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了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方法。事实上 ,西方关

于青少年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初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研究;英国伯明翰当代

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研究;近年来美国一些文

化评论家如 HenryGiroux、DouglasKellner、Deena

Weinstein等人的研究(参见张玉霞 《青少年流行

文化研究 》,载 《当代传播》, 2007年第 5期)。国

内的一些研究者常常运用社会学的方法 ,透过大

量的数据 、调查 、表格等分析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

的轨迹和规律。这种属于 “量化 ”性质的研究方

法 ,也常常与文化研究的方法相互配合 ,从而深化

了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深度认识。一些港台的学

者则擅长民族志式的个案研究 ,以一个截面折射

青少年群体生存的真实面相。这种研究对青少年

流行文化的 “感同身受 ”和整体认识是至关重要

的 ,其研究优点颇值得大陆学者借鉴。

2008年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呈现出两个特

点和趋势 。第一 ,关注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总体发

展态势。这表现在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特征的认识

上 ,不仅深刻剖析了青少年流行文化特有的时代

性特征 ,而且把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认识纳入到

大众文化 、消费文化的视野中予以定位 。这种研

究意识和策略将有助于推动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

规律和本质的认识 。第二 ,关注 “生气勃勃 ”的青

少年流行文化现象 ,对一些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

予以及时的理论解读。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是瞬

息万变的 ,理论上的及时剖析将有助于教育的适

时和恰当介入 ,为青少年流行文化发展提供有针

对性的平台 ,满足青少年时期特殊的文化需要 ,引

导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在这方面 ,本年

度的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一个可行而值

得继续探寻的研究方向 。

然而 2008年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也存在着

一些明显的有待改进之处。首先 ,它在很大程度

上缺乏青少年流行文化群体的声音 。青少年流行

文化是 “青少年群体 ”特有的生存状况的写照 ,研

究青少年流行文化 ,如果没有倾听青少年群体的

真实声音 ,那么 ,这种研究可能是失实而有欠缺

的。当然 ,并非是不需要 “自上而下 ”的研究 ,而

是面对青少年流行文化 ,首要的应当是 “自下 ”地

去接触 、了解 、倾听这个群体的需要 、声音及流行

文化对这个群体发展的实质性意义 。这方面的探

讨需要我们研究姿态的进一步贴近 、研究视野的

进一步逼近。其次 ,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引导与

介入策略研究有待加强 。青少年是一个变动 、易

于接受新事物的群体 ,由于他们尚未完全社会化 ,

很容易受到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 ,因此对这个群

体进行引导和介入就显得外重要。究竟通过何种

方法去正确地引导 、有效地介入这个群体所形成

的青少年流行文化 ,这既依赖我们对教育规律的

认识 ,更需要国家层面上的政策支持。这方面的

研究不仅需要在今后进一步加强 ,甚至要持续 、长

期地研究 。再次 ,研究方法稍显单一 ,研究视野亦

需要进一步拓展。 2008年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研

究 ,其研究方法大体是偏向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

些量化研究方法 ,同时结合思辩的深度 。实际上 ,

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是异常复杂的 ,对它的分析

不一定采取单一的研究方法 ,只要切合于这个群

体认识的 ,大可加以运用 。一些质的研究方法如

个人访谈 、参与观察 、话语分析 、关键人调查 、民族

志研究等 ,可能更适合于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

“出乎其内 ”的认识 ,亦可以借鉴域外研究的成果

或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扩大研究视野 。未

来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 ,应当结合多学科的优

势 ,其方法论上的特质应当是学科互涉或跨学科

的 ,其研究视野应当是跨文化的。

2008年度媒介与儿童发展

研究综述

胡丽娜
(浙江师范大学 儿童文化研究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2008年 ,三聚氰胺事件引发的幼儿奶粉事

件 ,汶川地震中学生伤亡 、灾后干预与救治 、孤儿

认领等诸多问题 ,使得儿童群体一度成为各类媒

介报道的焦点。而就儿童成长的媒介环境而言 ,

在 2008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尤其是依

托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背景 ,无论是少儿报刊图

书的纸质传媒还是儿童广播 、影视 、网络等电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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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以儿童本位为主旨 、为儿

童所喜闻乐见的媒介内容更为丰富和多元。就儿

童与媒介发展的研究来说 ,来自教育 、心理 、新闻 、

社会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带着现实的关切与

焦虑 ,围绕着媒介与儿童发展这一议题 ,以媒介素

养教育为核心 ,展开了务实的研究。儿童群体的

媒介接触 、使用现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调查 ,电

视 、网络等媒介文化对儿童的影响以及诸多新出

现的媒介现象等得到多维度的研究 ,而儿童媒介

素养教育无论在理论思考还是实践对策的研究上

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同时 ,就 2008年度来

说 , “媒介与儿童文化国际高峰论坛 ”的召开是其

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国内外儿童媒介研究专家围

绕童年研究与媒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儿童媒介

素养教育等重要议题的探讨展现了一种研究的智

慧 ,更为重要的 ,贯穿会议始终的深刻的问题意识

和反省意识为当下媒介与儿童研究昭示了努力的

方向 。

一 、儿童群体的媒介接触 、使用现状及其思考

儿童群体的媒介接触和使用情况可以说是儿

童与媒介研究的基点和重点。美国经验学派早在

20世纪 20年代就已经开展了电影对青少年儿童

影响的相关研究。五六十年代施拉姆等人关于电

视对儿童生活影响的研究 ,从 “使用和满足 ”角度

对青少年儿童的电视接触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调

查 ,揭示了电视在儿童生活 、学习和社会化过程中

的功能 、影响和效果。 2008年 ,儿童与媒介研究

中实证研究的成果是最为显著和突出的 ,它们在

深入而广泛的系统调研的基础上 ,以研究报告的

形式为我们翔实地呈现了当下儿童群体对电视 、

电影 、网络等媒体的接触和使用情况及其对青少

年的深刻影响 。

(一)电视 、电影使用情况的研究

黄会林 、王卓明等人的调查报告 《首都未成

年人电视收视行为分析报告(上 、下)》(载 《现代

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2008年第 1、2期)以

北京为个案 ,深入研究了占全国总人口四分之一

的未成年人的电视收视行为 。文章结合 “首都未

成年人电视收视数据调查 ”的有关数据统计结

果 ,从未成年人的电视收视生涯 、收视满意度 、收

视动机 、收视渠道等方面深入探析电视与未成年

人身心成长进程之间广泛而深刻的互动关系 。其

次 ,报告还分析了首都未成年人对典型电视内容

的收视行为 ,包括了首都未成年人群体对影视暴

力画面的反感 、模仿心理 、明星崇拜等。第三 、在

调查首都未成年人电视消费取向和收视渠道时 ,

发现首都地区未成年人对电视广告的态度正反参

半 ,明星或名人代言在未成年人群体中的影响是

有限的 ,当代电脑已经成为首都未成年人群体重

要的电视节目收视渠道 ,影视剧和娱乐节目成为

未成年人通过电脑欣赏的主要节目形态 。在调查

的基础上 ,文章还对儿童电视传媒的发展给出了

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认为当代少年儿童电视传媒

的制胜之道在于坚决实施少儿节目的本土化 、民

族化 、现代化 ,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土文化区域内的

电视人文资源和人力资源 ,坚定地以少年儿童为

本 ,以快乐观念为内核启动少儿电视运行 ,以真诚

启迪少儿电视文化时空 ,以产业思维指导少儿电

视传媒 ,建设符合现代中国未成年人心理特点 、成

长阶段和接受习惯的电视传媒体系 。

魏南江的 《关于电影媒介使用现状的调查报

告》(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 2008年第 3期)采

用实证研究的方式 ,历时 8个月 ,在江苏省苏南 、

苏中 、苏北的代表城市———南京 、南通 、徐州分别

选择了城市 、城郊 、乡镇共 17所中小学校 ,以二年

级到六年级小学生 、初中生及相关家长 、教师为主

要调查对象 ,通过近万人随机整群抽样调查 ,呈现

了中小学生对电影媒介的接触情况 。调查显示 ,

在日常生活常用的电视 、网络 、书籍 、手机 /小灵

通 、报纸 、电影 、广播 、杂志等 8种媒介中 ,电影排

名第六 ,只有 2%。而日常看电影的人群中 ,学生

观影最多 ,乡镇人观影比例最高。调查还显示人

们看电影的方式也发生了明显改变:49%在电视

上观影 , 23%看 DVD/VCD影碟 ,仅 12%的人进影

院观影。在去电影院观影的原因上 ,中小学生主

要是 “包场 ”;不同对象和不同地方的学生在观影

原因方面有所差别 ,同时中小学生最喜欢动画电

影 、科幻电影等 。

动漫作为影视播出的主要内容和青少年接触

的重要媒介内容也为研究者所关注 。董小苹 、王

丛彦 《青少年动漫爱好现状调查 》(载 《当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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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2008年第 9期)采用自编的调查问卷 ,对

北京 、天津 、上海及昆明 986名初中学生进行了调

查 ,以了解青少年动漫爱好现状 ,探讨如何引导青

少年从动漫作品中获取具有积极意义的信息 。调

查表明 ,成人社会对动漫文化的评价日趋客观 ,更

多家长和教师接受并认可青少年的动漫爱好;过

度迷恋动漫会对学生的学习造成不利影响。但多

数学生能处理好兴趣与学业两者间的关系;动漫

兴趣不会导致初中学生无节制的动漫消费 ,多数

学生能合理控制动漫花费;初中学生接触动漫的

主要渠道是电视;日本动漫最受初中学生青睐等 。

(二)网络媒介的使用情况

在儿童的媒介接触中 ,网络是受到最多关注 、

责难与忧虑的媒体 ,同时中小学生是网民中最活

跃的群体 。 2008年 1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C)《第 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 ,中国网民总人数已达 2.1亿 ,其中不到

18岁的网民达 19.1%。而 7月 24日发布的 《第

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不

到 18岁的网民已达 19.6%,半年时间就增加了

0.5个百分点 。随着中小学生网民群体的不断扩

大 ,中小学生的网络接触和使用 、网络游戏参与等

现状亟待了解 。

雷雳 、郭菲的 《青少年的分离 —个体化与其

互联网偏好和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关系 》(载 《心理

学报 》, 2008年第 9期)聚焦于青少年的病理性互

联网使用 ,采用问卷法 ,以 332名中学生为被试 ,

探讨了青少年的分离—个体化 、假想观众 、互联网

娱乐偏好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研究

发现:(1)青少年互联网娱乐偏好和病理性互联

网使用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男生比女生更

喜欢网上娱乐且有更高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

平;(2)分离—个体化中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

对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

用;(3)青少年的互联网娱乐偏好对其病理性互

联网使用有正向的预测作用;(4)假想观众观念

对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预测作用;(5)

分离 —个体化中的吞噬焦虑通过对互联网娱乐的

偏好间接地正向预测病理互联网使用水平;(6)

分离 —个体化中的分离焦虑和自我卷入通过假想

观众观念间接地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病理互联网使

用水平。

当然 ,在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以及产业化运

作的大背景下 ,实证研究并不排斥对文化语境的

关注和重视。事实上将儿童的媒介接触放置到当

下文化语境中 ,能够从更为宏阔的视野洞察儿童

的媒介接触行为及相关的社会现象 。当前 ,网络

游戏产业发展迅速 ,成为关系到广大青少年健康

成长 ,关系到家庭 、学校 、社会和谐有序的重要存

在。恽如伟 、史慧敏等人的 《青少年健康数字娱

乐状况研究——— 2007网络游戏调查研究报告 》

(载《开放教育研究 》, 2008年第 1期)将青少年

网络游戏行为调查与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有机结

合 ,通过对南京和常州地区的 3所初中和 3所高

中进行问卷调查 ,对游戏群体的基本状况 ,玩游戏

的学生比例 ,男女生玩游戏人数的比例 ,中学生喜

欢的游戏排名 ,中学生心目中的好游戏等进行调

查 ,并对当下青少年热衷的网络游戏进行测评 。

结果发现 ,从青少年发展的角度看 ,目前市场上的

网络游戏在知识性和智力性方面存在不理想处等

问题 。文章在年度网络游戏调查和测评的同时 ,

提出了对网络游戏的评价问题 ,认为不应该仅仅

参考经济指标 ,而应该更多地关注青少年的健康

发展 。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 ,文章从面向青少年

发展的角度及游戏的具体特点 ,提出了网络游戏

的五项评价指标:知识性 、智力性 、情意性 、游戏性

和成瘾性 。文章进一步认为 ,从人的发展角度介

入网络游戏领域是积极引导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

必然结果 。

在具体网络游戏行为方面 ,黄少华 《青少年

网络游戏行为研究 》(载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1期)通过对浙江 、湖

南和甘肃三省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 ,针对年龄在

13-24岁的城市青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有将近九成的青少年不同程度地玩过至少

一种网络游戏 ,尤其是男性青少年的参与比例更

高。其次 ,从青少年参与网络游戏的动机来看 ,在

网络游戏过程中能够结成游戏团队 ,能够在游戏

过程中进行人际互动 ,以及实现自我认同重塑 ,是

青少年参与网络游戏的主要动机。同时青少年在

玩网络游戏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暴力倾向 ,是导致

社会对网络游戏世界充满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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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魏爽的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原因分析 》

(载《中国青年研究 》 , 2008年第 10期)、朱旗的

《青少年学生的网络依赖与矫正对策》(载 《电子

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1期)、

甘世云的 《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理论阐释及其

对策 》(载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 2008

年第 1期)等对网络成瘾和网络暴力等问题予以

了关注。

值得指出的是 ,当前对儿童媒介接触的研究

中 ,大部分调研都以城市儿童为对象 ,对农村儿

童 、少数民族儿童等关注相对较少。令人欣慰的

是 ,庄晓东 、高云的 《少数民族青少年互联网的使

用情况研究———以云南省为例》(载 《云南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年第 5期),刘澜

《西部农村儿童媒介接触状况调查》(载 《传媒观

察》, 2008年第 12期),董小玉《西部地区新农村

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载 《电化教育研究》 ,

2008年第 6期)等文章极大拓展了对儿童群体的

关注面。同时从儿童接触的媒介种类来说 ,手机 、

博客等新媒体形式也为研究者所关注 ,如刘素娟 、

闵凤的《当代青少年短信使用状况的调查分析 》

(载《思想理论教育 》, 2008年第 5期)、夏珍珍的

《儿童博客中的儿童话语表达现状探析 ———以雏

鹰网为个案》(载《中国儿童文化 》, 2008年总第 4

辑)、张晶晶的 《学生博客:教育中的另一番风景 》

(载《思想理论教育 》, 2008年第 6期)等 。

二 、青少年数字鸿沟和网络社会问题

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

响也是双方面的。在实证研究者孜孜以求进行儿

童的媒介接触研究 、了解儿童成长媒介环境的同

时 ,另一群带着深重忧虑和批判意识的研究者则

注目于大众媒介对儿童生存 、成长的更为深远的

影响 。这其中青少年数字鸿沟和青少年网络社会

问题就是很突出的问题 。

(一)青少年数字鸿沟问题

1970年 ,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等人提出了

“知沟 ”理论假说 ,认为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

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 ,因

此 ,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越多 ,这两者之间的知识

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事实上 ,随着传播媒

介的日益发展和媒介接触机会的增多 ,尤其是网

络的发展 ,青少年数字鸿沟问题是不可逃避的社

会问题。 20世纪 60年代美国政府推出的 《芝麻

街》节目就是试图缩小这一鸿沟的尝试 。就我国

的情况来看 ,在教育公平呼声日益高涨的当今 ,青

少年数字鸿沟的确是亟需关注和研究的重要现实

问题 。纪秋发的《青少年数字鸿沟问题及对策简

析》(载《青年探索》, 2008年第 2期)认为 , “数字

鸿沟 ”是信息时代特别是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

问题之一 。文章通过中国互联网络中心的调查数

据分析了不同青少年群体之间在互联网的接入与

使用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作者认为 ,青少

年数字鸿沟的根源在于城镇与乡村长期的经济发

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城镇与农村信息化水平的差

距。在如何应对数字鸿沟的问题上 ,作者建议国

家要大力加强农村互联网络硬件与软件的投入力

度;加强农村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提高农村青少

年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互联网络的普及率;加强实

施农村教师信息技术培训计划;借鉴国外的经验 ,

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建立类似欧美国家的社区

技术中心等 。黄佩 、杨伯溆等 《数字鸿沟中社会

结构因素的作用探讨———以学生家庭背景与互联

网使用行为的关系为例 》(载 《青年研究 》, 2008

年第 7期)也关注了数字鸿沟问题 。

(二)青少年网络社会问题

网络沉溺 、网络暴力 、网络欺骗 、网络侵权 、网

络黑客等青少年网络社会问题日益成为具有较大

社会影响的网络病态社会现象 ,给青少年带来诸

多负面影响 。余雅风的 《确立义务与法律责任:

预防青少年网络社会问题》(载 《北京青年政治学

院学报》, 2008年第 1期)探讨了青少年网络社会

问题的成因 ,认为网络不是导致青少年网络社会

问题的根源性原因 。作者明确提出要确立义务和

法律责任 ,认为我国立法缺乏对责任主体及其义

务和法律责任的有效规范 ,导致现实中相关责任

主体缺位;尚未为青少年创造出健康利用网络的

环境条件 ,是青少年网络社会问题增长的根本原

因。文章考察了我国预防青少年网络社会问题的

专门的未成年人立法 、刑事立法 、有关网络的立

法 、其他相关立法以及规范性文件 ,认为相关责任

主体的法定义务与法律责任的缺失 ,是青少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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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社会问题产生的主要立法原因 ,并指出预防青

少年网络社会问题在法律上的设定 ,必须通过立

法 ,确立国家 、政府 、学校 、社会主体以及父母及其

他监护人的法定义务 ,明确规定其不履行义务时

的法律责任 ,从而建立有效的预防青少年网络社

会问题的法律干预机制。杨静的《关注青少年网

络粉丝俱乐部群体 》(载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

院学报:青年工作论坛 》, 2008年第 2期),张名

章 、张新蕊的 《青少年网络乞讨现象的引导与治

理》(载《当代青年研究 》, 2008年第 2期)对青少

年网络社会问题的新现象予以了剖析;而欧阳艳

文的 《网络的负面影响与青少年犯罪:以犯罪心

理学为视角》(载《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

2008年第 1期)、应培礼的《网络传媒与青少年犯

罪》(载《社会科学家》 , 2008年第 2期)、潘秀平

的《论青少年网络被害 》(载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

部学院学报》, 2008年第 2期)等 ,则从犯罪学 、法

学等视野对青少年网络社会问题进行了思考 。

三 、任重道远的媒介素养教育

从 1994年陈力丹的《我国需要 “媒介扫盲” 》

(载《新闻记者 》, 1994年第 1期)到 1997年卜卫

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 、内容和方法 》(载 《现代传

播》, 1997年第 1期)到当下方兴未艾的媒介素养

教育 ,青少年始终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群体 。

如果说儿童群体的电视 、电影 、网络等媒介接触是

媒介素养教育进一步开展的前期调研 ,研究者对

媒介素养教育现状的思考和它作为一种教育理念

和实践操作的探讨 ,则是进一步践行和推进媒介

素养教育的需要。

(一)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现状及发展研究

魏南江 、孔祥静 、唐承群的 《中小学生媒介素

养教育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 , 2008年第 4

期)是国内目前较大规模和较全面反映中小学生

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现状的报告。调查数据显示:

网络在学生日常实际使用的 8大媒介中排名第

三 ,且大有赶超书籍之势 。但学校和家庭的网络

媒介素养教育均严重缺失 ,因而学生们的网络媒

介素养堪忧 ,且城乡差异明显:乡镇学生由于缺少

关爱及引导 ,网络媒介素养更为薄弱;城郊结合部

由于缺少监管 ,学生受网络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 。

此外 ,王醒 《我国亟待加强少年儿童的媒介素养

教育 》(载 《教育理论与实践 》, 2008年第 11期)、

徐文松《我国中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 、问

题与对策 》(载《教育学术月刊 》, 2008年第 2期)

等文章也从宏观层面对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现状进

行了扫描 。在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视角的选择上 ,

王炎龙 、邓倩的 《网络语言传播与未成年人网络

素养 ———基于中学生使用网络语言的调查报告 》

(载《新闻界 》, 2008年第 3期),曹洵 、唐园园的

《穗港两地中学媒介素养教育的比较研究———以

“艳照门”事件为个案 》(载 《青年探索》 , 2008年

第 4期)等都是有益的尝试。而李昱的 《试论儿

童媒介素养及其培养》(载《学前教育研究 》, 2008

年第 5期),宋莉 、郭玉堂的 《开设中小学媒介素

养网络课程的思考与实践》(载 《中国电化教育》 ,

2008年第 11期),王倩的 《在新传媒环境下如何

加强儿童媒介启蒙 》(载 《青年记者 》, 2008年第

13期)等文章则侧重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和实践

研究 。

(二)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经验的借鉴

对国外媒介素养教育情况的译介与评析 ,详

细地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媒介素养的理论成果和

实践方法 ,对于促成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话

交流 ,更好吸收国外经验并进一步将它本土化 ,有

着积极的意义 。

柳珊 、朱璇的 《“批判型受众 ”的培养———德

国青少年媒介批判能力培养的传统 、实践与理论

范式 》(载 《新闻大学 》, 2008年第 3期)介绍了德

国战后五十多年里在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 “批

判型受众 ”理论范式 、具体实践等方面的许多有

益的探索与成绩 ,且以 Spinxx.de项目为个案 ,介

绍了培养青少年媒介批判能力的新模式 。文章认

为这一实践的成功具有三个要素:广泛的社会网

络支持;活动的多元性与互动性;以新媒体为主要

载体进行实验创新 。同时文章还指出了德国 “批

判性受众 ”培养的启示意义:1.媒介批判能力的

培养 ,可以促成一种开放的 、健康的 、有效的免疫

机制 ,使人们与媒介 、信息之间形成平等互利的关

系;2.应该发挥媒介机构在 “批判型受众 ”培养过

程中的有力作用;3.成立各种非盈利性媒介素养

教育机构 。此外如顾瑶韵 《英国中小学媒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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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述评 》 (载 《外国教育研究 》, 2008年第 3

期),韩仁瑞 、藏连运 《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特色分

析与借鉴意义 》(载 《现代教育技术》 , 2008年第 7

期)等都结合国外媒介教育的经验对本土化媒介

素养教育运作进行了思考。

四 、传媒化生存对儿童与媒介研究的思考

媒介与儿童发展是一个有着多种言说可能并

彰显现实关怀的话题 。从媒介对儿童教育 、社会

化的影响 ,媒介暴力内容对青少年暴力倾向的影

响及尼尔 ·波兹曼等人哀叹的电视传媒冲击致使

“童年的消逝 ”、“童年之死 ”,儿童始终是大众媒

介运行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 。在传媒文化无孔

不入的当下 ,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所传达的具体内

容进入儿童生活 ,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传媒及其构

成的媒介文化已经成为儿童生存发展所面临的现

实文化情境。在这样的语境下 ,我们对媒介与儿

童发展的研究不仅需要理论层面的探寻 ,更需要

关注相应的社会现象 ,追踪有关现实实践 ,多方协

作 ,共同为儿童成长建构积极健康的媒介文化环

境 ,进而促成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 、儿童的媒介参

与权等环节获得持续发展。

(一)注重儿童与媒介研究的文化语境

要重视研究的语境和问题意识 。要充分重视

当下整体文化语境尤其是传媒文化对儿童的全面

而深刻的影响 ,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儿童的生存

和发展。这就要求研究者站在中性的知识立场 ,

密切关注事关儿童生活与成长的重大政治 、经济 、

文化等事件。如 2008年幼儿奶粉事件 、汶川地震

引发的儿童灾后干预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解

读。其次 ,进一步加强对调查对象儿童群体和传

媒文化尤其是动漫 、网络游戏等亚文化的认知 ,密

切关注媒介发展动态 ,特别是手机等新媒体的发

展态势和影响 ,以更为宏阔和开放的视野从多学

科的视角对儿童与媒介进行研究。

(二)以系统眼光来审视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实践模式与

教育途径的探寻和具体教育内容的设计与实施 ,

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从国家宏观政治 、经济 、政

策机制 、社会环境等战略高度的背景来考虑 。只

有将媒介素养教育与一个国家的整体文化 、媒介

发展和教育水平等有机结合才能更为全面理性地

实施媒介素养教育 。在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本土

化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同时 ,要加强对话与交

流 ,积极借鉴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经验 。

(三)注重儿童主体地位和研究格局的均衡

问题

在现有儿童与媒介的研究中 ,研究者大多站

在引导者的立场上 ,采用自上而下的范式来审视

儿童与媒介的关系 ,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儿童具体

媒介参与和实践并进而探寻儿童自下而上的媒介

参与 。目前儿童与媒介研究的格局相对失衡 。在

研究对象上 ,较多研究都集中于网络媒体 ,对于纸

质媒体的书刊等关注不够。城市儿童成为研究者

的焦点。大部分生活于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留守儿

童 、少数民族儿童等群体的现状和发展需要研究

者更多的关注。在研究方法上 ,定性和定量的研

究呈现齐头并进趋势 ,只是在传统教育 、心理 、社

会等学科参与的基础上尚需法学 、经济学等更多

学科的共同参与。

(责任编辑　钟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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