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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的“多闻学府”与传播的问题意识
——兼介四篇“引子论文”

■ 李金铨

（一）

《新闻记者》本期这个专辑是由第一届“多

闻论坛”所选的四篇“引子论文”所组成。“多

闻论坛”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2015 年

4 月 11 日到 12 日在烟雨濛濛垂柳青青的南京和

扬州举行。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成立“中国大

陆青年新闻传播学者到访项目”，至今已经 11 年

了，共有 173 位学者参加，遍布全国各重要高

校。这批佼佼青年学者，熔友谊和学术为一炉，

蔚然形成一所风格独特的“无形学府”(invisible 

college)。独学而无侣，孤陋而寡闻。这些学者乃

倡建一个深入交流与砥砺的机制。既成，从《论语》

的“友多闻”取义，名之曰“多闻雅集”，象征

由“博学多闻”的“新闻人”所成立的朋友圈，

彼此互称“多友”，凝聚了磁场极强的学术网络。

每年夏季固定择地聚会，平时则在活跃的微信群

互通声息。

南京大学有“多友”13 位，南师大有 5 位。

南京是座不大不小的城市，在全国地位适中，而

且难得集中了 18 位“多友”，合作无间。在杜骏

飞院长的慷慨支持下，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成立一

座“多闻书院”，要像磁铁般吸引各地忙碌的多

闻学者前来驻足憩息。在当今严密冰冷的学术科

层组织上，添增传统中国读书人游艺的书院，苟

能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不啻是有远见的创举和

功德。书院的活动刻意不紧贴个人狭窄的研究，

庶几提供开放思考、自由讨论的空间。质言之，

“多闻雅集”和“多闻书院”一脉相承，互相支持，

并非彼此取代的关系。

第一届“多闻论坛”是该书院打出的第一手

笔。从缜密筹划到执行圆满，必须完全归功于郑

欣、张红军、朱丽丽、王蕾、王辰瑶和袁光锋的

团队。这个全新打造的学术平台小而美，平实踏

实而不浮夸。参加人数限制在四十人以内，力求

与众不同，不落入枯念文章的俗套，也避免讨论

无聊琐碎的题目。必也，寓学于乐乎，以轻松的

态度深入讨论严肃的问题。唯因有深厚的友谊做

基础，心无芥蒂，既没有矫饰的必要，也没有表

演的冲动，更不怕意见不同而得罪人。

现代学术以问题为中心，以概念化的表述建

立理论联系，经过严谨的逻辑推理，并以经验的

方法勾连丰富的证据，始能辨证论旨的真伪。这

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华传播学的反思 ：下一个里

程”，顾名思义，就是回顾与展望并举，从发现、

讨论、提升问题意识的过程中，促进学术社群的

共同成长。与会学者针对特定的领域，检视过去

问过什么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下一步应该问

什么才是好问题。管见主张，与其一开始就搬弄

抽象大理论，不如从具体经验出发，只有选择具

体的问题，才会油生切己之感。但任何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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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须提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层次，否则犹如无

主孤魂，喃喃独语，无法与活人做有益的沟通与

对话。论坛期望找出共同的真切问题，这些问题

可以不断更新修订，可以赋予不同的解释，却是

不管做什么研究都会遇到的。唯有在这种宽广的

语境下谈问题，大家才会获益。

社会科学是外来的，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很短，

道路崎岖。传播学尤其年轻，尚未定型。未经专

业训练的学者凭借聪明“拍脑袋”，纵使吉光片

羽爆出火花，毕竟不成系统，难以为继，甚至前

后矛盾也未可知。可幸年轻一代人才辈出，他们

接受愈来愈规范的训练，接触西学日多，水平和

眼界都提高了，出现蓄势待发的劲头。但在此关

键时刻，我们必须及时提醒自己 ：一方面追求专

业的严谨规范，一方面谨防落入过度专业化、划

地自限的陷阱，以致异化为技术化、碎片化、孤

岛化的窠臼。极目所见若干主流支派的美国式研

究，死抱住一个孤立的小题目埋头耕耘，只顾谈

变项（variable），不敢谈视野（perspective）, 难

怪沦落到“同行如隔山”的境地。这断断不是我

们这个学术社群所应该争取的目标。有鉴于此，

多闻论坛的旨趣便在两极之间允执厥中，既专业，

又超越专业。多闻社群涵盖近两百位优秀年轻学

者，如能时时开拓问题意识，保持方法自觉，不

断以提高境界自期互勉，进而形成一种文化运动，

想来是颇值得提倡和尝试的。

传播研究既然是从西方传来的，我们跟西方

学习当然无可厚非，也是必经之路。但是学到一

定程度，便要深刻反省它对母社会、母文化哪些

是适合的，哪些是不适合的。最后，一方面要超

越西方的话语霸权，一方面要反对“义和团”式

的学术民族主义借尸还魂 ，而切切实实从母社会

发现真问题，拿出具有文化特色的重大业绩，回

馈给西方乃至世界的学术圈。等到哪天我们有这

样的实力和业绩，便足以和西方平等对话，并且

一起共同“再学习”。这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关

系——先学习，再去掉一些，最后共同再学习——

也显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不能漫天叫口号，而

必须靠几代人不懈地努力。这既是长远的目标，

最终也应该责无旁贷。扩大而言，学习的第一个

阶段是 learn，第二个阶段是 unlearn，最后是 re-

learn，仿佛螺旋盘向上反复翻转。我们人生何尝不

也是这样不断上升定位的？（按：我曾在《开放时代》

铺陈这些关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拙见，请参阅《国

际传播的国际化 ：反思以后的新起点》2015 年 1

月；《在地经验，全球视野：国际传播研究的文化

性》2014 年 2 月）“多闻论坛”何幸，集结如此优

秀的年轻传播学者，切磋琢磨，借助讨论为试金石，

将自己这把刀愈磨愈利，用意尽在于此。

（二）

以下简介本辑所刊出的四篇“引子论文”，

也就是开篇开题、无私无悔、供人讨论供人射击

的模范“靶子”。

华南师大刘兢《发现在中国的“传播”：

1950 年代以来当代中国议题在美国大众传播研

究中的流变刍议》：

美国以中国为群己之分的“他者”，也是反

照美国的一面镜子。一般而言，美国学界研究中

国传媒哪些议题，除了受到各自相关学科和领域

发展的影响，还取决于（1）美国发生什么变化（例

如国内社会动荡、对华政策的递嬗）？（2）中

国发生什么变化（例如文革起伏、八九风波、政

经崛起）？（3）中美关系发生什么变化（例如

中美建交、外交纷争与合作）？以及（4）国际

政经格局发生什么变化（例如美中苏三角关系的

分合、冷战结束、中国进入全球秩序、地缘争霸）？

因此，同一现象在不同时空可能获得不同甚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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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理解。尤其是文革锁国时期，外界只能雾里

看花，远隔太平洋的美国学者普遍做出一厢情愿

的通解，已是知识社会学有趣的案例。

然而，美国学界自有不同的解释社群，有世

代差异，有局内人、局外人，其学术训练、关怀

与角度各有不同，值得更加细致分疏。以往六十

年间，美国学界设定中国传媒研究的议题，有

无成熟的理论范式？我觉得隐隐然受到现代化理

论、依附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交错暗示，但始终

并未建立明确而严密的理论联系。中国传媒研究

已逐渐告别冷战的区域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汇

流，但与美国主流国内传播的轨迹仍有分途之势。

湖北大学黄月琴《“弱者”与新媒介赋权研

究——基于关系维度的述评》：

赋权理论新近引入中国传播研究，却对当前

“失衡发展”的社会正义颇有指标意义。作者详

细整理文献，有助于进一步提炼主要脉络，比较

各流派之间的异同，乃至提出中国传媒的问题和

案例。管见以为，倘若以某一个理论为依归或主

轴，把其他理论拿来和它比较，有主有从，一以

贯之，以至于发展一套赋权的理论架构，引导中

国传媒研究的实践，当更深刻更有活力。

既言“赋权”，英国学者 S. Lukes 对“权力”

有三个面向的索解，当可从旁为我们提供若干启

示。权力者也，一是“迫许”我们做什么（enabling）；

二是“不许”我们做什么（disabling）；三是制约

思想的源头，使人相信既有秩序的合理性，这已

契合葛兰西的“争霸”（hegemony）理论了。下一步，

或应在具体情境下，从这三方面角度构思传媒赋

权的角色与作用，并联系到赋权者与被赋权者的

文化资源和物质基础，乃至他们在传媒和人际网

络的互动关系（意见领袖和追随者）。这样做当

可解放想象力，引发环环相扣的问题意识。 

浙江大学李红涛、四川大学黄顺铭《新闻生

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

题》：

作者廓清媒体记忆的边界，既不过于宽泛，

也不过于狭窄，要能恰到好处。接着他叙述媒体

记忆与记忆实践的关系。本文以较多篇幅讨论媒

体记忆的八个批判性问题。这些是很好的问题意

识，倘能以更抽象的语言和架构统摄、概括或凿

通其内在理路，解释力应该可以大幅提高。

以我对芝加哥象征互动学派的理解，媒体的

作用概有两面性 ：在被动上，媒体提供平台，是

记忆的载体，让各种社会力量在媒体或透过媒体

而生产、储存、解读记忆 ；在主动上，媒体更界

定局势，建构现实，本身就是社会记忆的生产者。

记忆是霸权和反霸权的斗争，英国文化学派巨擘

威廉斯（R. Williams）说 ：

鲜活的霸权恒是一个过程。……它必须不断

地被更新、再生产、保卫与修正。同时，它也不

断地受到它本身以外的压力所抗拒、限制、改变

和挑战。

这就进入威廉斯所阐述的支配霸权、另类霸

权和敌对霸权，彼此对于历史记忆的动态斗争了。

但凡控制、颠覆、合谋、合纵连横、消亡、重整

旗鼓，必牵涉行动者和结构的互动，而这些过程

均须具体入微的分析。媒介记忆与记忆实践是互

为影响的共构过程。我想，若在“媒介记忆”和“记

忆实践”两个名词之间，安插一些形象化的动词，

例如生产、储存、象征、启动、遮蔽、消费、反馈、

挑战等等，也许可以释放想象力，进一步构思各

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上海社科院白红义《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概

念、类型及不足》：

作者一向以掌握大量文献闻名于同侪，本文

从媒介社会学着手，说明媒介组织界定内外的边

界，以建立并维护其身份认同，但他最终想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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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新闻职业话语的生产。他把新闻职业话语分

成反思、协商、批评、纪念四类。

我以“先读者”的便利，权且提出几个问题，

延续作者一路下来的讨论。第一：是谁（行动者、

诠释社群），在什么结构条件下，生产何种话语？

第二，它们为什么会生产这些话语？要回答这个

问题，则必须结合文本（text）和语境（context），

而所谓语境又有小（职业身份、专业规范、媒介

组织的运作）、中（媒介与社会力量、信息来源

的关系）和大（总体政经结构的互动）的层叠。

第三，这四类话语只是举例或已概括可能的范畴，

是互斥或互补，其间有无内在联系？第四，各种

诠释社群如何在不同的话语建构（现象学家称之

为“多重现实”）之间取得同情的理解，或求同

存异，或奋斗抗争？第五，这些话语生产对于媒

介组织的运作有何影响？第六，喻诸交通，从媒

介组织“界定边界”出发，恐怕无法直通“话语

生产”的目的地，当中势必设立驿站，包括上述

的多层语境，始能搭起一座因果链接的桥梁。是

耶？非耶？求教于作者和读者。■

实 力 传 播 最 新 发 布 的

《2015 年 Q2 全球广告市场预测

报告》称 ：2017 年，在全球 12

大主要市场中，互联网将成为

其最大的广告媒介。这 12 大广

告市场占全球广告支出的 28%。

在其中的四个市场，互联网广

告将占其广告支出总额的一半

以上。全球平均来看，互联网

将成为继电视之后的第二大平

台，二者的广告份额将由今年

的相差 11%，缩小至 4%。

去年互联网在七个市场

已经占主导地位，包括澳大利

亚、加拿大、丹麦、荷兰、挪

威、瑞典和英国。2017年在中国、

芬兰、德国、爱尔兰和新西兰

这五个国家，互联网也将成为

主导。今年英国互联网广告份

额将超过 50%，丹麦和瑞典明

年将超 50%，中国的互联网广

告份额 2017 年将超 50%。

互联网广告增长的主要推

动力是移动广告。2014 ～2017

年间，预计移动广告占全球广

告支出的份额将从 5.1% 增长至

12.9%。桌面互联网的广告份额

保持稳定，由 2014 年的 19.3%	

至 2017 年 的 19.4%。 但 其 他

媒体类型的份额将转移至移动

端。同时，移动端也是全球广

告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2014

～2017 年全球广告支出增长的

70% 都将来自移动广告。

实力传播预计 2015 年全

球广告支出将增长 4.2%，达

5310 亿美元 ；2016 年受里约夏

季奥运会和美国总统选举的推

动，将增长 5%。而没有这些大

事件的 2017 年，增长率将略微

下降至 4.3%。

较上次的预测，报告微调

了2015 和 2016 年的预测，分

别下调了0.2% 和 0.3%，这部分

是因为美元兑许多快速发展市

场货币强势上涨，降低了这些市

场对全球总支出的贡献 ；还有

一部分是因为拉丁美洲的疲软。

报告下调了 2014 ～ 2017

年拉美广告支出的年均增长率，

由 12.0% 下调至 6.9%，但拉丁

美洲仍是全球广告支出增长的

主要驱动力。

（广告门2015 年 6月23日）

视窗·数据

2015 年预计全球广告支出将增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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