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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如何透过对于核心

技术逻辑的把握实现传媒产业发展的

弯道超车呢？2016年4月19日中央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

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基础技术、

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

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

术。”可见，未来传媒业的发展，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前沿性技术、颠覆性

技术的发展。技术进步不仅形塑着整

个传媒业的业态面貌，也在微观上重

塑着传媒产业的业务链。本文以VR

（虚拟现实）技术的产业化机遇为

例，考察创新技术在促进产业创新发

展过程中的业态模型与发展关键。

一、VR（虚拟现实）技术已经

成为创新产业发展的一个大热的“风

口”

2016年的CES大会（国际消费电

子展）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完满闭幕。

大会上，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

VR（虚拟现实）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业态模型与发展关键

□  喻国明  盛倩玉  李建飞

实）方面的产品增长了77%，VR技术

产品一时间备受瞩目，业内人士以毫

不掩饰的口吻谈论着它的重要性及市

场潜能，其所引爆的产业热潮一浪高

过一浪。

VR在中国的热度也居高不下，

俨然已经成为创新产业发展的一个

被追逐的大热的“风口”。检索百

度指数中“VR”一词的搜索指数和

媒体指数可以发现：从2014年开始，

我国民众对于VR的关注度以及媒体

对于VR的报道量均节节攀升（见图

1）。其中，引发关注的重要节点包

括：“Facebook宣布以20亿美元的

价格收购Oculus”（2014年7月）、

“三星携Gear VR探索移动虚拟现实

世界”（2014年9月）、“360&雷蛇

达成战略合作 共同开启中国OSVR市

场”（2015年7月）、“虽然发布了

暴风魔镜4 但我们更看重VR一体机”

（2015年11月）、“机构预测2016年

我国VR增速达476% 大黑马将杀到”

【摘  要】未来传媒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沿性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技术进步不仅

形塑着整个传媒业的业态面貌，也在微观上重塑着传媒产业的业务链。本文以VR（虚拟现实）技术的

产业化机遇为例，考察创新技术在促进产业创新发展过程中的业态模型与发展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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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百度指数：VR技术的媒体关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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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芒果TV‘VR计

划’外泄 虚拟现实综艺节目或将爆

发”（2016年3月）、“淘宝要推VR

购物 你离‘buy+’有多远？”（2016

年4月）。

这些标志性节点提示人们，媒

体和民众对于VR的高度关注源于业

界的大动作和快发展。2014年7月

Facebook宣布以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Oculus，此后国内外巨头们纷纷加入

VR产业布局，声势一浪高过一浪。

2014年至2015年，国外的Google、三

星、HTC、索尼、雷蛇、英伟达、爱

可视、卡尔蔡司等，国内的暴风科

技、腾讯、爱奇艺、百度、虚拟现实

科技、蚁视科技等，巨头和新贵们纷

纷动作，加入虚拟现实产业之争。过

去两年中，VR/AR领域风险投资额已

经达到35亿美元（高盛，2016）；市

场研究公司SuperData Research预测，

2016年虚拟现实的销售额将达51亿美

元，使用人数将达到3890万人；而投

资机构Digi-Capital预测，2020年VR

的市场规模可达300亿美元（中国银

河证券研究部，2015）。故而，有人

提出2016年是“VR产业元年”。

太阳下本无新鲜事，这样的VR

热潮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20世纪

9 0 年 代 ， V R 就 引 起 过 媒 体 和 公 众

的大量关注，而这场热情却如同泡

沫，最终以失败结束。90年代的VR

热潮从虚拟现实游戏开始。1993年，

日本电子游戏公司 Sega推出一款3D

眼镜（3-D Glasses），以及《Space 

Harrier 3D》《Blade Eagle》《Maze 

Walker》《Zaxxon 3D》四款匹配游

戏（电子工程世界，2016）。1995

年，电子游戏公司任天堂发售了一款

名为Virtual Boy的虚拟现实游戏机，

这是一款一体机，当时的售价是179

美元。在游戏产业之外，电影和书

籍方面也有许多反映和描绘虚拟现

实的作品出现，例如电影《异度空

间》（The Lawnmower Man）、《时

空悍将》（Virtuosity）和《捍卫机

密》（Johnny Mnemonic），书籍《雪

崩》（Snow Crash）和《桃色机密》

（Disclosure）。令人遗憾的是，这一

次虚拟现实的热潮没能延续到新千年

的来临，便无声无臭了。

这样的历史经验引发人们对于目

前的VR热潮的思考：第一，是什么

原因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VR热潮无

疾而终？第二，当前的VR热潮是否

也是媒体炒作出的一场泡沫？

毫无疑问，对于当下VR热潮的

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游戏引擎公司

Unity的 CEO里奇蒂洛2016年在旧金山

参加了三星开发者大会并发表主题演

讲，里奇蒂洛在演讲中提出：“2016

年和2017年可能是‘VR令人失望的差

距年’”，“我们发现如此之多的炒

作，它们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将导致人

们在2016年和2017年对其感到失望” 

（网易科技，2016）。有学者指出，

目前所有分析师和媒体都在大肆报道

虚拟现实产品，但这些产品却不能使

用户尖叫。如果里奇蒂洛的预测是准

确的，那么到2016年末，虚拟现实技

术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发展可能进入一

个“迟缓阶段”；到2017年之时，很

可能出现一个坏消息，即媒体的态

度开始反转，认为VR是被“吹嘘过

度”。那么，2016年到底是“VR产

业元年”还是“VR令人失望的差距

年”？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二、技术的成熟度：产业机会是

黄金抑或泡沫的关键性判据

VR热潮对于产业发展的机会是

黄金还是泡沫？我们认为关键在于技

术是否成熟。

Digi-Research提出的AR/VR技

术产业成熟度的七项技术判别基准

（ 见 图 2 ） —— “ 可 负 担 ” “ 高 性

能”“便携/续航”“视觉效果”“沉

浸感”“实用性”“灵活性和可穿

戴”。对照这样的七项技术标准，我

们可以发现，目前的VR技术已经能

够基本符合用户的使用需求，考虑到

接下来的技术进步，我们认为VR技

术会向“更易用”“更低价”的方向

发展。而20世纪90年代的虚拟现实浪

潮中，VR技术并没能跟上媒体不切

实际的想象——3D游戏画质差，价

格高，时间延迟，设备计算能力不

足……最终这些产品以失败告终，是

因为消费者对于这些技术并不满意，

所以热潮就此消退。而现今的VR技

术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技术基础

决定了这次的热潮不会以泡沫结束。

图2  Digi-Research提出的七项技术基准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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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交互性方面，现有VR

设备基本上涵盖了所有信息输入方

式，包括触觉、动作、语言等，未来

的发展方向在于提升现有交互设备的

精准度，降低其错误率，同时开发新

的信号识别和输入模式，有望实现对

眼神甚至脑电波的识别和应用。其

次，在续航能力方面，现阶段VR产

品主要为电脑连接式头戴VR设备和

手机盒子类移动VR产品，电脑连接

式的VR产品不存在续航问题，而手

机盒子类的VR产品也在不断开发，

未来移动VR产品的续航能力应当在

6个小时以上。第三，在视觉效果方

面，人们可以看到更高清显示屏和现

实技术不断开发、视角宽度不断提

升、最短画面迟时间也已经达到技术

标准（不高于20毫秒）。第四，在计

算能力方面，随着PC和手机的CPU和

GPU性能提升，VR设备的计算能力将

进一步加强，从而提供更高的流畅性

和更好的画面渲染能力。

对比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人

们也可以发现VR技术处于爆发的临

界点上。技术成熟度曲线（The Hype 

Cycle）诞生于硅谷，是指新技术新

概念在媒体上的曝光度随时间的变化

而形成的曲线。1995年开始，高德纳

（Gartner）咨询公司依其专业分析预

测与推论各种新科技的成熟演变速度

及要达到成熟所需的时间（陈骞，

2015）。一项科技的成熟，需要经过

五个不同阶段：科技诞生的促动期 

（Technology Trigger）、过高期望的

峰值（Peak of Inflated Expectations）、

泡 沫 化 的 低 谷 期  （ T r o u g h  o f 

Disillusionment）、稳步爬升的光明期 

（Slope of Enlightenment）和实质生产

的高峰期 （Plateau of Productivity）。

对比分析2014年和2015年的Gartner技

术成熟度曲线（见图3、图4），人们

可以看到VR 已经从泡沫化低谷期进

入稳步爬升的光明期，这预示着这一

轮的VR爆发，不再会是一场泡沫。

三、“生态型”产业布局：打赢

VR之役的关键

（一）发展硬件之于VR厂商的
价值

1. 短期价值

对于众多VR厂商而言，硬件研

发是市场培育期的共同选择，不论是

Oculus、三星、索尼、HTC还是暴风

科技，都在硬件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

精力。短期来看，VR发展早期缺乏

可用易用的硬件产品，各大厂商自然

瞄准这一块处女地，试图通过先入来

占据优势，谁的硬件产品更早被大多

数消费者认可，谁就更有可能获得更

大的利润。

然而，对比VR的代表Oculus和

智能手机的代表iPhone可以发现，不

论是从售价、上市五年后的出货量还

是配件产业链的长度上来看，VR硬

件的产业规模均比不上智能手机，且

带动的配件产业链也相对较短（见

表1）。这提醒人们思考，从中短期

来看，相较于智能手机产业链，VR

无论销量还是价格都低于智能手机，

VR将以娱乐设备的定位出现，需求

也无法媲美智能手机。从长远来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市场竞争等因

素，VR硬件价格也将下滑。德意志

银行在对于VR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VR价格将下滑。

图3  2014年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

图4  2015年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

万方数据



6   2016年第11期

本刊特稿
NEWS  RESEARCH

如果Oculus最终退出VR硬件市场，也

不足为奇。这可能对Facebook营收产

生较大影响，但对利润的影响有限。

所以，单纯发展硬件可以获得短

期的盈利，但却无法保证VR厂商获

得持久且稳定的利益，人们必须思考

发展VR硬件是否存在长远的优势与

价值。

2. 长期价值

长远角度来看，发展硬件产品有

助于该VR厂商获得“渠道优势”和

“标准制定者优势”，这样的优势对

VR厂商获取长期利润而言是必不可

少的。

首先，发展硬件产品有助于该

VR厂商构建分发平台，获得“渠道

优势”。

分发平台位于消费者和内容开发

者之间，是VR生态系统中重要的营

收来源。消费者通常直接在分发平台

上购买或免费获取内容与服务，分发

平台成为内容开发者接触消费者的重

要渠道——这也就意味着，谁成为了

主要分发平台，谁就占据了重要的渠

道优势。

目前的虚拟现实分发平台主要有

三种：硬件自带的应用商店、垂直分

发平台和第三方平台（兴业证券，

2015）。“硬件自带的应用商店”例

如Oculus应用平台、微软应用商店、

暴风魔镜应用商店等等，这也是各大

硬件厂商带动硬件销售，进行早期市

场培育的重要举措，用户购买了某一

款VR产品，便很有可能通过该产品

自带的应用商店获取应用和内容。而

“垂直分发平台”包括优酷土豆、爱

奇艺、百度视频，他们专注于特定领

域的内容并为此类内容提供虚拟现实

版本的内容。以百度为例，2015年12

月4日百度视频上线VR频道，该频道

聚合了目前市场上的大量VR视频、

游戏、资讯等内容资源。“第三方平

台”则凭借自身在VR中的影响力与

话语权，天然吸引精准流量，借此实

现内容分发功能，例如蛮牛应用商

城、魔多应用商城、87870网、VR自

媒体平台等等。

对比垂直分发平台和第三方分发

平台，目前来看硬件自带应用商店更

具优势。以目前国内大热的暴风魔镜

为例，现阶段暴风魔镜平台商运营游戏

61款，单款游戏下载50000+次（暴风魔

镜，2016）。一方面，用户购买了一款

硬件产品，如果该硬件自带优质方便的

应用商店，用户往往会直接使用。另一

方面，由于目前各VR硬件的标准并不

统一，第三方平台和垂直分发平台需要

为内容服务设置多种不同版本以配合不

同终端，成本大且难以精准，可能并非

用户最好的选择。

“硬件产品自带的应用商店”是

消费者最容易接触到的分发平台，所

以，从长远来看，VR厂商开发硬件

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硬件本身的营收，

还在于硬件自带应用商店为其带来的

渠道优势，从渠道上发力占据用户的

视线。

其次，发展硬件产品有助于该

VR厂商获得“标准制定者优势”。

智能手机的发展可以给人们带来

一定的启发。以谷歌的Android系统为

例，Android面向所有人免费，但真正

的经济控制是基于谷歌所处的“标准

制定者位置”——谷歌通过核心应用

程序编程接口（API）和软件开发工

具（SDK）包置身于消费者和开发者

之间，成为任何人都无法绕过的标准

制定者和中心，从而控制着分发和内

容，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

中金公司互联网传媒组的报告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引领下一

代计算平台创新》一文中指出，“以

Google，Oculus，Sony为代表的硬件

厂商正定向地或是开放地向内容提供

商提供技术标准（中金，2016）”。

一旦某一VR厂商获得了类似于谷歌

安卓的标准制定者地位，也就占据了

控制这个生态系统的核心因素。德意

志银行在2016年3月发布的报告中就

指出，“要将一个生态系统的各组成

部分连接在一起，最终控制这个生态

系统，需要有一些关键因素。”而这

里的“关键因素”，指的就是通过

核心SDK/API，成为标准制定者。以

Oculus为例，如果Oculus能通过提供

核心SDK/API控制VR的分发和内容，

就可能收获巨大的经济效益，最终将

消费者和开发者锁定在Oculus平台上

的是SDK和API，对于Valve/Steam、索

尼、谷歌和苹果也是如此。

所以从长远来看，发展硬件能

够帮助VR厂商通过早期投入建立标

准，成为标准制定者，并在日后获得

长期的营收和绝对优势地位。

（二）优质内容成为VR推广的
催化剂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何道

宽译，2000）一书中指出，任何媒介

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正如文

字的内容是语言，印刷的内容是文

iPhone 和 Oculus 对比
售价 上市5年后出货量 配件产业链 定位

手机

（内

存）

iPhone 1（4G）：$499
苹果1代：7.27亿

（2012年）
产业链长

广泛：通信、生

活、娱乐……
iPhone 2G（4G）：$499

iPhone 4（16G）：$599

VR

头盔

Oculus  DK1：$300 Oculus CV1:6600万

（2020年）
产业链短 狭窄：娱乐Oculus  DK2：$350

Oculus  CV1：$599

表1  iPhone与Oculus对比（数据来源：中金报告）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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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VR游戏产品（数据来源：兴业证券）

字，电报的内容是印刷。麦克卢汉认

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

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指新的

媒介）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

意。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

恰是因为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

容”。麦克卢汉对此还举了一个例

子，他提出“电光”这个传播媒介之

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于它

没有内容，直到电光被用来打出商标

广告有了内容，人们才注意到了这种

媒介。

麦克卢汉对“人们总是被媒介的

内容吸引却忽略媒介本身”这一现象

持批判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内容

的确对人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好的

内容（滋味鲜美的肉）可以使一种新

的媒介（破门而入的窃贼）迅速获得

人们的认可。举例来看，3D电影《阿

凡达》上映于2009年，其精良的3D效

果给观影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中

国观众都是经由《阿凡达》才认识到

了3D电影。《阿凡达》上映后我国

3D银幕的数量，由2008年的110块快

速上升至2013年底的1.26万块，5年复

合增速高达158%，这正是媒介内容

带动媒介形式的典型案例。

这一观点对于VR产业极具启发

意义——麦克卢汉对媒介的理解是广

义的，更类似于新的技术，甚至连火

车在麦克卢汉的眼里也可以算作一种

媒介，那么人们可以将VR理解为一

种新的媒介。想要发展VR，通过VR

的内容（滋味鲜美的肉）来吸引人们

或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于普通大

众而言，很可能不会过于关注VR技

术或是这一媒介本身，但是他们却

极有可能被某一火热的VR内容所吸

引，从而购买VR设备或是养成VR使

用习惯。这预示着，内容是VR产业

链中极具价值的一环。

《 重 塑 商 业 模 式 ， 再 造 娱 乐

消费蓝海》（国泰君安证券，2015

年11月）一文中提到“爆款产品之

于VR，有望重现阿凡达之于3D电

影”。好的内容可以迅速带动相关产

业的高速发展，一款爆款内容将有望

推动硬件和内容的同步增长。而对于

VR产业而言，这样起到催化作用的

爆款内容，极有可能是动漫和游戏，

而电影方面可能暂时难以出现爆款产

品。这是由VR游戏和VR影视的特点

所决定的。

为什么游戏和动漫更可能成为爆

款产品？在内容和技术层面上，VR

游戏制作的技术门槛不高，传统端游

和手游团队都具备足够的技术能力，

游戏及动漫作品内容本身的虚拟性

也使之更容易嫁接VR；在需求层面

上，游戏的产业生态成熟，用户群体

庞大，付费意愿高，宅腐消费人群对虚

拟世界的向往是最强烈的，VR架空场

景，连接虚实，让用户在与虚拟世界的

互动中寻求真实感；在应用场景上，

VR游戏特有的第一人称视角操作体

验，更接近人的日常行为习惯，容易给

使用者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高度

沉浸感和交互式体验让用户在“宅”的

同时感受世界。种种方面都暗示着在游

戏和动漫方面极有可能出现爆款产品，

目前，许多VR厂商都在开发游戏动漫

内容（见表2）。

同时，笔者也认为电影方面则暂

时难以出现爆款产品。虚拟现实影视

内容制作较传统内容更为复杂，它并

不是简单将原有电影转换成为3D版

本，而是一种新的不同形式的创作，

360°全景、与观众的交互都需要考

虑在内。首先，是虚拟现实视频内容

的捕捉问题。与传统视频不同，VR

视频需要满足360°画面，VR视频的

全景性要求导致在摄制过程中相机机

位的隐藏，导演、演员的站位，道具

的摆放等均成为全新的课题，解决这

一问题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其次，

是摄制素材的剪辑问题。传统视频同

一机位下素材的剪辑只需考虑时间线

即可，而在虚拟现实视频中，制作人

员需要将摄制画面转换成360°全景

视频，即便以专门的转换软件和后期

渲染工具来制作相关内容，对计算机

的运算性能要求亦远高于传统视频。

上述问题带来了虚拟现实内容制作成

平台 名称 描述

Oculus

Moon Strike RTS 游戏，游戏场景为太空深处，玩家通过 Touch 控制器操控飞船和战舰
Nimbus Nights RTS 游戏，玩家扮演巨人，通过自己的双手和骑士互动，帮他们赢得荣耀

Surgeon Simulator 一款扮演外科医生的游戏，目前销量超过200万
Dead &Buried 美国西部为背景的枪战类游戏
Final Approach 通过上帝模式操控一切物体和世界

I Expect You to Die 扮演一个间谍，通过躲过重重陷阱完成自己的任务

索尼

RIGS 第一人称视角扮演机甲射击敌人
Battlezone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Headmaster 一款足球训练游戏，玩家可以扮演球员或守门员，感受真实的球场环境
The London Heist Getaway 扮演钻石大盗与对手进行火拼射击，利用Move 手柄模拟手枪机枪

Summer Lesson 适合广大宅男的养成类游戏，游戏中玩家扮演一个男性角色与众多不同MM互动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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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居高不下，所以笔者认为VR影

视的发展仍然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三）目前VR产业化进程中的
纠结：鸡和蛋窘境

就目前来看，VR技术的普及仍

然面临着“鸡和蛋”的窘境。

一方面，如果VR设备的保有量

不高，开发者对开发VR内容和应用

也会持谨慎态度。就单以游戏内容而

言，目前许多顶级游戏开发商尚未公

布其VR游戏开发计划，而是处于观

望的状态。对于大型游戏公司来说，

首先，VR技术本身仍未成熟，并未

像传统PC或是智能手机一样有着较为

成熟的技术标准和产业模式；其次，

用户对于VR的认知度仍旧存疑，虽

然很多用户表示愿意使用VR，但用

户的心理价格以及热情的持续程度都

有待考察；再者，各VR厂商的发展

情况仍不明朗，许多游戏公司仍在考

量，以确定针对哪个平台进行开发。

举例来看，在国外，Steam平台上拥

有3700多款游戏，而目前只有少数

几家开发者计划或正在为VR开发游

戏，Steam平台上的十大热门游戏，

也仅有几款宣布支持VR设备；而国

内大部分游戏团队都刚组建不久，没

有正式产品，只有Demo。所以，如果

硬件产品发展迟缓，内容和服务也很

难到位。

另一方面，如果缺乏优质的内容

和应用，用户对于VR设备的兴趣也

会受到影响。用户不会愿意购买一款

没有内容和服务的VR产品，而德意

志银行在VR研究报告《虚拟现实时

代到来》中指出，“内容是早期购买

用户的重要决定因素”，这就意味

着对于VR的早期普及，内容至关重

要。再以VR游戏为例，在购买VR头

盔（600美元以上）之前，游戏玩家

很可能会评估可用的游戏内容。所

以，如果内容和服务不能到位，硬件

产品可能也是难以推广。

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使得VR

产 业 的 发 展 陷 入 一 种 “ 鸡 与 蛋 窘

境”，内容与硬件如此高度相关，仅

仅发展其中一个方面，并不能很好地推

广VR产业。对于VR厂商而言，单纯的

硬件、单纯的平台、单纯的内容或是单

纯的服务可能都无法保障该VR企业在

未来掌握真正的话语权。只有通过内容

和服务吸引用户对硬件的关注和购买，

通过发展硬件掌握平台优势和标准制定

者优势，从硬件、软件、分发、内容和

服务各方面构建VR产业链，建立生态

型产业布局才是VR厂商的良好选择，

只有全方位创新才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最

大的赢家。

未来的企业模式，是对内容、技

术和商业运营的整合。只有硬件，没

有生态构建的企业注定会没有未来；

只有内容，没有渠道优势的企业很难

做大——产品、渠道、内容、服务的

全方位创新是VR厂商未来的发展方

向。对于有意做大的VR厂商，布局

生态才能在未来占据优势；而对于

无力布局生态的厂商而言，可能内

容是VR产业链上极具价值的一环。

例如Oculus已经在努力打造生态圈。

Facebook 和Oculus 的结合创造了一个

完整的生态圈，公司CEO 的目标是建

立一个包括了10 个亿人在里面的虚拟

MMO 世界。人们有理由相信，能够

将硬件、软件、内容和用户粘性结合

在一起的VR 供应商将会成为这个领

域的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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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新闻兴起于20世纪末，在世

纪之交各大危机事件的新闻报道中，

比如1994年加利福尼亚地震、2001年

“9·11事件”、2004年东南亚海啸

等，普通民众运用手中的传播工具，

比如手机、DV与网络平台，大规模

发布与传播这些危机事件的现场信

息，极大颠覆了传统媒体在这些事

件中应有的角色[1]。目前，学界对于

公民新闻的定义基本从两个面向出

发。第一，强调公民在信息传播过

程中的角色与作用。如谢恩·包曼

（Shayne Bowman）与克里斯·威利

斯（Chris Willis）所述，“在收集、

报道、分析与传播新闻和信息过程

中，公民个体或群体积极参与的行

为”[2]。第二种面向强调公民新闻对

于推进社会民主进程的作用，这是指

公民新闻能够作为一种针对政府行为

的民主监督力量，以及针对落后社会

文化的自主批判力量，并且通常公民

新闻能够摆脱传统媒体在不同新闻业

语境中受到的限制。在西方的新闻业

语境中，这意味着新闻的生产与传播

将有可能摆脱商业控制的模式，不再

受到自上而下的垄断型传媒集团的控

制[3][4]。在中国新闻业语境中，公民新

闻则意味着，新闻传播领域将出现一

个新的公共话语表达空间，这一空间

能够相对独立于中国式新闻传播的双

重模式的控制——这一双重模式由自

建国以来“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

政党模式
[5]

与20世纪80年代新闻业市

场化改革的商业模式构成。本研究所

针对的性别话题类公民新闻属于第二

种面向。这类公民新闻通常由女性这

一弱势群体发布，其发布内容基本为

有关性别话题类社会时事的新闻或评

论。这类公民新闻于近几年出现，并

在2015年至2016年之间呈现大规模发

展的态势，其中2015年“最美乡村女

教师”、2016年“地铁哺乳”事件、

2016年3月7日关于“高校女生节标

语”的争议是其中的代表性事件。本

研究首先阐明这类公民新闻的兴起及

原因；其次梳理女性问题在中国重大

历史时期公共领域的表现形式，并研

究在这类公民新闻中，一个有关女性

话题的公共话语平台如何成型。

一、性别话题类公民新闻的兴起

及原因

性别话题类公民新闻早期的表现

形式为，在主流媒体（包括网络新闻

媒体）的主导之下，网民参与性别

新闻的时事评论，比如2012年“唐慧

上访案”与2013年“李彦杀夫案”。

以“李彦杀夫案”为例，自2013年1

月李彦被法院判处死刑后，该事件首

先在知识分子领域获得了大规模的

关注。1月25日，136名律师、学者与

NGO工作者联合署名一封紧急呼吁信

递交法院以希望轻判李彦。随后，主

流媒体纷纷介入报道此案，《东方早

报》网站于1月30日发表名为《从一

起杀夫案检讨死刑》的社论，该社论

被新浪新闻网、凤凰网转载，《参

考消息》网于2013年1月31日转载了

《纽约时报》的文章《遭家暴妇女杀

夫被判死刑引争议》。除了国内媒

体，外媒，比如《纽约时报》、美国

之音、BBC中文网也纷纷报道此案，

扩大了此案的国家影响力。可以说，

试论性别话题公民新闻的出现及意义
□  戴蓓芬

【摘  要】性别话题类公民新闻于近两年频繁出现，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性别

话题类公民新闻，研究这类公民新闻的特征及其兴起的原因。同时本文试图在媒体、技术、社会与文

化的多维视角下，探讨这类公民新闻的意义，即其作为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话语平台的意义。

【关键词】性别；公民新闻；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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