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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菜单与消极自由

曲　慧 1　喻国明 2

克莱·舍基把当下的“媒介”形容为社会的连接组织 (connective tissue) ：媒介就是你如何知

道朋友生日聚会在何时何地举行 ；媒介就是你如何了解德黑兰发生了什么，特古西加尔巴的领导

者是谁，中国的茶叶价格是多少 ；媒介就是你如何知道同事给孩子起了什么名字，10 米之外在发

生什么事情……①看似简单的列举，其实囊括了两个重要的、有启发意义的转向 ：一是媒介是什

么不再只由媒介机构来定义，而是由媒介使用者来界定 ；二是新闻信息与社交信息正在被放在一

起消费。

基于 ICT 技术与社交媒体赋予的空前自主性，受众正在成为可以在“利基时空”自由安排信

息系统的“超级个体”②，失去了大众时代媒介对传播资源与渠道的垄断，媒介正在丧失的不只是 

【内容摘要】　无限的互联网世界与无穷的个人时空序列相交，所组合出的“媒体菜单”是高度异构化的。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二分法早已无法诠释媒介环境发展的现状，探寻新的、基于消费者的“媒介

认知框架”需要引入更多的哲学与心理学方法。 基于消极自由视角的“三把椅子”隐喻以及

哲学领域的三重自我，可尝试提出私人媒介（private media）- 公共媒介（public media）-

群体媒介（collective media）的心理认知框架。受众通过不同媒介的开启和关闭，来控制自

己与外界的链接关系和自我卷入程度，从而建构起个体的媒介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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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媒介”的“权力”，同时还有对传统受众心理与行为的理解和把握。了解当下受众如何认知媒 

介，如何定义媒介，如何从纷繁的信息系统中寻求信息并赋予意义，进而建立稳定的个人媒介接

触行为，促成有效传播，是媒介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认知框架与“媒介菜单”

“框架”（frame）一词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之中有着不同的诠释——社会科学通常溯源至戈夫曼

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将“框架”理解为“人们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

结构，它能够使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戈夫曼的“框架”

指涉了三个层次的意义或者说价值 ：第一，转换。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认知的重要

凭据。第二，理解与分析。人们借由框架来理解、分析外在世界层出不穷的事件。第三，沟通与

交流。人们之间的沟通经由框架的分享而实现，意味着框架也是交流传播的平台③。随后，甘姆

森把“框架”的定义分为两类 ：一是界限 (boundary) ；二是架构 (building frame)。人们用以解释、

转述或评议外在世界，前者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后者则显示意义的结构，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

在大众传播盛行的 20 世纪 70、80 年代，分析大众媒介如何赋予和传递给大众“框架”是热

门的研究课题。然而在个人面对众多“媒介菜单”的后大众媒介时代，媒介是否还能有效地赋予

一个人基本的认知框架，抑或是人们依靠自己的心理分类，早已对媒介选择行为做出了麦库姆斯

所说的“框选效果”（framing effect）。随着“信息加工学说”的引入，将传播行为的驱动力量指

向互联网的认知架构，进而出现了一种以认知勾连传播结构与行为的研究路径④。在此前相当长

的大众传播研究时期内，“框架”是媒体通过内容传达赋予受众的观念影响。然而随着受众主体

地位的空前提升，个体正在通过重新组织信息系统来解构媒体所赋予的框架，框架这一对话基础

的转变决定了传播学研究也面临着立场上的再次变革。

传播学领域上一次重大的立场转变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经验主义和定量方法结合的经典

范式遭遇了理论匮乏的危机。在传统的效果研究日渐走向绝路的时候，伊莱休·卡茨等适时地提

出转换立场 ：“大部分的传播研究皆致力于调查这样的问题——‘媒介对人们做了什么’，而如果

将研究的问题转换成‘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整个传播研究的面貌就会改观。”⑤在此之后，相

继提出的“使用与满足”假说、“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构成了大众传播学最后的

理论高峰。

如今，随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完结，社交媒体与移动互联网技术所构造的媒介系统，将个人媒

介使用者置于空前“自治”的地位。个人成为信息传播上的重要节点，任何一个个人在社交媒体

的转发、评论行为，都为信息的扩散和传播提供动力、开辟路径。个人对于新闻资讯内容的点击、

阅读和分享数据，不断反馈给信息生产者，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着信息再生产的质量与方向。可

以说，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使用者如何理解、选择和使用媒介，直接决定了信息传播业的生态

样貌。

在使用者如何选择媒介的研究中，“媒介菜单”(media repertoire) 是近几年来的新视角。最早

关于“菜单”的研究发源于电视研究。近些年的“媒介菜单”力图描绘个人媒介使用在节奏上的

图景，研究者们扩展了“菜单”的含义，用来概括人们在日常的跨媒介使用中，从丰富媒介渠道

而不只是频道中选择的个人媒介消费的行为⑥。另外一个与此类似的概念是“媒介家具”或者“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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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组合”(media ensembles)。研究者将多种媒体的使用渠道形容成媒介使用者面对的“组合家具”，

它们同时存在、功能不同，供媒介消费者根据需要随时选取和使用⑦。两个概念相对比，“媒介菜单”

更倾向于个人消费者对媒介消费的配置行为 ；“媒介家具”更倾向于个人消费者所面对的媒介组合。

一系列以“媒介菜单”“媒介家具”为核心的探讨媒介使用的研究方法，大都具备以下一些特征 ：

一是使用者中心视角 ；二是整体性 ；三是关系性。它们更加强调个人使用者在面对媒介环境整体

时的行为选择权。

有研究提出“下一代互联网用户”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媒介资源的“自我配置”：“一些人

比其他人更擅长利用技术满足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因此，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来说，都有成为“下

一代用户”的可能，区别的实质在于其创新性地重新配置了技术渠道，创造了新的数字鸿沟。

“新媒体”概念与媒介分类研究立场

“新媒体”这一概念，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广泛出现，然而对新媒体的基本定义学界却莫衷

一是。如同尼古拉斯·盖恩与大卫·比尔在《新媒体 ：关键概念》中所倡导 ：“概念从来就不是

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灵活性的客体。它既与时俱进地得以形塑，又针对当前的问题开展回应。

这也意味着如果需要通过掌握概念以把握那些日新月异的、影响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广泛的科技

变迁，那么概念的时新性和灵活性就显得尤为重要。”“新媒体”这一概念的内涵也需时时反思

与更新。

早在 1959 年，麦克卢汉将所有“篡夺了印刷术长达五百年的君王统治”的媒介都称为“新

媒体”⑨，随后 20 世纪 60 年代，“新媒体”普遍用于指向电子媒体中的创新性应用，比如电子录

像技术⑩。时至 2016 年，“新媒体”在新闻传播界较新且较为权威的定义是 ：“基于数字技术、网

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主要包括网

络媒体、手机媒体，两者融合形成的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具有互动性的数字媒体形式。”⑪显然，

在“传统媒体”（报刊、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比较阵容中，传统媒体“枝叶凋零”，而新

媒体的内涵又显得过于包罗万象，难以清晰分野。

事实上，在本质跨界的传播研究领域，很多概念并不再需要被“重新定义”，而是需要“重

新理解”，跳出原有思维框架的、无限接近规律本身的再度诠释。

传播学先驱施拉姆曾在晚年反思 ：“我们有时忘记了传播研究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门学

科。”⑫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在日新月异的媒体环境中尝试反思 ：所谓“新媒体”并非一种类别，

而是一个领域，是一个不断更新的状态集合，甚至只是所有即将成为日常媒体之前的必经发展阶

段——所有新兴技术所导致的新型媒体形态，都有过被统称为“新媒体”的历史阶段，在不断的

发展、变迁和融合中，“新媒体”将不断分化和衍生从而变更传媒业的生态。尤其是在业界早已

经将所谓“新媒体”细密区分成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众多类型时，理论研究仍然企图寻找“新

媒体”这一伪集合的总体趋势，处境尴尬。因此，传播学研究是时候转变立场，从重新审视媒介

类型这一基本问题出发，探索媒介的重新分类与准确诠释。

当下的媒介分类研究，正在实现从生产者立场逐渐向消费者立场的转变 ：以感知感官类型分

类，媒介可分为视觉媒介、听觉媒介和视听媒介 ；以符号存在的时空特性分类，媒介可分为空间

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以及时空兼具性媒介等⑬ ；基于全国性媒介接触行为实证调查，媒介可分为“电



100      总第三五七期

视主导型”“低媒介消耗型”“电视 - 杂志型”等类别⑭ ；基于媒介的受众群体和消费模式，媒介

系统可划分为“大众快消”“小众快消”“大众慢消”与“小众慢消”⑮，这种划分有助于重新审

视媒介系统的消费价值。

这一研究立场的转变，十分符合社会学家约翰·B. 汤普森提出的媒介研究观念。第一，非

媒介中心主义的立场 ：“我不认为，媒介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物。媒介研究存在一个问题，

它常常把媒介当作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相反，我的方法论基础是对日常行为和习惯的分析。” 

第二，非生产性的立场 ：“我的方法论焦点不是媒介产品、界面和平台的生产，而是人们利用这

些产出从事的任务。”⑯近年来普遍被欧洲研究界所接受的“新受众研究”(new audience research)，

也有相似的取向——从内容产制过程中脱离出来，更关注受众和讯息接受过程。方法上更依赖阐

释民族志，而非量化统计、内容分析或文学批评 ；立场上倾向于将人口统计学变量所代表的社会

结构性因素看成是有限而模糊的，专注于描述受众置身的日常生活、文化情境如何影响个体的媒

介接受行为⑰。

因此，受众本位、日常化、情境行为，是这一正在进行中的研究立场转变的基本特征。研究

日常生活中高度个人化的受众在面临“媒介菜单”的过程中，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用媒介构造

自己的生活情境，是这一研究取向的关键。

再论“技术赋权”：媒介使用者的“消极自由”

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中，“权力”是基本概念。罗素认为“权力”犹如物理学上的“能”一样，

具有许多形态⑱ ；丹尼斯·朗把权力定义为“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⑲

从媒介研究的角度看，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权力来源 , 它对于个体与自组织群体的激活 , 更

多地表现在为社会中的“相对无权者”进行赋权，使权力和垄断资源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

体转移。依托于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个体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高权

利认知时代。然而，对“权利与技术发展正相关”的研究不断累积，将落入无止境的延展，始终

在证明媒介的发展赋予使用者“可以做什么”的权利，而鲜少有视角研究“可以不做什么”的权利，

毕竟“做”(do) 与“免于做”(avoid to do) 是权利的一体两面。

古希腊智者最早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

在的尺度”。⑳杜威认为 ：“社会不仅通过沟通、传递持续存在，而且简直可以说是生活在沟通和

传递中。共同、共同体、沟通这几个语词不只存在字面上的联系，人们因享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

于共同体，而沟通是使他们享有共同的东西的途径。”㉑某种程度上说，人在与他人的沟通中组织

群体、衡量万物，同时也不断修正这一共同体的界限。

图 1　受众进化成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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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研究学者菲利普·南波利总结了受众进化的模式㉒

（见图 1）。媒介消费变革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consumption)

是受众进化的起点，利益相关者在第一步进化的过程中做了

不断的反抗和谈判 (resistance and negotiation)，不断形成新的

受众信息系统 (new audience information systems)，对新的受

众信息系统的适应和行为改变，促使进化了的受众 (evolved 

audience) 形成。

笔者认同南波利对受众进化形成因素的观点，但是对他

建立的线性模型略存质疑 ：其一，受众并不是走完一个完整

的流程才最终进化的，其过程是循序渐进并且不断倒退甚至

自我修正的 ；其二，媒介消费变革是进化受众的起点，但某

种程度上，也是受众进化反之影响的结果。因此，关于受众是如何进化的探讨，如果放到媒介经

济的框架下，将最终的理论视点放到受众进化与媒介消费的不断变革上，那么图 2 所示的关系图，

似乎更有动态演进的说服力。

在技术变革背景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先带动了整个齿轮的运转也是很难讨论清楚的议题。三

个环节进化的受众、新的信息系统、媒介消费都非一蹴而就，这样的特性也造成了，受众不断演

进的过程是动态的、连续的、缓慢的、叠加的，同样也是复杂的。

关于数字媒体环境中公众注意力的演变模式，詹姆斯·韦伯斯特基于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

提出了“媒体二重性理论”（duality of media），㉓认为当下的媒介使用模式并没有单一集中到任何

一个理论框架中，个人因素与媒介结构因素共同作用，来左右和制约媒介使用的现状。

在操控权的实践上，大众媒介接受的第一个“受众自由”的恐慌来自遥控器的出现——个人

可以选择不同的频道观看，并可以通过按动遥控器按钮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如果说此时的“注意

力切换”还局限于频道的安排，那么家用电脑及鼠标的出现，使得操控感丧失了“可以掌控的频

道”这个基本单位而变得更加自由多变。而如今“随时随地”的移动互联时代，受众在不同终端

上可以自由选择内容，更重要的是，可以选择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随心所欲”地消费媒介内容，

穿插于日常生活中的媒介接触已经成为常态。因此，大部分现有研究正在“受众强权”的话语体

系下进行着，认为处于高权力地位的受众正在引发传播者的无所适从。

如同齐美尔所说，关系就是社会。社会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过程，社会是“具有意识的

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㉔。可以理解为，社会是一个有意识地建立关系的过程。媒介权利的不断扩 

展，其实质是不断延伸关系触达的范围，关于这种“触达”效果的讨论不绝于耳，而关于“触达”

根本意识的研究并不丰富。

理解权利，不可避免地要提及以赛亚·柏林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他认为“积极自由”

是做什么的自由，强调参与权 ；而“消极自由”是免于做什么的自由，强调选择权。㉕不断鼓吹

技术带来的媒介进步、受众权利无疑是对受众“积极自由”的阐述，而从受众的“消极自由”维

度思考，媒介的不断演进同时也是受众不断扩大的选择权 ：遥控器的出现让受众免于被同一频道

内容束缚 ；鼠标的使用让受众免于接受媒体节目的线性安排 ；随身触屏让受众免于必须坐到固定

的设备前使用 ；等等。

在拥有极大丰富的“媒介菜单”和“媒介家具”选择时，衡量权利更直观的维度，恰恰是“消

图 2　进化的受众、新的信息系统

与媒介消费之间的动态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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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自由”权利的体现。而随着信息冗余、社交爆炸等社会问题的出现，这种对媒介使用“消极自由”

的需求，更加升级为一种“可以切断”“免于打扰”的权利——为内容平台付费购买 VIP 切断广

告、关闭朋友圈短时间社交斋戒、退出各种信息群拒绝无效沟通……在人人可以介入的互联网之

中，最高自由应该体现为随时可以接入网络、跳进人群、无所不知，也随时可以切断连接、隐居

起来、闭关做事。媒介消费者正在前所未有的广阔选择里自动设置边界——一个基于个人媒介认

知框架和心理需求的，与外界是否链接、多大程度链接的尺度和边界。

媒介认知的“三把椅子”框架

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尔认为今天媒介化的个人已经成了“链接的自我

（tethered self）”㉖，意即总是在线，在我的手机上、在网络上、在即时讯息上……更有学者把“永

久在线（permanently online）”㉗看作是媒介环境的最大变革。“永久在线”意味着信息可以无障

碍直达用户入口。与此同时，什么样的信息被选择和消费，权力早已移交。信息生产者更像是动

用各种技术无限迎合受众的需要，但是真正操作点击、转发按钮的“手”仍然要受到个体思维的

控制。

受众可以在无限的信息海洋里选择，但同时也失去了大众媒介时代编排之后的“秩序”。受

众在互联网普及之初“链接一切”的兴奋过后，更多的是在回归理性 ：在社交账号“关注与屏蔽”

的行为里分配注意力 ；在自媒体的“置顶”功能里调整信息渠道的优先级别 ；在付费专栏里为更

为权威、更想了解的内容用直接付费的方式给予更多的支持和依赖……在无限的信息中配置有限

的精力，并寻求一定的秩序。

早在一百多年前，作家亨利·戴维·梭罗说 ：“人类

已经成为了人类工具的工具。”后世文学批评家对梭罗的

评价是，他“完全不需要邮局”，“对报纸也表达过蔑视”。

但他并非隐士也绝不避世。他在对瓦尔登湖的极简“隐

居”生活的记录中，颇有意味地分配了他房间中最重要

的“家具”：“我的房子里有三把椅子，拿出一把用来独

处（solitude），两把用来结交朋友 (friendship)，三把要用

来交际 (society)”。

梭罗对他两年零三个月的林中生活设定了基本的目

标 ：“过深思熟虑的生活，面对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如

果说，独处、建立关系、交际，就是梭罗所谓的“生活

的基本事实”，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回归“信息交流”的

基本事实，将媒介系统象征性地划分为“一人媒介”“两

人媒介”与“三人媒介”。在选择不同的媒介时，其根本

动机来源于对不同层次自我卷入（ego-involved）的需要。

以“三把椅子”的视角为例，掌握媒介使用“消极自由”的个人，在自我配置“媒介家具”

的过程中，做这样的设计 ：独处时用一把椅子，就是“自我媒介”；交谈时启动第二把是“他人

媒介”；社交时启动第三把“群体媒介”。如果参照社会心理学家格林维尔德的理论㉘，从“自我

亨利·戴维·梭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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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层面将不同的自我区分为“公我”（public self）“私我”（private self）和“群体我”（collective 

self）的视角，也可以将上述三重媒介分别命名（见表 1）。

由此，我们可以尝试归纳千人千面的个人媒介分类中最大公约数——通过不同媒介的开启和

关闭，来控制自己与外界的连接关系和自我卷入程度。

从权利和自由层面上讲，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个人已经具备跨越时间和空间获知信息的权

利，在个人所面对的巨大“媒介菜单”中，随意选择学习知识、沟通对话或者参与群体讨论。从

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具备随意配置三把椅子的自由。但如前文所述，更高的自由在于“免于被信

息打扰的权利”。个人当然可以无限使用媒体，但精力与时间的有限性需要个人根据意愿不断配

置有限的注意力资源。8 小时睡眠与 8 小时工作之外的全部时间，理论上可以被自由分配和利用，

技术的应用已经让媒介使用时长这一数字逼近极限。

于是，受众正在与过剩的信息在关系上设定边界 ：在主动搜索信息、了解事实、浏览新闻、

学习知识、自我娱乐等心理上一人完成的情境下，会选取“私人媒介”（新闻、知识、自媒体、

音视频类）；在发表意见、了解他人观点、沟通信息等心理上需要与他人“对照信息”的情境下，

选取的是“公共媒介”（论坛、即时通讯、微博）；在协商讨论、社群分享、多人娱乐等心理上需

要介入集体，满足“社会参与”需求的情境下，选取的是“群体媒介”（社群、游戏类）。受众的

消极自由体现为在不同的心理情境下调整媒介时间的分配，掌握以自我卷入程度为标准的媒介关

系尺度，如图 3 所示。

在大数据与算法无处不在的今天，严

格意义上说“受众自治”一词过高地估计

了受众的权利。事实上，受众行为的确因

个体差异难以一概而论地“预测”，但却

可以空前便利地被记录、统计。与传统的

订阅用户或者有线电视用户调查单纯的人

类学统计数据相比，大数据正在不断地

描绘每一个 ID 身份的清楚面目和个人喜

好，那些成功运用了“大数据 + 心理侧

写”(psychological profiling) 的公司，正在

展示他们巨大的引导效果。受众真正自治的并非内容，而是内容选择 ；并非权利中的“作为”，

而是“不作为”；并非“媒介权自治”，而是上述所说的，个人媒介消费的“边界自治”。而这样

的最大公约数上的媒介归类与自治，为新旧媒体的传统而无力的划分提供了新的分野。

图 3　三重媒介的指向

表 1　三重自我与三重媒介

“三把椅子” 三重自我动机 三重媒介

独处 私我 私人媒介

沟通 公我 公共媒介

交际 群体我 群体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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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能否开启第四把椅子

关于“三把椅子”与“沟通关系”之间的隐喻，特克尔在《重拾交谈》中评价说 ：“三把椅

子是一种良性循环，仿佛将谈话与同理心以及自行能力链接了起来。而技术破坏了这种良性循环。”

因此其在书中提出了“第四把椅子”的担忧㉙——“人造的虚拟世界”。她认为当机器人护理、人

工智能玩具，甚至机器恋人等走入我们的生活之后，我们正在面临“将机器看做人”，同时也将“人

看作机器”的恶果。

那么机器的介入是破坏了基于人心理结构的这种良性循环，还是开启了一种新的对话可能？

人工智能，到底会是交流心理中的“第四把椅子”，还是只是其他三把椅子的工具性延伸？

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伦理学教授凯特·达琳与团队研究了为什么人会对机器产生感情这一课

题，㉚探寻人为什么会对明知道是由齿轮、机械和算法组成的机器产生同情、怜悯甚至是爱？一

系列研究结果指出，人类对于能自由活动的机器具有天生的、无法摆脱的同理心与移情特质，这

是机器和人最本质的区别。针对众议之争，例如机器的陪伴，能否等同于人的陪伴，她的研究表明，

这是一个基础性的误会——例如医疗机器人，利用了人类特有的移情心理，但其实机器人所取代

的是动物疗法中对动物的使用，并非人。她认为，如果不将机器人等同于人类替代品，机器伦理

学的众多争议都会迎刃而解。

机器能否更像人类，这是人工智能领域永恒的命题。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奖的获得者马文·明

斯基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创造了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框架理论”。㉛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指相似

的是，计算机科学领域同样用“框架”来表示知识和经验结构，框架的顶层表示固定的概念、对

象或事件，下层由若干槽 (slot) 组成，其中可填入具体值，以描述具体事物特征。每个槽可有若

干侧面（facet），对槽作附加说明。这样，框架就可以包含各种各样的信息，例如描述事物的信息，

如何使用框架的信息，对下一步发生什么的期望，期望如果没有发生该怎么办，等等。㉜这一面

向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框架理论，表征的仍是人类心理过程，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如何赋予机器以

智能的理论。学习人类思维方式的机器是否会更像人类？机器所开启的更为广阔的虚拟世界，是

否会为人类三重自我之外建立虚拟自我？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交在人类的沟通认知中会不会占有

新的一席之地？这可能是近年来如何思考“泛媒介”与“人”关系的重要思辨议题。

综上所述，受众在面对极大丰富的信息系统时正在以空前的自主权享受媒介技术赋予的权利。

在对权利不断延伸持续讨论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消极自由的角度探讨媒介使用者回归自我与社

会关系层面的自由选择权，受众正在“链接一切”之后主动寻找信息秩序，在以自我卷入程度为

边界的三重媒介认知框架中建构个人媒介系统，分配注意力、信任与时间，这将为“人与媒介”

这一永恒课题启动新维度上的探索。

注释：

① 克莱·舍基 ：《认知盈余 ：自由时间的力量》，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7 页。

② 曲慧、喻国明 ：《超级个体与利基时空 : 一个媒介消费

研究的新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 年第 12 期。

③ 肖伟 ：《论欧文·戈夫曼的框架思想》，《国际新闻界》

2010 年第 12 期。

④ 朱天、张诚 ：《框架理论视域下互联网圈子的传播结构

认知》，《现代传播 (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5 年第 10 期。

⑤ 周葆华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

2005 年。

⑥ Hepp A and Hasebrink U, “Human interaction and 



105Jul.   2019

技　　术   二 O 一九年  第七期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tized 

cultures and societies”, Lundby K (ed), Medi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Berlin: de Gruyter, 2014, pp.249-272.

⑦ Hasebrink U and Domeyer H, “Media Repertoires 

as Patterns of Behavior and as Meaningful Practices: A 

Multimethod Approach to Media Use in Converging Media 

Environments”, Participations: Journal of Audience & 

Reception Studies, vol.9, no.1, 2012, pp.757-783.

⑧ 马克·格雷厄姆，威廉·H. 达顿 ：《另一个地球 ：互联

网 + 社会》，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年，第 25 页。

⑨ 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如是说》，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6 年，第 3 页。

⑩ 明安香 ：《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北京 ：华夏出

版社，1999 年，第 72 页。

⑪ 彭兰 ：《“新媒体”概念界定的三条线索》，《新闻与传

播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⑫ Bernard Berelson,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23, 1959, pp.1-6.

⑬ 柳庆勇 ：《时空哲学视野下的媒介分类研究》，《新闻界》

2010 年第 6 期。

⑭ 沈菲、陆晔、王天娇等 ：《新媒介环境下的中国受众分类 :

基于 2010 全国受众调查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14

年第 3 期。

⑮ 曲慧 , 喻国明 ：《媒介谱系的重构 : 价值维度与商业模

式的四象限法则》，《山东社会科学》2017 年第 8 期。

⑯ 尼克·库尔德利 ：《媒介、社会与世界 ：社会理论与数

字媒介实践》，何道宽译，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第 45 页。

⑰ 曹书乐，何威 ：《“新受众研究”的学术史坐标及受众

理论的多维空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 年第 10 期。

⑱ 伯特兰·罗素 ：《权力论 ：一个新的社会分析》，三联

出版社，1988 年，第 4 页。

⑲ 丹尼斯·朗 ：《权力论》，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2 页。

⑳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 ：《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 ：商务

印书馆，1984 年，第 198 页。

㉑ 约翰·杜威 ：《杜威全集》中期 15 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第 59 页。

㉒ Philip M. Napoli, Audience Evolution: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

㉓ 詹姆斯·韦伯斯特 ：《注意力市场》，北京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77 页。

㉔ G. 齐美尔 ：《桥与门 ：齐美尔随笔集》，上海 ：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年，第 4 页。

㉕ Nieuwenburg P. “The agony of choice: Isaiah Berlin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flict”,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vol.35, no.6, 2004.

㉖ Turkle S. Always-On/Always-On-You: The Tethered Self// 

Handbook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 Social, 2008.

㉗ Peter Vorderer, Matthias Kohring, “Permanently Online: A 

Challenge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7, no.1, 2013, 

pp.188-196.

㉘ Greenwald, A. G. “Ego Task Analysis: An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on Ego-involvement and Self-awareness”， A. H. 

Hastorf & A. M. Isen (eds.), Cognitive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Elsevier, 1982.

㉙ 雪莉·特克尔 ：《重拾交谈》，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年，第 378、407 页。

㉚ Kate Darling, Palash Nandy, and Cynthia Breazeal, 

“Empathic Concern and the Effect of Stories in Human-Robot 

Interaction”, Robot and Huma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RO-MAN), 2015 24th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EEE, 2015, pp.770-775.

㉛ M. Minsky. Frame-system Theory, Thinking: Readings in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355-376.

㉜ 李天贤 ：《认知框架视角下的语篇连贯研究》，浙江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年。

编辑　张　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