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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传媒生态的巨大改变，呼唤新型传媒文化的建设。AI时代的科技和社会

生活，正孕育着与之匹配的时代精神。新闻写作机器人的出现突显了当代新闻人格建设的重要，平台型媒

体的出现标志着信息爆炸时代的思想资源的稀缺。强化精神层面建设，消除传播学中的“人学空场”，强

化问题导向，填补情感传播空白，让价值导向成为算法为王的重要补充，是新时代价值传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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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即人工智能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泛指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技术科学，目前主要应
用于机器人、互联网通讯、经济政治决策、控制系统和仿真系统等领域。2016 年，能从零开始自主学
习的 Alpha Go zero版横扫人类围棋界的一流高手，成为 21 世纪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象征性事件。

2017 年 12 月，乌镇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专设了以 “AI 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人工智能论坛，
微软公司发布了情感计算人工智能 “微软小冰”，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能够多维感知、持续进化的 “ET
大脑”，百度发布了对话式人工智能系统 DuerOS，显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走出实验室进入生活。人们有
理由相信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 AI 时代，正如一个互联网代表人物自豪宣称的那样: 未来
已来!

然而，没有被深入反思的生活容易偏离正轨，没有被严肃思考的发展方向是潜藏危险的，没有扎实
人文科学基础的乐观是盲目的。以 AI为代表的高新集群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给
人类命运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将以传播学为切入点，站在 “人”的立场看技术，揭示价值传播的时
代意义和精神符号学的历史使命，探索传播学走出困境的路径。

一、人工智能与新型传媒文化建设
人们惊讶于当前人工智能对新闻传播生态的改变和传播效率的提高，而传播学理论更应该关注的

是由此产生的对新型传媒文化建设的重大需求。AI 带来了机器新闻写作的高效，平台型媒体的全能，
同时也突显了与当代科技相适应的新型传媒文化的缺失。

( 一) 新闻写作机器人与新闻人格
所谓新闻写作机器人，实际上是一种自动抓取信息生成新闻内容的智能程序。2015 年 9 月，《腾讯

财经》用机器人 Dreamwriter 发布了一篇题名为 《8 月 CPI 同比上涨 2. 0%创 12 月新高》的新闻稿。
2016 年 11 月 18 日，新华社推出智能写稿程序 “快笔小新”，输入一个股票代码，它就能迅速产生一篇
财报分析文章。《今日头条》推出了自己的智能写作程序 “xiaomingbot”，能在数据库更新的两秒之内，
生成新闻稿并发布。2016 年一季度，腾讯新闻机器人写作的财经新闻只有 400 篇，第二季度达到 24000
篇，到第三季度达到了 4 万篇。①

① 数据来源: 腾讯网，企鹅智酷，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媒体中心 . 智媒来临与人机边界: 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 2016，
http: / / tech. qq. com /a /20161115 /003171. htm#p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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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规格化的新闻资讯，如自然灾害、财报等动态信息，新闻写作机器从监测到新闻线索，抓取关

键信息，到迅速整理出一则图文消息，整个过程所需时间一般不超过 30 秒，在精确、迅捷方面全面碾

压人工写作。通过对语料库不同语言风格的智能化学习，新闻写作机器还可以主动适应不同人群的语

言习惯，使同一条新闻报道与不同用户群体的语言风格自动匹配，如自动实现针对 “90 后”人群、女

性人群或低文化人群的报道方式等。

但是，能力可以被超越，人格不可被湮灭。新闻传播作为一种需要高素养的专业，一种社会基础

工程，从业者的新闻人格介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在微妙情感关系的处理和表达方面，尤其是价

值传播和情绪沟通方面，新闻人格具有不可或缺的主体性作用。到目前为止，在新闻评论、调查性报

道、深度解释性报道等新闻人格直接体现的领域，也未看到人工被机器取代的可能。

人的性格、气质、能力、感觉、情感、意志和道德品质、人生观、价值观等的总和构成了人格。与

此相应，新闻人的人格是指新闻人的性格、气质、能力、感觉、情感、意志和道德品质、人生观、价

值观等的总和，是性格上的开放进取，能力上的善于沟通和表达，专业上的传播知识和素养。AI 时代

新闻人格的构成要素，除数字传播技能、现代科技知识背景之外，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守护、具时代

精神的担当等尤为重要。

( 二) 平台型媒体: 信息爆炸与思想稀缺

平台型媒体是指拥有新闻传播人工智能编辑功能，面向内容提供者、服务提供者开放的技术平台。

正如新闻写作机器人在高效精确方面对人工记者的超越，平台型媒体在高效精准、多媒体多渠道应用

和客户管理一体化等方面全面碾压了传统的人工编辑。

2017 年 12 月 26 日，新华社发布的 “媒体大脑”，除能自动生产图文和视频新闻外，还向海内外媒

体提供报道线索、策划、采访、生产、分发、反馈等服务，成为中国平台型媒体的一个重要代表。① 早

在 2016 年，百度推出的 “百家号”就是一个集内容发布、内容变现和粉丝管理三大功能为一体的平台

型媒体。内容发布功能支持内容创造者发布文章、图片、视频作品，以及 H5、VＲ、直播、动图等内容

形态，自动通过手机百度、百度搜索、百度浏览器等多种渠道进行分发。内容变现功能为内容创造者

提供广告分成、原生广告和用户赞赏等多种变现机制。粉丝管理功能是在每一篇百家号文章首页左上

角醒目位置标志，引导用户进入和关注作者的个人主页，作者可根据百家号提供的工具分析粉丝的人

群属性，展开经营活动。

平台型媒体还具有智能 “把关人”功能，自动实现信息筛选。这不仅意味着选稿效率的极大提高，

更意味着信息筛选模式发生重要变化: 在 AI技术平台上，信息把关不再是少数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

是通过 “用户画像”自动实现个性化精准传播。用户搜索的每一条数据都会被记录，不断反馈进数据

库，用户画像就逐渐清晰。随着用户量的增加，通过相似点描绘可以将人不断地分群，进行群体分发，

再加上之前累积的数据，通过算法运算完成智能化的推荐。今日头条以 “你关心的，才是头条”为口

号，就根据用户的个性需求将内容推送到首页上。

在传媒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信息筛选和按用户需求精准传播，沉重打击了传统精英 “把关人”的

傲慢与偏见，第一次把为读者、用户服务的理念落实到极致。在这个科技、经济同时发展的时代，大

众的需求、觉醒与蒙昧并存，传媒市场的稀缺资源发生重大转变: 现在真正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思

想，是与当前急速变化的社会、与新科技和世界新格局相适应的新思想。平台型媒体的出现，可以让

我们的编辑人从事无巨细的日常编务中解放出来，腾空心灵，让自己的灵魂透一口气，在启蒙大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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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华社，中国网事，2017－12－26。



浙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25 卷

前先完成自己的启蒙。AI 时代的新闻传播应该具有灵魂导向作用，在平衡信息的全面与思想的丰富、

细节的生动与内容的深度中既有专业素养，又见时代精神。既然机器已经足够聪明，那就让我们把机

械的工作都交给机器，专注做有思想的传播人。

二、技术的昌明与人文的危机
人工智能不仅取代传统的记者和编辑的部分作用，而且也在部分取代传统主持人成为网红，如微

软小冰可以做电台节目主持人，贤二机器僧、小冰、Siri 可以通过 QQ、微信等社交媒体与人聊天吸引

大批粉丝。在商店，开始有人工智能机器人承担了大量购物网站与商业机构的客服工作。在传播效果

反馈方面，浅层学习模型在广告上的应用正在普及，谷歌的 Adwords、百度的凤巢系统都能对广告点击

率 CTＲ进行预估。有研究者断言，人工智能正在颠覆拉斯韦尔的五 W模式中的几乎每一个环节。［1］

在 AI技术全面改变生活之前，已经开始了它炫酷的表演。作为文科学者，我们不能只对万能的科

技发出惊叹，听之任之地让机器改变人。我们的时代当然需要技术专家，但我们也需要人文专家来探

究人类行为，为技术发展奠定人文的基础。但现有的一些社会科学模型，往往缺乏对人类的深入理解，

忽视精神文化的影响和精神的作用。传播学需要从精神文化传统，如艺术、宗教、哲学中汲取智慧，

构建传播学的深度模式，而不是停留于数据统计层面，将人当作抽象的存在。传播学需要深入挖掘的

是传播行为中人的特殊性，帮助社会发展同理心，学会以他人的视角看世界。今天的传播学实际上是

被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倒逼着变革，倒逼传播学者以 AI 为背景对传播现象进行再思考，对数字

传播与人的本质进行再认知，为个体存在与社群的共享作出新贡献。

为此，我们至少需要着手如下两个方面的任务:

( 一) 强化精神层面建设，消除传播学中的 “人学空场”

我们为高新科技的巨大成就而欢呼，但当科技试图全面解释、指导和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时，我们

就要为这种草率的 “科学主义”野马套上缰绳。无论高新科技如何强壮，它们在最基础的思想框架上

却仍然只是幼稚的婴儿: 数百年一贯制地从物的角度理解人，按照还原论和决定论来解释精神现象，

在物理的和生理的层面解决情感和价值问题。

高新科技时代更需要坚实的人学基础，以帮助科技正确理解社会生活，正确设定人的概念，正确描

述人的价值、情感和精神。以人际沟通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更有责任为网络传播、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科技的工具理性补充必要的价值理性，在科技发挥技术功能的同时，发挥自己的反思功能、对人类总

体命运的预警功能和社会思想发展的引领功能。

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模拟。“智能”涉及意识 ( consciousness) 、自我 ( self) 、思维 ( mind，包

括无意识的思维 unconscious－mind) 等问题。缺乏人学基础，意味着对人的智能的了解极为有限。在人

文科学基础十分薄弱的前提下，“人工智能”等模拟人、甚至改变人的科技就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了。模

拟人工的智能正在突飞猛进，而被模拟的人类智能研究却至今没有获得重大突破。

AI科技以 “深度学习”“脑机接口”“意识上传”技术瓦解着启蒙时代以来的人学设定，冲击着两

千多年来人们对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基本理解。这并不是科技的过失，而是科技的骄傲。因为奠定

新时代的人学基础，研究新时代的价值传播，并不是科技的责任。应该为此感到羞愧的是人文社会

科学。

从轴心时代到启蒙运动，舍身求法，第三期儒学，第一次人类社会重大进步和思想运动，无不包括

对人的更深理解，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开拓思想的空间。然而从传播学诞生以来，以工具理性为追求的

倾向往往压倒了价值的追问与人文基础的建构努力，对哲学、艺术学等人文学科关于人的研究成果借

02



第 2期 李思屈: AI时代的人类精神与价值传播

鉴不够充分，造成了学科内部的 “人学空场”。消除传播学中的 “人学空场”，才能在传播领域的人类

行为分析中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正是目前计算机学科的人类行为分析需要人文学科来补充的: 当算法

的技术不断升级，传播行为中的人类意识的本质、传播的精神逻辑与学理逻辑等重大问题就成为人工

智能的前进的障碍。

( 二) 强化问题导向，填补情感传播理论空白

情感是浪漫主义人学设置的神圣堡垒，主情派美学的庄严圣地。在一般人印象中，机器人高智商无

情商。无论它有多么聪明，总不会具有人一样的情感。然而，这一人机分界，似乎也在被 AI 技术所突

破。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科技成果发布中，微软发布的情感计算人工智能 “微软小冰”的亮点

就是其人工智能聊天功能所具有的情商。它能够把技术和情感结合在一起，成为科技史上最大规模的

人工智能情感计算框架系统。［2］2017 年 5 月，“小冰”出版了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微软

还开发了一个工具，让人类和 “小冰”一起创作诗集，目前已经创作出 200 多首。从一般印象看，这

些诗歌很难辨别是出于人类作者还是人工智能。

通常人工智能设计更多考虑的是 IQ，随着微软应用 “小冰”和 “小娜”之后，AI 设计师发现几乎

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都需要考虑 EQ。因为情感会影响人们的决策，而且渗透在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

面。所以有人主张，人工智能产品都应该把情感计算作为一种基本框架，把 “EQ+IQ”当做基本维度。

在情感传播方面，传播学应该有更大的贡献。因为在传播应用实践中，情感传播 ( affective commu-

nication) 一直是重要而活跃的主题。视觉设计、营销传播与品牌策划，甚至是在政治传播中，都有情

感传播应用的大量实践。然而传播理论本身对情感传播的研究却乏善可陈。我们有关于品牌传播、国

家形象传播的大量对策性研究，但由于情感和价值观传播基础理论的缺失，真正有专业权威的创见并

不多。无论从传播学自身的发展，还是从回应 AI时代的社会需求来说，都需要填补情感传播研究这一

重要的学术空白。

三、算法为王与价值导向
面对快速发展的 AI技术，大众传媒常常传达出一种担心，就是越来越聪明的机器会不会造成大批

人失业，会不会最终把人类大众变得无用?

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人学基础上，建立在对人类真正价值的理解基础上。有用与无

用，关键是理解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启蒙主义所强化了的人学设定是: 人是主体，不是工具; 人是

目的，不是手段。人的自由意志、人的幸福，才是主体的价值，是全部物质生产和科技技术服务的目

标。在此看来，人的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恰恰是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弱化。那种对于人类无用的担

心，恰恰基于对人的价值的错误观念: 把人当成了物，当成了手段和工具。

“算法为王”，这一传播学界最时髦的口号，恰恰把人的主体性忽略了。如果我们要完整地理解人

的生活和传播规律，也许应该在 “算法为王”上面补充一句: 价值导向。

( 一) 算法的价值原则和底线

技术是工具的社会应用，不可能没有价值关涉。就平台型媒体而言，冷启动就代表平台价值观的技

术显现。冷启动是指用户第一次使用某平台或者某项应用。当用户第一次登录平台，尚未产生任何用

户行为、没有精准的用户画像的时候，平台向用户推送什么样的信息就代表了平台有怎样的价值观。

智能平台尤其需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让信息技术服务社会、净化心灵、启迪智慧，创造健康的网络

环境，这才是应该寻求的正确 “算法”。当代高科技集群是现代性范式释放出来的力量，它将摇撼整个

社会生存方式和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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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建构新时代价值传播体系

只有建构新时代的价值传播体系，才能从理论上清除知识与文化的混淆，从教育上排斥有学问的

无知，防止信息的丰富与人的贫困现象的进一步恶化。

例如，两种语言的翻译，最大困难之一是跨越语言符号背后隐含的不同价值体系，传达出不同语言

的神韵。这是一种普遍的传播现象，而深受通讯学、社会学、统计学影响的传播学，对这类现象却没

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一般的传播效果统计模型，都建立在行为主义的平面上，常用的指标如到达率、

知名度、美誉度、有效率、点击率和购买率等，只有美誉度与情感相关，而价值问题却基本上在传播

理论的视野之外。

在这方面，传播学是有可资利用的理论传统的。现有的传播学有两大传统: 一是关注一般信息传播

的传播学传统，二是关注精神传播与人际交往的传播学传统。后一种是彼得斯 《交流的无奈》代表的

关注 “心灵共享”主题，把交流 ( communication) 视为 “两颗脑袋借精细无误的符号手段生的接触”

的传统，也是我们主张的精神符号学致力弘扬的传统。［3］

从理论建构上讲，价值传播具有人类精神发展的自我否定与超越，思想深化的反思与追问，信仰建

立的希望与寄托。从技术上讲，人类尊严和人的价值必须纳入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构架。目前兴起的

区块链技术从外在制约的角度给社会信任体系的建立带来的希望，而人类文明的价值规范还需要以传

播学为过渡，为包括机器人生产在内的高科技奠定原则。例如: 透明性原则，即保证公众对 AI 的基本

原理及可能的影响有非常清楚的了解; 文化保护原则，即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损害人类的尊严，尊

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隐私性原则，即个人和群体隐私信息必须有可靠的技术保证; 防偏见原则，即

必须从技术上保证 AI应用不会存在社会偏见，不歧视特定群体。

( 三) AI科技呼唤传播正义论

AI时代的到来强化了人们对科技的信赖，但还需要强化的是社会对正义的信仰。传播领域更是如

此，缺少正义论的传播学完全可能退化为一种宣传或营销技巧学，传播符号和话语的研究也有可能变

成否认任何是非标准和客观真理的诡辩学。

我们曾经专门强调了精神逻辑的重要性，强调精神符号学的重要性，指出 “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有

其学理逻辑，而且还有其理论展开的精神逻辑”。学理逻辑是人文社会科学面向 “事实世界”的逻辑维

度，精神逻辑则是它面向价值世界的精神维度。传播符号学的精神逻辑起点是对意义及其生成方式的

思考，展开为对传播正义的现实关切。传播正义论强调对最高正义原则的关切，同时保持对文化多元

性和利益多元性的关注。以平等对话、充分交流、利益整合为基础的整体正义，对目前流行的以控制

论为基础的经典传播理论进行必要的补充。［4］

人格尊严的依据放在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能力上。人没有自由和理性，就没有什么值得珍惜或尊

重的。“理论”讨论对正义的界定，正义的历史发展，正义的作用，正义的内涵以及原始状态等观点;

“体制”分析如何用正义原则来剖析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生活，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

层面; “目的”探讨伦理和道德领域中的课题，涉及善、自尊、美德、正义感、道德感情、自律等一系

列课题。一种正义原则要想在一个社会中通行，关键在于人们能否接受并相信它，这就牵涉到道德心

理学和正义感形成的问题。如果众人没有一种正义的心理氛围和文化环境，一种正义原则就不可能被

接受，这就是罗尔斯所讲的 “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性”。［5］

四、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与互联网上的世界精神
中国现代传媒业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同步过程。百年前的变法维新、新文化运动，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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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传播活跃、思想激荡的时期，但并无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引进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传播反而

偏离了时代精神的主线。从无冕之王到娱乐致死，依靠蹭热点而不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来保持自己

的存在感，导致传播学与时代精神、思想前沿总是若即若离。数字传播技术的发达和 AI 科技集群的出

现，为传播学回归思想前沿、引领社会潮流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AI 科技集群既是一种科技工具，也

是一种新文化，是乘着互联网回归的世界精神，而传播学应该是新时代世界精神的承担者和传道者。

( 一) AI时代的世界精神

对于技术是工具也是精神，在习惯于智能手机、网上购物的社会，应该不是一个难解的命题。因为

大家都知道，它们带来的不仅是购物方式的改变，更是商业文化形态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时代精神，而不同历史阶段的技术就是时代精神的符号。当年黑格尔曾

经把拿破仑称为 “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今天，我们把 AI科技集群称为互联网上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是世界精神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化。从古希腊、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神话和上帝

是西方精神的中心符号，与之相应的是由 “神圣”“永恒”“爱”“美”等组成的丰富符号体系。上帝

是世界的光，“万物是通过光线才与天空联系起来的。顺着光线的指引，目光不是停留在这一个当前存

在，而超越了它，飘向那个位于彼岸世界的当前存在”。［6］这是一个神圣的精神世界。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体现的时代精神则是去神圣化，“上帝”沦为空洞的能指，起而代之的是科技

与经济。时代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根本的倒转: 人们过于执着于世俗事物，被日益泛滥的世俗符

号所包围，时代精神需要花费同样大的气力来突破物质的压迫，使自己超越于尘世之上。现实中，精

神已显示极端贫乏，整个时代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饮水那样，急切地盼望能够对神圣事物

获得哪怕贫瘠的感受来聊以自慰，一些人甚至不惜服用精神的替代品。［4］

以人工智能、神经科学、互联网、新演化论、基因工程等为代表的科技全都围绕人展开，以自己的

方式解释和改造人的身体和人的智能。它们组成了一个庞大而系统的 “人学新科技集群”。其中广义生

物学科如神经科学、基因编辑技术、新演化论、克隆技术等直接关涉人本身，而 “模拟神经系统”的

运算性科技比如人工智能、互联网、虚拟现实、人机接口技术等，以及模拟和制造人体的科技比如器

官移植、3D打印等，也与人的本性密切相关。这些学科都有自己的科学精神，有自己潜意识的、未经

深入反思的人文基础。神经科学基于电脑模式理解人，人工智能又参考神经科学的成果展开自己的研

究和设计思路; 互联网技术则希望构造成一个庞大的全球大脑; 神经科学自觉服从达尔文主义，而新

演化论也认为生物演化的成果会内化于神经系统中，等等。“人学新科技集群”可能全方位改变人类的

生活方式。其改天换地和改造人自身的冲动，体现的是现代性价值范式中的 “征服自然”取向。面对

新科技的强大力量使人能够并且正在彻底造出一个新世界和新伦理范式的时代。［7］

当传播学在为新科技带来的新精神鸣锣开道的同时，也要谨防科技主义的消极影响。在科技与人

文之间架起有效沟通的桥梁，在科技与人文互动的新场景中，重新奠定人 /天、人 /人关系的地基。

( 二) 交往范围与人类历史的整体性

高科技时代的传播本应带来人际沟通的强化和人类整体性的加强，而不是造成人际的疏远。这种

历史需求对传播学提出的相应任务是，在族际、国际、人际沟通等各个层面推动这一时代任务的实现。

然而，目前的传播学似乎更多地选择了相对主义的传播观，津津乐道于细节而选择了对宏大叙事的主

动回避。技术细节的追求与宏观精神的把握，是一个学科成熟的两个基本条件。如果因为技术细节的

追求而全面放弃宏大叙事，则是理论创造力的退化。作为宏大叙事的代表，黑格尔把整个自然的、历

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的过程，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

联系，这是人类精神能力了不起的一种进步。在黑格尔之后，人类历史运动再也不是各民族断代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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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相加，而是作为有机整体的人类社会演化发展。全球一体和高科技的发展，使一切国家的生产、

消费和社会生活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方面的

相互来往和相互依赖所代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情境中，传播学在人类交往范围扩大和人类历史整体性的强化方面应该有

理论的自觉和实践的绩效。

(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价值观

毫不奇怪，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必然会有剧烈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对抗和冲突。超越这些对

抗和冲突的那一天，就是未来科技和人类幸福真正落实的那一天。因此，传播学只有努力保持精神上

的高占位，才能保持学术上的高品质。尤其要防止的是对时代现象作非专业的简化，即把世界精神之

争简化为国家利益之争，甚至简化为东西方之争。必须看到，如何在全球性普遍交往所展开的 “世界

历史”语境中实现民族文化的自觉，同时保持全球一体的历史发展态势，是今日世界诸民族的共同问

题，也是当下中国道路及中国梦在其实现过程中需要直面的时代课题。这一课题的完满解决，就能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精神要件。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大目标下，传播学的任务是搭建心灵之桥，促进民心相通。各类互联网技

术和应用向纵深发展，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直接碰撞，社会个体通过社会化媒体和移动客户端等相互连

接，草根、弱势群体等社会阶层的界限被打破，公民的身份和角色意识被唤醒，社会自组织和社会动

员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一些非理性、情绪化、极端化的思想和行为也在蔓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

设的成功，需要回归自由、民主、法治等全人类的大传统，需要传媒和大众舆论敦促沟通，为迎接新

精神的诞生做好准备。

五、传播学突围: AI时代需要新启蒙
目前学界对 “传播学的突围”的讨论，是中国传播学反思精神觉醒的表现。在笔者看来，突围成

功的前提，是传播学需要看清历史方向，把握时代精神，汇入社会发展主流。为此，传播学首先需要

完成自身的新启蒙，从而推动时代的新启蒙。具体来讲，传播学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准备:

( 一) 激活创新精神

创新，既包括科技创新，也包括思想创新。理论研究以探索真理为终极目标。理论创新的本质就是

以独特的视角来看世界，以独特的思路来理解这个世界。创新就是与众不同，本身就是对一个民族精

神内涵的丰富。只有当一个民族具备创新的崇尚，这个民族才有真正复兴的希望。

技术创新比较容易量化评估，而思想创新却难以象技术专利那样被量化。成果评奖、职称评审、专

家评聘，仍然以文章数量、刊物级别、引用次数、影响因子这类表面的可量化的东西作为硬指标，对

思想创新是极其不利的。量化考核其实是大专家做算术题，专家评审与小学生评审结果没有大的差别，

因为都是按指标计算。

重大的理论或思想突破常常需要经过一个相对困难的沉默期，这就要求有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

章不写一句空”的学术工匠精神，鼓励独立思考，鼓励把才华用到真问题的解决和重大问题的突破上，

抑制盯刊物、蹭热点，为主流理论寻例证的趋势。

( 二) 重建精神符号

传播不是冰冷的信息交换，而是关涉全部人格、个性、人际沟通。关注传播过程中的情感，社会才

会有更多成功的传播; 关注人类精神的交往，传播学才能更好地完成预测和引领传播实践发展的任务。

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情感传播学和精神符号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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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互动仪式 ( IＲs，Interaction Ｒitual Chains) 研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互动仪式

研究以 “情境”而不是个体作为逻辑出发点，极大地推进了仪式分析，把 “相互关注 /情感连带模型”

带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引入 “情感能量” “情感竞争”和 “冲突情境”等重要概念，为精神符号学的

建立扫清了许多重要理论障碍。尤其是互动仪式研究提出的情感能量测量研究，［8］为精神符号学研究手

段的更新和文理融合作出了可贵的探索。符号是静态的仪式，仪式是动态的符号。这一方向的推进，

将会使影像、声音、文字、动作、表情包等现象的研究获得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在精神符号学的层

面得到深入。

( 三) 重返神圣价值

传播的碎片化是意义体系碎片化的技术性表现。AI 时代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碎片化的地基上重新寻

求统一的原则体系，在新的历史基础上重返神圣价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中，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冯友兰的 “横渠四句”当可概括之。

这就需要传播学加强对生命世界的合作沟通机制的研究，揭示人的思维和行为对传播的作用，探

索媒介对人类社会的价值、意义等关涉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性的传播问题。总之，除了开展传播效

果、媒体管理等功能性知识追求外，传播学还要有价值性的知识反思。［9］

六、结 语
科技发展是人类的宿命，技术会越来越强大，AI 一定会在理性思考、逻辑推演的精确性和传播的

效率等方面全面碾压人类，传播学界需要尽快对此作好充分准备。AI 时代的传播学需要思考技术发展

与人类命运的关系，揭示价值传播的时代意义和精神，履行对社会生活和传播现象的描述功能、对人

生价值的反思功能、对人类总体命运的预警功能和社会思想发展的引领功能。

这是传播学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传播学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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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Practical Applications，Theoretical Tracing and
Future Concepts of Smart Communication

Tan Tieniu ＆ Zeng Jingp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t has been a popular topic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and news industry representing not only a revolutionary leap in the news industry，but also an update of news

communication concepts． It is a complete subversion of the production mode of news dissemination，leading to an

explosive growth of the news industry，a " revolution" for news industry talents，and gradual shift from traditional

news transmission to smart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deduces and defines the concept of smart communication，

exploring its development and presenting an outlook on the future of the industry． It contributes to the mission of en-

riching and creating a theory of news dissemin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new era，while also pionee-

ring new achievements in the global theories of news dissemination．

Ｒesearch on the Behavior Patterns of the
Online Video Audience in China

Hu Yangjuan ＆ Yu Guoming

The behavior of online video audience is considerably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traditional TV audience．

Their behavior consists not only in video－watching，but also video－searching and sharing． Based on a focus group

discuss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ormation engagement， channel － choosing，watching， communication，

sharing，paying and related consumption of the online video audience in China，inferring five behavior patterns cor-

respon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users， namely video － downloading audience，membership audience，mass

audience，elite audience and fan audienc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providing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videos and the creation of video sharing websites．

The Human Spirit and Value Propagation in the Age of AI

Li Siqu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about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media ecology，call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media culture． The technology and social life in the age of AI are embod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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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 of the times． The emergence of news writing bot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ntemporary news personality

construction． The rise of platform－style media signals the scarcity of ideological resources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The mission of spreading values in the age of AI is to strengthen spiritual building，fill in the " vacu-

um" by bringing humanities into communication studies，focus on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es，fill in the gaps of

affective communication，and incorporating value－oriented strategies into the algorithms．

Ｒeflections on Constructing a Socialized Communication Theory

Tan Tia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ge and the rise of social media，communication has been developing at such a

staggering speed that it has me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t the same time，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 has fallen into theoretical predicaments． The theory of socialized communication arose at a historic

moment．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zed communication，we need to discuss a series of problems，such

as what socialized communication is，whether its research paradigms need to be changed，how to establish a new

theoretical system，and so on． To this end，we need to conduct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theoretical re-

search．

Ｒisk Perception and Public Opinion Coping with
Mass Incidents Concern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 Study based on Two Non－Structured Interviews on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Projects

Fang Jianyi

In recent years，mass protests against waste incineration projects have occurred repeatedly，with the public re-

garding them as a cause of great concern．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risk perception of the public? How

to respond to the public ＇ s risk perception? By conducting field interviews，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public’s

groundless connection between incidence of cancer cases and waste incineration projects amplifies the risk percep-

tion of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areas of the projects; the“gag”on these projects irrationally enlarges people’s risk

perception，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the concentration of polluting projects increased people’s helplessness and

anger; WeChat allows protests to be organized more easily，and anger to be spread faster; the selectivity ofinforma-

tion and the model of“people obtaining what they want after making a scene”have a reinforcing effect on other

similar projects． This study is of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soci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and promot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s designed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learn to look a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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