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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新闻学是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在新闻实践中的应用而诞生的，其最

初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应对和探索传统新闻业在数字时代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但随

着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显著的数字化转型之后，数字新闻学所需要回应的并不仅仅

是传统新闻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而是在人类迈入数字化时代之后，承载人类知

识教育、文化传播、社会治理的新闻业是否会在社会系统中扮演新的角色，由此

是否会对数字时代的人类社会产生新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必然带来数字

时代新闻学研究整体上的范式转型。

从新闻学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对数字新闻学的系统研究在过去十年间逐渐从

一个新奇的前沿范畴，渐渐转化为新闻学的主流范畴。[1]作为一个具有革新意义

的学术领域，充分认识数字新闻学的研究进展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指示方向。有

研究者通过质性分析中国数字新闻 CSSCI研究文献，对中国数字新闻研究的主要

议题、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总结，以此描绘了当前中国数字新闻研究的现状[2]；也

数字新闻学研究主题发现及其演化分析：
基于Webof Science文献的考察 1）

巢乃鹏 韩少卿 吴兴桐

摘要 数字新闻学正在成为新闻学的主流范畴袁 研究文献也与日俱增袁 时至今日袁 有必要对数字新闻学的
整体发展状况和知识脉络进行梳理尧 总结与反思遥 本研究以Webof Science核心数据集作为数据来源袁 借
助 Python工具训练 LDA主题模型袁 使用困惑度评价指标确定主题数量袁 并使用主题强度分析研究热点和
变化趋势遥 具体来说袁 本研究根据主题-词项概率分布袁 对获得的 1325条文献摘要进行主题标识袁 抽取
出了数字新闻学研究在 1998-2021年的 18个重要研究主题曰 根据文档-主题概率分布袁 引入时间维度计
算主题强度分布遥 研究发现袁 包括数字技术的角色尧 新闻用户的主动行为尧 传统新闻理念的变迁尧 新闻学
学科发展等研究主题都保持了相对稳定和上升的趋势袁 新闻职业身份尧 新闻学研究方法等少量主题呈下降
趋势袁 但也仅仅是一种弱下降遥 具体而言袁 有 7个主题的强度呈上升趋势袁 有 5个主题的强度呈弱下降趋
势袁 有 6个主题的强度趋于平稳状态遥 数字新闻学在 2021年及未来的研究中正呈现出主题越来越综合化
的趋势遥
关键词 数字新闻学曰 LDA主题模型曰 研究主题曰 主题演化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巢乃鹏袁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尧 院长袁 广东深圳 518060曰 韩少卿袁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
究生袁 江苏南京 210023曰 吴兴桐袁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广东深圳 518060

1冤 基金项目院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野大数据时代计算传播学的理论尧 方法与应用研究冶
渊19ZDA324冤曰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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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基于《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这

一专门性期刊进行了统计分析，呈现了“数字新

闻学研究是什么样子的”[3]。

虽然上述研究或多或少都对数字新闻学的整

体研究态势和理论进展等进行了探讨，但囿于文

献选择的有限性、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未能全面

地展示出数字新闻学自产生以来发展的脉络。基

于此，本研究将尽可能获取更全面的“数字新闻

学”相关研究文献，通过 LDA主题模型等计算传

播研究方法，揭示数字新闻学具体的研究主题，

以及这些主题的演化变迁，以期对数字新闻学的

整体发展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与反思。对于正在

迈入主流范畴的数字新闻学而言，这一考察显然

具有其独特意义，而且也有其紧迫性。具体而言，

本文将尝试回答以下研究问题：第一，二十余年

来，数字新闻学研究有哪些具体研究主题？这些

研究主题的关注度如何？第二，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研究主题的关注度是否存在着变化？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 LDA主题模型进行数字新闻学研

究的主题发现和演化趋势分析。（图 1）隐含狄利

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是基于

概率图的非参层次贝叶斯模型，已成为当下主流

的主题模型之一，被广泛应用于文本挖掘等计算

研究之中。作为一种非监督机器学习方法，LDA

能够对文本中潜在的主题信息进行准确有效地挖

掘，帮助研究者发现大规模文本信息中的潜在主

题。同时，LDA主题模型还发展出了主题演化概

念（Topic Over Time） [4]，用于分析主题随时间变

化的趋势。也即，通过对文本数据集按照时间窗

口进行划分，并通过潜在语义分析计算得到不同

时间窗口内的主题概率和强度，能够实现对文本

主题演化趋势的纵向分析。

相比于传统的关键词等统计分析，LDA主题

模型不是通过单一的共现词对聚类来刻画，而是

通过概率方法生成与该主题相关的一系列词项来

刻画，深度挖掘主题语义信息，并通过量化的方

式度量主题的强度以及主题之间的关联，能够更

加准确地研判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 [5]在本研究

中，我们首先从数字新闻学研究文献记录中抽取

与所有文档相关的一系列主题，其次根据主题强

度和研究需要，最终确定、标识了 18 个研究主

题，并对这些主题的演化趋势进行进一步分析。

这一技术路线对于发现数字新闻学的研究主题和

演化趋势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 Webof Science（简称 WoS）作为数据

来源，在 WoS 数据库选择“核心数据集”，以

“digitaljournalism”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检索

结果返回后，选择文献类型为“Article”、语言为

“English”进行检索结果精炼，共获得有效文献

1325篇，时间跨度为 1998-2021年。（图 2）

从发文数量的分布情况来看，在英文学界，

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1.蛰伏

期，数字新闻学在 2009年之前一直处于缓慢发展

的蛰伏状态；2.成长期，在 2009-2014年期间，数

字新闻学开始被一些研究者采纳，2010 年前后

“数字新闻学”开始被一些学者作为新闻学的“第

五范式”进行讨论[6]；3.爆发期：2014年以后，数

字新闻学研究热度迅速上升，进入了蓬勃发展的

时期。SSCI期刊《数字新闻学》也正是在此前的

2013年正式创刊，成为了国际数字新闻学研究的

图 1 研究框架

图 2 Digital Journalism主题的发文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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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学术平台之一。

将以上数据结果的文献全记录导出，包括 author、

title、keywords、source and abstract等字段信息。数

据检索、下载时间为 2021年 7月。本文将使用文

献记录的摘要（abstract）部分组成语料库，进行

数字新闻研究的主题模型分析。摘要作为文献内

容的精炼浓缩，展现了文献内容的梗概。 [7]相比于

关键词（keywords）和文献的摘要（abstract）具有

更加详细的信息，能够更全面、准确反映数字新

闻学的研究内容。

（二）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 Python等工具进行数据处理。首

先采用 NLTK进行词性分析、词形还原，并对所获

得的数据进行分词、去停用词等预处理，得到包

含 1325 行数据的文本语料库；其次进行主题抽

取，为了提升主题建模的准确性，采用了单词先

验的 Guided LDA（Guided Topic modeling with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8]模型来进行主题划分。

（三）模型训练

本研究采用困惑度（Perplexity）这一评价指标

来确定主题数量[9]，得到如图 3所示的困惑度变化

情况。困惑度表示文档所属的主题的不确定性

（信息熵），当困惑度下降趋势不再明显或处于拐

点处时，此时的 k值为最优主题数。在本研究中，

当主题数目为 18时，文本集合的 LDA模型困惑度

较小，且困惑度的值变化保持稳定，不再随着主

题数量的增多而明显下降，同时具有较好的理论

性和可解释性。因此，本研究设定最优主题个数

为 K=18。

关于超参数设置，使用 Collapsed Gibbs-Sam-

pling（CGS） 来推断主题的分布和词的分布。其

中，迭代次数为 2000 次，α=50/k，k= 主题数，

β=0.01。最终抽取各主题下概率最大的 20个词，

按照词频从大到小输出，并选取每个 Topic下的概

率前 5左右的词汇作为该 Topic含义的代表，以此

为基础核心词汇进行主题标识。

三、研究发现

（一）数据结果

经过 LDA模型训练和主题抽取等分析过程，

最终选择确定了 k=18个最优主题。按照每个主题

下各词项概率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抽取各主题

下高概率的词汇，并依据高概率词项含义，查阅

相关文献和咨询专家对主题进行人工标识，得到

主题 -词项分布情况，如表 1所示。

根据文档 -主题概率分布得到每一篇文档从图 3 不同 topic数目下困惑度的变化趋势

主题标识 词项 渊与主题相关的高概率词冤
Topic1 实践应用

practice,immersive,paywalls,digitalnews,
interactive

Topic2 理论工具
diffusion,discourse,gatekeepers,field theory,
affordances

Topic3 研究方法
survey,experimental,ethnography,interviews,
content analysis

Topic4 数字技术
computational,algorithm,intelligence (AI) ,
digital,automatic

Topic5 数据使用
dataprocessing,sources,data visualization,
big data,content

Topic6 媒体平台
online,mobile,social media,multimedia,
newspapers

Topic7 职业身份
freelance,journalistic,correspondents,
publishers,editors

Topic8 政策制度 policy,law,institution,legal,government
Topic9 用户群体 storytelling,immigrant,users,bloggers

Topic10 数字经济 financial,economic,capital,advertising,business
Topic11 地理区域 national,local,hyperlocal,transnational,global
Topic12 内容生产 newsroom,curation,professional,personalization,

citizen journalism
Topic13 新闻类型 longform,data journalism,narratives,

virtual reality,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Topic14 新闻真实 truth,accuracy,disinformation,verification
Topic15 价值理念 meaning,transparency,objectivity,quality,ethical
Topic16 情感转向 affective,negative,emotion,positive,post-truth
Topic17 转型创新 shift,innovation,change,transformation,revolution
Topic18 学科建设 boundary,discipline,subject,journalistic field,

interdisciplinary

表 1 Digital Journalism文献的主题-词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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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不同主题的概率，从而可以计算出每个主题

的强度。主题强度的大小就是主题在某一个时间

窗口内受到的关注程度，即在某一时间窗口上某

主题的强度与包含该主题的文档数目成正比，主

题强度越大越有可能被认为是热点主题。主题及

其对应强度如表 2所示。

（二）热点主题

参见表 2中的主题强度，可以看到在数字新

闻学研究中存在一些被重点关注的热点主题，这

里只对以下 6个热点主题进行详细分析。

1.政策制度。随着数字新闻发展的不断深入，

关于数字新闻的政策（policy）和制度问题越来越

突出，成为数字新闻学实践和研究中的热门主题。

目前，世界范围内对数字平台的监管政策在国家

和政府（government）政策议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尤其是对于平台垄断和平台竞争问题。[10]比如，以

Facebook等为代表的数字新闻平台常因对经济、社

会和民主等施加不正当影响而受到强烈批评，因此

需要建立“新一代互联网监管”（a new generation of

internet regulation） [11]。同时，数字新闻的发展不仅

是媒体机构的自主发展问题，也需要来自政府的

政策保障，近年来媒体不断呼吁能够制定新的政

策以支持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12]

2.职业身份。这一主题对数字新闻生产过程中

的多种身份转变进行了探讨，包括新闻编辑（edi-

tors）、职业记者（journalists）等，对于自由记者

（freelance）这一参与数字新闻生产的新职业身份

也进行了较多研究。数字新闻的发展不仅依赖于

职业记者，还依赖于自由记者、评论员等多种渠

道。[13]但按照传统记者的定义，数字记者和自由记

者被排除在新闻记者的群体之外，造成了严格的

身份界限和模糊的新闻实践并存的局面[14]，进而塑

造了一种处于尴尬位置的电子连接的自由记者

（e-lancer） [15]。关于自由记者等非职业记者参与数

字新闻生产的研究还发现，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专

业新闻记者借助数字技术更好地完成了数字新闻

报道，另一个方面则是数字化时代新闻记者的劳

动时间被进一步延长，报道数量进一步增加，并

不拥有自由记者的自由空间。[16]这些都是这一研究

主题重点关注的问题。

3.新闻类型。在数字新闻时代，数字技术提供

了更加丰富的制作工具，使得不同媒体都具有了

实施资源密集型的新闻生产的能力[17]，比如融媒体

新闻、多媒体叙事、调查性新闻（investigativejour-

nalism）、数据新闻（datajournalism）、虚拟现实新

闻（virtualreality）等基于数字技术的多态化新闻类

型。同时，在碎片化阅读时代，数字长篇故事

（digital longform stories）新闻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也增加了数字新闻创新的动力。[18]数字长篇故事

可被视为是包含了丰富文本和多媒体元素的复杂

新闻项目，一定程度上它是对当前快速、即时新

闻趋势的“逆向发展”[19]。因此，数字媒介技术和

数字新闻形态都在不断变化，关于新的新闻类型

的研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

4.用户群体。在数字新闻时代，新闻出现了产

消者合一的趋势，打破了专业记者新闻生产的垄

断地位。用户既是新闻生产者，又是信息消费者，

用户群体从新闻受众转变为社交新闻发布者、微

播客主播、新闻故事讲述者等信息生产者。同时，

他们也更青睐于消费数字新闻，尤其是新生代的新

闻消费者，构成了数字新闻原生一代 （digitalna-

tives），出现了 youtuber、blogger等新兴职业。[20]另

一方面，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传统新闻原住民也

已经向数字化平台完成了大规模迁移，成为新平

台使用的数字移民。在这一主题中，不同形态和

组织方式的数字新闻对于用户传播效果的影响和

差异也是被重点关注的研究问题，比如在向用户

传达信息时可视化统计图表的作用和效果等。[21]

5.学科建设。在数字新闻媒体环境中，影响数

主题 强度 主题 强度

政策制度 0.067992909 内容生产 0.049860821
职业身份 0.063906547 媒体平台 0.049215711
新闻类型 0.06288298 数字技术 0.048559974
用户群体 0.060844957 研究方法 0.04834759
学科建设 0.057775647 理论工具 0.04813053
价值理念 0.053261086 地理区域 0.048128125
数字经济 0.053113453 转型创新 0.048127079
数据使用 0.052440639 实践应用 0.048126107
新闻真实 0.051162389 情感转向 0.048123455

表 2 1998-2021年 Digital Journalism研究主题及
强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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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新闻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对于认识数字新闻应当秉承跨越学科边界的整合

视角，探索多元方法和框架。[22]比如有研究者将新

闻学和语言学结合在一起，并借助计算机文本分

析（computer-based text analysis）和词共现可视化(vi-

sualisation of word co-occurrence)等技术，从而以跨

学科（interdisciplinary）研究的方式来探讨新闻价值

的话语维度。[23]还有研究者从文化研究、数字技术

等跨学科的视角对自动化新闻进行了探究，以揭

示数字技术对新闻流程的再造意义。[24]通过这些学

科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到，数字新闻学在努力成为

一个独立学科的同时，也在不断与其他学科之间

发生着交叉融合，数字新闻学不再是传统的单一

人文学科研究领域，而是在不断打破学科的边界

（boundaries）。

6.价值理念。不管数字新闻业如何发展，新闻

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始终是新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

主题之一。比如，目前数据新闻仍是新闻编辑部正

在扩张的一个领域，研究者基于 305家新闻机构对

数据新闻生产中数据的透明度(transparency)进行了

研究，并坚信数据新闻有能力让新闻业变得更加透

明。[25]还有研究者通过对 30位记者的深度访谈，探

讨了记者作为真相讲述者的角色，揭示了数字新闻

时代真相的复杂性，对于新闻客观性构成了巨大

挑战。[26]同时，由于数字新闻的情感转向和后真相

时代的影响，相比传统新闻业，新闻客观性被一些

学者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同时，还有一些标题党

新闻（clickbait）、虚假 /错误信息（fake/misinforma-

tion）等广泛传播，研究者期望建立基于算法和机器

学习的自动化解决方案（automation, education and

regulation）来应对这些价值伦理问题。[27]

（三）演化分析

将文档 -主题概率分布按年进行计算，获得

各个主题在不同且连续的时间窗口内的主题强度

分布。根据不同时间窗口内的主题强度的变化情

况，能够分析研究主题随时间变化的演化趋势。

由于早期关于数字新闻学的研究文献较少，导致

主题强度波动较大、缺乏规律性，而随着文献数

量的不断增加开始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此，

这里主要分析 2012-2021年这十年间数字新闻学

研究主题强度的演化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因为

2021年数据统计不完整，所以其变化趋势只作为

分析时的参考。根据不同时间窗口内主题强度的

变化趋势可以发现，虽然在不同时间节点每个主

题的强度变化都有一定的波动，亦有少量主题呈

现下降趋势，但也仅仅是一种弱下降。整体而言，

近 10年来数字新闻学正在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

一门显学，大部分研究主题都保持着相对稳定和

上升的趋势。为便于分析，本文仍将数字新闻学

研究主题的演化趋势分为三类：有 7个主题的强

度呈上升趋势，有 5个主题的强度呈弱下降趋势，

有 6个主题的强度变化呈平稳趋势。

1.呈上升趋势的主题。

图 4 展示了 2012-2021 年间呈上升趋势的主

题，包括 topic 4数字技术、topic 8政策制度、topic

9 用户群体、topic 10 数字经济、topic 13 新闻类

型、topic 15价值理念和 topic 18学科建设。对应

于表 2主题强度分布，可以发现 topic 8政策制度、

topic 9用户群体、topic 13新闻类型、topic 15价值

理念和 topic 18学科建设这 5个主题的强度都位居

所有 18个主题强度的前列。

（1） topic 4数字技术虽然不是强度最大的主题

之一，但该主题的强度整体上逐年上升。数字新

闻研究是伴随着数字新闻这一新闻实践产生的，

而数字新闻本身即是由数字技术发展催生的，因

此数字新闻研究与数字技术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数字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是全球新闻学研究过去

十余年间的核心议题。 [28]在数字技术的强烈冲击

下，新闻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已经发生了新的变

化[29]，新的技术逻辑不断解构着传统的新闻逻辑，

图 4 呈上升趋势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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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在数字新闻中的作用不断被放大。未来

对于数字技术的研究还会逐年上升，并将从技术

应用转向对技术逻辑和价值等方面的探讨。

（2） Topic 8政策制度不仅呈现出了持续上升

的趋势，而且其主题强度一直处于各主题的前列。

如前述分析，关于数字新闻和数字平台的监管治理

等日益成为新闻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对与之相关

的政策制度相关问题的探讨正在逐年上升。这是由

于数字新闻逐渐成为了一个影响力的应用和研究领

域，与之相伴的便是各类不规范现象的产生，需要

完善的制度、法律（law）等治理体系来应对解决。

（3） Topic 9用户群体主题强度除了在 2017年

稍有下降，整体上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随着数

字媒介环境的变化，数字新闻用户结构与功能也

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不再是被动的新闻

消费者，而是发展出了多种身份和多元化角色。研

究处于变化中的用户群体，对于数字新闻生产模式

创新和传播效果提升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能

够帮助媒体机构打造出更具吸引力的数字新闻项目，

以及更好地满足用户生产新闻、消费新闻的需求。

（4） topic 10数字经济主题的强度在 2015年经

历了短暂下降之后，转而整体上开始逐渐上升。

数字新闻的产消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当前由大

型投资者、风险资本等支持的盈利性数字新闻公

司在新闻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30]，数字广

告营销、媒体品牌打造和经济资本引入等都是媒

体实现数字化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力

量的介入对于数字原生新闻的发展具有强大的促

进作用 [31]，但数字平台的资本化也带来了一些问

题，它超越了数字通信本身的技术赋能潜力，导

致了新闻消费的过度娱乐化等问题[32]，新闻作为产

品的经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新闻作为公器

的社会价值。另外，尽管数字原生新闻的媒体的

发展日益成熟，但传统新闻品牌仍然占据了最受

欢迎新闻网站的大部分，其原因是传统新闻品牌

由于其规模和资本优势而具有较大的结构性优势[33]，

这也是数字新闻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面对的问题。

（5） topic 13新闻类型揭示了当前数字新闻生

产中丰富的新闻形态，包括 VR/AR新闻、数据新

闻（datajournalism）、可视化（visual）新闻、叙事性

新闻（narratives）、长篇多媒体融合新闻（longform）

等，以及数字新闻时代数字工具在调查性新闻报道

中的潜力和新闻记者如何利用数字创新进行调查性

新闻报道的操作实践。[34]从内容形态上来说，数字

新闻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从最早的文字新闻，

到图片新闻、视频新闻，再到如今的直播新闻和短

视频新闻等，这些都构成了这一主题丰富的研究内

容。

（6） topic 15价值理念在 2017年以前稍微有所

下降，之后开始明显上升。该主题反映的是传统新

闻学的基本价值理念在数字新闻时代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数字新闻学对传统新闻学客观性（objectivity）、

透明性（transparency）等核心理念的重构。在数字新

闻时代，由于标题党（clickbait）的存在、新闻把关

的缺失以及对流量的追求，导致对新闻质量

（quality）和社会意义（meaning）的下降，出现了一系

列挑战新闻伦理的新闻事件。因此，关于数字新

闻的价值理念等方面的探讨在未来还将继续。

（7） topic 18学科建设主题在 2016-2018年有

所下降，之后开始明显上升。该主题讨论的则是

数字新闻学随着数字新闻的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

全新的学科逐渐建立的过程，它是对传统新闻学

科的重构，研究对象、问题和理论都在发生变化。

同时，数字新闻学具有学科交叉的性质，融合了

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可视化技术等多个学科

知识，打破了学科之间的边界。目前数字新闻学

研究尚未发展成为一个十分完善的学科体系，因

此对于这一主题研究的热度还将继续上升。

2.呈弱下降趋势的主题

图 5展示了 2012-2021年间呈弱下降趋势的主

题，包括 topic 3研究方法、topic 6媒体平台、topic

7职业身份、topic 12内容生产和 topic 14新闻真实。

图 5 呈下降趋势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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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pic 3研究方法的主题强度在经历一段时

间的上升之后，整体上强度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囿

于数字新闻学研究方法的有限性。目前使用较多的

研究方法有调查(survey)、实验(experimental)、访谈

（interviews)、内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和民族志

（ethnography)等方法，在量化或者计算研究方面还

比较少，数字新闻学研究可能还没有探索出更加

丰富、完善的研究方法体系。

（2） Topic 6 媒体平台主题在 2015 年短暂上

升，之后开始缓慢降温。2015年正处于新旧数字

平台迭代的交替时期，手机移动媒体(mobile)、多

媒体 (multimedia)、社交媒体(socialmedia)已经占据

了主流，而报纸(newspaper)、广播和传统互联网新

闻平台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整体来看，媒体平

台主题强度并不十分高，强度值基本上处于 0.05

之下。

（3） Topic 7职业身份主题虽然是所有主题中

关注强度最高的主题之一（表 2显示，在所有主

题中，其强度仅次于政策制度位居第二位），但其

研究关注度在最近几年中却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

势。这可能与下述原因相关：在数字新闻发展早

期，新闻记者的角色定位开始出现了分化，传统

新闻记者出现了自我身份认知模糊的现象，也面

临着数字化转型的痛苦和探索；此外，作为非职

业记者的普通用户也在逐渐形成了自由记者、公

民记者等新的用户角色，这些问题极具研究和探

讨的实践意义。但是随着数字新闻业的快速发展，

无论是专业记者还是社会公众，对数字化时代新

闻从业者的多元化身份格局认知似乎正在形成共

识，因此研究者的关注度也有所转移。

（4） Topic 12内容生产主题在 2014-2016年经

历了一段时间的上升，之后强度开始逐渐下降。

与新闻记者职业身份主题类似，早期新闻信息生

产方式处于剧烈的转变之中，在传统新闻采编形

式的基础上，出现了个性化新闻 (personalization)、

策展新闻(curation）、公民新闻(citizenjournalism)等

新形式，形成了新的新闻编辑室(newsroom)模式。

随着这些新闻生产方式的不断完善，新的新闻内

容生产方式的探索仍在不断探索中，理所当然，

新闻内容生产的研究和思考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5） Topic 14新闻真实的主题一直处于相对波

动的状态，但整体上呈现出了弱下降的趋势。新

闻真实的问题是新闻价值理念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是学界始终关注的重要争议性问题之一。随着媒

介环境、传播技术和新闻样态的变化，每个时期

新闻真实主题都会出现不同的新问题，这可能是

导致主题强度不断波动的原因。到了 2021年新闻

真实的问题又开始上升，再次吸引了学界的关注，

这一主题又具有了新的想象和探索空间。

3.呈稳定趋势的主题。图 6展示了 2012-2021

年间呈稳定趋势的主题，包括 topic 1 实践应用、

topic 2理论工具、topic 5数据使用、topic 11地理

区域、topic 16情感转向和 topic 17转型创新。整

体上看，这些主题的变化趋势不大，且强度值不

高，主题强度值一般处于 0.045-0.050之间。

（1） Topic 1实践应用主题在 2017年前后有短

暂上升，整体上趋于平稳。数字新闻实践应用主

要围绕着数字新闻(digitalnews)、数字实践(practice)

等问题展开，对数字付费墙(paywalls)、沉浸式(im-

mersive)新闻、可视化 (visualization)新闻、交互式

(interactive)新闻等数字新闻技术应用进行了探讨。

（2） Topic 2学术理论主题中所指向的是数字

新闻学研究中主要使用的理论，包括信息扩散理

论(diffusion)、元话语分析(discoursev、把关人理论

(gatekeepers)、场域理论(fieldtheory)以及技术可供性

(affordances)理论的探讨。数字新闻学研究中对场域

理论等经典理论进行了新的拓展性应用，用以解

释数字新闻研究中的新问题，但是更多的依然是

对于传统新闻学理论的应用和继承，还未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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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闻学原生的新理论。

（3） Topic 5数据使用主题包括两方面的研究，

一方面是数字新闻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比如

质性数据(qualitativedata)、公开数据(publicdata)、用

户数据(audiencedata)等；另一方面是数字新闻生产

实践中对于数据的使用，比如大规模媒体数据

(mediadata)、数据新闻、数据可视化等数据。同

时，研究者还对新闻生产者如何使用数据进行新

闻生产，比如数据使用方式和规范等 [35]进行了较

多关注。但数据作为数字新闻实践中的核心要素

之一，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还不太够。

（4） Topic 11 地理区域主题探讨的是地方性

(local)数字新闻转型、超地域性(hyperlocal)信息服务

和跨地域性数字新闻等问题。数字新闻的特点之

一就是打破了传统新闻时代发行地域和传播范围

的物理限制，能够实现全球性(global)、全国性(na-

tional)和跨地域性(transnational)传播。

（5） Topic 16情感转向问题是数字新闻研究中

的重要议题之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

注。相比于传统新闻时代，情感在数字新闻中的

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被称为数字新闻的“情感

转向”(emotionalturn)。与此同时，伴随着情绪在信

息传播中的渗透，也出现后真相(post-truth)式的传

播问题。对于这一日益突出的问题，需要学界给

予更多的关注。

（6） Topic 17转型创新主题探讨的是传统新闻

业向数字新闻业转型发展的问题。随着数字技术

的发展，新闻业的数字化(digitization)实践不断深

入，开启了新闻生产、消费和传播的全方位转型

(transformation)。数字新闻业对传统新闻业进行了

革命性(revolution)地重构，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创新

(innovation）。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借助 LDA主题模型的计算方法，对国际

学界关于数字新闻学的研究主题和演化趋势进行

了计算分析。

首先，本研究揭示出了数字新闻学研究所涉

及到的众多研究主题，既有数字新闻转型创新、

新闻样态、新闻用户、内容生产、职业身份、媒

体平台、数字经济等新闻实践领域的研究主题，

又有关于数字新闻的价值理念、新闻真实、政策

制度、学科建设等学科和理论的研究主题，还有

关于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工具、研究方法和数

据使用等研究框架的探讨。这些研究主题基本上

反映了当前数字新闻学主要关注的研究对象和问

题。

其次，本研究通过对这些主题强度的计算，

发现在诸多研究议题中，政策制度、职业身份、

新闻类型、用户群体、学科建设和价值理念等是

强度较高的热点研究主题。同样也有研究者曾对

数字新闻学的研究主题进行过文献分析。例如，S.

Steensen等人在对《数字新闻学》这本期刊在 2013

至 2018年间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时指出，数字新

闻学研究重点关注的主题有“技术”“平台”“受众

（用户）”“方法”“理论”等[36]；而白红义等则通过

对中国数字新闻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

在中国当前的数字新闻研究中，“转型”与“创

新”是中国数字新闻研究的关键议题，主要包括

新闻从业者与新闻组织的转型，基于新闻机构的

机制体制创新和新闻产品创新等。 [37]这其中，“受

众（用户）”“新闻从业者”“体制机制创新”等热

点主题都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但是“技术”“平

台”“方法”等却与本研究的结果有所差异，这可

能是因为不同研究选取的文献存在差异所导致。

再次，本研究揭示出各研究主题强度随着时

间推移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呈现出不同的演化

趋势。这一方面显示出数字新闻应用和实践的媒

介环境变化，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了数字新闻学研

究领域研究者关注议题的变迁。从主题演化分析

的结果可以看到，不同研究主题的强度呈现出了

上升、弱下降和平稳三种演化趋势。事实上，由

于近 10年来数字新闻学正在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

的一门显学，所以大部分的主题都保持着相对稳

定和上升的趋势，只有少量主题呈下降趋势，而

且也仅仅是弱下降。另外，由于 2021年文献数量

有限，虽然只是作为演化趋势分析的参照，但仍

可以看出，进入 2021年大部分主题的强度都有所

上升，即便是强度呈现下降趋势的几个主题也是

如此。由于 LDA主题模型是一种概率分布，在计

数字新闻学·理论脉络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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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主题强度时是假定每个文档（基本上）包含所

有的主题，只是每个主题在文档中的概率不同，

因此这或许也可以说明，数字新闻学在 2021 年

及未来的研究中正呈现出主题越来越综合化的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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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传播”，乍看起来似乎是两个没有太多关系的概念，但是作者在

多年从事相关研究以及阅读这两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这两个概念之间有很多的

相通之处，并不像从表面看起来那样的没有关系。在国内传播研究中，的确也有

过“民族传播”“民族传播学”“民族志传播（研究）”“传播民族学”等等不同的

表述，在这些表述中，如“民族志传播”或“民族志传播研究”，主要是从方法

或研究取向的方面来讲的，严格说起来，和“民族”并无直接关系（尽管“民族

志”的表述与“民族”有关）。其他几个表述，或许是看到了“民族”与“传播”

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或许也并未看到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只是一种随

意的说法。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至少在目前的中文传播研究中，还没有人对“民

族”与“传播”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做过较为深入的讨论。在我们看来，那种

“拉郎配”式拼贴出来的概念（或术语），除了能够制造出一种繁荣的“假象”，

对于学术的发展、理论的进步不仅毫无益处，反而有害。因为如果不从概念的内

涵上打通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那种拼贴式的概念（或是说法），一方面因

难以深究（或是不敢深究）过一段时间就不得不“改头换面”，另一方面，这样

的“投机”的学术研究不但不能促进理论或知识的进步，反而会对良好的学术风

气带来危害。

基于此，本文将聚焦于“民族”与“传播”两个概念，并围绕如下问题来展

开：“民族”与“传播”各自的含义是什么？“民族”与“传播”的观念以及相

关的学术话语是如何形成的？从它们所产生的背景来看两者又具有怎样的联系？

在既往的讨论中，哪些理论话语已经表明了这两者是相通的？其相通的关键节点

又是什么？

“民族”与“传播”：一种概念层面的辨析 1)

郭建斌 苏涛

摘要 野民族冶 与 野传播冶袁 是两个具有很多内在关联的概念袁 本文对 野民族冶 与 野传播冶 的各自含义尧
两个概念以及相应的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尧 具体的关联理论袁 以及 野民族冶 与 野传播冶 关联性的又一种理
论表达 渊野共同体想象冶冤 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遥 这样的梳理袁 对于更好地促进 野民族冶 与 野传播冶 研
究的学科交叉袁 进而推动理论上的进步袁 均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遥
关键词 野民族冶 ; 野传播冶 ;概念辨析; 野共同体想象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郭建斌袁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袁 博士生导师袁 云南昆明 650091;苏涛袁 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袁 云南昆明 650504

1)基金项目院云南大学一流大学野民族传播研究与媒体人类学冶创新团队项目渊C1762402002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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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民族”？何谓“传播”？

关于“民族”与“传播”的含义，在各自的

学科中均有过不少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

重复这些讨论，而是在别人相关讨论的基础上，

对其含义做一个简要说明，便于展开本文后面问

题的讨论。

（一）何谓“民族”？

何谓“民族”？简单地来说，就是指一个特定

的人类群体。当然这不是一种学术化的表达。关

于这样一种特定的群体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我们

在下文中将会做详细说明，在这里主要对“民族”

概念的含义做一个粗略的梳理。

既往关于“民族”的讨论，主要是在两个方

面来展开的，一个是文化维度，一个是政治维度。

但是，在我们看来，其实还应该有另外一个维度，

这一维度在既往的研究中也有涉及，并且与当下

出现的某些新的研究领域相关，我们称其为科学

维度。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1.文化维度。当我们在谈论“民族”时，有时

是从文化维度来理解的，因而民族学也称为“文

化人类学”。正如凌纯声所说的，“因为民族学的

研究对象为文化，故又称‘文化人类学’。”①关于

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林惠祥曾做过详细

的说明，他这样写道：

英美所谓人类学是广义的袁 其中分为体质人
类学 渊Physical Anthropology冤 与文化人类学 渊Cul鄄
tural Anthropology冤 二部分遥 欧陆所谓人类学是狭
义的袁 等于英美的体质人类学袁 而民族学则等于
文化人类学遥 但民族学一名在英美也很盛行袁 其
意义与欧陆无别袁 而与文化人类学可以通用遥 在
英美文化人类学又别称为 野社会人类学冶 渊Social
Anthropology冤袁 体质人类学又别称为 野人体学冶
渊Somatology冤遥 [1]

哈维兰从学科的角度所进行的说明似乎更为

简明，他这些写道：“在传统上，人类学被划分为

四个领域：体质人类学和三个文化人类学分支学

科：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 [2]我们在这

里并不是要对学科名称进行讨论，而是因为在谈

及相关问题时不少人并不清楚上述不同名称之间

的关系，因此做一个说明。简单地说，当我们从

文化维度来理解“民族”这一概念时，它与文化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意思几乎就是完全相

同的。当然，这里又引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即何谓“文化”？雷蒙·威廉斯把“文化”（Cul-

ture）称为英文里“两三个比较复杂的词”[3]之一。

“文化”概念的复杂性，也意味着当我们从文化的

维度来理解“民族”时，其含义也是十分复杂

的。在此，我们倾向于从赵仲牧先生关于文化的

总体构造的观点来理解文化。赵先生把文化区分

为三个层面，即实物层面、行为层面、观念层面，

在实物层面中，又包含了劳动产品（食物、器物、

工具、武器、工艺品等）、观念化的自然物 （有

固定象征意义的自然物）；在行为层面中，又包

括生产 -技术行为（生产实践、技术操作、交换

行为等）、语言符号行为 （语言传达行为、其他

符号传达行为）、伦理 - 行政行为 （道德行为、

伦理行为、政治行为、管理行为等）；在观念层面

中，又包括实证知识、观念价值【实用观念、生

产 -交换观念（经济观念）、求知 -爱智观念（科

学观念、真知观念）、伦理观念（道德观念、法律

观念）、信仰 -宗教观念（自然崇拜、巫术观念、

宗教观念）、审美 -艺术观念（娱乐观念、审美观

念等）】。[4]赵先生特别说明，这样一种文化的总体

构成，包含人类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上

述这样一种文化构成，几乎完全囊括了我们在讨

论文化时的所有方面，同时，也囊括了当我们从

文化维度来理解“民族”时的所有方面。因此，

当我们从文化维度来讨论“民族”时，两者的含

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套用我们在此部分开头的说

法，所谓民族，指的就是具有某种特定文化的一

群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学的研究也就等

同于人的研究，也正因如此，才有哲学家曾对人

类学做出过如此的美誉：“人类学是所有学科中

最具解放性的。它不仅纠正种族和文化优越性的

淤 凌纯声. 民族学与现代文化[N]. 国立中央大学日刊袁1932渊873冤院12-21.此处转引自院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渊上冤[M].昆
明院云南教育出版社袁1997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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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误，而且致力于研究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所

有民族，它对人的本质的阐明超过哲人的所有反

思或实验科学家的所有研究。”①这里所说的民族，

其实也是泛指所有的人。但是，人类学对于人的

理解，又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特定的文化构成

的，同时，这里又引入了一个时间维度（历史），

正是由于上述文化构成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差异，

以及相应的历史变迁，导致了作为人的“民族”

的复杂性。因此，从文化维度来理解民族，民族

即文化，民族即人。②

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理解“民族”过于宽泛，

这是因为没有理解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

“民族”的含义所致。人类学意义的“民族”，包

含了人类历史及当下所有的人。这一方面表明了

人类学的开放性，同时，这也应该成为当下我们

理解人类学的一种基本共识。如果此时民族学还

要与人类学具有相同的意义，对于“民族”的理

解也应当具备这样的一种视野。用一个公式表示：

民族 =文化 =人。从这三个词所对应的观念产生

的时间来看，人是最先的，文化其次，民族第

三。

2.政治维度。当我们在谈论“民族”时，有

时又是从政治维度来理解的，甚至有时候这一维

度成为了我们理解“民族”的唯一维度。尽管

“民族”的含义在很多时候可能是这一维度上的，

但是若仅仅把“民族”的理解局限于这一维度，

忽视了前文所说的文化维度，对于“民族”的认

识和理解是不完整的。人类学意义上民族研究也

无从谈起。

林耀华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

“民族”一词的丰富含义进行过较为系统地梳理，

具体明确为四重含义，分别以民族 1、民族 2、民

族 3、民族 4指代，林先生这样写道：

从前面的分析袁 我们可以总括的说院 民族 1

渊仫劁刳剜劂要要要V lker要要要剡匮剽剜卣仨冤 指的是最一般最广
义的人们共同体的意义袁 它包括从原始时代一直
到社会主义时代的共同体遥 民族 2 渊Nation要要要
Nationalit t要要要剡匮罔刳剜剡匮剌仡剡剜劂劁仡冤 指的是较广泛的
人们共同体的意义袁 它包括从阶级社会产生以后
的各个时代的共同体遥 民族 3 渊剡匮罔刳伛冤 指的是现
代民族袁 也就是资本主义上升以后具有的四个特
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遥 民族 4渊剡匮剽剜罔剡剜劂劁仡要要要V

lkerschaft冤 是在 剡匮罔刳伛 确定专指现代民族之后袁
逐渐被用来指明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人们共同

体袁 但是在苏联也指明那些在十月革命时没有来
得及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共同

体遥 [5]

林先生此处总结的马克思、列宁经典文献中

的“民族”的四重含义，应该说主要是从政治维

度来理解民族的，这里所说的共同体（国家也是

政治共同体的一种形态），更倾向于政治共同体的

意义，而不是文化或社会意义上的“共同体”。对

于这两类“共同体”的差别，本文后面还会讲到。

正是基于“民族”政治维度的理解，丹克沃

特·A·拉斯托才这样写道：

民族思想的普及要归功于两个历史运动院 首
先袁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战争袁 使得这个思想从
法国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袁 尤其是传播到德国尧
意大利尧 西班牙和俄国曰 其次袁 20世纪反殖民主
义运动袁 使得这个思想广泛传播到亚洲尧 非洲和
其他大陆遥 [6]

在这里，拉斯托讲到民族主义思想起源于法

国，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以及亚非大陆。这属

于本文所讲的“传播”的一个方面，后文还会做

详细说明。

3.科学维度。在这里，我们把并不属于传统的

（或狭义的）民族学研究范畴的体质人类学、语言

人类学，以及当代引入基因技术对某些特定人群

淤此话是格拉斯窑德窑拉古纳在她 1941年就任美国哲学协会东方分部主席演说时的陈述遥 转引自哈维兰的叶文化人类学曳
一书遥
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袁有不少学者对野民族志冶的翻译提出异议袁认为应该翻译为野文化志冶渊张小军袁木合塔尔窑阿皮孜.
走向野文化志冶的人类学院传统野民族志冶概念反思[J]. 民族研究袁2014(04):49-57+124.冤尧 野互经验文化志冶渊刘海涛.主体民族
志与当代民族志的走向[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渊哲学社会科学版冤袁2016袁38(04):2-6.冤尧野人志冶渊朱炳祥.事窑叙事窑元叙事:野主
体民族志冶叙事的本体论考察[J].民族研究袁2018(02):40-53+124.冤等遥 在我们看来袁这当然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袁但是
强化对于野民族冶概念的文化维度的意义的理解袁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解决问题的又一种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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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试论民族概念界定的困境与转向[J].民族研究,2011(02):1-9+107.金炳镐,毕跃光,韩艳伟.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
颠覆?要要要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二[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02):4-15.
于参见院敬东. 关于野民族冶一词的概念问题[J]. 民族研究袁1980渊04冤:7-12.何叔涛. 民族概念的含义与民族研究[J]. 民族研
究袁1988(05):17-24.
盂引自院余也鲁为宣伟伯渊施拉姆冤叶传学概论曳中译本所写的代序遥 参见院宣伟伯著袁余也鲁译. 传学概论要要要传媒窑信息与
人[M]. 香港院海天书楼袁1983院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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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如“分子人类学”①等等称之为“民族”

的科学维度。之所以要提这样一个维度，一方面

是诸如已经存在的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等，

在相当程度上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

并且也涉及了前面所讲到的“民族”的两个维度；

另一方面，最近出现的像“分子人类学”，甚至还

有采用大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等来对“民族”进

行研究的。凡此种种，均表明“民族”其实还存

在这样的一个科学维度。从这一维度来界定民族，

可以做如此表述：所谓民族，指的是由某些科学

证据（包括体质、心理、生物遗传等）证明属于

某个群体的一群人。关于这一点，或许有读者会

有疑问。但这是我们结合当下学科交叉（或是所

谓“新文科”）的现状及趋势做出的一种理解，不

妥之处，也希望读者提出批评。

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的“民族”，其观念、思

想均是源自西方。关于西方“民族”概念进入中

国，有不少学者做过讨论，在此不再重复那些讨

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中文语境中，对于

“民族”的理解，更主要还集中在政治维度。这与

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内的民族识别及制度层面的民

族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样一种对于“民族”

的理解或许存在某些问题，因此，国内从 1980年

代开始围绕“民族”概念进行过不少的讨论②，由

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对这些讨论进行展开说明。

所谓这些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歧就在于前面

讲到的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的侧重点的差别。虽

然这样的讨论对于“民族”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

但是，这样的讨论，的确拓宽了我们对于“民族”

的理解和认识，改变了既往对于“民族”的单一

维度的理解。

（二）何谓“传播”？

正如余也鲁所说的：“传的活动像空气，无所

不在；也像空气，太普遍反而未能有意识地觉得

它的重要。”③较之民族学，传播学无论是在西方

国家的出现以及进入中国，均要晚得多。如果从

1970年代末期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大陆算起，至

今也只有 40余年。在过去 40多年的时间里，通过

数量不菲的外文著作的翻译，国人对于“传播”

的含义的理解，也不断地深入、完整。尤其是随

着现代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中国与世界上绝大

多数国家一样进入了“全球化”“媒介化社会”

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传播”的重要性，

并且，随着人们对于“传播”的含义的理解的不

断深入、完整，人们意识到所谓“传播”，也并不

仅仅是一种信息的传递，或者说是前文所说到的

民族思想从法国向欧洲各国，乃至亚非大陆的

“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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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此处词义来自野汉典冶院http://www.zdic.net/c/0/157/345558.htm.
于中文中所说的野传播学冶袁对应的英文就是 communication袁本文所说的野传播冶袁均是在 communication的意义上来讲的遥
盂华人学者潘忠党曾在一篇中文的文章中引用过克里蓬朵夫的相关讨论袁但是潘忠党的表述稍有不同袁潘文的六重隐喻
是院传送尧导体尧容器尧拷贝尧权力尧社区遥 参见院潘忠党.传播媒介与文化院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渊下冤[J].现代
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05):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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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概念有些类似，无论是在中文还

是英文中，“传播”均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的词汇。

在中文语境中，“传播”有“传送或散布”（如

“传播知识”）、“传染”（如“传播疾病”）、“广泛散

布”（如“负责传播书籍的图书馆员及出版者”）、

“使普遍知道”（如“传播关于最新科学发明的情

报”） ①等含义。当然，这样的词典含义与作为学

术概念的含义并非同一回事，因此，对于传播研

究中“传播”一词的讨论，不能从各自文化词源

的角度去进行讨论。在中文传播研究中，是有王

怡红、宋昭勋等学者对“传播”的含义进行过讨

论，但是这样的讨论，主要还是从英文“commu-

nication”②一词的意义上来讲的。

在英文文献对于 communication的讨论中，克

劳斯·克里蓬朵夫（Klaus Krippendorff）对于 com-

munication的隐喻的讨论，是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的，然而这样的讨论，在既往关于“传播”的讨

论中较少被提及。克里蓬朵夫把 communication的

隐喻区分为“容器隐喻”（The Container Metaphor）、

“导体隐喻”（The Conduit Metaphor）、“控制隐喻”

（The Control Metaphor）、“传递隐喻”（The Trans-

mission Metaphor）、“战争隐喻”（The War Metaphor）

及“舞蹈 -仪式隐喻”（The Dance-Ritual Metaphor）

等六重隐喻[7]③。

克里蓬朵夫上述六重隐喻中的某些方面，如

“战争隐喻”“舞蹈 -仪式隐喻”等，在中文语境

中，是很难体会到这样一些隐喻的存在的，这其中，

既有制度文化方面原因，也有学术路径方面的原因。

其实克里蓬朵夫所讨论的英文中 communication的

这样一些隐喻，也并非是说英文 communication本

身存在这样的一些意义，而主要是从 communication

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在讨论 communication问题

时可能的一些理解。

应该说，克里蓬朵夫这样一种对于“传播”

的理解，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文献中对于“传播”

的含义最为丰富的阐明。虽然有些隐喻在不同的

社会文化语境中并非能完全地感知到其意义，无

法完全照搬克里蓬朵夫这样的一种意义划分，但

是克里蓬朵夫这样的一种详细的意义区分的工作，

对于我们理解“传播”十分具有启发意义。在上

述六重隐喻中，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或许最好理

解的是“传递隐喻”，但是除了“传递”之外，就

“传播”而言，还有其他的含义。

此外，在英文文献中对于“传播”的讨论，

还有一种十分有启发的观点是美国学者詹姆斯·凯

瑞（James W. Carey，以下简称凯瑞）所说的“传

播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对于“传递

观”，凯瑞的解释是：“传播是一个为了对距离和人

进行控制而使信息在空间得以传递和发布的过

程。” [8]对于“仪式观”，凯瑞的解释是：“传播的

仪式观并非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

上对社会的维系；不是指传达信息的行为，而是

共享信仰的表征（representation）。” [9]凯瑞这样的

一种对于传播的洞察，直接的影响来源是美国人

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文化

的阐释的观点。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格尔兹的观点

为何会直接影响到了从事传播研究的凯瑞？这也

是直接启发我们去思考“民族”与“传播”两个

概念之间存在关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触点”。

较之 1980年代以来国内对于“民族”概念的

讨论，国内对于“传播”概念的讨论显得相对不

足，目前我们对于“传播”的含义的理解，更多

地还是停留在对西方学者相关讨论的介绍方面，

尤其是基于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以及丰富的传播

实践进而形成关于中文语境中的“传播”的特定

含义方面，还有很多的“空白”有待研究者去填

补。

从上述对于“传播”含义的简要说明中也让

我们意识到，虽然前面关于“民族”的含义的说

明中我们看到有学者提到了“传播”，但是使用这

一术语或概念的作者，其对于“传播”的理解，

应该说也是较为简单的，甚至仅仅是作为一个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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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在使用“传播”，并非是把它作为一个具有丰富

含义的概念来使用的。在人类学中的各种理论学

派中，有一个学派中文有时翻译为“传播论学

派”，但是这里所说的“传播”，其对应的英文词

是 diffusion[10]。从上述对于“传播”的含义的说明

中可知，diffusion也具有“传播”的含义，但是就

中文翻译而言，翻译为“扩散”或许更为恰当。

了解这一学派的人都知道，该学派的核心观点是

“将人类文化或社会中的变化，首先归因于物质文

化或习得行为从一起源社会散播到其他社会”[11]。

二、“民族”与“传播”相关研究产生的背景

要讲清楚“民族”与“传播”之间的关系，

除了上述两个概念的含义之外，还需要对这两个

概念相关的学术研究产生的背景进行考察，以便

更好地理解这两个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如前所述，在“民族”“文化”和“人”三个

概念中，“人”是最为古老的，其次是“文化”，

再次是“民族”。虽然我们在前文中也讲到民族研

究可以涉及古代的人，也可以是未来的人，但是

作为某个特定人群的“民族”概念（或观念），则

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在我们看来，地理

大发现、殖民势力的全球扩张，是“民族”概念

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动因。当然这其中也经历了一

个较长的时期，直到 19世纪中期，随着民族学作

为一种特定的知识话语类型的确立，“民族”作为

一种观念，才普遍被人们接受。

西方民族学产生的一种重要原因是因为人们

意识到了文化差异，这是大家讲得较多的，但是

仅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为了达到更为有效的沟

通，这才是更为真实的动机。这种有效的沟通，

正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传播”。正如我们在讲述殖

民势力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关系时通常会

讲到的：“对于殖民地民族及文化的了解是为了因

俗而治，减缓当地民族更为激烈的反抗，以确保

统治的顺利实施。”[12]即便是后来人类学研究中所

说的研究他者，是为了反观自身。这同样是一个

“传播”问题，即传播学所讲的“内向传播”。

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殖民扩

展，一方面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与自己不同

的人，希望去了解这些人以及她们的文化；另一

方面，随着人的全球流动，这些流动的人与自己

的国家、家人的联系，自然成为一种迫切的需求。

上述两个方面，均使得沟通、交流成为那个特定

时代的重要命题。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传播”概念的形成

以及传播学的诞生，比“民族”概念的形成及民

族学的诞生晚了近一个世纪。但是，在有些从事

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看来，作为现代概念的

“传播”（即英文中的 communication）的含义确立，

是 1844年电报的发明。美国学者丹尼尔·切特罗

姆（Daniel J. Czitrom）认为，1844年电报的出现，

“标志着传播（communication）从交通（transporta-

tion）中第一次分离出来，并开启了电子媒介时

代。”[13]而这个时间点，和民族学学科诞生的时间，

几乎是一致的。但是，传播学获得学科的地位，

则是在近一个世纪之后，并且与报纸、广播、电

影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有着更为直接的关

系。关于这一点，其实所有的学科的产生、发展，

情况几乎都是一致的，一定是现实先提出问题，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有相关的学科或研究

领域出现。

从以上对于现代“传播”概念的意义的确立

以及传播学学科的诞生来看，与现代传播媒介有

着直接关系，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先天的局限，制

约了此后的传播研究。或者说即便是西方从事传

播研究的人对于“传播”的理解，其实也不是前

文所说的克里蓬朵夫意义上的“传播”。

当然，就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研究而言，还有

一个重要的传统是英国的“文化研究”，这一传

统，与发端于美国的传播研究有很大的差别。英

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斯图尔

特·霍尔等都曾对“大众传播”“传播”等概念进

行过批评。凯瑞这样写道：

霍尔认为 野传播冶 这个词在实质上和方法上
使得研究变得狭隘而孤立遥 在实质上袁 他的研究
视野狭窄到只涵盖由大众媒介生产与发布的产品袁
于是袁 一方面传播学研究在整体上从文学与艺术
的研究中孤立出来袁 另一方面也从日常生活袁 如
宗教尧 交谈尧 体育这类表达与仪式的形式中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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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遥 [14]

如果回到上文对于“民族”概念形成以及民

族学学科的诞生的历史背景来看，无论是对于

“传播”概念的含义以及传播学的学术史，或许均

要进行重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正是因

为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势力的全球扩展，使得人

类交流、沟通的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

重要。“民族”与“传播”的观念，正是源于这样

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

三、“民族”与“传播”：更为具体的关联理论

如上所述，“民族”与“传播”的观念，产生

于共同的历史背景。在此后的相关讨论中，其实

有更为具体的理论再度涉及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关

系，只不过这些学者均未单独对这两个概念之间

的关系进行说明，或许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显

而易见无需再做讨论的。其实这方面的关联理论

数量还不算太少，在此列举几个在我们看来较为

重要的“理论”。

（一）多伊奇的观点

一位较少被传播学者关注的德裔美国政治学

家卡尔·多伊奇（KarlＷ．Deutsch，以下简称多伊

奇），在其 1953年出版的专著《民族主义和社会交

流》（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中，系

统阐述了他的民族与传播观点。

多伊奇作为一位政治学者，民族与民族主义

显然仍是他在讨论相关问题时的出发点。然而，

与众不同的是，多伊奇认为，“社会（society）和

共同体（community）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是许多

民族问题的根源”。[15]或许正是基于此，他将民族

主义的思考引向了共同体以及与共同体密切相关

的传播（communication）方面。多伊奇由此敏锐地

捕捉到了“传播”与“民族”的关系。他认为：

“一个民族成员的本质在于社会传播（social com-

munication）的广泛互补性。它包含有能力在一个

大的团体里，与其成员而不是与外人，进行更有

效、更广泛的传播（communication）。”[16]

“社会传播”（social communication）不仅是多

伊奇民族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而且

成他考察、监测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指标———他

甚至认为，通过对社会传播的研究，可以准确地

描绘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发展。[17]

在对民族问题的讨论中，多伊奇还特别强调

了文化的意义。然而，他并没有将“民族”作为

一种天赋的文化特质，而认为它是一种社会习得

的文化结果。显然，这种社会的习得过程离不开

传播的作用。正如多伊奇所阐明的：

共同的文化是人们的注意力尧 行为以及思想
和感情中所有共同的一套稳定的尧 习惯性偏好和
优先次序遥 这些偏好中的许多可能涉及传播
渊communication冤袁 噎噎只要一种共同的文化促进
了交流袁 它就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渊community冤遥 [18]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位著名的政治

学家，多伊奇似乎对传播与交流问题的格外敏感，

他还对另一个在政治学领域广受关注的概念———

“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从理论上和

实证上进行了全面阐述，并且由此开启了政治学

中的政治沟通理论的路径。[19]

（二）“想象的共同体”

与多伊奇相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以下简称安德森）则是一位在整个人文

社科领域近乎“妇孺皆知”的学者，关于这一点，

他那本以 29种语言畅销于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想象的共同体》就足以说明问题。虽然没有直接

证据显示安德森是受到了多伊奇的直接启发，但

毫无疑问，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上来看，他关于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的论证，正是对多伊奇的民族与传播观念的发扬

光大。如果说多伊奇明确提出了传播在 （现代）

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安德森则系统阐述

了传播如何作为（现代）民族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

安德森既然把民族界定为“想象的共同体”，

必然需要回答“民族共同体何以成立？民族共同

体的想象何以可能”这两个关键问题。以下，本

文将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梳理，来考察安德森的

“民族”与“传播”观念，且只有通过对这些问题

的梳理才能更深入地进入对“传播”如何与“民

族”关联过程的探讨。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民族共同体何以成立？

在安德森的理论中,“现代化”成为民族共同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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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吴叡人语）。正

如笔者在前文所述，“民族”（nation）首先是一个

现代概念，而安德森深谙于此。他认为，“民族

是一种现代（modern）的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

意识在步入现代性（modernity）过程中的一次深刻

变化”①。那么，这种现代化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安德森认为，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

家族的衰落、时间观念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与

印刷术等是造就（现代）民族———这一“想象的

共同体”的现代化核心因素。其中，他特别强调

印刷资本主义（包括报纸和小说②）为民族想象提

供了技术上的手段和社会心理基础———在印刷资

本主义兴起之前，尽管人们在宗教信仰、语言、

相貌特征等方面享有共同的东西，但由于方言等

障碍的存在而无法实现相互的理解，而只有在印

刷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上述那些人们之间的共同

特质才能真正发生作用，进而成为“想象的共同

体”的基础。由此可见，现代化所引起的结构性

变化，特别是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民族共同

体得以成立。由此可以说，民族是一种历史结构。

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民族共同体的“想象”

何以可能？安德森认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在

于其成员拥有多少共同的文化特质，而在于“想

象”的过程和方式。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本质

上，人们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不是凭空捏造的，

不是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

“社会事实” [20]。然而，这种社会事实又是如何形

成的？换言之，民族共同体想象是如何实现的？

得益于其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安德森将民族的本

质界定为一种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心理的建构。而

对于这种建构过程，安德森特别强调了传播在其

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所有比成员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

始村落更大 （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

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共同体的基础，

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

式。”[21]在安德森看来，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

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经

由小说、报纸等印刷媒介（这些媒介在今天演化

为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传播，通过共通的阅读

与想象，人们拥有了共同的生活经验，这些共同

的经验的凝聚不仅使人们与同胞之间有了休戚与

共的感受，也使得人们意识到与其他群体的区

隔———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心理基础，才促生了民

族共同体的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特别强

调的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必须凭借一定的传播

（媒介）来感受某种休戚与共的手足同胞之情。此

外，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献、神话传说、仪

式、文学小说、语言，以及安德森提及的地图、

人口调查、博物馆等传播符号和象征资源也是建

构并维系一个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

促使人们产生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上述

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民族形成的现实的传播机制。

“共同体何以成立？想象何以可能？”———如

果说前一个问题回应的是历史机制 （历史结构）

问题，后一个侧重于社会现实机制 （现实结构）

问题。基于前文的论述，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

没有“传播”，“想象的共同体”就没有实现的具

体途径。在安德森的讨论中看，他强调了印刷媒

介对于“想象的共同体”形成的重要作用，这一

点，在某种意义上又把传播思想史的梳理往前推

进了几百年。但是，正如前文所说的，在我们看

来，地理大发现和全球的殖民扩张是“民族”与

“传播”观念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动因，而印刷媒

介，只是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实践提供了具体

的条件而已。

（三）“传播的仪式观”

如果说多伊奇和安德森均是从“民族”入手

来讨论问题时涉及了“传播”，那么，美国传播学

者凯瑞作为一位传播学者，他又是如何从“传播”

入手，进而触及到“民族”问题的？

在这里，首先需要对凯瑞的传播思想的理论

来源做一个简要说明。凯瑞的传播思想的理论来

源，简单地说，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以杜威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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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芝加哥早期社会学派，另一个则是美国人

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凯瑞对

于“传播”的理解是一种文化取向的，因此，我

们甚至可以说是格尔兹的“文化的阐释”的观点，

直接影响了凯瑞。凯瑞的确没有在讨论“民族”，

但是凯瑞关于“传播”的讨论的理论，则是直接

来自格尔兹对“民族”的研究。这种理论上的相

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表明了“民族”（主要是

前文所说的文化维度）与“传播”之间存在的关

联。在凯瑞那里，“传播”与“文化”几乎是两个

等同的概念，若此，如果我们从文化维度来理解

“民族”，它与“传播”的关系也就更加地显而易

见了。

凯瑞的主要传播思想，集中体现在 1989年出

版的《作为文化的传播》这样一本论文集中，其

中最为重要的观点，即“传播的仪式观”。本文作

者之一也曾对此进行过一些解读[22]，但是从本文论

述的完整性出发，还需再做适当说明。

凯瑞认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

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

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

界。”[23]在此基础上，他在对居于主流地位的传递

观（传播即信息传递）进行批判的，提出了传播

的仪式观———一种长期被遮蔽的，旨在强调传播

的文化功能和作用传播观念。

为了说明自己与传统迥异的传播观念，凯瑞

使用了“仪式”这个隐喻，也就说，他更多地是

在类比的意义上来使用“仪式”①。然而，除了要

与传统的传递观进行明确区分这个原因之外，他

为什么要用“仪式”来类比传播？换言之，凯瑞

为什么选择“仪式”这个概念来表达自己的传播

观念？②

基于本文概念考察的目的来进行分析，我们

认为，有两个因素促使凯瑞将“仪式”作为一种

很自然的传播隐喻。

第一，仪式内含“时间的同一性”。“传播的

仪式观并非直指信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

间上对社会的维系”[24]———传播如何穿越时间实现

对社会的维系？凯瑞在书中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直

接的和集中的回答，但通过其散落在不同段落的

只言片语，我们仍然可以还原出他的大致想法。

凯瑞曾借用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的表

述，认为西方史始于印刷文明所创造的“时间性

构造”。而笔者认为，这种时间性构造的核心就是

社会时间的同一性。凯瑞一段关于传播概念的辨

析，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此问题进行了某种解读：

“当电报比横跨大陆的铁路干线早八年到达西海岸

时，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符号上，‘传播’和‘运

输’这两个词的同一性就此终结了。在电报之前

‘communication’被用来描写运输，还用于信息传

达，原因很简单，当时讯息的运动依仗双足、马

背或铁轨运载。”[25]电报没有出现之前的印刷时代，

讯息的传递需要“人背马驮”，因此信息的传播即

是信息的运输（传递），这种情况下，空间内嵌于

时间之中，或者说时间的同一性包含着对空间的

整合。这也是英尼斯所谓的“时间束缚型文化”，

它构成了仪式传播的前提条件，也形成了仪式传

播的基本场景。

时间的同一性以其横向的空间联结（即凯瑞

所谓的“横向维度”，horizontal dimension，也即安

德森所谓的横向空间的“同时性”），创造了新的

时空联结和文化联结形式：“口语的、神话的、宗

教的、仪式的；其社区根植于地方之中———有着

亲密联系和某种共享的历史文化”[26]，从而实现了

对社会的维系———“进入现代国家、国际关系，并

带来了社会阶层在意义与关系上的改变”[27]。也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不是

指传达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28]。

第二，仪式具有高度的情境性。人类的仪式

往往通过不断的重复和循环，创造出一个高度情

景化的信息和交流环境，从而对文化进行共享、

对社会秩序进行再确认，最终达到维系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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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秩序，保存社会记忆和传统的作用。

以宗教仪式为例，其过程往往充斥着大量重

复和循环活动，如宗教领袖的布道、信众的共同

祈祷等一些在信息的传递和增量层面上看似“无

意义”的活动。然而，仪式具有传递信息的性质，

但却不限于信息的传递。借用为凯瑞极为推崇的

格尔兹的说法：“正是在特定的仪式中———即便这

仪式不过是背诵神话，求助神谕或装点坟墓———

宗教象征符号所引发的情绪和动机，与象征符号

为人们系统表述着的有关存在秩序的一般观念相

遇，相互强化。”[29]仪式在向人们传递信息的同时，

还通过这些高度情景化传播活动，让人们在其中

共享经验、情感和意义，共享“共同信仰的创造

与表征”。

虽然传播仪式观中的仪式并不能简单等同于

一般意义上的仪式，但凯瑞通过仪式的隐喻，提

示我们需要关注传播过程中的仪式化现象，而不

仅仅是那些直接的信息传递行为。对传统的传递

观或线性传播模式而言，这些情景化信息往往是

作为“冗余信息”而被忽略的。因此，凯瑞用仪

式来提示我们传播活动类似于仪式活动，传播研究

需要重视那些大量的看似“无意义”的情景化信息

和行为，因为它们涉及经验、情感和意义的共享，

因而在某些情况下比直接的信息传递更为重要。

与强调信息在空间扩散的传递观不同，仪式

观强调传播 （媒介） 在时间上维系社会的作

用———这种维系与保存、传承与记忆，恰恰是文

化的社会功能。也正是基于此，凯瑞认为传播活

动实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传播行为即是文化行

为，传播就是一种文化的共享过程。鉴于凯瑞明

确指出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

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因此如果把传递观总结为

分享模式，则仪式观则可以总结为共享模式———

一种文化的共享。

四、“共同体想象”：“民族”与“传播”关联性

的又一种理论表达

从以上梳理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民族”

与“传播”这两个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种种关联，

但是，在我们看来，仅仅停留于此还不够，有些

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说明。

关于“民族”与“传播”两个概念之间的关

联，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点，一个是

“共同体”，另一个是“想象”，基于此，涉及这两

个概念的相关讨论，我们把它们表述为“共同体

想象”。这样的表述，也正是本文开头处所提到的

“民族传播”“民族传播学”“民族与传播研究”

“传播民族学”等说的真实含义，这也是“民族”

与“传播”关联性的又一种理论表达。

正如前文所讲到的，在关于“民族”概念的

讨论中，尤其是政治维度上的“民族”概念，

“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共识性的表述。但是政治维

度的“共同体”仅仅只是“共同体”概念的其中

一个方面，除此以外，“共同体”还有更为丰富的

含义。关于“共同体”的相关讨论非常之多，我

们再次只想结合芝加哥早期社会学派讨论“传播”

时涉及“共同体”的内容来进行说明。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有一段

讨论传播的话经常被很多人引用：社会不仅通过

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

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 （common）、

共同体 （community）和沟通 （communication） 这

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

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

们达到占有共同东西的方法（或手段）。为了形成

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共同具备的是目的、

信仰、期望、知识———共同的了解———和社会学

家所谓志趣相投。[30]

前文提到的美国传播学者克里蓬朵夫对于传

播隐喻的讨论，华人学者潘忠党曾在一篇中文文

章中进行过介绍。潘忠党对六重隐喻的归纳是：

传送、导体、容器、拷贝、权力、社区。这里所说

的“社区”，对应的英文词正是 community，也即

我们这里所说的“共同体”。潘忠党对此的解释

是：“即思想和意义交流发生于生活在某一有限的

实体空间范围内，在某一个共同时间区域内的人

们当中，而交流的结果是增强社区的纽带和意

识。”[31]这样的观点，与上述杜威的观点，基本上

是一致的。

显然，无论是杜威还是克里蓬朵夫，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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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共同体”的理解是较为宽泛的，不仅仅是政

治共同体，还可以包括其他几乎所有的共同体。

“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和传播密不可分，甚至

我们可以说，“共同体”和“传播”是一个硬币

的两面。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

解凯瑞在对传播仪式观进行讨论时把传播看成是

“穿越时间的维系”。在凯瑞的文章中，他没有直

接使用“共同体”的表述，但是，这样一种“维

系”，正是指向某个“共同体”的。

在杜威和克里蓬朵夫对于“共同体”的讨论

中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这里所说的共

同体，不仅仅是实体意义上的，还可能是一种

“想象式”的。

关于“想象”，前文在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

同体”介绍时也讲到了，在这里，我们想再提供

一点芝加哥早期社会学派在讨论“传播”时的相

关观点。

库利把传播问题作为人类本质特征进行论述，

在这里，“交流欲”提供的是一种动力，而“想

象”则是传播实现的方式。如同库利对其它问题

的论述一样，库利对于这一传播实现方式的论述，

也是从对儿童行为的观察和反省中开始的。他说：

“当孩子独自呆着的时候，他们通过想象和伙伴一

起玩耍而继续享受着交往的快乐”，“不论是哪一

类孩子，在他们学会说话，了解到社会的丰富多

彩以后，头脑就像开了窍，想象如泉喷涌，所有

的思想就变成了对话”[32]。在库利看来，“人们彼

此之间的想象是社会的固定事实”，并把对它们的

观察和解释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强调

“人和社会必须在想象中研究”，这也就是库利多

说的“对想象的想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想象

成为了库利思想中一种最普遍、最高级的沟通方

式。正是这种“对想象的想象”，使得库利在论述

人类传播行为时不时流露出这样如诗一般的语言，

富有诗意，却不失深刻：

我们的意识不是隐居者的草棚袁 而是待客和
交际的客厅遥 我们没有真正离开他人的高层次的
生活曰 正是通过想象别人袁 我们的人格得以形成曰
丧失想象别人能力就成了白痴曰 意识缺乏这种能
力的程度就是它衰落的程度遥 没有这种意识的交

往袁 就没有智慧尧 力量和正义袁 就根本没有高级
的存在遥 意识的生命基本上是交流的生命遥 [33]

在米德的著作中，虽然没有像库利一样频繁

地使用着“想象”一类的词汇，但是在他很多关

于传播和沟通实现方式的论述中，我们却可以发

现与库利、帕克论述过的想象式传播同样的思想

存在。米德认为：“姿态对话是沟通的开端”，而

这一“姿态对话”，正是通过想象来完成的。在论

述新闻报道的重要意义时，米德曾这样说道：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诸如新闻报道所涉及的沟通

媒介这样的沟通媒介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为它们报道的各种情景，而人们通过这些情景

就可以进入他人的态度和经验。” [34]米德在这里所

说的“进入”，并非是一种实际的进入，而是一种

意识的进入，这种意识的进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想象。这也是库利理论中的“同情”概念在

米德思想中的表现，是库利和米德思想的另一个

共通之处。

杜威把艺术作品看作“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完

全无阻碍的传播媒介”，曾把“沟通”（即“传播”）

提到“艺术”的高度来论述。他这样写道：“除了论

述平凡的事物和令人注意的话以外，必须富有想

象力地吸收别人经验中的一切东西，以便把自己的

经验明智地告诉别人。一切沟通就像艺术。”[35]

基于以上说明，本文把“民族”与“传播”的

相关研究表述为“共同体想象”似乎就不会显得

突兀，或者说是缺乏相应的理论内涵。“民族”不

仅具有政治含义，说到底，“民族学”也是“人

学”；“传播”为何？显然，是为“人”。

五、结语

本文围绕“民族”与“传播”两个概念来展

开讨论，在介绍了其各自含义的基础上，从这两

个概念相应的观念的产生的历史背景中找到了进

一步的证据，这样一些证据，或许可以进一步拓

展我们对于“传播”的理解，以及对传播研究的

思想史的书写进行某种改写。在此基础上，本文

又在更为具体的理论话语中寻找到了“民族”与

“传播”两个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最后，本

文把“民族”与“传播”相关研究的核心问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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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为“共同体想象”，并再度进行了相应说明。借

用本文中多次使用过的表述，本文这样的一种讨

论，肯定也是一种“想象”。本文的讨论虽然是围

绕两个概念而展开的，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已经

远远超出了民族学、传播学两个学科的边界，无

论是我们对于“民族”的理解，还是对于“传播”

的理解，均已不仅仅是既往这两个学科所关注的

“核心问题”，而是不断地溢出既定的学科边界，

拓展相关的认识、理解。当然，这样的做法肯定

具有风险，同时我们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也有一

定的心理准备，望各位有识之士对我们的“想象”

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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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仪式观”是“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的对应中译，出现在

2005年《作为文化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Culture）中译本中，①这一译法沿

用至今。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首次提出“传播的仪式观”是在 1975

年，收录这篇论文的《作为文化的传播》英文版出版于 1989年，2005年被译介

到中国的正是该论文集。如凯瑞本人所说，在他写作的时代，“传播的仪式观不

是美国学术研究中占优势的研究主题”[1]。他的这个开创性的洞见以及在此基础

上“完全理解传播需要仪式观和传递观”的观点，被认为是他对传播学研究的

“独到见解和特殊贡献”[2]，一定程度上成为凯瑞理论的标志。

自 2008年陈力丹在《国际新闻界》上主持了一次相关笔谈后，中国传播学

界有了较多的关于“传播的仪式观”的讨论。2013年和 2015年，该刊刊载了刘

建明关于此理论的两篇商榷文章，这两篇文章加上被商榷的樊水科、郭建斌的两

篇文章，对“传播的仪式观”、仪式传播和“媒介事件”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并

从各自角度对概念被误读的原因做了说明，对准确理解凯瑞的理论具有启发意

义。

显然，三位作者的分析都是以把“ritual”译成“仪式”作为前提的。但我们

就是从翻译的角度发现“ritual”与“仪式”实际上存在差异，“仪式”一词无法

包含“ritual”的全部内涵。由此出发，准确地说是从重新审视“传播的仪式观”

理论意图、内涵转换与语言限制
———凯瑞“传播的仪式观”再审视

戴长征 罗金玉

摘要 野ritual冶 的内涵大于 野仪式冶袁 把 野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冶 翻译成 野传播的仪式观冶 本身
使得对凯瑞相关理论的误读成为可能遥 就由传播和仪式的关系建构的理论意图而言袁 凯瑞既是在类比层
面又是在同一性层面使用仪式袁 但更主要的是在前者遥 在凯瑞以及对凯瑞的解读者对 ritual或仪式的阐述
中袁 野神圣典礼冶 是其核心内涵遥 但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思考传播袁 除了 野神圣的冶 野有宗教隐喻的冶 以及
野交际性交流冶 的 ritual之外袁 理应包含其中的还有指向习惯尧 常规和惯例的 ritual遥 技术赋能使得传播内
容供给过剩正成为社会现实袁 从神圣内涵的 ritual方向解读传播袁 其神圣性日渐式微或已变得世俗化遥
关键词 传播的仪式观曰 理论意图曰 内涵转换曰 语言限制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戴长征袁 中原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袁 河南郑州 451191曰 罗金玉袁 中原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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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在这本书中袁译者把野the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冶译为野传播的传递观冶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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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意图出发，引发了我们对英语“ritual”向

汉语“仪式”翻译时对应程度的思考，并因此有

了几个新的发现，应有助于更进一步地全面理解

相关理论。

一、理论意图：凯瑞想在“传播”和“仪式”

间建立什么关系？

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是对当时传播学

界过度关注“传播的传递观”的反对和纠正，他

试图把人们对传播的理解从“空间上讯息的传递”

引导向“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从“发送信息的

行为”引导向“共享信仰之表现形式”。 [3]在《传

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中，凯瑞毫不掩饰他对

当时美国传播学研究者“重传递、轻仪式”“重信

息、轻文化”现象的批评：“因为文化的概念在美

国社会思想中那么弱且很难被人想起，所以我们

还并没有对传播的仪式观进行探索。”[4]他更直言：

“按仪式模式改变我们对传播的研究，其目的不仅

仅是更牢地把握传播这一‘美妙’过程的精髓，

还是为重塑我们的共同文化提供一条途径，借此

为传播重建一个具有修复价值的传播模式。”[5]凯

瑞的研究者们对他从文化研究进入传播的上述理

论意图拥有共识。而本文所谈的理论意图是就该

理论的微观层面而言，具体就是：凯瑞想要在

“传播”与“ritual”之间建立什么关系？换句话

说，“传播的 ritual观”到底是说“传播像 ritual”，

还是“传播就是 ritual”？

上文提到的郭建斌认为，“传播的 ritual观”

是人类传播现象的一个“隐喻层面”[6]的问题，他

把人类学家格兰姆斯（Ronald L. Grimes） 和维克

多·特纳（Victor W. Turner）引以为其背书。其中

格兰姆斯明确指出凯瑞只是在“类比 （analogue）

层面上”使用仪式：

他 渊凯瑞冤 对仪式概念的使用是轻描淡写的
并且没有展开 渊light-handed and undeveloped冤遥 因
此袁 理论效用很小遥 凯瑞在使用仪式时仅把它作
为类比袁 而且袁 像 野传播的仪式观冶 这样的短语并
没有说清楚仪式就其自身而言是项活动 渊activity冤袁
还是仅仅只是研究别的什么问题时的一种观点遥 [7]

而特纳关于隐喻的论断也在他那里得到了共

鸣，所以他认为：“隐喻将熟知的和陌生的事物特

点合并在一起，在这里，凯瑞也是借我们所熟悉

的事物———仪式来类比人类传播活动的隐含意

义。”[8]

对此，刘建明持有不同看法，他指出“‘仪

式’不仅是传播的类比，也是传播的实质”， [9]并

且从凯瑞对“传播的传递观”的态度等 4个方面

进行了论证。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把“仪式是

传播的实质”描述为“二者具有同一性”，明确否

定两者之间的“类比关系”。 [10]如本文开头所述，

中国传播学界对凯瑞的解读基本上都是基于认可

用“仪式”来翻译“ritual”这一前提的，所以，

如上引文中的“仪式”原文都是“ritual”。毫无疑

问，传播与 ritual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传播的仪式

观”的关键。

我们的观点是：在与“传播”的关系之中，

凯瑞既是在类比（或隐喻）层面，也是在同一性

层面使用“ritual”一词，但类比（或隐喻）是他

的主要意图。也就是说，在凯瑞提出“传播的仪

式观”这一概念时，他既是从功能角度认为“传

播像仪式一样”，又是在属性角度认为“传播是仪

式行为”，但他的主要用意在前。

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是在否定传

统“传递观”的基础上标新立异，根本动机应是

在当时的主导研究范式之外，尝试一种突破。凯

瑞写道：

从 20世纪 20年代开始袁 传播的传递观就在美
国人的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遥 我刚进入这一领
域就发现袁 这一用行为和功能性的术语来表达的
观点袁 已经讨论殆尽 渊exhausted冤袁 成为一种经院
式的 渊academic冤 东西院 重复过去的成果袁 证明明
白无误的事实遥 虽然这会产生一些扎实的成果袁
但再继续下去袁 就会造成知识和社会领域的灾难
性后果遥 [11]

这样的关切，一方面让凯瑞为传统的“传递

观”贴上了行为的、功能的标签，另一方面也为

他从文化研究角度为传播研究另辟蹊径铺设了逻

辑基础。

关于传播，杜威（John Dewey）曾有一个经典

论断：“社会不仅因传递、传播而存在，而且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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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传播之中。”[12]这显然是

个宏大视野的论断。作为杜威的追随者，凯瑞把

传播与社会、文化桥接起来，即便选择了微观意

义上的“仪式”作为切入点，实际上仍是在宏大

视野里讨论传播：从具体的传播行为中抽离出来，

在文化层面观察社会大系统之中的所有传播行为。

这是凯瑞的核心关切，一种温和的文化研究取向。

而 ritual①是“最能体现文化的形式（the most em-

bodied form）”。[13]

关于“传播的仪式观”理论意图的问题，本

文提出了一个看似融合了刘建明和郭建斌两位研

究者观点的观点，是因为我们在对传播和 ritual关

系的基本面认识是一致的，而在对凯瑞解读的解

读上存有不同。

凯瑞在解释“传播的仪式观”时曾说：“在此

观点下，传播的原初或最高表现形式（manifesta-

tion）并不见之于知识信息的传递，而是对一个可

以支配并包容 （a control and container）人类行为

的、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所进行的建构与

维系。”[14]可以看出，他是把传播看作远远高于信

息传递行为的一种文化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他

用同样在文化的历时传播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仪

式与传播做类比，或使用隐喻，具有合理性。

不同点出现在从凯瑞的字里行间对其是否于

同一性层面使用“ritual”的认识上。郭建斌明确

表示，“如果仅仅把传播理解为一种仪式，那就大

大缩减了传播的外延”，“凯瑞仅仅是把传播类比

为仪式，而不是说传播就是一种仪式”。[15]而这正

是刘建明与他的主要分歧点。②如前所述，刘建明

于 2015年提出的论断使用的是“不仅是……，也

是……”的句式，但他在 2020年的专著中又对此

做了修正，进一步提出“仪式是传播的本体而非

类比”[16]的观点，并正式将传播与仪式二者的关系

描述为“隐含的同一性”[17]。

我们认为，凯瑞首先是在类比层面上使用仪

式，但又不仅仅停留在此，更是朝着“传播就是

仪式”这个方向进了一步。他认为传播的仪式观“有

着显明的宗教渊源”，把“神圣典礼”视作传播的

原型，把读报行为解读成“好比参加弥撒仪式”，并

且引用马林诺斯基 （Bronislaw K. Malinowski） 的

“寒暄式交流”（phatic communion），来说明人际传

播中仪式性行为的存在。[18]当然，要说明后者，凯

瑞完全可以把他“获取新的传播研究视角”[19]的资

源之一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搬出来。在

被后来者尊为“互动仪式分析创始人”③的戈夫曼眼

中，“ritual是例行公事般的、常规行为”[20]。他从

微观社会学角度阐释了“在人们面对面的社会交

往中，社会互动或符号互动是一种仪式行为”[21]。

如果说戈夫曼对于互动仪式的讨论选取的案例还只

是“来自保守的、循规蹈矩的个人行为” [22]，那

么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则进一步地说

明了互动仪式的无处不在：性生活、不同阶级或

阶层成员在不同场景的言谈举止、香烟社交等都

被纳入互动仪式的应用当中。[23]深受戈夫曼影响的

凯瑞没有像柯林斯那样把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互动

基本上都纳入“仪式”的视野，但戈夫曼在面子

以及包含问候、告别、回避等在内的遵从和举止

（deference and demeanor）等方面的讨论，[24]应是凯

瑞把传播尤其是人际传播与“仪式”之间划等号

的基础。

“传播—神圣典礼”“读报—弥撒仪式”和

“寒暄式交流 -仪式性行为”等对应关系是我们认

为凯瑞试图建构传播和仪式之间同一性关系的证

据。让人遗憾的是，除此之外，他确实并没有明

确这种同一性关系，更未做进一步地解释。这也

才给我们留出了更多讨论的空间。“传播就是仪

式”意味着传播具有仪式的特征。凯瑟琳·贝尔

（Catherine Bell）在《仪式的视角和维度》一书中

淤在凯瑞后期的一篇文章中袁ritual是与 practices互换的袁翻译成野惯例冶更为准确遥 参见注释 8遥
于在刊载于 2015年 11期叶国际新闻界曳的文章中袁刘建明提出对隐喻和类比两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袁但在 2020年出版的专
著中袁他又提出认同包含隐喻问题的野其中三个问题冶,只对另一个问题即类比问题持不同看法遥在他那里隐喻和类比或有
区别遥 在本文中袁我们把隐喻和类比归为一类与野同一性冶相区别遥
盂被叶互动仪式链曳作者兰德尔.柯林斯称为野互动仪式分析创立者冶的戈夫曼袁野展示了仪式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程度的存
在袁拓宽了仪式的应用冶遥 参见 COLLINS RANDALL.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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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提出 ritual的六个特征，即形式化（formalism）、

传统性（traditionalism）、不变 （invariance）、规则

主导 （rule-governance）、神圣象征体系 （sacred

symbolism）和表演 （performance）。 [25]总起来讲就

是，仪式通过对形式规范的特定要求体现对传统

的延续，并以一套特有的符号系统和表演行为，

对程序、时间、话语、参与者行为、象征符号、

重复不变等关键内容作出规定。如果按一种松散

的方式对照下来，凯瑞所说的大众传播范畴的读

报和人际传播中与戈夫曼所谓“面子维护”内涵

类似的“寒暄式交流”，[26]都具有上述特征，可以

被视作仪式。但是，在同为人类学家的库德里

（Nick Couldry）那里，人类学意义上关于“ritual”

有三种理解，即习惯行为（任意习惯或重复性的

行为）、形式化行为和涉及超验价值的行为，“习

惯行为”是三者之一。[27]就是在这里，库德里实际

上回应了我们一直抱有的一个疑问。

我们的疑问是：凯瑞提出从“传播的仪式观”

角度来理解包含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在内的人类

传播现象，并且一直试图用 ritual内涵中的神圣性

与传播相关，但日常的人际传播总有神圣性么？

还是我们对 ritual内涵的认识存在问题？这个问题

中包含本文的另一个观点：就是即便如戈夫曼、

柯林斯们所认为的在人与人的社会互动中充满了

“仪式”（ritual），人际传播行为中的主体仍然应该

是习惯或常规。

上述观点和疑问是我们在理解凯瑞理论时认

为“类比是他的主要意图”的根本原因。因为，

如果“ritual”内涵里不包含日常的习惯或常规，

那么“传播是 ritual”的同一性表述就无法自洽。

作为对人际传播与“ritual”对应关系进一步

考察的意外发现，我们对“the ritual view of com-

munication”中“ritual”一词的内涵有了新的看法。

二、ritual的内涵及“传播的仪式观”的内涵转换

（一）作为神圣典礼与惯例、常规的 ritual

在有着 200多年历史的朗文（Longman）词典

中，“ritual”一词有名词和形容词两个词性，两个

词性下各有两个义项，对应关联。其第一义项是：

为记录重要宗教或社会场合而举行的典礼；第二

义项是：经常做的、每次都相同的事情。这和近

200年历史的韦氏（Merriam-Webster）词典的解释

基本相同。在韦氏同义词词典 （Thesaurus） 中，

habit（习惯），practice（常规 / 惯例） 和 routine

（例行公事）被作为“ritual”的同义词收入，这可

以看作是除“典礼、仪式”之外，对 ritual第二个

义项更具体的解读。也就是说，“ritual”应主要

理解为具有神圣性的典礼、仪式，但还可以理解

为习惯、常规或惯例。

上文所引的的人类学家贝尔认为，在现代西

方社会，人们会把仪式（ritual）看作是和日常惯

例（daily routine action）有着内在差异（inherently

different）的特别活动，与传统和组织化宗教中的

神圣性（sacralities）密切相关。[28]这根本上也还是

指向“ritual”的主义项，而且还把与宗教的神圣性

相关的仪式和没有神圣性指涉的日常惯例分列两边。

如前文所讨论的，在凯瑞理论中传播和“ritu-

al”的关系上，我们认为他不仅是在类比层面使用

“ritual”，还试图在同一性层面上即“传播就是‘rit-

ual’”这个角度使用“ritual”，这一观点也是基于

“凯瑞主要是在主义项上使用‘ritual’”这样的判断。

通读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的“传播的

文化研究取向”一文，不难看出，他笔下的传播

是包含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如他提到的读报

和“寒暄式交流”。我们也的确可以从凯瑞口中的

读报以及电视普及前人们聚集观看电视的场景中，

找到“传播就是仪式”的证据，在“寒暄式交流”

中发现的礼仪，也可以为“传播就是仪式”提供

佐证。但如上文我们提到的疑问，未被凯瑞提及

的、更加大量的日常人际传播，并不具有“ritual”

主义项中所包含的神圣性。

在我们看来，海量的人际传播中，包括“寒

暄式交流”以及戈夫曼和柯林斯所说的众多日常

人际互动中的礼仪，已经无法为“ritual”的主义

项即“典礼、仪式”所包含，有意思的是，这些

并不能简单作为具有神圣性指向的“仪式”来理

解的互动行为，在英语中仍然可以用“ritual”表

达，正如戈夫曼在“互动仪式”（interaction ritual）

中所用的一样。只是，很显然，同是 ritual，“仪

式”与“习惯、常规或惯例”在中文语境中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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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明显差别。

也就是说，英语“ritual”本来就有“典礼、

仪式”和“习惯、常规或惯例”两个内涵，只是

在凯瑞对“传播的仪式观”的有限展开中，他对

传播的宗教隐喻的强调以及因深受杜威影响而对

传播“神奇与让人敬畏”[29]之处的认同，遮蔽了日

常的、普通传播行为中的文化研究价值，也让我

们误以为按“仪式”来理解“ritual”是全面的。

（二）“仪式”的神圣性消解和世俗化与“传

播的仪式观”的内涵转换

中国电视事业始于 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

视台前身)的试验播出，前期电视接收终端经历了

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的过程，普及过程也经历了

从城市到乡村的过程。二十世纪 80年代初，黑白

电视开始向农村普及。在尤其受制于可支配收入

较低这个因素下，①仅有为数不多的农村家庭拥有

黑白电视机，这使得收看电视成为稀有的甚至奢

侈的体验。就本文作者而言，村民对拥有电视本

身的尊重、集体观看电视以及过程中通过专注、

小心谨慎、请求换频道、香烟与茶水供应等所体

现出的特别之处，与凯瑞所谓“读报像参加弥撒”

拥有相同内核，过程中有与仪式相关联的神圣感，

而这就是我们认为凯瑞理论具有“传播与 ritual同

一性”意图的经验性原因。

但是，很明显的是，这种“以集中收视及其

过程中的敬畏之感”为背书的“仪式”视角的解

读，只能存在于特定时期。随着电视的普及，主

动的集中收视场景已基本不存在。与此同时，包

括移动互联、智能手机以及短视频平台等在内的

技术快速迭代，使得传播内容的供给过剩正成为

社会现实，这构成了截然迥异于内容供给不足时

代的传播生态。

凯瑞在解释“传播的仪式观”时，反复提到传播

的宗教渊源（religious origins）和隐喻（metaphoric），

并多次使用神圣典礼（sacred ceremony）、弥撒仪

式 （mass）、神秘及让人敬畏（mysterious and awe-

some）等字眼。通过宗教、传播、仪式和神圣等词

语的交叉复现，他实际上建构了“传播是具有神

圣性的仪式行为”这一关系。而“神圣性”与

“仪式观”一样，在上文所述的农村集体收看电视

的大众传播实践中，也确实能够得到呼应。

然而，就像我们从经验层面上认可特定时期

大众传播可能给予人们和仪式一样的神圣性一样，

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神圣性的消减或者说大

众传播本身的世俗化。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尚未

在硬件和内容供给多寡与传播行为的神圣性高低

之间建立强因果关系，但从经验层面来说，随着

硬件普及和内容的巨量供给，传播“仪式”的神

圣性式微，是具体可感的。一定程度上，无论是

大众传播还是人际传播，传播已因多发、高频和

琐碎，而成为习惯、常规或惯例。

三、翻译语言的限制

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中的“ritual”是

理解该理论的核心。所有的问题，最终都聚焦到了

对“ritual”的理解以及对其中译“仪式”的理解上。

语言学领域著名的“萨丕尔 - 沃尔夫假说”

（Sapir-Whorf hypothesis），一般被认为包含两个理

论：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和语言相

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是描述语言、文化和思

维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其中“语言决定论”

认为：语言决定人们的思维形式；“语言相对论”

认为：在不同文化中，不同语言在结构、意义和

应用等方面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使用者的

思维方式。根本上，这个假说（两个理论）支持

“个人更多地是通过语言形成世界观”。②当然，能

否准确理解源语言并且找到贴切的目标语言与之

对应，在学术理论的解读中也至关重要。

如上文所讨论的，“ritual”主要有“典礼、

仪式”和“习惯、常规 /惯例”两个义项，以前者

为主义项，尤其常以“仪式”为其中文对译。因

此，丁未老师将其译为“传播的仪式观”并且该

淤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袁1983年农村平均每人纯收入为 309援8元(包括来自生产经营活动的 272.9元袁来自外出人口
寄回尧带回的现金和实物袁国家发放的救济金等方面的 36.9元)曰平均每人生活消费 248援3元遥检索于 http://www.stats.gov.
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0203/t20020331_29996.html遥 一台 14英寸黑白电视机的时价约为 600元左右遥
于洪堡特的野语言形成世界观冶被认为是萨丕尔原沃尔夫野语言决定论冶的最初原型遥 参见院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
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袁译.北京院商务印书馆袁1835 辕 1997院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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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法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沿用，是合乎情理的。

在汉语词典里，“仪式”一词的基本释义是：

典礼的秩序形式。取法、仪态、测定历日的法式

制度等解释只出现在古用法中。在汉语中，仪式

就是仪式，习惯就是习惯，常规就是常规。

两相比较，我们的确可以很确定地得出“ritu-

al包含仪式”或者“ritual的内涵大于仪式”这样

的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固然接受将“ 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翻译成“传播的仪式观”，

却也认为有必要对译法本身给我们理解凯瑞理论

可能造成的误导加以提醒。也就是，按照“萨丕

尔 -沃尔夫假说”的理论来理解，汉语“传播的

仪式观”限制了我们只能在“ritual”一词的主义

项，即具有神圣性内涵的“典礼、仪式”的角度

理解“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而这也就

使得站在“传播与仪式同一性”的立场理解凯瑞

时，在马林诺斯基“寒暄式交流”之外海量的人

际传播行为，无法纳入这一理论视角，造成“传

播的仪式观”的无法自洽。我们认为，从“ritual”

到“仪式”的转译，客观上会影响中文学者全面、

准确地理解“ritual”一词。当然，如果坚持凯瑞只

是在类比层面使用“ritual”，就没有这种困扰了。

四、余论

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凯瑞本人未

对“传播”与“仪式”的关系做更进一步地讨论，

甚至在后来被问及为什么没有进一步研究时，他

也只是给出了一个“圆滑”的答案：“既然这个

理论已得到广泛的反应和认同，就没有必要再继

续研究了”。[30]

在本文对凯瑞“传播的仪式观”的理论意图

进行讨论时，我们提出了一个融合郭建斌和刘建

明观点的观点：凯瑞既是在类比层面、又是在同

一性层面上使用“ritual”，但更主要的是前者。之

所以没有简单赞同，是因为在郭所认为的“传播”

与“ritual”的关系中，少了我们认为凯瑞试图展

示的二者同一性的内涵；而在刘的最终结论里，

凯瑞在“传播与 ritual同一性”的问题上的似是而

非被忽略了，而且，他把戈夫曼和柯林斯的“互

动仪式”作为说明“仪式”和“传播”同一关系的

佐证[31]本身，也并非无懈可击。

凯瑞自述将韦伯、涂尔干、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尤其是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的戈夫曼等人

视为理论源泉。其中，在赫伊津哈对中世纪末期

的法国和荷兰的描述中，包括出行、劳作、访友

在内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仪式性行为[32]；而操持着

“世俗社会同样普遍存在着不同仪式”观点的戈夫

曼[33]，在微观社会互动领域倾注了大量研究精力，

并被他的后来者柯林斯尊为“互动仪式分析的创

立者”，“戈夫曼在其整个研究生涯中倾注了大量

精力在解决影响有效开展仪式的问题上”。在上文

对应“仪式”的地方，英文原文都是“ritual”。在

我们看来，如果没有把“ritual”和“仪式”的内

涵差异弄清楚，凡是“ritual”都译成“仪式”，必

然会导致误读。误读的对象不仅限于凯瑞，还包

括戈夫曼、柯林斯、格兰姆斯、罗森布尔 （Eric

W. Rothenbuhler）等人。

凯瑞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专门以“ritual”为

小标题讨论了文化、传播和 ritual之间的关系，但

这里的 ritual不再是神圣的“仪式”，而更是普通

的、常人的、于每日生活中常见的“惯例”，可以

与 practices互换：

文化是秩序借以加诸于混乱状态的惯例

渊practices冤 的总和 渊ensemble冤遥 这些惯例 渊prac鄄
tices冤 首先构成传播袁 因为惯例 渊ritual冤 创造了社
会关系类型袁 人们是进入这些关系袁 而不是进入
到这些关系中的具体过程遥 噎噎惯例 渊ritual冤 在
其原初意义上袁 是控制混乱和对迥异的尧 随机的
人类行为冲动加以秩序的最重要手段袁 尽管它不
只是手段遥 最能体现文化的形式就在惯例 渊ritual冤
之中袁 噎噎从其被具体化的意义而言袁 传播始于
惯例 渊ritual冤 也就是传播始于对话遥 淤

这符合我们对凯瑞理论的理解。以文化研究

淤我们把 practices翻译成野惯例冶袁这样袁在该引文中的下文袁当野ritual冶出现的时候袁也译成野惯例冶才符合前后语境遥由此也
可看出英语野ritual冶与汉语野仪式冶的内涵差异遥 原文见 MUNSON E S, WARREN K A.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院314.

传播学研究

31



ENVIRONMENT驭ECOLOGYENVIRONMENT驭ECOLOGY

淤周鸿雁和孙健的野隐藏的维度要要要评詹姆斯.W.凯瑞的新闻观冶渊叶东岳论丛曳2010年第 12期冤一文提出从野仪式冶的角度
解读野新闻冶曰张方敏在论文野仪式传播场域论纲要要要对传播仪式观研究支点的探索冶渊叶当代传播曳2015年第 5期冤中认为
凯野瑞提出传播仪式观的命题袁却没有提供理论支点和研究方法袁因此借鉴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袁将场域作为仪式传播研
究的理论支点冶曰张孝翠的论文野论仪式传播与参与主体性冶渊叶国际新闻界曳2009年第 4期冤认为野仪式传播突出了信息接
收者的主体性冶曰肖鸿波和马筱艺在野仪式传播视域下的NBA赛事电视传播冶渊叶新闻大学曳2015年第 2期冤一文中袁从仪式
传播的视角研究 NBA赛事的电视传播袁关注其如何通过符号的功能传播文化袁详细阐述了 NBA赛事传播如何利用电视
这一大众媒介将受众带入一场媒介仪式并对其产生影响等等袁在这些论文中袁野仪式传播冶基本上都等同于野传播的仪式
观冶遥 樊水科分别发表于 2008和 2009年的两篇文章对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乡村仪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袁是在野传递
观冶的视野下的研究袁暂未和野传播的仪式观冶建立联系遥

为进路的凯瑞，在提出 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

tion的观点时，反复提及传播的本质是人们共享目

标、信仰、知识等共同理解的方式，而无论“典礼、

仪式”，还是“习惯、习俗、成规、惯例”，本质上

都是共享行为。也就是说，从“ritual”的内涵来

看，无论在类比层面还是在同一性层面，“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都是自洽的。凯瑞在《作为

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对“ritual”的“神圣典礼”内

涵的强调，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他在我们上文所引

的“文化论”（The culture in question）一文中又重

点解读了先前有所忽视的“ritual”的“惯例”内涵。

至此，凯瑞笔下的 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图景得以完全。

最后，还必须提到“仪式传播”。回到本文开

头提到的刘建明、樊水科的相关文章，樊水科认

为，用“仪式传播”置换“传播的仪式观”，是对

詹姆斯·凯瑞的“误读”[34]；刘建明认同“在我国学

术界的确存在概念模糊甚至相互置换的倾向”，[35]

但却并不认同樊的归因。樊文认为之所以将“仪

式传播”判为误读，主要是因为作为“本土概念”

的“仪式传播”是“‘传递观’意义上的概念”，

难以涵盖“传播的仪式观”所表达的涵义[36]。作为

对樊文“本土说”的反驳，刘文引出罗森布尔

（Eric W. Rothenbuler） 以及森福特 （Gunter Senft）

和巴索（Ellen B. Basso），说明“在中国学者使用

‘仪式传播’之前，英文已出现完全对应的词汇”，

并进一步提出“我国学者、罗森布尔、森福特和

巴索笔下的‘仪式传播’，恰恰与凯瑞所说的‘仪

式观’意义上的传播是一致的”，而且“罗森布尔

的‘仪式传播’涵盖‘传播的仪式观’”。 [37]事实

上，刘建明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较深入地

讨论了“仪式传播”，将其置于“仪式”视角下传

播研究的流变框架之下，与传播的仪式观、媒介

事件和媒介仪式等概念共现。 [38]在刘、樊商榷前

后，有不少中国学者在“传播的仪式观”的观照

之下研究“仪式传播”①，单就概念辨析而言，以

刘、樊和郭建斌的讨论更为系统和深入。

本文支持从罗森布尔的两个角度理解“仪式

传播”，即仪式传播包括“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

（ritualasacommunicativephenomenon）和“作为仪式现

象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a ritual phenomenon） [39]，

也即肖鸿波等人认为的“仪式的传播（ritual com-

munication）”和“仪式化传播（ritualized communi-

cation）”[40]。只不过，正如本文所重点讨论的那样，

从“ritual”到“仪式”的转译问题，既然可能导

致对凯瑞的误读，就也可能成为准确理解罗森布

尔的障碍。

准确理解“传播的仪式观”以及其它“ritual-

仪式”转译下的理论，要求我们必须正视源语言

“ritual”更加丰富的内涵，并避免对“仪式”做简

单的字面理解。而认识到“ ritual”的内涵大于

“仪式”，也将有助于提升传播学学术翻译中“信”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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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女性玩家的崛起，电子游戏被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早已不复

存在。Usertracker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关于 2016-2018中国移动游戏用户

性别分布情况的数据表明，近几年中国移动游戏用户男女占比整体趋于稳定，女

性用户比例大体维持在 42%左右的水平。[1]其他国家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出相似的

趋势。比如，2020年美国的女性玩家占游戏用户总数的 41%。[2]女性玩家占据游

戏市场半壁江山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

但女性在主流游戏文化中相对边缘的位置却没有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女

性玩家在游戏文化中的可见性始终不足，技术型“硬核玩家”（hardcore gamer）

依然被视为男性的专利。[3]在这种情况下，在游戏中如何展示自己的性别身份始

终是女性玩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网络游戏空间的匿名性和流动性，在一定

程度上为玩家的性别身份建构提供了弹性。[4]以异性形象来展示虚拟化身的性别

转换（gender bending/swapping）行为成为游戏玩家身份展演策略的一个组成部

分。理解这种行为的动机及其后果，尤其是评估这种行为与游戏文化中的性别刻

板印象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更好地把握游戏玩家群体的互

动结构和行为逻辑。

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试图在系统批判讨论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深度访

谈，对游戏玩家性别转换行为背后的动机，尤其是现有文献中较为忽略的女性与

在“他”与“她”之间：网络游戏玩家的
性别转换与身份展演策略研究 1）

黄典林 张子萌 苏际聪

摘要 近几年女性游戏玩家的发展壮大与关于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反差遥 性别偏见限制了女
性在游戏文化中的能见度袁 但也激发女性玩家采取包括性别转换在内的手段来建构性别身份展演策略遥
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袁 电子游戏玩家出于不同动机袁 通过虚拟化身来建构与真实性别身份不同的虚拟
性别成为一种常见现象遥 通过对游戏玩家的深度访谈袁 本研究发现袁 男女玩家的这种性别转换行为表现出
不同的动机袁 而性别转换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文化秩序袁 为游戏玩家袁 尤其是
女性玩家回避或消解主流性别秩序的束缚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遥 但这种潜力始终是有限的袁 既有的性别
秩序和刻板印象依然主导着游戏文化空间袁 塑造着游戏玩家的性别认知和反应模式遥
关键词 性别转换曰 游戏玩家曰 刻板印象曰 身份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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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玩家动机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分析，进而

探讨作为一种性别身份展演策略的性别转换现象

与游戏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权力秩序之间的

关系。

一、文献探讨与研究问题

（一）游戏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与性别关系

电子游戏向来被认为是一种由男性主导的文

化，女性在被视为男性势力范围的游戏空间中经

常遭遇歧视。[5]不过，随着手机游戏的蓬勃发展，

以及游戏类型的多样化和市场细分程度的加深，

女性玩家在电子游戏用户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高。

甚至在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 （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 Games，简称 MOBA）这类对技术性、

对抗性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故而男性玩家占据

主导地位的“硬核”游戏中，女性玩家的参与度

也在不断提升。

但女性玩家群体发展和壮大的客观现实，并

没有改变游戏文化中依然盛行的男性主导的性别

刻板印象。尽管经验研究已经证实，女性和男性

玩家在游戏能力上并不存在差异，女性在学习游

戏技能方面的进步速度至少和男性一样快[6]，但那

种认为女性的“固有不足”导致其并不适合参与

竞技类游戏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新近的一项研

究认为，这种刻板印象至少与两个因素有关：一

是人们对游戏文化以及玩家本身特性的界定。如

果把电子游戏视为为一种强调对抗性的竞技文化，

把技术和策略界定为游戏活动的核心特征，同时

从时间、自我认同、游戏种类、游戏元素与内容、

技能等指标把硬核（hardcore）用户界定为游戏玩

家（gamer）的话，那么，男性玩家必然处于支配

地位；另一方面与既有的性别规范和性别身份有关。

由于现实性别规范对女性行为和表现方式的限制，

男性玩家在现有的游戏文化中往往具有更高的行动

自由度和更高的可见性。相比之下，游戏环境对女

性的不友好加剧了女性可见性的降低。[3， 7]而在对

抗性较强的游戏类型中，传统网络文化固有的匿

名性、有限的非语言提示等因素[8]，加之男性主导

的游戏活动中盛行对抗和暴力性语言[9]，更是为女

性玩家的参与设置了重重障碍，从而进一步加剧

了女性在游戏文化中的低可见性和边缘地位。

当然，除了这两方面的因素，女性玩家弱势

地位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游戏文化是根植于现实社

会性别秩序之中的。游戏文化，尤其是对抗性较

强的游戏类型与男性身份的契合和对女性玩家的

排斥，一定程度上是玩家被赋予的社会性别身份

和规范导致的结果。比如，一项较早的经验研究

发现，在小学五年级以前，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

喜欢参与电子游戏，但当其性别角色认知完全成

型之后，男孩会变得更爱打游戏，而女孩对电子

游戏的兴趣和参与度则会显著降低。[10]换言之，两

性在游戏文化中的参与度、位置和由此形成的刻

板印象与一般意义上的性别认知一样，都是在社

会化过程中与性别身份相关的文化建构和权力规

训的产物，其中最关键的是父权制，即一种维持

和不断再生产男性社会控制权的文化系统，其核心

是性别的二元化关系和所谓男性优越性的意识形态。

根据这种意识形态，以相对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攻击

性、暴力和欲望被视为男性的专利。相比之下，女

性的行为应当是消极的、补充性的、合作性的，

任何僭越既有性别规范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异端。[11]

游戏文化中这种男性主导而女性边缘的刻板

印象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后果。一方面，有不少游戏

作品会主动迎合这种性别偏见，从而复制和重申既

有的父权制社会性别秩序。[12]而即便是整体上性别

取向不是很明显的游戏类型，也往往在人物设计方

面无意识地渗透了主导的性别意识形态。[13]另一方

面，这种刻板印象对包括游戏创作者和玩家在内

的所有参与主体都产生作用，不仅影响了游戏角色

和风格的设计，而且塑造了游戏中的社交惯例和

互动方式。[14]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发现，性别刻

板印象往往会成为游戏玩家辨识女玩家的一种参考

性指标，反应相对迟钝、操作容易失误，更多使用

辅助类角色往往成为女性玩家的“固有特征”。[15]

显然，这种刻板印象必然会鼓励女性以男性

认知为中心的标准参与游戏（比如，选择辅助性

的边缘角色），而系统性地压抑女性对男性主导的

游戏区域（比如，竞技性较强的游戏类型）的介

入。比如，Ratan等人对《英雄联盟》玩家的研究

发现，由于游戏社群中不友好的环境和性别刻板

传播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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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尽管女性玩家的技能积累速度与男性玩家

并无本质性差异，但这一游戏的女性玩家仍然很

稀少，或被迫承担辅助性角色。[16]正是这种不友好

的环境导致女性玩家相对于男性玩家更难在游戏

活动中获得认同和归属感，故而对游戏的时间投

入和参与互动的意愿较低，进而成为硬核玩家的

概率也大大降低。[17]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到，在女性玩家对电子网

络游戏的参与度越来越高的现实与依然盛行不衰

的男性主导的游戏文化和性别刻板印象之间，出

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游戏

文化中不同性别玩家的互动方式，尤其是在游戏

产品的可供性范围内如何策略性地塑造自身的性

别身份，以及如何对异性玩家作出回应，就成为

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二）僭越、性别转换与游戏中的性别展演策略

性别身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当代著名文化

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性别

身份并非一种自然存在物，而是一种述行（perfor-

mative）现象，是主体按照社会规范不断进行言语

和身体实践的产物。[18]与此类似，West和 Zimmer-

man提出“做性别”（doing gender）的说法，认为

主流社会性别身份和性别秩序的维持，离不开个

体反复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互动行为来不断把

自己纳入“正确”的性别范畴，从而强化和再生

产社会性别的“本质属性”（essentialness） [19]。而

人们如何进行性别展演（gender performance），取

决于具体的互动条件和语境。[20]

尽管男性偏见主导着游戏文化，但在网络化互

动过程中，传播的去身体化和匿名性，大大提高

了人们在虚拟性别展演过程中僭越（transgression）

行为发生的可能性。[21]所谓僭越，就是那些“打破

规则或越过边界的行为”，即对社会规范的偏离或

越轨。[22]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认

为，僭越行为与对社会规范和社会身份的暂时抵

制或超越有关，而类似于狂欢节的语境则为僭越

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条件。[23]比如，有研究者认为，

某些角色扮演类游戏为玩家挑战白人异性恋男性

主导的游戏文化提供了可能性。[24]在个人真实身份

相对隐匿的网络游戏空间中，玩家的性别角色扮

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现实性别身份的束缚和

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玩家选择异性角色进入游

戏，即性别转换行为成为一种常见现象。[25]

就游戏而言，除了在与社交媒体捆绑的情况

下玩家可能会展露真实性别身份之外，网络空间

的相对自由度为玩家塑造自己的性别形象提供了

更大的弹性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匿名状

态的玩家可以通过塑造虚拟化身（avatar）和选择

特定行为来建构自己在游戏过程中的性别形象。

虚拟化身可以是作为玩家账户标识的头像，但更

重要的是游戏过程中玩家选择的游戏人物的虚拟

身体形象。而这些游戏人物形象的设计往往反映

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性别偏好。 [26]还有研究发

现，人们在选择自己的虚拟化身时，往往会将理

想的自我形象投射到这种虚拟化身上。[27]而由于网

络虚拟空间的去身体化和匿名性，这种形象既可

以与自己的真实性别身份相符合，也可能不符合，

即出现性别转换的现象。

围绕这一现象，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背

后的动机或原因，并形成了如下两类主要观点：1.

基于利益考量的理性决策。性别转换行为的动机

是利益导向的，以异性形象进入游戏能为玩家带

来实际的利益和好处。[28]比如，Hussain和 Griffiths

的调查发现，一些男性玩家为了能够得到其他男

性玩家的优待，选择使用女性形象进入游戏。 [29]

Martey等人的研究同样表明，绝大多数情况下男性

进行性别转换的目的与身份认同无关，而是对游

戏符码元素的一种策略性选择运用。[30] 2.基于审美

或幻想需求的感性动机。玩家之所以进行性别转

换，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异性游戏人物的形象符合

自己的审美需求。利益并不是这种行为的主要动

机，相反，游戏角色的颜值和美感成为玩家是否

选择异性人物角色的主要决定因素。[31]还有研究发

现玩家的目的想通过这种行为来想象异性经验。[32]

但无论哪种类型的动机，玩家进行性别转换行为

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提升自己在玩游戏过程中的

“愉悦感”（enjoyment）。[33]

关于性别转换的影响或后果，现有的一些研

究认为这种行为具有潜在的积极作用。比如，一

项关于中国男性游戏玩家性别转换行为的早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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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性别 年龄 城市 学历 职业 常玩的游戏 访谈时长

S1 女 24岁 北京 本科 设计师
英雄联盟尧
王者荣耀

77分钟
S2 女 22岁 成都 硕士 学生

王者荣耀尧
和平精英

60分钟
S3 女 22岁 北京 硕士 学生

彩虹六号尧
幽灵行动

90分钟
S4 男 29岁 杭州 博士 学生

Dota尧 英雄联
盟尧 王者荣耀 90分钟

S5 男 24岁 鄂尔
多斯

本科 待业
王者荣耀尧
和平精英

60分钟
S6 女 22岁 上海 本科 学生

反恐精英尧
守望先锋

66分钟
S7 男 23岁 北京 本科 待业 王者荣耀 60分钟
S8 女 21岁 合肥 本科 职员

炉石传说尧
王者荣耀

60分钟
S9 女 23岁 烟台 本科 教师

王者荣耀尧
江南百景图

60分钟
S10 女 24岁 香港 硕士 记者

彩虹六号尧
模拟人生

89分钟
S11 女 29岁 佛山 博士 学生

剑网 3尧 炉石传
说尧 守望先锋 113分钟

S12 男 25岁 北京 博士 学生
纪念碑谷尧
美少女梦工厂

72分钟
S13 男 30岁 大连 博士 教师

英雄连尧 微软
模拟飞行

63分钟
S14 男 30岁 南京 博士 研究员

和平精英尧 三
国杀和狼人杀

60分钟
S15 女 25岁 上海 硕士 职员

魔兽世界尧
炉石传说

60分钟
S16 男 22岁 北京 硕士 学生 王者荣耀 60分钟

表 1 被访者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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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让玩家在一定程度上反转了以男性为中心

的二元性别体制，从而对既有的性别规范构成了挑

战。[34]还有研究发现，性别转换行为能够提升女性

玩家的自我效能感，进而间接提高了她们对游戏的

持续参与度。[35]但也有实证研究发现，性别转换行

为会抑制玩家之间的关系网络和社交互动，从而

对游戏活动中协作关系的建构产生负面作用。[36]

尽管迄今为止学界围绕游戏玩家的性别转换

行为进行了许多研究，但从上述讨论亦可看出，

现有研究至少存在如下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大

多数关于性别转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男性玩家

选择女性人物形象的案例，而对女性玩家的性别

转换行为研究不足。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注

意到，避免遭遇性骚扰是部分女性玩家使用男性

人物形象参与游戏的动机之一。 [37-38]但总体而言，

目前的研究对女性使用男性人物形象进入游戏活

动的其他动机，以及男女玩家的动机相似和差异

缺乏系统考察。第二，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动机的

探讨，而对性别转换作为一种僭越现象在玩家的

性别身份展演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这种行为与

男性主导的游戏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之间的关

系，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1.在

性别转换行为中，女性玩家呈现出哪些主要动机？

与男性玩家相比，有何相似之处，又有何差异？2.

游戏玩家在真实性别身份和虚拟异性性别身份之

间的转换行为，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游戏中的

性别转换现象与既有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化的游

戏文化秩序之间有何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为了回答上述研究问题，在研究设计上，本

研究采取了质化访谈的方法。相比于问卷调查对

玩家行为偏好表层特征的描述，访谈法更利于被

访者围绕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提供更深入的描述，

故而有助于我们理解玩家对游戏行为中的实际性

别和虚拟性别角色关系的认知，及其进行性别转

换行为的动机和主观阐释。访谈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的内容：一是对被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等个

人背景和一般游戏经历与行为偏好的了解；二是

重点围绕游戏行为中的性别身份、性别关系，尤

其是性别转换行为现象展开访谈，通过鼓励被访

者讲述自身的经历或遭遇，深入了解被访者自身

的性别观念，对异性性别身份和两性关系的认知，

游戏过程中的真实性别和虚拟性别的互动，以及

在游戏中进行性别转换的行为过程、动机、感受

及其后果等。

通过网络公告招募，我们在所有报名者中甄

选了 16名在游戏过程中有过性别转换经历的游戏

玩家进行了 1至 2小时不等的半结构性深度访谈。

为了回应上述讨论中提及的对女性性别转换行为

关注不足的问题，我们在访谈对象的性别比例方

面注意了平衡，16名访谈者中男性 7名，女性 9

名。被访者的年龄分布为 21至 30岁，职业身份以

学生为主，兼有教师、职员、设计师、记者等身

份，学历涵盖本科、硕士和博士。被访者所在地

则覆盖了一、二、三线城市，南北方和东西部地

区，并有一名被访者来自香港，在地理分布上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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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原因，所有访谈均通过腾讯会议线

上进行。在征得被访者同意后，对所有访谈进行

了全程录屏。访谈结束后，研究者根据录屏文件

将对话转录为文字，共录得 218269字文字稿。在

与被访对象进一步核实相关信息后，研究者在对

所有访谈稿进行细读的同时，通过质化研究软件

Nvivo12对访谈稿进行了分析，对被访者提及的主

题线索进行了提取，并在研究团队成员反复讨论

的基础上形成了主要研究结论。

三、研究发现

（一）女性玩家与男性玩家性别转换的动机对比

正如上文指出的，现有的关于游戏玩家性别

转换现象的研究，大多主要聚焦于男性玩家的性

别转换动机，对女性玩家此类行为动机的考察较

少，而对男女玩家进行性别转换行为动机的差异

进行比较分析更是一个空白。有鉴于此，本研究

首先要考察的问题是通过访谈，阐明在性别转换

行为中，女性玩家表现出哪些与男性玩家不同的

动机，并进而评估作为一种性别展演策略，这种

做法在实现玩家动机和需求方面是否发挥了作用。

就男性玩家进行性别转换的动机来说，我们

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以往研究提出的几种常见的动

机类型：（1）审美动机（出于对女性虚拟人物外

貌形象的喜爱而采取性别转换的做法，S5、S3、

S14）；（2）对游戏人物功能的偏好（因为对游戏玩

法机制设定的人物技能的偏好而选择女性虚拟人

物化身，S4、S5、S12、S14）；（3）利益动机（通过

性别转换塑造女性虚拟化身来获得其他玩家对自

己的优待或其他利益，S4、S5、S14）；以及（4）性

投射（出于对女性身份和性别经验的好奇，通过

虚拟化身来进行体验或想象，S5、S14）。

但我们的分析也发现了两个此前的研究中没

有提及的男性玩家性别转换的动机类型：（5）通

过性别转换塑造的虚拟女性化身来激发游戏中局

内互动行为，并挑战游戏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比如，《王者荣耀》玩家 S7以女性虚拟化身进入游

戏，激发其他男性玩家基于固有刻板印象的性别

化互动反应，并通过技术性“碾压”形成一种反

讽效应和“快感”：

在对局里面我会开个小号袁 然后把名字起得
非常女性化袁 让别人以为我是女的噎噎 渊目的是冤
去引发局内的对话遥 如果是都是男生的话袁 可能
对话就非常无趣袁 都是脏字飞袁 或者根本就不说
话......但是如果别人误以为你是女生的话袁 会引发
聊天袁 然后来给我打辅助遥 然后我就可能会选一
个比较强的英雄袁 碾压一下对面袁 这样就会很爽遥
渊S7冤

渊收到搭讪后冤 我一般不会回复袁 然后如果他
们就一直这样说的话袁 我可能会用一个比较女性
化的方式去回复他们袁 可能在后边加上一个语气
词 野呢冶尧 野啦冶 这样子袁 加上这种语气词袁 然后
大家就感觉应该是个女生袁 对袁 然后在打的时候
选一个特别厉害的 渊角色冤 就开始虐他们遥 一般
也会选女性英雄袁 不会去选什么程咬金这种男性
化的比较猛汉的袁 一看就不成一体系的 渊英雄冤遥
渊S7冤

另一个既有研究较少涉及的动机是（6）与女

性交往的需求。这种交往动机并不必然是以发展

恋爱或亲密关系为目的。尽管本研究所访谈的男

性玩家并没有提及这种动机，但通过女性玩家 S15

所描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少数男性玩家

的性别转换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具有出明确的与异

性交往的动机，而且在实际互动过程中也的确导

向了类似于虚拟“闺蜜”的较为紧密的网络人际

关系：

渊我冤 经历过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男生袁 他用
女生的变声器袁 瞒过了所有人噎噎然后我跟他做
野闺蜜冶 做了一年多噎噎我们还约定了老了以后一
起去住别墅袁 一起做老伴的那种遥 噎噎然后直到
有一次因为一个事情吵架了袁 他很长一段时间都
没有理我遥 但我有他家的地址和电话袁 我给他家
寄过零食遥 我打电话打过去是他妈妈接的袁 然后
她说院 野我儿子就是一直很沉迷网络冶 ......我当时
都惊呆了遥 渊S15冤

关于女性玩家进行性别转换的动机，我们的

研究结果证实了以往研究提出的（1）避免被男性

玩家骚扰的目的。玩家 S1、S3明确提到自己以男

性化或中性的虚拟形象出现在游戏中，目的就是

要避免来自男性玩家的骚扰和干扰，从而专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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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性别 性别转换的动机

男性
对游戏人
物外貌的
喜爱

对游戏人
物功能的
偏好

在游戏中获得优待或其他利益

对异性的想象

与异性交往的需求

挑战性别刻板印象

女性

避免被异性骚扰

回避性别刻板印象和歧视

标新立异或寻求反差感

表 2 男女游戏玩家性别转换主要动机之比较

传播与社会

游戏本身：

我之前玩 叶楚留香曳 的时候.......你选一个小姐
姐的角色袁 然后总会有其他的男生过来问你院
野小姐姐袁 组情缘吗钥冶 然后当你选择一个男性角
色的时候就无人问津遥 噎噎我觉得这样反过来倒
是挺好的遥 ......有时候只想平静地玩一个游戏袁 但
是总有人过来问你袁 有点烦躁遥 渊S1冤
我如果让他们知道我是女生袁 他们首先会在

聊天频道里面不停地说话袁 说一些和游戏无关的
话袁 然后还会不停地有加好友的弹窗跳出来......我
的游戏体验肯定会打折扣遥 渊S3冤
但就我们所获得的访谈资料来看，女性玩家

进行性别转换的目的远不只是为了避免男性玩家

的骚扰，不同玩家基于不同的个性、偏好、经历、

游戏类型形成了不同的动机。相比于男性玩家的

动机，女性玩家在性别转换行为中也呈现出某些

相似的动机，比如，（2）审美动机，主要表现为

对游戏人物外貌形象的喜爱（S1、S2、S10、S15）

和（3）对游戏人物功能或风格的偏好（S1、S2、

S3、S6、S9）。

但女性玩家也表现出一些与男性玩家截然不

同的动机：（4）避免男性主导的游戏文化中对女

性的刻板印象和歧视（S2、S3、S9、S15）。在这种

情况下，女性玩家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建构虚拟的

男性身份，来回避主导性别规范中男性玩家对女

性玩家那种高度刻板印象化的回应方式。比如，

玩家 S3认为男性玩家在游戏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对

女性玩家的保护欲实际上反映的是男性的一种优

越感和将女性低能化的一种性别偏见，而性别转

换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这种偏见对自己的影响：

我不想被因为是女性而被特殊化遥 不管你是
觉得应该允许我差一点袁 还是对我要求低一点袁
还是变成一个撩妹的舞台袁 我觉得都不好......我是
来玩这个游戏的袁 我不是来听你在这里说什么小
妹妹我保护你这种话......现实生活中他都不敢说出
这样的话 ...... 渊但在冤 游戏世界里面他会这么
说遥 ......我不需要这样的保护袁 也不需要这样
渊被冤 特别对待......其实是因为你内心里面觉得他
们是低人一等的袁 他们是弱势的那一方袁 你有这
种俯视的感觉袁 你 渊才冤 要去照顾他们的遥 渊S3冤

玩家 S9表达了同样的意图：

为了避免打游戏的时候遭到性别歧视袁 我的
资料袁 我的性别都放了男性遥 .....我就是怕...... 渊如
果冤 你是女性的话袁 可能大部分情况下很多......男
的看到你袁 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你弱袁 第二
个感觉可能就是游戏里面玩的女生又少袁 他可能
就想跟你聊天什么的遥 渊S9冤

此外，（5）标新立异或寻求反差感（S2、S15）

也是部分女性玩家进行性别转换的动机。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种反差往往构成对既有性别刻板印

象一种解构。比如，玩家 S15在性别转换的过程

中通过虚拟性别化身和真实性别的不对称性在对

男性玩家形成一种冲击效应：

我们其实会跟陌生人打游戏袁 然后中间我就
一直打字交流袁 都没有开过麦遥 然后打完之后袁
大家会觉得说你玩的挺好的.....然后我会开麦说一
句院 野好的袁 下次见冶袁 然后我就潇洒地离开袁 他
们就会留下一阵惊呼袁 说院 野原来是妹子冶袁 然后
我就很享受这种感觉袁 就是打脸的感觉遥 渊S15冤
当然，由于访谈资料的局限性，上述讨论并

没有穷尽所有可能的动机。但通过与既往经验研

究结论相比较可知，我们的研究发现应已囊括了

游戏玩家性别转换行为的主要动机类型。更重要

的是，我们对男女玩家的动机类型进行了对比。

如表 2所示，男女玩家在游戏虚拟现实空间中进

行性别转换的动机既有共性，也有很大的差异性。

无论是男性玩家，还是女性玩家，都具有基于对

游戏人物视觉形象或内在功能特征的偏好而出现

的性别转换行为。在其他方面，女性动机中没有

发现男性动机中存在的利益导向动机和对异性的

想象或交往动机类型。

总体而言，男性玩家将性别转换作为一种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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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争取理性或感性收益的策略，相比之下，女性

玩家采取性别转换策略的动机更具有被动回避的

色彩。即便就男女玩家中都存在的回应主流性别

刻板印象的动机来说，男性玩家是通过策略性反

转来“玩弄”针对女性的性别偏见。相比之下，

女性玩家并不是直接面对和挑战这种偏见，而是

通过男性虚拟化身提供的暂时性保护作用来回避

游戏空间中存在的关于女性的种种偏见。即便是

通过展露真实性别从而形成反差感的方式挑战既

有性别偏见，女性玩家也往往是先依托男性性别

身份的保护进入游戏空间，再进行策略性挑战。

考虑到男女游戏玩家的不同性别身份及其在游戏

文化中的位置，这种性别转换动机的差异实际上

是不同性别群体的社会处境的反映。换言之，性

别转换行为对男性玩家来说，是一个既有的特权

位置基础上的增量行为，而对女性玩家而言，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保护性

策略。

（二）游戏玩家性别转换行为与性别刻板印象

的关系

游戏玩家出于以上动机把性别转换作为在网

络空间性别身份展演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纳入

日常游戏行为中。这种转换可以是连贯的、长期

性的，也可以是断续的、暂时的，可以是整体的，

也可以是局部的。而一旦付诸实践，这种行为能

够为玩家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则取决于复杂的多重

因素。其中最关键的依然是游戏实践所处的性别

规范，尤其是既有关于性别和性别关系的预设。

比如，有男性玩家发现以女性形象进入游戏后，

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受到了歧视：

优待倒没有袁 歧视倒是挺多的遥 比如我的名
字叫 野四头冶袁 他就会说院 野四头袁 你这个女生你
就打辅助就好了袁 把中路让给我袁 你不要越位了袁
你不行的遥冶 可能在局里游戏的话袁 我是个女性名
字袁 然后我就可能把他杀了袁 我又回去跟他说一
句袁 他就会说院 野你小女孩子的不要这么说话袁 不
文雅不淑女冶袁 这个样子的袁 反正挺无语的遥 渊S7冤
关于性别转换行为对玩家游戏实践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验证了既往经验研究中所发现的一个

结论，即性别转换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游戏

玩家之间进行直接互动的意愿水平。[39]但我们的研

究发现，相比之下，性别转换对互动水平的影响

在女性玩家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所有被访者

中，没有男性玩家报告自己因为性别转换而降低

与其他玩家互动和建立合作关系的意愿。相反，

有 4名女性玩家（S3、S9、S10、S11）报告为了掩

盖或弱化自己的真实性别身份，她们不得不把在

线互动交流，尤其是可能透露其真实性别身份的

沟通行为最小化。

显然，这里所涉及的最主要的互动方式是玩

家之间基于真实性别身份的披露而展开的对话活

动。随着网络游戏社交属性的不断强化，游戏玩

家的真实身份和虚拟化身之间的边界正日益变得

具有流动性。这意味着在真实性别身份和虚拟的

异性性别身份之间进行转换和移动，成为游戏文

化中的常见现象。进行性别转换的游戏玩家同时

也可能在特定的语境下披露自身的真实性别身份，

从而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结果。换言之，游戏文化

中的大部分性别转换现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

既可以被强化，但也会在特定的情况下出现回转

现象，即从虚拟的反向性别退回到真实性别。这

一点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

在不披露真实性别身份的情况下，性别转换

对女性玩家来说具有一定的保护和赋能作用。比

如，女性玩家 S1表示，以男性形象出现在游戏中

增加了自己的自信心：

如果你玩女性角色多了袁 被人烦的也稍微多
了一点遥 ......我觉得选男性角色的时候袁 我突然有
一种感觉袁 我觉得我可以遥 ......就是那种可以自由
畅游在游戏世界的感觉袁 可能心情会和选女性角
色稍微有点差别遥 渊S1冤
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女性玩家一旦在展演虚

拟异性性别的同时，披露自己的真实性别身份，

会引起其他玩家，尤其是男性玩家的两种较为分

化的反应。一方面，以虚拟异性形象进入游戏的

女性玩家所披露的真实身份会遭遇怀疑和否定。

在这种情况下，玩家之前设定的虚拟异性身份会

被进一步强化，而不是削弱。而玩家新近披露的

真实性别身份则被否定。比如，女性玩家 S1和 S3

都报告了类似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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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一个小乔袁 然后对面玩一个大乔袁 我拿了
对面大乔第一滴血袁 然后对面的人突然跟我说你
为什么要欺负大乔袁 大乔可是你的姐姐遥 ......我就
跟他说一句: 野我可是萌妹子遥冶 对方居然回我说:
野你顶多是个人妖遥冶 ......他们觉得 渊我冤 并不是
渊女性冤袁 然后我这么一说袁 他们更确定我不是
渊女性冤 了遥 渊S1冤
我有一次噎噎开麦了之后有一个人就不停地

喷我袁 他说你凭什么用变声器钥 对袁 他喷我是人
妖.......然后他说院 我不相信有女生会玩这个游戏袁
这个不适合女生袁 你怎么会来玩这个游戏袁 你一
定是个男生假扮的...... 渊S3冤
在这里，两位女性玩家披露的真实性别身份

都遭遇了强烈的否定，并被其他玩家认定为是男

性假扮的女性。这种否定无疑是男性主导的游戏

文化中长期存在的关于男女性别玩家游戏能力差

异的刻板印象的结果。

另一方面，以虚拟异性形象进入游戏的女性

玩家对自己的真实性别身份的披露也可能会引发

男性玩家的“包容性”反应。玩家 S2的经历就是

一个典型例子：

你开麦和不开麦袁 别人对你 渊是不一样的冤遥
你如果开麦袁 然后他知道你是个女生袁 他就会更
加热情袁 然后会跟你对话遥 ......如果你不开麦的
话袁 你跟陌生人一起 4排袁 他们基本上是各玩各
的袁 然后也不会救你遥 但是如果是开麦的话袁 他
就会就会寒暄袁 然后说去哪儿袁 会说哪里有敌人袁
然后会来扶你袁 然后甚至扶完你之后袁 他还会担
心你身上没有药袁 然后扔下一个药包给你遥 渊S2冤
无论是否定女性玩家的真实性别身份还是在

接受这种身份的基础上采取“保护者”姿态，实

际上都是调用了既有的关于女性群体的刻板印象

和偏见，在本质上都认为女性玩家不可能具备和

男性玩家同等的竞技能力。无疑，在这里既有的

性别刻板印象发挥了框架性的作用，塑造了不同

性别玩家之间的特定互动反应方式。这意味着作

为游戏玩家性别身份展演策略整体中的一个组成

要素，性别转换策略所发挥的作用是矛盾的。一

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为玩家体验另类的性

别身份和探索不同的互动经验提供了机会。尤其

对女性玩家来说，性别转换是一种提供自我保护

的策略性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存在于游

戏文化中的各种对女性不利的偏见和压力。另一

方面，玩家可以为了维系这种“收益”而将自身

的网络身份维持在虚拟的边界之内，但也可以选

择打破这种边界。性别转换行为所提供的保护总

体上来说是消极的、有限的和不稳定的，一旦在

游戏互动过程中突破了虚拟现实的边界而进入真

实身份的领域，就会立刻被现实社会性别秩序所

吞噬，甚至引发矛盾和冲突。

这表明，尽管电子游戏等虚拟现实空间为性

别转换等另类性别身份展演提供了可能性，而性

别转换行为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玩家，特别是

女性玩家提供了赋能的潜力，但这种潜力始终是

有限的、局部的、临时的。既有性别秩序和刻板

印象依然主导着游戏文化空间，塑造着游戏玩家

的性别认知和反应模式。性别转换行为的悖论在

于，无论是男性玩家对去男性化性别空间和经验

的探索，还是女性借助男性身份的外壳来构筑自

我保护的空间，本质上都是以承认男性和女性之

间等级化的二元性别秩序为前提的。在反思自己

的性别观念预设时，有女性玩家已经意识到自己

在反抗主导性别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把这种观念内

化为自身观念的一部分，从而构成了女性“歧视”

女性的悖论景观：

我潜意识里面应该也是有性别歧视的袁 因为
我对男生玩家要求比较高袁 我觉得男生应该更就
玩得更好一点袁 我对他们的要求可能就在八九十
分遥 然后对女生玩家可能没有什么要求......可能会
给她 50分的要求袁 我潜意识里面其实也是这么觉
得的遥 感觉女生她可能游戏技能还是不如男生袁
这是我的问题遥 渊S15冤

四、结论

本文围绕游戏玩家的性别转换行为，通过深

度访谈的经验性研究，对玩家性别转换行为背后

的动机进行了拓展分析，尤其是对女性玩家和男

性玩家动机的相似性和差异进行了对比研究。在

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性别转换对游戏玩

家性别身份展演的影响，尤其分析了在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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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的情况下，性别转换行为所可能带来的矛盾

性后果。研究发现，男性玩家和女性玩家的性别

转换行为动机既有相似性，也有很大的不同。男

性玩家倾向于将性别转换作为一种积极争取理性

或感性收益的策略，而相比之下，女性玩家采取

性别转换策略的动机更具有被动回避的色彩。对

性别转换现象影响的研究则表明，这一行为对游

戏玩家的互动方式会产生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结

果。它既可能带来赋能效应，也可能抑制玩家基

于真实身份的互动行为和人际关系网络的建构。

而一旦这种互动突破了虚拟身份边界，进入真实

身份的范畴，就会带来高度分化的反应。但无论

如何变化，游戏玩家的性别转换行为及其对游戏

互动的作用都没有脱离主导性别意识形态框架的

限制。

在这个过程中，行为转换行为与性别刻板印

象之间表现出复杂的相互构成关系：一方面，无

论是再生产还是回避或挑战既有的性别刻板印象，

性别转换为行为的发生都是以既有的性别身份秩

序为参照系和出发点的。刻板印象在玩家进行性

别身份展演行为模式和策略选择的过程中发挥着

基础性的动因功能。尽管网络传播的虚拟性提供

了身份展演的弹性，但这种弹性并没有也不可能

超越既有性别框架的边界。另一方面，尽管没有

突破整体的性别秩序，但这种行为本身并不是毫

无意义的。作为一种文化僭越现象，性别转换，

尤其是当这种转换在虚拟性别身份与真实身份的

交互过程中产生的震惊和反讽效应，揭示了既有

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气质观念内在逻辑的非本质

性，从而将一种被自然化中立化了的身份意识形

态重新历史化，并为游戏文化注入更多的批判性

和自反性。

渊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周逵尧 中国人
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尧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
究院硕士研究生刘晨宇尧 杨润苗对本文亦有贡献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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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owth of female gamers in recent years contrasts with the stereotypes about this group. Gender bias

limits the visibility of women in gaming culture, but it also inspires female gamers to adopt gender identity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gender bending or swapping. Due to the anonymity of cyberspace, it is common for video game

players to construct virtual gender identitie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real gender through avatars for different mo-

tive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gamers, this study finds that male and female gamers show different motiva-

tions for this gender bending behaviour, and that it breaks the existing gender stereotypes and cultural order to a certain

extent, providing potential for gamers, especially female gamers, to evade or dissolve the constraints of the mainstream

gender order. However, this potential is always limited, as the established gender order and stereotypes still dominate

the cultural space of gaming and shape the gender perceptions and response patterns of ga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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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社交媒介也日趋多元。近年来，方兴未艾的短视频

平台越来越受到大众追捧，它以直播、发布短视频作品等方式建构在场与围观，

形成共时在线互动，重新形塑了人类社会交往方式。截至 2020年 12月，我国短

视频用户数已突破 8.73亿，占全部网民的 85.5%，短视频已成为当下极具影响力

的社交媒介之一。[1]

农民工群体是构筑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土性”与城市意识交融是

这一群体的重要特点。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是一个追求“现代性”并摆脱

“乡土性”的过程[2]，但“乡土性”仍作为一种文化和记忆交织于这一过程中。技

术与社会发展使农民工群体与信息通信技术的“接合”发生转变[3]，手机对于农

民工来说已不仅是打电话和发短信的工具，而逐渐成为日常娱乐消费、维系社会

故乡何处是：短视频平台上的农民工社群
建构与乡土记忆 1）

———对抖音“福建村”的考察

于晶 谢泽杭

摘要 聚焦农民工短视频社群建构与乡土记忆关系袁 探讨新媒介如何影响记忆生成与再现遥 以抖音 野福建
村冶 为个案袁 将其作为 野网络中的田野冶 进行民族志考察袁 访谈代表性成员袁 并走进他们的线下生活袁 探
寻短视频对 野福建村冶 农民工乡土记忆的影响机制遥 研究发现袁 因技术赋能下的情感互需袁 抖音 野福建
村冶 以在线社群方式被建构遥 抖音 野福建村冶 借用 野地方冶袁 利用地方资源再生产创作短视频作品袁 使用
仪式化直播进行展演袁 开展乡土记忆实践袁 依托地缘尧 血缘形成文化认同与共通交流内容袁 成员在互动与
分享中让共有的乡土记忆得以生成遥 在城市文化尧 个体记忆尧 集体记忆博弈中袁 乡土记忆趋向融合与延
续袁 并通过个体行为和互动行为再现遥 研究认为袁 新媒介的出现使得记忆场域不断拓宽袁 短视频平台独特
的算法推送机制为拥有共同乡土记忆的网络社群形成助力袁 生成了介于绝对领导与人人平等间的记忆场
域遥 相比于媒介产生的明显界线袁 记忆本身也具有排他性袁 对拥有共同记忆社群外的人设限袁 即使外人有
类似经历也难以走进社群开展记忆活动遥 此外袁 记忆并非被动的袁 在媒介与人的双向交互下袁 它愈发具有
反作用于现实活动的力量遥 同时袁 立足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袁 文章在记忆研究主体性回归和对记忆理论中
国化做出一定尝试遥
关键词 农民工曰 短视频曰 社群建构曰 乡土记忆曰 媒介记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于晶袁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袁 上海 200241曰 谢泽杭袁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袁
上海 200241

1冤基金项目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野舆情生态治理下政务新媒体运营策略与传播效
果研究要要要以省级行政机构为例冶渊17YJA860022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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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社交媒介，甚至可以通过这一渠道追忆乡

土。媒介作为主导人类记忆的平台和核心[4]，在网

络时代对承载人类乡土记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在“人人都是拍客”的当下，短小精悍、生

动有趣的短视频越来越受欢迎，并因视频呈现丰

富性、现场感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工群

体追忆乡土的需求。[5]

抖音“福建村”类似于线上“老乡会”，是由

在沪福建农民工自发生成的短视频平台网络社群，

依托地缘、血缘形成文化认同，以共享的乡土记

忆为核心开展互动交流。它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固

定的网络社群，而是由一位抖音名为“虎纠依哥”①

的农民工主播定期在个人账号上发布与在沪农民

工和福州相关的作品，并在每晚 9点至 11点进行

抖音直播，通过老乡间口口相传，吸引近五万粉

丝。这一社群不以盈利为目的，大家相聚于短视

频作品评论区和直播间，即使素未谋面也能亲切

交流，通过短视频作品与仪式化直播展演，将承

载乡土记忆的地方化的符号与实在物在特定的场

景下呈现，与观看者共同开展乡土记忆实践。因

参与互动的人多为在沪福州农民工，形成类似于

线上村庄的集合体，故农民工们亲切地将这一网

络社群命名为“福建村”。

有学者呼吁，农民工研究没必要过于关注宏

观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而忽视农民

工自身主观能动性及其作为理性主体创造自己生

活世界和建构意义的能力。 [6]反观已有记忆研究，

也多是从媒介对记忆的社会性建构视角出发，探

讨在大众媒介的传播路径下，个体记忆、集体记

忆和社会记忆是如何生成的，忽略了个体能动性，

造成“主体的缺失”。[7-8]此外，由于记忆理论是源

自西方的“舶来品”，其理论观点是在西方社会历

史框架下生成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农

民工的记忆内容中还夹杂着信俗、人情、面子等

多方面张力，不同地区乡土记忆也存在差异。因

此，本研究着重关照农民工自组织网络社群抖音

“福建村”，从农民工群体主体性出发，探究其通

过新兴媒介追忆乡土的能动过程。立足中国特殊

的社会结构，从乡土记忆的生成与再现入手，挖

掘农民工短视频平台网络社群独特性，探索其生

成机制与运作逻辑，对记忆理论中国化做出一定

尝试。

一、农民工的短视频使用与乡土记忆

进入 21世纪，城乡二元结构日益松动，中国

社会总体结构已经开始从二元结构转向三元结构，

非工非农“第三种户籍”的农民工群体则是形成

三元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 [9]农民工在城市中是

“无根性居住”群体，想融入城市文化，但“城市

梦”与现实残酷碰撞，使得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

成为城市“过客”，由此产生孤独感和对乡土的追

忆。城市文化是能够激发人们思想感情活动的城

市形态和特征[10]，乡土记忆则代表人们的故乡难离

情感，可以通过“内在感情———个体行为———集

体行为”三个维度表达，生成并再现记忆。农民

工利用短视频平台建构社群，开展记忆活动，在

追寻城市文化“现代性”的同时，寻求个人与集

体乡土记忆。

（一）城市文化与乡土记忆

自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之后，“乡土性”成

为描述中国特征的一个重要词语。随着中国城镇

化不断推进，“乡土性”又逐渐成为描述中国农村

社会的形容词。[11]“乡土性”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

的“土”，它还是文化与记忆。[12]但有学者指出，

这种文化与记忆本身与城市文化存在抵牾，乡土

记忆会导致农民工城市认同陷入困境[13]，也有学者

指出，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难题都与城乡分

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城乡分野产生记忆鸿沟，

虽然农村和城市一样，也有历史、文化记忆，但

由于农村记忆的媒介、方式和手段没有城市文化

先进、科学和多态多样，加上可以采用多符号、

多媒体、多形式记忆的有文化的、受过高等教育

的优秀人群纷纷离去，齐聚城市，导致农村故乡

记忆逐渐退化，故乡成为只是偶尔追溯的对象和

场景。城市文化凭借技术等优势占领各种媒介，

消融和解构着人们乡土记忆。[14-15]但还有一派观点

淤野虎纠依哥冶为福州方言野福州哥哥冶的意思遥 出于研究伦理的隐私考虑袁在征求本人意见后袁将其原抖音名缩减转化为
野虎纠依哥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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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农民工有着“离土不离乡”的故乡情感，

乡土记忆与城市文化也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可

以相互融合。那么，媒介使用对农民工的作用可

能并非解构，而是重塑（reshape），乡土记忆融入

在地城市记忆新蕴含。[16-17]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在集

体记忆讨论中指出，个体记忆依赖于集体而存在，

集体记忆由个体记忆组成，是共享的个体记忆。

那么，对于农民工乡土记忆而言，也必然存在个

体乡土记忆和集体乡土记忆两个指向。个体乡土

记忆是农民工个人亲自看到、亲身感受过的乡土，

而集体乡土记忆在本研究中则是由短视频这一媒

介所建构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乡土。农民工正

是在城市文化、个体乡土记忆、集体乡土记忆

“漂泊”中，寻求“此心安处”。

（二）“无根性居住”的农民工群体与城市适

应需求

2020年 5月 1日正式实施的 《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条例》，第一次从法律上界定“农民工”概

念：“农民工是指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务的农村居

民。”[19]也就是说，农民工是户籍地仍在乡村，进

入城区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常住地在城区，以非

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除了工地工人外，

还包括低端制造业技术工人，及理发师、餐厅服

务员、保洁员等低端服务业工作人员。

国内农民工研究形成了一种共识：农民工在

从农民向市民过渡中，并非完全“同化”。农民工

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仍然游离在城市边缘，可归

结为“无根性居住”。[20-22]“无根性居住”呈现出四

个方面特点：在物理层面，农民工居住环境较为

恶劣；在社会关系层面，无法以城市地缘为基础

积累信任、互惠、互动等社会资本；在社会权利

层面，缺乏公共政策保护；在社会认同层面，农民

工进入城市地界范围却不能进入其社会结构，身份

认同难以有效构建，城市归属感也难以获得。[23]在

这种情况下，适应性 （adaptation）便成为农民工

继续留在城市的重要基石。

近年来，流动人口城市适应问题愈发受到西

方经典城市社会学和都市人类学学者关注，Sampson

等[24]考察在港口工作的跨国移民工人，发现工人们

会通过宗教汇集在一起，从宗教信仰中获得精神

慰藉和情感支持。Palmer[25]认为，由于存在刻板印

象，香港的印尼家庭佣工并不十分受待见，雇主

与印尼佣工仅停留在雇佣关系上，而印尼佣工们

则会通过群聚（Cluster）实现情感交流。Baig R B[26]

则发现，由于缺乏公民身份，尼泊尔移民劳工经

常被排除在政府公共政策外，这种排斥将移民劳

工置于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最底层。随着工会建

立，移民劳工之间日常互动和身份意识得到加强。

从中可以发现，流动人口城市适应，很大程度上

源于同类人集聚，通过在“集体”中交流互动，

实现情感聚合。罗雅琳[27]指出，流动人口城市适应

不仅仅是脱离乡土、融入城市，而是将固有乡土

身份与当下城市打工者身份做好合并，形成新的

认同。对于在沪福建农民工来说，他们融合乡土

与城市双重身份，通过短视频平台形成在线集聚，

共同构筑乡土记忆，从而满足情感需要，达到城

市适应目的。也就是说，通过网络社群开展追忆

乡土、分享共同记忆是在沪福建农民工适应城市

的重要手段。

（三）作为记忆场域的网络社群

随着技术不断发展，网络社群成为农民工适

应城市、开展乡土记忆活动的新场域。农民工网

络社群一般可分为政府主导与自组织两种形式。

政府主导型网络社群以农民工网站、论坛为主要

形态，是农民工向政府反馈民意的重要渠道，但

因存在信息更新机制薄弱、互动效果差、审核机制

严等原因，参与人数极少，近乎处于瘫痪状态。[28]

而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组织网络社群近年来成

为农民工乡土记忆活动的主要平台。微博网络社

群以“超话”社区形式，围绕地域话题将在异乡

的农民工黏合起来，发布信息、评论互动。但

Svensson[29]对中国新浪微博的研究指出，名人和意

见领袖运用其社会和文化资本获得大量粉丝，发

出有影响力的声音，而大多数普通人发声是不被

关注的。加之微博高点赞、多评论优先推送机制，

使得绝大部分农民工在微博网络社群中没有追忆

乡土的发声权。相比于微博网络社群农民工话语

权近乎绝对缺失，微信社群则提供了一个人人平

等的记忆活动场域。同地熟人群实际上是原先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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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秩序与关系的网络迁移，社群内农民工可

以依托熟人身份自由交流。同地非熟人群则为同

在异地的不相识农民工提供平等交流平台，群内

没有绝对主导者，人人均可以是乡土记忆话题发

起者或参与者。[30-32]政府主导型农民工网络社群通

过严格审核机制、微博通过话语权、微信通过

“入群申请”为农民工加入社群设置了明显界线，

使得同乡之间对外具有较强排他性。[33]

短视频以 15秒或 59秒以内快速切换的流媒

体形式为主，凭借简短、有趣、低准入门槛等特

点收获亿万用户。由于农民工大多成长于乡村，

抖音“福建村”短视频作品也多以故乡作为经验

材料，展示乡土风貌或将故乡与城市作比，通过

短视频唤起乡土记忆。这些经验材料既包含农民

工回到乡土后所积累的视频素材，也包括方言、

信俗等无需回到故乡便可生成的视频内容。对于

知识水平偏低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低门槛短视频

破除了农民工加入网络社群开展乡土记忆活动的

明显界线，人人均可自由观看乡土记忆短视频，

围观乡土记忆直播，平等交流、展示所想。

二、作为个案的抖音“福建村”

2019年 9月，笔者在校园内一处施工工地旁

结识了农民工阿文。阿文是福州闽清县人，不到

三十岁的年纪，高中肄业后便跟随舅舅到上海工

作。相仿的年纪和老乡关系让笔者很快与阿文熟

络起来，并从他口中知道了抖音“福建村”。“虎

纠依哥”是阿文的表哥，是一名石材运输司机，

户籍仍保留在福建农村，主要工作是从福建闽清

运输石材到他所工作的上海工地。这项特殊工作

使“虎纠依哥”能够经常往返于沪闽两地，成为

抖音“福建村”中仅有的能时常感受两地文化的

人，从而顺理成章被推举为“村庄”管理者。

阿文的引见让笔者很自然成为抖音“福建村”

一员，实现“入场”，并结识“福建村”掌管者

“虎纠依哥”，这为开展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研

究选用网络民族志方法，将抖音“福建村”作为

“网络中的田野”，通过参与式观察，编织和讲述

抖音“福建村”成员记忆活动的生成与再现。笔

者于每晚 9点至 11点进入“虎纠依哥”直播间，

作为粉丝开展一年多的观察。“福建村”成员通过

抖音直播间进行无拘无束的自我表达，从而参与

到网络民族志文本书写中。直播以外的时间段，

“虎纠依哥”乡土短视频作品以及粉丝们在评论区

的交流实践活动构成笔者研究文本。

除了收集观察性数据外，笔者通过观察抖音

“福建村”成员交流实践活动，选择 25位农民工

代表作为访谈对象。选择标准是：第一，是在沪

闽籍农民工；第二，相较那些匆匆进入直播间又

匆匆退出的游客而言，他们是抖音“福建村”忠

实成员，具体表现为关注“虎纠依哥”抖音号并

加入“粉丝团”；第三，他们在抖音“福建村”中

是互动的活跃者，也是乡土记忆实践活动的真正

参与者（如在故乡短视频下评论、在直播中与其

他成员共同追忆乡土）。最终，笔者确定包括阿文

和两位直播间管理员①在内的 25名访谈对象，年

龄从 19岁至 54岁，各个年龄区间访谈对象数量保

持均衡。笔者还对“虎纠依哥”进行深度访谈，

重点考察其乡土作品创作逻辑与文化蕴涵。笔者

对 26 位受访者以微信语音形式开展半结构式访

谈，每位采访时间在 40分钟左右。

线下生活对于田野点来说应被视为一种情景

（context），通过更多挖掘情景才可深入虚拟社区文

化。 [34]故笔者分别于 2019 年 9-12 月、2020 年

10-12月，走进阿文的线下生活，于 2020 年 4-9

月走进“虎纠依哥”的主播日常，考察二人借助

抖音“福建村”追忆乡土、分享乡土的生活情境。

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式观察，深入挖掘抖音“福建

村”背后更深层次文化内涵。

三、动机与实践：抖音“福建村”的乡土记忆

生成

“无根性居住”的农民工群体，为了适应城市

生活，在短视频平台算法推送作用机制下，因情

感互需联结在一起，建构抖音“福建村”。这一网

络社群为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生成与再现搭

淤管理员一般是抖音直播间内最活跃的用户袁基本能保持每天野在场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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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台，乡土记忆则成为维系网络社群的重要纽

带。

（一）动机：技术赋能下的情感互需

情感互需是在沪福建农民工联结在一起的重

要动机，也是其乡土记忆生成的关键因素。这一

情感动机使在沪福建农民工有较强的观看乡土短

视频倾向，加之位置信息、身份标签等个人信息，

使短视频平台准确识别农民工偏好，利用特有算

法机制推送乡土短视频、直播间，利用技术为抖

音“福建村”与乡土记忆生成助力。

农民工从小在农村长大，即使是 90后、00后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户籍等原因，他们与农村也

无法脱钩。对于这批离开乡土漂泊于大城市的农

民工而言，他们遭受他者隔离、媒介隔离与自我

隔离。[35]基于城市地缘与业缘的互动场域很难对其

社会资本提升发挥作用，他们往往也难以成为大

众媒介关注焦点，加之其内心隐秘的自卑感，使

农民工群体游离于城市边缘。而被地理分割的乡

村血缘与地缘关系对农民工情感支持亦只是杯水

车薪，“无根性居住”的农民工群体陷入孤独之

中。

人是社会性动物，难以脱离社会而独自存

在。[36]因此，情感需求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农民工群

体在城市中的“基本需求”。

我在流水线上工作袁 每天做着同样重复的工
作袁 就像机器一样一直动啊动袁 也不怎么和别人
交流袁 我都要闷死了浴 回到宿舍也浑身无力袁 看
看手机就准备睡了袁 和她们 渊舍友冤 也没什么交
流袁 可能因为她们年纪比较大袁 有代沟了吧遥 因
为我有刷抖音嘛袁 后来抖音给我推送 野福建村冶袁
我看里头都是在上海工作的福州老乡袁 因为自己
也刚出来 渊从福建到上海工作冤 没多久袁 挺想家
的袁 就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天遥 那个抖音号经常
发老家的视频袁 看到以前熟悉的东西袁 又能和讲
一样方言的老乡聊聊天袁 孤单情绪就缓解了很多遥
渊小徐袁 女袁 23岁袁 福建闽清人袁 在上海一食品生
产车间工作淤冤

在小徐眼里，关注短视频不止是寻求娱乐，

更是情感的寄托。在她看来，“老家”的视频能

通过“熟悉的东西”，使得农民工个体在前往陌生

的地方后，回忆起故乡的景物、风俗以及其他事

物，缓解陌生感与紧张感，做好情感过渡。对远

离故乡的农民工而言，越来越多的个体以情感为

出发点寻求自我满足与群体认同，人们与互联网

另一端的人或群体的亲密度甚至超过了当下生活

的身边群体，来自远方的故乡在情感作用下变得

熟悉，可以理解为部分学者笔下“脱嵌—再入嵌”

的过程，即“脱嵌”故乡的农民工，又表现出个

体对社会重新“再嵌入”意愿。[37-38]

“能和讲一样方言的老乡聊聊天”，凸显了农

民工对乡土的留恋。有研究指出，农民工群体在

城市中最频繁也是最愿意主动交流的对象往往是

在同一个城市拼搏的其他农民工。如果来自同一

个地区（即老乡），则更有利于双方交流亲密性，

因为其记忆有共通空间。[39]地理空间分隔使农民工

群体与乡土情感联系十分有限，他们往往需要借

助媒介保持自我与乡土的勾连，而短视频为漂泊

异乡的农民工群体提供了情感交流与与记忆生产

空间。

我是 渊抖音冤 系统推荐过来关注的 野虎纠依
哥冶袁 成为 野福建村冶 一员遥 这里头很多是在上海
打工的福州人袁 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渊上海冤袁 就经
常去 野虎纠依哥冶 直播间看看袁 还会经常上麦于袁
和老乡一起交流感觉很好袁 就像一家人一样遥 他
渊野虎纠依哥冶冤 还有发 渊短视频冤 作品袁 我记得有
个讲的是长乐的建筑与长乐路的建筑盂袁 感觉挺有
创意的袁 勾起了我对家乡的回忆 渊笑冤遥 渊张哥袁
男袁 45岁袁 福建长乐人袁 厨师冤
短视频平台独特的推送技术逻辑，实现从经

验到科学的智能洞察和需求预测与以算法模型为

工具的智能分发[40]，经过用户和技术“赋权”后，

算法推送技术具有了筛选、定义、推送信息和记

录、存储个人数据的特殊权力[41]。短视频乡土作品

满足了在沪福州农民工缓解思乡之情，找寻乡土

淤受访对象年龄为截至 2020年的周岁袁职业为进行深度访谈时所从事的职业遥
于正常情况下袁粉丝在抖音直播间内只能通过文字互动袁但野上麦冶后袁粉丝可以连接麦克风与主播和其他粉丝语音互动遥
盂长乐是知名的侨乡袁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曰长乐路位于上海市区袁路名取自福州长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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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需求。在这里，“乡土”成为有价值的“消

费品”，农民工通过“消费”乡土，唤起故乡记

忆，获得情感支持。同时，“乡土记忆”作为一种

财产，在抖音直播间内被交易，农民工们互相诉

说自己的乡土故事，进行情感交流，互相满足情

感需要，使得农民工通过抖音构建出的“福建村”

网络社群，紧密联结在一起。技术赋能下，有类

似乡土记忆的人均有可能收到系统推送，出于情

感需要而走进抖音“福建村”，产生“滚雪球”式

扩张效果。

但为何是“福建村”？为何是来自福建的农民

工聚合在了一起？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贺

雪峰看来，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不同地区农村社

会结构具有相当不同的逻辑。[42]他在数十年田野调

查的基础上，依据经济社会分化程度和社区记忆

程度，划分出如表 1所示四种村庄类型。其中，

社区记忆类似于本研究所探讨的乡土记忆，是指

村庄全体或部分成员共享的村庄文化经验。位于

改革开放前沿的福建和广东农村属于 D型村庄，

不同于中西部人口净流出产生的 B型原子化村庄，

亦不同于江浙人口净流入产生的 C型原子化村庄，

D型村庄成员人口流动规模适中①，信俗、方言、

地方节日等传统文化得以保留，且当地人有着更

为强烈的宗族意识，对故乡认同感强烈。与宗族

意识强烈但经济不发达的湖南、江西等地 A型村

庄相比，D型村庄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有着更

为庞大的媒介需求与先进的媒介使用水平，依赖

媒介实现跨区域的记忆实践也变得可能。[43-44]

（二）实践：借用“地方”的短视频生产与直

播展演

短视频作品与直播是短视频平台最重要也是

最具特色的内容产品，抖音“福建村”通过调用

“地方元素”，形成人地互动，对风物、乡音等地

方资源再生产，引发受众情感共鸣，勾起抖音

“福建村”成员乡土记忆。

在特定地域中，“地方感”作为维系社会化

的个人与具体场所的情感纽带，兼具地方固有特

性与特定相关人群对其依恋的双重属性。[45]在人与

地方互动中，地方产生独特历史文化，形成人的

活动所构筑具有意义的地方资源。这些地方资源

通过再生产，被运用于抖音“福建村”短视频拍

摄与制作中。短视频集中展现地方特有高辨识度

元素，勾起抖音“福建村”成员乡土记忆。

“虎纠依哥”保持每周 5条作品更新频率，他

一般会利用每周一天休息时间和工作日晚上②，到

街上走走逛逛，拍摄视频，并精选五条发布于抖

音号上。“虎纠依哥”作品并不是对地方资源简

单复制，而是通过融入作者与地方资源互动，创

作出抖音“福建村”中独特的乡土记忆短视频。

抖音“福建村”短视频作品对“地方”借用

有如下几个方式：一是再现地方重大活动，唤起

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游神是福州农村在新

年里最盛大的活动，“虎纠依哥”拍摄游神途中

迎佛、舞龙、杂技等精彩画面，利用抖音自带剪

辑功能进行拼贴，附上方言解说，再现游神壮观

场面。由于这一活动规模较大、参与人数众多，

不少在沪福建农民工是记忆共有者，所以诸多粉

丝纷纷点赞，在评论区开展互动，“想当年，哥也

是游神队伍中的一员啊”“一年年的过得好快，今

年又不能回家了，想爸妈女儿了”……表达过年

不能回家的伤感或对故乡传统习俗的怀念。

二是捕捉市井生活，以熟悉之景唤醒乡土记

忆。“地方”可以分为通过公共符号构建的地点，

以及经由长期接触及日常经验而熟悉的地点。[46]对

于在沪福建农民工来说，熟悉的知识和体验，来

源于情感紧密的物质环境以及意识可觉察到的环

境认同[47]，更容易唤醒乡土记忆。除了再现宏大场

面唤起记忆外，抖音“福建村”乡土记忆短视频

十分重视市井气息传递，如拍摄镇上每周六赶集、

菜场叫卖、邻居家搓麻将场景等，利用抖音图声

淤这里的农村人口流动区别于城市人口流动袁闽粤一带以城市人口流入为主袁农村吸引力一般袁不同于江浙一带乡镇企
业吸引力强遥 对四种村庄类型的具体阐释袁可参见贺雪峰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曳遥
于野虎纠依哥冶的工作是轮班制袁他上白班遥

经济分化程度低 经济分化程度高

强社区记忆 A D
弱社区记忆 B C

表 1 四种村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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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结合的特点，营造出较强“临场感”，将“若隐

若现”的记忆具体化、具身化。多位受访对象均

提到：“虽然短视频里未必是自己熟悉的人，但这

种乡村生活场景最能触发家乡记忆。”这类视频引

发了农民工们在评论区中的广泛互动：“怀念小时

候赶集的盛况啊！每周就盼着赶集的那一天。”

“上海都没有赶集了，要买东西直接去超市或者叫

个生鲜配送，反而没有以前家乡那种热闹的感觉

了。”在沪福建农民工们通过观看短视频追忆故乡

生活，反思当下，并通过评论区互动加强记忆认

同。

三是个性化表达赋予“地方”新内涵，引导

记忆实践内容和方向。记忆实践权力观认为记忆

由权力形塑，记忆实践背后隐含权力不平等逻辑，

即占据权力高位者可以引导记忆实践内容和方向[48]，

“当权者”拥有将个体记忆上升为集体记忆的权

力。“虎纠依哥”无疑是抖音“福建村”的“当权

者”，创作什么、传播什么由他个人决定。“虎纠

依哥”短视频作品最常借用“地方”食物与地标，

在短视频场景中融入个性化表达。比如在对地方

食物借用中，“虎纠依哥”常常发表对某家店、某

道菜的评论，因观看短视频的在沪福建农民工无

法“到场”，关于食物的个体记忆被抖音“福建村”

集体记忆所引导，趋于一致。正如哈布瓦赫[49]指出

的“群体框架会限定个体记忆之间的异质性和差

异化，并引导个体记忆走向组织化和同质性”。借

用地标在抖音“福建村”中通常表现为“虎纠依

哥”在乡土地标前的个人展示：

那时候 野无价之姐冶 的舞蹈很火嘛袁 野虎纠
依哥冶 就在我们当地很有名的宏琳厝前面跳这个
舞袁 我原本对宏琳厝的记忆就是一个气派的古建
筑袁 现在感觉它就像新潮建筑一样遥 渊小徐袁 女袁
23岁袁 福建闽清人袁 在上海一食品生产车间工作冤
抖音“福建村”对乡土地标的借用，赋予

“地方”新内涵，使得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随

着抖音“福建村”短视频呈现发生转变。

四是对比沪闽风物，通过“场景嫁接”激发

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对比”在抖音“福

建村”短视频作品中非常常见，由于抖音“福建

村”成员大多为在沪福建农民工，加之“虎纠依

哥”时常往返于沪闽两地的便利性，以上海作为

与福建比较的地点最具可行性，也更能激发在沪

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

我会收集上海和福建两地的视频素材袁 找到
相似之处袁 把它们放在一个短视频里遥 比如我拍
过闽清的塔和上海大厦施工工地的对比 渊短视
频冤袁 一个是农民工们关于老家的记忆袁 一个是农
民工现在工作的地方袁 我觉得画面很有冲突感遥
大家纷纷评论看到这个视频后想家了遥 后来还被
抖音推送上热门袁 获得十几万个赞袁 我就继续拍
这样的短视频了遥 渊野虎纠依哥冶袁 男袁 33岁袁 福
建闽清人袁 石材运输司机冤
沪闽风物对比的“场景嫁接”短视频，在比

较中强调地方文化独特性，从而唤起在沪福建农

民工乡土记忆。

而借用“地方”的短视频，又引发了在沪福

建农民工们怎样的互动？评论区是农民工们开展

互动的重要渠道，在观察中发现，有两种类型的

评论往往会引起较大关注。

一是根据短视频内容，写下能引发共鸣的评

论。比如“@SIRI”在“虎纠依哥”“福州鱼丸”

的短视频下评论道：“第一次去吃鱼丸是外婆带我

去的，那时候一碗只要两块钱。现在全国各地都

有鱼丸，但是没有家乡那种味道了。”其他农民工

们纷纷回复：“食物还在，人已不在。鱼丸依旧，

家乡不再。”“上海街上一碗鱼丸都至少要十几块

钱了，味道比我们自家包的差远了”。

二是吸引短视频发布人，即“虎纠依哥”评

论。短视频作者回复过的评论将会自动被抖音系

统在评论区置顶，能获得更高关注度。如“@冷

夏末”在发表观点前加上一句“番茄的番怎么读”①

来吸引作者回复，“@小玲珑”则以“奉承”的方

式如评论“‘虎纠依哥’越来越帅了”吸引作者回

复。这类被系统置顶的评论，虽评论本身没有实

际内容，但常常成为农民工们互动的平台。大家

会回复该条评论，表达对视频内容的赞美，以及

淤在抖音中袁野翻冶意指野翻牌冶袁隐喻作者回复自己遥 野番茄冶的野番冶与野翻冶同音袁故为约定俗成的抖音评论区野暗语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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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引发的对故乡的所思所想。因作者曾在该条

评论下回复过，所以在该评论下互动得到作者再

次回复的可能性更高。

借用“地方”的短视频作品往往能通过“观

看视频 -唤起回忆 -参与互动 -强化记忆”的方

式产生在沪福建农民工们的乡土记忆实践。从上

述两种引发强烈互动的评论可以窥见农民工在短

视频作品中开展乡土记忆实践的方式。第一种互

动形式属于“内容吸引型”。强调通过评论内容引

发共鸣，吸引更多人关注。第二种互动形式属于

“社交吸引型”。即为了得到作者和更多农民工的

关注，而采取非优质内容形态的评论，构筑评论

区中独立的“互动小空间”。由此可见，抖音“福

建村”中的乡土记忆实践并非只是“虎纠依哥”

的个人实践，而是主体引导下的共同互动。

直播展演作为抖音“福建村”仪式行为，通

过借用方言、场景等地方元素，推动乡土记忆实

践开展。仪式是建构与追溯记忆的重要手段，社

会群体通过仪式定期重新巩固自身，当人们感到

他们团结了起来，就会集合在一起，逐渐意识到

他们是道德统一体。这种团结部分是因为血缘纽

带，但更主要是因为他们结成了利益和传统的共

同体。[50]在沪福建农民工在技术赋能下因情感互需

建构抖音“福建村”网络社群，仪式在其中必不

可少，它让抖音“福建村”成员更紧密团结在一

起寻求乡土记忆。但仪式需要一定操作性，繁琐

仪式在分散各处的农民工中难以进行，而新媒介

以其便于携带的“可移动性”为仪式开展创造条

件。如保罗·康纳顿所言，记忆通过纪念仪式和身

体实践两种方式进行，其中纪念仪式的演练可以

唤起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并进一步延续和强化过

去的回忆，而仪式的演练本身通过身体实践来完

成。[51]

在抖音“福建村”中，无论是主播“虎纠依

哥”还是其粉丝，每晚 9点至 11点总是准时“到

场”抖音直播间互动交流，开展记忆实践，通过

不断重复的仪式行为强化乡土记忆。

抖音“福建村”直播仪式对方言借用最为频

繁，直播间名称便取自“聊天”的福州方言“攀

讲”①。“虎纠依哥”常利用方言开展直播展演，

如将知名影视剧桥段用福州话表述出来、演唱福

州话歌曲等等。在直播间内，福州话是“官方语

言”，无论是“虎纠依哥”还是上麦的粉丝，均会

优先使用福州话互动。

和我一起上班的人来自五湖四海袁 平常只能
说说普通话袁 只有在这个直播间里才能用方言畅
所欲言袁 就像回到家里一样遥 而且有的东西是福
州特有的袁 像 野C冶 于袁 普通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讲遥
渊阿欣袁 女袁 31岁袁 福建闽清人袁 餐馆服务员袁 直
播间管理员冤
在沪福建农民工借用极具地方特点的方言进

行直播间互动与展演。方言本身作为记忆一部分，

调动起抖音“福建村”成员乡土情感。同时，需

要方言才能进行的特殊表达，往往容易唤起在沪

福建农民工对特定乡土风物的记忆。

地方场景借用在抖音“福建村”直播展演中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虎纠依哥”直播背景往往

是能反映福建农村“夜生活”的热闹场景，如海

鲜大排档、河边榕树下③等。即使在上海家中，

“虎纠依哥”直播背景也是巨幅福建土楼塑料挂

画。对地方场景的借用让直播充满“福建元素”，

始终存在的“福建元素”则加强直播仪式感，增

强抖音“福建村”成员黏性，让他们在直播间中

自然开展乡土记忆实践。

依哥今天在的地方挺热闹啊遥 又到哪里胡吃
海喝了钥
夏天来了袁 逛逛美食夜市好舒服啊遥 连江那

边禁渔期前一两个月的晚上经常有海边夜捕袁 大
排档里头卖的都是刚刚捕捞的海鲜袁 想想就流口
水啊浴
我们县也有袁 住在海边就是爽浴
上海是不是不打渔呀袁 都没看到这种夜市遥

淤福州各区县方言均为福州话袁虽口音有差异袁但仍属于同族闽语袁彼此之间可以听懂遥 由于抖音算法推送袁在田野调查
中发现也时常有福建其他地市的人参与互动袁虽然方言不同袁但短视频文字和画面等往往能吸引他们遥
于福州特有的点心袁口味类似于其他地区的糍粑遥
盂榕树是福州的市树袁在市区和农村都极为常见遥 福州乡村袁人们夜晚喜欢在河边的榕树下散步尧运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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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在家晚上出门就可以吃海鲜的感觉啊遥
渊2020年 7月 10日晚 野虎纠依哥冶 直播间粉

丝语音对话节选袁 语音对话中采用的方言文中已
转化为汉字冤
在直播间中，由于工作属性的差异，农民工

们虽偶尔会分享着当下生活的故事，但“乡土”

成为其更愿意交谈的话题。乡土记忆因共通的意

义空间成为直播间中的重要实践。在“地方”元

素的作用下，直播间中的成员共同回忆起家乡海

鲜夜市的场景，并由此展开互动，追忆乡土故事。

抖音“福建村”以发布短视频作品和直播的

双重形式开展乡土记忆实践，构筑以视频和“共

时在场”为主体的、有别于微博微信等网络社群

的新型在沪福建农民工记忆交互空间，为记忆追

溯与建构提供新场域。乡土记忆实践主要可从形

式与效果两个维度考量。在形式上，乡土记忆实

践所涉及的内容必须包含方言、建筑、生活方式

等福建故乡元素。在效果上，则需要唤醒观者的

记忆活动，即在评论区或直播间的互动中表露出

“想家”“怀念故乡”等意涵。这两个维度同时存

在，方可构成在沪福建农民工们的乡土记忆实践。

在这一网络社群记忆场域中，“虎纠依哥”扮演着

特殊的角色，他既是抖音“福建村”的当权者，

又是一名服务者。正如在访谈中“虎纠依哥”所

说：“我更多的是给在上海的福建农民工们一个交

流的空间，毕竟这样的空间太少了。当然，我自

己也挺享受这种为大家服务的过程。”他是唯一拥

有发布作品权力的人，是话题发起者，但其直播

间又是人人均可连线的平等交流平台，“虎纠依

哥”是提供交流空间的保障人。这一网络社群记

忆场域，既不同于政府主导型网络社群和微博的

绝对领导，又区别于微信的人人完全平等，是介

于二者间的新记忆场域，不仅调动了农民工乡土

记忆积极性，还避免无人发声的尴尬局面。

短视频平台网络社群打破网站、论坛、微信、

微博网络社群的明显界线，人人皆可自由观看乡

土记忆短视频，围观乡土记忆直播，参与社群互

动，但参与互动依然难以“入群”。抖音“福建

村”依托地缘、血缘形成一定群体边界与文化认

同。在其中，记忆对外人是有界限的，在沪福建

农民工以外群体，即使有诸多相似经历，但由于

文化差异性及缺乏群体归属感等原因，其个体记

忆在抖音“福建村”中很难被唤醒。同时，方言

在抖音“福建村”频繁使用也为外人进入设置障

碍。所以，记忆并不是无私的、可共享的，而是

对集体外的人存在排斥，即使新媒介打破以往明

显界限，但记忆本身具有的排他性依然使得外人

无法进入其中。

四、融合与延续：抖音“福建村”的乡土记忆

再现

媒介会通过再现、遮蔽或凸显来建构记忆 [52]，

记忆也会反作用于人的现实活动。在城市文化、

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博弈中，乡土记忆趋向融合

与延续，并通过个体行为和互动行为再现乡土记

忆。

（一）三重认同：乡土记忆的个体维系

在沪福建农民工所追求的城市文化“现代

性”，并非与“乡土性”二元对立，而是可以相互

共存。抖音“福建村”构筑起的集体乡土记忆也

并非只能单向作用于个体乡土记忆，在沪福建农

民工在城市文化、集体乡土记忆、个体乡土记忆

博弈中，形成文化与记忆“三重认同”，寻求记忆

融合，延续乡土记忆实践，实现乡土记忆个体维

系。

对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认同使在沪福建农

民工在“村民”与“市民”双重身份中形成“新市

民”的特有身份。他们既积极体验城市新鲜事物，

融入城市文化，又维系着乡土记忆。

平安夜快乐浴 你们圣诞节打算咋过钥
我今天去吃了麦当劳过了过洋节遥
我们老板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个苹果袁 叫 野平

安果冶遥
南京西路那边好像搞了个大圣诞树袁 我打算

明天过去瞅瞅遥
渊2020年 12月 24日晚 野虎纠依哥冶 直播间粉

丝对话节选冤
圣诞节作为舶来品并非中国城市“原创”，但

城市洋节日氛围明显比乡村浓厚。对于在沪福建

农民工而言，洋节日是城市文化符号之一，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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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每年的正月廿九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传统节日拗九节袁又称为野孝顺节冶袁在这一天袁家家户户都要煮拗九粥祭祀祖先或
者孝敬父母曰拗九粥由红糖尧糯米尧花生尧红枣尧桂圆等配料熬制而成袁口味类似八宝粥遥
于陈靖姑是福建最有影响力的陆上女神遥 2008年袁陈靖姑信俗文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遥

表潮流与时尚，过洋节则象征自己融入了城市文

化之中。

今天是拗九节淤袁 祝全天下父母身体健康袁 百
毒不侵袁 长命百岁浴
大家记得喝拗九粥啊浴
我都忘了要喝拗九粥了浴 我只记得今天是孝

顺节袁 我早上用美团给他们远程买了束康乃馨遥
想爸妈了袁 我先给他们打个电话去遥
渊2020 年 2 月 22 日福州传统节日拗九节晚

野虎纠依哥冶 直播间粉丝对话节选冤
虽然追求“潮流与时尚”成为在沪福建农民

工融入城市文化的重要手段，但其身上“乡土性”

并未因此掩藏，乡土传统节日依然保留于在沪福

建农民工记忆之中。但由于长期处于城市环境里，

大众媒介建构场景又往往对“他者”的乡土节日

缺乏关照，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出现淡化倾

向，拗九节被“孝顺节”的笼统记忆取代。与此

同时，城市文化作为一种新的记忆融入在沪福建

农民工乡土记忆中，“为长辈送康乃馨表达祝福”

这一常见于城市的文化被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

忆维系实践所运用，在沪福建农民工将城市文化

与乡土记忆相互融合，延续并再现个体乡土记忆。

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在集体记忆与个体

记忆博弈中逐渐走向融合，以独特方式延续、维

系个体乡土记忆。福建农村拥有较多信俗，妈祖

信仰便是其中一项，每年农历三月廿三妈祖诞辰

日，福建福州、莆田等地会举行盛大的妈祖祭典。

2020年 4月 15日妈祖诞辰，抖音“福建村”开展

隆重的线上祭祀妈祖仪式，抖音“福建村”成员

纷纷在直播间评论区发送蜡烛表情，表达对故乡

女神崇敬之情。笔者在线下还观察到参与仪式的

阿文双手合十，祈求妈祖护佑。

扬·阿斯曼（Jan Assmann） [53]指出，集体记忆

是行动者之间就特定事件内容互动生成的具有凝

聚性和共享性意义的过程和结果。抖音“福建村”

成员通过祭祀妈祖仪式的互动，产生乡土妈祖信

俗集体记忆，使成员更紧密凝聚在一起。但有意

思的是，在访谈中了解到，“虎纠依哥”、阿文等闽

清籍在沪福建农民工并不信仰妈祖：

妈祖是海神袁 我们 渊闽清冤 不靠海的袁 也就
没有妈祖信仰遥 但是直播间里头靠海的县的人多袁
他们信妈祖遥 毕竟是福建的守护神袁 我们出门在
外袁 也跟着一起信了袁 保保平安嘛遥 我们内陆信
陈靖姑于袁 虽然我们没在直播间开祭祀仪式袁 但是
自己在家里还是会经常拜拜遥 渊野虎纠依哥冶袁 男袁
33岁袁 福建闽清人袁 石材运输司机冤
抖音“福建村”成员既认同集体乡土信俗记

忆，又保留个体乡土信俗记忆。在集体记忆与个

体记忆竞争中，实现两种记忆融合与再现。

在沪福建农民工既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

中形成城市认同，又在短视频媒介影响下被乡土

记忆拉回；既在媒介构筑的集体乡土记忆中形成

新的文化认同，又在故乡元素助推下维系个体乡

土记忆，形成城市文化、集体乡土记忆、个体乡

土记忆“三重认同”。而对记忆的认同又反作用于

现实活动开展，通过拗九节送花、在家拜神等行

动再现个体乡土记忆。

（二）“礼物”的流动：乡村互惠记忆的城市

开展

在《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

则与社会网络》中，阎云翔[54]对下岬村的田野调查

展示了乡村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在对抖音“福

建村”考察中发现，“福建村”成员亦会通过网

络社群互动行为，形成“礼物”流动的集体记忆，

唤醒社会关系结构运作的个体乡土记忆，并在城

市开展关系网络互惠乡土记忆。

乡土社会是基于礼治的熟人社会，而城市是

基于规则的陌生人社会。在以农村户籍人口为主

的抖音“福建村”中，“乡土性”发挥着重要作

用，它将抖音“福建村”凝结为线上的乡土，形

成在沪福建农民工的抖音熟人村庄。“礼多好办

事”是乡土熟人社会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唤醒“送礼办事”的个体记忆，在城市文化中

运用新技术手段再现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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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互动，形成城市文化、个体乡土记忆与集

体乡土记忆的平衡性“三重认同”。

线上交流的虚拟性，使得抖音“福建村”礼

物流动也呈现出非物质性状态，最常见的就是

“刷礼物”。直播间粉丝可以购买虚拟货币“抖币”

用于支付虚拟礼物费用，并择机将礼物赠予他人，

被赠人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真实收入。在抖音直播

特殊机制里，除了主播外，只要在直播间上麦，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被赠人。“五爷”是抖音“福建

村”中收到礼物金额仅次于“虎纠依哥”的人，

这源于他在上海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资源。

野五爷冶 是我们这里资历最老的了袁 他二十多
年前就来了上海袁 一步步爬到了现在工头的位置遥
我没签合同袁 干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袁 指不定哪
天就找不着活儿了遥 虽然我年纪也不小了袁 但刚
来上海袁 还是个新人袁 有很多需要别人照应的地
方袁 农村不就讲个 野人情大过天冶 嘛遥 其实在直
播间里一直刷礼物袁 大家都懂是咋回事遥 渊王哥袁
男袁 40岁袁 福建闽清人袁 塔吊司机冤
而被赠人“五爷”，也十分清楚“刷礼物”背

后的含义。

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袁 线下也见过面袁 还给
他引见了不少人遥 当然袁 工作上的事情也会给他
指导和帮助遥 渊五爷袁 男袁 54岁袁 福建闽清人袁
工地工头冤
传统人际交往模式中，人情是人际关系核心，

在陌生城市找到一个经验、资源丰富的朋友，对

刚到上海的福建农民工来说有助于城市生活开始。

跟随在城市工作多年的老乡讨生计，甚至是部分

农民工到上海工作的契机。直播间内“礼物”的

流动，唤起更多人关于乡村互惠的乡土记忆，虽

然这与以秩序和规则为基础的城市文化存在冲突，

但“礼物”交换在抖音“福建村”的人情互动中

十分有效。于是，个体乡土记忆与集体乡土记忆

便达成某种共识。“刷礼物”这一原本以“打赏”

形式出现的互动功能，在乡土记忆作用下，成为

抖音“福建村”成员人情交流、资源互换的重要

渠道，乡村互惠记忆反作用于在沪福建农民工现

实活动开展，乡土记忆得以再现。

丰富的视频呈现对乡土记忆再现具有重要意

义。[55]但网站、论坛和微博都不具备“共时在场”

的连线功能，微信也对在线人数设定上限。而短

视频平台网络社群依托视频而生，除了短视频作

品外，直播能实现不设上限的共同观看、互动，

更易再现乡土记忆。而短视频平台打赏功能既避

免微信社群内发红包的尴尬（微信非好友间无法

私发红包），他人又能看到线上礼物流动，唤醒乡

村互惠记忆并反作用于其现实活动。

五、结论与讨论

如图 1所示，在中国特殊的文化情境下，通

过对抖音“福建村”深入考察发现，因技术赋能

下的情感互需，抖音“福建村”以在线社群方式

被建构。抖音“福建村”借用“地方”，利用地方

资源再生产创作短视频作品，使用仪式化直播进

行展演，开展乡土记忆实践，依托地缘、血缘形

成文化认同与共通交流内容，成员乡土记忆在互

动与分享中得以生成。在城市文化、个体记忆、

集体记忆博弈中，乡土记忆趋向融合与延续，并

通过个体行为和互动行为再现乡土记忆。

此外，有必要对抖音“福建村”乡土记忆生

成与再现做进一步探讨：

对于抖音“福建村”成员乡土记忆生成而言，

在沪福建农民工所寻求的情感需要，实质上是对

社会资本的渴望。在乡土，他们处于血缘关系与

乡村地缘关系的社会网络中，拥有丰富人脉资源

与牢固情感纽带。但到了城市，他们是“无根性

居住”群体，既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结构，又不易

图 1 短视频平台上的农民工社群建构与

乡土记忆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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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稳定社会资本。短视频平台通过其独特的算

法推送机制，引导寻求社会交往以适应城市生活

的在沪福建农民工聚合，建构抖音“福建村”网

络社群，通过回忆乡土满足情感需要。可以说短

视频的技术逻辑突破以往自组织网络社群的建构

法则，向乡土记忆网络社群的形成伸出了“无形

之手”，进一步降低其进入门槛。

虽然短视频打破以往媒介所产生的对外明显

界限，降低进入门槛，但在抖音“福建村”中，

成员们依靠方言等地方资源对乡土记忆编织与书

写，这又为非在沪福建农民工“入场”设置了障

碍，即使外人有相类似经历也难以走进这一社群。

那么抖音“福建村”乡土记忆便成为“村”内成

员“私有化财产”，在沪福建农民工追求社会资本

的步伐趋于停滞，难以在向外追求“现代性”的

过程中有重大突破，其“圈子”仍局限于传统基

于乡土的地缘群体或血缘群体。这说明乡土记忆

本身具有较强排他性，它既可以依托血缘与地缘

集聚某一群体，又可以使这一群体记忆活动趋向

内卷，对群体“现代性”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在抖音“福建村”乡土记忆实践中，可以发

现短视频使记忆场域不断拓宽，记忆内容不断丰

富。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 [56]认为，现

代大众传播媒介（包括广播、电视节目、因特网

等）兴起为公众记忆实践提供新的媒介场域和叙

事方式。抖音“福建村”通过借用“地方”，以发

布短视频作品和直播展演的方式形成特定“记忆

之所”，为在沪福建农民工提供乡土记忆实践平

台。同时，有别于传统以文字、声音、图片某单

一介质为主的记忆方式，短视频融合图声文三者，

能更为多元立体展开记忆实践，乡音、地标、信

俗、节日均成为记忆对象。实时互动的直播“面对

面空间”，进一步丰富了记忆方式，使得乡土记忆能

够以互动方式即时传递。发声权缺失容易挫伤农民

工开展乡土记忆活动的积极性，而无领导、绝对平

等的网络社群又常常因缺少话题发起者而成为“沉

默群”，不利于记忆活动开展。短视频平台网络社

群记忆场域介于绝对领导与人人平等之间，使农

民工拥有乡土记忆话题的同时，有较高开展乡土

记忆活动积极性，从而进一步推动乡土记忆生成。

关于乡土记忆再现，以往研究较多关注个人

或群体如何通过现实活动影响记忆，对记忆反作

用关注较少，这是因为在以往研究中，媒介往往

处于被支配地位。而在对抖音“福建村”的考察

中发现，乡土记忆有强大力量，在媒介与人的双

向互动中，能反作用于在沪福建农民工现实活动。

在追求“现代性”，追忆“乡土性”过程中，在沪

福建农民工形成城市文化、个体乡土记忆与集体

乡土记忆的平衡性“三重认同”，融合三种记忆或

文化，形成蕴含“现代性”元素的个体乡土记忆

与集体乡土记忆，反作用于节日送花、拜神、乡

村互惠等现实活动开展。这说明人类记忆活动并

非单向度，而是在人与记忆互动中，形成相互影

响、彼此作用的状态。

本研究有两大理论贡献：一是从记忆建构的

农民工主体性出发，考察其乡土记忆的生成与再

现，弥补了媒介中心主义下对人的能动性考察的

不足。另外，本研究也试图在互联网文化研究方

法上寻求“回归到日常生活”的路径，正如杨国

斌提出的“互联网研究，不能没有人的故事” [57]。

本研究走进在沪福建农民工的平凡生活，触摸他

们的不平凡，展示他们的日常，这正是互联网研

究和网络民族志过程中回归人的主体经验尝试。[58]

二是将西方记忆理论放置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境

下，将中国农村信俗、人情、面子等因素纳入考

察范畴，探究在这一复杂机制下的乡土记忆实践，

为记忆理论中国化做出了一定探索。

还需指出的是，通过对本研究的梳理，笔者

认为在探讨城市与乡村问题时，需要摆脱两种常

见的研究思路：一是“城市高于乡村”“现代性高

于乡土性”“城市文化高于乡土记忆”的研究思

路。这种思维定势容易使研究者陷入对“乡土性”

批判和对“现代性”乌托邦式向往的泥沼中，难

以平等客观看待“乡土”历史与文化性，以及

“乡土”对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等方面积极作用。二

是“城市与乡村对立”的研究思路。诸多研究将

城乡二元对立上升到不可交融的地步，但实际上，

城市与乡村尤其是二者文化与记忆并非完全割裂，

可以融合并再现。城市本不是城市，是从乡土逐

渐演变而来，城市人口亦然。所以城市在某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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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带有乡土属性，这种乡土属性不会完全消退，

而是会在大众媒介建构下长久保留下去。

(致谢院 本研究参加 2020年华东政法大学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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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s the Hometown: The construction of migrant worker community and rural memories
on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要要要Inspection of Tik-Tok " Fujian Village"

Yu Jing, Xie Zehang

Abstract: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short video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local memo-

ries, and explore how new media affect the generation and reappearance of memories. Take the Tik-Tok "Fujian Vil-

lage" as a case, use it as a "field on the Internet" to conduct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s. Select representative members

to conduct interviews and walk into their offline lives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short videos on the local

memori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Fujian Village". The study found that because of the mutual emotional needs em-

powered by technology, the Tik-Tok "Fujian Village" is constructed as an online community. Tik-Tok“Fujian Vil-

lage” borrowed“ Local", use the reproduction of local resources to create short video works, use ritualized live broad-

casts for performances, carry out the practice of local memory. Relying on geographic and kinship to form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mmon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its members' local memory allows the shared local memory to be generated

through interaction and sharing. In the game of urban culture, individual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local memory

tends to bridge and continue, and through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interactive behavior reappears the local memories.

Research believes that the emergence of new media has led to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memory field. The unique

algorithm push mechanism of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helps to form an online community with a common local memory,

creating a memory field between absolute leadership and equality for all. Compared with the clear boundaries created by

the media, memory itself is also exclusive, and limits are imposed on people outside the community that have a common

memory. Even if outsiders have similar experiences, it is difficult to enter the community to carry out memory activities. In

addition, memory is not passive. Under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edia and people,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unterproductive to actual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special social structure of China, the article

makes a certain attempt to return to the subjectivity of memory research and to Chineseize memory theory.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Short Video; Community Construction; Local Memories; Media Memories

Authors: Yu J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Xie Zeha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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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村工作。尤其新世纪以来，连续 18年中共中央和国

务院新年度一号文件均聚焦于“三农”。2015年 11月 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要求确保到 2020年农村人口实现脱贫。由

此，脱贫攻坚成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 2020年 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经过 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

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 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的重大胜利。”至此，中国农村脱贫攻坚工作圆满完成。

在农村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党中央为农村工作确立了新的战略目标，即

乡村振兴。实际上，在脱贫攻坚工作的后期，乡村振兴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

在 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这一战略；2018年 3

月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 9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乡村振兴战略落实

为具体计划。2020年 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

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乡村振兴战略由此上升到“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农村幅

员辽阔，农业从业人口多众多，因此“三农”工作始终是国家工作的重要方面。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传播共治与村民政治参与 1）

———以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为例

田烨

摘要 我国提出乡村振兴的农村发展战略袁 而乡村振兴依赖于良好的乡村基层治理遥 在提高乡村基层治理
水平中袁 媒介可以发挥何种作用钥 本文通过对成都郫都区战旗村的观察和对村民的访谈袁 描绘出媒介参与
基层治理的现状袁 尤其认为在乡村基层媒介存在 野结构性匮乏冶 的问题袁 即在媒介和信息高度过剩的 野媒
介化社会冶 里袁 基层却面临主流性尧 主体性尧 主动性媒介缺乏的状况袁 制约了村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可能
性遥 文章提出了改变这种情况的建议遥
关键词 结构性匮乏曰 战旗村曰 乡村振兴曰 传播共治曰 村民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田烨袁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陕西西安 710049曰 西安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与传媒
学院副教授袁 陕西西安 71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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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媒体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媒体，它们承担着

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进行舆论引导的职责。由

此产生的问题是，媒体在基层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是如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在乡村治理中，村

民作为主体之一，他们的参与对治理绩效有重要

意义，那么进一步地，乡村传播是如何影响村民

的政治参与，进而影响到乡村治理绩效的呢？

二、文献回顾

在现代政治学中，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

念。它与“统治”和“管理”等概念尽管有着密

切的联系，但是强调的重点显著不同。在“统治”

或“管理”概念下，更多地包含了强制力量的成

分，但是治理一般不涉及强制力量，而是强调协

同的机制。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给出的

定义即是：“私人和公共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

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

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

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

人们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

式制度安排。”[1]比较明显地，治理更强调后者即

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就是非强制力量，各参与方

在目标协同下合作共治。治理理论的重要创立者

罗西瑙就认为，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2]

的。尽管有研究者指出，我国早在《荀子·君道》

中已经出现“治理”一词，不过其意义仍然是

“统治、管理”[3]，随着西方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

展，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才进入到国内。俞可

平指出，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治理概念的推广，

即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

走向善治，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治理，

从民族国家的统治走向全球治理。[4]

在治理理念下，媒介被作为治理的工具被提

出，即所谓媒介治理。媒介治理不能被理解为

“对媒介”的“治理”，而是“运用媒介”对政治

和社会等进行“治理”，促使后者实现“善治”的

目标。媒介治理这一概念最先由肖恩和吉拉德提

出，肖恩认为“媒介的善治存在于三个层面：媒

介对于公民社会的自我治理和完善；媒介对于国

家权力机关（政府）的监督与共治；媒介对于超

国家机构或组织的跨文化治理”[5]。德弗勒强调了

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即传播行为是“一个表达

团体规范的手段，通过这个手段使社会控制、分

配各种角色、实现对各种努力的协调，表明对未

来的期望，使整个社会进程持续下去……要是没

有这种产生影响的交流，人类社会就会崩溃” [6]。

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从诞生开始就参

与了社会治理。不过，依靠舆论影响仅仅是媒介

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之一。媒介参与社会治理更

有力的途径，是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与权力结构。

比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就是直

接运用媒介进行政治活动的典型。媒介实现这些

目标依靠的不是强制力量，事实上它也没有强制

力量，而是依靠媒体自身的影响力使共识得以形

成，因此，媒介治理也被称为“传播的共治”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tern），这一提法似乎更

能体现传播治理的本质，也与治理的概念有着内

在的一致性。互联网的兴起使传播共治的概念更

加深入人心。互联网的传播赋权不但使公民意识

增强，也使公民运用媒介的机会大大增加；另一

方面，大量公民记者和自媒体的兴起，打破了传

统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格局。这些因素使得原来僵

化的“统治”或“管理”手段难以适应，容纳包

括媒介在内力量参与的“共治”模式成为更有效

率的途径。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我国乡村

振兴的规划不断完善。2021年 4月 29日，全国人

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

村振兴促进法》，提出乡村振兴包括“产业发展、

人才支撑、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等方面的任务，

其中第 31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完善

乡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网络和服务运行机制，鼓

励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群众性文化体育、节日民

俗等活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视听网络和书籍

报刊，拓展乡村文化服务渠道，提供便利可及的

公共文化服务。”这里提出了媒体在乡村振兴中的

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媒体天然地具有主流

舆论引导职责，因此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并未提及，

而是强调了“提供便利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由

于我国最基层的媒体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因此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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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乡村治理最直接的媒体也是县级融媒体中心。

在 2018年 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要求建设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以更好“引

导群众、服务群众”。其中的“服务群众”并非仅

仅指向群众提供新闻或信息方面的服务，而更是

指政务服务等方面的功能，因此强调的是融媒体

中心参与基层治理的职责。2018年 9月，中宣部

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召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现场推进会，会议强调，要把准功能定位，坚持

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努力把县级融媒

体中心建成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

信息枢纽。2019年 1月，中宣部和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发布《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要求将融

媒体中心建设为“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

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

平台”，明确地赋予其基层治理的职责。因此，一

般认为，与中央或省市级媒体比较，“县级融媒体

中心不单是地方性媒体或媒介机构，也不仅仅是

各级政策的在地传播者，它应被视作为在国家基

层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7]。因此，本文将考察村

民运用包括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内的各类媒体参与

社区治理的情况。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进行研究。作者利

用假期两次到成都市战旗村进行观察和访谈，了

解村民运用媒介参与基层治理的情况，主要是了

解村民通过媒介获得本村乡村振兴工作方面的情

况，以及如何通过媒介影响本村乡村振兴工作决

策。战旗村位于成都市郫都区唐昌街道，距离成

都市区 40公里。战旗村原名集凤大队，在 1965年

兴修水利、改土改田中成为一片战斗的旗帜，改

名为战旗大队，1986年改为战旗村。2020年 6月，

战旗村与邻近的金星村合并成立新的战旗村，面

积 5.36平方公里，下辖 16个村民小组，有 1445

户 4493人。2020年，村集体资产 8120万元，集

体经济收入 65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2

万元。2018年 2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战旗

村，高度肯定了该村的工作，指出“战旗飘飘，

名副其实”，并希望战旗村在乡村振兴中“走在前

列，起好示范”。2020年 4月，战旗村获得四川省

2019年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荣誉称号。

因此，在这样一个工作比较先进（基层治理比较

规范），乡村振兴工作也比较先进的村庄观察媒介

运用对基层治理影响和乡村振兴影响是有典型性

的。

在观察中，作者主要了解战旗村的媒介种类、

分布情况等。在访谈中，笔者主要了解村民如何

参与基层治理，如何运用媒介实现治理目标，经

常运用哪种媒介等。访谈对象的获取方式采用目

标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即根据该村人

员组成情况，抽样对象分为一般村民、大学生、

企业家、务工人员等 4个类别。一般村民指拥有

村民身份，在村里从事不同工作的人员；大学生

指拥有村民身份而在外地上大学的人员（笔者运

用假期进行访谈，因此部分大学生已经返回家

乡）；企业家指在该村从事企业管理等经营工作的

村民；务工人员指具有村民身份而在外地从事工

作的人员。其中务工人员是选择短暂回村里的村

民进行访谈。访谈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进入该村

访谈了 10人，第二次进村补充访谈了 5人，年龄

均为 18岁以上。（表 1）访谈均为开放式，即不

设置固定的问题，但是围绕如何运用媒体获得本

村乡村振兴信息和参与乡村振兴工作进行。

四、研究发现

战旗村同中国的众多都市城郊一样，已经被

现代传播的网络所覆盖。在机构媒体中，从中央

编号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年龄 38 42 18 66 23 29 22 35 61 56 49 32 49 56 52
性别 女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类别 村民 村民 村民 村民 村民 村民 大学生 村民 村民 村民 村民 务工人员 务工人员 企业家 村民

户籍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非本村 非本村 非本村 本村

表 1 访谈对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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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道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影响力均在发挥作用。

智能手机已经非常普及，受访者全部使用智能手

机，并全部能够运用它来上网和购物支付等。除

了村民所使用的手机媒体和电视等传统媒体，令

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两类媒体。第一类是户外媒体，

进入村口后，左右两个停车场周围有国家电网等

公司的广告牌，村中心广场和公路边上则是对战

旗村进行介绍的展示牌；第二类是村中心广场上

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面反复播放着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战旗村时在广场上讲话的场景。这些

公共媒介叙述着战旗村的光荣历史和成绩，也为

该村的基层治理奠定了乡村振兴的基调。

（一）议题类别与共识形成

村民如何了解乡村振兴的信息，又是如何参

与到乡村振兴中？整体上年龄较大的村民会提到

电视、广播和手机媒体，而年轻的村民基本上只

提到手机媒体，这反映出乡村媒介消费习惯的一

个侧面。尽管新媒体和智能手机已经非常普及，

但是年龄较大的村民还保留着看电视和听广播的

习惯，比如一位村民告诉道：“我喜欢听收音机，

我每天早上 6点半左右开始，沿着门前的公路散

步时就听收音机，里面有时候有乡村振兴的新

闻。”（C4）更多的年长的村民则从电视中知道乡

村振兴，这表明电视依然是农村较为主流的大众

媒体。同时，不少村民从战旗村党建馆、精彩战

旗馆和广场展板上获得了乡村振兴的信息，这些

展馆和展板不但供外来的游客阅看，也给村民提

供了信息渠道。战旗村中心广场既是全村的政务

活动中心，也是村民的休闲中心，还是媒介和信

息的汇聚中心。村里主要的展馆围绕着广场，众

多的展板也围绕着广场，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新

闻，使广场成为最富有现代媒介气息的场所。而

这些媒介信息中，最主要的议题是乡村振兴，其

次是战旗村史、发展成就、产业规划等议题。在

这样的信息环境中，村民对乡村振兴可谓熟稔在

心。值得提出的是，村中心广场上的电子显示屏

对乡村振兴新闻的普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几

乎所有的村民都提到这一点，这可能与显示屏长

期以来持续不断地滚动播放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战

旗村的新闻有关。一位村民说道：

乡村振兴钥 我当然是最先从广场电视上知道
的遥 我因为工作袁 每天平均要路过广场不下 5次
吧袁 大多数时候电视上都在播放总书记视察我们
战旗村的新闻遥 里面总书记说的内容袁 好些我都
能背下来了遥 我就是从这里知道的遥 其它的钥 也
有袁 比如手机新闻里也有袁 但是哪里有这个天天
重复的让人记得住呢遥 （C6）

媒体的功能之一在于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

而社会共识正是参与式治理的精髓所在。在战旗

村，媒介的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共识的形成，受

访者对于乡村振兴的战略表现出一致性的赞同。

但是，这种媒介“制造”的共识还必须考虑到其

他的因素在背后的作用。首先，战旗村早已成名，

又在总书记视察后更是名扬全国，因此不但乡村

振兴的先天基础较好，而且在总书记视察后变化

更快，村民自然对乡村振兴战略非常认同。其次，

村民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和接受，基本上还

是处在“管理”思维之下，而非治理思维之下。

“电视里说的乡村振兴，当然好啊！在我们村做得

很好，政策对老百姓有利”（C10），一位村民的说

法既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受到农民的欢迎，另一方

面也表明这种赞同倾向于一种“接受”式的，即

出于对党的政策的信任和对媒体权威性的信任。

这当然是可喜的。另一方面，推动乡村振兴需要

提高基层治理水平，那么村民作为治理主体而非

对象的角色需要重视，则村民参与和运用媒介参

与公共事务的观念和精神都需要培育，就需要村民

不仅具有“接受”的意识，同时需要具有“参与”

的意识。尤其在脱离战旗村这种发展得比较好的村

庄的语境下，参与式治理的动员可能更加重要。

（二）线上参与与线下参与

互联网深刻地塑造了现代社会，使现实社会

与虚拟空间融合在一起。政治参与不再依赖于物

理空间，而是可以大量地通过网络渠道和网络空

间实现。战旗村的治理比较规范，提出在乡村振

兴中以“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为基层治理

机制。总书记在视察时肯定道：“以党支部为核心

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非常重要，任何地方搞得好

都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你们这里的火车

头作用，从你们抓的工作来看，应该是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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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个‘三问三亮’，把共产党人的作用发挥出

来了。”村委会下辖 6个党支部、6个村民自治组

织、7个群团组织、7个集体经济组织、5个主要

的合作经济组织。其中党支部、村民自治组织、

群团组织都是村民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机构。村

民对本村的治理和参与感也比较满意，认为“小

的事情会开村民小组会，重要的事情村委会拍板”

“涉及到村民利益的事情会征求大家的意见”。（C6）

村民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式以参加会议和征求

意见为主，尤其会议为主要形式。无论是村民小

组、村委会还是自治组织，通常以会议讨论来决

定事项。“有事情要商量时，（村民）组长会通知我

们什么时间去，大家就在一起讨论”（C8），一位

受访者说道。“有些涉及到村里企业管理方面的事，

相关的负责人有时候会来和我摆一下，先征求一

下意见嘛”（C14），另一位受访者说道。这也符合

基层治理甚至更高层级治理的常规。

至于逐渐增多的网络参与方式，基本上还没

有被运用于基层的公共管理之中。战旗村的网络

覆盖非常好，与城市里并无多大的差异，主要的

公共场所也有完善的WIFI设置。受访者并未提到

运用网络作为参与治理的渠道，基本上均把网络

作为一般性的信息接收渠道或者娱乐、通讯等工

具。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与参与治理的观念不深

入有关，也可能与对互联网甚至媒体参与治理的

作用不了解有关。但是，一个因素不可忽视，那

就是基层治理的地理范围比较小，而且乡村社会

更属于熟人社会，这就削弱了网络参与治理的优

势。在熟人社会中，公务议事可能同时也是社交

活动，而且彼此的物理距离很近，这种社交活动

的精力成本并不大。一位受访者对运用网络参与

村务不但不太了解，而且也明显地觉得不大必要：

“上网？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几步路就到了，当面

（说）总比见不到人好商量啊。”（C15）这确实体现

了网络治理在乡村中的特点。即使对于在外务工人

员而言，网络也并未充分发挥治理参与的便利：

“大的媒体不会有村里面的信息，县级媒体几乎不

会有，主要是通过村里面的公号，但是上面的信

息也很少，一个月可能两三条吧”（C12）；“我们

在外地，村里的事情就不怎么管了，有的事情家

里人会处理，也没有精力去管，回去一次都很费

精力”（C13）。实际上，村级自媒体建设不充分，

村民的新媒体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是一个普遍现象。

（三）媒体参与与媒体监督

我国的媒体被定位为主流舆论引导的“喉

舌”，这一点已经深入人心。村民对媒体的认知也

主要在这个方面，多数村民在访谈中会提到这一

点，而且基本上没有年龄段的差异。但是，这是

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也就是媒体可以对作为受

众的个人发生何种影响；如果换一个视角，即个

人可以运用媒体做什么，则村民的观点会有较大

差异。“追剧”（C1）“购物”（C2）“学习”“打游

戏”（C7）是被提到的最为普遍的媒介用途，这些

都并不令人奇怪。在媒介的公共功能中，村民对

媒体监督最为熟悉和认可，认为“媒体可以对不

公正的事情起到监督作用”（C1），或者“媒体可

以起到舆论监督作用”（C7）“我如果遇到不公平

的事情，可能投诉到媒体”（C12）等。但是，与

对媒体监督普遍地熟悉比较起来，运用媒体参与

基层治理则对于村民来说要陌生得多。一位大学

生村民提到“媒体其实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就

是帮助村民更加关心村里面的事情”（C7），另一

位村民认为“媒体能让村民了解村里的情况，看

到我们村这些年的进步，使大家理解村委会的工

作”（C14）。其他人则没有提到这方面的作用。看

起来，村民对运用媒体参与基层治理不很了解，

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人们对于媒体作为

舆论阵地的职责和作为舆论监督工具的职责相当

熟知，可能形成了一定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

参与式治理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是一个新的课题，

即使在西方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治理模式，因此

人们对它难免了解有限。事实上，在前述两位提

到运用媒体参与社区治理的两位受访者中，除了

一位是大学生外，另一位则是村里面的企业管理

者，她有着较多地与村委会打交道的经历，因此

对媒体的理解也有不同之处。

五、讨论：媒介的结构性匮乏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是生产过剩。大众传播

发展成为一个商业行业时，媒体和新闻的供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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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天盖地。我国的媒体虽然不属于纯粹的商业机

构，但是也有一定的文化产业功能，也就是有提

供高品质和充足的新闻报道的内在激励机制。进

入互联网时代，资讯和媒体的供给更是海量地涌

现，人们在信息面前显得无从选择。更加重要的

是，新媒体极其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使线下的现

实社会与线上的虚拟社会融合在一起，社会变得

日益网络化。同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媒

介尤其是新媒介影响与支配，呈现出媒介化社会

的特征。在战旗村，不但电视、报纸、广播、广

告牌等传统媒体仍被运用，新媒体的普及也与都

市无异，从表面上呈现出信息丰富甚至过剩的特

征。随处可及的移动互联网，几乎人人普及的智

能手机，商业场景的二维码，网络购物与移动支

付等，网络媒介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之

一。看起来，在这个普通的川西村庄，媒介与信

息已经极大地丰富，与近在咫尺的成都市区并无

太大区别。但是，当我们将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

下参与基层治理的场景，则可以发现在“媒介化

社会”这种叙事表象之下，乡村的媒介领域隐藏

着若干结构性的匮乏因素。

（一）主流性媒介的匮乏

这里的主流性媒介的匮乏，并非指缺乏主流

媒体，而是主流媒体新闻的抵达率的匮乏需要引

起注意。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几乎完全生活在网

络的世界，而主流媒体也基本上全部上网，有的

主流媒体还有不同的网络平台或账户，因此人们

接受主流信息的可能性不存在问题。但是，主流

媒体信息是否有效到达受众，则是更为实际的问

题。访谈表明战旗村的情况与通常的情形一致，

年龄更大的人尚保留着传统媒体消费的习惯，因

此主流媒体信息的抵达率相对较好。但是，年轻

人群尽管有着更多的上网时间，关注主流媒体信

息的意愿反而相对较低，主流媒介影响力相对匮

乏。一方面，年轻群体的网络素养较好，因此在

网络上面临更多的选择，主流媒体面对的竞争更

加激烈；另一方面，年轻群体较少地具有传统媒

体消费习惯，尤其是 2000年后出生的“网络原住

民”，很少接触到传统媒体。一位 00后受访者表

示，自己的记忆里看报纸的次数屈指可数，看电

影也仅仅是有时候陪妈妈追剧。（C3）如何提高主

流媒体在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群中的抵达率，是媒

体始终要解决的难题。

（二）主体性媒介的匮乏

主体性媒介的匮乏，指乡村作为主体缺乏自

己的媒体，或者说媒体的影响力不强。从严格意

义上讲，乡村是没有新闻媒体的，因为我国实行

新闻媒体准入制，而且最基层的机构媒体是县级

媒体。比如在战旗村，村委会于 2018年 3月注册

了“战旗村”微信公众号，不能称为新闻媒体。

当然，如果从广义的概念说，“战旗村”可以称为

该村的官方“媒体”，因为它不但由村委会注册，

而且主要发布村委会的工作动态，其中有不少关

于乡村振兴的工作进展等，但是更新很少，甚至

比访谈人员所说得更新频率还要少，有时候一两

个月才更新一条。战旗村所在的唐昌镇人民政府

于 2018年 6月注册了“郫都区唐昌街道”公号，

2021年 3月改名为“精彩战旗大美唐昌”，更新的

情况比“战旗村”好，大致能保持每天更新的频

率，但是里面关于战旗村的消息并不多，至于乡

村振兴方面的就更少。在全国众多的乡村中，战

旗村的情况应该是不错的，很可能绝大多数村并

没有自己的自媒体。这就带来一个不足，通常的

村级集体都有数千村民，比如战旗村有将近4500

人，这么大的社区如果没有自身的媒体的话，在

治理信息的沟通上可能是低效率的。目前新媒体

异常繁荣和方便，村级集体有发展自己自媒体的

必要。相当多的村之所以没有注册自媒体，可能

既与人才缺乏有关，也与没有意识到这一工作手

段的重要作用有关。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难题，除

了推动观念的转变外，还可以推出一些切实的帮

助措施，比如由当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托管村级

自媒体等，那么可能对发展农村基层自媒体和提

升基层治理水平都是有益的。

（三）主动性媒介的匮乏

主动性的媒体，指村民不但可以获得信息，

还可以参与乡村振兴事务治理的媒体。参与性媒

介的匮乏，指媒介上缺乏参与治理的途径。通常

地，媒介以提供信息为主要目标，但是由于网络

媒体技术的兼容性，新媒体可以提供除了信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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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Co-governance and villagers' media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要要要Taking Zhanqi village, Pidu District, Chengdu as an example

Tian Ye

Abstract: China puts forward the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depends on good grass-roots

governance. What role can the media play i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Zhanqi village, Pidu District, Chengdu and the interview with the villager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a participa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especially believes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of "structural lack" of

rural grass-roots media, that is, in the "media society" with high excess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the grass-roots is

facing the lack of mainstream, subjectivity and initiative media, It restricts the possibility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Key words: structural deficiency; Zhanqi Vill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munication Co governance; villagers' Po-

litical Participation

Author: Tian YE,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Spo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

tion, Xi'an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外多方面的服务。在我国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中，多数融媒体中心都以综合性的信息提供与

政务服务平台作为目标。这种思路有两个方面的

优点，第一是方便了群众，第二是新闻服务与政

务服务可以互相促进，从而提高融媒体中心的影

响力。这个思路对于村镇自媒体实际上也是适用

的，因为越基层的媒介越适合发展综合性自媒体。

“战旗村”目前尚缺乏村民参与治理的入口，它尚

仅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自媒体。“精彩战旗 大美

唐昌”虽然设置了“服务”栏目，但里面的内容

很少，只有“唐昌七夕”“农户认亲”两项，没有

涉及到村民参与治理的项目，也缺乏政务服务方

面的项目，况且如前所说，它对于村级治理的服

务有限。提高村镇的基层治理能力，调动村民参

与治理的积极性，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应该

提高村民通过媒介参与本地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由于村级组织在致敬、技术和人才方面受到制约，

那么可以设想将村镇的自媒体与县级融媒体中心

的政务服务功能接通，使村民更加方便地办理政

务事项和参与公共事务。

综上，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如何发挥村民

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从战旗村

的研究可以看到，村民通过媒体参与社区治理的

意识、内容和机制方面都有优化的空间。在这种

现状的背后，隐藏的是媒介资源在乡村的结构性

匮乏的事实，需要通过针对不同的情况改善匮乏

状况，从而改善基层治理以及更好地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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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为何研究？

近年来，我国动用刑事手段制裁网络谣言和诽谤类虚假信息的案例呈现增多

之势，当遇到重大社会突发公共事件则表现得更加明显。2020年疫情防控以来，

北京市公安局在 1个半月时间内共查处编造、传播涉疫谣言类案件 450起，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33人；截至 2月 27日，依法查处违法犯罪人员 27人。[1]在开展网

络谣言专项治理行动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山西省刑拘 49人、批捕 23人，河

南省批捕 131人，陕西省批捕 22人。[2]发挥刑法强大威慑性固然有利于较快净化

网络空间，但若掌握不好时机和火候，网络谣言严打行动也可能使得“原本严肃

的刑事程序变成一场标榜政绩的执法运动，导致大量争议案件再度出现”[3]。社会

舆论不时呼吁，刑法打击网络谣言不能扩大化，更不能让“禁谣”变成“禁言”。

为有效遏制网络违法信息肆虐传播，我国不断加强网络空间刑事立法和司法

力度。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网络诽谤解释》），

不仅降低了网络环境下诽谤罪的入罪门槛，而且将网络空间特定的编造、传播虚

假信息行为升格为“寻衅滋事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在“编造、传

播虚假恐怖主义信息罪”的基础上增设“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扩展了刑事

制裁的虚假信息种类范围，创立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专有罪名，不仅将作为传播枢纽平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纳为刑法规制重点对象，而且囊括了网络违法信息传播中“组织”“指使”“帮

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背景、路径与边界 1）

冯建华

摘要 随着网络违法信息不断滋长蔓延袁 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在特定情况下不仅实有必要袁 而且成为
迫切之需遥 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是网络犯罪性质演变与风险刑法观兴起交相作用的结果袁 从深层动因
来看是因应网络空间传播变革带来的巨大压力袁 与网络治理模式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亦有内在关联遥 从
治理重心和发展趋向来看袁 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将从内容规制转向平台规制遥 在内容规制方面袁 网络
空间诽谤罪与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关于 野情节严重冶 和自诉转公诉的适用规定袁 至今仍是核心争议焦
点曰 在平台规制方面袁 如何基于类型化的角色功能袁 合理设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责结构袁 是网络空间刑事
立法和司法的重点与难点遥 从制度层面分析袁 要防止刑法过度介入网络信息治理袁 关键在于回归传统刑法
观袁 为此需处理好网络空间公权和私权的比例关系袁 探索构建相互依托和相互制约的网络空间权力格局遥
关键词 网络信息治理曰 风险刑法曰 网络诽谤曰 寻衅滋事曰 网络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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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等新兴犯罪行为类型；2020年，《刑法修正

案（十一）》增设“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对于以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

名誉、荣誉的特定行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值得注意的是，

因发布信息贬低、嘲讽加勒万河谷地区冲突中的

卫国戍边英雄烈士，网民“辣笔小球”被南京市

建邺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成为侵害

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首个案例。在此前后，

不时有网民因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而受到刑

事制裁，使得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尺度与限

度问题，再次进入学界关注视野。

出于秩序与安全的考虑，动用刑法这一“最

后的手段”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在特定情况下不

仅实有必要，而且成为迫切之需。面对网络违法信

息传播严峻复杂形势，除了需要从微观视角对网络

谣言入罪等具体问题加强专业技术分析，同时亦亟

待从宏观层面思考：刑法为何积极介入网络信息

治理？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路径呈现何种趋

向？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边界何在？从目前来

看，学界针对后者在宏观层面展开的跨学科综合研

究仍十分薄弱，绝大多成果是聚焦于专业领域的

微观研究。只有“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才能更好掌握刑法介入网络空间的规则和底线。

随着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交互渗透，网络犯

罪手段不断翻新，互联网从犯罪对象、犯罪工具

升级为犯罪空间。在中国特殊国情下，互联网的

媒介和政治属性日益彰显，网络信息治理压力随

之成倍增长。不同于传统媒体权力主导的规制模

式，网络信息治理是多元主体博弈与合作的动态

化过程。面对新的媒介环境和新的治理难题，如

何以更宽广的视野分析和把握刑法介入网络信息

治理的背景、路径和边界，无疑是个具有较大学

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二、传播变革与风险刑法的价值选择

由于具有较强的暴力性和破坏性，刑法在法

律体系结构中被置于最后序列。传统刑法观认为，

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情节显著轻

微的，不是犯罪。然而，在社会“维稳”需求强

烈而常规管理手段又乏力的特殊情况下，刑法不

时被作为应急之策，以一种威慑性的姿态站到了

社会治理的最前线。在刑法工具主义的推动下，

刑法介入网络空间可能会变得活跃起来，其背后

有着复杂的深层动因和环境因素。

从技术和媒介层面分析，刑法介入网络信息

治理是因应网络空间传播变革带来的巨大压力。

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传播技术的

促动下，媒介社会化与社会媒介化呈现交互演进

变革的趋势，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由传统媒体时

代封闭式的“集束化大众传播”走向全媒体时代

开放式的“网络化公共传播”。与传统媒体相对封

闭传播环境下的“确定性”相比，以社交媒体和

平台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络新媒体的最大特征是

实时交互传播带来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这一

方面带来了网络空间信息传播和言论表达的空前

活跃与多元，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网络违法有害信

息的滋生蔓延和屡禁不止，网络秩序问题因而变

得日益突出。由于自上而下式的媒体和舆论传统

管理手段基本失效，为应对与日俱增的网络信息

治理压力，利用刑法的强大威慑性，通过扩张网

络犯罪圈、降低入罪门槛等方式，不断加大网络

违法信息的刑事处罚力度，便可能成为有关权力

机构用于维护和管控网络秩序的必要手段。

从制度和文化层面来分析，刑法介入网络信

息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模式及其背后权力机制有

着内在关联。随着网络违法信息肆虐传播日益成

为风险社会的表征，探索构建与国情相适应的互

联网内容管理制度成为一项急迫任务。网络治理

的理念与手段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在不同

发展阶段会随外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得到调整和

完善。中国网民人数快速攀至世界之最①，带来了

网络使用的自由程度与受控程度的双双扩大和增

强。从“Internet Governance”这个词汇翻译的不

淤在 2008年召开的中国互联网大会上袁时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奚国华介绍袁截至 2008年 6月袁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
2.53亿袁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遥第 47次叶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曳显示袁截至 2020年 12月袁中国网民规模
达 9.89亿袁互联网普及率达 70.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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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多少可以看出互联网治理理念的中外文化差

异。在西方国家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官方文件

中，“Internet Governance”通常被翻译成“互联网

治理”，而在中国官方文件与学术研究中，这个词

常被翻译成“网络管理”或“网络监管”。[4]“监

管”与“治理”是两个有着不同意涵的概念，在

某种程度上措辞的不同反应了对于互联网的角色

功能及治理模式存在认知上的差距。偏重“治理”

的国家通常采取多元主体参与的协作模式，偏重

“监管”的国家多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政府

在其中发挥主导性乃至排他性的作用。随着传播

变革向纵深推进和互联网法治化进程的加快，网

络空间治理模式从早期由政府或商业机构主导的

单一主体模式，逐步走向政府、商业机构、用户

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治理模式，只是在不同国

情和背景下，协同合作模式的内在结构与动力机

制有所差异。

经过三十余年的探索，我国网络治理模式的

主体架构基本成形并趋于稳定。随着大数据、算

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新

媒体在极大提升传播效能的同时，也因引发颠覆

性传播变革而对网络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严峻

考验。在行政驱动的制度惯性作用下，网络治理

的理念和手段仍难以完全脱离传统媒体时代新闻

宣传工作的管理思路与做法，盘根错节的“多头

管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条块分割的行政管

理制度带来的产物。①中国政府没有充分意识到网

络社会与传统物理空间的区别，并用传统物理空

间的法律治理方式和思维方式来思考网络社会的

治理问题。 [5]这一度造成互联网法规政策纷纷出

台，造成的规则重叠、规制冲突等弊端日益明显。[6]

网络空间多头并置、相互交错的密集式立法立规，

不仅难以提升法律实施的整体效果，反而推动立

法层级及其威慑力的不断加码。在某种侧面上，

刑法积极介入网络空间信息治理就是这种现实的

反映。

从现实环境因素来看，刑法介入网络空间信

息治理是网络犯罪性质演变与风险刑法观兴起交

相作用的结果。网络犯罪的特点及其社会危害正

在发生变化，互联网在犯罪中的地位经历了从

“犯罪对象”“犯罪工具”到“犯罪空间”的演变。

与传统社会的犯罪形态相比，网络犯罪的行为方

式、危害后果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呼唤着刑事立

法、刑法理论与时俱进式的回应。[7]《网络诽谤解

释》的颁布施行，实质上就是试图探索解决互联

网作为“犯罪空间”的问题。

风险社会的来临，特别是恐怖犯罪、网络犯

罪、环境犯罪等新型风险犯罪的滋生，促动了风

险刑法观的兴起。风险刑法观以“抗制”风险

（在刑法中表现为“社会危害性”）为主要目的，

旨在发挥刑法强力维护社会秩序之功能。在不确

定性凸显的高风险社会，对于安全的渴求，比以

往任何时期都愈发迫切。“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

上的法律”，霍布斯的这句经典名言，在当今风险

社会背景下愈发熠熠生辉。故而，风险刑法观又

被称为“安全刑法观”。当社会中出现某种难以解

决或被认为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突出问题时，

很多人习惯性地将希望寄托在刑法之上，认为重

刑之下必能达到强力管控和矫正秩序之效果。在

政策导向型风险刑法观的驱使下，社会治理便可

能染上“刑法浪漫主义”色彩，其突出表现就是

刑法立法变得日益活跃，刑法修正案频繁颁布。[8]

社会危害性难有客观评判标准，通常体现为主观

性的价值判断，其一旦脱离社会实践或社会发展

进程，以消除社会危害性为指向的风险刑法观便

可能导致象征性立法的出现。

象征性立法是刑事立法政策化的产物，传递

的是立法者的情绪、姿态或立场，主要追求的不

是实际效果而是满足社会期待。[9]为了回应国民对

于社会安全的诉求，展现应对风险的主动姿态，

刑罚便可能成为“国家自导自演、国民自我满足

的手段”。[10]从实际效果来看，象征性立法不仅会

削弱刑法的刚性权威，而且浪费本已稀缺的刑法

资源。另一方面，为应对特定领域的行政管制力

不足，消除日益凸显的社会危害性，风险刑法观

也可能导致过度刑法化现象的出现，其突出表现

淤国务院赋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内容管理职权袁有利于减轻多头管理模式的弊端袁但由于网络空间蕴含丰厚的
利益和权力资源袁要做到完全避免乃至消除多头管理模式并不现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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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某些性质模糊或处于演变中的中性行为犯罪

化，或者变通乃至降低犯罪构成要件，以达到强

力维护社会秩序之需。①

风险刑法观的根源在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理

论，其背后牵涉刑法的价值定位和本质功能，即

刑法是偏重“社会防卫”还是“法益保护”。前者

强调刑法对于国家和社会集体利益的维护，后者

注重对个体合法权益的保护。网络传播的特点决

定了网络空间信息犯罪不仅关涉个人法益的保护，

而且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国近年来

不断加强网络空间刑事立法和司法力度，某种程

度上正是受到风险刑法观的影响或推动。为此，既

要辨证看待风险刑法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又要

防止陷入象征性立法和过度刑法化的实践误区。

法律是解决分歧与冲突的一套理性的、客观

的、明确的准则。从法律社会学层面来分析，在

纷争迭起的现代社会，价值认同弱化带来的精神

与道德层面的分化，导致对刚性的法律有了更大

依赖。在急剧变革的转型社会中，对于作为解决

冲突工具的法律的需求越大，社会自我修复机制

就会变得越弱，从长远来看法律的实际效能也会

呈递减趋势。而在道德价值观念统一、凝聚力强

大的社会中，为解决冲突而诉诸于法律的情形相

对较少，对于法律的依赖性也较小，但法律的效

能却非常高。[11]网络空间作为充满纷争与冲突的新

型场域，相关行为规范和结构秩序仍处于调试与

博弈之中，存在较大的可塑性和变动性，导致网

络空间对于法律规则特别是最具强制力的刑法，

在特定时空下往往有着极大的功能化需求。这为

理解刑法积极介入网络信息治理提供了更为宏观

的观察和分析视角。

三、从内容规制转向平台规制

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通常主要是采取内容

规制的手段，即根据形势需要对于社会危害性较

大的网络违法信息予以重点打击。我国刑法对于

编造、传播网络虚假信息的犯罪行为，目前没有

设立统摄性的专有罪名（“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

息罪”只是针对有关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等

四类社会危害较大的虚假信息），相关规定散见于

不同的法律条款之中。

从规制倾向来看，我国对于网络违法信息入

罪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从早期强调对

于个体权益的保护，逐步转向偏重于对社会秩序

和国家利益的保护。这是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

的虚假网络信息从众多虚假信息中分离出来，在

公民的预见能力之内予以立法明确的主要原因。[12]

网络违法信息传播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是主

张网络造谣传谣犯罪化在社会心理学层面的主要

依据。《网络诽谤解释》的颁布施行，本意是为

了规范和限制刑法介入网络空间的不当行为。然

而，网络空间寻衅滋事罪和诽谤罪是否具有足够

的“合法性”，特别是关于“情节严重”和自诉转

公诉的适用规定，至今仍存较大争议。

根据《网络诽谤解释》第 5条第 2款规定②，

网络空间寻衅滋事罪是结果罪，入罪要件是“起

哄闹事”并“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由此可

见，“起哄闹事”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

手段，后者是前者造成的直接后果。那么，在网

络空间编造、散布虚假信息，是否或如何才能属

于法律意义上的“起哄闹事”？司法解释中的“造

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是否等同于刑法关于寻衅

滋事罪的结果要件“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

乱”？换言之，网络“公共秩序”是否等同于“公

共场所秩序”？此外，《网络诽谤解释》第二条第

一款创立了网络诽谤入罪的数量标准，即“同一

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依靠单一的数量标准入罪，会不会造成网络诽谤

入罪的过度扩张？《刑法》第 246条第２款规定，

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淤过度刑法化现象在国内外比较普遍袁其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袁关键是取决于适用的时机和效度遥 我国叶刑法修正案渊九冤曳
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袁某种程度上正是对野演变中的中性行为犯罪化冶遥 这是有效打击网络新型犯罪的必要之
举袁关键是要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充分理解立法本意袁掌握好法律适用的尺度与限度遥
于编造虚假信息袁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袁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袁或者组织尧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袁起哄闹事袁造
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袁依照叶刑法曳第 293条第 1款第渊4冤项的规定袁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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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利益的除外”。《网络诽谤解释》第三条为

此规定了七种例外情形。由于对“严重危害社会

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通常难以做到客观评判，

而自诉转公诉的“合法通道”一旦打开，在中国

特殊国情下会不会助长公权力滥用公诉手段打压

“不受欢迎”网络言论的现象？上述这些疑问乃至

担忧均是必须正视和反思的问题。

《网络诽谤解释》关于“数量标准入罪”的规

定，是为了提高刑法打击网络违法信息的力度和

范围。这已经超出“司法解释”的范畴，是司法

机关越权对法律的“续造”，无论形式还是实质均

有违宪之嫌。[13]这一规定不符合罪责相当、罪责自

负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是“客观归罪”，

不符合刑法教义学的基本原理。[14]有些学者却持肯

定性意见。“诽谤信息转发 500次入刑”的规定具

有合理性，符合刑法原理且并不违宪，“认真对待

司法解释，而不是随意嘲笑司法解释是亟需倡导

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理念”。 [15]“诽谤信息转发 500

次”构成网络诽谤“情节严重”，标志着诽谤罪在

虚拟空间中呈现“积量构罪”特征，这种量化入

罪标准模式因网络空间与传统物理空间的巨大差

异而具有合理性。[16]规定数量入罪标准是基于网络

传播特性而采取的应对之策，是立法能动性的体

现，在实践中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规范司法行

为。其立法初衷值得肯定，可从实际效果来看，

用客观不变的数量标准匡定千变万化的网络传播

行为，多少存在简单化思维，其结果往往事与愿

违甚至适得其反。[17]

《网络诽谤解释》 规定自诉转公诉的例外情

形，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客观上有利于

规范公诉手段的适用。由于在制度实施过程中欠

缺对宪法批评权利的价值关怀，其可能也会造成

“制度规定的潜在缺陷”被利用和放大，从而给被

批评的国家工作人员干预司法提供了便利条件，

导致“诽谤罪的现实运作妨碍了批评权利发挥其

应有的宪法价值” [18]。事实上，在不当外力干预

下，因公民批评引起的诽谤案特别是“诽官案”，

如“王帅帖案”“吴保全案”“王鹏案”等，均不同

程度地存在滥用职权以刑事公诉手段打击“批评

者”的现象，在诸多复杂成因中，一个不可忽视

的客观因素就是“制度规定的潜在缺陷”。

从立法精神而言，限制性规定网络诽谤罪公

诉适用情形，有利于保护普通网民的合法权益，

更好平衡网络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

经最高检介入、引发诽谤案“自诉”转“公诉”大

讨论的“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诽谤案”①，

写进了 2021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在当前网络暴力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本案

启动公诉程序追究“诽谤者”刑事责任，对全社

会具有积极、正向的标杆作用，也为检察机关对

于自诉转化为公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提供了一个范

例。[19]本案处理从行政处罚到刑事自诉再到刑事公

诉的逐步“升格”，使其成为彰显网络时代惩处侮

辱诽谤类犯罪司法动向的最新案例，值得高度重

视和研究。[20]这种功能需求导向下的刑法扩张逻

辑，是现阶段调和传统刑法体系与新型网络犯罪

之间的主要载体形式。倡导适度的刑法扩张适用

逻辑，反映了现行刑法合理扩大法益保护范围和

对象的基本立场，以及切实保障网络空间安全的

“积极预防姿态”。[21]

从世界范围来看，诽谤法日益偏向保护个人

名誉权，而不是维护公共秩序。为防止公权力对

公民表达权利进行不当干预，欧美许多国家和地

区掀起了“诽谤罪除罪化”运动，主要通过民事

赔偿的方式追究诽谤者责任。根据国际人权组织

提供的资料，有些国家的刑事诽谤法退出了历史

舞台，还有些国家和地区虽保留诽谤罪的法律条

文，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很少适用，基本属于“纸

面上的法律条文”。 [22]基于此，有学者主张以不同

方式取消诽谤罪公诉例外情形。为防止造成刑法

体系内部的混乱与冲突，诽谤罪只规制侵犯公民

名誉权和其他个体法益的危害行为，故可删除现

淤2020年 7月初袁杭州市谷女士在小区门口驿站取快递袁被隔壁便利店老板郎某偷拍遥 郎某与朋友何某分别饰演快递小
哥和对面小区独自在家带孩子的野小富婆冶在微信上聊天袁编造了野富婆出轨快递小哥冶的剧情遥 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当地
公安机关对野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冶立案侦查袁推动刑事自诉案件转为公诉遥 2021年 4月 30日袁余杭区人民法院以诽
谤罪判处被告人郎某某尧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袁缓刑二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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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诽谤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规定，对于诽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

情形，以我国《刑法》分则第一章、第六章相关

罪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3]为防止立法保护过当，

中国大陆刑法应借鉴他国刑法的规定，对诽谤罪

提起公诉设定严格条件，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取消

公诉诽谤罪。或将“诽谤罪”规定为纯正亲告罪，

直接取消公诉追诉模式。[24]

网络传播具有虚拟性、弥散性、海量性特点，

使得刑法制裁网络违法信息面临被动、滞后等诸

多难题。从治理重心和发展趋向来看，刑法介入

网络信息治理将从内容规制转向平台规制。网络

服务提供者是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的“集散地”与

“中转站”，管住了作为中介平台的网络服务提供

者，很大程度上则犹如遏住了网络信息流通的

“咽喉”。基于此，很多国家逐步加大网络服务提

供者的刑法规制力度，以求达到“一两拨千金”

之效。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拒不履行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等罪名，即属此种立法思路的体现。

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要分为网络内容提供者和

网络平台提供者。网络内容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比

较清晰，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的权责边界则相对

不甚明确。如何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平台责任

已成为网络立法的重点和难点。总体而言，网络

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权重应与其承担的角色功能相

匹配。如何适当配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责结构，

将影响乃至决定网络空间法律体系的价值面向和

基本架构。互联网立法不是在空白起点上重起炉

灶，更多是对传统法律的合理延伸和充实完善。

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新的法律主体的出现，是推

动互联网立法的重要动因，而立法的重点则是对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合理配置。由

于治理模式和社会环境不同，各国法律对于网络

服务提供者的权责配置表现出一定差异，然其在互

联网法律体系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应是共同趋向。

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不断崛起的网络平台

已成为数字化社会的运行枢纽。随着网络服务提

供者掌握的权力资源不断扩展，相应加大对其进

行法律约束理属应当。在实践中如何做到权责结

构动态平衡，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有效治理

的关键。如若政府对于算法运作过程的治理失灵，

从制度成本上将强烈刺激平台企业的机会行为，

由此可能产生诸多社会负外部性问题。“平台既是

一个市场，又是一个企业”，这种独特的组织结构

“至少在人类商业文明发展史上未曾出现过”。平

台具有双重属性使其难以找到市场公共利益与企

业私人利益的平衡方案，这是平台治理遭遇困境

的根源。[26]内容中介已经成为威胁网络空间治理的

重要主体，在控制网络信息流动及决定用户获取

信息范围方面掌握了大量实权，而它们对流经其

平台的信息却又往往享有豁免权。[27]与此同时，政

府限于多种原因难以对互联网做到精细化管理，

更多地只能借助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中介力量，

尝试进行间接控制。在这种治理格局中，网络平

台服务提供者实际上能够发挥裁判乃至替代性决

策的作用。网络服务提供者是网络空间信息流动

的“守门人”，在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主

体地位，它有能力也有义务对其平台上所产生的

犯罪风险进行前置性防控，这是网络平台提供者

承担主动审查义务的正当性根据。[28]

从预防和控制犯罪来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

入罪化无疑切中要害。随着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

和新型网络犯罪的高发，刑法评价和制裁的重心

由单一的行为人责任转向行为人和平台责任并重，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认定成为网络空间治

理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29]另一方面，从互联网发

展比较成熟的国家来看，普遍倾向于最大限度降

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以充分保障网络

平台和网络主体的自由空间。在多元化的网络时

代，要求企业履行“网络警察”的义务，这种社

会分工的错位，最终可能会阻碍甚至窒息整个互

联网行业的发展。[30]如此看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

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规定不仅在我国属于突破性规

定，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也无先例，自该罪增设

以来如何对其不作为性质进行阐释成为理论界和

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31]面对网络犯罪多发

态势，对提供平台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犯罪化

未必是“全面处罚的故意”，但其中形成的“共犯

正犯化的处罚逻辑”与“偏向刑事化判断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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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类似案件有野深圳女教师乘坐顺风车被害案冶野5窑6 郑州空姐打车遇害案冶等遥遭人诟病的是袁在这类案件中袁平台提供者
往往以安全专家介入尧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向受害者家属提供司机车牌号尧手机号袁最终因错失时机而导致悲剧出现遥 如何
从法律上明确规定网络中介平台的权责边界袁成为日益紧迫的社会问题遥

逻辑”，多有违背罪刑法定的法治原则。[32]可从实

际情况来看，立法意图和现实结果之间出现了较

大偏差。有学者统计，截至 2019年 9月 27日，以

“据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为关键词，

在文献数据库仅检索到 3份相关刑事判决书。尽

管可能存在想象竞合而择其他重罪论处的情形，

仍不能否定本罪适用率过低的现实。由于“责令

改正而拒不改正”的构成要件设置了过高的入罪

门槛，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在司法

实践中不仅不存在“处罚范围过大”的问题，更

有“被弃用的风险”。[33]由此可见，此罪名设置虽

存在象征性立法的倾向，另一方面通过司法限缩

的方式与立法扩张达到平衡，亦是总体实现刑法

谦抑性的有效手段。

如何认识和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网络

安全管理义务，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

务罪能否发挥实效的基本前提。我国法律包括刑

法尚未对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进行明确规定，

而是将该义务导向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其更多表现为一般性、抽象性的义务规定，存在

“缺乏明确性、系统性和类型性”的问题。[34]采取

需事先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的立法模式，表明拒

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存在限制刑罚发

动的初衷，而不时发生的“滴滴平台司机强奸杀

人案”①等恶性事件，折射出该罪名导向的平台治

理模式已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可能滋生“行政权

僭越并排斥司法权”的不良风气，使网络服务提

供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处于“被架空的尴

尬境地”。为合理化解“刑罚制裁具有行政从属

性”带来的现实隐忧，应实现网络平台信息安全

管理义务的适度前置。[35]不过也有学者从相反角度

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应承担过重的注意义务

及刑事责任。与其他国家相似，我国在处理网络

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问题时采取了激进的立场，

在缺乏保护规则的情况下，处理网络服务提供者

刑事责任问题“更倾向于惩罚而非保护”，致使刑

事责任的扩张超出了合理界限。基于权益保护和利

益平衡的原则，首先应免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般

性监控义务，同时为避免立法上的失误和不足，应

采取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有条件免责制度。[36]

网络服务提供者权责认定的模糊性和变动性，

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快速发展存在较大关系。如

何基于技术条件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进行科学

划分，进而准确把握每种类型特质及其角色功能，

是当前刑事立法和司法面临的较大难题。中国应

当积极借鉴吸收德国与欧盟的有益经验，对网络

服务提供者进行类型划分并以此明确各类提供者

的责任。否则，在可预见的未来会遇到越来越多

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认定难题，中国

将面临着立法粗疏与理论空白的双重困境。[37]立法

技术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有利于合理区分不同类

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权重，对于整体提

升网络法治化水平大有裨益。

四、关键在于回归传统刑法观

刑罚正当性（legitimacy）的说明和论证，是刑

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合理区划刑法介入网络空

间边界是保障刑罚正当性的重要手段。刑法边界

主要是限制刑法扩张的手段，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立法层面的刑法禁止。即必须严格遵守罪刑

法定的原则，不能轻易以司法解释、类推乃至以

权代法等手段突破罪与非罪的边界。二是司法层

面的刑罚禁止。这主要是限制刑罚权的启用程序

及范围，以防止刑罚权的滥用或过度使用。

高风险社会的来临加剧了法律价值的分化与

冲突，化解刑法安全边际压力的根本之策是回归

刑法传统法益观。现实中出于某种功利化需求，

刑法法益不时呈现抽象化、空幻化、扩张化的倾

向，主要表现在抽象的社会法益（公共秩序）与

观念法益 （社会危害性）取代具有明确指向性的

个体法益，成为刑法重点保护乃至优先保护的对

象。因而，要恪守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边界，

最根本的是收缩和回归刑法传统法益观，即强调

保护具体的、实际的法益，使刑法切实成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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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护法”，而不能演变为“风险防控法”乃至

“行政管理法”。

辨证、理性地看待网络违法信息传播的“风

险”或社会危害性，是把握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

理尺度和方向的基本前提。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

风险，只要将风险控制在社会承受范围内，适当

的风险不但无甚大碍，反而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

的动力。处处力求消除风险的社会，其结果只能

是停滞不前。刑法不能简单地以风险的最小化或

根除风险作为追求目标。[38]互联网是发展中的新事

物，刑法介入网络空间不能为了片面追求“安全”

而盲目简单地将“根除风险”作为行动目标。某

种层面上，面对来自风险社会的挑战，刑法的积

极前伸反而是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对于

强健的法治社会而言，谦抑性并不意味着刑法的

软弱，而是更能彰显刑法的刚性有力。只有严守

“不作为”之界，才能最大程度提高刑法“作为”

的效率与层级水平。这是提高刑法权威性与威慑

力的根本之策。滥用刑法带来的各种形式的暴力，

只能引发更大的抵抗与混乱。与此同理，刑法过

度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可能造就更大的信息真空乃

至“信息黑市”，从而引发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

的网络社会秩序混乱。

回归刑法传统法益观首要在于以人权保障为

原则，最大程度实现刑法的谦抑性。刑法谦抑性

的本质在于如何确定刑法对社会的介入程度，即

如何在国家与国民之间适当分权，找到平衡点，

使得国家与人民两受其利。[39]以法律限制国家刑罚

权，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手段。“为了惩罚而

惩罚”的刑法实践和“为了惩罚而解释”的刑法

学研究，实质上都是漠视权利的表现，应当提出

以权利来制衡刑罚权，如此才能去实践正义，而

非标榜正义。[40]由此而言，刑法介入网络空间信息

治理不能以压制和剥夺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需要

为代价。人类社会对于互联网的基本需求，是对

于表达自由基本权利的追求和向往。为充分发挥

互联网之于人类社会的积极价值，刑法介入不能

悖逆“人心”所向，这个最大的“人心”就是广

大网民寄托于网络空间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

“人心”之基愈稳，网络空间发展动力愈足。

任何法律行为都是价值权衡的结果。恪守刑

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边界，重在对其关涉核心

价值的考量与平衡。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关涉

三大核心价值：网络秩序、信息安全与表达自由。

我国《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提出“保障网络信

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这为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

理确立了基本原则，即在依法保障网络信息传播

规范有序的基础上，刑法介入应以促进网络信息

自由流动为旨归。既不能以失序为前提而追求过

度的自由，又不能为了达到高度有序而以丧失自

由为代价。刑法重在维护“基本底线”，对于批

评、建议的网络言论，即使有部分内容失实、评

论偏激，也应保持司法克制。[41]如何认识和处理秩

序（安全）与自由的关系，是刑法介入网络信息

治理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在实践中如何做到两

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考验的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的

智慧与担当。

从法律结构层面而言，恪守刑法介入网络信

息治理的边界需处理好刑法（秩序和安全）与宪

法（言论自由）的关系问题，一大原则是刑法介

入不能突破宪法界限。在网络信息传播和言论型

犯罪案件中，行政权力是刑罚权启用的主要动力。

在中国特殊国情下，确立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

的边界，行政权力行使的规范程度成为重要的影

响因素。这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认识

和调试行政权在网络空间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功能，

二是如何权衡和处理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及

公民权（表达权、知情权、批评建议权）之间的

关系。刑法介入网络空间信息治理应体现或凝聚

最大化的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特定“少数

人”之“特定目的”。[42]这要求刑法介入必须符合

正当法律程序，更不能“公”权“私”用，演变为

“管控不安全性”的器用工具。

在司法实践中要防止刑法过度介入网络空间

信息治理，必须以现实危害性作为社会防卫的主

要价值导向。刑事制裁的重点对象是现实世界中

发生的实际行为，通常只有当网络世界中的虚拟

“暴力”确实造成了现实社会中“公共场所秩序严

重混乱”才能动用刑法手段，而要判断是否构成

“严重混乱”，这种危害必须是清楚的或即刻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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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不是基于办案人员的主观猜测、想象或恐

惧。司法机关在指控公民网络言论构成“寻衅滋

事罪”的时候，一定要提出能够证明有关言论确

实造成现实公共场所发生混乱的具体证据，以免

导致公权力滥用和腐败。[43]

从法律制度层面而言，要从根本上遏制刑法

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冲动，关键在于合理设置网

络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使主体间权责平衡、边界

清晰，做到相互依托和相互制约，从而避免单一

主体权力过于膨胀而带来的为所欲为。作为制度

安排的最优目标，“权责一致理论”以确定性和规

范性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工具。当然现实具有高

度复杂性，非人格化组织的理论预设难以简单适

用于具体行政实践，当对效率的追求占据主要位

置时，组织就会寻找替代性机制来实现利益最大

化。[44]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不时存在突破边界的

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溢出效应带来的对于

“效率”价值和特定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选择的

“替代性机制”。

五、结语

我国网络信息治理采取的是“谁主办、谁负

责”的层级治理模式，总体仍难以完全脱离传统

媒体管理的思维和理路。抛开意识形态属性之争，

网络治理模式本无所谓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能否

促进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类社会，最大程度提升

广大网民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客观而论，我国传统观念中的重刑思想，对网络

秩序价值的优先追求，网络治理的行政主导模式，

都是推动刑法介入网络空间信息治理的文化制度

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究刑法介入网络信息

治理的背景、路径与边界，无疑是个凸显中国视

角的全球性问题。

为更好地将互联网发展由“最大变量”转化

为“最大增量”，网络信息治理需要树立新理念，

探索新模式。中国正致力于从互联网大国向互联

网强国迈进。互联网强国之“强”，不能单用体量

来指代，其更多体现于互联网制度和文化层面。

为不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政府在《关

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提出，

到 2035年，基本形成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

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基本形成全社会“办

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法治环境。加快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是构

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网络

空间法治化的最终目标是在网络空间培育和促长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最终形成与法治国家、法治

政府、法治社会相适应的网络法治环境。网络信

息治理不仅要做到治而有“理”，更要做到治而成

“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文正是旨在探寻和总

结蕴含在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的“理”，

以此更好规范网络信息治理的刑法介入行为，最

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治理制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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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ckground, Path and Boundary of Criminal Law Intervening in Network Information Gov鄄
ernance

Feng Jianhu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and spread of illegal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criminal law intervention in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is not only necessary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but also an urgent need.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ure of cyber crimes and the rise of risk crimina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motivation, it responds to the huge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yberspace communi-

cation.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network governance model and the power mechanism behind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foc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the involvement of criminal law in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will shift

from content regulation to platform regulation. To prevent criminal law from overly intervening in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the key is to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criminal law view.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properly handle the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in cyberspace, and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tually

dependent and restrictive cyberspace power structure.

Keywords: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Risk Criminal Law; Network Defamation; Provocation and Provocation;

Network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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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互联网史研究与技术隐喻的视角

互联网历史学（Internet Historiography）是一项新兴的研究领域，它旨在考察

互联网这一媒介自身的演变，以及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就后一维度而言，

其研究主题包括互联网在特定社会扩散的社会史、商业史、政治史以及文化观念

史。[1]2015年以来，互联网史研究的勃兴首先凸显了其反思性特质：一方面，过

去的事件、结构、社会现象以及意义感受构成了阐释当代互联网的重要前提；另

一方面，对早期互联网发展机制的批判性认识亦能反映出如今数字社会的差异。[2]

其次，从在地经验的层面发掘不同历史社会语境下多元、复数的互联网意涵，并

超越美国主导的单一叙事的主张已被反复强调。[3]

作为一个在二十余年里便成长为世界网民数量之最的国度，中国互联网超常

规模的创新扩散无疑构成了上述“在地经验”的重要例证。事实上，西方学者在

研究该问题时因长期过分聚焦新技术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张力，而忽视了更为宽广

的社会文化领域。[4]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曾指出，创新扩散的本

质是人们对新事物主观评价的交互的社会历程。一项新技术纵然具备明显优势，

想要让大众在观念层面认可它也绝非易事。[5]传统上的创新扩散研究主要针对互

早期中国互联网的技术隐喻与话语实践
（1987-2003） 1)

陈彦蓉 曹钺

摘要 20世纪 90年代以来袁 早期中国互联网超常规模的创新扩散一直是西方学界津津乐道的议题遥 不同
于传统上聚焦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情况的测量袁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 野隐喻冶 的视角切入袁 将技术的创新扩
散视为一种意义整合的社会过程袁 并围绕特定事件与案例重访了 1987-2003年间关于中国互联网的历史
叙事遥 研究发现袁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成出诸如 野盗火冶 野信息高速公路冶 野知识英雄冶 野第二人生冶 野广场冶
野江湖冶 野家园冶 等多种隐喻遥 其背后是国家政府尧 市场经济尧 网民群体尧 国际势力等多元行动者在具体历
史语境下的复杂互动袁 并且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 野纽结点冶 缝合了诸隐喻之间的裂痕与间隙袁 使隐喻
体系保持了整体的连贯遥 以上也揭示出早期中国互联网在全球与本土尧 国家与社会尧 集体与个体之间所形
成的微妙平衡以及其历史意义遥
关键词 互联网史曰 隐喻曰 话语实践曰 多元互动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陈彦蓉袁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重庆 401331曰 曹钺袁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新加
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袁 上海 200433

1)基金项目院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渊留金选[2020]101袁编号院202006100067冤曰重
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野网络社群在维权事件中的话语实践与动员策略研究冶(CYS19030) 遥

博士生新论

75



ENVIRONMENT驭ECOLOGYENVIRONMENT驭ECOLOGY

联网接入与使用的情况进行测量，但这种工具论

导向的做法难以揭示意义建构的社会过程。

本文认为可以从认知语言学的“隐喻”

（metaphor）概念出发，另辟蹊径来阐释中国互联

网的创新扩散进程。从最一般的意义上，互联网

是我们社会系统里的新生事物，除专业人员之外

鲜有人理解其技术实质———掌管所有计算机之间

通信的 TCP/IP协议。而隐喻使人们能用一种具象

化的事物来理解抽象、难懂的新事物，而不必把

两者看作是客观上相同的。[6]像“电子邮件”“桌

面”“回收站”“网上邻居”“聊天室”这样的计算

机术语都带有隐喻的性质，它们在向初学者普及

计算机功能时非常有效。乔治·莱考夫 （George

Lakoff）、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认为，隐喻

并不止步于描述，它构造了人类的概念系统，而

概念系统则定义了人们所能看到的现实，因此我

们须通过隐喻来理解现实。一个新隐喻有能力改

变特定社会中人们的知觉、行为和实践，进而创

造新的现实。[7]例如，“时间就是金钱”便是新教

伦理召唤出来驱动整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

强大隐喻。另外，隐喻对概念的建构永远是片面

的，当它凸显了某个部分的同时必然遮蔽了其他

部分。[8]例如，“争论是一场战争”的隐喻强化了

非此即彼的输赢性，而忽视了争论亦可能带来相

互理解。所以，不同社会群体会建构不同的隐喻

以推动自己对于未来的兴趣与期望，隐喻的编织

总是涉及场域内多元行动者的博弈。

总之，隐喻可以被视为社会意义建构与协商

的过程，正是在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境中新的经验

被命名和定义，由此塑造了它与我们之间的互动。

而这又反过来推动新事物被社会系统所组织化、

政策化，互联网也是这样从抽象陌生的事物变为

我们现实生活中所熟悉之物，从而嵌入社会肌理

的。[9]由此观之，中国互联网的创新扩散可以被看

作不同社会行动者想象、建构互联网并生成话语

实践的过程，其中往往包括国家政府、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国际力量等要素的互动。①而对于隐喻

的分析不仅能梳理不同语境下“互联网”的观念

如何变动，即描述意义上的“是什么”；并且有助

于揭示为何不同行动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互联

网”想象成这样，即对规范意义上“应该是什么”

的反思。

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从早期中国互联网的

历史叙事中寻找相关的技术隐喻并加以分析。之

所以聚焦“早期”（early times），是因为这期间互

联网隐喻的变化最为剧烈，它一定程度上展现了

悬而未决的社会经验与概念表达之间的张力，即

威廉斯所谓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10]

“早期”在此尚是一个模糊的指涉，限于文章篇

幅，我们仅对 1978-2003 年的中国互联网史进行

爬梳②，其时代背景可归纳如下：（1） 技术上

Web1.0的连接模式占据主导，并呈现出“内容网

络”的组织逻辑[11]，BBS、门户网站等是主要应用，

网络内容以文字为主，人们普遍采用窄带上网的

方式；（2）治理上政府总体对互联网的发展保持

着宽松的态度，监管程度不高[12]；（3）网民结构处

于创新者向早期采纳者过渡阶段，上网人数尚不

及总人口数的 10%，其中经济收入尚可、学历在

高中至大学的青年男性构成了主力军，且上网地

点比较固定③。

在研究方法与操作上，本文将以开放的态度

采撷史料语篇，其中既包括学术专著、畅销书、

党报、都市报，以及《互联网周刊》这一类专门记

录互联网发展的刊物；还囊括了对不少业已消逝

的旧网页的回溯，互联网时光机（wayback machine）

为此提供了珍贵的数字档案备份④。此外，口述

淤若以多元互动模型来分析中国问题袁这几个行动者是经常出现的要素袁本研究在此借鉴了杨国斌在叶连线力曳第 8-11
页的描述遥
于本文将历史分期视为一种使研究更具操作性的策略袁而无意于辨明具体时间节点的选择遥 根据方兴东尧彭兰尧杨国斌等
学者的相关研究袁1978-2003这 15年更趋向于是野早期互联网冶阶段的一个子集袁当然它也有其特殊性袁并且能更清晰地
展现所谓野早期冶的特质遥
盂以上概括根据 CNNIC第 13次统计报告分析所得遥
榆互联网时光机是一个借助野爬虫索引冶和志愿者工作捕获全球各类网站快照袁并存档缓存网页的数字档案馆遥 它旨在通
过保存已失效网页的存档副本以野普及所有知识冶袁其网址为院https://web.arch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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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回忆录之类的文章亦被视为补充性的材料。

鉴于史料庞杂，在写法上本文将围绕特定的事件、

案例展开分析，因为互联网事件、社会观念以及

变化都是在现实社会和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发生、

发展并完成的，事件史与观念史本就存在同构、

互塑、共变的关系。[13]

二、“盗火”的史前史：冷战疑云下的科学共同

体话语

许多学者都将 1994年视为中国互联网起航的

节点，因为这一年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

（NCFC）通过美国 Sprint公司连入互联网，从此中

国被正式承认为世界上第 77个真正拥有全功能互

联网的国家。[14]不过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

NIC）编纂的“互联网大事记”栏目以及官方牵头

建立的“中国互联网博物馆”页面上，以下事件

被放到了开端的位置：1987年 9月 20日，王运丰

和李澄炯在卡尔斯鲁厄大学维纳·措恩 （Werner

Zorn）教授的帮助下成功向德国发送第一封电子邮

件，内容为“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如果

说中国互联网的正史始于 1994，那么可追溯至 80

年代的这段“史前史”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它最

鲜明地展现了中国如何突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阵营的技术封锁，冲向世界互联网的怀抱。

中国接入互联网的历程首先充满波折，它是

一系列偶然因素叠加的后果，同时也彰显了关键

行动者的重要贡献。回到 20世纪 80年代冷战的

语境下，彼时中美仍因意识形态分歧充满嫌隙，

计算机就在美国对华禁售的名单之列，西欧诸国

也受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拒绝将信息产业的

器材、高端设备出口中国。不过德国并未有此限

制，因此中国互联网的连接尝试始于与德国科学

家的合作。卡尔斯鲁厄大学维纳·措恩教授是中 -

德计算机网络连接和电子邮件服务设想的发起者，

他不仅凭私人邮件争取到了项目的经费，而且利

用德国的可兼容系统软件解决了中方计算机与国

际网络互联、发送电子邮件的技术性问题。[15]不过

第一封电子邮件的成功发送只是起步，它还需要

获得美国方面的许可。而白宫的宣布是“中国开

放电子邮件连接”的许可无效，但时任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NSF）主任的 Steven Wolff坚持了“政

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的立场，从而使中国进

入互联网成为一种既成事实。[16]在中国寻求全面接

入互联网的过程中，同样克服了许多困难：其一

是科研经费上的不足由国务院破例为 NCFC项目

（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开放了信道租用；

其二美国政府方面的阻挠也出现转机，1994年互

联网正由国防部资助、国家科学基金会控制转向

全面的商业化，时任 NSF主任的尼尔·莱恩知道互

联网已管不了多久，于是同意让中国科学院接入

进来。[17]

其次，以上偶然性之中又暗含着某种必然性，

即科学共同体话语对冷战话语的突围。中国第一

封电子邮件成功发出的一周后，作为外宣渠道的

ChinaDaily刊登了消息：“中国与世界 10000 个大

学、研究所和计算机厂家建立了计算机连接。这

个连接通过北京与卡尔斯鲁的两台西门子计算机

实现。王运丰教授把这一成果描述为中国大学和

研究所与世界计算机网络一体化的技术突破，在

卡尔斯鲁大学教授维纳·措恩指导下完成，技术团

体由来自北京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卡尔斯鲁大学、

西门子公司和美国的科学家们组成。”[18]这一叙事

无疑迎合了全球互联网跨越意识形态边界的诞生

语境。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曾谈到，

互联网的两大起源———军事建制机构与个人电脑

的反主流文化———其共通的基础正是大学世界。[19]

1994年在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下，中科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加州斯坦福现行加速器中心、德国科研

网、中国科研网、清华校园网、不列颠哥伦比亚

大学等研究机构迅速建立起了科学互联的网络。[20]

Jay Hauben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谈到，“大量证据

表明互联网从伊始就是开放、国际性的科学合作

工程，它以向人类社会提供新型通信系统为愿景

……将其视为冷战时期美国军方副产品的说法只是

美方编织的迷思”[21]。

互联网在中国的降临常被后世以“盗火”隐

喻，它象征着从禁忌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和智慧，以

及颠覆现状的技术精神、政治力量和艺术灵感。[22]

放置于上述互联网史前史的语境中，“盗火”既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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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新技术的接入充满艰辛，天时地利人和缺一

不可；又象征着崇高的事业，凸显了冷战末期自

由、包容、开放的诉求已深入人心。值得注意的

是，“盗火”也隐喻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微妙关

系，前者须突破封锁进而借得“火种”。在之后博

客、字幕组等网络实践中，“盗火”的隐喻亦频

频出现。①而“越过长城，走向世界”亦兼具了世

界主义理想与民族复兴的夙愿。“长城”作为闭

关锁国、导致屈辱近代史的符号被新技术所逾越，

而人们迈向的“世界”与 80年代后改革开放的浪

潮紧密相交。“火种”一旦播撒开去，就注定会

生成无法预料的所指，它们将伴随中国社会的互

联网实践一同演变、生长。

三、“信息高速公路”：国家现代化与市场经济

的共谋

20世纪 90年代，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

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计划以推动互联

网的商业化进程。简言之，这是一项由国家牵头

建设的信息基础设施，它通过光纤和电缆把政府

机构、科研单位、图书馆、大学、企业以及家家

户户的计算机连接起来，使所有电子终端能方便

地传递和处理信息，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23]从认

知语言学的角度，“信息高速公路”是一种管道隐

喻（conduit metaphor），互联网被设想为从 A点向

B点传输信息的工具，因此其“速度”是隐喻建构

者关注的重点，而“高速公路”也正是针对 90年

代窄带上网的“羊肠小道”而提出的。其次，这

一基础设施的隐喻也暗示了国家政府的管辖权、

专家团队的规划与掌控，似乎一切都在项目蓝图

之中。此外，“信息高速公路”调用了日常生活

中关于交通行驶的意义系统，即使对互联网陌生

的社会大众也容易形成共鸣。

中国政府很快接纳了“信息高速公路”的隐

喻。在全面接入 Internet仅仅两个月后，国务院办

公厅便向各部委、省市明传发电开启“三金工程”②

建设的序幕，这便是中国版的“信息准高速国

道”。同时，官方媒体也积极向民间普及“信息高

速公路”的意涵。③并且，这种接纳并不止步于挪

用，它更具本土化的意义是引出了“弯道超车”

这一隐喻。上世纪 90 年代，阿尔文·托夫勒

（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一度畅销，在他

看来，信息化是自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第三

次颠覆社会结构、国际局势的大革命。 [24]“浪潮”

所隐喻的“断裂”恰被视为一次机遇———“如果把

中国的传统产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视为‘百

步’的话，那么中国在信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的

建设上与他们的差距可能仅有‘十步’之遥” [25]。

《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同样谈到：“信息技术和信

息化手段是经济发展的倍增器。谁先掌握它，谁

就会先获得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抓住信息产业

这个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先导产业，充分发挥其倍

增作用，我们就能很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否

则，我们将被越甩越远。”[26]

而把握信息技术进而赶超西方诸国的关键在

于发展“知识经济”。Markham认为，知识教育与

信息传递共享了传者将内容通过某一渠道送到接

受者的“管道隐喻”，因此互联网时代某种意义上

就等同于知识时代，它可以极大地简化人们获取

知识的过程。 [27]1998年中国科学院刊发了重要文

章，指出信息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将是 21世

纪经济发展的主导形式，而国家在技术、知识上

的创新能力与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28]为此，

经济体制改革被要求面向信息化社会调整管理结

构，信息产业被允许横越部门分工的业务面，突

破过去的条条框框。[29]而政治监管也让位于科技商

淤可参见方兴东尧王俊秀的著作叶博客院e时代的盗火者曳以及南风窗的报道叶野盗火冶的字幕组曳遥这实际上预示了中国的不
少互联网实践源于对西方互联网产品的借鉴尧模仿与搬运遥
于包括金桥尧金关和金卡工程袁其中金桥网与老百姓享受互联网的体验最为密切袁通过金桥网袁中央与地方政府尧城市尧大
中型企业尧重要企业集团以及国家重点工程相联结袁最终形成电子信息高速公路大干线袁并与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互联遥 在
建设初期袁只有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尧行业企业内部人员能接入这种网络遥
盂1993年 12月 27日袁叶人民日报曳便刊载了新华社的电讯以简要介绍美国的野信息高速公路冶计划遥 1994年 7月袁叶人民日
报曳又分四次刊登了新华社驻外记者姜岩漫谈信息高速公路的四篇文章袁内容包括对建成后未来生活的畅想尧世界各国建
设措施的介绍尧该工程对教育尧医疗尧传媒尧就业等领域的重大影响袁以及当前建设面临的难点袁表明了野任重而道远冶之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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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原文为吴萍 2004年在叶计算机世界报曳G73-G74发表的文章叶瀛海威院Internet先烈曳袁截取自互联网时光机的档案资料袁可见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1225134640/http://www.oihw.com/cgi-bin/article/article.cgi?achech=article&action=read&id=59.
于指互联网与信息产业股价飙升尧买家炒作所导致的虚假繁荣的终结遥洪波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称袁野当时泡沫不破也是不可能的袁
你甚至什么都不用做袁就把公司改名叫.com就能拿到一大笔钱袁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噎噎冶袁可见叶好奇心日报曳的文章叶20年前的
八卦尧莽撞和自由袁制造 20年后的中国渣1999回忆录淤曳袁链接院http://www.qdaily.com/articles/60056.html?source=chouti.
盂其中一个例证是院研究者以野信息高速公路冶为主题词或关键词在 CNKI数据库进行检索袁发现在 2000尧2001年之后袁其
每年发表的相关文献数大幅下降并保持在了一个平稳的数值上遥

业的发展。1994-1995年间鲜有内容监管的政策出

台，由于对互联网的功能及未来效应尚缺乏了解，

政府基本采取了放任自由的态度。[30]“这种结构性

调整的结果是创造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商业环境，

以至于当年的创业者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有人把

它比作伍德斯托克，有人回忆起从未有过的自由、

无限制的环境，有人赞美财富的积累有了全新的

方式。‘勇气’‘坚持’是最常被提到的词汇，甚

至超过了‘理想’。当然还有，‘运气’。”[31]

彼时发展知识经济的典型案例当属张树新创

立的瀛海威公司，其中文名取自“Information High-

way”的谐音。瀛海威的性质是民营网络服务供应

商（ISP），为社会各界用户提供包括 BBS、聊天

室、电子报纸在内的网络服务；他们还在北京开

设第一家民营科教馆，免费宣传互联网知识。

1996年 10月，瀛海威在中国科学院网络中心附近

树立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中国人离

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前一千五百米”。

这块广告牌不仅形成了广泛的宣传效应，使瀛海

威几乎成了“Internet”的代名词①，而且塑造了中

国互联网史上的一个纪念性事件。可以说，它激

活了“信息高速公路”隐喻中的民族国家意识，

在促进启蒙网络知识的同时，鞭策着每个中国

人———发展互联网经济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夙

愿。总之，“信息高速公路”这一隐喻正是经由

瀛海威的商业实践，才使互联网从一个陌生的技

术概念逐渐渗透到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的。

瀛海威之后，互联网创业的“弄潮儿”雨后

春笋般涌现出来，推动了中国第一波互联网经济

热潮的到来。当时并称为“网络三剑客”的张朝

阳、王志东和丁磊都从他们所创立公司———搜狐、

新浪、网易的幕后走向台前，推动了“知识英雄”

话语的扩张。当代商业史的书写凸显了他们发迹

历程的“去体制化”色彩，如张朝阳的海归背景

与反叛色彩，王志东技术极客的才华，以及丁磊从

“铁饭碗”的电信局辞职南下广州创业的故事。[32]以

上叙事揭示了时代的语境，即个体有机会从集体、

组织的笼罩中挣脱出来，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而

互联网正是这样一条没有约束、鼓励创新与试错的

赛道。1998年刘韧对 50位影响颇大的互联网创业

者进行盘点并出版了《知识英雄》一书，它代表

了以下思潮的盛行：知识和技术可以驱动商业上

的成功，进而使创业者成为民族国家的骄傲。由

此，“知识英雄”也为“信息高速公路”隐喻增添

了主体性的意涵，即互联网是国家修建的基础设

施，但这条赛道可以让有创新能力的人实现自我

价值，只不过它尚属于能在商业上开创成就的少

数精英。

综上所述，“信息高速公路”隐喻在 90年代的

风靡得益于国家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共谋。在宏

观层面，它暗含了中国期望借助互联网“弯道超

车”西方国家的民族复兴夙愿；而在中观层面，

“知识英雄”为代表的商业主义话语则起到了新教

伦理式的驯化作用。这两者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所以互联网创业的成功者会笼上“明星”的光环，

甚至被媒体包装为“民族英雄”。与此同时，这一

隐喻也折射出中国政府明晰的实用主义态度，即

把互联网视为无涉价值、仅用于发展国民经济的

工具，这也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33]

四、“第二人生”体验：网络游戏与网络文学的

兴起

好景不长，2000年春“互联网泡沫”的破灭②

重创了在美国上市的搜狐、网易和新浪等互联网

公司，失去外部投资的企业家们在艰难中寻找新

的盈利模式，互联网经济的整体受挫也使“知识

英雄”话语与“信息高速公路”隐喻偃旗息鼓。盂不

过，互联网的发展也逐渐回归理性，被“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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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吸引的普通网民留了下来。根据 CNNIC第 9次

报告，2001年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 2.7%，超

过了罗杰斯曲线中“创新先驱者”的比例而进入

到“早期采纳者”阶段[34]，并且自费上网人数达到

63%，18-30岁的网民超过了总体的六成。这预示

着广大网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成为想象、

建构“互联网”的中坚力量，其中最典型的表征

要属“第二人生”隐喻的出现，它又鲜明地反映

在网络游戏、网络文学两种实践中。

“第二人生”（second life）的说法出自美国一

款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类游戏（简称MMORPG），

在这个世界中玩家被赋予了做任何人、行任何事

的自由。他们可以创造多重虚拟化身（persona），

在网络世界里休闲、交友，甚至结婚生子。这与

1996年的畅销书《数字化生存》遥相呼应。在尼

葛洛庞蒂看来，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促使

“比特取代原子”（move bits, not atoms），个体之间

的相互代替大众传播，游戏与学习的边界趋于模

糊，精神超越躯体栖居于别处，由此网络将极大

地拓展人类生活的疆界。 [35]相较于“信息高速公

路”，“第二人生”不再把互联网设想成工具

（tool），而是隐喻为一种生存方式（a way of being）。

它重点关注自我的形成，以及自我如何与世界互

动并使之有意义。因此技术不再是外在于人类世

界的对象，而是与人们生活世界相融合。[36]而这种

匿名、虚拟的生存方式建立在与现实世界相区隔

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不同于“信息高速公路”

凸显国家，“知识英雄”强调少数精英，“第二人

生”把想象、言说互联网的权利交还给了普罗大

众。

2000年初期，MMORPG游戏在中国的风靡使

互联网成为自由、狂欢的快感体验之地。2001年

3月，中国大陆第一款原创游戏《第四世界》上

线，这是一个以现代都市生活为题材，鼓励玩家

通过在线的交流、协作推进其生活进展的游戏。

同年，盛大网络将 《传奇》 引入中国并改名为

《热血传奇》，最热门时期其在线人数曾超过 65万

人，这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用户规模。陈天桥还

在线下地推中邀请网吧加盟通过代卖点卡获取利

润。到 2003年，盛大在全国大中城市已建立了数

千家网吧经销商。[37]有研究者指出，邓剑（2020）

认为，不同于 90年代单机游戏关卡、打怪、升级

的设定，MMORPG 游戏最大的特点在于构造了

“游戏社会”的生存状态，在此玩家们期望寻求一

种与琐碎、压抑、沉闷的现实生活拉开距离的可

能。[38]当时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是：网络空间本身

无法被规制。人们在网络中可以活出完全不同于

现实的自我，许多在现实中不敢说、不敢做的事

可以无节制地进行，互联网因此成为大众肆意狂

欢之地。[39]

然而网络游戏的流行也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这使官方机构很快参与到互联网隐喻建构的博弈

中，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扭转了“第二人生”的

道德内涵。2000年《光明日报》刊登了报道 《电

脑游戏是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描述了一

位母亲向有关单位控诉网络游戏对孩子的危害，

记者接到线索后暗访网吧、游戏厅，最终揭露网

游非法经营、引诱青少年堕落的事实。[40]自此“电

子海洛因”被建构为网络游戏的社会隐喻。以

《人民日报》为例，1996-2000年间涉及网游的报

道负面比例超过 92%，1989-2001年间甚至没有出

现过一篇正面报道。“网吧 -网游 -网瘾”这组三

位一体的新闻叙事凸显了网络游戏“危害青少年”

的后果，并为“治安管理”措施的出场制造合法

性。[41]2002年北京蓝极速网吧发生的纵火案成为

导火索，一场全国范围内针对网吧网点，以及违

法网站内容的整治运动全面铺开，伴随而来的是

BBS实名制的推行、网络警察入驻，以及文明自律

办网行动。[42]这些举措都昭示着“互联网并非法外

之地”，虚拟世界并不能成为逃逸现实管制的空

间。

大众触网的“第二人生”体验还源于网络文

学的兴起，它营造了人们自由创作与表达的精神

港湾，使都市的陌生人能隔着电子屏幕感受彼此

的情感、聆听对方的故事。榕树下、红袖添香、

幻剑书盟、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等知名网络

文学站点都发轫于 1997-2003年间。朱威廉在追

忆创立“榕树下”的想法时，谈到：“当时整个社

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我们还是需要为精神

的追求留一点空间……期望更多人把他的生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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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感受、经历记录下来，使更多人分享、传播

以唤起共鸣。”[43]在此，我们看到互联网创造出一

种保护性的环境，它鼓励人们比现实生活中更自

由地表达自己，对于那些受社会抑制的人来说尤

其如此。[44]个性化的私人倾诉、真挚的青春叙事是

这种表达的一大特点，1998年问世的《第一次亲

密接触》就是典型的例子。蔡智恒的文字充斥着

插科打诨式的网络用语特色，但在这背后流淌出

的是真情实感。由于其整个写作过程都是在 BBS

上完成的，读者的留言互动超过了 1000页，从中

可以窥见“天涯若比邻”般的个体经历分享以及

强烈的情感共鸣①，早期互联网就是如此“充满着

活生生的个人”[45]。另一知名作品《悟空传》也曾

在榕树下留下了 19,126次点击，诸如“我要这天，

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的台词

一度脍炙人口。有网友这样留言道：“好久不曾为

一部小说而哭了……在城市中不知如何生活，终

日茫茫不知所云……我们反抗过失败过无奈过像

悟空一样，现实如此我们无法逃避，可悲而幸运

的是我们还有希望。”②如欧阳友权所述，网络文

学最重要的特征恰在于其表达的高度自由，正因

为摆脱了出版、发行、资金等束缚，加上署名的

虚拟性，使写作者实现了真正的畅所欲言，而读

者亦被这份真情而打动。[46]

总之，“第二人生”的隐喻彰显了普罗大众的

话语实践力量，它集中表现为对于前所未有的自

由的渴望。这种自由既是网络游戏中人们通过饰

演不同虚拟化身获得的快感；也是网络文学中人

们在虚拟环境的庇护下以“无我”心态对“真我”

情怀的表达。并且，它折射出社会隐喻的分化：

在狂飙突进的国家现代化与市场经济话语之下，

随着互联网向大众扩散，后者开始编织他们想象

中的“互联网”。此外，“第二人生”背后隐含的反

叛精神也触发了国家治理的入局，在当时网络游

戏和网络文学都需要为其自身的合法化而努力。

另一方面，互联网已悄然掀起一场当代中国私人

领域的变革，包括情感的倾诉、自我意志的表现、

虚拟化身的认同思考，以及与陌生人的交往……

它们都为人们迈向新的共同体而铺垫。

五、网络社区的三重隐喻：广场、家园与江湖

互联网在世纪之交的兴起不容商榷地把中国

网民拉入了一个充满陌生人的空间中，彼此从未

谋面的人们正在虚拟世界中缔结新的社会关系，

这种冲击对于熟人社会传统悠久、城市化仅起步

于 80年代的中国社会来说是空前的。在互联网创

新扩散的第一个十年里，最显著的结社形式当属

网络社区，百万之众以各式各样的新闻组、邮件

组、聊天室、BBS论坛为阵地集结起来。杨国斌基

于长期的网络民族志调研发现，中国网民倾向于

用“广场”“家园”和“江湖”来想象网络社区，

并分别指向自由、团结与正义三种价值理念。[47]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网络社区”（network

community）本身就是针对互联网的一种地方隐喻

（place metaphor）。而无论“广场”“家园”还是“江

湖”亦是对人们感知、存在或行动的此种空间的描

述。如果说“第二人生”凸显的是个体的生活体验，

那么这些地点导向的隐喻则暗示了我们须与他人产

生联系、发生关系，它指向集体生活的可能性。[48]

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999）曾将人

类在群体生活中结合的两种理想类型定义为“共同

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工业

化、现代化、城市化的改造很大程度上是以后者取

代前者，即用一种机械聚合与人工制品取代生机勃

勃的共同生活。 [49]从这种意义上说，“网络社区”

的隐喻反映了中国人在个体化社会中重新找寻

“共同体”的渴望，新技术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再是

功利方面的用途，而在于特定道德情感的承载。[50]

下面我们将围绕一些公共性事件来分析这三重隐

喻如何在话语实践中相互交织，并反映不同行动

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案例是强国论坛的诞生，它展现了官

方政府与社会公众在将互联网建构为“网络社区”

过程中的合作实践。1999年 5月 8日，中国驻南

淤研究者通过互联网时光机渊wayback machine冤回溯了痞子蔡当时写作的部落格袁并阅读了围绕叶第一次亲密接触曳展开
的留言与互动袁可见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1109101105/http://www.jht.idv.tw/.
于以上叶悟空传曳读者留言的出处可见院http://www.58xs8.com/712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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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遭北约轰炸，线下青年学生的

反美游行与线上 BBS火爆的网络讨论交相辉映。

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开设了“强烈抗议北约暴

行 BBS论坛”，在之后一个多月里网友共发表了 9

万条帖子。6 月 19 日，它正式改名为“强国论

坛”。[51]强国论坛首先表现为一个汇聚公众舆论的

场所，它的价值在于疏通上下对话的渠道，使官

方媒体与民间社区合二为一。[52]2002年网友“我为

伊狂”在强国论坛上发表长文《深圳，你被谁抛

弃》尖锐指出了深圳城市发展的诸多问题，并引

发上百万网友参与讨论。文章的火爆使他获得了

和深圳市长平等对话的机会，这在前互联网时代

是难以想象的。[53]同时，“广场”的隐喻也暗示了

其开放性与参与群体的异质性，事实上左派与右

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激进主义与犬儒主义

等人士的观点交锋，是早期中国互联网时代一道

鲜明的风景。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也引出了关于

“江湖”的想象，周葆华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称

“BBS充满了快意恩仇、家国情怀，也有观点的碰

撞，刀剑交锋”[54]。强国论坛也被想象为家园。一

方面因为其诞生就与爱国主义的情感密不可分，

国与家在该语境中是同形同构的。强国论坛的

“人和”恰在于无论观点交锋者如何对立，他们都

希望这一栖身之地能长久存在下去。陌生网友之

间还在日常相处中形成一种浓厚的情谊，2001年

强国论坛上的一位网友身患绝症，论坛自发出现

的募捐活动正说明了这一点。[55]

第二个案例是以孙志刚案为代表的公民维权

事件，它表明网络社区能够汇聚起抗争的力量，

并以舆论监督的方式敦促官方政府履行职权、实

现社会正义。2003年 3月 17日，一名在广州打工

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证件被当地派出所遣

送至“三无”人员收容所，后被故意伤害致死。

事件的爆料线索最先出现在西祠胡同 BBS 上，

《南方都市报》随后刊发了深度报道《被收容者孙

志刚之死》，并很快被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以及

论坛转载。该事件不仅引起全国性的大讨论，还

促使了一系列抗争实践的发生，包括纪念网站

“天堂不需要暂住证”的建立、网络签名请愿活

动，以及由三位法学博士起草后经五名法学专家

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审查 〈城市流

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这一系列

实践最终促使国务院在 6月 21日废除《收容遣送

制度》。[56]同年爆发了不少质疑司法判决及公权力

的网络公共事件，如黄静案、孙大午案、李思怡

案，其主题均围绕个人权利的维护展开，因此

2003年也被称为“公民维权元年”。

我们可以从这种隐喻中窥见网民群体与国家

政府之间的抗衡关系。首先，网络社区充当了一

种公共话语空间，它将渺小的个体表达汇聚成强

大的集体声浪，并使之广为传播。[57]如果说以往真

理标准的讨论主要依赖于主流媒体的大声疾呼，

那么如今许多牵动全国的舆情即使不以互联网为

发端，至少也经过了互联网的推波助澜。 [58]可以

说，舆论生成机制发生了从“自上而下”到“自

下而上”到权力倒转。其次，公民维权事件展现

了网络社区对现实的批判与寻求替代性世界的抱

负。 [59]这种替代性世界正是惩恶扬善的“江湖”，

它亦与互联网高流动性 （虚拟）、低可见性 （匿

名）、不可预知性（网民行踪难以锁定）以及容纳

多样性 （群体类型）的技术特质 [60]息息相关。最

后，这些维权事件的推进离不开网络社区所凝结

的兄弟（姐妹）情谊。《互联网周刊》上的一篇文

章这样写道：“网络不是一个简单的家……个人要为

自己的行为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担负起更大的责

任。互联网最深层的意义在于弘扬人间的正义、友

爱、互助、平等，只有靠我们自己团结起来才能实

现。” [61]“网络社区”的隐喻因而比“第二人生”

多了一份道德责任的要求，它凸显出以下辩证关

系———个体的自由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守护。

以上两种类型的话语实践折射出国家政府与

网民公众之间的暧昧关系：网络社区既可以是由

政府机构、主流媒体牵头建设，以充当上情下达

的信息枢纽与社会解压阀。这种信息疏通在国家

现代化建设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①而更大多

数的网络社区则由网民自发组织形成，如天涯、

淤早在 20世纪 80年代袁邓小平就将将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整个四化建设联系起来遥 1985年接见外宾时他直言院野中国社会
过去闭塞袁造成信息不通袁是一个很大的弱点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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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扑、西祠胡同、猫扑以及各大高校 BBS都充当

了彼时中国的超级意见市场，并在汇聚舆论以监

督公权力、组织抗争以谋求社会正义、团结广大

陌生人以形成守望相助的力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早期的网络社区的一大特点是并不注重商

业化的运作①，这使“知识英雄”话语让位于众声

喧哗。而同样是“互联网江湖”的隐喻，如今的

叙事焦点早已从昔日草莽转移到了各大掌门人身

上②，商业主义话语再度实现统合。

六、民族主义作为“缝合”隐喻的意识形态

以上分析揭示了中国早期互联网隐喻之间的

复杂关系，不同话语主体在不同历史时刻的入场

搅动着单一的能指，使互联网本身成为异质、多

孔的象征结构。譬如，“知识英雄”暗示了当时创

业成功往往需绕开现行的规制，从而抢占商业上

的先机；“第二人生”在带给人们自由感、解放

感的同时，也不时触犯到主流价值观并引发社会

整治；而“广场”“江湖”“家园”的三重隐喻扭

转了“信息高速公路”的设想，使普罗大众取代

政府官僚与商业精英，成为早期互联网话语实践

的中坚力量。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混合隐喻

（或称之为“复杂隐喻”）若要产生实在效力，势

必需保证其内部不同隐喻之间的连贯性。如果不

存在这种连贯性，整个隐喻体系就会瓦解。[62]

在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往往扮演了“粘合

剂”的角色，从而将不同话语统一起来，建构出

大多数人所需要的意义。意识形态隐藏在社会表

象之下，而其出场总是与话语事件相缀连。[63]当我

们重返早期中国互联网 （1987-2003） 的历史叙

事，会发现有一股似隐若现的话语力量贯穿于各

隐喻之间，它便是民族主义。熊慧指出，民族主

义是一种中空的意识形态，常常选择、吸收、利

用和再诠释既有的社会文化资源，以提供对于民

族和民族国家起源、发展、使命及未来走向等的

特定表述。[64]并且，民族主义总是一种对自我与他

者之间关系的界定。对中国互联网而言，以美国

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就充当了这种需要去借鉴、对

抗、竞争、赶超的“他者”，它也与世纪之交风云

变幻的国际形势息息相关。

在 1987年第一封电子邮件中，“越过长城，

走向世界”不仅是对科学共同体话语的拥抱，也

暗含了对屈辱近代史的反思，并迫使中国人持续

不断地思考“我们如何变得强大”。而信息高速公

路的建设正是彼时中国政府对于此命题的回应。

瀛海威公司树立的广告牌亦是对这种集体记忆与

话语资源的调用。在互联网经济的市场竞争中，

由于微软、IMB此类巨头在全球市场的垄断力让国

内企业步履维艰，因此“民族软件”的口号成为

了企业家期望从政策上获得倾斜、优待的筹码。[65]

即使在私人化的“第二人生”体验中，民族国家

的想象也经常被召唤出来。例如，穿越类网络小

说中的主角常常向封建王朝统治者灌输救亡图存

意识，不仅避免了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命运，

反而驱使中华民族向外拓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66]而网络游戏产业同样是在 90年代盗版横行，

泛滥的山寨游戏带来认同危机与屈辱的情形下，

开拓出了民族游戏产品，它们某种意义上成为了

“抵抗的媒介”。[67]胡泳在回望《数字化生存》的翻

译经历时坦言：“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将‘being

digital’译成‘数字化生存’，可能中国从来都有大

国情结和忧患意识，被奋发的念头所激励着……”③

而回顾早期网络社区的发展史，民族主义的驱动

力亦贯穿其间。1998年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引起

的愤怒不仅激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网络舆论动

员，也使华人的跨国性公共论坛初具雏形。1999

年“五八事件”促成“强国论坛”成立的事件已

是鲜明的例证。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则创造了彼

时中文论坛发帖数的最高纪录……以上这些往往

和公民维权事件被一同归入互联彰显民意民声的

淤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网络社区当作一款商业产品来做袁因此运营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放任的袁这才给予了网民野江湖冶的体
验遥 天涯论坛在创立 16年后才上市新三板就是一例证遥 可参见叶知乎上市背后袁中国互联网社区 25年血泪史曳袁链接院
https://mp.weixin.qq.com/s/ycFW4TAPzCmjrfGL8LBaNQ.
于以野江湖冶隐喻互联网各巨头公司创始人的发迹史已成为如今自媒体文章的一种流行风格袁典型作品便可见叶再无风清
扬袁再有少年郎曳袁链接院 https://mp.weixin.qq.com/s/NG1tbz6N-yC9RgGCElSdpg.
盂可参见胡泳在叶数字化生存院20周年纪念版曳中所作的译者序言叶承认并庆祝人的境况曳一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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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中。[68]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意识形

态的崇高客体》中谈到，意识形态空间是由非绑

定、未捆死的各种因素，即“漂浮的能指”所构

成的。要想创造并维持既定意识形态领域的同一

性，使它超越实证内容所有可能的变种，关键就

在于通过某一“纽结点”（nodal point）的干预将它

们“缝合”起来，阻止其滑动。由此，“缝合”发

挥着集聚的功能，使各种自由、漂浮、对抗的能

指成为意义的结构化网络的一部分。[69]我们认为，

民族主义就起到了缝合各种隐喻的作用，将政府

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企业家谋求经济创

新与自我价值实现，以及公民对自由、团结、正

义的追求统合为民族复兴的夙愿。随着中国在世纪

之交更多地卷入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与西方

世界之间的利益冲突亦开始加剧，而综合国力的上

升与彼时国际地位的不匹配则深刻刺激了国人的自

尊心与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

国的背后》等书籍的畅销便是例证。[70]这实际上构

成了一个理解普罗大众社会心理的重要语境。

七、结语

本文关注早期中国互联网的创新扩散历程，

并将其视为不同社会行动者想象、建构这一新生

事物的话语实践。通过打捞 1987-2003年间的历

史叙事，并围绕特定事件、案例进行分析，我们

发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成出诸如“盗火”“信息

高速公路”“知识英雄”“第二人生”“广场”“家

园”“江湖”等互联网的隐喻，并大致呈现出从国

家基础设施向公民行动场域的转变，当然这种转

变只是刚刚开始。其中，国家政府与市场经济的

合谋促成了“信息高速公路”隐喻在 90年代的盛

行，在此互联网被设想为一种推动国家现代化建

设的渠道和工具。千禧年前后，广大网民的“第

二人生”体验弥漫在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的实践

中，它指涉了一种迥异于现实世界且空前自由的

生存方式，但因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激起了“互联

网是否应为法外之地”的争论与治理实践。而网

络社区的繁荣则使互联网成为舆论聚集、社会交

往、惩恶扬善的道德空间，“广场”“江湖”“家

园”这三重隐喻展现了公权力与网民群体之间富

有张力的关系。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纽结

点”缝合了诸隐喻之间的裂痕与间隙，使隐喻体

系保持了整体的连贯。这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早期

互联网特殊的历史意义，它象征着中国在寻求本

土化现代性与回应全球化浪潮之间的左右为难。[71]

与此同时，早期中国互联网这种微妙的平衡也嵌

入了更为宏大、复杂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它注定

充满不确定性，并受益于政府、企业、社会共同

的探索、试验与博弈。[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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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知名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BBC的新闻节目具有世界性影响力。

进入电视时代以后，画面的特殊表现力和冲击力令 BBC的影响更甚于广播时代。

问题随之而来，世纪之交 BBC被曝出三大丑闻，令这家以公共服务为傲的媒体

一再蒙羞。其中对 BBC公信力打击最大、至今仍在延烧的就是本文剖析的记者

巴希尔以欺骗手段获得专访“人民心中的女王”戴安娜王妃（下简称：戴妃）的

事件。这桩丑闻何以发生？何以在历经 20多年后才被公开曝光？本文从 BBC的

制度规限和组织文化的角度予以解读。

一、《戴森报告》让 BBC再上风口浪尖

1995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一，英国广播公司 1 台 (BBC One) 《全景》

（Panorama）栏目播出了“威尔士王妃殿下访谈录”，由时年 32岁的 BBC出镜记

者马丁·巴希尔（Martin Bashir）专访戴安娜王妃（下简称：戴妃）。在长达 52分

钟 15秒的面访中，双方对谈了 301个回合。[1]戴妃披露了卡米拉女士是她和查尔

斯王子婚姻中的“第三者”，承认了她与马术教练詹姆斯·休伊特（James Hewitt）

少校的婚外情，还谈及与暴食症、产后抑郁和自残行为的抗争。观看这期节目的

英国观众有 2300万，占当时英国总人口 5800万的近 40%。专访被英国王室写进

了戴妃生平，[2]被称为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文献之一”，德国《明镜日报》

（Tagesspiegel）称之为堪与丘吉尔二战期间 BBC广播演讲相媲美的“高光时刻”。[3]

至于这次“世纪专访”的负面效应，明眼人不难看出对王室前所未有的冲

击，有人甚至怀疑它会动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4]专访播出一个月后，女王“劝

告”查尔斯与戴妃离婚。21个月后，36岁的戴妃因车祸去世，其香消玉殒令世

从“世纪专访”到世纪丑闻
———BBC骗访戴妃事件的组织文化与制度分析

刘亚娟 展江

摘要 本文聚焦 BBC的深度新闻节目 叶全景曳 始于 1995年 11月袁 终于在 2021年 5月被一项独立调查全
面曝光的一桩丑闻袁 在揭示记者马丁窑巴希尔如何通过欺骗手法获得专访戴安娜王妃机会的基础上袁 以组
织文化学和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全球最知名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 BBC出现如此严重的职业道德失
范行为的原因遥
关键词 BBC曰 记者巴希尔曰 戴安娜王妃曰 媒体伦理曰 组织行为曰 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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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唏嘘不已。

时隔 25年，那次专访再次激起汹涌波涛———

“世纪专访”竟成了跨世纪丑闻。记者巴希尔被调

查坐实，他先是骗取了戴妃弟弟斯潘塞伯爵的信

任，继而获得专访戴妃的机会。这是 BBC在其历

史上继 2004年《赫顿报告》 ①发表和 2012年知名

音乐主持人吉米·萨维尔（Jimmy Savile） ②娈童丑

闻曝光后的第三次重大公信力危机，而这一次由

于牵涉到在国民心目中地位崇高但近年来变故多

多的王室，其冲击力远大于前两次。

（一）一位影视制作人的不懈追踪

为揭露巴希尔的行径立下头功者，当属自由

影视制作人安迪·韦布（Andy Webb）。巴希尔凭借

戴妃专访扬名不久，《星期日邮报》就发表了他使

用伪造银行账单获得戴妃信任的证据。BBC的一

次内部调查排除了巴希尔行为不当的指称，《星

期日邮报》 随之被人遗忘。2007 年，韦布依据

《信息自由法》要求查看 BBC的调查档案，他得知

巴希尔的同事和高层对其如何获得独家都有怀疑。

BBC的回复竟然是：没有任何档案留存。有多年

记者生涯的韦布对此全然不信，他认为 BBC事无

巨细均有记录，其档案中不可能缺失这么重大的

事项。2020年疫情封禁期间，韦布再次援引《信

息自由法》致信 BBC索取相关文件，说明他正在

为第四频道（Channel 4）制作关于戴妃专访的专

题片。这一次 BBC的回复截然不同：对 13年前的

不当做法正式道歉，并称那次的回复是不准确的，

因为调查的结论“建基于推测而不是得到确认的

事实”。韦布后来写到，这几乎就等于说 2007年

告诉他的是一个谎言。

韦布制作的专题片定于 2020年 10月播出，就

在播出的 48小时前，BBC通过电子邮件发给韦布

一个文件包，内有 67份文件，它们记录了戴妃专

访的策划和操作过程。他认为 BBC明知他来不及

在 48小时内将这些内容临时加入专题片，而这种

貌似精明的算计是可耻的。机智的韦布决定将文

件转交给始终相信存在猫腻却无法证明的斯潘塞

伯爵。伯爵随即与 《每日邮报》 的理查德·凯

（Richard Kay）研读这些文件，以揭开巴希尔的骗

局。令伯爵特别愤怒的是，淹没在文件包第 43页

的文字中有一段虚假陈述称，伯爵向巴希尔提供

了负有罪责的种种细节，而做出虚假陈述的居然

是 2013-2020 年任 BBC 台长的托尼·霍尔 （Tony

Hall）。 [5]

（二） 《戴森报告》激起滔天巨浪

韦布与斯潘塞伯爵都相信，巴希尔用伪造账

单向戴妃施压，进而得以实现专访，而他全然不

顾戴妃的精神状况，利用了她的易受伤情绪。韦

布认为巴希尔犯了伪造罪，而巴希尔在专访中玩

弄种种伎俩的受害者不限于戴妃一人。戴妃的私

人秘书帕特里克·杰夫森在专访播出后即离职，巴

希尔暗示他受军情五处之命监视查尔斯王子。杰

夫森眼含泪水告诉韦布，戴妃从此对他不再信任。

巴希尔撺掇戴妃相信查尔斯王子与蒂吉·莱格 -伯

克有染并发生堕胎，这位威廉和哈里王子的保姆

因此名誉扫地。[6]

在斯潘塞伯爵的要求下，迫于各界压力，BBC

于 2020年 11月委托前资深法官约翰·戴森（John

Dyson） 牵头进行独立调查。2021 年 5 月 20 日

《戴森报告》发布，确认巴希尔采用欺骗手段接近

戴妃从而达成专访，对巴希尔的描述是“不可靠”

“狡猾”和“不诚实”。报告核心事实包括：[7]

1.巴希尔让人伪造银行账单袁 显示媒体大亨鲁
珀特窑默多克旗下的 叶世界新闻报曳 和英国情报部
门定期向斯潘塞伯爵的前安全主管支付报酬袁 暗
示其受到监视遥 2.BBC掩盖了对伪造上述文件有
所了解这一事实遥 3.时任 BBC新闻总监托尼窑霍尔
在 1996年主导的内部调查 野非常无效冶遥 其处理方
式 野没有达到 BBC标志性的诚信度和透明度的高
标准冶遥 4.戴妃手写便笺显示袁 她对此次专访没有

淤叶赫顿报告曳是 2004年 1月公布的法官赫顿勋爵主持的国防部生化武器顾问戴维窑凯利博士死亡事件调查报告袁它批评
BBC未能对记者安德鲁窑吉利根的不实报道加以核实袁排除了首相托尼窑布莱尔蓄意渲染伊拉克情报的罪责遥BBC董事长
加维因窑戴维斯尧台长格雷格窑戴克和记者吉利根引咎辞职袁BBC因此陷入成立 82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遥
于吉米窑萨维尔渊1926-2011冤袁BBC电视台音乐节目王牌主持人遥 生前是国民偶像袁乐善好施袁并受封爵士遥 然而他甫一亡
故袁铺天盖地般的指控揭开了他极其肮脏的另一面遥 调查发现袁这位超级伪君子在长达 60年中性侵数百名成年女性和未
成年少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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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遗憾袁 巴希尔没有向她展示伪造文件袁 因此
BBC认为伪造文件并没有影响戴妃接受专访的决
定袁 但由于记者向斯潘塞伯爵出示了该文件袁 间
接影响了戴妃遥
报告揭露的事实引发了各界对 BBC的普遍谴

责，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 BBC一时间被推上风口

浪尖。戴妃长子威廉王子发表视频声明，对 BBC

当年没有妥善处理投诉调查表示“由衷愤怒和心

碎”，认为专访“助长了她的恐惧、偏执和孤立”，

进而导致父母婚姻破裂，还“伤害了无数人”，“母

亲直到去世都不知受到了欺骗”。威廉王子还罕见

地斥责巴希尔为“无赖记者”（“rogue reporter”），

并称 BBC的管理者毁掉了他母亲，他甚至说《全

景》节目应该立即停止播出。[8]从王室出走异国的

戴妃次子哈里王子认为，BBC的失德行为最终夺

走了母亲的生命，他控诉道：“我们的母亲因此失

去了生命，而一切都没有改变。”[9]6月 9日还有报

道显示，哈里王子可能会因 BBC报道他刚出生的

女儿取名 Lilibet（王室对女王的昵称）未经女王同

意这一不实消息而起诉 BBC。[10]

2021 年 5 月 19 日，斯潘塞伯爵在推特上写

道：“我要感谢电视新闻工作者安迪·韦布在曝光巴

希尔—《全景》—BBC丑闻中的不知疲倦的专业精

神。如果不是他十多年来一直追踪这个事件并在

去年 10月与我分享他的发现，就不会有今天的结

果。”[11]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呼吁 BBC采取一切措施，

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大法官兼司法大臣罗伯

特·巴克兰宣布，政府决定审查 BBC的管理方式。[12]

文化大臣约翰·惠廷代尔称，这次丑闻破坏了 BBC

在英国和全世界的名誉,因此可以解散 BBC或取消

对它的资助了。 [13]内政大臣普里蒂·帕特尔拒绝排

除提起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并称 BBC要在“制度、

结构、治理和问责”方面做出改变。[14]

二、组织制度与文化视野下的 BBC骗访事件

在制度经济学视野中，制度被定义为由人制

定的规则，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抑制着人际交

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并总

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它是引导人们行动

的一种手段，利用报酬结构、激励因素和阻碍因

素，制度有效地限制了某些行动，并缩小了可能

的反应范围。[15]

1953年问世的《全景》是目前世界上最长寿

的时事电视节目，作为 BBC新闻的王牌，它长期

为公众提供包括调查性报道在内的优质深度报道，

并成为世界性的标杆。 [16]即便是在 BBC这样享誉

世界的公共媒体，只有事关工作常规的制度获得

广泛认可和遵守，且违规行为会受到有效惩罚时，

才能约束出采编人员合乎道德的专业行为。

对于骗访事件所表露的巴希尔个人道德水平

低下已有定论，但是在组织制度和文化层面，BBC

组织制度松懈，对失范行为惩罚不力，组织文化

隐含的自由派偏向和过度的“政治正确”，不仅助

长了巴希尔的失德行为，也以反规范的形式做出

了错误示范，破坏了组织的公正性，最终导致了

内部道德堡垒的沦陷。

（一） 1996年调查与“正派处理”原则

与《赫顿报告》和“萨维尔调查”中 BBC的

自辩立场稍有不同，巴希尔的严重失德行为是无

法否认的。《戴森报告》发表后，时任 BBC台长约

翰·伯特（John Birt）发表声明向斯潘塞伯爵道歉：

“我们现在知道《全景》聘用了一个骗子，这是一

个令人震惊的污点，遗憾的是花了 25年时间真相

才全部浮现。”[17]被指当年主导了一场无效调查的

霍尔勋爵宣布辞去国立美术馆馆长一职。现任台

长蒂姆·戴维 （Tim Davie） 表示完全接受调查结

果，承认巴希尔获得专访的手段与公众对 BBC的

期待不符，为此做出“全面和无条件”的道歉，

并承诺退回因那次专访获得的所有奖项。[18]

问题首先在于，巴希尔违反的是一条基础性

准则。当年 BBC将巴希尔的行为定性为有违“正

派处理”（straight dealing）原则，BBC新版编辑手

册中对“正派处理”有如下解释：记者在与被专

访者交往过程中要致力于诚实对待每个人，同时

综合考量被专访者的隐私和知情同意原则。在准

确报道的基础上，应该注意被专访者和消息来源

可能会受到的伤害和痛苦，必须考虑到编辑内容、

被采访者的公共职位及其参与的性质和程度，甚至

是对方的心理状况（如是否脆弱）来具体判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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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原则贯穿于采访的台前台后，虽然不会被电

视观众感知，但应表现在记者与被访对象的每一

次交流中。

其次，对巴希尔违反原则的内部惩戒是无效

的。《全景》记者约翰·瓦尔（John Ware)的调查显

示，1996年 4月 4日，前 BBC高管蒂姆·苏特（Tim

Suter）在致巴希尔的谴责函中写道：“你伪造文件

的行为违反了‘正派处理’原则，你还在接受调

查时隐瞒了文件使用情况，对此事件我们的态度

无疑是严肃的。”霍尔勋爵在接受采访时也称，当

年调查后巴希尔受到了“严厉谴责”，并接受了

“严密监督”。但是这种谴责和监督毫无作用，苏

特的谴责函甚至没有送到巴希尔手中，不仅 BBC

董事会从未接到霍尔有关此事的报告，巴希尔的从

业档案中也没有关于因此受到谴责的任何记录。[20]

《戴森报告》发布后，苏特也辞去了通讯管理

局（Ofcom）这一监管职能广泛的政府部门的董事

职务。

（二）反规范破坏组织正式制度

所谓反规范（counter norms，又译“反道德准

则”）是指某些与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相悖的

行为获得组织内部接受。[21]由于 BBC的特殊体制，

外部对 BBC的规制和监督渠道有限，其内部在巴

希尔做出与 BBC宣称的组织价值观相悖的反道德

行为后，没有对其进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惩罚，

这反而助长或强化了巴希尔的反规范行为。

BBC内部调查显示：[22]

1.当初斯潘塞伯爵并不信任发行量巨大但声名
狼藉的各家伦敦小报袁 他特地打电话给时任 叶全
景曳 主编史蒂夫窑休利特 渊Steve Hewlett冤 了解巴
希尔是否可信遥 休利特向伯爵保证院 巴希尔是
野我最好的采编人员之一冶遥

2.休利特在接到巴希尔的同事马克窑基利克
渊Mark Killick冤 对该事件的内部举报后袁 质问对
方院 野我 xxx 渊脏话冤 就不明白袁 这关你们什么
事钥 你为什么要关心这事钥冶 后来休利特不但对假
账单的制作者要要要图表美术师马特窑威斯勒 渊Matt
Wiessler冤 要要要的二次举报视若无睹袁 还对他的上
司苏特保证袁 专访绝没有使用什么花招遥

3.BBC高管蒂姆窑加德姆 渊Tim Gardam冤尧 苏

特和休利特主导了对巴希尔的最初调查问询遥 巴
希尔向三人保证从未给任何人看过账单袁 并称
叶世界新闻报曳 和情报部门监视戴妃和斯潘塞伯爵
的细节来自戴妃袁 让高管们难于进行核查遥 加德
姆对此虽存有疑虑袁 但没进一步核查袁 反而要求
巴希尔请戴妃写一个证明袁 保证自己从未看过这
些伪造文件遥 巴希尔也确实做到了袁 一张戴妃手
写便签不仅在当时打消了 BBC的疑虑袁 如今仍然
是 BBC为当年调查辩解的唯一理由遥

4.1996年 4月袁 叶星期日邮报曳 刊登了巴希尔
的伪造文件袁 进而质疑他取得专访机会手段的正
当性遥 BBC则发表声明说袁 这些文件 野与专访没
有任何关系冶遥 叶星期日邮报曳 总编所不知道的是袁
当年巴希尔在内部调查中承认曾将文件交给斯潘

塞伯爵过目袁 因而未能继续追踪此事遥
可见，BBC 在接到内部举报和外部质疑后，

根据其监管规则开展自查，但是鞭子高高举起，

最后轻轻放下，反映了组织内问责制度的漏洞。

高管们显然缺乏调查研究，而陷入了偏听偏信；

对巴希尔欺骗撒谎的处置显得绵软无力。凡此种

种鼓励了巴希尔的失德行为。专访戴妃既不是巴

希尔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忽悠”被专访者。

在其职业生涯中，他不仅一再向被专访者撒谎，

也对上司撒谎。同样在 BBC任职期间，1991年，

巴希尔说服了一起婴儿谋杀案中的家长，以 DNA

比对去揭露警方调查报告不实为由，他拿走了孩

子的外套至今未还，且拒不认错。[23]巴希尔面对媒

体询问回应称，外套“可能是丢了，不记得了”。[24]

他在此事上不但缺乏责任心和同情心，还明显违

背了“正派处理”原则，但也并未受到组织的追

究。

更严重的是，这种组织对违反道德规范的默

许体现出一种不公正倾向：替巴希尔执行伪造文

件任务的图表美术师威斯勒离职，巴希尔非但没

有受到惩罚，反而凭借那次专访斩获职业大奖，

此后扶摇直上；来自同事的内部监督被直接上司

拦截，内部谏言通道被堵塞；BBC并未搁置与报

界的恩怨，而是屡屡公开回击报界的质疑。无形

中，BBC长期建立的崇高声望反而被用来破坏自

身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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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规范渗入内部非正式制度

巴希尔曾两度供职 BBC，但他并非典型的

BBC人。从学历背景看，巴希尔并不算过硬；从

事件之前的职业经历看，也并非出类拔萃，但他

能在 1996年的内部调查中逃过惩罚，又在 2016年

被重新聘用，不得不提及外界批评 BBC的自由派

“偏向”和过度的“政治正确”。其间，巴希尔的

第三世界移民身份似乎给他染上了一种天然保护

色。

巴希尔 1963 年出生于伦敦西南部的旺兹沃

思，父母来自巴基斯坦。他在艾尔弗雷德国王学

院获得英语和历史学学士学位，但在 BBC中济济

一堂的牛津和剑桥高材生面前就天生矮了三分。

自 BBC创立起，它招纳的采编人员几乎都是海派

精英，许多人来自外交部或殖民地服务部，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末，在 BBC工作仍被认为是绅士的

工作，其职位类似于市政部门的高层管理人员。[25]

1986年，巴希尔进入 BBC，辗转多个节目，直到

1995年才在 《全景》 中凭借戴妃专访崭露头角。

1999年，巴希尔高薪跳槽到独立电视公司（ITV），

其间他采访了美国巨星迈克尔·杰克逊，这次专访

也是争议重重。2004年，受美国广播公司（ABC）

100万美元（当时约合 53万英镑）年薪聘请，巴

希尔移居美国，随后就职于微软 -全国广播公司

（MSNBC）和全国广播公司（NBC），2013年因对

美国共和党前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发表有争议

言论而辞职。空窗三年后，2016年巴希尔才谋得

了 BBC 宗教新闻主编 （religion correspondent） 一

职。其后，巴希尔在一档总结节目中讲述了自己

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心路历程，“在十几岁的时候改

信基督教”，并在伦敦国王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
[26]不过，巴希尔前同事乔纳森·梅特兰 （Jonathan

Maitland）揶揄道：可能正是因为巴希尔信奉上帝，

因此他心中唯一能审判自己的就是神，其他人的

评价都不重要。[27]

巴希尔出身穆斯林家庭，他作为少数族裔后

代，教育背景一般，职业发展争议较多，而他两

次进入 BBC这件事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自由派偏

向。BBC前政治主编安德鲁·马尔也承认：BBC雇

员中年轻人、少数族群，同性恋比例偏高，这就

在内部营造了一种内在的自由派偏向。[28]2010年，

时任 BBC台长马克·汤普森 （Mark Thompson）在

《新政治家》杂志上写道，BBC过去的确存在自由

派偏向。这一表述被报界解读为 BBC高层承认存

在自由派偏向。《每日邮报》总编保罗·戴克（Paul

Dacre）指称：“在不偏不倚的旗帜下，BBC所做的

正好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BBC对工党、

欧洲联邦主义、国家公共支出大量移民、少数族

裔的权益、多元文化主义、另类生活方式、流产

以及教育和司法改革都持同情态度。” [29]此外，

BBC还经常被批评为在自由派推动的“政治正确”

道路上走得太远。[30]

笔者无法断言 BBC是否完全出于“政治正确”

的考量，基于巴希尔的穆斯林家庭出身、少数族

裔身份、个人信仰转变等因素而在道德层面降低

要求，以致于非但未予处罚，甚至重开绿灯。他

的行为曾经受到过内部人的多次严厉指责，其重

新受聘尤其遭人诟病。英国数字化、文化、媒体

与体育委员会主席朱利安·奈特（Julian Knight）质

疑巴希尔的重新雇用并未通过招聘程序，几乎就

是直接任命。事发后，2016年负责招聘巴希尔的

前 BBC新闻总监詹姆斯·哈丁（James Harding）表

示对做出聘用决定负全责，称对当年的欺骗行为

不知情。[31]但公众舆论仍然不依不饶，认为哈丁作

为 BBC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对 20多年来新闻界同

行的质疑毫无了解是不可思议的。

英国媒体披露，巴希尔在 BBC的年薪是 10万

英镑，他在 《戴森报告》发布后随即因“健康”

理由向 BBC请辞，但理论上此后三个月他还能每

周从 BBC领取 2000英镑薪水。[32]其母校伦敦国王

学院将他的照片从名人墙上移除，MSNBC的主持

人介绍页面上也找不到巴希尔的名字了。

三、制度变迁视角下的 BBC组织文化

为何 BBC这个身居“高尚的道德领地”的组

织其道德堡垒多次陷落，屡屡引发重大的公信力

危机？巴希尔骗访事件昭示，除了记者个人道德

水准低下，当下组织制度漏洞和组织文化缺陷不

可忽视。从更为宏观的历史维度考察，百年 BBC

的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其专业表现则更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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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

间打破的方式。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

产权和对资源的控制等，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正

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方面的组合所

做的边际调整，而且制度变迁也包括有效的和无

效的两种。 [33]就 BBC面临的市场冲击而言，技术

方面，近 30年来媒介技术的变革不在话下；受众

方面，关键公众群体构成愈益复杂。最关键的是，

BBC作为公共广播组织在产权和资源保有方面遇

到了诸多挑战。BBC不仅是世界媒介史的书写者，

也是媒介管理改革的积极行动者，只不过很多时

候这种变迁并非是出于主动，而往往是为了应对

合法性和财务危机的改革。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

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此必然会出现阻

力与反复，从而形成改革阻力与摩擦成本。[34]在这

一过程中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制度安排问题，就会

产生道德风险从而影响信用。虽然交易规则和监

督机制完善有重要作用，但信用的确立似乎更本

质地体现出内在的一种演化机制。 [35]虽然 BBC在

从里思主义向伯特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更加强调治

理、问责与审计，但其制度演化机制造成的改变

才是影响信用的根本原因。

（一）公营机构、里思主义与王室“喉舌”

BBC在英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正是由于

其坚决捍卫创立之初就形成的文化理念。1921年

私营广播机构 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成立，

1922年出身于苏格兰长老会牧师家庭的约翰·里思

（John Reith，1889-1971）被任命为总经理。1927

年，他出任当年根据“皇家宪章”对 British Broad-

casting Company进行改制而成立的世界上第一家公

营广播组织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

首任台长，并成为其公共服务体制的设计者，他

的理念被称为里思主义，即与里思和他的原则相

关的特性，或者单指里思和他的原则的特性，尤

其是广播教育大众和提升大众品味的责任。他希

望广播成为一个具有垄断性的强制性力量、致力

于高水准的内容播出的公共服务机构，以保证广

播既不受政府控制也不受商业干扰。 [36]在公众眼

里，里思笃信宗教，俨然是一个道德楷模（据说

他曾经坚持让一位同事因为离婚而辞职）， [37]里思

将其个人道德观运用于组织之中，在他的领导下，

BBC一直以来都占领着“高尚的道德领地”。 [38]历

史学家 A. J. P·泰勒称里思“运用垄断的残暴力量

使基督教道德观在英国深入人心”[39]。

作为 BBC遗产的里思主义浸透于采编人员的

日常制度中，并通过支持这些制度的价值得以强

化。里思遗产主要理念包括：对英国忠诚；BBC

是特别的、与众不同和重要的，因为它提供的是

公共服务；BBC在业务品质上最好的；BBC的采

编人员是里思广播遗产的监护人，有职责去捍卫

这份遗产。[40]不难看出，BBC组织文化的一些核心

理念，都与其资金模式紧密相关：首先，公共资

金使得 BBC与众不同，它不仅仅是一个广播机构，

而且是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其次，BBC一直强

调，电视执照费（即收视费）使得 BBC可以摆脱

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压力，从而使其在业务上

做得更好。 [41]这造成了 BBC模式下的诱致性制度

变迁具有独特性：一是广播行业的特殊性使历届

政府对其控制力度有所不同。二是长期受强烈的

里思文化思维支配，在遇到合法性和资金危机时，

雇员抗拒改革和商业主义。[42]因此要想变革阻力重

重。

另一方面，BBC在坚持公共服务理念的同时，

也竭力维护王室在生性保守的英国人心目中的崇

高形象。自里思时代起，BBC就与王室密切互动。

1935年在里思的鼓动下英王乔治五世进行了第一

次圣诞广播；1936年当爱德华八世通过广播发表

退位诏书时，里思就在这位逊王的隔壁；二战期

间，里思领导的 BBC 被历史学家本·皮姆洛特

（Ben Pimlott）称为王室“喉舌”。1953年伊丽莎白

二世女王加冕典礼轰动一时的电视报道是通过

BBC向欧洲播出的；1969年 BBC播出纪录片《王

室》，表示 BBC对国家元首的特别恭敬。[43]时至今

日，BBC仍设有一名王室联络人。BBC规定：对

于王室成员的专访或独家露面，必须与 BBC王室

联络人讨论；除王室成员履行公共职责的内容之

外，任何引述、改写或提供王室成员内容的计划

都必须提交王室联络人。BBC曾因戴妃专访失去

了王室圣诞报道的独家播出权。 [44]进入 21世纪，

BBC曾因在报道中回避可能让王室尴尬的信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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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公众抗议。BBC的戴妃专访，被外界看做是

对王室的罕有冒犯，甚至有评论称，戴妃专访会

把约翰·里思“气得从坟墓里蹦出来”。[45]

（二） BBC对合法性和财务危机的应对

在特许状和收视费加持下形成的垄断，是

BBC 维持高水准公共服务的一个基础条件。但

BBC也因此持续受到政治的和竞争对手的压力，

政府通过审查和设定 BBC的牌照费、对特许状进

行 10年一次的审查、对台长和董事会主席的任命

三个方面来对 BBC施加着影响。自 20世纪 50年

代起，为了应对政治、同行竞争和收视费压力，

BBC进行了制度调整，其调整结果是管理人员和

行政人员的地位逐步提高，文化上逐渐由里思主

义向下文阐释的伯特主义转变，BBC由一个“有

道德的组织”演变为一个“负责任的组织”，以应

对执照费争议和合法性危机。

1953年英国《电视法》允许建立私营商业电

视台，这意味着新的广播电视结构即将形成，它

混合了英国的公营体制和美国的私营商业体制。[46]

到 1955年，ITV打破了 BBC的垄断，形成了电视

界的双头垄断。BBC第一次面对激烈竞争，失去

了不少受众，在最初两年中处于劣势。而在 ITV

问世前，BBC的收视份额是 100%，第四频道和第

五频道出现后， 2000 年 BBC 的收视率滑落至

37%。[47]为扭转局面，BBC一方面维持原有的严肃

节目，一方面大力拓展文娱节目。[48]

作为对合法性和财务危机的回应，1968年到

1970年，BBC聘请了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进行调

研，《麦肯锡报告》成为 BBC制度变迁史上的一

个分水岭。报告从企业管理角度建议 BBC管理层

应该给下级放权，重新安排组织结构，由节目经

理人直接负责资源管理；需要改进管理层的信息

系统，应对财务状况应有持续的监控措施，应提

前编列项目开支预算，并接受内部审查。这种复

杂结构造成了多交叉领域的紧张局势，削弱了行

政决策的执行力，阻力却远大于执行力。实际执

行中财务预算权并没有下放给节目负责人，制片

人还因为更高要求的财务透明度而感受到了威胁，

但行政管理者对编辑决策有了合法的发言权。[49]这

次改革成为 BBC组织结构变迁的一个有缺陷版本。

1979年保守党政府上台后，试图改变 BBC的

公共广播体制，但没有成功。[50]此后，撒切尔政府

转而以执照费和政治任命对 BBC施压。撒切尔任

命经济学家艾伦·T.皮科克担任 BBC融资委员会主

席，希望通过开放 BBC广告以取代执照费。虽然

没有成功，但此举直接导致 BBC财务状况恶化并

受制于政府。[51]BBC董事会成员的任命也越来越富

于政治色彩，1986年马默杜克·赫西（Marmaduke

Hussey）接任主席，他以提高效率为名对 BBC进

行改革，在未经公开选拔或考虑他人的情况下，

任命约翰·伯特为台长。伯特是 BBC历史上继里思

之后另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在工作流程、组

织结构和节目制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激进变革，

延续了 BBC作为“英国首要广电组织”的地位，

并确保 BBC继续以执照费作为资金来源。[52]

（三）问责、审计与模糊的规范空间

伯特主义主要包括五项战略计划：制作有创

意的高质量节日（后改为：赢得观众的注意力）、

提高效率、拓展商业活动、全球化发展、建立联

盟和伙伴关系。

伯特时期，BBC 开始建立问责和审计制度，

开展观众满意度、收视 /收视率和影响力、欣赏指

数调查，在新闻专业编辑和制作规范两方面推进

改革，并且通过控制成本、财务透明度、绩效考

量和物有所值这些术语组成一个“模糊的规范空

间”。但是，BBC史上三次公信力危机都出现在此

之后。[53]

自 1994年开始，BBC多次发布有关问责的文

件，内部也会通过研讨会和文件传送加以扩散。

在经理、会计、战略制定者以及顾问的实践中，

外部规制 （external regulation）、外部取向自律

（externally-oriented self-regulation）、内部取向自律

（internally-oriented self-regulation） 构成了 BBC 的

问责制度。外部规制包括：BBC需要提供年度报

告和年度责任报告，回应相关机构的审查，对相

关投诉进行处理，聘请外部审计公司对 BBC进行

年度审计，等等。外部取向自律包括：设立投诉

处理部门，调查观众举报投诉，定期发表结论，

以确保台长“了解公众的意见和忧虑”。[54]面向执

照费付费用户发表一年一度的责任声明。内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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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律主要是自我约束，20世纪 90年代末，BBC

各层级都有了密集、连续、重叠、周期性的审计

过程，从公司层面到具体部门，从持续数月到覆

盖全年，每年要花费数百万英镑购买外部的咨询

管理服务，后来直接为麦肯锡设立了办公室，还

聘请了专职企业战略咨询人员、会计师、财务管

理人员等。

此外，由于管理费用增加，伯特主持下的

BBC财务压力转移或强加到了日常节目制作中。[55]

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在的地位提高了，甚至超越

了节目制作人员。英国公共广电开始朝向受到严

格控制的产业化方向发展。[56]

这种治理结构是难以简单评价的，它产生了

多重复杂的、甚至相反的效果。它一方面成功地

缓解了政府的敌意，使 BBC免于私有化的威胁。

继任的台长们基本维持了伯特治下的 BBC自律结

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接地对公众负责”。另

一方面，这种合法化尝试催生了管理层新的等级

制度，成为制作部门的沉重负担，并削弱了创新

能力。[57]

（四）全球商业化大潮和媒体竞争压力

如前所述，BBC自创立起就与王室过从甚密，

而王室要员婚姻这个选题本身就显得非常特别。

但是戴妃专访对整个英国的冲击太大了———直视

镜头的戴妃仿佛受惊的小鹿，认真地诉说婚后的

每一次痛苦感受，这些口头和身体语言都通过电

视被直观，正符合皮埃尔·布尔迪厄对电视具有强

大煽动性和情绪感染效果的论断。 [58]由 BBC播出

这样的专访，让王室成员的个性被大众知晓，大

众对王室要员的关注已经从其作为公共机构的

一员转变为王室中的个体私人身份。[59]这似乎也能

解释为何戴妃在那段时间“热衷于电视专访”[60]。

此外，戴妃还接触了其他媒体。 《每日电讯报》

前总编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披露，他

在《全景》专访播出三个月前曾与戴妃交谈两小

时。他问对方“有没有快乐的时候”，戴妃说：“没

有，婚姻从第一天起就是地狱。”但是黑斯廷斯决

定不发表这些内容，因为他发现戴妃脆弱而心神不

宁。[61]

在全球商业化和媒体激烈竞争的大趋势下，

电视新闻节目难免朝向娱乐化和小报化发展。巴

希尔在《戴森报告》公布后终于道歉，承认伪造

银行账单是“愚蠢的做法”“深感遗憾”，但他仍然

坚称“（伪造账单）与戴妃接受专访的个人选择没

有任何关系”。他也不承认威廉王子对他助长了戴

妃的恐惧、偏执和孤立的指责：“对戴妃和英国王

室的媒体追逐甚至电话窃听在上世纪 90年代初就

开始了，我并非这一切的源头。”[62]换句话说，巴

希尔认为当年行为是媒体环境使然：媒体狂热地

追踪王室和权势人物，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之间

的电话窃听被泄露，狗仔队紧盯戴妃，小报大曝

保守党议员的性丑闻，记者经常非法侵入名人和

政客的语音信箱信息，使用肮脏伎俩来追求独家

新闻。 [63]著有 《<全景 >：骄傲与偏执的五十年》

（Panorama: Fifty Years of Pride and Paranoia）一书的

已故记者理查德·林德利（Richard Lindley）写道：

前 BBC时事新闻制作人、后来的 BBC首席政策顾

问安妮·斯洛曼（Anne Sloman）告诉他，“（巴希

尔的）调查结论是，伪造文件是一种普遍做法，

我们的业务制造了怪物……”[64]这个理由显然不能

为巴希尔的欺骗行为和 BBC内部调查失效开脱，

但是在高度竞争压力下《全景》节目和 BBC高层

能够放弃专访戴妃这一天赐良机吗？

四、简短的讨论

BBC管理层对巴希尔事件的调查处理过程暴

露出其组织制度方面的两个问题：违反组织规范

和专业规范的行为之所以不止一次地出现在 BBC，

既与领导层的孤傲有关，也与对“吹哨人”的忽

略甚至打压有关。这种非正式制度的缺陷导致雇员

通常不会因失德和越轨行为受到惩罚有关，反而形

成了某种反规范。此外，在战后 BBC组织文化中的

自由派传统下，追求“政治正确”意味着对少数族

裔雇员的照顾以及出现问题后“网开一面”。巴希尔

不仅当年逃过惩处，还在 20年后“回锅”，摇身一

变做起了地位特殊的 BBC宗教新闻主编。

BBC自里思主政以来的制度变迁昭示，随着

外部政治、经济、媒体技术环境发生变化，BBC

面临的挑战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为了保有执

照费和续新特许状开展的政治博弈过程中，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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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强化管理、问责和审计的制度方式来追求效

率，在竞争方面并没有落下风。但这是一种渐进

式的不完全改革，摩擦和阻力形成了难以突破的

闭环：BBC 组织文化赖以存在或曰引以为傲的

“公共服务”理念需要执照费保底，来规避市场竞

争和政治压力，但政治压力和与私营同行的竞争

时常威胁着执照费乃至公共广电的合法性，因此

BBC不得不以改革来回应危机，而这种改革又加

大了摩擦成本，并多次导致 BBC内部传统道德堡

垒的坍塌；但新建立的问责和规范制度又未能有

效贯彻实施，并造成管理成本高企，制作部门压

力增大，让曾经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

上蜕变为傲慢无知和冥顽不化，这又反过来破坏

了 BBC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加大了它一再遭遇的

政治压力。

毫无疑问，巴希尔的所作所为是相当恶劣的。

但是，为何 BBC董事会、BBC信托等传统监管部

门以及后来着力推动的问责和审计制，在巴希尔

事件、戴维·凯利博士之死、萨维尔性侵丑闻等案

例中均告失效？这种制度失灵问题如果无法根治，

必然反复产生道德风险并进一步毁损组织声誉，

而巴希尔骗访戴妃事件只是迄今对 BBC杀伤力最

大的一个。每次丑闻都会引发外界呼吁取消或削

减 BBC执照费的声浪，甚至发出政府介入 BBC管

理的威胁，让人担心 BBC能否保持其独立性。前

两次 BBC都涉险过关，分别获得皇家特许状延长

10年的“保票”，执照费还有所提高。目前距离下

次特许状续新谈判仅剩下 5年，而 BBC面临的数

字时代的竞争压力与日俱增，如果巴希尔事件继

续发酵，执照费特权被剥夺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

并非没有可能。

诚如哈耶克所言：我们不可能在人类事物上

获得确定性，由于这个原因，要想最佳地利用我

们所拥有的的知识，我们必须依靠规则。[65]目前来

看，BBC虽然有所作为，但是其约束雇员失德行

为的自律规则远远未能完善，这不啻为 BBC的一

个心头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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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regards the diffus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s a social process of meaning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metaphor” from cognitive linguistics. Specifically, the researchers analysed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the Chinese

Internet from 1987 to 2003. It is found that the metaphors like“stealing fire”“information superhighway”“knowl-

edge hero”“second life”“square”“jianghu”“homeland” emerged during this period. Behind it is the complex in-

teraction of multiple actors such as the state government, market economy, netizens and western force in the specific

and historical context. In addition, nationalism played a role of ideological “nodal point” to suture the cracks and

gaps among metaphors, so that it guarantees the consistency of the whole metaphorical system. The above also reveals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he Chinese Internet at early times between the global and local,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the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as well as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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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ajuan, Zhan Jiang

Abstract: With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Martin

Bashir’s face-to-face interview with Princess Diana for the BBCprogramPanorama in November, 1995, a scoop with

a rating of 28,000,000, explains how the so-called century interview became a century scandal after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was published in May, 2021, and explores the reasons why such a kind of malpractice and misconduct

happened repeatedly within BBC, the oldest and best-known public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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