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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与争鸣

■ 曹　忠

短视频的文本生产机制及其
范式演变

摘　要：从生产机制上看，短视频的文本生产是一种迥异于电影、电视等传统视听媒介的

新文本生产范式。本文通过探究短视频文本生产机制，试图厘清其文本生产过程中的机制特征

及范式演变。本文认为，短视频的文本生产逐渐呈现出对文本意图的复苏与强化，以满足大众

对短视频知识和信息传播功能的新诉求。这一转变是短视频文本生产顺应时代要求的自我革新，

但也使短视频的文本生产面临着文本独特性消失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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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短视频用户规模持续增长，

行业依然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我国短视频用户达到 9.34

亿，占网民整体的 90.5% ①。短视频的迅猛发展已经

成为近年来中国互联网界的现象级事件，其中，除了

审美语境和文化等因素，媒介的文本形式也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狭义的文本原指文字作品的表达形式，

但随着媒介形态的日新月异，文本也从狭义的文字文

本拓展到泛指一切媒介的内容表现形式。在广义文本

概念下，“一首歌、一场比赛、一个视频，只要是在进

行意义的表达，其表达层面都能被看做一个文本”②。

因此，从广义文本概念考察短视频，则所有短视频的

视听形式都能被视为文本。文本既是媒介的内容载体，

也是媒介内容生产的机制显现。近年来，学界对短视

频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分析短视频的内容生产，一定程

度上忽视了短视频生产中的文本要素。本文通过探究

短视频文本生产机制，试图厘清其文本生产过程中的

机制特征及范式演变。

一、短视频发展初期的文本生产特征

1. 文本生产的自由性与自我性

短视频文本生产的自由性，首先体现在短视频创

作的低技术门槛和平台开放性上。短视频的创作和发

布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便能完成，而且短视频平台的

开放性也使得所有短视频用户都可以参与其中，在不

违反法律政策和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创作自己想

创作的文本。

短视频文本具有鲜明的自我性，因而其文本形式

往往也是极度自我化的。这种对自我的彰显，在文本

形式上表现为短视频的文本叙事，往往以竖屏文本的

方式“出场”。电视所生产的宽屏文本面对的是公共空

间的公共受众，而短视频这种以手机等移动设备为文

本显现载体的新媒介，其文本受众多为单一个体。因

此，从宽屏转向竖屏，受众也必然由公共受众转向个

体受众。公共观看不可避免受到公共舆论、道德、话

语权利等制约，因而为公共观看生产的宽屏文本，也

必然是一种被公共权利和道德所制约的文本。而与之

相反的竖屏文本，则更显示出个性化特征。同时，从

电视的宽屏转向短视频的竖屏，其背后凸显了创作者

对自我表达的需求。因为竖屏限制了文本的宽度，使

文本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容纳创作者自身，这也使

短视频呈现出一种视频“个人秀”特征。

短视频文本生产的自我性，还体现在短视频对文

本时长的严格限制上。短视频与电影、电视剧这些大

众媒介在文本上的最大不同，就是短视频有极其严格

的文本时长限制。如微信小视频的文本时长最初只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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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抖音短视频的最初文本时长普遍为 15 秒，只有粉

丝量超过 1000 人的作者才能申请发布 1 分钟时长的短

视频，其他的短视频平台最初也基本将文本时长限制

在 15 秒以内。短视频对文本时长的严格限制，在客观

上限制了创作者通过短视频传达自己意图的可能，但

其结果却是创作者也不再承担传达公共知识和信息的

责任，从而使短视频成为个人表达、自我体验的工具。

2.“一镜到底”与文本生产的在场性

短视频的文本生产还体现出一种“客观展示”性，

并试图通过对影像的客观展示，为文本接受者制造一

种亲临现场观看的“在场感”。短视频文本的客观展示

性，主要体现在发展初期，短视频的拍摄一般采用“一

镜到底”的手法。这种“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本

质上是一种抛弃蒙太奇剪辑手法的“长镜头”文本生

产。按照《电影艺术词典》的解释，“长镜头”实际上

是一种保持现实的多义性和时空的连续性“镜头——

段落”的现代电影手段，在展现完整现实景象方面有

其优越性③。“长镜头”虽然强调了其时间尺度上的

“长”，但究竟多长的镜头才算长镜头并没有固定标准。

按照视听文本的生产实践，几秒钟到几分钟，甚至几

十分钟的长镜头都是存在的。因而“长镜头”存在的

意义并非强调时间上的文本长度，而是要彰显这一文

本形式的现实多义性和时空连续性。

这种现实多义性的达成，源于“长镜头”包含了

被摄对象的全部细节，从而使文本夹带了创作者目光

关注之外的细节和元素。在短视频的接受实践中，这

种现象比比皆是。如抖音中，一位专门拍摄自己宠物

狗日常状态的女博主，在拍摄发布了一条展现宠物狗

自己开门进卧室的短视频后，评论区最火和最受关注

的评论，竟然是博主无意间摄入镜头的一双红色拖鞋。

抖音网友纷纷围观评论这双无意间发现的拖鞋，反而

对宠物狗这一本应被关注的“主角”视而不见。

3. 短视频文本是一种“愉悦文本”

短视频文本的生产，也是一种对情感中“极乐文

本”的截取和记录。这种“极乐”情感的获得来自两

个极端：一是对大脑中既有文本框架进行依赖而产生

的“懒惰式愉悦”，其体现为创作者乐于生产和接受自

己“熟悉”的文本；二是通过对“正常文本”的破坏

而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激情”，其体现为创作者乐于生

产和接受“碎片化”文本。

前者之所以称为“懒惰式愉悦”，是因为我们大脑

的认知活动遵循着“惰性原则”，即大脑首先倾向于加

工那些不需要进行复杂运算的信息内容或信息形态④。

因而，一旦大脑接收到这类文本信息，其就能利用既

有认知框架对信息进行“自动”处理，从而使人们获

得一种基于文本框架依赖的“懒惰式愉悦”。同时，短

视频文本生产中，还常常出现对“正常文本”的破坏。

从文本形式上看，这是对既有文本框架进行破坏后，

将“高潮”文本片段进行“碎片化”截取的结果。如

近年来频频出圈的“抖音神曲”，其形式基本都是以歌

曲的高潮片段呈现，而这些拥有“魔性”的旋律或歌

词的“高潮”片段，往往会让人从“正常文本”情感

中跳脱出来，从而获得一种震撼的“极乐”。

二、当下短视频文本生产的范式演变

1. 文本时长增长，“中文本”短视频成为主流

短视频文本生产的范式演变，其最明显的特征体

现在文本时长的不断增加上。文本时长的增加，目的

是为了提升短视频的文本意图性，进一步强化其信息

和知识传播能力。如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就提到 2021 年短视频平台在加速布局知

识领域，推动知识传播⑤。实际上，增加文本时长的需

求自短视频出现就已存在。如微信小视频文本时长从

6 秒扩展到 10 秒，后来又递增到 1 分钟以上；快手短

视频的文本时长也从 57 秒，递增到 4 分钟；2019 年，

抖音向用户全面开放了 1 分钟视频的拍摄权限。

短视频文本时长变化，无疑是一种顺应时代需要，

保持媒介长久生命力的自我革新手段。比如，短视

频 Vlog（视频博客、视频网络日志）是一种以影像代

替文字或相片，向公众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的强意图性

短视频。为增强文本的知识传播功能，各大平台都对

Vlog 的最低文本时长进行强制要求，以保证 Vlog 文本

能较为清晰地讲述一个完整故事，传播较为完整的知

识。在实践中，Vlog 创作者发现 2 ～ 5 分钟的“中文

本”视频，既能表达较为完整的意图和故事，也具有

短视频的“耐看性”，因而迅速成为主流文本时长。这

一现象也表明当下中国的短视频文本生产，正在经历

一场由“短文本”向“中文本”的范式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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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蒙太奇剪辑取代“长镜头”文本，文本生产“故

事化”

随着短视频文本意图性的强化，短视频的文本生

产已背离最初对视听影像“一镜到底”的客观展示，

逐渐演化为与电影、电视剧创作一样的蒙太奇剪辑范

式。为了方便没有剪辑基础的创作者，以及方便手机

剪辑，各大短视频平台都推出了功能强大、操作简便

的手机剪辑软件，并将这些软件结合到短视频的拍摄

功能中。

蒙太奇剪辑手段在短视频中的广泛运用，无疑使

短视频的文本生产变成了一种“故事文本”生产。为了

在较为“短小”的文本中讲述故事、传播知识，当下短

视频创作者在文本生产中采用了滚动长图叙事、语图结

合叙事等文本叙事策略。滚动长图叙事，一般多用在文

字与图片的故事展示中。短视频通过滚动播放的信息长

图，使短视频文本能够在屏幕垂直方向展开，从而使画

幅内容超越屏幕，使画幅内容连贯成一体。

有学者认为，语言和图像在“叙事可供性”上各

有侧重，主要体现为语言叙事模式是一种自主式或确

定式叙事，图像叙事则是一种说明式或不确定式叙事⑥。

因此，为了在短小文本中展现尽可能多的知识内容，

当下短视频创作者往往喜欢在文本创作中进行语图结

合叙事，以期用语言表意的精确性填补图像叙事精确

性不足的缺点，这也导致了语言解说在当下短视频创

作中成为一种风尚。近年来，短视频创作者队伍中出

现了许多电影和电视剧剪辑者，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

将一部完整电影或电视剧剪辑成几十秒或几分钟时长

的短视频，这一过程中，这些创作者通常会在文本中

加入语言解说，从而确保能在短小文本中将原本冗长

的剧情叙述清楚。

3. 由自我体验走向流量化创作，短视频文本生

产商业化

短视频在经历最初的发展后，因其用户规模的爆

发式增长，也迅速走上了商业化道路。在短视频的商

业化浪潮中，随着一些专业化短视频制作团队的成立，

自媒体短视频的文本生产流程，已与微电影等传统视

听媒介趋同。最初的短视频文本生产，本质上是对自

我情感体验的个人化表达。但短视频商业化后，短视

频的文本生产开始走上团队制作道路。一条、二更等

平台的短视频博主创作的纪录片式短视频已经呈现出

专业化生产风格，如《陈翔六点半》《万万没想到》等

短视频团队，为短视频文本赋予了浓厚的情景剧色彩。

而那些专业化程度不高和条件不完备的短视频博主，

也在“流量为王”的刺激下，纷纷挖空心思在画面造

型、剪辑创意和搞笑元素上下功夫，使短视频的文本

生产由最初的展示自我情感体验，变成了想方设法地

取悦观众。

此外，短视频文本生产的商业化，还体现在电商

纷纷通过短视频开展产品营销。从第 49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看，2021 年短视频平台

电商业务规模增速仍旧保持迅猛趋势⑦。统计发现，电

商所生产的短视频，文本时长大都在数分钟以上，有

完整的故事，有极其鲜明的商业卖货意图。此外，为

了使受众能接收到尽可能多的产品信息，某些电商制

作的商业短视频甚至不允许观看者对视频进行“快进”

等操作。不过因为短视频文本相对于电视购物广告等

“长视频”而言，仍然具有碎片化文本的“耐看”优势，

因而即使受众在电商短视频的接受过程中承受了诸多

“文本暴力”，依旧对电商短视频报以某种观看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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