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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者所面临的困惑、挑战与因应之道
——来自“多闻雅集”的学术反思

香
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创立“中国大陆青年传播学者到访计

划”，迄今已届 11 年，共有 173 位遍布全国重要高校的学者参加。

这个社群号称“多闻雅集”，寓意由“博学多闻”的“新闻人”组成

一个结合学术与友谊的“无形学府”。自从 2008 年以后，每年暑假更

轮流在各地聚会，举行“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

今年论坛在成都召开，由四川大学主办，特地组织三个分论坛，

青年学者畅所欲言，深刻反思他们在教学研究中所遭遇的各种挑战：

如何平衡教学与研究？如何跟上新科技的发展而不忘人文与历史的关

怀？如何发挥想象力，提出有原创性的问题，以提升学术境界？新闻

传播的学科定位是什么，如何与其他学科对话？如何在西方文献与本

土理论之间对话？如何在学术理想与现实压力中寻求安身立命之道？

这些讨论极具普遍意义，所提出的问题相信大家必感心有戚戚焉，

因此特地推出本专题，以飨学界同仁，并激发更广泛的讨论。这个专

题包括记录稿三篇，分别由北京大学许静、人民大学刘海龙以及复旦

大学周葆华执笔，敬祈垂注。■� 香港城市大学　李金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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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传播学想象力
■ 周葆华

参加第三分论坛研讨的学者包括 ：香港城市

大学沈菲，华中科技大学陈先红、陈少华，

中山大学张志安，浙江大学李红涛，湖北大学黄

月琴、罗宜虹，兰州大学刘晓程，南京师大邹军，

清华大学梁君健、上海社科院方师师，上海大学

胡冯彬，武汉大学吴世文，西北大学翁玉莲，厦

门大学乐媛、陈经超，中国传媒大学魏金梅，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何晶，中国人民大学张迪、王斌，

复旦大学周葆华、许燕。本文记录侧重研究、去

粗取精，聚焦于“五大关系”，现呈现如下，希

望这些讨论能激发学界同仁更多的灼见与系统的

阐述。

一、研究与概念

好的研究需要概念。概念和概念化可谓社会

科学研究，包括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有些

学者的概括 ,“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

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

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

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

点”。 在《传播与社会学刊》创刊五周年纪念

总结中，就专门列举该刊发表论文所涉及的关键

概念来呈现华文传播研究取得的进展 ；而近期

赵鼎新在《社会学评论》发表的《社会科学研究

的困境 : 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及随后李

连江的回应，也都着重谈到概念化问题。在讨

论中，香港城市大学沈菲首先援引李金铨在大会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葆华 /

主旨演讲中提出的“捏线头”比喻，强调研究要

从对现象的描述上升到理论层次，就需要抽象概

念来穿针引线、纲举目张。

审视当前的中国传播学，大家认为我们似乎

做了不少“研究”，但很多研究缺乏“概念”，从

而也就流于一般描述层面，没有清晰的问题意识，

也缺少理论指向。沈菲认为，概念化不等于简单

的名词化、标签化，不是给现象一个命名就可以；

概念的提出既不能不假思索地“拿来主义”，也

不能完全割裂文献、生造新词。湖北大学黄月琴

则提出问题 ：从国际范围看，新闻传播学究竟提

出了哪些好的概念？如果说中国社会学界曾经提

出过“差序格局”（费孝通） 这样具有想象力

的概念，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能否提出好的学术概

念？

与会青年学者随后提出两项具体建议 ：一是

“摸清家底”——对传播学主要的学术概念进行

梳理，特别是澄清概念之间的关系 ；二是“实战

训练”——邀请有经验的资深学者举办关于概念

化的专题工作坊，提升年轻学者运用、发展以及

创造概念的能力。

二、规范与规限

在回溯传播学发展史时，李金铨曾谈到

对《传播学刊》数十年间变化的观感 ：“1970

年代 G.�Gerbner 主编的《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虽然文章良莠不齐，但经常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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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辩论的知识火花 ；现在篇篇文章在技术上精

致得无懈可击，却缺乏知识上的兴奋，有时候我

称之为‘毫无用处的精致研究’（elaborate� study�

of� nothing）”。这样的感慨，于青年学者“心有

戚戚焉”。

研究方法与规范曾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最大

的短板，经过十数年国内的学科积累、包括若干

传播学研究方法训练班的举办，已有长足进步。

现在，学刊上拍脑袋的“随感式”文章少了，基

于实证数据的文章多了 ；信马由缰的写作风格少

了，“学术八股”的表达格式多了。不过，一方

面并不能就此认为严谨规范的经验研究（包括量

化和质化）已占主流，实际上，许多“实证研究”

不过是方法粗糙的调查报告，离概念阐释、提出

假设、实证检验的基本逻辑还差之甚远，方法与

规范的训练仍待进一步加强 ；另一方面，不少学

者又发现新的问题 ：即便方法规范、统计缜密，

其洞见有几何、思想有几分？

华中科技大学陈少华等结合自身经验提出困

惑 ：定量研究可以做得很规范，但假设突破起来

很难，很多时候都没有突破常识的范畴，难以回

答“So�what”（那又如何）的终极之问。上海社

科院方师师则以自身在社会学科所受的博士后训

练指出，社会学也已形成一套既有框架与规范，

如何实现创新、如何才有突破？不因规限废规范，

莫由规范致规限，将规范的方法与“传播学想象”

有机统一，因此成为青年学者们讨论中“心向往

之”的目标。

三、表象与根基

传播学在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如果单看论

著发表的数量、专业方向的扩张，可谓枝繁叶茂、

繁花似锦，但若就学理深度与学术创新而言，则

又显积贫孱弱，恰如一株植物，上面冠盖如华，

下面则根基动摇。西北大学翁玉莲认为，我们切

莫为“表象”所遮蔽，要关注新闻传播学的学科

“根基”。在她看来，新闻传播学的根基特别弱，

大家容易偏重技术性的东西，缺少对基础理论的

反思，缺少对基本概念的讨论，也缺少对其他人

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吸纳。这样一种状态造成的紧

张感在互联网时代也许更为突出。一方面，随着

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崛起，与新闻传播有关的现象

和问题成为社会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新闻传播

研究似乎充满生机与契机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

学、政治学、甚至计算机、信息科学等其他学科

对新媒体研究的大举进入，传播学者也产生“边

界何在”的身份焦虑与“守土”压力。

与会青年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 ：“新闻传播

学是否有不变的东西？”“哪些是我们的基础理

论？”“我们该从哪些学科汲取营养？”“与其他

学科如何兼容、如何创新？”“当其他学科从各

个角度切入网络研究时，传播学者的独特贡献何

在？”这些问题未必能在一时得到解答，但超越

表象、回到根基，是大家的共同心声。

四、保守与叛逆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如何重新定义传播、推

动学科整体转型成为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讨

论的热门话题。与会不少青年学者也都谈到新

媒体技术对教学和科研的挑战，如兰州大学刘晓

程将面对挑战的心态概括为三种类型——“保守

派、改良派与革命派”，前者更多关注“恒定不变”

的基础能力，后两者则强调对变化给予更多的重

视、及至对新闻传播教育体系的全面再造。

大家在讨论中首先交流了各校在新媒体教学

方向、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来源等方面的

具体举措，并分享了对创新能力培养的见解：例

如南京师范大学邹军认为，视频生产、数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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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视化等应当成为新闻传播行业新的核心竞争

力。清华大学梁君健认同影像教育是与世界交流

的新方式，也是培养公民记者和新型社会行动者

的好途径。厦门大学乐媛、陈经超等则补充要加

强创意能力的培养。在这些具体能力的基础上，

华中科技大学陈先红强调，主要应当培养三种综

合能力——即创造性思维能力、研究能力和问题

解决能力；中山大学张志安指出，在新媒体环境

下要着重培养学生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对媒介

“技术偏向”的理解能力，另一个则是更为基础的

对社会的洞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社会批判能

力。

与他们的观点类似，与会青年学者虽然多是

新技术的熟练使用者，并纷纷在自己的教学实践

中探索技术维度的融入与技术能力的培养，但大

家也都认同对基础能力的关注。复旦大学许燕、

湖北大学罗宜虹、中国传媒大学魏金梅等指出，

技术学习固然重要，但其实上手很快，而逻辑缺

乏与知识厚度的短缺则是更为严峻的问题，缺乏

这样的基础与厚度不仅无法做出好的研究、也无

法生产好的新媒体产品。浙江大学李红涛则提醒

学界未必随风起舞，“大学也许本来就是社会最

保守的地方”，他分享了浙大设立“媒介与社会

思想”研究生专业，并强化研究生学术思想基础

训练的新举措。针对如何培养学生的能力与底蕴，

大家进一步讨论了若干具体机制与教学方法，包

括 ：研究生阅读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方法的尝

试、青年学者教学与科研的平衡，以及推动建立

国内授课大纲的分享机制等。

五、经典与创新

无论教学与研究，都绕不开“经典”，尤其

作为中国的传播学者，似乎始终无法回避作为参

照系存在的“西方传播经典”。它们虽一度被视

为洪水猛兽，但更多情况下则被奉为圭皋、列为

标杆，因此，“抽离理论发生的历史场景，切断

它的学术脉络，使之僵化成万能的教条”， 或

是“‘先验地’拿一个现成的外国理论当标准问

题和标准答案，然后在华人社会拼命套取经验验

证”的现象与做法屡见不鲜。能否跳出这种“西

方理论 VS 中国经验”的二元对立，更科学地对

待经典、甚至超越经典，也成为本次讨论中的一

个议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斌结合他的教学经验分

享道，以往对新闻传播“经典”的讲解，通常有

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对西方理论悬置前提和模

糊边界，无论是对新闻价值、新闻客观性 , 抑或

新闻专业主义，因此对这些经典理论就只能囫囵

吞枣、供而拜之 ；所以我们应当提升“知识的透

明性”——不仅仅简单讲授理论的“固定内容”，

而是首先还原脉络与厘清边界——例如新闻客观

性也好、新闻价值也罢，这些“经典”理论都是

基于原来的社会情境与媒介生态，因此从中延伸

出的结论也不是固定的，迫切需要回到现实的土

壤，结合当下的现实“打补丁”，形成新的观点，

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与经典理论的关系就不仅

仅是规范的知识传授，而是反思与对话。

这种关于经典理论的理解完全适用于研究。

事实上，传统对经典的固化理解既是造成传播研

究“内眷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传播研究“本

土化”的误区之一——以为“本土化”就是运用“西

方理论”解释“中国经验”、或是运用“中国经验”

去检验“西方理论”。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假

思索地把别人（西方）的问题直接当做自己（中

国）的问题，因为，“既成理论是一个窗口也是

一个框架，它决定提问的预设、方式又框定思考

的方向，还规定了研究路径和技术线路”。因此，

我们对待西方经典理论的态度应当着眼于理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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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得以形成的具体情境而非固化地视其为“普遍

性知识”，而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则应当始终

基于自身生活的土壤，“一切认知、题旨和问题

意识先从华人社会的生活肌理和脉络入手，寻找

出重大问题的内在理路，然后逐渐提升抽象层次

……与整个文献（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直面接触”，从而选择、再造、甚至自创理论，

这样才可能迎来真正的学术创新。

蓉城论剑，无论是对研究中概念的强调、还

是对规范、规限的警惕，无论是透过表象反思根

基，抑或把握保守与叛逆的平衡，以及超越经典

寻求创新，这些讨论归结起来，都代表了青年传

播学者对传播学想象力的呼唤——呼唤更好的研

究、更令人兴奋的知识贡献，以及更耀眼的思想

火花。■

注释：

	郭中实：《概念及概念阐释在未来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意义》，《新闻大学》2008 年第 1期

	陈韬文、黄煜、马杰伟、萧小穗、叶月瑜、罗文辉：《感谢与坚持：庆祝传播与社会学刊创刊五周年》，《传播与社会学刊》2012 年第

19 期

	见赵鼎新在文中对斯科特（Scott,	1985）提出的“日常抗争”（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这一著名概念的分析，以及李连江在回

应中对他提出“依法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概念过程的阐述。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 : 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

《社会学评论》2015 年第 4期；李连江：《政治学研究中的命名与正名——“依法抗争”一词的由来》，即将发表于《中大政治学评论》，

取自网络 http://www.vccoo.com/v/9bc908，2015 年 8月 30 日

	有关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可参见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

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期

	李金铨 ：《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传播研究与实践》2014 年第 1期

	黄旦：《整体转型 : 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新闻大学》2014 年第 4 期；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

范式创新》，《新闻记者》2014 年第 12 期

	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新闻记者》2014 年第 12 期

	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传播学”学术会议，复旦大学 2010 年 10 月	

英国广播公司BBC 计划于

明年在美国上线类Netf lix 的在

线视频订阅服务，让上百万美

国用户能够在线收看其自制影视

剧，不过它在表现形式上将更像

HBO	Now。

外媒认为，BBC 正面临关

键的转折时期，急切地寻找新的

盈利方式。此前，BBC 曾在向

新媒体转型做过诸多尝试，包

括最早的新闻网站、网络电视点

播服务 iPlayer，再到国际业务拓

展比如在俄罗斯版YouTube——

Rutube 上扩充内容等，近日还称

其正准备推出名为“新音乐发现”	

的音乐服务，直接向 Spotify 和

Apple	Music 竞争。

今年 7月，BBC 曾宣布由

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通过电视而

是上网收看节目，计划裁减超过

1000 个工作职位。而其重点互联

网服务 iPlayer 此前一直受到来自

Hulu、Netf lix 及 Amazon 等在

线视频服务商的阻力，尽管曾在

除英国外的16 个国家开通服务，

但直到今年 5月份关闭境外业务

前也没进过美国。

Lord	Hall 提到，BBC 的国

际业务去年曾为其贡献 3.5 亿美

元收益，主要来自于影视剧版权

收入，此次入美想必也是看好其

自制内容对用户的吸引力。■

（36 氪 2015 年 9月21日）

视窗·事件

BBC 明年将在美国开通在线视频订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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