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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传播的原型沉淀

■ 蒋晓丽 何 飞

【内容摘要】 情感不仅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因此情感传播在不同的原型沉淀机制下往

往能激活个体情感、引起情感共鸣和加剧情感张力，推动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发展。
【关键词】 情感传播; 原型沉淀; 网络舆论

“情感是社会的多棱镜，从中折射社会事实，聚焦

社会冲突，链接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的改变必然带来

情感结构的变化，情感与社会结构具有同构关系，“社

会结构的各种状况与主体不同情感体验之间存在着对

应性、感应性。”①情感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情感传播的

独特机制。一方面，情感传播与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社

会结构状态下产生的诸如怨恨、同情、愤怒等特定情感

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从原型理论的视角，情感传播又

与原型中蕴含着群体共享的情感和意义相互勾连和叠

加，驱动着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发展。

一、原型的“不变”与“变”
原型一词古已有之，不同学科对原型有不同的界

定，应用领域十分广泛。从词源上来看，原型 ( Arche-
type) 可译为“原始模型”或者“民话雏型”。②在古希腊

哲学中，这一语词被用来表示事物的理念本源: 现实世

界是理念的影子，理念是现实世界的“原型”，由此而

起用了一个新的概念———理式，它主要是指万物皆有

型，都是由一抽象的、最高层次的“模式”派生而来。
此后，这一思想被不同学者所借鉴，并对后世原型理论

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原型理论研究史上，对原型概念的理解主要经

历了从“不变”到“变”的重大转变。荣格最早把原型

研究拓展到心理学领域，并认为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

主要内容，主要由遗传获得，是先天的、“不变”的。他

认为，人的心理结构由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组成，而集体无意识主要是人类长期沉淀下的普遍社

会心理经验，这种经验逐渐成为人类的文化基因，且处

于隐性状态。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作为人的“第二种

精神系统”，具有在所有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
世性和非个人性本质，不同于个人无意识主要是由情

结构成，原型构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原型概

念作为集体无意识概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联物”，

它表示一种似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不同种类的固

定形式在人的精神领域中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早已存

在的形式，具有普遍性，是在不同知识领域中得到承认

与命名的东西。③由此可见，荣格的原型理论坚持了他

一贯的主张，主要继承了生物遗传学说的理论，而忽略

了原型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
荣格之后，随着不同学者对原型的进一步深入研

究，大多数学者摒弃了他关于原型的先天性和遗传性

观点，认为原型并非遗传所导致，而是社会结构压力下

的历史的集体记忆和情感体验。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

莱就认为，原型具有历史性和交际性，是社会变迁下人

们对当下社会的某些集体记忆和情感体验。同时，原

型与符号不同，它们是复杂可变化的联想群。根据原

型具体表现形态的不同，原型可以是常见的某些意象、
人物、情境、特定主题( 主旨) 和叙述模式等，在特定的

语境中，它们通常有数量众多的已知联想物，由于这些

联想物被同一文化中的群体成员所共知，因而它们是

可以交际传播的。这一现象在当今的传媒化生存社会

中依然具有普遍性: 以 2011 年 5 月 8 日发生的“故宫

窃案”为例，该案在当时引起网络舆论的持久关注，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故宫”不

仅仅是“故宫”本身，而是更多指向“故宫”作为中国文

化的象征，凝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记忆和情感并

被绝大多数国人所熟知，因而有关它的任何事件，都极

易引起较大的舆论关注。④

综上，原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变迁、
社会结构和情感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变形和重塑。如

“红颜祸水”原型，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夏

亡于妹喜、周亡于褒娰、商亡于妲己、西施沼吴、杨妃乱

唐等皆是该原型的显现和外化。它反映了男权社会女

性的弱势地位和话语权的丧失，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

一种既十分依赖又深怀恐惧、既极力控制又有所期待

的社会心理。但这一原型在新的时代下，特别是随着

社会元语言的变迁而逐渐被边缘化，“红颜”并非“祸

水”，更不是男权社会的“替罪羊”。原型具有符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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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继承性和社会性，是一种集体记忆和情感交织

起来的原初模式，可以被具体的情节和意象唤醒，赋予

个别的、不同的情境以共通的意义。原型作为文化的

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文学艺术作品，同时也在网络舆

论情感传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二、情感传播的原型沉淀机制

文化是一个比较难以定义的概念，从已有文献来

看，对于文化的定义不胜枚举。“杰斯帕认为，文化应

该有三个维度: 情感、认知和道德。”⑤原型从本质上来

说是文化的集中体现，蕴含着特定群体固有的认知方

式和情感体验，凝聚着特定社会文化的诸多符码。因

此，理解原型即是理解网络舆论背后的文化。
1. 异项标出: 二元对立模式下的情感激活

文化符号学认为，对立二项的不对称是一个普遍规

律。任何二元对立文化范畴，都是在正项( 非标出项) 、
异项( 标出项) 以及中项( 被正项携带从而不标出项) 的

动力性关系中才得以体现。所谓“中项”，即两项对立

中，导致不平衡的那一项，中项的特点是无法自我界定，

必须靠非标出项来表达自身，因此，它对决定哪一项标

出有决定性意义。二元对立概念中的一项通过争夺携

带中项的意义权力，从而确立自身的正项地位，这是文

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符号意义的权力斗争。⑥以贫 /
富二元对立关系为例，当社会矛盾激化，“杀富济贫”作

为一面道义的旗帜常常被提及，这是基于“为富不仁”的

传统文化观念，中项认同贫穷，富人被标出，为行动的正

义性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在贫与富的二元对立中，原

型常常作为一种理论支撑被不断继承和强化，并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得以反复激活。这种二元对立不仅体现为

认知观念上的对立，更体现为集体阶层情感上的对立，

集中表现为社会底层的“仇富”社会心理即社会底层对

富有阶层和个体的仇恨和敌视心理。
情感传播推动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发展，表征为符

号争夺和符号抗争的这一过程，它总是在二元对立的

矛盾冲突中展开，呈现出官与民、贫与富、精英与草根

等不同领域阶层的对立。在这种颇具张力的二元对立

中，舆论主体常常基于特定原型展开叙事，通过对当事

人进行身份标出，从而向公众传达角色背后的社会想

象，激活大众积蓄已久的情感。以近几年比较频繁出

现的“仇官”“仇富”网络公共事件为例，事件的展开往

往以事件当事人身份的异项标出为起点，在“贫与富”
“官与民”二元对立的观念性框架结构中，基于“为富

不仁”“为官必贪”的传统认知展开情感叙事。对于舆

论主体而言，情感传播的要求是感性的、具体生动的，

是所有参与者能够感同身受的，因此情感的有效传播

要以共有的情感体验为前提。在“李刚门”网络舆论

事件中，网友“何大义工”在天涯杂谈发布的帖子《河

北大学富二代校内醉驾撞飞两名河大大新区女生“有

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引爆网络。帖子的“富

二代”身份被标出，给予了媒体、事件参与者和围观者

更多的想象，在集体的叙事渲染下，这一起普通的交通

肇事案件最终被建构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事件，从

而引爆网络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类事件的

传播逻辑即是基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普遍存在的“仇

富”“仇官”社会心理在原型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模式下

来展开的。
2. 原型叙事: 个体情感与原型情感的共振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通过原型来实现的”⑦，

而原型作为一种认知社会问题的文化范式，本质上就是

赋予事件以意义，把个体体验的情感和意义纳入集体共

享的情感和意义之中。在这一原型沉淀的过程中，原型

与集体无意识、历史记忆与现实情境相结合，由此产生

个体与原型情感的共振效应。这正如荣格在论述神话

原型时所认为，神话原型的情境出现之际，通常伴随着

特别的情感能量，如同琴弦第一次被拨动发出声响，或

者一种不被察觉的力量在心中顿然澎湃。⑧

在网络舆论中，情感传播是推动舆论发展和演变

的根本动力。情感传播基于特定原型形成叙事表层，

因而具有号召力、影响力和持久力。如药家鑫案从一

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演变为“贫富对立”的抗争事件; 夏

俊峰案也从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发展成为“官民抗

争”的典型社会事件，都是基于现实社会中的普遍情感

体验，在事件的情感叙事中基于相关原型，从而最终完

成对这些事件的社会构建，为大众宣泄积蓄已久的情

感，共享新的意义提供了可能。
以近几年的网络反腐公共事件为例，如果追根溯

源，其来有自。在中国文化史上，清官贪官原型是一种

典型的原型形象，从社会深层结构上来说，它集中体现

了封建皇权制度下的社会主要矛盾，呈现出“权力失

范———权力质疑———权力矫正”的叙事模式。在社会

结构的压力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下，官民的二元对立逐

渐演变为一种共同的集体无意识。在社会结构上，可

以简单分为“官民”两个对立阶层，而且“官”显然处于

绝对优势地位，这从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的

社会身份划分可见一斑。官民对立主要围绕权力的规

范与滥用这个核心矛盾，如果官员掌握权力并加以滥

用，那么广大民众的利益必然受损，因此官民之间的矛

盾和对立由此加剧，突出表现在民众对官员的愤怒和

对抗上。中国传统社会，官员与百姓的对立往往酝酿

一起又一起的暴力反抗运动，如历代农民起义无疑是

“官逼民反”的最好例证。而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历史

沉淀下的“官逼民反”的社会深层心理在现实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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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下，往往被无限放大，并集中以一种符号抗争的形

式得以全面呈现。
3. 原型置换: 从情感压抑到情感宣泄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交往及其社会组织的压力

是原型发生和形成的重要社会因素，社会强制性常常

以社会无意识的形式改变和影响着原型的发生和更

新。根据佛洛姆界定，“社会无意识”主要是指那些被

压抑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

来说都是共通的。当一个社会由于社会结构的改变而

被特殊的社会矛盾所主导的时候，这些长期被压抑的

领域恰恰是该社会禁止它的成员们意识到的内容。因

此，从社会与情感的关系来看，社会是特定情感的“触

发器”，它决定了哪些情感和思想能够显现于意识的层

面，哪些则继续存留在无意识的层次。⑨原型作为被构

建的文化符码，固化为社会群体稳定的文化———心理

结构，并在新的社会情境下重新激活并参与现实，这一

过程即是原型的置换变形，它的“本质不在于具体的叙

事模式或者叙事策略的改变，而是将更多时代精神纳

入其中”⑩，建构新的价值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言语的社会影响十分重

视，对符号巫术原型的崇拜深入人心。“一言而可以兴

邦，有诸? ……一言而可以丧邦，有诸?”瑏瑡的发问，体

现了当时人们对言语的推崇和重视。因此，统治者十

分重视对百姓言语的管理。史书记载:“王怒，得卫巫，

使监 谤 者，以 告，则 杀 之。国 人 莫 敢 言 语，道 路 以

目。”瑏瑢由此可见统治者对百姓言语管制的严苛。但在

当代社会，这一原型却受到巨大的冲击。现代民主的

观念、网络的赋权机制，大众有了更多言语表达和情感

宣泄的机会和自由。在“王帅发帖被跨省追捕事件”
中，河南青年王帅为家乡的违法征地问题在网络发帖

声援。王帅的发帖迅速引起网民“狂顶”，得到了广大

网民的普遍支持，舆论风向逆势而动令当地政府措手

不及，于是有了后续跨省追捕的事件。从当地政府的

角度，王帅的言论足以构成“诽谤”，对政府工作造成

极大的干扰，是因言获罪，是符号巫术原型的当代征

用。瑏瑣然而在当代社会，这一原型却因为情境的变化而

具有了新的意义和情感体验。言语是人们天然的权

利，言论自由不仅受到法律的保护也是现代民主社会

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通过原型的置换，符号巫

术原型下群体被压抑的情感被网民的情感宣泄所替

代，网民吐槽“跨省追捕”的“奇葩”，不无揶揄地声称

“小心到你家查水表!”，顶贴、评论支持王帅的行为，

用言语的行动构成事件得以纠错的力量。

三、情感传播的原型功效

原型同人类交际、人类生活、人类认知和人类情感

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不仅仅展现为一种文化的力

量，还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的普遍社会心理，

沉淀着社会群体共享的社会意义和情感联结。它能唤

起某种集体认同感，是构成集体行动的一个关键要素，

因而具有强大的力量。
1. 激活个体情感

原型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力量，就在于能够激活个

体情感，而且这种情感体验是强烈而本能的。情感的

传播过程即是基于特定原型的沉淀过程，而沉淀之后

的原型由于满足了人们的“社会心理”，从而激活了个

体情感。具体来说，只有当人进入一定的文化心理模

式中，才会有特定的情感产生。因而一旦进入了原型

“情境”，同一文化中的人们会共享一种情感体验，从

而更加有利于情感的传播和接受。
情感隐藏于原型之中，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

语境下，中国的抒情传统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

传。如主题类原型，相思、悲秋、怀古等，本身就蕴含着

丰富的情感体验。宗法社会下的政治体制更是对各个

时代的人们形成长期的情感压抑，社会等级的森严，礼

法严峻而苛刻，再加上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公，让人愤懑

不堪，无处排遣。这种集体无意识形成了具有自身文

化特色的相关原型，如红颜祸水原型、官逼民反等主题

原型，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体验，成为汉民族心灵沟通的

媒介。以邓玉娇案为例，官员淫侮民女的固有想象无

疑激活了广大网民的情感，引起了网民的同情与愤怒。
这种情感不仅仅是指涉当下的，它还带有历史的情感

记忆和集体 心 理 创 伤。正 如 有 网 友 在 自 作《邓 玉 娇

传》中写道: “古有杨乃武，奇恨仍可消; 传说窦娥冤，

堪比小玉娇!”在网民的认知与想象中，邓玉娇已经被

符号化为“不畏权贵，守节抗暴”的烈女子，成为人们

寄托和宣泄情感的符号载体。而这样的原型形象在漫

长的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它烙印在汉民族的文化心

理中，成为激活人们情感的“催化器”。
2. 引起情感共鸣

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可以对公众产生广泛

的影响力。原型凝聚了特定社会群体的长期累积的情

感记忆，因而其情感体验远比个体情感体验更具有普

遍性、易接受性和震撼性。
通过对近年来引爆网络舆论的相关事件进行分析

总结，可以发现大部分事件都是通过对原型的征用，从

而激活了其中的情感能量，把一起起普通的事件演变

为具有广泛社会争议的网络舆论事件。以夏俊峰案为

例，这本是一起普通的杀人刑事案件，但是由于双方身

份的特殊性，从而被构建为代表草根小民和“底层英

雄”的弱者对以城管为符号的强权者的“正义抗争”。
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在网络舆论的喧嚣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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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英雄”抗击强权的的原型形象得以彻底复活。
英雄的叙事原型和悲情的情感传播主调，网民在同情

与愤怒的情感中迅速自发地产生集体认同与情感共

鸣，推动着事件舆论走向高潮。
3. 加剧情感张力

情感传播首先需要有一个社会结构作为支撑，这

是因为客观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社会分层在情感世界的

投射中会形成一种特殊的主观社会结构———情感结

构。转型社会的当下中国，必然伴随着社会资源、利益

的再分配，是社会各个阶层组织不断竞合博弈的过程，

普通民众在社会结构的压力下，普遍存在紧张感和相

对剥夺感，贫困、冲突、不公的社会遭遇由此而形成的

怨恨情感不断蓄积并转化为一种负性的情感能量。这

种积蓄已久的情感能量成为网络舆论中情感传播的不

竭动力，并往往演变为网络舆论的情感极化和网络暴

力现象; 其次，情感从本质上来说它不仅仅是人的生理

的刺激与反应，而更多地是社会建构的，“人们的感受

是文化 社 会 化 以 及 参 与 社 会 结 构 所 导 致 的 条 件 化

( Conditioned) 的结果”。瑏瑤从某种意义上讲，情感应当被

理解为一种社会状态，情感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隐

喻关系，社会规约着特定情感的发生，情感表征着社会

现实，两者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瑏瑥因此，情感

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才是它的根本属性。
情感传播通过原型沉淀能够增强自身的扩散力

和影响力，加大集体的认同感和共鸣感。一方面，情

感传播加剧了情感张力，主要体现为社会群体在情

感的分裂与对立中所形成的紧张关系与紧张感。这

种紧张关系与紧张感主要表现为情感社会分层，它

是根据“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所获得的资源导入情感

世界所形成的有差异的甚至不平等的一种特殊的主

观社会结构。”瑏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网络舆论事

件中，事件主体只要一旦被标上“官二代”“富二代”
的身份标签，往往会掀起汹涌舆论并被广大网民迅

速围观，“仇官”“仇富”的社会情绪得以蔓延和滋长，

从侧面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情感分化和对抗; 另一方

面，在情感的张力中也必然伴随着新的社会整合的

形成，网民在网络舆论的参与过程中，基于共同的情

感而形成了一致的群体认知和身份符号，完成了对

“草根”的共同身份的认同，建构了一个具有感性和

想象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种基于话语的

建构性社会结构与情感的传播相伴相生: 情感传播

为建构性社会结构作出了贡献，同时，建构性社会结

构也成为情感背后的宏观因素。

四、小结

从广义上说，原型是人类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

化———心理结 构。这 种 结 构 既 是 心 理 的，又 是 历 史

的; 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 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

的; 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蕴含着丰富的 群 体 情

感和特有的群体信念，限定和规约了群体的认知方

式和感知模式，因而具有特别的“魔力”。原型把个

人的命运纳入集体的命运，并在我们身上唤起尘封

在历史中的集体记忆与情感体验。在社会转型时期

的中国，传媒化生存社会的当下，情感传播的原型沉

淀，从而形成了特定的传播机制。分散的、原子般的

个体情感在情感互动和共鸣中被纳入到原型特有的

情境中，从而产生广泛的意义共享和集体认同，推动

着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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