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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伊始，一种新型病毒悄然开始传播，这种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2019-nCoV”

的冠状病毒，传播的范围和速度都远远超过 2003 年的 SARS 冠状病毒。在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

出现不到 3 个月之后，疫情已经成为席卷全球、影响巨大的一次公共卫生事件。

在公共卫生事件中，除了及时有力的隔离治疗措施，信息公开、透明的传播至为关键。

SARS 事件期间，学者们就针对信息公开的问题指出，流言本质上是一种以信息传播为特征的集

群行为。①对网络谣言的最好控制，就是尽可能早地在事件前期，在理应具有强大公信力的传统

媒体上，始终力求信息的及时化、真实化和公开化。② 2003 年，大众媒体在新闻场域中处于优势

地位，公众主要依靠中央电视台等提供的专业新闻产品获取信息。这些报道尽可能遵循了冷静和

客观的新闻专业主义标准，强调对疫情信息准确、快速的报道和整体图景的描画，以及对传播链

条的深入调查，但大众媒体对个体命运的关注相对较弱。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除了钟南山等极少

数医疗界的模范人物之外，普通人的故事，尤其是患者及其家庭在其中被报道的，寥寥可数。相

较而言，大众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对武汉的现场报道、病毒传播整体态势的描画和传播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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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挖掘都明显弱于 17 年前的 SARS 报道。整体而言，除个别媒体外，无论是电视还是报刊，传

统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大多呈衰退趋势。

与它们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依靠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有关疫情的碎片化信息弥漫

式地传播开来，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微博、微信、豆瓣等社交媒体，无论是求救还是私

人记录，普通人奋力发声，讲述自己的疫情亲历故事。这些亲历者口述并非专业主义取向的新闻

报道，也迥异于传统宣传报道，难免碎片化和情绪化，且当事人难以对相关事实进行核实，如对

医院的接诊流程等进行的描述，往往只能依据自己的个体经验进行描绘和判断，难免有所错漏。

但它的价值在于，在信息沟通不畅的情况下，通过当事人自身的讲述，往往能“一管窥全豹”。同时，

这些带有真挚情感的叙述，也能够极大地引发公众的共鸣。

在疫情前期，核心信源顾虑较多，市场化媒体利用社交媒体上的信源努力争取突破，通过对

亲历者口述的采访，呈现宏大事件中个体的遭遇、情感和反思。自媒体的加入更推动了这一趋势，

到后期，各种类型的媒体都力图以亲历者口述文体记录这一历史时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新京报“剥洋葱 people”、凤凰新闻 “在人间 living”、《新民周刊》、《南方都市报》、《人物》和自

媒体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等均推出了对一线医护人员、病人、防控者和志愿者等亲历故事的

征集计划，还有一些视频博主也在不同的视频平台上口述自己的疫情亲历。可以看到，无论借助

何种媒体，以何种形式，在这次疫情中 , 个体的亲历口述故事在受众面更广、传播速度更快、互

动性更强的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广泛传播。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的亲历者叙事

新闻中的亲历者口述（the story of witness）可被视为“真实故事”，传统上，对这类新闻

叙事的研究多半着眼于对文本的考察，观察叙事的结构和主题等。③例如，有学者对灾难叙事

进行考察，指出媒体的职能不应该是抒发对罹难者的悼念和对受害者的祈福，也不是引导公众

集体抒情，而应当致力于探求和寻找真相。因此，对那些悲情或是英雄的叙事，需要进行冷静

的反思和批判。④但本研究对新冠疫情中的亲历者口述故事在事件中扮演的社会角色更感兴趣 :

这些故事是如何产生的？他们以何种方式被阅读？被阅读的故事在社会秩序的重构和政治进程

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正如故事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所指出的，通过故事的讲述，人们或是得

以凝聚，或是分崩离析，社会也在这一“讲故事”（story-telling）的过程得以运行。⑤例如，灾

难叙事不仅只告知讯息，更涉及灾难产生的集体创伤如何被认知，⑥因此，这些灾难叙事首先

是建构灾难意义图像的社会行动。此外，叙事也必然引发其他社会行动，如民间团体及民众捐

款活动等，这些活动反过来创造出更多的叙事题材。⑦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亲历者口述叙事扮

演的角色也不只是新闻文本这么简单。

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者这里所使用的“行动”（action）概念，主要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

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以下简称 ANT），与韦伯所定义

的“社会行动”⑧有别。行动者网络理论将社会视为一种关系和联结的过程，而行动则正是实现

联结的方式，也因此构成了追踪和分析这种联结的工具。拉图尔在其“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

系列著述中提出，要摆脱那种把社会视为“一个特殊的领域，一个特定的王国，或某种特定的

事物”的看法，回到“社会”的本来之义 ：追溯联结。对他而言，社会意味着“一种特殊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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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联结和重新组合的运动”⑨。换言之，必须在联结和行动的过程中考察社会，而不是将它作为

静态的单位来研究。

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行动的分析使用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的方法，注重在对行动过程的追溯中考

察话语是如何被行动者转译，不断卷入更多的参与者，形成联结与组合 ；“行动者”不仅仅传递意义，

他们还是“转译者”，在行动中不断“改变、转译、扭曲和修改其所承载的意义”，通过转译，行

动者联结了网络，也由此不断将社会组合和维系在一起。⑩

结合近来与叙述研究密切相关的集体记忆理论中对“连接性”转向的考察⑪，新冠肺炎事件中，

亲历者“讲故事”的这一记忆行为，其价值远远超越了新闻文本的生产。在互联网世界中，通过

故事的生产、转发、评论和对话，新冠肺炎事件的亲历者口述文本和它的生产者、受众以及研究

者、编辑，以及作为物的互联网媒介都成为事件中的行动者。在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人们相互联结，

勾连个体经验、产生情感共鸣、不断达成共识或者出现分裂，所讲述的故事也在不断的转译中被

行动者“嵌入日常生活的实践和策略”⑫，建构出新的意义世界。笔者赞成叙事研究者所指出的 ：

“叙事文本必须被放在社会沟通的脉络中而非视为独立文本来进行研究。”⑬同时，需要特别强调，

内容与语境不应该被分裂开来考察，内容的不断再生产就是社会语境的一部分，反过来说，社会

语境也是新闻用户理解、转发和再生产相关故事的重要组成因素。和传统的解读文本与社会之间

关系的方法不同，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内容与语境”（content and context）并非前台主角与

背景板的关系，而是融为一体，不可分离。新冠疫情相关文本的意义不应被独立解读，个体故事

必须被置于整体的社会行动脉络中观察和分析。

由于仍身处疫情之中，本研究选择对两个典型亲历者叙事个案相关行动者的在线访谈和观察

来进行个案分析，同时也结合了对众多其他相关口述文本的非参与式观察。这两个个案分别是 ：

凤凰新闻客户端公号“在人间 living”发布的亲历者自述《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⑭ ； “真实

故事计划”所发表的《武汉隔离 ：疫区、信息孤岛与一辆鄂 A 车的漂流》⑮。它们的价值在于分

别代表性地反映出“病人及其家属”和“被驱逐的武汉人”这两个在疫情中受影响至为巨大、也

最受人们关注的群体的状况。这两个群体所引发的反响极为强烈，也直接影响到公众对于疫情感

染者和湖北民众的态度。通过对个案的观察，追踪亲历口述者、采编者、受众、政府相关部门和

机构，以及志愿者团体等多方行动者的行动，可以比较细致地考察疫情中亲历者的个体故事是如

何被公开、传播和不断再生产出意义并激发行动。研究者对多位亲历者和记者、撰稿人、编辑进

行了访谈，并对文本后面的评论进行了在线观察，也访问了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发声者。按照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方式，研究者搜集了研究对象的相关文本，包括微信端、微博端

和部分转发者的相关评论及讨论，也在两个包含记者、志愿者和湖北求援者的微信信息互通群中

进行非参与式观察，试图在这一阅读过程中描述出主要的行动者以及转译链条 , 而不是事先试图

定义行动者如何形成和排序的先验顺序⑯，也不轻易地设定因果关系，而是把尽可能多的“原因”

替代为时间序列中的一系列行动。⑰

问题的呈现 ：个体经验的公开时刻

考察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亲历者口述，可以看到，死亡、病痛和悲恸、个体反思等属于私密

领域的个体经验，经由当事人的讲述而得以向社会公开，也借此呈现出当事人看到、认知、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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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并付诸行动的经验事实，亲历者表达的个体经验、情感和价值判断等内容与社会语境融为一

体⑱，由此，个体经验得以进入“大写的历史”。

故事是一种众多社会角色参与的集体实践。⑲亲历者口述的故事并不只来自亲历者，它是在

某个时刻，基于某个社会情境而被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性而非个体性的集体实践。在互联网

语境下，它呈现为亲历者叙事在网络中不断再生产的过程。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私人的

伤痛经验为何会在此刻被公开、普遍地讲述？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会生产出新冠肺炎的亲历故事？

它们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复述，实现意义的不断再生产？这些故事的集体性参与引发了后来的

何种行动？

《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发表于 2020 年 1 月 28 日。1 月 26 日，当事人倩倩在新浪微博

发布了母亲术后感染、父亲因照料母亲而被传染的情况，随后多次更新自己的微博，讲述家人

病情的发展。“在人间 living”的记者从朋友处获知她的情况之后，决定对倩倩一家的情况进行

报道。在多次采访中，倩倩的主要目的是叙述母亲在医院的遭遇，同时也质疑了医院的医护细节，

但报道者在采访后认为，在大量感染者涌来的现实情况下，要求医院善加看护是不现实的，且

相关核心事实取证困难。基于各种考量，报道者决定将角度调整为倩倩一家在面临生离死别时

流露出的深厚亲情。⑳

从后来的反馈数据看，这一叙事策略是后来报道有效卷入更多行动者的关键因素。如果记者

把倩倩的个体经验转译为医院和患者之间的矛盾，读者势必“站队”而形成意见分裂，也就很难

像现在这样形成更广泛的联结。诉诸情感这一人类共通的特质，能够最大限度地打动读者。㉑报

道为何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编辑认为，这篇亲历故事发表前，媒体“报道相对较少，对于

个体家庭遭遇的深度故事更是稀缺，人们对于新冠肺炎的认识主要停留在报道数字上。每一个冰

冷的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原本可能非常幸福的家庭”。亲历者口述的价值恰恰

在于，“将死亡数字还原成个体人的遭遇”。故事让人们发问 ：“何以至此？如果我就是倩倩呢？

我怎么办？人们借由转发该文表达这种愤怒和无力感。”㉒可以说，在转发、评论和回复的时刻，

人们未必能够形成高度一致的群体认同，也未必就某个问题达成共识，但命运的“共在感”的的

确确被激发了出来。

如果说倩倩的故事主要集中于个体的悲惨经历，那么，早前一日发表的《武汉隔离 ：疫区、

信息孤岛与一辆鄂 A 车的漂流》则更多指向了各地方政府在严防严控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也同时

引发了公共领域更广泛的争议——各地政府和民众的防控政策是否“防卫过当”？当事人指出，

最初，他们只是想记录下非同寻常的个人经历和感受，远未期待它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但很快云

南省就出台了为湖北游客提供集中住宿的措施。“未必一定是因为我们这篇文章。”不过，这篇口

述下面的评论显示，它和其他类似的亲历者口述的确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使得人

们对武汉人的态度有所改变。㉓

综观这两篇代表性文本和此次疫情中的其他亲历者口述，它们有以下几个特点 ：

一是绝大部分亲历者的讲述都清晰地呈现出他们最初对这一起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相关信息

毫无觉察的状态 ：倩倩的母亲被送进医院进行结节手术时，家人全都不知“新型肺炎”的严重性 ；

漂流在外的“鄂 A”车司机被视为病毒的化身而无处容身，他们上路的时候也不了解武汉疫情的

严重程度 ；其他口述的情况也基本类似。

二是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痛苦呼吁显然是最为打动公众的情感部分。无论是《妈妈在武汉隔离



248     总第三六六期

病房去世》的讲述者所讲述的和母亲遗体告别的痛苦，以及此后曝出的多个家庭中感染者因无法

入院而去世的悲惨经历，或是《武汉隔离》中武汉人的口音和车牌成为瘟疫的标志 , 处处受到排斥、

驱赶和敌视，在归家的途中看到道路上立着的墓碑，等等，当这些真实的遭遇通过当事人口述见

诸媒体，其间蕴含的强烈情感和巨大创伤，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体认这一事件，这种认知在后来

成为公众采取行动的巨大驱动力。

三是制度、程序以及背后的社会结构都高度抽象，只有当人们在事件中与其相遇时，它们才

会变得鲜活、可感，在这次疫情中，亲历者口述恰恰提供给人们一个观察和理解上述事物的窗口。

大量的亲历者口述显示，疫情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大多数媒体和公众对疫情严重的判断，而其中

感染者的遭遇更是超过了人们的想象。㉔这使得人们对当事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起初，

人们对武汉人在封城之后仍逃离城市而带来的巨大隐患感到不满和担忧，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些

故事，倾听亲历者的无助呼喊，被极大地打动，也因此开始理解和同情漂流者的经历和遭遇，对

当事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甚至为之痛哭。具体的个体经验就这样凝结为一个个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

问题——读者深知，这些问题自己也可能需要面对——而进入集体感知。问题的清晰呈现成了行

动者网络联结的第一步。

故事的转译 ：公共议程的形成

疫情中亲历者讲述只局限于自身经历，但哪些特定内容被关注和强调，哪些被给予评论，加

上个人感受后进行转发，并在传播过程中激发特定的公共议程，这个过程可视为拉图尔所说的“转

译”过程。他指出，“转译”意味着核心行动者成功地使其他行动者感到在此问题中存在着自己

的切身利益，吸引他们的参与，这往往成为事件的转折点。㉕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相比以实验室

内的科学家为核心行动者的科学事实生产过程，互联网上的“转译”更加去中心化 ：读者的每一

次转发都是一次对亲历者口述的再生产，每一个附加的“标签”或评论都构成了对意义的“转译”，

每一次读者之间的相互评论和回复都在进行意义协商和对话。如此，读者与讲述者之间、采编部

门与读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丰富的、高互动性的意义再生产。

LYM 注意到 ：“有一个评论让我很触动，他说，看了这篇就能理解，逃出去的武汉人他们有

多不容易——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你会更能够共情他们，知道他们为了能够让亲人活下去，会多

么努力，会有多么艰难。”㉖事实上，很多人在阅读了这一类的报道之后改变了对武汉人在封城之

前逃出去的认知和感受。一位读者说，她的两位亲戚 23 日“逃”出武汉，被亲友们暗地里批评“太

自私”，但他们在阅读了武汉城内的众多亲历者口述之后，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为两位亲

戚果断逃离感到庆幸。㉗

新冠疫情的最新研究显示，公众的情绪变迁往往与焦点事件的变化密切相关，㉘在媒介的作

用下，私人情感成为公众共享的“公共激情”，公众的认知和情感也得以相互塑造。㉙在疫情中，

相较于重视列举事实和通报信息的硬新闻，充满情感的亲历者讲述更容易激发公众的情感共鸣，

加深公众对疫情苦难的认知。借助社交网络的便利，人们相互交流和讨论，部分评论下面的回复

多达上万条甚至近十万条。在讨论中，传播者常常用“感同身受”或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悲

剧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这样的表述，使其他读者感受到这一问题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紧密关联，

将越来越多的公众卷入为行动者，并联结成一个行动者网络，从而形成了几个重要的转折点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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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以及其后的死难者家属口述，逐渐拼凑成为一幅湖北疫情苦难的完整图

景 ；《武汉隔离》和其他类似个体经验的公开，促成了民众对各地政府隔离政策的反思，呼吁“善

待湖北人”的声音日益强烈 ；抗击疫情的医生口述，让人们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深入思考疫情

信息及时公开的意义，参与到呼吁公共卫生信息公开机制的队伍中 ；志愿者们的多个口述则让人

们看到了普通人也可以参与阻击疫情的行动，从而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实实在在的救援行动中。在

这一过程中，公众所关注的公共议程从个体经验中被提炼了出来，逐渐浮现和清晰，成为舆论的

焦点 ：从同情到对知情权的追问，进而推进到组织援助、呼吁问责和反思。 

在亲历者口述的传播过程中，各方行动者都有着自己的意图，其利益和关注点也并不一致——

亲历者试图通过公开自己的经历来解决眼前的困难 ；媒体的从业者试图通过发布亲历者口述来敦

促疫情信息的公开，并敦促国家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动，当然也为自己所在的媒体扩大影响力 ；读

者希望在转发中共享信息，并获得彼此情感上和观点上的共鸣，进而共同行动 ；政府一方面将新

冠疫情视为重大的治理危机，希望尽快控制疫情，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一方面也不断地通过官

方媒体话语的转译，尽可能弥合舆论场出现的分裂。但无论各方行动者的初衷如何，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即尽快控制疫情，使社会恢复正常的运转。这一共同的利益所在，使得上述议题从

社交媒体上的“弱修辞”逐渐增强为“强修辞”，也形成了一个包含政府机构、医护人员、志愿者、

社交媒体、互联网公司以及普通民众共同参与、阻击疫情的广泛行动者网络。

社会行动的汇聚

故事的讲述和转译会提供相关行动者进行行动选择的意义框架，即格尔茨所说的“意义之

网”㉚，事实上，大量志愿者的出现与这些亲历者口述所激发出的危机感和同情、愤怒交织的

情绪密切相关。故事的不断再生产，将不同阶层、不同利益诉求的人们联结起来，形成一系列

社会行动。

《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的亲历故事发表之后，迅即引发了公众的巨大反应。人们除了

转发和评论，更多的是关注其家人，尤其是倩倩同样染病的老父亲的情况。在各方的呼吁和帮助

下，倩倩的父亲最终得以入院治疗。类似地，公众通过转发和呼吁，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新冠肺

炎患者及其家属，有效转变了舆论场中原有的敌视态度。《武汉隔离》发表之后，记者 HWL 注意到 ,

评论区不少读者表达了反思，认为自己之前对武汉人的不友善态度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实际上确

实造成了伤害。㉛民众纷纷呼吁对漂流在外的“武汉人”“湖北人”施以援手，部分漂流在高速上

的湖北籍车主得到了不同形式的帮助。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的亲历叙事中。医院打破了前期

的沉默，默许自己的医生出面讲述缺少必要防护用品甚至食品的困境 ；这些故事同样得到了人们

的广泛呼应，民众迅速集结起来，组成各种临时性的志愿者组织，以提供医疗物资、食品和其他

服务的方式，为医护人员提供帮助 ；素不相识的人在微信群中集结起来，接送医护人员，江苏等

地还出现了志愿者组织包机为医院捐助医疗物资的壮举。同时，对红会等个别机构反应迟钝，应

急不力，发放物资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批评不仅反映在社交媒体上，也见诸主流媒体和市场化媒

体，最终，一些机构迫于压力道歉，部分官员也被问责。

对国家而言，这次疫情无疑是极为严峻的一次治理危机，初期民间情绪高涨，舆论场也处

于矛盾状态。㉜疫情中，党和国家采取了果断的措施 ：湖北几乎全境相继封锁，多位国家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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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往武汉进行视察 ；多名工作不力的地方官员被撤职 ；指令各省派出多支医疗队驰援湖北各

地，建立火神山和雷神山两所专门医院及多个方舱医院 ；全国各地均采取严厉的措施进行人员

流动管制 ；学校一律通过互联网进行在线教学。国家为了尽可能直接地听到民众的呼声，还设

立了举报热线，鼓励民众直接提供线索，对涉及疫情缓报、瞒报、漏报，落实防控措施不力，

导致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的，国务院直接派员进行督查。㉝仅人民日报社就向上报送了 4.2 万

条求助信息。对于在主流媒体、市场化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反映出的各种问题，如包括确诊和疑

似但无法住院的新冠肺炎病人、各类其他慢重症患者的治疗等相关求助和呼吁，党和政府给予

了高度重视，积极进行解决。㉞国家卫健委对数十位殉职医生追授“疫情防控先进个人”。2 月

14 日，新华社报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出包括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

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等 15 个体系 9 种机制和 4 项制度的改革。㉟国家作为最重要的行动者，

以强有力的行动做出了有力回应。

结论

文化社会学学者杰弗里·亚历山大在关于作为“道德剧”的新闻的相关研究中指出，人类是

说故事的动物。千变万化的新闻故事背后，真正不曾改变的是描述这些故事的道德框架本身。㊱

换言之，他认为，故事的框架先在于事件。但这种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未能指出，为何在灾难事

件中，有的时候“伟大牺牲－走向胜利”的叙事取得了胜利，而有的时候，“蒙难－问责”叙事的

声音渐进汇聚，并有可能推动制度的变革。本研究试图考察的正是这个问题。通过基于行动者网

络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到，亲历者讲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个体借助各

种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媒介发声时，更多元、更多边的发声加入进来，㊲最初的声音可能相对弱小，

但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这些充满情感的亲历者讲述激发了公众的情感共鸣，加深了对疫情苦难的

认知，通过转发、讨论，意义不断得以再生产，其中蕴含的公共议程逐渐得以凸显，将越来越多

的人联结在一起，并卷入阻击疫情的行动者网络之中。

叙事成为行动并非晚近之事。早在 15 世纪，法国的人道主义叙事就曾经“将读者的行动与

主人公的苦难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情感动力。㊳观察疫情中一系列的相关行动过

程，无论是亲历者、记者、编辑，还是不断传播这一故事的每一个人，以及由这些故事而面临舆

论压力的相关机构和政府部门，都需要做出相应的应对。个体叙事成为最终合力，形成通往阻击

疫情这一目标的社会行动。

尽管疫情尚未完全结束，但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亲历者口述，在这起事

件的发展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 ：个体讲述在不同行动者的努力下从私人经验走向公开，通

过互联网的转发、评论等形式得以传播，实现意义的再生产 ；其间体现出的社会问题最终在不

断的转译过程中明晰，凸显为公共议程，成为行动者网络中众多参与者的共同目标 ；亲历者口

述这一处于变化和流动中的“阐释性的过程与产物”，㊴它不断再生产的意义构建了人们的认知

和行动框架，社会各方形成朝向高效阻击疫情的合力，也形成对公共卫生信息直报制度的反思

和改革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亲历者口述不仅生产今天的新闻和明天的历史记忆，它所产生

的力量也正在汇聚为现实的社会行动——正如一位持续记录武汉疫情的诗人所说 ：“或许这才是

改变武汉命运的时刻。”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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