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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优秀的传播学教材 :《传播学教程》评介

李　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北京　100732)

　　作为教育部“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传播学教程》(郭

庆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一书 ,以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 ,全面深入介绍了传播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和主要研究热点。该书不仅概念界定清

晰、理论阐述系统深入 ,而且介绍目前传播学的主要研究热

点 ,同时给出自己比较中肯的看法 ,努力激发初学者的兴趣。

更为重要的是 ,作者努力避免一般教材的资料性罗列 ,而是

把自己的思考作为贯串全书的主线 ,培养初学者如何正确地

思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 ,《传播学教程》是一本难得的优秀

的传播学教材。

第一 ,明确指出了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

规律的科学 ,并把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作为传播学研究

的方法论指导。在第一章至第四章 ,作者从人类历史发展进

程的角度 ,指出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和社

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传

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

作者还着重介绍了传播活动的内容 ———符号和意义 :符号是

信息的外在形式 (或物质载体) ,而意义则是信息的精神内

容。

第二 ,科学分析了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

传播的主要特点。在第五章至第六章 ,作者指出人内传播是

指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

人际传播是指两个行为主体间的信息活动 ,其动机是获得信

息、建立与他人的社会协作关系、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满足

基于人的社会性的精神和心理需求。群体传播是指群体与

成员、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传播互动机制。群体传播形成群体

意识和群体结构 ,而这种意识和结构一旦形成 ,又反过来成

为群体活动的框架 ,对个人成员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制约 ,以

保障群体的共同性。

第三 ,生动地阐述了大众传播新概念及大众传播功能。

在第七章 ,作者对大众传播新概念进行了清晰地界定 :1. 拉

斯韦尔的三功能说 (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 ;

2.赖特的四功能说 (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和提供娱

乐) ;3. W. 斯拉姆的看法 (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

能) ;4. 拉扎斯非尔德和默顿的观点 (社会地位赋予功能、社

会规范强制功能和作为负面功能的麻醉作用) 。如何评价大

众传播的作用 ? 作者介绍乐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两种评价。

第四 ,重点介绍了大众传播的主要监督和控制。作者在

第八章的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中 ,介绍了大众传播的三

种主要监督和控制 ,即国家政府、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广大

受众 ,以及西方关于传播制度或媒介制度的几种规范理论 :

强调媒介必须维护当权者利益的极权主义理论、强调人人都

有出版自由的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和公

众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和义务的社会责任理论、强调一般民众

自主利用媒介的民主参与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 ,占统治地

位的媒介规范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政府

和法律机构主要是通过这两种理论来协调和平衡国家内外

的传播关系。

第五 ,科学地解释了国外关于大众传播学理论。1. 大众

传播媒介的性质和作用。在第九章传播媒介的性质和作用

中 ,作者主要介绍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卢因的新闻选择

的把关人理论。麦克卢汉认为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

力 ,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 ,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

的方式。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者

延伸。卢因的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认为 ,在群体传播过

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 ,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

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2. 大众社会理论。在第

十章大众传播的受众中 ,作者首先介绍了三种主要的大众社

会理论。最早的大众社会理论是以托克维尔、勒朋和奥特加

为代表 ,从贵族主义立场对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后 ,工

人和劳动大众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感到恐惧

和危机 ,认为大众的特点是 :不顾正义只求功利 ,将信仰和知

识隔离 ,将道德和幸福分离 ;容易受到暗示和感染机制的支

配 ,无视理性和法律 ;缺乏历史感、自我意识和义务意识 ,只

第 37 卷第 2 期
2004 年 3 月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Vol. 37 No. 2
　Mar. 2004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有强烈的欲望和权利意识。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 ,卡尔

·曼海姆等人认为原子化的、不定形的大众的存在是法西斯

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从 50 年代开始 ,密尔斯、李斯曼和孔

豪瑟等人强调大众在现代高度合理的组织面前常常抱有无

力感 ,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少数的精英 ;现代人总是顾及周围

的状况和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从而具有过多的趋同心理和行

为 ;非精英的大众容易受到精英的操纵 ,而同时精英人物又

容易受到非精英大众的压力和影响。在第十一章的传播效果

研究中 ,作者首先介绍了早期的“子弹论”和“皮下注射论”:

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 ,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

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躯体 ,药剂注入皮肤一样 ,可以引起

直接速效反应 ,以致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 ,甚至直接

支配他们的行动。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 ,人们提出“有限

效果论”:大众传播不是效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原因 ,只不过

是众多的中介因素之一 ,而且只有在各种中间环节的连锁关

系中并且通过这种关系才能起作用 ,并受到某些中介因素、

心理因素、生理因素、媒介自身的条件以及舆论环境等因素

的制约。进入 70 年代以来 ,人们开始对“有限效果论”进行

批评和反思 ,提出一批新的理论模式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沉默的螺旋”理论、“知沟”理论、“培养分析”以及“编码和释

码”研究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第一 ,研究焦点大都集中于

探索大众传播综合的、长期的和宏观的社会效果 ;第二 ,它们

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传媒影响的有力性 ;第三 ,它们都与社会

信息化的现实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第十二章的大众传播

的宏观社会效果中 ,作者详细介绍了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沉

默的螺旋理论、培养理论和知沟理论。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认

为 ,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 ,传媒的

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通过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

著性的方式 ,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

断。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 ,人作为社会性动物 ,为避免陷入

孤立状态总是力图从环境中寻求支持 ,因此个人在表明自己

的观点之际首先要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 ;当发现自己

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 ,他们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

的观点 ;当发觉自己属于少数或者劣势意见时 ,一般人就会

屈就于环境的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 ;这样 ,一方的沉默就

会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 ,使得优势意见显得更为强大 ,这

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 ;如此循

环 ,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 ,而另一方越来越沉

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培养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一方面 ,大

众传播对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另一个方面 ,它

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并

造成一些消极的社会影响。知沟理论认为 ,大众传播的信息

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会带来知识

量的增加 ,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

速度大大快于后者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终是两者之间

的知沟会不断变宽 ,差距会不断扩大。

第六 ,提出了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的理论。在第十三

章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中 ,作者着重谈到世界信息生产和流

通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状态。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自己

强大的经济、技术和资本实力 ,控制着当今世界的信息生产

和传播 ,造成了世界信息单向流通的不平等结构。因为信息

不仅作为一种基本资源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

而且由于它含有特定的观念、价值和意识形态 ,所以对一个

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也产生重要影响。

第七 ,重点研究了传播学研究史和调查研究方法。传播

学的早期学术思想源流有欧洲源流和美国源流。欧洲源流

主要有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的模仿理论和德国社会学

家西默尔的网络理论。在美国学术渊源中 ,比较著名的学者

有 :杜威、库利、帕克、米德等人。奠定传播学基础的主要研

究有 :拉斯韦尔的宣传与传播研究、卢因的把关人研究、霍夫

兰的说服效果实验、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性传播学研究、以

及施拉姆对传播学科创立的贡献。此外 ,在传播学的创立过

程中 ,香农的信息论和维纳的控制论也有重大贡献。从大的

方面来说 ,传播学的主要学派有 :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经

验学派即管理学派 ,目的是通过改进传播机制来实现社会管

理。批判学派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 ,以欧洲学者为主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 :M. 霍克海默、H.

马尔库塞、T. W. 阿多诺等人。批判学派的研究目的并不是

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而是为了研究现代社会的一般趋

势以及人的基本价值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

用。批判学派中的主要流派有 :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

派 (即伯明翰学派) 、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

论。关于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主要介绍了抽样调查法、

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

由上可见 ,《传播学教程》充分体现了作者精深的传播学

研究素养 ,和超越一般意义的教材写作的意图。该书既是初

学者进入传播学领域的良师益友 ,又是传播学研究者不可多

得的常备工具书。它对传播学的发展将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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