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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中国梦实现的宏观视野，文章认为媒介学的研究应结合时代特征及社会现实，指出媒介幸福感
研究的社会意义。此外，媒介幸福感的研究应该遵循特定的原则，媒介幸福感的研究不仅实现人类普世发展
的梦想，更应关注特殊群体，并面向各种实际问题的解决。相关的研究成果可提升弱势群体的幸福感、增强社
会正能量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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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the Ｒesearch Significance and
Principles of Media Happiness
YUAN Aiqing
（ School of of Communication，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acro － perspective to achieve the Chinese Dream，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research of media is supposed to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s and the reality of Chinese society． It also points out the social meanings and theoretical value of the study of media． In addition，the
study of media happiness is meant to obey specific regulations． The research of media happiness not
merely fulfills with dreams of human universal development，but also need to keep an eye on the special group an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olving all kinds of practical problem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ontributes to advancing sense of happiness in vulnerable groups，enhancing social positive
energy and promoting construction of social harmony．
Key words： media； happiness； principle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焦虑与希望并存，困惑与梦想同在，对幸福感的渴求比任何时候更
为强烈。媒介学的研究是以社会学理论为基础 ，要使媒介学研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首先应当研究当前
社会现实公众所关注的基本问题 。媒介对幸福感促进的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 。中共中
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中国梦的论述 ，阐述了媒介与幸福感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
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中国梦就是要让人人看到希望 ”，这为我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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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同时也为相关学者研究幸福感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

一、媒介幸福感的概念
“幸福感”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并不陌生，甚至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但要解释什么是幸福感却不
太容易。Diener 认为，幸福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有主观性，是个体根据自己的标准对整体生活状态
［1］（ P524 － 575）
所做的一个整体的评估和内心的体验 。
这个简单的定义包含三个重要的方面 ： 首先，幸福感是
一个主观的体验过程，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包括意识对生活状态的评估。 其次，幸福感涉及人类独特的

认知，即使当下生活并不尽人意，但仍可通过调整认知来获得主观幸福感 ，这就为幸福感的调节提供了
一种重要的思路。同一媒介事件为什么会引发不同的反应 ？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
知世界，这真是太绝妙了！ 毕竟研究幸福感的目的是帮助受众了解并改变他们的认知以促进幸福感的
提升。最后，幸福感具有一种情感体验，从大类上划分为愉快和不愉快两种对立的情绪，这两种体验是
相互依存、相互演进和转化，但“趋乐避苦”是人类心理的基本动力，这就决定了人类对幸福感的探求会
永无止息。
那么人们不仅要问，主观幸福感与媒介是如何发生勾连的呢？ 麦克卢汉早就提出“媒介不仅是一
种中介，更是人体的延伸！ ”从这个论断可以看出媒介与人类相互依存的关系 。 梅尔文 · 德弗勒表示，
传播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媒介形式的革命 ，并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 ，不仅满足了人类对信息
［2］（ P360）
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人类对自身及丰富多彩的社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
或者还可以进一步考虑人
类主观幸福感与媒介的关系： 人类通过媒介的使用满足了诸多层次的需要 ，媒介也为人们认知自我提供
了参考标准，为人类拓展了一个更为安全的空间 。为此，媒介通过这四种途径对人类幸福感的影响最为
明显。首先，媒介尤其是新兴媒介为满足人类的各种精神及生活需求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满足了人类多
层次的需求，但现代人对媒介的过度依赖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其次，媒介提供了丰富多彩的
信息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有了更多的渠道 ，就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幸福感来源于不自知的状态。 再次，
媒介以静态的信息捕捉瞬息万变的社会状态 ，这让我们对身边的世界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认知 ，具体
到个体就是给予人安全感，而安全感是幸福感的基石； 最后，现代媒介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丰富着人类
主观的体验。如许多影视、音乐蕴含着丰富的感情感染滋养着人类，不仅帮助人们排除紧张焦虑的情
绪，
还犹如“营养套餐”给予美妙的享受，“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这是媒介内容促进幸福感的一个例证。
由此可见，“媒介幸福感”是通过“媒介（ Media） ”影响和构建“幸福 （ happiness） ”的过程，尽管媒介幸福
感是一种熟知的现象，但“媒介幸福感 ”在这里并不是严谨的科学概念。 为表述方便，本研究将媒介带
给受众的幸福感称之为媒介幸福感 。

二、媒介幸福感研究的时代意义
（ 一） 研究媒介幸福感是对实现中国梦的回应
何为“中国梦”？ 习主席在参观国家博物馆举办的 “复兴之路 ”展览时深情地说： “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中国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梦”之后多次提到“美丽中国”，这是一
组同源且充满希望的词汇。“美丽中国”不仅为我们展望了一个“生态文明、青山绿水 ”的中国，更是一
个根植于我们每个人内心对幸福渴望的追求和向往 。媒介作为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一门具有生命力
的学科，应该发挥其自身价值，从不同路径促进国民的幸福感，为实现中国梦做“积极推手”。
中国梦是每一个人共同的梦，那么由此引发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媒介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不同
个体的需求？ 首先，媒介技术的发展日益满足人们的多层次需求 。 互联网技术促使媒介由“点对面 ”传
播转向“点对点”个性化传播，极大地满足了不同层次的群体对信息资源的需求，它的核心价值是整体
［3］

上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事实上，是否拥有新媒介也早已成为贫富划分的新标准 。 其次，媒介以强
大的社会凝聚功能，调动全社会成员的力量和智慧共同关注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以无形的助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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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动社会进步。相应地，对于个体来说，媒介也正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 再次，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不仅传播正能量，同时媒介也承载了更多的民意表达、情绪宣泄的功能，为此，媒介

构建着人类的精神世界，以显性或隐性地方式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
（ 二） 研究媒介幸福感是研究中国梦理论的创新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美丽中国 ”是对实现“中国梦 ”目标的形象描绘，同“媒介幸福感 ”的隐喻
具有共生及互惠关系。为此，媒介幸福感的研究将有助于提升中国梦的理论创新 。
对“中国梦”的科学研究，发韧于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弗洛伊德认为，梦是生活的延续，具有警
［4］（ P19）
示和预示未来的力量！
通常我们把对中国梦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蓝图 ”的大格局
下进行传播，这是相当必要的，但要回答媒介幸福感的研究何以是中国梦理论的创新 ，就要回到基本理
论问题上来探讨。
首先，中国梦理论启发我们应从“参与体验理论 ”的视角来研究媒介幸福感。 梦是心灵的思想，体
验是梦的来源。梦不会与现实毫无关联，中国梦是在现实的基础上描绘的一种蓝图。 在这种理论范式
下，研究媒介幸福感就是倡导受众积极参与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 ，科技的高度发展促进了人类的体验过
程，媒介日新月异的发展滋养着受众的参与体验意识。“参与体验 ”是“知行合一 ”思想的呈现，更是传
播学理论的拓展。这就提示我们研究媒介幸福感要重视受众的参与体验过程 ，既要重视传统媒介，更要
重视参与体验感强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 。 其次，温特斯泰因曾援引哲学家 L． G． E 马斯的话，最
［4］（ P21）
常见的梦是我们投入最强烈的激情的事 。
这表明梦具有一种能量的作用，这提示我们研究中国梦
应该重视符号学生产所具有的心理能量 ，这既有正向积极的推动力，如“同心携手共筑伟大中国梦 ”的

宣传会让人产生激情荡漾的心灵体验 ； 当然也要警惕消极的负能量，“我爸是李刚 ”网络事件是仇官仇
富极端对抗心理的体现，对构建和谐社会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力 。这两者也是此消彼长的过程，这就提示
我们研究媒介幸福感，既要在实践中倡导主旋律，同时要注意媒介生态关系。邵培仁教授很早就提出媒
［5］（ P135 － 144）
介最终应构建“人，媒介，社会及自然”良好的生态平衡。
（ 三） 研究媒介幸福感是时代的呼唤
关于媒介幸福感的假设并不新颖 。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就对人类的各种可能性开始有了积极的觉
察，至少从那个时代开始，希腊人就开始注重心灵的成长。我们的世界没有英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积
极参与了西方式的科技膨胀。但在这场胜利中，我们没有了自己，相反，我们越来越对正在消失边缘的
［6］（ P4 － 17）
乡村和原始世界感到着迷。
对幸福感的追寻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强烈 。
人们要通过媒介来获得稳定的幸福感 。现代人对幸福感的缺乏是双面的。 一方面，我们害怕失去
安全感而经常回避与现实的人交往 ，表现出快乐轻松的状态，把恐惧和焦虑留给自己； 另一方面，在这个
新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对与现实中人与人交往不知所措，不知如何与人建立稳定的情感联结 。在地铁
里、在餐馆等公共场合，随处可见人们刷屏微博微信的现象 ，宁愿将自己淹没在海量的媒介信息中 ，也不
愿与现实中的人交流。弗洛姆对充斥高端技术的社会心态有过生动的描述，在稳定的社会，“我是谁 ”
压根就不是问题，心理安全感是可以得到保障，而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里，人们将饱受“认同危机 ”，
［7］（ P6）
犹如婴儿离开母亲的怀抱，体验到焦虑与恐惧。
这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意
思： 一是媒介作为社会的守望者，要着力研究这个时代人们内在心灵的存在感 ，从而更深刻地了解社会；

二是媒介要成为和谐幸福社会环境的制造者 ； 三是媒介要作为社会快乐情绪的平衡者。 当社会笑的时
候，不要笑得太疯狂； 当社会哭的时候，不要哭得太颠狂。

三、媒介幸福感研究原则
若在一般意义上叙述媒介幸福感的研究原则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迄今为止在任何一个特定方面都
不可能掌握有关这个主题的全部 。换句话来说，媒介幸福感散布广泛，并与其它学科广泛交织，本研究
仅从基本事实和重要原则进行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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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加强学科融合相互借鉴
媒介幸福感是研究媒介与人类的互动规律 ，既着力于研究媒介规律，也研究人类的感觉、知觉、情感
等基本心理现象。也就是说，对媒介幸福感的研究首先应以传播学学科为基础 ，以心理学学科为主线。
近三十年来，传播学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研究范式、研究规律、研究方法方面已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然而传播学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一个不容争论的事
实。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不断消融各学科的界限，各学科之间更要打破壁垒，加强交流，相互借
鉴，才能开拓有关媒介幸福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
（ 二） 增强理论与实务的交叉
据 2016 年 6 月，CNNIC（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发布的消息，中国手机上网人数已高达 6． 56 亿，
中国网民规模达 7． 1 亿。这些数据呈现出一个基本事实，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带给社会深刻的变
革。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已成了当前大众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来源 ，对媒介幸福感的研
究，必须要关注网民的意见和主张。一些看似偶然的事件经过网络的渲染 ，会产生蝴蝶效应。今年里约
奥运会傅园慧以“充满魔性的表情”，以“洪荒之力”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传播工作者迅速跟进报道，不断
通过傅园慧释放出比得奖牌更阳光更快乐的精神空间 ，使中国人从关注比赛结果转向关注比赛的意义 。
理论工作者也从传播心理学视野加强研究 ，通过对行为结果的影响因素、价值定位、相关机制寻求解释，
两者遥相呼应，使之既具现实意义，也深具理论价值。
（ 三） 注重文化普适性
在人类社会，文化拥有核心地位，它滋养了我们的情感与智慧，文化对于心灵的功能犹如现实之于
个人心灵的生活。这是不言而明的，不同文化下的媒介幸福感的研究取向不同。 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下
的依赖意味着危险，东方文化下的依赖意味着情感的归宿。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心 ”，当然这里既
指物质文化、意识文化、行为文化，更包括心态文化。 英文中的文化 （ Culture） 与栽培 （ Cultivation） 来自
同一词根，本研究要表达的意思是，幸福感就像种子一样，必须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才能生长成形，
最后硕果累累。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再一次提示我们对幸福感的研究要注意文化偏向 。
（ 四） 关注特殊时期与特殊群体
媒介幸福感研究的主旨是整体提升国民的幸福感 。然而，对于现实中的问题或事实可能无法改变 ，
但可以通过媒介进行解读，以改变对事件的认知，从根本上调整看待问题的角度，从而过上颇具幸福感
的生活。2016 年 9 月在杭州举办的 G20 峰会，全世界将目光聚焦中国关注杭州。从传播学的参与体验
理论来说，媒介对这次盛会全方位的报道，把我们深深地卷入进去，让我们体验到国强民富的自豪，感受
到幸福生活的美妙。2008 年北京奥运会、每年“两会 ”报道等特殊时期的媒介传播，在丰富多彩的情境
中构建着国人的幸福感。此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对幸福感的关注也要同时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关
怀。比如，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加剧所带来贫困群体的问题 ，由于人口结构所引发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由于城镇化过程所带来的留守儿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 ； 由于社会快速发展所引发的精神疾病及心
理障碍，等等，对这些群体或问题的关注，彰显媒介幸福感研究的人文关怀，体现出媒介幸福感独到的研
究价值。

四、媒介幸福感的应用研究价值
（ 一） 催化创造力和幸福感
媒介促进人类的幸福感，不仅有助于产生愉快的情绪体验，还有助于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一篇励志
感人的新闻报道，能扩展个人的行动与思维空间，这个扩展又提供了建设可持续的个人资源的机会，这
又会反过来产生积极的创造力。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这在临床研究获得实践证据，在使用心境诱导
技术的实验室研究表明，让被试观看一段令人兴奋的电影、阅读激动人心的故事，创造力及幸福感显著
［8］（ P12 － 13）

增强。

一个好的研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革命； 那么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应该为缔造人类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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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美好社会作为基本的轴心。围绕它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如同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延伸开去，促
［9］（ P12 － 13）
使创新与发展。
媒介幸福感的应用价值，不仅要借助于传播学经典理论和研究范式，更要从心
理学的研究成果中汲取智慧。
（ 二） 促进于社会的发展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社会的发展必然受社会认知及公众情绪的影响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目益成
为舆论中心，邵培仁在论述媒介作用与价值方面给了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多次启示 ，他认为媒介的角色
［10］（ P36 － 38）
也将发生变化。
媒介要承载更多的民意表达、情绪宣泄的功能。 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对普通人
群来说，绝不是一种新兴技术那么简单，互联网包含的自由、平等、分享等精神，使我们每个人都迫不及

待地拥抱它，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早就有埋下了一颗渴望幸福的种子 。但网络的中心化趋势也在孕育着
某种潜在危机，“群体围观”、“集体行动”等对社会的影响不可小视。 陈力丹提出媒介对社会发展的作
用时指出，我们应善于运用新媒体手段，提高危机舆情的监测能力，建立突发公共事件舆情的监控、汇
［11］（ P4 － 6）
集、研判、预警机制。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这些能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技术和研究，一定
会给社会带来美好的未来。
（ 三） 提升弱势群体的幸福感
进化论指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点特别有意义。 和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会有归属感，哪些
人会被看到自己部落或家族的成员 ”。常识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和相同处境的人在一起时，会产生安全
和舒适感。施拉姆（ 1990） 认为弱势群体与社会中心距离较远，表现为信息资源的缺乏，话语权的缺失
［12］（ P13）
以及角色的扭曲和异化等方面。
媒介幸福感观点认为，只有在个体感到安全和被理解的前提下，
才能拥有自信，获得稳定的自我价值感。互联网具有包容性，是一种打通了空间和时间的媒介，更是拆
除了强者与弱者围墙，我们在互联网上聚居，共享人类共同的文明和繁荣。 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要
求在政策层面出台关于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保护及信息表达权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及条例法规 ，
为保护弱势群体基本权益及建立健全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 。

五、小结
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 ，其中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变革所引发的社会心态的改变是最
为激动人心的。媒介幸福感概念的提出及相关研究 ，体现出传播研究者对这个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 ，更
体现出这个时代的担当与使命。围绕这一主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必将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及促进人
类幸福感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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