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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知识挑战: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的几个历史性问题

王维佳

摘　 要:后金融危机时代各种外部历史条件变化给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挑

战。 将新闻传播学放置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40 年的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分析主流知识

界现代化方案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表现,可以发现,随着全球政治经济

体系的转型,特别是中国发展模式合法性的显著提升和西方社会政治境遇的转变,中国知

识界从外部理想政治蓝图出发的转型方案遇到了明显困境。 面对新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

的新一轮调整,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着价值定位和理论框架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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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 40 年发展单纯地看作一个与西方学术体系“接轨”的“现代化”过

程,就会忽视中国本土政治进程对这一学科思想路线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无论是改革头十年的指点

江山、宏大叙事,还是后三十年向专业领域的退守和深耕,新闻传播学界的社会定位和学术取向始终

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保持着积极的互动。
中国城市改革伊始,“全盘现代化”的政治思维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一部分改革主导者的互

动,加强了他们重构上层建筑的信心,也巩固了他们与此相配套的价值取向。 包括新闻学者在内的

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将自己当时的文化政治表达认定为一场新的“启蒙运动”。 在这里,“启蒙”不仅

意味着除旧布新的变革意识,还意味着他们有着十分明确而完整的“现代化”蓝图,即按照成熟市场

关系下的各种法权秩序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直至重构整个中国的上层建筑领域。
作为这个“现代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初期的新闻传播研究主要完成了几项相互承继的

任务:一是努力推动新闻传播理论从“政治化”向“科学化”转型,以此完成对中国前一个历史时期传

播理念和传播机制的涤荡;二是建构“人类传播”由落后到先进的一套历史主义叙述,以此确立西方

社会商业传播模式下各种原则、伦理的合法性,并廓清中国传播业的具体转型路径;三是提出了信息

服务、受众需要、媒体属性、商品机制、新闻法等理解现代传播机制的“元问题”,框定了日后新闻传播

研究政治想象力的边界①。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虽然引入市场机制和发展商品经济仍然是改革的基本共识,但国家决策

核心对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已不再有明确的外部蓝图作为参照目标,而是让政治体制和宣传领域的

改革实用性地服务于经济增长的需要,其必要性仅仅在于“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

①对这些话题的讨论情况可参见:李良荣. 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新闻大学,1995,1:3-8. 丰纯高.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
新闻理论领域若干问题的探讨与争鸣. 新闻爱好者,2018,6:10-16. 刘保全. 关于报纸和新闻有无商品性问题讨论综述. 中国人民大学
学报,1994,2:74-78.



彻” [1] 。 这一时期,市场经济所激发出的各种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校和科研院所也顺应新的社会环

境向着科层化、专业化的方向转型。 新闻传播学者们开始以专家身份投入到市场经济和学科建设的

各个分支领域。 他们的思想气质、组织方式、社会地位和知识生产机制都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
甚至有学者用“从政治新闻学向学术新闻学转变”来概括这一过程[2] 。

然而,这些变化却并不意味着“新启蒙”意识在主流知识界的终止。 新的政治、制度条件带来的

不是求知方向和价值定位的变化,而更多是议题层次和话语策略的变化。 在新闻传播学界的讨论

中,大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传播领域的现代法律体系与制度体系构

建,小到传媒行业的规制管理、传播业操作的专业伦理、各种媒体事件中的价值判断等等,都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所创设的同一套观念体系中各就其位,只是议题的时代特色、表述的复杂程度和研究的专

业规范等稍有变化①。 在中国知识界的主流看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综合结果仍然不是未知的,而
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历史状况,一个被各种文化叙述建构的现代社会范型和“历史终点”。

随着中国融入市场经济的程度逐渐加深,各种新问题、新矛盾也开始涌现出来。 在这一背景下,
到了 20 世纪末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涉及历史、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阵营分化[3] ,
“中国向何处去”重新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4] 。 这集中体现在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及

其对“新启蒙”共识的反思和扬弃上。 然而,在这些激烈的辩论中,很少涉及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问

题,而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也基本上隔绝于这些宏大议题的讨论。 这种现象当然不只存在于新闻传

播学科。 实际上,参与公共问题争论的知识分子数量十分有限,而且多数来自人文学科,其中最重要

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科学各个分支的知识资源已经被大量吸纳入行政领域和市场领域,而人文学科的

发展由于缺少相类似的市场动力,反倒保留了一定的反思空间。 因此,这种现象本身即是一个学术

研究中“专业性”和“独立性”之间的悖论关系使然。
然而,在新闻传播学界,正是因为缺少了对市场社会权力关系运作的必要反思,导致“专业性”和

“独立性”之间形成了一个完全正相关的“话语接合”(articulation)。 这特别体现在知识分子关于“新
闻专业主义”的讨论,以及这些讨论背后关于“国家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等一系列政治预设之

上,其中可以体察到色彩鲜明的冷战思想遗产②。 即使是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

几乎无法继续的条件下,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倡导仍然是这一学科主流知识分子坚定的价值导向,
足见“新启蒙”意识在新闻传播学科中的强大延续性③。

隐藏在“专业性”与“独立性”这一话语接合背后的自然是早期“政治宣传”与“信息服务”之间二

元对立关系的讨论,以及从中引发出的对新闻商品属性的确认。 这一前后接续的理论思维给传媒领

域大规模引入商业模式确立了极大的合法性。 当“市场化 /专业化”准则的确立在中国大众传播的发

展中被视为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控制走向自主的过程,市场选择机制所产生的各种传播资源分

配不公正问题也就很难成为一个新闻传播学所关注的严肃话题。 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很少注意到,
伴随着传播资源的不均衡配置,新生的市场化媒体正在扮演着重新整合社会力量的“政治作用”:以
注意力经济和广告营收为主要运作方式的都市传媒一方面占有大量舆论权力,另一方面又由于经济

理性的原因集中倒向社会优势群体和大众消费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损耗了国家传播资源的公共服

务功能和群众代表性。 正是由于新闻传播研究在整体上仍然沿袭了冷战末期的“新启蒙”意识,而没

有纳入关于市场关系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充分辩论,中国传媒领域的这一重要变化只能停留在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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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世纪之交,主流新闻传播学者基本政治共识的延续性可以借由一些偶然出现的学术论争展现出来,具有
代表性的是 1998 年到 1999 年间,围绕着喻权域的文章“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而展开的大量质疑和批评。 参见喻权域.
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 新闻大学,1998,3:5-12. 姚福申. 就若干新闻学基本问题与喻权域先生商榷. 新闻大学,1998,4:17-
20. 孙旭培. 学术规范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兼与喻权域先生商榷. 新闻大学,1999,1:13-20. 李位三. “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
式———与喻权域同志商榷. 新闻大学,1999,1:8-12. 刘建明. 学术要求实历史要求真———同喻权域先生商榷. 新闻大学,1999,3:6-9.

王维佳. 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潘忠党,陆晔. 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 国际新闻界,2017,10:91-124. 吴飞. 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 ———公民

新闻运动与专业新闻人的责任. 新闻记者,2013,3:11-19.



究的边缘地带①。

二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知识界于冷战末期形成的现代化方案虽然经历了各

种能指转换,但基本上得到了延续。 由于市场机制对知识生产的强大吸纳能力,加之商业媒体对精

英话语的强力催化,存在于知识界中的小范围争论和反思远不具备撼动这些现代化方案主导地位的

能量。 在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年代里,期待引入西方市场经济法权关系和社会文化运行机

制的主流知识分子阵营与规定了制度改造基本底线,并以增长和发展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官方决策体

系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政治张力,但却能够谨慎地维系相互之间的平衡关系。 然而,一旦历史条件发

生变化,话语权力的天平就会发生倾斜。 当下的主流知识群体正处在这种新时期变动下的“失衡”
之中。

首先,中国在 40 年中未曾动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因为经济和科技上的巨大成就而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基础,这极大地削弱了主流知识界现代化方案的影响力,使得他们原本清晰

的“转型”方向开始变得模糊。 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中国逐渐转变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被动追赶者

角色,围绕国家主体形成的发展主义表述在大众中获得了更多的正面呼应,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

也开始着力于以“中国模式”“中国特色” “中国奇迹”来概括近 40 年的发展经验,由此,聚焦于融入

全球普遍性发展路径的知识群体开始面临越发严峻的信任危机。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要想实现学

者们心目中理想的传媒制度体系和伦理体系,前提就是超越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土壤和传统实践范

式。 对他们来说,传播观念的转型本应是一个从此岸跳跃到彼岸的过程。 对中国本土经验合法性的

强化显然给这一历史使命的实现制造了巨大障碍。 正因为如此,我们会看到近些年来从主流学者到

商业媒体对“模式”“特色”“奇迹”的各种拒斥和嘲讽。 他们仍然坚持,不符合普遍主义进步方案和

理想政治蓝图的发展不具有合法性。 这样,原本存在于官方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现代化方案分歧不但

日益明朗化,而且已经转移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议性话题。 至少,随着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变

化,对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忽视已经变得不再可能。
更重要的是,正是新启蒙思想的追随者们在改革开放后尽力埋葬的许多传统政治遗产在中国的

发展成就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这给现代化的原宗教旨带来了更大打击。 例如,中国在 20 世纪所建

立的完善主权体系和国家能力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坍塌,也没有随着进入世界贸易体系而大幅削

弱。 全球化时代所奉行的华盛顿共识在改革开放决策者那里最终只获得了实用性和策略性的应对。
这种对基础性国家能力的坚持成为中国经济与科技实力迅速提升的必要条件。 我们很难想象没有

国家的保护和扶持,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信息科技、信息服务等充当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引擎的

领域可以一跃跻身世界前列。 而“国家”的在场是现代治理的综合方案,它不仅影响科技和经济发展

的前沿领域,也自然会维持对文化和社会舆论领域进行基础性干预的能力。
此外,中国 20 世纪的现代革命涤荡了传统社会基于性别和阶级的众多不平等要素,在改革开放

之前打造了一个虽然水平有限,但是覆盖面巨大的公共服务体系。 这一建设成果与一些作为社会发

展动力的传统文化因素相结合,使得中国基层劳动者的现代意识、组织化程度、文化水平、劳动技能

都远胜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改革开放后,这些原本基于能力平等观念的社会主义福利意外地保障

了中国社会对商品经济生产和消费的适应能力。 在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的初期,由于缺少对农村经济

和传统工业领域的保护,大量优质劳动力向中心城市迁移,支撑了中国新兴制造业的低成本快速发

展。 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和积累,当中国开始向服务业转型的时候,一个体量庞大且生机勃勃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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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一领域数量有限的代表性成果可以参见赵月枝的相关著作:赵月枝. 传播与社会. 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2011. Yuezhi Zhao. Media,Market,and Democracy in China: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Vol. 139. University of Illi-
nois Press,1998. Yuezhi Zhao. Communication in China:Political Economy,Power,and Conflict.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8.



镇消费群体又创造了全球发展最为迅猛的商品市场,其相当可观的购买能力和发展潜力正赋予中国

在国际市场上更多的主动性。 这个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离不开常常被新启蒙思潮所否定的革命

历史遗产,让很多新兴经济体国家望尘莫及。 这也是为什么贫富差距和知识鸿沟过大的印度和消费

市场规模十分有限的俄罗斯难以产生“奇迹”的重要原因。
中国整体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不仅给主流知识分子的观念框架带来直接的挑战,还通过

引发社会舆论变革而动摇了长期稳定的精英话语体系。 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文化的代际更替

和地缘更替上。 出生于 1990 年代以后的新一代都市青年与以往的中产阶级有着明显差异,在市场

经济和消费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几乎完全外在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众多历史性争论,也因此甩掉

了作为“现代中国人”的各种思想包袱,并且正以独特的文化实践抹去各种宏大讨论与“小时代”生

活的相关性。 与此同时,随着网络经济和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个被知识精英戏谑为“小镇青年”
的新兴力量也在大都市文化圈之外异军突起,常常与中心城市的中产阶级文化形成对峙局面,显著

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舆论格局。 在“中国崛起”这个被长期建构的历史语境下,这些年轻群体的身份

认同已经排除了启蒙派知识分子的各种忌讳,常常与一个强大的、先进的、甚至是任性的中国联系在

一起。 在有关“小粉红”“帝吧出征”“战狼二”的热烈争论中,我们能够分辨出传统知识分子政治语

汇的影响力正在迅速衰落,逐渐丧失了对大众文化发展方向的掌控能力。

三

当前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还不仅是“中国特色”这个意外挑战,更是“普遍主义”正在全面衰落

的悲剧现实。 当西方世界的全球化建制派精英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权威流散和信任危机时;当各种

右翼的基层社会运动在欧美国家大范围兴起,直至影响到自由主义政治建制的稳定运行时,中国部

分主流知识分子 40 年来潜心构造的现代化蓝图正在失去它的历史范本。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开始从冷战高峰期的阵营对峙向单级全球化

体系转型,这集中体现在尼克松政府在国际关系、经济政策、金融体系、科技和制造业体系等各个战

略领域的全面“重校” ( recalibration) [5] 。 它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各种战略资源被重新配

置。 学者们一般较为重视这个转型过程的经济层面,例如传统制造业开始从欧美地区转向劳动力价

格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金融业、信息科技、信息服务、文化传媒等屏蔽了传统工会组织文化和福利

社会方案的产业则在美国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 然而,这一转变的影响不仅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中心

地带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也意味着这一地带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的全面调整。
随着产业转型,欧美经济体中与金融、信息等产业相关的地理区域和社会阶层迅速兴起,并凭借

与日益垄断的传媒行业建立价值同盟而掌控了文化领导权;而曾经作为新政时期社会民主大本营的

“铁锈地带”( rust belt)则被置之不顾,大量基层劳动者不仅面临经济上的危险处境,也日益感受到文

化尊严和价值认同上的困境。 这种越来越大的社会鸿沟孕育着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全

面危机,终于在“重校”40 年后的今天集中爆发。 从欧洲到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四处蔓

延,各种抵制全球化建制派的“非主流”政治力量搅动起基层劳动者的怨愤纷纷登台造反。 因此,持
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单级全球化不仅面临着中国崛起的冲击,更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难以

化解的深刻矛盾。 从这种模式中建构出台的“现代化方案”再也无法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

带树立起榜样,只能由少数建制派的自由主义精英勉力维持。
对于新闻传播研究来说,这一变化引发的最大冲击在于媒体行业社会影响力的衰落及其传统运

行范式的解体。 作为现行全球化方案的坚定拥护者,欧美国家的传媒业精英与自由主义建制派权威

一直处于同一个政治阵营,因而也成为新崛起的各种社会风潮直接攻击和奚落的对象。 我曾经用

“媒体建制派的失败”来概括主流新闻界的当下处境[6] 。 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精英们曾经是深受大

众信任的进步主义者和改革引领者,如今却处于被保守派政客和底层劳工大众夹击的困境。 不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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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随着数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大规模采用,商业传播模式的反馈效率和变现诉求被

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大大压缩了媒体行业知识分子表达的自主性空间。 这些产业经营领域的

变化自然会解构掉已然十分成熟的各种专业操作范式,我们很难设想缺少专业知识分子的商业新闻

生产还能保留“新闻专业主义”。 这些新变化对于几十年来居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主导思路形

成了巨大挑战。 由于缺少对西方社会传媒业运行外部政治经济条件的把握,而且长期忽视对传媒领

域生产关系的分析,主流传播学者只能错把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实践范式和伦理规范当作是一成不

变的完美体系,当这个体系面临崩溃的时候,学者们能做的也无非是用“后真相时代”和“无知的大

众”来表达无奈和怨气,甚至空谈保卫专业主义的情怀来画饼充饥。
随着先进发展模式的褪色和主流传媒业影响力的下降,与之紧密关联的全球主流文化也面临退

场。 美国学者南希·弗雷泽用“进步新自由主义的终结”来定位当前时代的思想史坐标。 她这样概

括前一个历史时期的流行社会思潮:
在产业劳工陷入重重困境的时代,社会上却充斥着“多样性” “赋权”和“反歧视”的夸夸其

谈。 这些主流观念将“进步”等同为精英主义而非平等;将“解放”等同为少数“富有才华的”女

性、少数族裔及同性恋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 这些成功人士的“解放”强化了大公司官僚体

系内赢者通吃的逻辑,而不是将其废除。 这些自由个人主义者所理解的“进步”,逐渐取代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盛行的解放观念———反等级制、平等主义、阶级意识,以及反资本主义……这

场改革运动恰巧与新自由主义同时兴起,一个决心推动资本自由化改造的政党找到了它的完美

同伴———那些大公司体制下精英化的女权主义者,他们也是一心专注于“社会地位提升”与“打

碎玻璃天花板”的进步新自由主义者。[7]

这一十分精当的概括不仅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知识精英,应该也适用于凭借现代传

媒文化与中心地带紧密勾连的中国知识精英。 可叹的是,这套时髦价值观在中国都市中产阶级文化

中立足不久就面临严峻的挑战。 如今,原本充当“进步新自由主义”言论阵地的传统商业媒体因为资

本外流并转向更加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而迅速瓦解;而社交媒体的繁荣激发起那些原本沉默无声

的,而且往往是“政治不正确”的基层文化表达,让大都市的知识精英因为陡然间失去了自诩的进步

代表性而惊慌失措。 与这种文化转向紧密关联的是知识界的变化:一直紧跟国际潮流,刚刚完成了

由宏大叙事向自由多元主义转型的新启蒙知识分子突然间又遇到了历史变革带来的叙述障碍,陷入

日暮途远、进退失所的困惑。

四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和实行,执政党在中国发展中的角色及其治理方式面临适应历史条

件变化的新一轮调整,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四个全面” “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和全面权力统

筹结合在一起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这种结合到底是适应时代的主动战略转型,还是市

场经济深入演进的客观要求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现实趋势是明显的,为了配合

市场经济初始阶段资源配置需要而被放逐到专业领域的各种决策权和执行权将会渐渐被回收到政

治领域。 市场经济与权力统筹的结合全面颠覆了主流知识分子关于执政党、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

关系的一整套政治设想,使得中国的发展逻辑开始与新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方案发生系统脱钩。
在中国知识界,这些新的变化将直接导致原本清晰的各种界限和关系发生结构变化:
首先,“全能型”国家原本只存在于新启蒙知识分子理论批评的想象中,与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充

分向专业领域放权的国家性质难相匹配。 然而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中的

权力将会得到空前巩固和提升,国家对社会的监控和支配能力也将随之显著加强。 “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统筹势必会影响到文化传播领域的治理方式和规

制力度,这将导致新启蒙知识分子最为担忧的自由度和专业化问题。 只是这一过程并不像他们早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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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理解的,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反市场的全能国家使然,而可能恰恰是市场机制深化发展所要求的

结果。
在市场机制、专业机制、科层机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新启蒙思想追随者的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还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批判知识分子,其社会“有机性”本已经显著降低,而未来专

业化空间的缩小将进一步限制其公共表达的影响力。 这一过程将产生一种新的分化局面:一方面,
学院派知识分子与实践领域越发深刻的隔膜将使他们逐渐脱离对社会问题的有效分析和干预,从而

将对新世界的完整想象寄存在脱离实际的理论表述或历史梳理中。 当然,学术圈层内的专业交流,
以及国家体制所提供的社会身份与福利保障仍然可以缓解这个群体的存在焦虑;另一方面,越来越

多的文科知识分子将在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扮演新的功能性角色,他们或者承担起为国家“制造

同意”的任务,或者嵌入国家发展的庞大工程,成为各个治理领域的“智库专家”。 对于主流知识分

子来说,虽然新启蒙理念从未妨碍他们服务于资本和市场的需求,但是在当下全面转向为国家治理

体系服务毕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其次,从公共领域的退守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会处于全然失语的状态,他们在各种社会事件中

的临场发挥、曲尽其巧将成就一套新的话语策略。 例如,主流知识分子这个原本距离底层疾苦较为

遥远的人群,已经开始更多地凭借贫富差距这个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顽疾来解构中国道路的合法性。
对于这个知识群体来说,“盛世中的蝼蚁” “底层的绝望” “弱势群体的悲凉”并不指向基于生产关系

的社会性批判,而是借用这些官方叙事之外的“社会真相”重新激发公众舆论对于当下发展模式的质

疑,并努力将问题引向符合其政治蓝图的市民社会法权关系。 有意味的是,这个曾经专注于将“中国

特色”改造成“普遍性道路”的知识群体,如今却将忙于将“普遍性问题”解释成“中国特色”。
基于阶级意识和生产关系分析而关注中国劳工阶层的命运本来是中国批判知识分子一以贯之

的使命性课题。 而主流知识分子从身份认同或底层赋权的角度介入这一领域将使得中国社会问题

的讨论复杂化。 与国际左翼知识界的主流观点相近,相当一部分中国批判知识分子拒绝承认中国的

现代化发展外在于经典的资本主义逻辑,由此拒绝承认中国发展中的各种不公正问题是可以通过政

策性干预加以矫正的暂时性问题。 因此,这部分批判学者与新启蒙知识分子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分

析框架,但是却分享着对“中国模式”相同的总体评价。 作为丰富其各自理论框架的现实材料,一系

列有关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的社会争论将引发这两个知识群体越来越多的共同关注和价值共鸣。
最后,出于对新启蒙方案共同的否定性评价,以及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价值的相近判断,中

国道路的拥护者和市场经济的批判者曾经分享着一些相同政见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互动关系,也因

此经常被牵强地划入同一个中国“左翼”学者阵营。 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震撼” “中国奇迹”等试

图在整体上确立中国版现代化方案的声音不断强势涌现,发展主义与批判理念之间的嫌隙也会相应

的浮现。 尤其是随着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登场,这种分离的趋势可能会越

发明显。 如果已经高度工业化、官僚化的官方学术体制无法将这些后学晚辈顺利地纳入中产精英行

列,也就不太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实现对他们的稳定归化。 可以预期,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

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将有相当一部分中国新生代批判学者倾向于否认新的政治现实

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相关性,从而告别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
他们是否将由此重返一百年前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道路? 至少,这种新的历史判断将使他们加

入国际知识界对于中国问题的主流解释。 而如果不出意外,推动中国专业知识生产与“国际高水平”
接轨的努力将给中国道路未来的合法性地位埋下制度性隐患。

五

从一个专业研究领域出发来写作,已经成为当今多数学者的宿命,然而这并不必然与现代知识

分子所追求的整体性道德实践相矛盾。 只有当专业领域的经验、问题意识和思想路径与总体历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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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发生明显断裂时,知识分子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才会产生隔膜,他们的理论表达也才会陷入想象

力匮乏的困境。
经过 40 年的发展,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已经发展出了复杂程度较高的专业学术体系,各种国际

主流学派和热点问题都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中有所呼应,一系列有着相近学术志趣的小团体也应运

而生。 然而,我们却不能回避一个尴尬的矛盾性问题:新闻传播研究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越来越

高,而学者们对中国实践问题的把握能力和参与程度却越来越低。
几个学术研究的外部条件应该是导致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
首先,作为“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几代学者,其世界观念的形成都受限于 20 世纪晚期中

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变。 “开放”作为一种官方的政治化表述模糊了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进行政策调

整的实质不过是对“方向”的一次重新选择。 这一决策并非具有普遍意义的“步入正轨”,而是国际

局势变化所催生的实用性、暂时性策略。 然而,“开放”所带来的语义误导却使得中国知识界的主流

放弃了“三个世界”“中间地带”等基于世界体系结构的战略性分析,转而迅速将美国社会科学界大

力推广的“现代化”理论内化为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化,当前的国际关

系又面临新一轮调整,而中国也相应地重新校正了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方向。 “一带一路”的
倡议多少带有重返“中间地带”的性质。 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实际的世界格局变化与知识界的固

有世界观念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反差,因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现代化”这个基点之上建构的学术

体系越专业、越全面,知识分子与现实世界状况之间的关联反而就会越疏离、越阻遏。
其次,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深化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一套行业圈层结构和专业官僚体系。 这

一趋势将带来知识界与各个社会实践领域在现实经验材料占有上的极大不对等,从而给知识分子介

入和干预现实问题带来巨大障碍。 尤其是当某个专业知识群体所关注的领域发生重要结构变革时,
经验材料的缺乏将使得研究成果的知识质量严重降低。 以新闻传播学为例,当整个传媒产业的生产

关系、市场结构、行业生态正在面临全面转型时;当中国对外传播的力度、范围都大幅度扩张,传播主

体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时;当中国的传播治理体系面临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进行全面的战略重组和话

语体系重构时,新闻传播的实践领域涌现出了数不尽的重大课题。 此时,如果不能悬置起原有的知

识框架,深入到实践一线进行全面系统的调研和分析,知识界就很难对新的传播生态建立起基础性

的完整认识。 然而,客观上,随着传播产业运行的数据化、后台化和传播治理体系的官僚化、复杂化

程度提升,学者深入实践的渠道变得十分有限;主观上,由于思想观念的惯性,也由于专业学者内部

沟通机制的完备性,新闻传播学界的主流似乎也很难意识到建立新的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最后,当学术体制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本身成为学科发展的目标时,现代知识分子重返实践的意

愿和进行价值重校的空间都将会受到限制。 遗憾的是,在教学科研机构和知识分子群体的联合推动

下,当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正在向这种专业化目标快速发展。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各种构建

“学术共同体”的努力对研究成果的质量会产生促进作用,但是同道交流产生的回音壁效应,以及忽

视根本价值支点的所谓“学术创新”都将是这种体制专业化的后果。 在传播学领域,如今很多批判学

者与主流传播学者一样,不断对各种西方理论所设定的陈旧命题进行苍白的重复,已然失去了对动

态事实的敏锐洞察和深入探究。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化体制已经相对成熟,小型共同体分享互动

日益频繁的条件下,与实践领域的隔膜并没有带来学者们的焦虑,而“别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自我

认定和相互鼓励反倒是成就了一些盲目自信。
面对新时期的种种历史性课题,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也许涉及世界观念、价值体系的基础性

领域才是学术创新最具有价值的部分。 或者换句话说,职业知识分子群体目前亟须的恐怕不是更多

的专业讨论,而是如何逃离“以学术为业”这个限定性边界[8] ,重新认识自身社会定位和历史定位的

一场新的文化运动。 面对大时代历史格局的变化和专业学术体制创造的边界,重建新闻传播研究的

“实践哲学”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使命。

·21· 　 2019 年第 1 期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7.
[2] 　 陈力丹. 近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80-87.
[3] 　 Youyu Xu. The Debates between Liberalism and the New Left in China Since the 1990s.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2003,34(3):6-17.
[4] 　 Yang Gan,Zhiyuan Cui,Wang Shaoguang. 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
[5] 　 佩里·安德森.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 李岩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
[6] 　 王维佳. 媒体建制派的失败:理解西方主流新闻界的信任危机. 现代传播,2017,5.
[7] 　 Nancy Fraser. The End of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 Dissent 2,2017.
[8] 　 Max Weber. Science as a Vocation. Daedalus,1958,87(1):111-134.

Historical Inquiries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New Era"

Wang Weijia(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changes in various external histori-
cal conditions of the " new era" to China’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author first examines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stream intellectuals’ assumptions of moderniza-
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especially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the legit-
imacy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social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s transformation plan ideally responded to the external political blueprint has encoun-
tered obvious difficulties. Faced with a new round of adjustments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 new era" ,
China’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faces a series of structural changes in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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