”的界定。有文章写道，世界上的人肯花钱

的，也就是妇女儿童，大都不是用自己的劳力而

来，所以不甚感觉艰难。而他们花费大量金钱的

原因又是因为崇尚“摩登”。因此，该刊主编主张

妇女戒掉爱用洋货的嗜好，并认为“如不戒，则

其流毒，实比鸦片为甚，倾家亡国，可立而待，

可不懼哉！”[107]还有文章直接把穿洋货的“摩登小

姐”等同于妓女，对其进行人格上的攻击。在此，

“摩登小姐”被塑造成了奢侈、亡国的不堪形象。

不过，也有例外情形，《机联会刊》有时也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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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的流行来宣传国货。在一则广告中，作者

写道，摩登姑娘都喜欢的小马甲的材料，已由洋

货进化到国货，其中国产的三友绒更是具有洋货

不可比拟的六大优点，因此穿上此马甲的女性会

更加“摩登”。[108]可见，“摩登女郎”本身处于何

种位置或许并非《机联会刊》关注的焦点，其对

该问题的关注主要以国货宣传本身作为目标。

随着妇女解放呼声的高涨，女性与男性同等

地位的要求越来越受到重视。国货运动借助这一

社会风潮，提倡女性通过消费国货来实现性别平

等，实现自我价值。在 《怎样做一个时代女子》

中，作者认为男女平等的呼声虽已持续很久，但

社会上的女子仍被看作是花瓶，是被人欣赏的玩

物。所以，为了加快实现平等，女同胞们必须有

一定的觉悟，在使用国货中打破奢侈的恶习，培

养强健的身体。 [109]更有文章认为以人譬喻“玩

物”，是非常让人痛心的事。但是在畸形的社会

上，确有许多不知自好的女子，她们半日的光阴，

半日的思想，全都用在服装打扮上去。这些没有

职业和有职业的虚荣女子确实可称得上是玩物！[110]

《机联会刊》在提倡男女平等的呼声中嵌入国货宣

传话语，给女性追求平等的道路描摹上浓厚的国

货色彩。

（二）承担家国责任：国货生产话语形塑女性

社会职责

外部帝国主义的侵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

传统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传统纺织业受到

巨大冲击，直接影响到以此为生的劳动妇女的生

计。于是，近代女工出现了。[111]作为生产型国货

工厂，机联会也需要女职员贡献生产力量，因此，

它通过宣扬女性对救国责任的承担，鼓励女性职

员参与国货生产。一方面，《机联会刊》对社会

上关于女性职员的争议进行了反复纠正。针对社

会上对女子工作能力的质疑，杂志从女学生的学

习成绩和女职员的服务成绩进行反驳；针对家务

和工作不相容的观点，杂志又从社会的进化和家庭

的简单化趋向上进行论证，证明两者的兼容性。[112]

通过对女子职业能力的维护，《机联会刊》强调

了女子职业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杂志也渲

染女子依附地位的耻辱感。它认为中国多“红颜

薄命”的原因是她们依靠不值得依赖的男子生活。

言外之意，女子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而经济独

立是基础。此外，杂志还通过介绍日本女子的职

业精神来暗示中国女子积极参与国货事业。 [113]日

本女子以服务为职志，鲜以体力不支而怯退的情

况，中国女子也不该退却。

女性参加生产并不局限于进入工厂，在承担

家庭责任的同时，她们也能以小工业者的身份为

社会服务。在《机联会刊》中，新女性被赋予改

造旧家庭的责任。她们应该改造自己的丈夫，改

造自己的家庭，把怨偶变为佳偶，把旧家庭变为

新家庭。 [114]为实现这一改造，《机联会刊》引入

了日本的家庭副业。譬如种丝瓜、养田鸡和养金

鱼等的副业既能增加收入，又能解决失业问题，

间接提升国家经济。[115]由社会分工可知，从事家

庭生产的多数为女性，那么家庭副业的承担者也

非女性莫属。为了倡导家庭副业， 《机联会刊》

专门开设小工业专号，探讨小本经营的方法，提

供诸如罐头、调味粉、衣服等的制法，为女性提

供为国货服务的机会，并且杂志认为在当下失业

问题严重之际，提倡小本工业以资救助，是很重

要的一项工作。由此，女性的家庭生产也与国货

产生勾连到了一起。

五、结语

以《机联会刊》为中心，本文意在说明，机

联会等国货工厂组织借助媒介，在近代中国青年

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杂志传

播的国货消费话语、生产话语和宣传话语，国货

工厂形塑了近代青年的道德观念、职业观念、家

庭观念和性别意识。在此过程中， 《机联会刊》

承载了国家、青年与企业三者的媒介叙事，将企

业的国货宣传目标与青年的塑造有机地融合在了

一起。而企业界则充分发挥了主体力量，借助媒

介话语促进了“国货青年”的生成。在商业化力

量的助推下，“国货青年”成为近代关注国家命运

和实业发展的青年的典型特征。他们的社会活动

始终与民族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交缠在一起，

其社会价值之实现也蕴含在其中。若将“国货青

年”放置到时代背景下考量，国货工厂显然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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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造“国货青年”，把五四以来的“新青年”

号召现实化，将虚无缥缈的口号落实到国货生产

与消费的日常生活，给予青年行动清晰的指导。

据此，“国货青年”与“摩登青年”“电影青年”

等，一起构成了整个近代中国青年文化的重要组

成。

近代时期媒体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参与

了国货运动的宣传，如 《申报》一般的专业新闻

媒体利用受众和发行优势发挥了宣传的带头作用。

《机联会刊》这类的行业刊物则以更加专业化的角

色参与其中，通过国货宣传话语展现了国货行业

的商业性力量。以此刊为中心探究国货宣传与青

年群体之间的关系，说明国货宣传不仅能够促发

民族主义情感、推动工商业进步，更能揭示在特

定时代语境下众多社会性问题的改变和社会结构

性力量的转化。这些变化具体体现在近代青年的

生产和消费生活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各项活动中，

构成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王明珂指出，研究历史的益处之一，在于我

们能够基于对遥远时间、空间外的“他者”或

“异文化”的理解，重新认识“我们”与我们所存

在的现实情境。 [116]联系到当代，“国货青年”的

概念依旧活跃，青年话语与国家、企业、生产等

话语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可见，在塑造当代青年

文化的过程中，商界依然发挥了重要力量。因此，

探究企业界对近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塑造具有现实

意义，它与当代企业界的作用相互映照，证明了

商业力量之于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参与力度。与

此同时，《机联会刊》针对青年群体的国货宣传也

表明，青年成长与国家命运之间有着无法阻断的

关联，古今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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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ganda Discourse of Domestic Products and the Shape of Modern Chinese Youth Cul鄄
ture--Focused on the China Machine Federation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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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20s and 1930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movement of domestic products,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opaganda of domestic products, The enterprises combined the propaganda discourse of domestic products

with the social theme of reshaping youth, which formed a unique youth culture.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domestic

products trade publication“the China Machine Federation Journal”, which is founded by Shanghai Mechanism Do-

mestic Factory Association,and attempts to revea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youth culture by the commercial pow-

er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omestic products.To be more specific, Shanghai Mechanism Domestic Factory As-

sociation embed the propaganda discourse of domestic products into the individual life, professional life, family life and

gender discussion of young people through the media channels..And it carries on the 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youth's moral thoughts, professional attitudes, family concepts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In this process, the asso-

ciation tries to create the National Youth that the business circles expect, being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youth culture.This phenomenon will have a multi-dimensional knowledge of modern youth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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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美国传播学早期之荦荦大者在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而该学术共同体则受到

了欧洲社会学的深刻影响。芝加哥学派中的帕克（Park）和米德（Mead）等的传

播学思想也无一不受到了齐美尔（Simmel）学术旨趣的影响。虽被尊为西方现代

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齐美尔因其有关人际传播的论述亦被追认为人类传播研究

的先行者。人类间的文化传播与殖民 -控制模式下传教士、商人及探险家对陌

生的异域文明的探索关系密切，而现代意义上的跨文化传播学则肇始于人类学

家霍尔（Hall）将跨文化与传播的偶然性并置。[1]二战前后，囿于彼时的国际环

境，美国人类学家也只能当起了“摇椅人类学家”，通过采用文化遥距研究法

（Culture at A Distance）进行较宏大的国民性和平均文化人格之类的客位（etic）研

究。而曾与纳瓦霍族人和霍皮人等共同生活过的霍尔具有丰富的边缘人文化体验，

使他得以深入体察相对陌生的文化知识体系，并用微观的和主位（emic）文化研究

方法讲述被主流文化遮蔽了的边缘文化。他在外事服务所（Foreign Service Insti

tute）培训的外交官和技术人员也是为了在另外一个陌生的文化系统里更好地进

行文化适应。由是观之，与“陌生人”相遇与相处、破除“陌生人”困境是催生

跨文化传播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动力。也正因如此，对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陌

生人”概念是强有力且紧密相关的，[2]且由此发展而来的社会距离、边缘人、异

质性等概念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也至关重要。 [3]有着社会学背景的古迪昆斯特

1冤基金项目院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资助重点课题野群际接触理论观照下湖北省高校英语
教师跨文化适应研究冶(2020ZA21)遥

“陌生人”的旧困境与跨文化传播的新问题 1）

李思乐

摘要 尽管跨文化传播的鼻祖霍尔从未提及 野陌生人冶 这一概念袁 但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实存的 野如何与陌
生人有效相处冶 这一核心命题依然旁证了 野陌生人冶 在某种程度上为跨文化传播思想之渊薮遥 古迪昆斯
特将此概念与跨文化传播的并置开启了众多学者围绕陌生人的文化适应问题而进行的理论探索遥 这些以
传统移民国家为背景并大多基于陌生人个体与主流文化群体交往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在交往场景的移动化尧
网络化和个体身份的多元化已经成为新常态袁 陌生人经验已经普遍化的后现代语境下时刻面临失去解释
力的风险遥 对谁是陌生人及如何与之相处的再审视和再思考表明袁 培养跨文化人格袁 成为超级跨文化交
流者似乎是跨文化传播研究视阈下每一个可能的 野陌生人冶 解决旧困局的新出路遥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曰 陌生人曰 跨文化人格曰 超级跨文化交流者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李思乐袁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北京 100089曰 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
院副教授袁 湖北武汉 43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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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dykunst）是跨文化传播理论化的先驱，他以陌

生人交往理念为基础而构建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将

社会学与跨文化传播学较好地耦接了起来。“陌

生人”概念自出现以来虽几经发展，但仍共同指

向了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命题：即，谁是陌生人？

如何更好地与陌生人相处？随着陌生人文化边界

的拓展和陌生性普遍化的到来，致力于解决陌生

人困境的跨文化传播不得不在保留交往双方陌生

性的前提下达成相互理解。

二、陌生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想起点

传播学早期学术思想的欧洲源流可追溯至德

国的齐美尔，而传播学学术思想的美国源流则可

溯源至帕克曾担纲理论领袖的芝加哥学派。犹太

裔的齐美尔曾深受反犹主义的滋扰，后以犹太商

人为原型提出“陌生人”概念；师承齐美尔的帕

克进而提出“边缘人”概念，并视犹太人为最典

型的边缘人。陌生人和边缘人是深嵌于跨文化传

播学内在机理的一对儿概念，其所载文化身份所

生发的张力是跨文化传播的“源头活水”。作为身

在其中、心在其外的矛盾体，无根的陌生人尚且

有在异质文化系统边缘徘徊、来去的自由，而在

两个文化系统接触区生存的边缘人则始终面临进

不去而又退不回的窘境。陌生人困境，“显现着

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元素：社会距离、跨界生存、

同质与异质的关系、开放的文化系统”， [4]其在物

理空间上的接近性和社会文化上距离感使其成为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想起点。

（一）“陌生人”概念的缘起：文化个体与异

质文化系统的狭路相逢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欧洲工业发展的重心由

英国转移到了德国。自给自足经济体系的分崩离

析使德国的商人得以漫游于国内各地，变身为当

地人眼中的外乡人。相较于普通意义上的外来人，

齐美尔于 1908年所提出的“陌生人”（Stranger）

“不是指今天来和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

和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 [5]如此一来，留下来的

陌生人使接触双方得以审视、反观自身文化行为

模式。齐美尔的“陌生人”概念辩证地将“近与

远”这一对矛盾的空间文化关系融于一体：一方

面，陌生人虽近在咫尺，与当地人频繁接触，发

挥着一定的功能性作用，甚至由于其不受固有利

益关系的羁绊，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和较少偏见，

更能以“鸟瞰式”的视角给出公平的意见而被认

为客观中立，但却仍因为没有在地化的知识、缺

乏有机的社会关系而被当地集体性身份排除在外，

保持着一定的心理和社会距离。而另一方面，当

地人由于家庭、血缘、职业等结成的有机社会关

系，即使远在天边，却仍在文化上和心灵上是相

通的。如果说齐美尔关注的是漫游者在物理空间

的闯入而与当地群体形成的心理上的区隔，那著

名社会学家舒茨（Schutz）则更关注文化空间上的

“陌生人”所带来的冲突感。他专注于社会世界的

现象学，注重社会事实所表征的意义，并于 1944

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论文《陌生人：一篇

社会心理学论文》 （The Stranger: An Essay in Social
Psychology），将陌生人定义为“我们的时代和文明
之中尝试被他所接近的群体永久承认或至少可容

忍的成年人个体”。 [6]由此观之，以上两个定义都

无一例外地体现了陌生人作为文化个体与另外一

个文化群体或文化系统的文化距离感和边界感，

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物理空间上的接近也并不

能自动带来文化空间上的亲近。

（二）“陌生人”概念的延伸：文化个体与两

个文化系统的若即若离

1928年，在深入研究了美国的移民问题之后，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拓展了其老师齐美尔的“陌生

人”，并在《人类的迁移与边缘人》（Human Migra原
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一文中提出了“边缘
人”（marginal man）这一概念，将“陌生人”置

放到了与两类文化群体的关系的观照之下，彰显

了帕克对移民在增进跨文化接触和传播、漫游者在

促进文化进步上的作用的重视。在谈及“隔都

（ghetto）”围墙拆除后犹太人被允许参与文化生活

时，帕克将获得了解放的犹太人称为“具有历史

意义和典型意义的边缘人”，并将“边缘人”描述

为“一种新型的人格，一种文化混血儿，实践着

和共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的文化生活和传统；

即使被允许同过去和旧传统一刀两断，也不情愿

如此做，试图在新社会获得一席之地，但由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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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偏见而未获接纳。他是处在两种从未贯通和融

合的文化和社会边缘的一种人。” [7]帕克的学生斯

通奎斯特（Stonequist）进一步地对产生边缘人的

双文化或多元文化情景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包含

了种族（生理）差异的文化差异，如具有某些种

族生理特征的、在父母双方文化浸染之下成长的

混血儿；另外一种则是纯粹的文化差异，如移

民。 [8]如此一来，“边缘人”便延伸成了一种文化

杂糅的产物，一种文化涵化的过程，在文化适应

过程中备受煎熬、倍感焦虑。在旧文化习惯逐渐

丢弃，新文化习惯尚未成型时，“边缘人”居于

两种世界之内，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其中，成为两

个世界的“陌生人”。对两种文化系统的若即若离

要么导致双重文化认同，要么由于两种文化间的内

在冲突而造成文化个体“分裂的人格（the divided

self）”。

三、与陌生人的社会交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

核心议题

无论是游离于一个文化体系之外，还是游移

于两个文化系统之间，陌生人和边缘人都因为文

化间的差异而被视为陌生的抑或边缘的。于是乎，

如何跨越差异，与陌生人进行有效的社会交往便

成了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命题。其所肩负的使命就

在于如何在面对既有的差异情况下，减少文化冲

突，实现跨文化对话，达成跨文化理解。但在如

何与陌生人交往方面，若仔细爬梳相关研究便可

发现，囿于视角和立场，大体有同化、单向适应

和双向适应三种范式。同化是主流群体对进入其

文化的陌生人所进行的制度化规训，目的在于消

除文化差异、祛除其对“同一性”的威胁，是主

体对客体的文化改造，是文化系统的“去他者化”

过程。单向适应是陌生人进入定居社会（Society of

Settlement）后为了更好地生活而经利弊权衡后所

做的一种主动选择。适应可能导致同化，但又不

同于同化，是陌生人自身作为主体为满足自身文

化需求而进行的积极适应。双向适应指的是陌生

人既有的文化惯例与主流群体文化相互激荡、相

互学习、相互妥协的适应过程。相较而言，单向

适应研究更多地聚焦于陌生人在异质文化内的心

理调适和文化适应等，较少关注或不关注其对主

流文化群体造成的文化后果或主流群体相应的文

化调试行为，而双向适应则同样关注主流文化群

体由此而来的文化变迁。

（一）同化：主流社会对陌生人的文化收编

在定居社会，陌生人无法依据原籍社会（Society

of Origin）的文化模式、既有的知识体系将新的文

化模式成功转译。“没有历史”的陌生人的文化

行为在主流文化群体看来已变得疑虑重重，使得

其客观性和忠诚性都处于被凝视之下。被誉为

“后现代性的预言家”的鲍曼，始终关注“陌生

人”的生存状态，并将之放置于现代和后现代的

框架下加以审视。如在现代性视域中，被“我们”

所定义的“陌生人”，是拥有共同知识和生活规则

的“我们”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同一性和秩序

性的潜在破坏者和威胁者，是需要被改造的他者。

主流文化去他者化的策略，在鲍曼看来，无非

“吞噬”和“禁绝”两种。[9]所谓“吞噬”，即通过

让陌生人使用我们的语言、通晓我们的文化惯例

等同化行为来消除差异，使“他们”更像“我

们”；所谓“禁绝”，指的是建立藩篱，即通过驱

逐甚至屠杀等极端行为使“他们”远离“我们”。

其实，受益于早期对移民问题的研究，社会

学领域是众多同化理论的策源地。如帕克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提出了种族关系循环理论 （Race

Relations Cycle），并认为陌生人进入新的文化群体

后会陆续经历接触（contact）、竞争（competition）、

适应（accommod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四个

阶段。[10]戈登（Gordon）进一步将帕克提出的同化

细化为如下七种类型或阶段，即文化或行为同化

（接受东道国社会文化模式）、结构同化（进入东

道国社会的俱乐部等初级群体）、婚姻同化（种族

间通婚）、认同同化（东道国社会民族感的养成）、

态度接受同化（偏见消失）、行为接受同化（歧视

消失）和世俗生活同化（价值和权力冲突消失）。[11]

在帕克和戈登看来，陌生人进入一种新的文化必

然通向同化之路。这是一种单向的、单维度的从

主流群体出发的文化大熔炉视角，忽视了文化融

合的复杂性和移民等文化主体的主动性。如果回

望历史，不难发现，一战期间美国政府推出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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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化运动便是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对移民的强

制同化运动。

（二）单向适应：陌生人从边缘到中心的游移

不管因何原因进入另一文化群体，陌生人的

社会交往最终指向是有效的交际能力、健康的跨

文化心理和跨文化身份的实现。但要摆脱霍尔所

谓的“纯粹的习惯”（mere convention） [12]和舒茨所

谓的“惯常思维（thinking as usual）”却并非易事，

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陌生人需要积极地从幕后

走到台前，由旁观者、被动者变为行动者、主动

者，通过社会适应和持续的探索，成为内群体成

员，摆脱边缘人地位。只有这样陌生人才不会再

陌生。

1.心理层面的再确定。任何群体的成员生来都

会从先辈或教师等处习得一套群体的标准文化模

式，足以应付日常的生活世界，对群体成员的行为

作出预测和恰当回应。当陌生人面临新的价值观念

和文化模式而无法用既有的社会交往图式来预测新

文化群体成员的交往行为时会感到紧张和焦虑，而

“管理这种焦虑和不确定性是影响陌生人在新文化

调整的关键环节”。[13]在此背景下，古迪坤斯特提

出了陌生人跨文化适应焦虑 /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of Stranger’s
Intercultural Adjustment）。他认为陌生人应该从自
我认知、交往动机、对东道主的反应、对东道主

的社会范畴化、情景过程、与东道主的联系、种

族间交往、东道主文化的状况（东道主的接受度、

东道主文化多元主义、东道主对陌生人的歧视）

等八个维度来考量如何减少焦虑、降低不确定性。

古迪坤斯特并没有把陌生人视为焦虑管理的唯一

责任方，而是将与东道主的交往和其文化态度也

纳入了考量。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1983年，古迪

坤斯特就曾撰文指出，从陌生人对东道主的兴趣

和东道主对陌生人的反应两个维度来考察包括访

客、旅居者、移民、边缘人等在内的陌生人 -东

道主关系。[14]古迪坤斯特还认为，只有焦虑和不确

定性介于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之间时，陌生人才

能有效交流、积极适应。此外，古迪坤斯特还将

朗格（Langer）有关“留意（mindfulness）”的思考

纳入了考量。留意指的是创设新的范畴、对新信

息的开放性和意识到角度的多元化，[15]且与跨文化

敏感性类似，是对跨文化意识的重视和“惯常思

维”的拒斥。

2.语言文化层面的再学习。陌生人进入异质

文化群体生活所面临的第一道关隘便是语言。对

一文化群体言语代码的巧妙运用是对该群体交际

行为进行预测和解释的充分条件，[16]但对言语代码

的语境化解码却困难重重。在具有丰富语言社区

传播实践研究经验的菲利普森（Philipsen）看来，

每一种文化都有且不止一种自身独特的言语代码。

它不仅是一套复杂的、独特的意义共享体系，指

导着内群体成员的社会交际，反映着该语言文化

群体交往的过往，与言语对象本身也是互构的。

舒茨也认为，语言作为理解和表达图式既包括语

言符号又包含句法规则，而后者则是不可译的。

其次，那些具有丰富内涵意义的词汇、习语、行

话等私有代码也只有具有深悉其历史的内群体成

员才会熟练使用。这些有历史感的“在社会中建

构的与传播行为相关的说话方式、意义、前提和

规则体系”，[17]是在新文化中没有历史的人难以掌

控的。

于是乎，东道国的文化模式对于陌生人而言，

与其说是一个避难之所（a shelter）不如说是一个

冒险之地（a field of adventure），[18]因为脱离了原有

社会网络的陌生人在进入新的生活世界之后，原

有文化中的“惯常思维”已不能为其提供行为指

导。所谓“惯常思维”，即文化中人在社会互动中

所援引的认知结构，是大脑中抽象化、结构化了

的经验知识，跟西田宏子（Hiroko Nishida）所提出

的“文化图式”，即“我们文化经验所获得的，储

存在记忆中的知识集合”异曲同工。不过，文化

图式不仅包括文化个体所熟悉的各类情景和行为

规则，还包括我们在学校中所习得的“关于事实

的知识或解决问题的策略以及我们文化之中常有

的情绪和情感体验。” [19]只有将旧图式悬置起来，

变为舒茨所谓的“行动者”，习得东道国的社会互

动文化图式，陌生人才可能消除彼此的陌生感，

更好地进行跨文化适应。

3.动态适应中的再成长。沿袭了其与古迪坤

斯特在 《与陌生人交流：跨文化传播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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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with Strangers: An Approach to Inter

cultural Communication）中将陌生人定义为“来自

于不同群体的不为我们所了解的人”的思路，[20]金

洋咏（Young Yun Kim）将移民、难民、旅居者等

统统视为陌生人，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

合理论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贯通了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各宏观和微观层面，试

图借此解释所有陌生人进入新的文化环境时所经

历的转变过程。在此理论模型中，金同样赋予陌

生人以主体性和主动性，研究并阐释了其与东道

国的文化互动从而实现“成长”的过程。在旧文

化的“拉”和新文化的“推”之下，在文化萎缩

和文化涵化的交替进行之中，陌生人逐步实现由

行为到观念，由表及里的内部转变。这是一个“压

力—调试—成长”（stress-adaptation-growth）的过

程，是动态的，甚至是循环往复的，而不是单向

的、线性的。 [21]随之而来的是陌生人有效交际能

力、健康的跨文化心理和跨文化身份的实现。

显而易见，这种陌生人主动适应主流群体的

研究路径虽然赋予了陌生人更多的主动权和主体

性，但本质上也是一种预设了二元对立基础上的

自我文化改造，仍是一种另类的去他者化的视角，

也忽略了不同文化间互动的可能。无怪乎马洛塔

（Marotta）曾经一阵见血地指出：“社会学话语中

的陌生人尤指被西方白人男性群体或主流社会所

隔绝在外的及边缘化了种族和文化他者。”[22]因而，

西方文化语境里的陌生人也只有拼命地游离边缘

才不会被继续视为是陌生的。

（三）双向适应：陌生人群体与主流群体的文

化共振

诚然，陌生人个体在面对主流文化群体时会

显得势单力薄，而陌生人群体的逐步聚集则会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其与主流群体的交往互动模式与

传播权力结构。由此，文化个体与文化系统的接

触便上升为了两个文化群体之间的对决，而群体间

的文化冲突只能通过主动的或被动的相互适应来调

和。在其发展的共文化理论 （Co-Culture Theory）

中，奥尔布（Orbe）不仅将边缘人扩展至除有色人

种之外的女性、残疾人和同性恋者等，还从不同

群体间权力结构关系等更深层次考察边缘人的社

会交往。他认为，边缘化群体在与主流群体交往

时会受到预期交际结果（同化、适应、分离）、经

验领域、能力、情境、预想的代价与报偿、交际

方式等六种因素的影响，并以三种预期交往结果

和三种交际方式为经纬推演出九种交际取向。 [23]

这跟贝利（Berry）所提出的移民双维度文化适应

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贝利的涵化模型中，东

道主不同的文化政策如多元文化、熔炉、种族隔

离或排斥，少数族裔群体则会相应地采取同化

（assimilation），整合（integration），分离（separation）

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策略。[24]具体而言，当

移居者既重视自身的传统文化又愿与其他族群交

流时，会采用“整合”的策略；当移居者不太愿

意保持传统文化身份，但仍积极与其他族群交往

时，会采用“同化”的策略；当移居者仅希望保

持族群文化身份而无意跟外群体交流时，会采用

“分离”的策略；当移居者既不希望保持自身族裔

文化身份又避免跟其他群体交流时，会采用“边

缘化”的策略。需要指出的是，“融合”其实是

文化群体间良性互动适应、共享传播权力的结果，

通常会相互学习对方语言、分享美食等。这不仅

需要陌生人文化群体的再确定、再学习和再成长，

习得主流群体的文化模式，还需要主流群体社会

在教育、医疗机构等方面的变革，以满足多样化

社会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而这样的良性互动和

文化共振只有在主流社会是开放的、包容的且提

倡文化多样性时才会成为可能。

四、后现代语境下的“陌生人”及跨文化传播

研究

十九世纪，“他者性”的意象经常与科学视

野下的种族联系在一起。而在跨国界、跨民族、

跨种族交流如此频繁的当下，社会封闭性（social

closure）已然不太可能。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

到了全球化、网络化、移动化的浪潮之中，行走

在多种文化的边缘并在特定情境下成为陌生人、

边缘人。如果“在解读他人下一步要做什么时，

自己的文化再也不是可靠的依据”， [25]跨文化传播

研究应致力于解决每一个人将可能面对的“陌生

人”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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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是陌生人的再审视：陌生人经验的普

遍化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

城邦之外孤独游荡的个体只能是天使或野兽。对

陌生人的异化源于其对固态社会物理空间的闯入

和既有文化秩序的挑战而给植根于当地的、“实

在的”文化群体所带来的不确定感和不可预测感。

对此，阿多诺曾尖锐地指出，“根、起源的范畴

是一个统治性的范畴，......它证明了本地人反对新

来者、定居者反对迁移者。” [26]因而，传统的陌生

性更多地反映的是一种权力与空间关系，陌生人

只有在臣服于客居社会的文化时才有可能在空间

上被接纳。在谈及种族间的文化差异时，斯特劳

斯认为，属于同一种族的人所建立的两种文化之

间的差别并不比种族上远离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差

异要少。[27]换言之，在某种维度上，所谓一定的文

化群体之内个体间的差异也并不总比文化群体与

陌生人之间的差异少。但传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的前提大多基于文化群体内成员的同一性和一致

性，而忽略了多样化群体存在的事实性，个体多

元群体身份的可变幻性和个体人际交往的可自主

性。正如施蒂希韦（Stichweh）所言，齐美尔同样

预设了社会文化系统是建基于群体身份上的，如

此一来，不拥有某群体身份便是陌生人。[28]虚妄的

群体文化的霸权，从此便制造着虚假的正确与不

正确、正常与不正常的生活意义。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处于一种边缘情景。后现

代语境下个体化社会的到来更是通过赋权每一个

文化个体而解构了既有的文化群体的概念，消弭

了齐美尔关于陌生人的二元对立的空间权力视角。

取而代之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在承认彼此平等

的权利和实存的差异前提下，基于陌生性而进行

的有机连接，而且这种连接是去中心化、多元的

和流动的，[29]悄无声息地将原先的文化个体或群体

与另一文化群体的对决转变为了文化个体与文化

个体之间的对话。陌生人不再是一种急于或被迫

嵌入另一文化群体的外在的人际类型，陌生感也

已不再是需要克服的临时状态，相反，陌生性成

为了一种因个体流动性和多元身份而不是文化差

异而界定的常态。[30]从我们与他如何跨文化地交往

到我与他者如何交流甚至他者如何自处的转变昭

示了群体文化身份在某种程度上的剥离和澄清，

使个体摆脱了种族、性别、阶级等固有标签对其

身份的裹挟和束缚，凸显了个体对作为被代表的

文化个体存在真正意义和价值的重新发掘。如此，

每一个文化个体方在既保留个体特征又不具排他

性中，在既可求同也可存异中获得真正的跨文化

交往自由。[31]

加之，信息传播基础结构的颠覆性变革和全

球化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加速了社会的分化，极

大地推动了陌生人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文化个体

在网络上的相遇消解了彼此原有的想象的文化共

同体的边界，打破了固有的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

的藩篱，远离了群体压力与群体偏见，双方主体

性的彰显和自我意识的凸显使彼此都有主场的感

觉。诚如雷尼（Rainie）和威尔曼（Wellman）所

言：“在网络化个人主义时代，中心、焦点是个

人；不是家庭，不是工作单位，不是邻里社区，

同样也不是社会群体。”[32]网络交往的碎片化使得

赛博空间里个体的多元自我和多元身份认同成为

常态，个体的脱嵌和再嵌入变得普遍。交往空间

里认同和意义的开放性，身份和角色的多重性，

给予了文化个体在陌生性里寻找相似性和可能性

的最大自由。

（二）如何与陌生人相处的再思考：跨文化人

格的养成

在哈尔拉莫夫（Kharlamov）看来，单一文化

观总预设了主流与边缘的区隔，因而其视野下的

陌生人必定是边缘化的，处在社会边缘的陌生人

和边缘人的跨文化适应必定是从边陲向中心的游

移，而多元文化观视域下的边缘人则因为文化交

往、流动性和社会变革而呈多样性和灵活性。这

种多样性就是霍米·巴巴所谓的文化混杂性，是现

代社会不可避免的。[33]在场景的流动性、身份的多

元性和陌生性的普遍化已经成为生活常态的后现

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

只是陌生人而已。要解决如何与陌生人交往这样

的“旧”问题，跨文化传播需要将文化的个体观

置于相关研究的中心。陌生人经验的普遍性意味

着文化边界的相互渗透，群际身份的游移不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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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伦理的改弦更张。作为相互的陌生人，没有

了维系社会文化秩序的压力，也不用固守任何一

方的文化伦理，而是以主体间的共在来遵守一定

的交往理性，维系交往主体彼此的文化尊严。陌

生人经验的普遍性也呼唤着跨文化人格，从而更

好地与内在与外在的他者共在、共存、共享。这

样一来，不同个体之间的接触便成了不同文化交

流的前沿阵地，陌生人和边缘人也因而获得主场

优势。由此而带来的跨文化人格和世界公民人格

的养成，可为任何文化的新来者和旅居者带来了

平等跨文化交流的可能。

在其《跨文化人格：全球化及存在之道》（In原
tercultural personhood: Globalization and a way of
being）一文中，金也批评了文化身份相关研究角
度的静止性和单一性， 并进一步认为，在民族、

种族、文化、语言、宗教等问题相互交织的今天，

我们和他者的界限日益模糊，极具建设性的跨文

化人格是可能的出路。“不同种族背景的人们可

以共存，相互学习，能够以最少偏见或误解的方

式跨越传统的群体边界，肩并肩地为寻获一个颂

扬多样性的社会和世界而努力。”[34]金认为跨文化

身份是文化身份的延伸，跨文化人格的形成并不

意味着陌生人传统文化被完全替代，也不意味着

文化差异的消失，而是融两种文化身份于其中，

更具开放性。与金将跨文化人格视为跨文化传播

高级阶段所产生的人格不同，戴晓东将其视为整

个跨文化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类机制，并认

为跨文化人具有以下特质：对文化他者的开放性；

灵活和反身性思维；有协商差异的意愿；有将多

样化文化元素连缀成一的能力；身份具有可扩展

性的潜力。无论如何，跨文化人都与阿德勒所提

及的“多元文化人”（multicultural person）相仿，

其身份既不从属于文化，也不脱离于文化，而是

在边界之上，是能在自身 -身份和他者 -身份之

间协调一致的超级跨文化交流者。[35]

五、结论

从齐美尔到舒茨再到鲍曼，从帕克到斯通奎

斯特，“陌生人”概念几经嬗变，但从主流群体这

个主体出发，将文化他者定义为陌生人的本质却

从未改变。从客观的自由人到文化他者再到同一

性的威胁者，“陌生人”的命运几经更迭，但文

化差异被凸显，主体性被僭越的实质却从未改变。

无论是被动的同化、主动的适应或彼此妥协的双

向适应，一众跨文化传播学者以陌生人概念为思

想起点的理论前提仍是祛除差异。而在后现代社

会，身份和场景的多元性和流动性已成为新常态，

原子化的个体遁入文化疏离状态，陌生人经验在

个体化社会已无处不在。传统文化群体边界的消

隐和群体间偏见的消逝使更多的个体特质得以呈

现，文化个体跃升为更具自主性的跨文化交往主

体。陌生性的普遍化、交往的平权化和对差异的

包容度使得原先大多基于传统移民国家“主流群

体 -陌生个体”交往模式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诠

释力面临全新的考验。基于互惠性和交往理性的

个体交往观将个体跨文化身份的重新建构推向前

台，这种超越了文化、群体边界的观念让更具普

遍意义的人类本性在传播过程中得以显现，从而

实现跨文化人格（intercultural personhood）的塑造，

并最终在同化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架起沟通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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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从资本批判的角度进入“生

命政治”（biopolitics），正如他们所说：在资本主义中，“生产方式逐渐转变成生

命政治劳动”[1]。他们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简称《大纲》）中的“一般智

力”（general intellect）作为超越资本的生命政治劳动出发，寻求“诸众”（multi-

tude）的解放。内格里和哈特认为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生命权力”统治的

论述中，是将政治治理与劳动生产相混合。内格里和哈特主要从劳动生产的角度

去寻找抵抗帝国权力的力量，用“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来修饰生命政

治，使得非物质劳动变成生命政治性的劳动，由此发现了“生命政治劳动”这一

概念。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到日常生活中，数字平台成为数字生活世界的结构

化数字力量。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数字平台构成数字生活至关重要的

部分，为用户的数字生活提供便利，同时也对其数字生命进行主宰，构成数字时

代的治理术。

用户以数字消费者的身份登陆数字平台的同时，无形中以数字生产者的身

份生产了大量的个人数据，并被数字平台无偿占用，因此可将其称之为数字劳

动者。数字劳动者从数字消费者转换成数字生产者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劳动报

酬，反而要在数字平台消费原属于自己的数字劳动成果（数据），成为数字劳动

数字时代的治理术：从数字劳动到数字生命
政治 1）

———以内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劳动”为视角

温旭

摘要 内格里和哈特主要从劳动生产的角度去寻找抵抗帝国权力的力量袁 提出了 野生命政治劳动冶袁 生命
政治劳动是劳动与生命政治的接榫袁 主要以非物质劳动为 野一般智力冶 的具体劳动形式袁 生命权力模式
从中心化转变成去中心化袁 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从形式转向实际遥 数字劳动正是数字生命政治的实现形式袁
因为首先袁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构成了数字生命政治的前摄基础曰 其次袁 数字劳动构序了数字生命政治的
合理性权力基础曰 再次袁 数字生命时间的侵占形成了数字生命政治的权力机制遥 数字劳动扩展了剩余价
值的内涵边界袁 形成了数字生命时间的剥夺袁 促成了思想无产阶级化袁 从而也加速了数字生命的赤裸化祛
序袁 呈现出数字时代的治理术遥
关键词 数字时代曰 治理术曰 数字劳动曰 数字生命政治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温旭袁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华东师范大学光华书院讲师袁 上海 200241

1冤基金项目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野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的算法风险与精准防
范冶渊C2021036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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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最后承担者。数字劳动者创造越多的数据，

就被数字资本越多地剥削。数字劳动者本身的劳

动变成自身生命的异己力量，无生命的抽象数据

构成数字劳动者生命的标识，这导致数字劳动者

深陷数字生命权力控制的祛序端，中断了数字生

命的延异构境。对此，我们回到内格里和哈特的

“生命政治劳动”的理论视域，构序数字生命政治

的分析框架，把握数字劳动的本质，寻找数字时

代的治理术的理解路径。

一、生命政治劳动：劳动与生命政治的接榫

虽然马克思眼里的“一般智力”并不是科学

技术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一般社会

智力的总称，对资本具有依附性的特点，但由于

劳动从形式从属于资本转向实际从属，显示出雇

佣劳动者建构和解放的可能性。这一实际从属关

系，并不只是生产出客观的商品，还生产出主体

性的生命，即劳动者，“主体的欲望、社会交往、

身体和心灵”[2]。在生命政治之下，主体已经不是

自律的主体，而是实质从属于资本主义体制的产

物或生命。生命政治是雇佣劳动者被资本家所改

造，按照资本的节奏运转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

进而雇佣劳动者成为资本主义治理下实际从属的

单向度的人或生命。这种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

关系更接近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和加塔利

（F佴lix Guattari）的“内在性的生命”（immanent life），

由各种设备组成的社会机器生产出“构成世界的

主体与客体”[3]。可以看出，内格里和哈特的生命

政治劳动是在社会机器上聚集原本分散的生命，

并形成内在性的总体，即“一般智力”。[4]

（一）“一般智力”的具体劳动形式———非物

质劳动

内格里和哈特所使用的“非物质劳动”概念

受启发于“一般智力”概念，非物质劳动作为

“一般智力”的具体劳动形式之一，代表着生产方

式的转变，有突破资本的时空操控的可能。马克

思并未明确把劳动区分成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使得劳动者的体力成分和智力

成分在生产方式中产生了分离，并一起被资本所

霸占，马克思将其称之为“非物质生产”劳动。[5]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提出在雇佣资本的前

提下，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包括医生、教师、经济

师、管理者等以知识为谋生工具的专业脑力劳动

者，他们也需要得到无产阶级解放。在全球化的

背景下，内格里和哈特主要从非物质劳动的视角

阐释生命权力的生产性，并阐释了生产方式改变

的引发机制是劳动形式的转变。这构成了他们的

“生命政治学”理论框架和解放路径指向。在后福

特制资本主义中，内格里和哈特以劳动形式的转

变来理解其中的生命权力的生产性。从 Labor of

Dionysus到 Empire都出现了内格里和哈特的“非

物质劳动”概念，[6]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拉扎拉托

（Maurizio Lazzarato） 直接提出的，并将其定义成

“以文化、信息为商品的生产劳动” [7]。但对于这

种客体意义上的定义，内格里和哈特并不满足，

进而从主体意义上将“非物质劳动”定义为“生

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 [8]。他们认为“非物质劳

动”具有“情感劳动”的特点[9]，非物质劳动产品

（信息、知识、社会关系等）作为非物质劳动的成

果，在生产空间的维度上突破了劳动形式的限制，

延伸到日常生活空间。

非物质劳动通过日常生活的融入使得劳动生

产转变了时间结构，塑造了劳动者的新的生命形

式。非物质劳动突破了工业资本时期生产时间界

限的固定化，以介入生命时间产生资本操控生命

的生命权力，从而重新规划了生产时间。[10]资本对

非物质劳动的渗透从而转变了生产时空，促使资

本对生命权力的掌控，进而塑造了以资本逻辑为

基础的“生命政治学”。机器化大工业生产和福特

制生产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考察焦点，其中生产

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关系是重要角度。内格里和哈

特遵循了这个角度，从《大纲》出发，视科学技

术为决定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主要因素。

（二）生命权力模式从中心化转变成去中心化

后福特制时代，资本主义治理技术趋向微观

化，科学技术的进步没有帮助人的身体和生命的

解放，反而通过转变生产方式而实现对生命的全

面掌控。工厂的社会化是机器化大生产的必然要

求，劳动者的主体性在社会这个大工厂逐渐被瓦

解。而到了后福特制时代，知识性、非强制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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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渗透性的治理术是生命权力的主要形式。资

本掌控的生命权力以隐匿、渗透的方式将生产时

空转移到工厂以外的空间，并逐渐成为生命的一

部分。资本对生命的治理从过去在固定时空的工

厂转变成现在流动时空的日常生活，权力模式从

中心化转变成去中心化，形成生命政治劳动(biopo-

litical labour)形式。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以信息技

术为中介的自动化生产使得生产时空的主导权从

生产转向生活[11]，这催生了“生命政治学”的全新

建构。

在资本逻辑下，生命权力具有剥削性，但资

本无法消解生命政治劳动中的个体性和流动性，

这给诸众提供了解放的路径。内格里和哈特是基

于劳动的非物质形式和物质形式阐释生命政治劳

动，在价值生产的环节中劳动的非物质形式和物

质形式也是对立的。这其中所缺乏的过渡环节受

到了肖恩·塞耶斯 （Sean Sayers）的批判，马克思

主要从劳资关系角度分析劳动，并非劳动的物质

形式或非物质形式。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为

视角阐释世界市场，认为资本内在矛盾的不断向

外转移主导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与之相反，

内格里和哈特从“生命政治学”导致生产方式转

型为视角考察全球化，实际上是把科技进步视为

这一历史进程的主导。资本必须向外部扩展以获

得剩余价值的最大规模再生产，并以此进入资本

循环，因此产生了以跨国公司为典型代表的全球

资本主义。资本通过脑力劳动的成果———知识产

权的形式把科学技术纳入固定资本，科学技术的

进步对剩余价值的实现起到关键作用。

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具有消极性相比，

内格里和哈特以“一般智力”为基础，试图建立

超越生命权力的积极的“生命政治学”，构建一种

融合个体性、奇异性（singularities）和共同性的“诸

众的民主”。[12]因此，被齐泽克（Slavoj i ek）称之

为“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13]一般智力无法化

约为个体性，实际上，正如维尔诺（Paolo Virno）

认为把一般智力当成“一种额外的剩余”[14]，而且

这种“剩余物”是凌驾于个体的一种统治力量 [15]。

作为共同性基础的一般智力的确立下，个体的奇

异性不能被生命政治劳动的同一性所消解，正如

他们所说“诸众就是奇异性的集合”[16]，这种奇异

性“不能化约为同一性”[17]。这里的“奇异性”是

生命权力与资本的共同性生产所产生的“爱与贫

困”[18]，这其中的爱主要指情感劳动，而贫困则是

生命权力与资本的共同性生产对生命的剥夺和治

理。奇异性来源于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ur）、脑

力劳动 （intellectual labour）等生命政治劳动或非

物质劳动，是这一生产过程中不能被消解的个体

性特质。

（三）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从形式转向实际

在《大纲》中，马克思对“一般智力”做了详

细的论述。内格里根据这一论述断定，科学技术在

机器大工业生产中被作为固定资本而生产，进而生

产了“一般智力”作为直接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的

固定资本化使得劳动形式从属(formal subsumption)于

资本转变成实际从属(real subsumption)于资本，也

使得物质性不再是劳动形式的限制。“一般智力”

促使诸众的聚集并且掌握了主体性生产的可变资

本的权力。 [19]这个权力为颠覆资本主义奠定了基

础，进而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将导致价值规律的

崩溃，打破价值生产受到生命权力和资本的控制

和支配。在后结构主义下，对后福特制生产的研

究为内格里和哈特的奇异性和共同性观点提供了

基础。福柯认为，后福特制虽然在超越生产的基

础上扩展了生命时空，使个体脱离市民社会的获

得“千层高原”（mille plateaux）的奇异性，从而

资本的线性发展受到阻隔。但在这一过程中也融

入了资本增值的欲望逻辑，构成了直接指向生命

的治理术。内格里和哈特致力于建立个体性是在

去主体化的叙事结构中，他们认为生命权力“渗

透到整个生命中，也就包含了构成生命的所有事

件”[20]，也就是说，劳动者的生命不能被生命权力

完全支配和控制。

内格里在基于“一般智力”的基础上，倡导

诸众享有制宪权的“现代苏维埃”方案，类似于

斯宾诺莎的“绝对民主”模式。这一方案正如埃

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评价为对生命政治

动态中的生命力元素的重申，也就是对其中的扩

张性和生产性元素的强调。[21]但诸众解放依旧在资

本逻辑的现代性框架中，其现实指向在于数字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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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体现诸众“一般智力”的非物质劳动成为普

遍制宪权，也就是制宪权的共同性。内格里和哈

特希望这一制宪权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威

胁力量[22]，但这一制宪权只存在于数字空间中，而

非现实空间，缺乏现实的依托。究其原因，非物

质劳动所创造的一般智力不具备物质性，并不是

主观力量，无法直接控制生产过程。[23]在“机器论

片段”的理论框架下，他们认为科技进步是“一

般智力”为基础的制宪方案的核心要素，并以此

建构生命权力和资本的颠覆性的“生命政治学”。

基于一般智力的制宪方案的核心是科技的进步，

由此才能建构起颠覆资本与生命权力的“生命政

治学”，而这一思路并未超越“机器论片断”。但

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才是价值的实体，改变了劳

动主体的生产逻辑。在科学技术的中介作用下，

一方面，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性从形式转向实际；

另一方面，资本对劳动的规定性从质转向量。但

正如马克思所说，就像侵吞雇佣工人的劳动似的，

资本“吞并‘他人的’科学”[24]。内格里和哈特实

际上忽视了这其中的社会历史规定性，也正如埃

斯波西托对他们的批判“急于把哲学视角溶化到

历史学的视野中”[25]，他们所给予厚望的诸众依然

没有逃脱资本逻辑而沦为资本的共谋。[26]

二、数字劳动———数字生命政治的实现形式

生命政治劳动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全方位生产

性劳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不断增

长地相互重叠，相互投资”[27]。数字劳动不仅生产

数字产品这一客体，而且也再生产数字社会关系

这一主体，就其数字劳动能力和数字劳动行为具

有政治性的意义上，它关涉政治性；就其再生产

数字生命形式的意义上，它具有生命性。在数字

生命政治劳动下，在数字资本增殖的同时，数字

劳动者的主体性也经历着价值增殖的过程。数字

劳动与传统劳动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传统劳动

所生产的客体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求，数字劳动

是主体性本身的生产劳动。数字劳动不仅是经济

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也具有政治内涵，可以作

为政治筹划的起点。与内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

劳动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数字生命政治劳

动从数字劳动的维度强调了数字劳动者的个体性

和奇异性，打破了以个体同质化为基础对思想和

行为治理的规训模式。同样，不同于福柯的“外

边思维”（external thought） 或德勒兹的“游牧政

治”（nomadic politics）等以明确边界的规训体制[28]，

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平台的自由表象下，越是奇异

性就越被数字生命政治所治理。

（一）数字劳动的生产性构成了数字生命政治

的前摄基础

斯麦兹（Dallas W．Smythe）指出，大众媒体

生产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电视节目，而是“一种诱

惑力”[29]。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运营的实质是通

过娱乐、资讯、新闻等节目内容以吸引受众的注

意力，且把受众在关注社交媒体时生成的数据向

广告商出售。那么，是否受众数据具备生产属性，

受众的数据产生过程表现出生产性劳动的过程？

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的论述为数字劳动的

生产性的属性分析提供了知识架构。当劳动对象

和劳动工具皆作为生产资料而相统一时，“劳动

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30]。换句话说，如果劳动

产品作为“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即表现为

用于生产性配置而不是消费性满足的劳动对象和

劳动工具，那么用户的数据产生过程的“生产性

消费”就等同于“生产性劳动”，即数字劳动。受

众也因此可被称之为“数字劳动者”或“数字主

体”。

马克思把生产性消费作为生产性劳动的评判

指标。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凸显出“生产性劳

动”的精髓所在，其以“剩余数据”的形态作为

数字生产资料。在数字平台上，数字劳动者通过

提供免费劳动换取了数字交往权。数字劳动者表

现出数据差异性，其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越

久，其所生产的个人资料、浏览内容和社交等数

据就越多，个体特征就越明晰，“数据越丰富，

独特的个体就越多”[31]。在海量数据采集和大数据

分析的基础上，数字社会具有高度的、有序的差

异化。当数字劳动者进行数字检索、网络购物、

观看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等数字行为时，数字平

台会将这些“剩余数据”转变成有关数字劳动者

个人消费偏好、生活习惯、财务趋势等“分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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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数据”是一种数据的系统分析结果，

数字平台依据数字劳动者所留下的性别、兴趣、

社交、地区等“一般数据”，分析出以数据流、数

据集为呈现形式，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性化”的

分析结果。根据这些“分析数据”，数字平台会通

过云计算精准生成以数据抽象的用户画像，进而

实现平台内容和广告信息的精准推送，吸引数字

劳动者的更多观看率和点击率，更多“剩余数据”

生产和广告关注时间的增加，更有效地吸引和诱

发数字劳动者点击广告进而购买商品，提升了数

字平台的盈利能力。从“分析数据”的生产过程

来看，数据抽象与大数据便构成数字经济必不可

少的生产资料，同时这也构成数字劳动的劳动资

料。如果“分析数据”成为数字经济运行所必须

的生产资料，被投放到数字平台的生产与再生产

环节之中，那么对这一生产资料的消费表现为创

造价值增殖的“生产性消费”的特点，使支撑数

字经济的数字平台攫取暴利。因此，数字劳动作

为生产性劳动既激发了“生产性劳动”的理论活

力，也构成了数字生命政治的价值预设。

“数字劳动”居于主导地位并非完全取代了

“物质劳动”，以数字劳动为主的数字资本积累依

然没有完全摆脱物质产品的生产，也就是说物质

劳动形式仍旧是数字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但其

不再是数字资本积累的决定形式，而是在数字时

代中“物质劳动”越来越依赖“数字劳动”，并逐

渐被其所取代。数字劳动是数字社会生活的基础。

数字劳动生产有三层内涵。其一，数字劳动生产

包含数字劳动产品（如朋友圈、交往、图像、短

视频、vlog、情感、符码等）或物质产品的数字维

度 （如产品的数字营销、数字售后等）的生产，

这种数字与物质相互联结共同运作的劳动生产模

式也称为 O2O（Online To Offline）。其二，数字劳

动蕴含着数字社会关系和数字生命形式的劳动，

这种涉及数字生命的劳动也称为“数字生命政治

劳动”。其三，数字劳动的产品形式具有不可量化

性，不论是数字产品，还是物质产品的数字维度

或者数字社会关系，既不能量化生产，也不能量

化统计，它具有“质”的性质。在数字平台上，

数字产品很难明确为公有性或私有性，而恰恰具

有共有性，因此“数字劳动”也是一种“共同性”

的劳动形式。

（二）数字劳动构序了数字生命政治的合理性

权力基础

工业资本家借助“肠胃管理”既成功构建了

对工人的管控机制，又将这一生命政治权力正当

化。与生产资料相异化的雇佣劳动者为了免受饥

饿之苦，别无选择只有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才

能获得由必要劳动挣得的维持基本生命活动的生

活资料。饥饿感既带给人们悄无声息、连续不断

的生理需求压力，也产生“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

自然的动力”[32]。“肠胃管控”正是资本家行使非

规训性的“生命权力”和身体训诫共同作用的结

果，构成雇佣劳动者为了获得生活资料而不得不

为资本家创造剩余劳动的支配力量。这成功地形

塑了资本家驯服雇佣劳动者的“合理性”，这一

“合理性”成功地构筑了雇佣劳动者的思想结构和

行为模式，使其心甘情愿进行剩余劳动，忍受资

本家的肆意宰割。生命权力控制和身体训诫共同

作用表明雇佣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具有强

制性。资本家不仅强制占有了雇佣劳动者的劳动

力，而且“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33]，迫使

他们放弃了表征人的自在自为属性的精神生活，

让雇佣劳动者“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也不

能想”[34]，全神贯注地为资本增值服务。对精神生

活的强制性干扰表明资本的生命权力已经延伸到

日常生活，悄无声息地建构了对象化的精神世界，

促使雇佣劳动者的精神世界也纳入生命政治的管

控之下。

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者的数字

生命的数据化管控机制取代了工业资本对雇佣劳

动者“肠胃管理”的权力机制。数据替代劳动力

成为生命权力管控的决定性对象。数字资本将数

字劳动者的数字生命视作“个性化”的兴趣与欲

望的意图表征，将其数字生命当作数据分析的对

象。借助数字技术的精准分析将数字生命对象化，

挖掘数字生命与数据之间的逻辑关联，掌握数字

劳动者的行为习惯、偏好和倾向，并把分析数据

反馈给数字生产以精准调适。数字生产领域根据

分析数据进行数字生产调控与再生产，而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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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产品会通过算法技术向数字劳动者进行精

准推送，将数字劳动者的数字生命完全纳入数字

资本经由数字技术管控的数字场域中，完全驯服

数字生命对数字资本的服从。如此，数字劳动成

为数字劳动者的动力机制和对其数字生命精准分

析的权力手段，进而实现数据化管控下的治理。

这深化了数字生命权力的合理化构境，推动

生命政治在数字生活世界中继续保持活力，将数

字生命转变成“身体受控的数据源”[35]。数字生命

政治作为一种微观的权力运作机制，能够依托对

数字劳动者的数据收集并进行大数据精准分析和

管控，透过数据分离出对数字劳动者进行精准管

控的合理性数据内容，从而引导他们按照数字资

本增值和治理逻辑所指称的规范来支配数字劳动，

进而构建完全契合数字资本运行秩序的权力机制。

数字劳动者会与数字生命权力深度绑定，变成数

字生命权力顺利运作的组成环节。数字资本能够

以最低成本把数字劳动者的数据归化成一种“政

治”力量，而这种“政治”力量又使数字生命权

力机制更加内在化和普遍化，促使数字劳动者的

数字生命“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36]。总之，数

字劳动是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者的数字生命的数

据化管控的实现形式，有利于确证数字生命权力

机制的深层基础，使得数字生命权力对数字劳动

者进行对象化的精准治理。

（三）数字生命时间的侵占形成了数字生命政

治的权力机制

数字资本生产关系对数字剩余劳动的剥削既

无法通过经济强制的方式，也不再由政治和法律

的规定权力来保证，那么数字资本主要通过以数

字社交隔离为威胁，如果数字劳动者拒绝使用数

字平台会遭受到数字社交孤立的强制形式，而把

数字生活和数字劳动相融合实现的。数字劳动者

如果拒绝数字平台会遭受一种社会强制形式，以

孤立和社会劣势威胁交往主体。正如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所说，数字劳动者在意识形态上

被强迫使用数字平台，以便能够进行交流、分享、

创建和维护社会关系，没有数字平台，他们的数

字生活就没有意义。[37]

剥削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增殖是资本的本质特

征，即用“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38]。

正是由于这种对资本增殖的无限贪婪，造成对工

人劳动时间的无限度延长。在工业资本主义，资

本家通过工业技术的更新而实现必要劳动时间的

缩短，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实现工业资本最

大限度的价值增值。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缩

短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生命时间有支配权，因

为资本会通过其他形式把这些“自由支配的时间

变为剩余劳动”[39]，继续回到资本的治理之下，为

资本增值而服务。而数字资本主义正是这一治理

的新模式，数字资本“权力结构以托管的形式把

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力”[40]。由于数字必要劳动和

数字剩余劳动是同时进行的，数字资本要取得尽

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必须首先通过数字技术延长数

字主体的数字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同时获得数字

剩余劳动时间，因而体现出面向数字劳动者的整

个数字生命时间的数字生命政治。

数字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将“剩余数据”转

化成蕴含数字劳动者个人性格特征、购物倾向和

审美取向的“分析数据”并出售给广告商。广告

商购买的“分析数据”越多、越详细，就可以越

精准地向数字劳动者推送广告内容，数字劳动者

也会投入越多的数字必要劳动和数字剩余劳动，

既使得广告商实现了增收，也使得数字平台实现

价值增值，这也代表数字主体完成了数字剩余价

值的创造。数字平台在无形中牟取了巨额利润，

并且无偿占有并货币化数字劳动者的数字剩余劳

动，进而将其转化成数字平台的无形资产，为拓

展更多的利润空间创造了条件。因此，数字生命

政治时间可被看成数字生命主体的时间有限性和

数据流的时间无限性之间关系的不对称[41]。而且，

这丰富了数字生命主体的时间构成，数字生命主

体的数字必要劳动具有有限性，但作为两者的结

合体数字生命主体的数字剩余劳动日趋无限性，

进而创设了数字劳动价值趋于无限增殖的价值基

础，正是这种无限性激发了数字平台对数字剩余

劳动的追逐和剥削。

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越来越深入和广泛地

支配着数字生活世界，将数字劳动置于一定的时

空域中。在这个时空域中，数字劳动者在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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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内化了数字劳动时间和数字生活时间界限的

逐渐模糊，数字必要劳动逐渐与数字剩余劳动相

融合，数字劳动者的“所有非睡眠时间都是工作

时间”[42]。这意味着数字技术抹除了数字劳动者的

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边界，不停地在数字生活

世界中将数字劳动加以吸纳。数字劳动者在休息

时，仍然从事着数字劳动，甚至数字劳动者在睡

觉时也不断生产着数据，例如 iWatch可以对数字

劳动者的睡眠时间进行监控，产生睡眠期间的有

效率、深浅比率、清醒时间等数据。如此以往，

数字劳动者每天的 24小时不间断地生产数字剩余

劳动，都被数字平台无偿征用并产生趋于无限的

剩余价值，是数字平台实现利润获取的价值源泉。

数字劳动者的数字必要时间的有限性和数字剩余

劳动的无限性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各大互联网公

司对数字剩余劳动成果（数据）的占有和控制争

相竞争。因为一旦实现对数字劳动者的数字剩余

劳动时间的支配和操控，则意味着数字平台强化

了对数字劳动者的捕获和捆绑。

三、数字劳动加速了数字生命的赤裸化祛序

数字劳动者不能有效释放数字生命的潜能，

无法获得在数字社会世界中的“参与之份”，不能

赋予数字生命以积极的政治能量。在数字资本本

性逐利的趋势下，数字平台演变成祛除数字劳动

者生命形式的合理、有效的工具，使数字劳动者

的数字生命逻辑被弃置而简化为字节跳动的数据，

并被异化和剥夺得赤裸透明。数字劳动者的数字

生命却沉浸在数字资本所营造的虚假幻象中，享

受着数字社交带来的自我认同感，悄然地为数字

平台背后数字资本的无限增值贡献力量。由此，

数字资本取得对数字劳动者剥削的合理性，进而

最大限度地剔除数字劳动的异质性。数字资本权

力加强了对数字劳动者原初生命形式的宰制，使

其实现对数字劳动者生命管控的普遍化，使数字

劳动者的数字生命沦落为字节跳动的抽象化数据

得以可能。如此，数字平台体现出更加深刻的剥

削性，数字劳动者仅是一行没有生命的数据而已，

“奴役和支配将会是无法抗拒的瞬间一击” [43]。同

时，数字生命的赤裸化不仅限于某一个特定时空

的独特景观，而是数字社会中普遍的数字生命政

治现象，“寓居于每一个活的存在的生物身体之

中”[44]。

（一）数字劳动扩展了剩余价值的内涵边界

数字劳动与物质劳动之间存在区别，但并不

意味着数字劳动范式消除了剥削，反而产生了新

的剥削方式，并产生了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范式的

新危机。正如内格里和哈特所说：“现代性辩证

法的终结并未带来剥削辩证法的终结”[45]，“自在

之善”并不等于“自为之善”，数字劳动仍然在数

字资本的统治下遭受着剥削。内格里和哈特在建

构心中的理想社会时，其实并不想以揭示新的劳

动范式来实现，因为这与他们根据主体政治角度

的诠释思路不符。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分析

剥削、异化等在新的劳动范式的形式表现而建立

新的主体性理论。数字生命政治劳动范式中的剥

削可称之为数字生命政治的剥削，马克思在工业

社会背景下的剩余价值剥削理论具有很大的指导

意义，并没有过时。数字劳动成果与物质劳动成

果的不同之处是数字劳动成果无法被定量分析。

数字劳动所生产的表情手势、情感、人际关系等

数据，这些数据无法用单位劳动时间加以衡量。

一个人如果没有移动终端设备，无法使用数字平

台，即使在工厂坐一整天，也生产不出任何数据。

数字劳动的成果并未越出数字资本的治理范围，

虽然数字生命政治的劳动价值在内涵上超过了工

业资本所能榨取的剩余价值，但数字资本通过

“剩余数据”扩展了剩余价值的内涵边界。

在物质劳动条件下，物质性财富受排他性法

则的制约，如果工人增加对劳动性财富的占有，

资本家就会相对地减少所能占有的财富数量。与

之相比，数字劳动条件下的数据性财富则不同，

当数字主体占有自己创造的数据时，并不影响数

字资本同时占有这项数据。数字价值量的产生要

求数字劳动必须被数字交往所激活，数字交往控

制了数字社会存在的呈现，并对数字社会关系有

决定意义。在物质劳动中，资本的生产性与剥削

性直接相关。资本的生产性主要体现在通过购买

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并推动劳动过程的实现，工

人被迫按照资本设计的方式进行劳动。但进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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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劳动状态，情况就大不相同。数字资本不再具

有与剥削密切相关联的特征，尤其是那些本用来

界定资本的生产性角色的特征已经模糊化，数字

资本不再当然具有生产性的特征。工业资本只要

投入到生产过程就能实现利润的创造。但在数字

劳动时代，数字资本家不管投入多少钱，数字平

台不管建得多好，如果没有数据创造能力的用户，

也无法产生剩余量。对于数字劳动者来说，数字

资本无法直接构建数字劳动过程中的数字交往关

系，而只能通过数字劳动者自身主动地建构。从

本质上讲，数字生命政治的剥削是指数字资本对

数字生命政治的劳动过程所创造的“剩余数据”

的剥夺和无偿占有。数字劳动者在社交媒体上数

据的生产就体现出其劳动性，并显现出一种价值

增殖的活动。因此，数字劳动具有产生被剥削和

异化的剩余价值的潜力[46]。这意味着数字劳动者生

成“剩余数据”的同时为数字平台创造“剩余价

值”。因此，数字劳动转变成“给使用劳动的人生

产剩余价值的劳动”[47]，进而转变为数字平台的盈

利空间。

（二）数字劳动形成了数字生命时间的剥夺

权力并不是生产模式的保障，而是生产模式

的核心构成要素，因为生产模式是优先于权力的。

正如福柯所说：“权力总是服从于生产模式”[48]。

在数字资本积累中，数字资本权力对数字时间的

操控至关重要。数字资本采取一系列数字技术手

段，服从于数字增殖运动中，以保障数字资本最

大化侵占数字劳动者生命时间。资本是没有生命

的，必须不断吸取工人的生命政治劳动才能存活，

吸取得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49]。“时间的

原子就是利润的因素”[50]，在最大化追求剩余价值

的驱动下，数字资本致力于将数字劳动者的数字

劳动时间最大化延长，“在一昼夜 24小时内都占

有劳动”[51]。在工业社会，工业资本对劳动时间的

延长会遇到身体极限和道德约束。不同于工业资

本直接逼迫工人牺牲自己生命政治的恢复和更新

时间，数字资本巧妙地把数字劳动时间完美地与

数字劳动者满足自身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生

活时间相融合，使得数字生活时间不再仅是服务

于数字劳动时间的机制和过程，而是数字劳动时

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资本极度争取数字劳动者的数字生命时

间，打破了他们的身体极限。数字劳动具有灵活

化、弹性化的特点，为了维护自己的数字交往，

数字劳动者“自愿”延长数字劳动时间。正如工

业资本家对待雇佣劳动者就如“对待单纯的生产

资料那样”[52]，数字资本家对待数字劳动者就像一

行字节跳动的数据一样。数字资本彻底融合了劳

动和休息时间，即数字劳动者的休息界限不再取

决于其“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耗费”[53]，而是

数字劳动者在休息的同时创造了数字资本所能榨

取的最大数据量。这造成的数字生命政治结果是

数字资本消弭了数字劳动者生命时间之质的特性。

被福柯称之为“管理积累的方式”让资本积累与

工人生命政治的驯服紧密联系，由此，传统社会

的暴力统治被工业资本的纪律约束所取代。而到

了数字社会，数字资本的算法推荐又将纪律约束

所取代。数字资本通过算法搭建自适应交互系统

而操纵数字劳动者对信息的获取，进而获得对数

字劳动者行为的支配力量。数字资本借助社交媒

体等系统架构收集庞大的半结构或非结构化的数

字劳动者“剩余数据”，即隐式网络行为痕迹（例

如：点赞、收藏和订阅等社交手势）。从“剩余数

据”中挖掘“交互和社会协商”的信息价值，通

过“画像”精准捕捉数字劳动者的偏好和兴趣，

实现信息分发与数字劳动者偏好的精准匹配。数

字资本按照数字资本增殖最大化的原则，对信息

进行生产、过滤，然后进行聚合、排列和推荐，

使得数字劳动者沉迷于数字资本为其精准建构的

数字世界而无法自拔。数字资本主义以隐秘化的

算法编码环境建构了以算法权力为基础的“黑箱

社会”，以数字资本增殖的名义指挥着数据的流

动，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尽可能确保数字劳动者的

数字生命时间能够“自始至终被投身其中”[54]。这

种算法规训和监督伴随着数字资本拓展的全过程，

并成为“积累和使用时间的机制”[55]。数字资本无

论是以偷偷摸摸的方式窃取数字主体的“生命时

间”，还是通过算法规训数字劳动者的“在线时

间”并由此造成数字劳动时间的延长，都是在数

字资本趋利本性的驱使下所采用的数字权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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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体现了数字资本施之于数字生命时间的数字权

力拓展。

数字社会“时间”的生命政治运作的关键在

于，数字资本以免费使用数字平台而轻松实现数

字社交的形式换取了免费的数字劳动力，并将其

纳入以人为节点的数字生产机制，正是这种纳入

达到了对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进行全面治理的

效果。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数字生产阶段已经发

展出独特的数字化生产方式，伴随着形式上的从

属关系的转变，数字资本必须依靠强大的数字技

术才能实现继续对数字生命时间的支配。数据生

产的效率取决于每个数字劳动者使用数字平台时

的注意力时间，而数字资本通过将数字劳动与数

字生活的完美融合，不仅减少了传统劳动工作因

路途奔波而耗费的时间，且这种融合使数字劳动

者转化为免费的数据节点，从而使得数字资本的

用工成本降低至为零。数字平台的诞生产生了

“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56]，它既表现出一种更

加文明和精巧的剥削手段，也反映出数字经济形

成过程中的必要因素和历史进步。

（三）数字劳动促成了思想无产阶级化

在数字化持存中，“构成意识流连续统的

‘综合’的义肢化过程”[57]，数字劳动者在意识上

发生了深层次改变，导致他们思想无产阶级化。

这种“无产阶级化”与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异化并

受到资本家剥削不同，是“精神个性化的被中

断” [58]。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除了“睡眠饮

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59]之外，都在为资本增

殖而劳动，无可支配的自由时间，正如马克思所

形容，“还不如一头役畜”[60]。而到了数字资本主

义时代，数字劳动者的 24小时似乎都变成了数字

劳动时间，甚至睡眠时间都被数字资本所侵占。

数字平台给数字劳动者的数字生活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无法规避地造成数字时间叠境的困扰。工

业时代，工人的睡眠时间代表了“有些人类生理

需求时间无法被殖民”[61]，但是，随着数字平台不

断填充数字劳动者的睡眠时间，一方面数字劳动

者的睡眠时间被压缩，一部分睡眠时间被刷微博、

看短视频，点赞转发等数字社交时间征占；另一

方面数字劳动者睡着的睡眠时间依然继续通过 i-

Watch和智能手环等智能设备创造数据。在这一过

程中，数字劳动者的数字生命被数字平台不断消

耗，逐渐动摇了数字生命结构。数字劳动者的数

字生命所呈现的是屈从于数字资本权力的规训对

象，而不是生命本身超凡的精神向度。数字生命

的内在结构被数字资本逻辑拆分成无数个数据节

点并加以形塑，将数字生命贬降成冰冷的数据节

点，抹去数字生命的精神构境。

从数字平台侵占数字劳动者的睡眠时间的过

程来看，数字平台俨然变成管控数字劳动者生命

时间的有力工具，使得数字劳动时间与睡眠时间

相互叠境，为数字劳动者构建了时间叠境的治理

术，使他们沉溺于其中而无法自拔。数字劳动者

似乎得到了“个性化”的贴心服务，实则是一种

纯粹的幻象，因为数字技术支撑了数字资本把先

前未能工业化的个人行为也工业化了。数字资本

掌控的数字平台对数字劳动者严密的监控，并将

其细分归类，一方面强化了对他们的禁锢；另一

方面精准预测和掌控他们的数字行为。数字资本

已经搭建了数字劳动者的内部存在架构，这对数

字劳动者在数字生活中的选择、感受和欲望进行

有效治理。这使得数字劳动者不再能够个性化，

而是被数字化构架规制成一群“没有视野的独眼

怪物”[62]。正是由于数字资本彻底掠夺了数字劳动

者生命时间，摧毁了个性化的时间流，进而摧毁

了数字劳动者的欲望，即个性化内在构成的支点。

数字劳动者的个体意识“沉溺于编程工业的巨流

之中” [63]，数字生命的生动性被同质化属性所取

代，丧失了个性化。数字资本利用数字平台迫使

数字劳动者“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64]，数

字技术的运用并不是为了缩减数字劳动者的劳动

时间，而是为了使得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与休

息时间的界限相模糊，以此强化数字资本对数字

劳动者的剥削，建立数字生产方式的统摄性。

四、结语

如果马克思批判工业资本家利用机器体系奴

役工人的生命政治图景具有普遍性，那么数字资

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则改头换面地通过数字平

台吸引数字劳动者前来参与数字社交，把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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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命吸纳进数字平台的界面复现。数字劳动

者全身心地投入到数字平台的数字社交活动中，

但他们得到的并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自由惬意的

数字生活，而是数字生命时间被侵占后所导致的

数字生命情感的难受与沮丧，似乎独立的数字生

命个体实际上沦为数字资本治理下的牵线木偶。

更甚的是，数字劳动者生命时间的剥削无法满足

数字资本的胃口，试图将数字劳动者的数字时间

记录为构境对象并纳入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

数字劳动者的意识结构被数字平台结构化为麻木

的、冰冷的数据，数字生命的情感张力得不到显

现，鲜活的数字生命如同一行沉寂的代码。这导

致数字劳动者丧失了生命个性化，掏空数字生命

的内在丰富性，引发存在之痛，祛序为意义贫乏

的数据，无法生成对“他者”数字生命的肯定性

力量，而只是一味迁就数字资本宰制下数据化的

生命样态。数字资本以隐性逻辑通过数字平台俘

获人、奴役人的目的，呈现出数字资本统治下的

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术，破坏了数字劳动者生命

的存在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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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是西亚地区面积最大的国家，225 万平方公里，人口 3420 万

（2020年）。古代沙特阿拉伯地区的游牧部落与犹太人有血缘联系。公元 7世纪

穆罕默德在沙特西部创立伊斯兰教，随后沙特经历了六个王朝的统治。1517年，

奥斯曼帝国统治沙特，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宣布自己是全世界穆斯林的领袖。

1918年奥斯曼帝国瓦解，英国控制了沙特，1927年沙特阿拉伯独立。

现在沙特王室的祖先是穆罕默德·伊本·沙特 （Muhammad bin Saud），他于

1750年成为阿拉伯半岛中部纳季德地区的酋长。1926年 1月 8日，这个家族的

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Abdul Aziz Al-Saud）成为第一位沙特阿拉伯国王。1932

年 9月 22日，沙特阿拉伯宣布统一，确定 9月 23日为国庆日。

沙特阿拉伯为君主制王国，国王行使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有权任命、解散

或改组内阁，有权立、废王储，解散协商会议，有权批准或否决内阁会议决议及

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1992年 3月 1日，法赫德国王颁布治国基本法，规

定沙特阿拉伯王国由其缔造者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国王的子孙中的优秀者出任

国王。现任国王是萨勒曼·本·阿卜杜勒 -阿齐兹（2015年 1月 23日继位）。

一、沙特早期的新闻传播业

（一）早期的报业

沙特阿拉伯出现新闻业很晚。第一家刊物《Al-Hijaz》（ ）创办于 1908

年，双周刊，由当时还是酋长的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Abdul Aziz）授意创办，

为沙特的官方刊物。1924年 12月 12日他创办周报《乡村母亲》（ ，Umm

沙特阿拉伯新闻传播业的历史与特色 1）

陈力丹 张玉川

摘要 野石油王国冶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袁 依仗雄厚的财力袁 沙特王室和政府对本国传
媒施加了强大影响力袁 并积极介入泛阿拉伯地区的传播版图遥 在 100多年的新闻传播业发展史中袁 沙特时
常不得不面对国际社会和传播变革的挑战袁 从广播尧 电视引入时的争议袁 到应对西方媒体以及半岛电视
台袁 以及如今新媒体的冲击袁 沙特的新闻传播业在应对的同时袁 也成为推动沙特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方面遥
关键词 沙特阿拉伯曰 沙特阿拉伯的新闻传播业曰 利雅得日报曰 沙特广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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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力丹袁 四川大学讲席教授袁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袁 四川成都 610064曰 张玉川袁 四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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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Qura），每期 4版，为政府公报，该报第一期头

条是《麦加宣言》，接下来是新闻和官方声明。该报

首任主编谢赫·优素福·亚辛（Sheikh Yusuf Yassin）。

20世纪 30年代，沙特陆续出现一些民间报刊。

二战期间，除了《乡村母亲》，沙特的报刊均因经济

问题倒闭。二战以后，那时的报刊之一《麦地那报》

（ ，Al Madina），原名恢复出版；另一曾经出版
的刊物《希贾兹之声》，改名为《沙特报》恢复出

版。其中重要的是 《国家报》（ ，Al-
Bilad Daily），1932年 4月在西海岸城市吉达创刊

的日报，也是沙特第一家日报。

沙特通过输出石油丰富了国家财源，全国识

字人数增长，带来了读者群的增加。从 20世纪 70

年代起，该国的新闻传播业走上了较快的发展的

道路。报纸出版方面拥有了世界先进出版印刷设

备，全国发行的报刊超过百种，其中不少还是彩

印，新闻报道的范围也有所增加。

（二）促进社会现代化的电子媒介的引入

沙特建国初期，从国外引进大批无线电通讯

和广播设施。首先在吉达、利雅得和麦加等主要

城市建立了有线广播电台，采用电报、电话等通

讯工具进行联络。随后在其他地区，建立了无线

电通讯电台，在主要居民点安装了手摇电话机，

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

1949年 5月，沙特财政部为国际电报和电话

业务而筹建了无线电发射机工作室，最初每天维

持几个小时广播，主要是宗教内容。在随后的十

几年里，沙特的广播业却没有显著的发展。50年

代末，沙特允许美国和英国利用一些电台播放专

题广播节目，这些节目大多通过军用人造卫星送

达。大众传媒的引入在沙特社会引起了较大波澜，

尤其是摄影、电影和电视，因为古兰经有禁止复

制人体形象的禁令。然而，沙特统治者意识到大

众传媒对于自己的长期执政和沙特的现代化具有

深远的意义。20世纪 60年代，埃及广播业发展起

来后，刺激了沙特王室加快本国广播业的建设。

1962年，在麦加建立官方的“伊斯兰召唤”电台，

1965年在首都利雅得建立官方广播电台，1972年

再建立“古兰经”广播电台。

1965 年 7 月 15 日，沙特开通官方黑白电视

台，首次开播的城市是首都利雅得和西海岸城市

吉达，使用同一个频道。这两座电视台的覆盖面

积仅有 100平方公里。1967年初，为了电视讯号

覆盖吉达东部的麦加和塔伊夫，沙特建立了中转

站，使吉达台的电视讯号可以到达这两个城市。

1967和 1968年，又先后建立麦地那电视台和卡绥

姆电视台。1969年在东部海岸城市达曼建立电视

台，该台覆盖沙特东部地区和大多数阿拉伯海湾

国家，功率最强。[1]

1978年，沙特市场调查集团（SRMG）旗下的

沙特调查和出版公司 （SRPC） 出版在伦敦创办

《中东报》（Asharq al-Awsat），这是在中东地区影
响力比较大的阿拉伯语日报。英国的商业环境宽

松、卫星通信技术先进，容易招揽高素质的专业

人才。该报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纽约时报》《华盛

顿邮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阿拉伯语版

图 1 早期 叶乡村母亲曳 版面

图 2 2018年 9月 20日沙特国家电视台
晚间新闻节目出现的第一位女性播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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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报纸。它在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以及苏

丹等地设有 20个记者站，在 12个国家印刷，全球

发行。[2]

1979年，吉达和利雅得两地的广播合并为一

个台。1983年，吉达开播第二套节目，利雅得广

播电台作为首都中央台。现在全国 6大广播电台

使用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 13 种语言向全世界广

播。内容除国事活动、各地新闻、体育新闻外，

主要是向世界传播伊斯兰教。

1976年沙特全部实现彩色电视广播，全国各

地为此纷纷建起了中转站，共有 107座，电视网

已覆盖全国 98％的地区。1977年，沙特进一步在

西南部城市艾卜哈建立电视台，从而形成全国有

五个无线电视台（利雅得、吉达、麦地那、达曼、

艾卜哈）。1983年开始播放英语、法语节目。1984

年，沙特开通电视第二个频道，主要用英语广播，

中间插播法语新闻。随后进一步通过电视卫星向

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国播送电视节目。

从 1974年起，沙特建立卫视系统，向全世界

宣传伊斯兰教；它还有一项特殊传播，即现场转

播每年的朝觐盛况。

20世纪 90年代中期，沙特建成两个国家级彩

色电视网络，一个用阿拉伯语，一个用英语。这

些节目中 25%为宗教事务，30%是关于阿拉伯戏剧

和儿童的内容，音乐与其他内容占 22%，非阿拉

伯语电影占 8%，还有 15%是体育和新闻。[3]

二、沙特新闻业面对国际传播冲击的应对和变革

20世纪 60年代以后，信息全球化的趋势日益

明显，作为一个君主制国家，沙特将不得不面对

来自境外不同意识形态的信息洪流冲击，既保持

本国特有历史文化特征，又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变

革需求，是沙特新闻传播业面临的难题。

（一）维护本国社会文化的新闻传播管理

沙特现代新闻传播业的历史较短。20世纪 70

年代以后，新闻传播业由于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发展较快。沙特在中东国家中，报纸读者的总数

相对少，高昂的成本限制了私人企业投资广播电

视业，大多数电子媒体由政府垄断。沙特的历史

文化特征对其新闻传播业影响十分显著。

1964年，沙特阿拉伯出台新闻法，该法规定，

信息产业部有权否决任何传媒公司董事会的候选

人，也有权从公司推荐的董事会候选人中任命主

编和董事会主席，有权解雇那些选择了这些职位

的人。尽管印刷机设备、出版业的房屋所有权私

有化，但所有传媒组织都需要经由信息产业部授

权。授予执照的条件包括：传媒组织内至少有 15

名沙特人，由总干事领导，并且至少拥有可支配

的 10万沙特里亚尔（1美元＝3.75里亚尔）；许可

证可以随时撤销。传媒若对伊斯兰教、王室和政

府进行批评，政府有权利干涉。这项法规对沙特

的新闻传播和出版业影响深远。20世纪 70年代颁

布的新闻机构法，鼓励小报社合并，改造为拥有

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出版机构。

沙特除了新闻法外，还有一整套管理传媒的

规则。任何与王室相关的、正面可用的内容，由

沙特通讯社送达，都会出现在各家报纸上。沙特

的新闻部门对政府在各个领域里取得的建设成就

负有全面报道的责任。新闻法规强制新闻记者维

护伊斯兰教，反对不信神；促进阿拉伯人的利益，

保护文化遗产。1992年沙特法赫德国王颁布沙特

《基本法》（宪法）。该法第 39条规定：大众公共传

媒及其它各类媒体应当使用文明用语、遵守国家

法律，促进国民教育、维护国家统一。禁止一切

煽动叛乱和分裂、危害国家安全、破坏国家与公

众关系、侵犯他人人格尊严与权利的行为和言论。

有关出版及言论的相关事宜由法律另行规定。第

40条规定：电报、邮件、电话及其他各种通信的

自由和隐私不受侵犯。禁止截取、延误、监管、

窃听他人通信内容，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图 3 沙特古兰经电视台直播朝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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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的国家出版管理局的职责是：对世界各

国流向沙特或国内出版发行的各种语言文字的书

籍、报刊及音像制品进行管理，维护沙特的阿拉

伯伊斯兰传统价值观。

沙特的公众所能接触到的外国媒体内容，入

境时已经过筛选。自 20世纪 60年代末以来，沙特

阿拉伯进口的媒体产品的媒体审查准则禁止以下

内容：1.引起性兴奋的场景；2.在舞蹈场景中，或

在表现出明显爱情行为的场景中，出现衣着不雅

的妇女；3.参加体育比赛或体育运动的妇女；4.酒

精饮料或任何与饮酒有关的东西；5.对任何“天国

宗教”的贬义；6.以赞扬、讽刺或蔑视的方式对待

其他国家；7.提到犹太复国主义；8.揭露君主制的

材料；9.所有不道德的场景；10.提及博彩或赌博；

11.过度暴力。[4]

沙特对于外国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持消极态

度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媒体经常触犯伊斯兰教

的各个方面，这让沙特的领导人觉得受到了侵犯。

政治内容更要审查，但更多时候因为外国媒体上

的广告被沙特方面认为“负面”，不待检查媒体内

容就已被否决了。

沙特在互联网方面保持严格的控制，设有专

门的部门密切监视互联网，审查任何被认为冒犯

伊斯兰教和政府的内容。2002年 2月，沙特政府

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关闭了 400多家网站。

近年沙特在新闻控制方面有所放松，政府选

定的一些记者可以写批评性的报道。政府审查似

乎逐渐减少，尤其在犯罪和恐怖主义的新闻报道

方面。自我审查已成为媒体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

政府拥有和经营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审查员有

权删除被认为冒犯伊斯兰教标准的内容，包括涉

及伊斯兰教的忌物，涉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内

容，以及酒精、性别的内容。

在沙特国内，媒体的行为保持在政府设定的

原则之内，媒体和国家的关系比较和谐的。近年

沙特公众已经能够接触到比以往更加全面的信息，

沙特政府对信息流动的控制比以往宽松。但有时

也会发生对记者或出版机构的判罪案例。例如

2002年 3月，《生活日报》（Al-Hayat）主编穆罕默

德·穆克塔尔（Mohammed al-Mukhtar）因报纸刊载

批评司法腐败诗歌而被内政大臣纳耶夫 （Nayef

Prince）解雇。作者、诗人阿卜杜勒·莫森·穆萨拉

姆（Abdul Mohsen Musalam）被判入狱。随后新闻

大臣夫阿达（Fuad al-Farsi）下令撤销一年前关于

该报的皇家批件，对其进行预先检查。再如 2008

年 9月，《岛屿报》（Al Jazirah）记者法赫德·朱哈

迪卜 （Fahd al Jukhaidib）报道沙特北部一个地区

经常停电，提及由于停电而在国有电力公司前面

发生了抗议活动。结果被判处两个月监禁和 50鞭

刑，罪名是煽动公众抗议减少电力消耗的行为。

在 2017年 6月上台的沙特王储穆哈默德·本·萨勒

曼 （Mohammed bin Salman）的领导下，沙特政府

对媒体的管控更加严格。反恐法、网络犯罪法和

特别法庭授予当局以特权监禁妄议政府的记者和

博主。仅在 2019年上半年，就有 9名记者被关押。

2018年沙特新闻工作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事件引发世界关注，他曾长期批

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因而严重损害

了王储的形象。这年 10月 2日，卡舒吉进入沙特

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办理相关结婚手续，

此后便失踪了。卡舒吉曾先后在中东地区多国工

作，为多家媒体撰稿，包括美国的 《华盛顿邮

报》，在推特上拥有近 200万粉丝，曾因对本·拉登

的系列采访而闻名，是阿拉伯世界著名的政论家

之一。10月 20日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检察机

关对卡舒吉失踪案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他已经

死亡。2020年 9月 7日，沙特检察机关公布此案

的终审判决，利雅得刑事法院对 8名涉案人员下

达最终判决，其中 5人被判处 20年监禁，1人判

图 4 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引发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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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10年监禁，另外 2人被判处 7年监禁。

（二）积极介入国际传播

正如沙特在泛阿拉伯世界中寻求领袖地位一

样，在政府的资助下，沙特新闻传播业的立足点

不限于国内市场，各大媒体的目标往往是覆盖阿

拉伯世界，乃至影响西方社会。沙特的主要报纸

几乎都在境外设有编辑部、发行机构，如开罗、

贝鲁特、迪拜等地。有的报纸在西方发达国家也

设有出版机构，输出和营造沙特国家形象。沙特

的期刊杂志也是以整个阿拉伯世界受众为目标的。

沙特与其他同民族和同宗教的国家，尤其是

海湾国家的新闻合作比较紧密。所有阿拉伯国家

的通讯社都加入了总部设在沙特阿拉伯吉达的伊

斯兰通讯社联盟。1965年，伊斯兰通讯社联盟举

行首届会议。沙特通讯社（SPA）成立于 1971年 1

月 23日，是沙特的主要新闻信息源，由内阁直接

控制。它在国内各大城市建有新闻中心，在华盛

顿、伦敦、开罗、突尼斯、贝鲁特等地设有分社，

每天用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发布消息。新闻中

心管理机构由内阁新闻部授权，辅助国内的新闻

报道。2016年开设网站中文版。

沙特还是泛阿拉伯卫星和付费电视的主要市

场。由沙特控股、总部设在境外的广播电视机构

在沙特以及泛阿拉伯地区都拥有较高的收视率和

影响力。1991年的海湾战争引发所谓阿拉伯卫星

革命，CNN的成功让沙特政府意识到通过卫星电

视进行国际传播的重要性。由沙特政府控股的中

东广播中心 （Middle East Broadcasting Center） 于

1991年在伦敦成立，后迁至迪拜，这是第一家向

阿拉伯世界提供 24小时免费卫星电视网络的广播

公司。其中 Al Arabiya（又译阿语卫星电视台或阿

拉比亚电视台）是免费新闻频道，它的建立是为

回应半岛电视台在 20世纪 90年代对沙特王室的

批评，于 2003年 3月 3日开播。

三、沙特新闻传播业目前的格局

2016年 4月，沙特正式发布包括实现经济多

元化、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建立温和包容的伊斯

兰教等内容的“沙特阿拉伯 2030愿景”和“国家

转型计划”。该政策直接惠及传媒产业，2020年的

文化和媒体专项支出 8.798亿美元。媒体公司还会

间接受益于政府在数字化方面、宽带建设等方面

的投资。2017年 11月，沙特宣布解禁电影院，随

后又相继解禁音乐会，允许女子从事体育活动和

参加时装周等文化体育活动。在新的政策扶持下，

沙特的大众传播业逐渐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一）报刊

除了在英国出版的《中东报》外，在沙特国

内出版的主要日报有：《利雅得日报》《岛屿报》

《麦地那报》《家园报》《经济日报》等。

《利雅得日报》（ ，AI Riyadh Daily），
1965 年 11月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创刊的第一家日

报，发行量居沙特报纸第一位。现在正刊 52版，

其中 32版为彩色。该报的新闻漫画很有名气，该

报也是第一个开设了妇女专栏的报纸。该报与

《岛屿报》为竞争对手，主要读者是利雅得的政府

官员、军事官员、专业人员、学者和商人。该报

在开罗、贝鲁特和国内大城市设有编辑部。

《岛屿报》（ ，Al Jazirah），1960年创刊

的报纸，现在是利雅得下午出版的日报，发行量

居沙特报纸第二位。报纸每天 48版，黑白彩色各

半。1996年，该报在沙特第一个推出在线网站，

首个在线推出女性日报。2009年，在沙特第一家

公布发行量（此前沙特报纸的发行量没有准确的

数字）。该报在中东地区第一个推出移动电话应用

图 5 叶利雅得日报曳 2018年 9月 25日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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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2013年该应用程序拥有 5万多个用户。

《麦地那报》，1937年创刊的阿语老报纸，出

版地西海岸城市吉达。在利雅得和东海岸城市达

曼和其他 16个城市有分支机构，在迪拜和开罗设

有办事处。发行量居沙特报纸第三位。该报发布

的非政治性本地新闻，如社会，健康和教育问题

颇有特色，2010年获得两项本国新闻奖。

《家园报》（ ，Al Watan），阿语日报。
2000年创刊于沙特西南部阿西尔区区府城市艾卜

哈，后总部迁到西海岸城市吉达。该报在伦敦，

纽约，安曼和开罗设有出版机构。2009年以后，

该报从一家小型区域性报纸发展成为最受欢迎的

沙特日报之一。因为它是当时沙特唯一每天在全

国四个主要城市印刷出版的日报。新版报纸 48版

对开，涵盖沙特的深层事务，包括专题报道、新

闻、分析、生活方式和调查报告。世界报纸协会

（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将该报评价为

“直言不讳的报纸”（an outspoken paper）。

《经济日报》（ ，Al Eqtisadiah），沙
特的阿语经济类日报，1962年创刊。除了在首都

出版外，还有海湾版。该报被称为“沙特阿拉伯

的《金融时报》”，主要读者是商人、学者，以及

王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中的高级政府雇员。

《阿拉伯新闻》（Arab News）于 1975年在吉达

创刊，是沙特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日报，隶属于沙

特调查和出版公司（SRPC），2018年该报总部迁

往利雅得。报纸的目标受众是商人、行政人员和

外交官。

沙特较有影响的专业性期刊是：Arrajol、Al-
Jamila、Laha、《穆斯林》（Al-Muslimoon）、《我的
夫人》（Sayidaty）、《猎鹰》（As-Soqoor）、《贸易》
（Al-Tijarah）等。

Arrajol是一份阿语男性月刊，1992年创刊于

伦敦，隶属于沙特市场调查集团（SRMG），该杂

志主要面向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富人、精英

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和高管。主要内容涵盖著名男

性名人，特别是商人的生活方式和成功故事。

《我的夫人》是首家也是唯一的泛阿拉伯妇女

周刊，隶属于 SRPC，每周以阿拉伯语、每月以英

语在迪拜和贝鲁特出版，发行分布在中东、北非、

欧洲和美国。它是沙特和波斯湾地区妇女杂志中

最强大的广告平台。内容覆盖现代女性青睐的广

泛主题，从美容、时尚到社会和家庭生活。

沙特的印刷媒体大多为民营，但要公开津贴，

其中很多人获得了政府财政上的支持，报业的很

多组织不是与王室有着亲密联系就是由王室的人

员参与到报纸的运行中。

（二）广播电视

沙特广播局 （Saudi Broadcasting Authority，

SBA），前身是沙特广播公司（SBC）和沙特阿拉

伯王国广播服务局，隶属于沙特政府媒体部，经

营几乎所有沙特的广播机构。主要广播电台有利

雅得广播电台、吉达广播电台、沙特电台、国际

广播、古兰经电台、内达·伊斯兰电台、军事广播

电台。SBA经营的电视台主要有：Al Saudiya（沙

特台），第一个沙特官方电视频道，每天播放三次

新闻简报以及电视剧、娱乐节目；Al Ekhbriya（新

闻台），主要播报重要地区的新闻和国际新闻；Al

Riyadiya（体育台），主要播出沙特职业足球联赛、

国家队比赛，以及各项体育赛事；SBC台，主要播

出娱乐、体育、戏剧节目；古兰经电视台，直播

麦加清真寺。

中东广播中心（MBC），1991年在伦敦成立，

2002年迁至迪拜。沙特政府占据 60%的股份。该

公司现有 10 个电视频道：MBC1（综合娱乐）、

MBC2和 MBC MAX（24小时电影）、MBC3（儿童

娱乐）、MBC4（阿拉伯妇女娱乐）、MBC Action?

（动作影视剧）、MBC Persia（24小时电影频道）、图6 叶阿拉伯新闻曳 1975年 4月 20日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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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Arabiya（24小时阿语新闻频道）、Wanasah（24

小时阿语音乐频道）、MBC Drama（戏剧）。2012

年 3月，该频道推出了一个新的频道，Al-Hadath

（新闻事件），关注对政治新闻的报道。

该中心还拥有两个广播频率：MBC FM、Panora-

ma FM。

（三）网络媒体

与电视进入沙特阿拉伯引起的争论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沙特当局在迅速建立了完善的监测和

控制机制之后，将网络称之为一种史无前例的

“传播”工具。

沙特不断采用 ICT通信技术，使自己成为世

界上网络连通性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 2020年 1

月，沙特阿拉伯移动手机使用数量为 4020万，相

当于总人口的 116%；互联网使用者 3223 万人，

网络渗透率达 93%；活跃的社交媒体使用者 2500

万人，占总人口的 72%；智能手机使用率 92%、

笔记本或台式电脑使用率 57%、平板电脑使用率

34%、流媒体电视使用率 6.9%、虚拟现实设备使

用率 6.3%。

社交媒体已从网络平台演变为在沙特阿拉伯

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例如商务和工业大臣拉比

（Tawfiq Al-Rabiah）和文化和信息大臣霍贾（Ab-

dulaziz Khoja），利用社交媒体网站或平台来传播政

府举措和政策信息。

2020年，沙特人每天花在网上的时间 7小时

46分钟，其中在社交媒体花费时间 3小时 2分钟。

沙特人访问最多的网页排名前三（依据月均流量

数排名）的分别是：Google、YouTube、Facebook，

分别属于搜索引擎、流媒体视频软件和社交媒体。

在 16-64岁的沙特阿拉伯人中，最常使用的

社交媒体前六名分别为 YouTube、WhatsApp、In-

stagram、 Facebook、 Twitter、 Snapchat， 其 中 ，

YouTube的使用人口占比 76%，WhatsApp的使用

人口占比 71%，Instagram 的使用人口占比 65%，

Facebook的使用人口占比 62%，Twitter与 Snapchat

的使用人口占比分别 58%和 45%。

沙特阿拉伯的网民线上内容消费更青睐于视

频类与音乐类。16-64岁的沙特阿拉伯人观看在线

视频的人数占比达到 97%，观看 V-log视频和使用

音乐流媒体服务的人数占比分别为 54%与 71%，

收听线上广播电台与收听播客的人数占比分别为

43%与 56%。[5]

四、小结

沙特阿拉伯的新闻传播业起步较晚，依仗石

油造就的巨额财富，沙特王室和政府建立了相对

发达的现代大众传播体系，并且通过收购、资助、

限制等方式在泛阿拉伯世界控制媒体，也尝试着

向阿拉伯世界以外传播自己的声音。在沙特社会

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外界社会的冲击、传播格局

的变革、开明统治者的主动推进、社会经济转型

图 7 迪拜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新闻综合体大楼

图 8 阿拉伯卫视台 2016年推介网红Njoud袁
称其为 野在 YouTube上掀起浪潮的沙特女性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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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ge: From Digital Labor to Digital Biopolitic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gri and Hart爷 s 野Biopolitics Labour冶

Wen Xu

Abstract: Negri and Hart are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production to look for resistance to the power of the

imperial power, put forward the“Biopolitics Labour”, which is labor and biopolitics of the tenon, mainly non-mate-

rial labor as “general intelligence” of the specific form of labor, life mode shift from centralized to decentralized

power, affiliate from form to actual labor for capital. Digital labor is the realization form of digital biopolitics, because

first, the production of digital labor constitutes the proactive basis of digital biopolitics. Secondly, digital labor con-

structs the rational power base of digital biopolitics. Thirdly, the encroachment of digital life time forms the power

mechanism of digital biopolitics. Digital labor expands the connotation boundary of surplus value, forms the deprivation

of digital life time, promotes 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thought, thus also accelerates the nakedness and disorder of digi-

tal life, and presents the governance of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Digital Age; Governance; Digital Labor; Digital Biopolitics

Author: Wen Xu, School of Marxism, Guanghua Colleg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上接第 86页）

的需要等因素的影响，沙特新闻传播业也在不断

谨慎地发展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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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udi Arabia, the "empires of oil", is one of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Relying on its abundant fi-

nancial resources, the Saudi royal family and government exert a strong influence on its own media and actively partic-

ipate in mass communication of Pan Arab region.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ss media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Saudi Arabia often has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communication reform. From the con-

trovers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to coping with the impact of Western media and Al Jazeera televi-

sion, as well as today's new media, Saudi Arabia'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has actively become an impor-

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Saudi Arabia's soci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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