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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传统主流媒体因在获取疫情

资讯和行政部门相关信息上具有相对优势，成为公众

获取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观察疫情期间主流媒体报

道中的语言现象，高频出现的军事用语值得关注。“战

疫”“前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等词语的大量使用，

表明疫情期间的媒体报道广泛存在着战争隐喻。

一、文献回顾：隐喻与战争隐喻

（一）隐喻：与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相伴而行

隐喻被定义为“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

前的事物”,是直接命名生命经验或新生事物的必要手

段，①在本质上是“一个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映射的

结果”，前者称为始源域，后者是目标域。在日常概念

系统中，除却可用“直接身体经验”感受到的概念，其余

都是“隐喻性概念”。但“隐喻之所以能以语言形式表

达出来，正是由于人的概念系统中存在隐喻，”因此，

“隐喻首先是思想和行为问题，语言问题仅是派生问

题。”②对于某些并非“现成”的事物属性，我们须借由另

一“现成”的、具有明确形式化指引的事物予以认知，亦

即“借用在语言层面上成形的经验使尚未成形的经验

得以成形、得以言说。”③因此，隐喻这一转换机制中的

“喻体”，与其说是帮助认知者理解陌生的“本体”概念，

不如说是内在地规定了待认知的概念。当战争隐喻被

用于防疫后，疫情防控的局部措施和整体部署就可以

更好地被公众理解。另外，也正是战争“确定”了疫情

防控的动员方式、社会氛围和部署举措。

隐喻在始源域和目标域依靠两事物在整体上的相

似性，即作为“经验完形”的相似来建立关联。④相似性

虽受文化背景制约，但也有明显的主观成分。易言之，

隐喻的映射机制具有主观建构性，不同意识形态所引

导和制约的隐喻各不相同。因此，作为过程的隐喻受

到意识形态的选择，作为结果的隐喻同样表征了意识

形态。⑤对于结构性隐喻来说，这种建构还体现在隐喻

遮蔽了概念的某些属性，而强化了另一些，反之亦然。

无论遮蔽或强化，都体现了意识形态的筛选，隐喻和权

力关系、意识形态相伴而行，“语言的‘权力’正是‘隐喻

的权力’”。⑥

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现实是由日常的隐喻概念

建构的，且“新隐喻有创造一个新现实的力量”，故考察

隐喻的关键并非识别本体与喻体是否真的相似，而是

着眼于“伴随隐喻而来的认知和推理，以及隐喻所批准

的行为，”⑦这样才能洞悉一个隐喻被使用的真正意图

与后果。对此，诺曼·费尔克拉夫也注意到，“当我们通

过一个特定的隐喻来表示事物时，我们是在以一种特

定的方式建构我们的现实。”⑧

（二）隐喻：构成新闻框架的重要元素

隐喻概念借由凸显或遮蔽结构性概念中的某些范

畴，从而强化概念的某一属性，形成思维认知中的“隐

喻框架”，在新闻报道中即“新闻框架”。威廉·甘姆森

认为新闻隐喻是构成“新闻框架”的重要元素；鲍德温·

范高普则发展出“框架包裹”的“架构分析”，把隐喻视

为框架装置的构成要件，⑨其具体表现是，新闻隐喻重

新框架了情节结构和故事安排。台湾地区政治新闻的

“道路隐喻”为民众提供了看待政治人物与政治情境的

新视野。⑩在特定文本中，隐喻总是围绕在“修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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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I1如我国西北地区的媒体利用“团结花”“石榴籽”

“连心桥”等隐喻，以构筑多民族团结的“拟态环境”。�I2

而战争隐喻是新闻报道中使用较为频繁的隐喻类型，

在大事件报道中尤为明显。我国媒体报道“SARS十

年”的基本框架是战争隐喻，�I3“汶川地震十年”纪念报

道中，战争隐喻同样被用于情感动员，以召唤团结一心

的国家与民族精神。�I4

（三）疫情中的隐喻传播

此次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建构起战争、比赛等多个

隐喻框架，以嵌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特色文

化叙事。�I5战争隐喻被认为有助于构筑统一的防疫认

知体系，并实现舆论引导功能；对媒体而言，战争隐喻

有助于提高新闻传播的速率。�I6乡村的硬核抗疫宣传

标语再制了官方的防疫知识，�I7并通过共情、归咎、说服

等多种策略，辅之以隐喻，营造出“大敌当前的战争”这

一认知心理空间。�I8

疾病既是始源域，也会扮演目标域的角色。新闻

报道将疾病的防治隐喻为战争，但疫情期间，疾病的另

一重面向同样值得关注。苏珊·桑塔格发现，疾病本身

会被隐喻化，附着在疾病上的是某种道德评判或政治

态度，且疾病的隐喻还会相互纠缠。�I9新冠病毒作为始

源域被附着上诸多政治角力的隐喻意涵，它被部分国

家操弄为污名化中国的手段，生产出“武汉病毒”“中国

病毒”等隐喻，将公共卫生事件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20

其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问题也随病毒隐

喻的传播而潜滋暗长。�21

二、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战争隐喻不仅是简单的语言现象，更是值得关注

的社会文化现象。本文从隐喻的认知理论入手，以疫

情期间主流媒体报道为分析文本，考察战争隐喻的使

用及特征，战争隐喻如何在历史经验与抗疫现实之间

穿梭，以及战争隐喻对疫情防控的意义，探究这一隐喻

类型如何架构起不同的话语发挥其认知效果，以尝试

探索中国抗疫实践中媒体话语的独特性。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对《人民日报》《湖北日报》

《长江日报》及其新媒体平台的疫情报道，以及广东、河

南、浙江、湖南、安徽、北京、江西等地省（市）委机关报�22

（因这些地方在疫情早期的确诊人数较多）的疫情报道

进行分析。主流媒体担负宣传的使命和舆论导向的基

本功能，�23其报道文本更能彰显战争隐喻的使用意图与

意识形态，而且在对军事化话语的使用中，主流媒体发

挥的影响比其余媒体更大。�24本研究所选择的文本主

要分布于两个时段：一是2020年1月21日至4月9日（1
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媒体开始

大量报道与疫情相关的新闻），4月 8日武汉解除离汉

各通道的封锁；二是 2020年 4月 9日之后，新闻报道分

析战争隐喻的历时性影响。

在获取文本之后，首先对相关新闻报道文本进行

隐喻识别；其次采用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揭示隐

喻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其基本操作框架包括隐喻识

别、隐喻阐释、隐喻解释，�25通过甄别文本中的隐喻及其

对应的始源域和目标域，探寻其背后的认知意义，并结

合跨域联结的经验，解释隐喻为何能够发生，进而分析

各隐喻之间、隐喻和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结合话语

的社会实践，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

三、战争隐喻的表现形式：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的本体和喻体间的映射具有规律性、结

构性对应关系，�26体现为隐喻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疫情

报道的战争隐喻表现出结构隐喻的特征。“防疫”即“战

争”的隐喻命名策略�27将疫情防控定义为“战争”，设置

了理解疫情的战争框架。疫情报道的诸多表述都与战

争的四个次范畴相对应（见表1），构成了一个系统连贯

的隐喻结构。

表1 疫情报道的战争隐喻类型

战争类型-防疫规模

战争人员-防疫人员

战争行为-防疫措施

战争空间-防疫场所

人民战争、整体战、总体战、阻击战、攻坚
战、大会战、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战斗员、铁将军、白衣战士、战地记者

请战、请缨、作战、抗击、阻击、狙击、冲锋、
冲锋陷阵、厮杀、歼灭、突击、奋战、斗争、
指挥、执甲、出征、驰援、支援、决胜、打赢、
全胜、打硬仗、拉响警报

战场、微型战场、安全墙、火线、一线、防
线、战斗堡垒、战斗桥头堡

战争隐喻划定了不同地区的作战层级，借以凸显

不同地区疫情的严重性，构成了不同的战争类型。国

家层面的防控措施被隐喻为“攻坚战”“总体战”，武汉

及湖北省其他重点区域的防控措施被隐喻为“武汉保

卫战”“湖北保卫战”。未获战争命名的地区，则通过历

史资源赋予当地防疫以特殊意义。《河南日报》借用长

征中的“娄山关战役”“腊子口战斗”�28来命名当地的防

疫举措，这两场战役的共同点在于突破了天险关隘而

被视为长征的重要节点。媒体借用历史事件，激活长

征这段集体记忆，隐喻映射现实、激励人心、鼓舞士气。

战争隐喻将与防控疫情的相关人员都隐喻为“战

斗者”，在媒介话语上被建构为“作战主体”。“这里没有

教授和医生之分，没有护士长和护士之分，在这里大家

都是战斗员，”�29“《河南日报》杨晓东正在武汉探亲，秒变

战地记者，”�30而女性防疫人员则被隐喻为“巾帼英雄”。

战争行为将疫情防控的所有措施都隐喻为战争手

段。战争行为的隐喻分为两类：一是将某一具体行为

命名为与战争相关的举措。“请缨战疫的四姐妹正式就

位，开展咽拭子标本采集，”�31“罗春梅和唐棠终于等来

了出征命令，在开赴一线的途中，两人收到前方 3位战

友发来的信息。”�32媒体将主动参与一线防控的行为隐

喻为“请缨”作战，将各地医疗人员援助武汉之举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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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兵”与“出征”；二是将防控疫情的总体措施隐喻为

战争行为。“全省医务工作者和援鄂医疗队员白衣执

甲、逆行出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即动、勇挑重

担，”�33这段引文密集地使用了高度隐喻化的战争修辞

以概述医疗人员的防疫行为。“战斗”的命名赋予常规

医疗行为以迫切性、激烈性，在情感上更具张力，易引

起受众注意，以提高警惕心。�34

媒体还将防疫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都隐喻为

“作战空间”，将二者纳入一体化的防疫“作战”区域。

“这个春节，夫妻俩无暇照顾家中的父母和3岁的儿子，

坚守在各自的战场上。”�35医院承担防疫主力，被隐喻为

“战场”；通过战争空间隐喻，将家庭私人空间纳入“战

场”之中。同时，空间隐喻动用高—低、前—后等基本

空间关系，如医院是“一线”，家庭是“后方”，两者的对

比体现了防疫重要性的差别。党员、群众、社会单位等

被共同隐喻为“防线”，这一宽泛的能指将社会各领域

都动员为“战疫”的空间。在个体化加剧的社会背景

下，战争空间的隐喻推进了防疫的集体化。�36可以说，

战争空间隐喻造成了“处处皆战场”的拟态现实。“战

争”被日常化，疫情防控行为也变得更加常态化，这在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公众保持防疫意识，促使他们将心

理认知转化为防疫举动。

在疫情之初，媒体报道中已出现“战胜疫情”�37“没

有硝烟的战役”�38等战争修辞，将疫情防控界定为一场

对病毒的“战争”。随着疫情发展，战争修辞逐渐铺陈

为一组系统性的结构隐喻。隐喻在被认知时需要遵循

自洽原则，即隐喻使用者须自主整合、协调概念方可接

受隐喻。�39上述次范畴结构将“战争”拆解为更具体的

元素，令其更趋丰富、自然，也为接受者整合战争隐喻

概念提供了素材库，使隐喻更易被接受者认知，从而促

进了“战时状态”这一整体概念的接受。

四、战争隐喻的理据：中国防疫实践的经验性

战争与防疫之间形成隐喻的理据，在于二者之间

存在“经验完形”的相似性。使用战争隐喻凸显“对立

认同”，给予病毒以敌人般的痛恶，塑造出“敌我对立”

的语境，疫情防控由此被建构为“战时同盟”的抵抗过

程。由此，战争隐喻发挥了疏导社会焦虑、缓和社会矛

盾的治理功能。�40除了上述心理认知层面的解释，理解

战争隐喻还应考虑到中国防疫实践的经验事实，以及

“防疫即战争”隐喻中的经验性理据。

（一）战争与防疫的行动主体契合

战争的主体通常为国家，战争和国家的形成有着

天然的亲缘关系。在国家政治领域中，战争本身不是

修辞，而是象征着国家起源的重要话语。防疫亦为国

家之责。现代国家不仅要提供各种公共品，而且承担

了公民就业、社会福利、生老病死等各方面责任，二者

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内容。�41

此次疫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

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42化解危机、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秩序就成

了国家的责任。各级卫健委、疾控中心等直接负责传

染性疾病防控，实现了“疾控的国家化”，而国家机构中

公务人员的出动则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出场。在战争人

员的隐喻中，媒体使用大量篇幅报道一线的防控工作

人员，将其塑造为“战士”，同时挖掘各行业的“英雄”。

《人民日报》“一线抗疫群英谱”、《湖北日报》“党旗飘扬

抗疫一线”等专题报道更是浓墨重彩地挖掘了一系列

典型人物。无论是一线医护人员、民警、军人，还是基

层干部、社区工作者等，大都可被视为国家权力在具体

领域的“代言人”。将这些公务人员隐喻为作战主体，

就使得“国家”这个抽象概念成为战争背后真正作战的

行为主体。

（二）话语动员与“战时状态”

疫情不仅深刻挑战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还“暴露出

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43疫情发生后，防控疫情成

为各部门的工作重心，高强度的防疫节奏被建立起来，

并形成“疫情即战争”的舆论声势，以全面动员民众。

而战争同样依赖于结构性的组织动员能力与一个使战

争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或官僚

制，就无法有效地推进战争，�44其原因在于组织能有力

动员人力资源，将行政、武装部门转入战争轨道，以配

合战争需要。因此，战争与防疫在动员层面构成了相

似性的“经验完形”。

战争人员的隐喻是组织动员在媒介话语中的反

映，它赋予防疫工作者以“战士”“英雄”的身份，最大限

度地调动多主体参与疫情防控。战争隐喻不仅有助于

通过话语进行动员，还将防疫隐喻为“战时状态”。该

状态的实质性特征在于，国家的权力临时集中于特定

的中央或地方机构，公民的部分个人权利受到限制。�45

政治权力作用于生命，更让个体空前地面临到政治哲

学意味上的“例外状态”。�46无论是生活的直接感受，抑

或哲学层面的生命反思，都将疫情防控指向特殊的社

会状态和生命形态，这就是被媒介话语命名的“战时状

态”。《“战时”状态要有“战时”作为》，以战争隐喻对湖

北当地的党政干部提出工作要求，�47而它在现实中所对

应的，正是上述诸种非常的行政之举。

防疫举措与战争经验互构，具体的防疫过程——

国家发起、组织动员、宣布战时状态体现了战争式、军

事化的行为风格，战争隐喻反过来令使用者将防疫带

入上述战争框架中。这与新中国历史上战争与防疫互

构的渊源分不开。建国之初，传染较广的结核病、血吸

虫病、麻风病等被视为帝国主义危害中国百姓、损害人

民健康之举，消灭疾病即是消灭“政治敌人”。�48因此，

医疗层面的“战争”不仅隐喻了疾病防控的举措，也包

含了“克敌制胜”的意识形态内涵；1952年2月，美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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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场上空投带菌害虫，全国掀起了以反对美军细

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49地方政府成立了防疫

委员会，发动群众订立防疫公约，各阶层群众情绪高涨

地投入其中。其后，以群众运动为基本工作方式、遍及

全国城乡的疾病防控进一步常态化。“国家化”与广泛

的社会动员演变为新中国面对疾病与卫生的惯常对

策，这使得战争隐喻与卫生防疫的关系日益密切。20
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卫生事业的技术化，发起卫生运

动已不再必要，�50但运动的策略与形式却有所保存。当

面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诉诸集体式的防疫、群体性

的动员，并将卫生防控上升到“战争”层次亦屡见不鲜。

在西方语境中，战争隐喻的使用通常被认为带有

负面效果，如蒙哥马利认为，军事隐喻是通过激发恐惧

的感觉从而促使公众采取防御性的医疗行为。�51具体

分析中国在地的防疫实践，就会发现这一解释的说服

力不足。在中国，与其说战争隐喻与防疫的相似性体

现在恐惧等心理认知层面，不如说它来源于具体的卫

生运动历史与疾控的集体记忆。在我国疾控史上，国

家、组织动员、高度紧张的防疫状态相互交织、密不可

分，作为修辞的战争隐喻正是指向了这一中国特色的

防疫过程。一旦政府和主流媒体启动这一隐喻，就意

味着其所对应的事件被纳入到了高度政治化的进程

中。从这一角度来说，战争隐喻不仅是媒体面对疫情

报道时下意识选择的宣传修辞，更是反映了面对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处置应对的经验习惯。由此，战

争隐喻既是媒体的新闻修辞，也是从历史中沉淀而出

的政治修辞。

五、战争隐喻：疫情防控与国家治理的
媒介呈现

（一）隐喻的启动与危机治理

战争隐喻诞生于重大的社会危机中，这场危机指

向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对个体而言，未知的疾

病威胁人的生命安全，构成生存危机；对社会而言，为

防控疫情，社会流动性不得不减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

序受到影响；对国家而言，疫情在公众舆论与社会治理

方面都构成挑战。疫情暴发之初，官方采取初步应对

措施，一些疾控单位成立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启动

紧急监测，�52但由于信息流通不畅，公众在初步感知疫

情风险的同时难免产生焦虑、不安情绪。另外，疫情暴

发冲击了常规的治理机制，构成了国家治理在卫生疾

控领域的挑战。因此，国家一方面有必要开启特殊的

疾控治理；另一方面以危机管理的方式，利用媒体对社

会进行引导与控制。�53

在这种语境下，重新审视战争隐喻的诞生，便不妨

将战争隐喻的启动理解为国家治理的媒介信号。由于

国家、战争、组织动员与医疗防疫的“亲缘关系”，当公

众感知到防疫被定义为“战争”时，便能激发相似的历

史经验与集体记忆，从而领会到即将开启的紧急动员、

集体防治等诸多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说，战争隐喻的

出场不啻为国家权力在场的证明，它不仅回应了公众

的焦虑情绪与舆论质疑，同时也暗示了一场危机治理

实践的开始。

（二）战争框架：在刚性与柔情之间

疫情暴发后，疫情防控工作成为社会生活的重中

之重，媒体不断衍生的战争修辞内部发展出两个充满

张力的框架：刚性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和充满人情味

的“柔情之战”。

媒体使用多种战争隐喻修辞，将看不见的治疗过

程建构为看得见的、清晰易感的“战争”，进而将整体

的、宏观的疫情防控建构为消灭疫情的“没有硝烟的战

争”。这些修辞既包括泛化的军事用语如“作战图”�54

“用药如用兵”，�55也包括文学化修辞如“征衣不解”�56“战

鼓铿锵”，�57此外还运用“不破楼兰终不还”�58“修我甲兵，

与子偕行”�59等战争诗词，来叙写防疫过程与人员心理。

隐喻修辞相对普通的报道语言更具感染力，媒体借此

表现雷厉风行、激烈焦灼的战争之举，也营造出同仇敌

忾战胜疫情的“战争”气氛，有利于号召和动员公众。

媒体调动多种报道手段，展示了一场饱含温情细

节与感人事迹的“柔情之战”。近年来，主流媒体在“重

夺麦克风”的过程中，善用情感传播策略，重塑“有温

度”的媒体形象。�60“温情”报道与宣传的政治要求不无

关系。此次疫情中，党中央要求媒体“广泛宣传一线医

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志

愿者等的感人事迹，在全社会激发正能量、弘扬真善

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61在宏观叙事的同

时，媒体也致力于微观的情感叙事，其具体策略有三：

第一，运用平民主义�62报道视角，看见“平凡英雄”。除

了“国家代言人”之外，战争主体的隐喻也赋予了普通

劳动者。《人民日报》的官微将外卖员、社区保安、地铁

检修工等都称为“战疫一线”的“战斗者”。主流媒体关

注普通劳动者，冠之以“英雄”“战斗者”的隐喻，折射出

平民主义视角。战争隐喻发掘了社会各领域为防疫作

贡献的工作者，不分性别、职业、阶层，均被赋予相同的

隐喻身份。“平民英雄”的建构拉近了“战争英雄”与普

通公众的心理距离，微小而平凡的坚守亦有助于疫情

防控。第二，突出温情细节、悲情事迹，打造具有“人情

味”的报道。媒体从多角度塑造“战疫”典型人物，既表

现“英雄”的刚强，又还原平凡个体的柔情。其中，“战

地夫妻”是备受青睐的报道对象，如宣武医院急诊科邢

正涛白钰夫妇，�63 媒体着力表现夫妻俩共同战疫的“战

友情”，以及相互关怀打气的细节。“邢正涛特意请同事

将妻子与他的名字并排写在了防护服上，同时写上了

大大的‘我爱你’三个字。‘这是我们最浪漫的战地情

书。’”�64简短的“我爱你”被隐喻为“战地情书”，为战疫

增添了人情味。2020年2月21日的《人民日报》微博视

频中，一名医生因参与防疫半月未回家，女儿过生日时

也只能站在门外哽咽地为她唱生日歌。媒体诉诸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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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让网友感念这位医生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付

出。第三，诉诸情感共鸣策略，引发公众同情与共情。

主流媒体利用新媒体平台双向传播的特性，在挖掘典

型、传递温情、设置议程的同时，也邀请网友共同参与

议程、沉淀情感。“晒晒最美的她”“晒晒身边的战疫英

雄”等微博话题，“众筹”了公众碎片的、零散的生活所

见，让公众切身感受到与媒体报道相似的情感体验。

如果说刚性的、“硝烟味”的战争隐喻界定了防控

疫情的战时性质，提高了公众对于疫情的警觉心理，推

动了社会各领域的紧急动员，那么柔性的、“人情味”的

战争隐喻则以情动人，促进了医护人员、一线防控人

员、平凡工作者与公众之间的凝聚，以情感策略团结社

会，聚合起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同胞温情。刚性的隐

喻框架偏重认知效果，柔性框架则使隐喻退化为单纯

的修辞手段，使“战争”的过程更趋丰满。总之，战争的

两个属性看似具有不小的内部张力，但却有机地统一

在隐喻表达下。

六、结论

战争隐喻看似是简单的语言修辞，但内蕴了丰富

的政治潜能与文化意涵。透过对隐喻的思考可以钩沉

出这一修辞背后的社会心理和思维习惯。

战争隐喻首先是政治话语，其次是媒体层面的新

闻修辞。从隐喻的认知研究来看，战争隐喻的启动依

赖于相似的经验。在中国的防疫实践中，当媒体以“战

争”来隐喻疾病时，其指向正是“疾控国家化”的治理经

验。因此，单从心理认知层面解释战争隐喻与防疫的

关系——譬如诉诸战争可使公众产生憎恨、恐慌情绪，

从而“同仇敌忾”消灭疾病——则容易落入西方语境下

战争隐喻研究的窠臼，不足以解释本土的问题。

战争隐喻所触发的相似性经验并非战争情绪，而

是沉淀在疾控史和国人集体记忆中的具体治理手段和

疾控方式。正因为这些方式与战争有千丝万缕的关

系，二者之间才能建立跨域的联系。既然战争隐喻指

向“疾控国家化”的防疫经验，那么在疫情始发时，政府

和媒体的战争隐喻也就引出了国家权力的在场。因

此，疫情报道的战争隐喻内蕴了丰富的政治潜能与文

化意涵。它呈现了疫情防控的国家化，也表现出我国

抗疫实践中媒介话语的独特性。然而，战争隐喻的效

用会随国家治理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战争隐喻的

使用要考虑其所对应的社会语境，方能发挥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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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未来媒体视野要求我们实现媒介融合

发展思维的融合。事实上，媒介融合发展思维的来源

有很多方面，如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和政策法规等。这

些来源不同的发展思维共同汇聚到媒介融合发展中，

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发展思维层面的融合。如全媒体思

维由理论研究和媒介实践共同推动形成，“四全媒体”

“全媒体传播体系”等理念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发展思

维。此外，其他实践领域的发展思维也会给媒介融合

发展思维提供支持，如来自互联网公司的互联网思维

就对媒介融合中的一体化发展理念、用户观等产生了

重要影响。随着媒介融合研究领域和维度的拓展，更

多实践领域的发展思维可以为媒介融合发展思维提供

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未来媒体视野并不是号召所有研

究都体现未来媒体内涵或者媒介融合的未来路径，而

是提醒研究者要注重发展时空和发展思维方面的融

合，从而让媒介融合研究更适应媒介融合发展实际。

四、结语

本文提出了探究新阶段媒介融合问题的三重视

野，即万物皆媒视野、社会发展视野和未来媒体视野，

以适应媒介融合研究和实践的需要。需要指出的是，

这三重视野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它们都实现了对媒介的超

越，共同构成了“超越媒介”的基本视野：万物皆媒视野

是超越媒介形态的视野，社会发展视野是超越媒介领

域的视野，而未来媒体视野则是超越媒介时空和传统

发展思维的视野。此外，本文提出的研究视野并不是

对已有研究视野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基于媒介融

合发展实践和研究现状对各类视野的归纳、整合与升

维。一些媒介融合研究事实上已经基于这些视野展开

探索，但对于整个媒介融合研究领域来说，还需要将这

些视野应用于研究当中。唯如此，才能在正确的方向

上开展媒介融合研究，引领深度融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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