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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传播视阈下无人机新闻的感官想象
与数字实践

李华君　 宋梦宇

摘　 要:在高风险的时代大观中,无人机航拍系统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遥感影像处

理等程序,正在新闻传播领域勾勒出一个“无人机新闻”的新景观,为管控突发性公共灾难

风险事件提供了新面向的决策机制。 在“上帝之眼”的观视视阈下,无人机新闻的信息采集

能够在“灾难监狱”外实现对灾难现场的“全景观视”,从而开启了人类有限神经系统的感

官想象。 在数字化的采编实践中,无人机新闻以海量的时空数据信息为叙事素材,以多模

态的影像处理程序为技术先决,以文字和图像信息为意义的符号显现,在机械装置的视觉

怡情中完成对风险信息的传播与建构。 综而观之,无人机新闻的制空优势包蕴了其“超越

性”特质,具体体现在其对传统观视形式的颠覆、对传统新闻模式的弥合、对传统数据空间

的重置。 然而,置身于由技术革新与融合带来的狂欢浪潮与欣喜盛宴之余,技术时代的人

却愈来愈沉溺于异化、遮蔽、假象与迷失的困境当中,重新审视人类生存世界的技术命题依

然是不容忽视的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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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天津港爆炸事件发生后,主流媒体纷纷首次大规模使用无人机技术获取灾情信息,
自此,无人机航拍或将成为重大灾情新闻报道中不可或缺的摄影新设备[1] 。 在新闻传播领域中,无
人机航拍被喻为上帝视角[2] ,即“上帝之眼” [3] ,并因实现了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控制等程序的

技术融合而在风险事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顾名思义,无人机新闻(Drone Journalism)是利

用无线电遥控程序和设备操纵自带摄影摄像装置的不载人飞机而采集的新闻,即使用无人机对新闻

事件进行摄影报道。 在大数据和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依托于信息管理与数字技术的资源整合,无
人机新闻在内容采编的环流格局中完成了自身的超越之旅,以空中存在之基,突破了传统单一信息

采集视角的限制;以更契合风险传播与沟通需求的新闻特质,突破了传统新闻模式的功能限制;以人

工智能和遥感影像技术为信息处理系统,突破了灾难现场混乱的、纷杂的环境限制。 整体而言,在想

象的空间维度上,无人机新闻将有限人类主体的视觉延伸移情于“上帝之眼”这一“全知全视”的智

能化装置,以第三只眼睛看世界[4] ,开启了人类“把眼睛送到空中”的感官想象[5] 。 在数字的具化实

践上,无人机新闻以海量的时空数据信息为基准,生成了一个区别于原始时空关系的新型数据库[6] ,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信息的多模态处理,进而在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中完成风险信息沟通的媒体角色。
但随着技术哲学领域批判性反思的深入开展,在技术的伦理考量上,无人机新闻也存在着合法性、安
全性、隐私性、风险性、责任性等议题的道德争论,如何恒定无人机新闻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安全性标

准、隐私性边界、风险性管控、责任性划分,是未来的无人机新闻采编实践必须要回应的质疑[7] 。

一、无人机新闻的空间感官想象

从边沁的监狱理论到马克·波斯特的超级全景监狱概念,无不强调一种在严格封闭环境下的信



息隔绝状态,无论是信息获取还是信息传达的途径都被阻断。[8] 由于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易引发次

生灾害等因素,在以地震洪水、油气爆炸、交通事故等为代表的突发性公共灾难风险事件发生后,往
往会引发大量的人员伤亡、桥梁断落、通信网络中断等,给信息的获取、救援工作的开展造成极大的

阻碍。 基于“监狱”概念本身所包含的不易接触性、隔离性与限制性特质,笔者将突发性公共灾难风

险事件发生后的灾难现场视作一个封闭的、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的“灾难监狱”,而无人机航拍则实

现了对如同监狱的强封闭性、高风险性的灾难现场的“狱外全景观视” [9] 。 依托于此种空中观视视

角,无人机新闻信息的采集具备了灵活性、可移动性等优势,从而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平视、仰视等单

一信息采集视角的限制,亦突破了灾难监狱周边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 这种基于空中观视视角的新

闻信息采集方式,将视觉神经延伸至无法触及的空中领域,为人类与难以接近的第一灾难现场通过

第三只技术眼睛营造了一个得以接触的间性空间[10] ,从而开启了空间维度的视觉感官想象[11] 。 具

体而言,无人机新闻的感官想象是其对传统观视形式的颠覆,是其在价值指向上对传统新闻模式的

弥合,二者是无人机新闻超越性意义的突出显现。
(一)“上帝之眼”对传统观视形式的颠覆

新闻信息的采集是新闻制作流程的首要步骤,从神经系统来看,信息的采集主要依赖于视觉和

感知神经的有机融合,而视觉具体到行动意义上来说则是一种观视[9] 。 对于无人机新闻而言,无人

机航拍系统是其进行信息采集的主要技术媒介,即通过“上帝之眼”对灾难现场进行“狱外全景观

视”,这种观视形式具有区别于平视、仰视、静视等传统观视形式的显著特征[6] 。
其一,从观视效果来看,时间刻度是重要的记忆标杆,特定的“此地”或“此景”必定与一个特定

的“此时”相联系,以无人机新闻呈现的实时采集的灾情信息恰恰是时间、地点、情境的有机融合。 通

过技术手段的运用和新闻生产的流程,无人机航拍通过大脑数据库的“快进” “倒退” “暂停”能将观

者带回特定的灾情时间节点,清晰而详尽的灾难情境回放能使观者获得“近身”的即时体验[12] ,这是

传统观视视阈下的新闻类型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其二,从观视态势来看,传统观视无论从过程还是

从结果上来说都是静态的,特定的纸张和底片是其存在形态。 而无人机新闻通过航拍技术能在空中

实现动态的轨迹移动[6] ,是空中飞翔的眼睛[13] ,通过给眼睛插上一双翅膀,突破了人类肉眼本身所

能观视的极限,并以数字化的存储媒介为基础[14] 。 其三,从观视视角来看,传统观视多数是以平视、
仰视为主的单一观视视角,如摄影等,由观者选取角度直接操控拍摄设备。 而俯视的上帝视角是一

种新形态的全景观视,其存在之地是高空,是局限个体超越之维的感官想象,由观者远程操控拍摄设

备。 其四,从观视场景来看,受观视角度和技术本身的条件限制,传统观视形式只能聚焦于特定视

角、特定背景下的特定主体事物,以观者的视觉范围和主观选择为准,所能观视区域是小范围的、局
限的。 而无人机新闻的全景观视则突破了传统观视视域下小空间、小区域的视觉限制,能够将有限

的视觉感官系统怡情于动态的机能装置,从而实现大范围、大场景的信息采集,改变了人类本身对空

间的感知,将人类肉眼所无法触及的空间维度得以弱化。 其五,从观视构图来看,传统观视视阈下的

新闻只能聚焦于某一特定或局部的主体,并试图通过虚化、模糊该主体之外的其他客体来使其最大

限度地清晰化,以达到强调和突出的效果。 而无人机新闻的信息采集模式能够抽离于被观察的事物

和观视者本身的目的性,以纯粹客观和超脱的他者立场———“上帝视角”来普视万物(万物皆为主

体),以呈现出最为完整的各主体间的空间和时间关系,因而更具客观性和普适性。 无论是从观视效

果和观视态势上,还是从观视视角、观视场景和观视构图上来看,无人机新闻通过“上帝之眼”对“灾
难监狱”的狱外全景观视都有着区别于传统观视形式的极具颠覆性的突出新特征。

(二)上帝视角对传统新闻模式的价值弥合

无人机新闻有着传统新闻模式所不具备的突出特征和显著优势,其以上帝视角完成新闻内容的

高空采编,将新闻生产流程从地平面飞跃至空中,在视觉功能上实现了对传统新闻形态的价值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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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其空间感官想象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也是其超越性意义在价值维度上的具体显现。 在风险事件

的传播与沟通中,无人机新闻以其可视化的传播特征、纪实性的画面信息、突出性的社会功能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媒体角色。
首先,无人机新闻以可增强空间广阔感的俯拍视角契合了公众直观的可视化传播需求。 互联网

的迅速发展催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在海量信息制造者、传播者与新模态信息

传播媒介的作用下,新闻传播领域呈现出新一轮的生态景观[15] 。 在现代信息社会的媒体沟通中,便
捷、重点突出、即时即刻、直观的阅读体验方式成为人们占据主导地位的阅读需求。 在广阔的信息海

洋里,长篇幅的文字信息不再适应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低时间成本的信息获取要求,逐渐被有着更

直观视觉体验的图片和视频信息所取代。 具体到突发性灾难事件的风险传播中,传统的新闻报道模

式大多以文字报道为主辅以静态的局部图片信息,观者的阅读体验不够直观和全面,需消耗大量的

时间成本。 而无人机新闻以航拍为技术手段,通常使用大量的俯视镜头,以直观的图片和视频信息

为主辅以必要的文字信息,即可将风险事件进行有效的传播和建构,契合了受众“读图”和浅阅读的

心理[16] 。 在无人机航拍的上帝视角下,观者既可获取广阔的、大范围的、纵深的灾难场景,又可获取

聚焦于局部区域的具有突出意义的场景信息,视觉化体验更为直观、全面和快速。 其次,纪实信息的

传递是无人机新闻生产的核心内容[16] ,信息的真实性、直观性能给观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有效

缩短观者与灾难现场受灾群众的心理距离,从而使观者产生更为强烈的情感共鸣,新闻效果更加突

出。 无论是天灾抑或是人祸,突发性公共灾难事件往往容易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社会经济损失,
第一时间获取灾难现场的事故信息并及时制定救援方案是重中之重。 无人机航拍通过摄影摄像装

置采集到的灾难场景信息,经过新闻工作者的生产加工以新闻的形式传递给场外的公众,狼藉不堪、
饱受摧残的灾难现场就能以清晰的图片、视频为载体直观地反馈给观者。 依托于这种新的新闻生产

与传播媒介,灾难现场与场外的空间屏障被打破,受灾群众与观者的心理距离被拉近,强烈的视觉冲

击效果使观者仿佛置身于一个类现场的逼真情境中,从而产生更为强烈的情感共鸣。 在这种情况

下,社会化的人便会激发出更为浓厚的族群意识,共情感、同情感、“人类命运共同体” [17] 的想象在纪

实影像信息的视觉冲击下喷薄而出;同时,基于清晰、完整、纪实的叙事空间,灾难新闻报道的效果在

真实性、伦理性和可视性上也显著增强。 最后,依托于“小身体、大头脑”的智能化装置,无人机新闻

通过实时地对外传递灾情信息,能有效减缓社会大众面对风险事件时的焦虑和不安,从而在风险沟

通中重塑社会信任[18] ,这是无人机新闻社会价值的根本显现。 一方面,无人机新闻以智能化的机械

装置进行新闻素材的采集,可有效规避灾难现场种种不可控的、危险性高的、易造成人员伤亡及社会

经济损失的条件限制,为外界获取信息提供技术支持,从而避免因信息不畅而开展的救援工作所造

成的更多人员伤亡及意外事故,缓解社会恐慌。 另一方面,抛开地面各种环境因素及人类主体局限

性的限制,无人机新闻以更为宽阔的视野、更灵活的取景、更具表现力的镜头来进行新闻的采集、生
产及传播,能够将灾情信息更及时、真实、全面、客观地传递给社会大众,满足了信息封闭环境下人们

急于了解事实真相的心理。 进而,在突发性公共灾难风险事件的沟通中,无人机新闻还能有效规避

失真的、非理性的社会谣言的恶性传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信任危机,缓解社会

大众面临天灾抑或是人祸的紧张感和恐慌感。

二、无人机新闻的数字具化实践

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无人机新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数据新闻的实践范式之一。 “数据

新闻被广泛定义为基于数据的抓取、挖掘、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呈现的新型新闻报道方式,其数据的

获取方法和来源更加多元。” [19]数据新闻的显著特征在于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处理,适应于更大时

间、空间范围的报道传递,其产生质变和量变的根本前提依赖于大数据技术的推动和发展。 在超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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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化的观视视阈下,无人机新闻通过“上帝之眼”对“灾难监狱”的全景观视本质恰恰在于数字化的

信息呈现和处理,海量的灾情信息都以大数据为技术先决和显现模态[20] ,以数字信息存储于内在介

质中是其新闻采编流程的基础。 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数据性生产媒介的是,“上帝之眼”在完成初始

的新闻素材采集和分析处理功能后,还拥有新闻内容的再生产和反馈、应用功能,能够在原始信息的

基础上生成一个更加有序、更大时空范围的空中全景视图———即新的“时空数据库” [6] 。 而新的时空

数据信息若想在风险沟通中发挥作用,就必须要具备意义的显现场域[21] ,这就必须将数字技术语言

转化为人类语言。 因而,为了使灾难情境和风险信息得以有效地传播和沟通,并为救援工作的开展

提供更为全面、可靠的指导,无人机新闻最终要以图像和文字信息为生成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为观

者所理解和解读。 无人机新闻正是在数字化内容的采编、符号显现、传播沟通、意义解读的环流格局

中完成自身的数字具化实践。
(一)无人机新闻的时空数据重置

无人机新闻采编的数字实践具体表现在其新闻素材的采集、分析处理、再生产、反馈应用等大数

据处理过程。 但不同于突发性公共灾难事件发生后的初始阶段采集的信息,无人机新闻通过自身的

数字实践最终呈现给公众的新闻内容是经过加工处理后重新生成的时空信息,这些时空信息更加秩

序化、清晰化、全景化,区别于灾难现场混乱的、无序的、聚焦的信息。 简而言之,无人机新闻在以下

四个新闻采编及生产流程中完成了对灾难现场海量时空数据的重置,亦在此过程中践行数字化信息

处理原则。
首先,新闻素材的采集。 信息的获取是新闻传播的根本前提,也是突发性公共灾难风险事件发

生后迅速实施救援以及采取有效措施的基本遵循。 一方面,无人机航拍技术因广阔的视域和上帝视

角可实现高空自由作业,抢占了传统新闻所无法触及的第一制空现场,带来了人类观视模式的变革。
另一方面,作为人类视觉神经系统的延伸,无人机超越了人类自身面对重大突发性灾难时的局限和

无措,能够第一时间靠近危险系数高、困难程度大、不可接触性强的救灾现场获取信息。 因而,无论

是从灾情信息的采集方式、采集数量、采集效果,还是从灾情信息获取的现实性、可操控性来看,无人

机新闻都是一个有效的信息获取方式。 其次,新闻素材的分析处理。 在信息时代,无人机航拍技术

是人工智能的重要成果,也是人类大脑有限计算和思维能力的技术寄托。 在完成初始阶段的灾难新

闻信息收集之后,无人机的“智慧大脑”通过操控者的程序输入开始大数据的计算分析[22] ,将不同时

间、不同空间中的事物实现有机整合,将人类难以接触和观察到的灾难现场图景进行“即时即刻”的
处理,为最终形成上帝之眼视域下一个全景的观视图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持。 这是无人机新闻超越性

意义的又一具体显现,是其在灾后救援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关键一步,也是向公众传递灾情信息以及

制定后续救灾方案的基本前提。 再次,新闻内容的再生产。 无人机新闻的狱外全景观视本质上是一

种数字化的信息生产和实践[14] ,其前提是新闻素材的收集,过程是新闻素材的分析处理,而结果就

是新闻内容的再生产———即生产出新模态的“时空数据库” [6] 。 在灾难发生后的初始阶段,无人机通

过航拍所获取的现场图景大多是混杂的和无序的,不过是一张张独立的照片或特定时空情境下的影

像资料,因而必须要经过“智慧大脑”的秩序化、规范化、整体化处理才能成为有利用价值的灾情信

息,进而才能为观者所分析和使用。 这些经过人工智能处理的信息会被再生产为新的新闻内容,并
以无人机新闻的形式呈现,重构了灾害发生后各个事物在特定时空情境下的相互关系。 最后,新闻

报道的反馈和应用。 新闻报道的反馈和应用是无人机对“灾难监狱”进行狱外全景观视的价值指向。
经过分析处理过程而再生产出的新型时空大数据能有效提供最可靠的灾情信息图示,亦能全方位地

展示受灾现场面貌及人员状况,从而为灾情信息的传递和救援活动的开展确立基本前提。 此时,经
过多轮信息处理并以新闻的形态呈现出的数据已区别于最初的杂乱无章的灾难现场情境,整体上呈

现出系统化的、完整的、清晰的“重置”面貌,这是无人机新闻超越性意义的又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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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人机新闻的信息转换模态

在突发性公共灾难风险事件中,风险信息的传递和沟通是新闻媒介的根本职能,确保信息的真

实直观和清晰易读亦是新闻媒介的基本职责。 而无人机经过“智慧大脑”再生产出的重置时空信息

若想为观者准确接收和理解,从时空大数据转化为具体的新闻内容,必须要经历两轮的信息转换。
只有这样,数字化的海量时空信息才能以文字、图像等符号形式产生意义[23] ,进而在现实情境中实

现观者间的风险沟通。 简而言之,从灾难情境信息到数字技术信息再到能为人解读的符号信息的两

轮信息模态转换,为无人机新闻数字具化实践的完满开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首先,无人机新闻通过航拍技术在空中视角观视灾难现场,所有有关灾难情境的信息都要以数

字化的形式存储于其机械装置的“智慧大脑”中,进而才能为机器语言所分析处理。 面对封闭的、混
乱的灾难监狱,无论是第一灾难现场的受灾群众抑或是灾难场之外的群众都会显得手足无措,而“上
帝之眼”作为超越性的感官存在,以“第三只技术眼睛”在空间维度实现了人类视觉神经系统的进

化,极大拓宽了人类观视视阈的边界。 然而,从物理构造上来看,无人机还只是一个假借人类主体目

的性和意图性的智能化机械装置,它虽拥有具备超级存储、计算和分析能力的“智慧大脑”,但这与生

理意义上的人类大脑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在理性与情感领域,人类大脑有着冷冰冰的机器所不具备

的理解能力和感悟能力,如共通感、同情感、类情结等,而无人机却无法拥有人类情感意义上的“理
解”与“领悟”。 因而,在灾难面前,无人机也无法产生似“人类命运共同体”般的情感共鸣,亦无法在

情感之维生成灾情信息基于现实情境的意义指向,而仅仅只能以上帝视角展开无情感的观视和数字

处理。 进而言之,由于人类大脑与无人机的“智慧大脑”在生理和物理构造上存在着显著的不同,
“上帝之眼”在高空视阈下所采集的充满强烈情感意义的现场图景,必须要转化为数字语言的形式存

储在内在介质中,只有这样,才能为机械装置中的技术语言所分析解读和数字化处理。
其次,存在于无人机“智慧大脑”中的海量时空数据信息,经过技术语言的多模态处理而再生产

出的新型时空关系,还需再次转化成能为人理解的文字、图像等符号形式,最终才能以无人机新闻的

形态反馈给观者。 在上帝视角的观视视阈下,无人机通过内部技术装置将采集到的灾情信息转化为

数字形态的技术语言,这构成了其风险事件传播的技术先决条件。 随后,经过定点、拼接和整合等数

字技术的处理,特定时间和空间维度的信息得以有机重构,并最终形成了一个由海量时空信息重塑

的时空数据库。 而无论是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还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
术只是其传播手段和附加价值,核心仍在于“讲故事”,并且要“讲好故事” [24] 。 因而,对于无人机这

一新技术媒介而言,本质上也要遵循“讲好故事”的价值指向,只有生产出能抓住观者痛点、能促进观

者产生情感共鸣的内容,才是其以“上帝之眼”在超越之维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根基所在。 而无人机的

再生产内容只有通过图像、文字、视频等符号才能为观者所理解和解读,这些符号构成了无人机新闻

对风险事件传播和建构的实现场域,也成为与技术语言相关的灾情信息的意义显现场所[25] 。 只有

这样,第一现场的灾难情境才能在技术装置的轮回中准确、及时地到达第二现场的观者视野中,才能

以无人机新闻的形式使再生产出的新型时空关系与人类主体展开情感联结。 自此,经历了从灾情信

息到技术语言的转换、技术语言再到能为观者理解的符号转换,无人机也就完成了从信息的采集到

与观者接触的新闻生产流程,无人机新闻也在信息的模态转换中最终完成了自身的数字实践。

三、无人机新闻的技术伦理考量

在超越性意义上,无人机新闻的“上帝之眼”是人类主体性、目的性面向宇宙空间维度的共通情

怀,但在眼睛与翅膀双重系统功能的嫁接整合过程中,技术是无人机新闻数字具化实践的根本前提,
亦是无人机新闻采编和生产的核心支撑。 从新闻素材的采集、分析处理到新闻内容的再生产与反馈

应用,从灾难情境到数字语言的转换再到图像、文字信息的符号转换,无人机航拍技术及无人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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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都在新闻制作的整个流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千百年来,人类历史的推演也证明,技术

的迅速发展给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生活方式带来了质的飞跃和进步,使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态

的、思想的等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技术的烙印,极大地丰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和提高

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是把“双刃剑”,当其遭受人类的非合理运用并失去

了道义的约束时,技术本身的弊端和负面效应也会凸显出来,尤其在涉及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

公共治安的领域。 由于我国新闻领域的无人机航拍技术仍处在发展阶段,相关的制度规范及人员管

理还不够健全,一系列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产生的技术伦理争议必须要引起重视,并亟待有效的解

决之策。
(一)无人机新闻采编的技术整合

现代技术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时代变革的重要因素,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计算

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给人类社会组织和生活面貌又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真正使人类进入信息共享

和智力解放的新时代。 基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遥感影像的提取技术[26] ,无人机新闻以

上帝视角实现了在高空自由作业和展开视觉想象,并通过“超人”的智慧大脑将灾情信息进行数字化

处理,在高风险时代为人类主体的信息沟通及风险信息的有效传递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 该技术包

含五个具体的方面:航线规划及续航系统、摄像及高分辨率影像采集技术、图像拼接与分割技术、信
息网络与自主控制技术、图像变化监测技术[27] 。

无人机新闻关于上层空间遥感影像的提取收集、分析处理、再生产、反馈及应用主要依赖于以下

五个技术骨架,并呈现出主体目的性、信息真实性、主体意识性、信息稳定性、信息直观性五个维度的

价值指向。 第一,主体目的性———航线规划及续航系统。 航线规划是无人机进行新闻采集并准确到

达目标场所进而获取目标信息的前提。 由于空中观视脱离了地面限制而具有较强的自由特质,若无

特定的规划线路指向特定的信息封闭场所,无主体性、目的性的无人机必然会发生运行机制的紊乱。
基于此,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存放于无人机“智慧大脑”中的记忆存储介质便有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该
介质确保了无人机能够在自由之域进行有规划的“非自由”运行。 除此之外,无人机新闻的信息采集

还要有升力、推力等动力系统提供的续航支撑,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长时间的运行通畅。 第二,信息

真实性———摄像及高分辨率影像采集技术。 面对通信网络中断、废墟一片的灾难现场,高清晰度的

航摄系统是确保信息客观、真实、全面的基本保障,也是无人机新闻区别于传统观视模式的重要价值

指向。 第三,主体意识性———图像拼接与分割技术。 在大数据的分析处理及再生产过程中,图像拼

接与分割技术是无人机“智慧大脑”展开暴风式运算的重要技术显现。 当新闻工作者需要灾难现场

大场景的俯视鸟瞰图时,“智慧大脑”以特定时间和地点为节点,将记忆中存储的多个图景进行拼接,
并运用配准和校量系统检测后组成一张大空间范围、长时间“在场”的空间视图。 当新闻工作者需要

灾难现场某一特定区域或时刻的特写镜头时,“智慧大脑”假借观者的主体性意图,通过分割技术剔

除无关的场景信息,再生产出与观者情感系统最为契合的时空数据。 第四,信息稳定性———信息网

络与自主控制技术。 只有在稳定、快速的无线传输网络中,第一灾难现场的图景才能准确、及时地传

递给观者,并获得可视化的形态。 与此同时,为了确保“传输工作的数据量以及传输距离的有效性得

到一定程度的保证” [28] ,也需要对传输过程开展有效的控制,避免由于网络不稳定、信号发射功率不

符等因素给风险信息的传递带来的干扰。 第五,信息直观性———图像变化监测技术。 在灾难新闻的

报道中,媒体工作者往往还借助事件前后的信息对比来增强报道效果,试图以强烈的视觉冲突来展

现事件的影响力[29] 。 无人机的图像变化监测技术能够打破静态的时空秩序,以特定的风险事件为

结点,将不同维度的时空数据库进行有机整合,实现信息的多模态链接和对比,新闻效果更加突出和

直观。
在遥感影像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有机整合下,无人机新闻的存在性、稳定性、可控性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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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础的保障,并以其显著的优势特征在风险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从本质上来看,
无人机航拍技术还只是人类对象化的产物,一旦其失去了人类理性能力的把控,它的负面效应便会

愈发明显,在无人机新闻的现实操作中,我们无法忽视由其而产生的一系列道德、伦理问题。
(二)无人机新闻生产的道德议题

在现代社会,伦理的概念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对传统道德的法则的本质功能体现” [30] 而伴随着

各个领域的风险隐患越来越具有指向性,如基于生态风险的生态伦理、基于医疗卫生风险的生命科

学伦理、基于科技风险的科技伦理等。 置身于一个危机四伏、问题纷杂的高风险时代,当现代技术越

来越浸入人类的全部生活及整体生存环境时,由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不当使用而引起的伦理问

题越来越引人关注。 诸如在思想前沿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技术已然成为控

制、改变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和自主性力量,这种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和片面的。 诸

如在现实操作上,技术基于特定的程序控制而开展工作,它似人的“大脑”拥有计算、分析能力,但却

在道德和情感之维缺失人类主体的自我反思与同情能力,它无法对自身行为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做出

道德预估,而由其自身的使用不当带来的隐私、安全等问题将如何做出法律审判和道德追责? 再如

在主体意志上,技术的快捷、简便一方面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又会逐渐弱化人

类的自我思考、自我行动能力,使人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而慢慢“异化”为技术的奴役,最终,人之为人

的存在本质和主体意志日益丧失。
在新技术和新媒体背景下,无人机新闻是“无人机+新闻”的采编新模式,是“技术+人脑”的智力

整合,其进行新闻实践的根本前提在于无人机航拍系统的技术装置。 但是,无人机新闻作为新兴的

技术型新闻采编模式,我们同样也不能盲目地技术崇拜和一味地持乐观态度,从而忽视了其因操作

主体的操作不当或技术本身的问题而带来的负面效应。 无论何时,伴随着技术发展而愈演愈烈的现

代性危机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直视和应对的难题,关乎技术本身、技术与人的关系、人类

未来走向的反思和讨论永远是一项重要的时代命题[31] 。 具体到无人机新闻而言,在充分发挥其新

闻采编优势的同时,其存在的合法性、安全性、隐私性、风险性、责任性问题也是我们必须紧迫关注和

反思的道德伦理考量。 第一,合法性议题:无人机在新闻采编中的合理性依据[32] 。 目前,新闻领域

中使用无人机航拍已成普及之势,社会大众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也普遍较高,但由于高空飞行、不易监

管等因素,由无人机航拍造成的安全事故也频频发生。 在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缺失的环境下,重新审

视无人机存在的合法合理性问题刻不容缓,对无人机航拍的时间、区域及情境做出制度化、条例化的

限制是当务之急。 第二,安全性议题:无人机新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前提[33] 。 安全性是无人机进行

新闻采编的基本要求,无论何时,社会大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都是一切价值考量的元点。 由于技术

手段的局限和操作的不当,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存在着一定安全隐患的技术设备:诸如高

空飞翔与飞机、战斗机等其他空中设备发生碰撞;因操作失控坠机而误伤群众;与建筑物碰撞影响社

会公共安全等,这是无人机新闻在信息采集阶段必须要规避的安全性问题。 如何在技术层面上加强

安全防护措施、提升技术标准;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加强操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及操作技术培养;如何在

制度层面上严格规范、强化要求,是无人机新闻在安全性的基本前提下确立其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根

本遵循。 第三,隐私性议题: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度划分[34] 。 人类的社会生活总体上划分为公

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维度。 公共领域是开放性和公共性空间,它面向所有公众,是人们交换意见

和形成共识的联结性场所[35] 。 而私人领域是封闭性和个人性空间,它面向个体,在某种意义上作为

公共领域的补充,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保护自我隐私和脱离公共视线的隐蔽场所[35] 。 无人机新闻通

过上帝视角能捕捉到常规拍摄手段所难以触及的场所和区域,且高空飞行拍摄难以准确界定公共领

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因而,在新闻的采编过程中极有可能侵犯到公众的隐私地带,这是无人机航拍

遭受诟病和争议的关键一点。 如何在制度上、操作上有效控制无人机新闻可能造成的对人的隐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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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侵犯,是涉及无人机新闻技术伦理考量的道德重点。 第四,风险性议题:风险管控及规避[33] 。
作为新的数据性生产和传播媒介,无人机正悄然改变着新闻采编的旧秩序,在新闻传播领域中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无人机在新闻采编的过程中并不能完全处于可控状态,不确定的风险性因

子较高,如何规避并防护因技术、人为、环境、制度等因素带来的风险性问题,也是无人机新闻生产必

须要面对的技术伦理争议。 第五,责任性议题:失范行为的责任主体划分[36] 。 在无人机新闻采编的

安全性和风险性问题的考量下,无人机航拍系统自身的技术短板、操控人员的行为失当、恶劣的自然

环境条件、管制性制度法规的缺失是无人机发生安全事故的几大高风险因素。 一旦意外发生,轻则

机器损毁造成不菲的经济损失,重则人员伤亡给社会公共治安带来混乱。 此时,在意外事故的问责

上不免存在责任模糊、互相推诿的难题,面对由技术问题而带来的责任缺失,如何确定责任主体及问

责方式是科技时代必须要回应的质疑。
综而观之,基于“监狱”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封闭性、隔离性、不易接触性等特质,本文将边沁的监

狱理论及马克·波斯特的超级全景监狱概念等加以延伸和跨学科整合,同时将以地震洪水、油气爆

炸等为代表的突发性公共风险事件的灾难现场看作信息封闭的“灾难监狱”。 而新媒体技术时代下,
无人机新闻信息的采集以“天空新视角”将人类的视觉神经延伸至空中[37] ,拓展了人类肉眼所能观

视的边界,并以突出的灵活性、可移动性、抗干扰性等优势为风险信息的传播与沟通提供了新的实践

路径。 依托于无人机航拍系统的技术装置,无人机新闻以抢占了第一现场的制空优势,打破传统意

义上平视、仰视的单一观视模式,实现了对如同监狱的强封闭性、高风险性的灾难现场的“狱外全景

观视”,从而为人类主体与难以接近的第一灾难现场通过第三只技术眼睛营造了一个得以接触的间

性空间。 在超越性意义上:其一,聚焦超扁平空间的“上帝之眼”观视视角,无人机新闻承载着有限人

类主体的视觉延伸和情感寄托,在对灾难现场的大场景空中“全景观视”视阈中,实现了对传统观视

形式的颠覆。 其二,以视觉神经系统为感官想象的原点,以高空上帝视角为空间延伸的基点,通过遥

感影像技术与数字化程序的有机融合,无人机新闻在空间的感官想象中完成数字具化实践,并彰显

了风险社会时代下不容忽视的媒体角色,实现了对传统新闻模式的功能补充。 其三,在后现代信息

社会,无人机新闻的制空优势集中在获取人类肉眼本身所无法触及的海量时空信息,并以数字化为

显现模态和实践方式,最终通过文字、图像等符号进行操作化和可视化处理,实现了对传统数据空间

的重置。 在信息的转换模态上,无人机新闻依赖于数字化的信息存储和处理技术,需经历从杂乱无

章的灾难情境信息到数字化的技术信息再到文字、图像等能为人解读的语言信息,并以此展开大数

据的新闻采编,这是其区别于一般数据性生产媒介的显著优势。 然而,在现代性的历史大观中,伴随

着技术哲学领域批判性反思的深入开展,技术本身所隐含的双面特质、技术与人的关系、由技术所引

发的道德伦理议题等逐渐引发社会的关注。 而以无人机航拍系统为技术架构的无人机新闻本身在

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相关的制度法律建设还不够健全,在现实情境的技术伦理争议和危及社会治

安及公共生命财产安全的道德困境中难以做出有效的回应。 因而,进一步研究无人机新闻在风险传

播中的媒体角色及其在技术伦理上的道德考量,是风险社会时代大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亦是对

新闻传播领域中呈现出的新景观、新事物所做出的合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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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y Imagination and Digital Practice of Drone Journalis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Communication

Li Huajun,Song Mengyu(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In the era of high risk, the UAV aerial photography system which integrates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big data, remote sensing image processing and other programs, is outlining a new landscape of "
drone journalism" in the field of news communication, providing a new decision-making solution for manag-
ing and controlling the risk events of sudden public disaster. Under the visual perspective of the " eye of
God" , the information gathering of drone journalism can realize the " panoramic view" of the disaster scene
outside the " disaster prison" , thus opening up the sensory imagination of human limited nervous system. In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editing, the drone journalism takes massive spatial-temporal data information as narra-
tive materials, multimodal image processing program as technical premises, text and image information as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eaning, and finally accomplishes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isk
information in the visual delight of mechanical devices. Overall, the air superiority of drone journalism em-
bodies its characteristic of " transcendence" , which is embodied in its subversion of traditional viewing logic,
the remedy of traditional news modes,and the resetting of traditional data space. However, in spite of the
carnival wave and the joy brought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people in the technological era
are increasingly getting into the trouble of alienation, concealment, illusion and loss, and the technical prop-
osition of re-examining of the human existing world still cannot be ignored.

Key Words: the eye of God; UAV aerial photography; drone journalism; sudden public disaster;
risk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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