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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并提升一座城市的幸福感，是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新议题。本文从幸福
感与传播的理论文献梳理出发，选取“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上的大连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在对跨
度三年的微博样本进行数据统计和文本分析后，研究发现在微博样本中网民表达最为丰富充沛的是个体情
感和社会关系层面上真切细腻的幸福感，在个体认知层面较多表现出理性看法和真诚批评，对工作中的幸福
感提及最少，对碧海蓝天等基础物质条件并无过多传播分享。在建设“幸福大连”的过程中，研究建议应积极
调动微媒体，改善微环境，汇聚正能量，从而有力提升城市幸福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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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Well － being and Media Micro Propag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Micro － blog of “Happy Dalian”as the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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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issue encountered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current China is to construct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well － being for city dweller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a literature review about the well － being and propagation studies，and selects Dalian，a city listed on the “The
Happiest Chinese Cities”，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research． By taking data statistics
and text analysis of texts on Weibo from 2012 to 2014，we find that the netizens express most rich information about individual and emotional sense for well － being and fairly rational viewpoints and sincere criticism in cognitive level about the urban life in Dalian，while less mentioning about working
satisfaction，as well as sharing less about the basic living conditions in Dalia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ppiness of Dalian”，this study finally suggests that micro － media should be actively mobi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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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cro － media － environment should be improved，and the positive energy should be gathered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well － being in the city．
Key words： well － being； micro propagation； happy Dalian； propagation strategy； empirical study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正由追求“国富论”转向“幸福论”，由“GDP 至上”转向“幸福感 ”精神层次的追
求，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对于我国广大城市居民来说，最直接
的体验便是对所在城市生活的幸福感知 。 作为城市管理者而言，不仅要善于解决具体的民生课题，同
时，还需要采取切实的媒介传播策略 ，主动积极地建构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城市幸福感，让广大市民参
与、传播并分享对城市生活的幸福感受 。那么，在当今新媒介环境下，究竟我国城市居民如何理解、分享
和传播自己对城市幸福感的感受 ？ 城市管理者又将如何通过微传播方式或策略来提升城市市民对于自
身所在城市的生活幸福感呢？ 这是本文所关注的研究问题。
笔者在此选取多年来跻身“幸福感城市”榜单的大连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 因为在 2014 年
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联合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共同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
［1］
调查推选活动中，大连榜上有名。 这表明大连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城市幸福感的典型样本 。 为此，本
文先从幸福感与传播的理论文献梳理出发 ，建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新媒介传播文本，即经过科
学取样的微博样本，进行数据统计研究和文本内容分析，进而从传播学视角在微传播语境下对“幸福大
连”进行实证评估，并根据实测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以期对我国广大城市提升居民幸福感提
供一种案例性的实践参考和理论启发 。
学术界对幸福和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 － being） 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心理科
学，并逐步扩大延伸至更广更深领域 。近年来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在对片面追求 GDP 增长的深刻反思
中，
发现了幸福感作为衡量国家或地区发展指标的重要价值 。 例如，英国首相战略办公室 （ PMSU） 首席
2012） 从英国的社会实践和政府管理经验中认为“幸福感、社会关
分析师大卫·哈尔彭（ David Halpern，
［2］
系与权利共享”等应该视为一种“隐形的国民财富”，“主观幸福感”应该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美
国芝加哥大学奚恺元教授在其幸福学专著《撬动幸福》（ 2008） 一书中指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经济
［3］（ p39）
增长对于国民幸福增长的影响会逐步降低 ，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考察“幸福的作用”。
在认识到幸福感重要价值的同时 ，传播学者在研究中还发现媒介传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对主观幸
福感的塑造、建构的功能。韦路在《媒介能使我们感到更幸福吗———媒介与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 》中就
认为： “除了媒介技术本身的拥有之外，媒介所承载的各种内容也会对受众的幸福感知产生重要影响 。
在媒介化的信息社会中，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感知越来越依赖于各种形式的媒介 ，而不是通过自己
的亲身经历。当媒介成为人们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信息来源时 ，媒介内容对社会真实的再现将有力地
［4］（ p17）
塑造甚至扭曲人们对现实的认知 。”
在此基础上，笔者再进行梳理总结，幸福感与媒介传播关系主
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媒介传播往往构建了“他者”的幸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受众起到一种涵化 （ cultivation） 的传
播效果，容易让受众学习模仿媒介中的内容 ，从而获得某种媒介传达的“教养”。
第二，媒介传播使受众有机会比较与定位自身的幸福 。例如，有些受众往往会倾向于认为他人都比
自己过得好，从而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降低； 而有些受众也有可能误解他人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消解自身的不幸福感； 也可能会产生对“他者”的美化、淡化或合理化想象，从而产生对自身幸福感定
位的错觉。
第三，媒介传播还能使受众对生活的态度与行为方式发生变化 。传播本身就有着教育功能，能够传
承社会文化，往往能使得受众改变其原有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这对社会幸福感的改变既存在着提升幸
福感的能力，也存在着破坏幸福感的可能。
第四，媒介传播还能使受众消解“幸福”感受，产生“不幸福感 ”。 这主要是大众媒介传播的负面信
息容易让人产生畏惧、恐慌、担忧等不良情绪，甚至让人产生“不幸福感”与“社会疏离感”。
第五，媒介传播的多方位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为研究者测量评估社会的幸福感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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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可见，传播如同一把双刃剑，既有正向的建设性功能，也有负向的消解性机制。对媒介传播来说，应
该充分发挥其建设性功能，提升社会幸福感，提升大众的媒介素养，并对媒介的消解幸福感机制能有清
醒的认知与正确的应对。
对于幸福感的测量，心理学家采取的方法主要有自陈报告法 、知情者 / 观察者报告法、生理测量法和
［3］（ p17 － 21）
那么，除了心理学方法之外，能否有效利用媒介传播的信息进行关于幸福感的
任务报告法等。
测量及评估呢？ Dodds ＆ Danforth（ 2010） 在研究中对词语的幸福分值进行统计分析 ，并运用计算机软件
［5］（ p444 － 456）
或算法，来测算可以归类的小单元信息，最后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给予总体的阐释 。
廖卫民、
钱毓英（ 2012） 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媒体语料库 ”的数据分析方法： 首先，对于媒体语料库文本
中涉及“幸福感”与“不幸福感”的信息单元进行大类的区分，然后在某个大类下，对词频数量进行统计
［6］（ p22）
分析，并结合文本分析，从而能大致定性定量地判断出媒介呈现的幸福图景 。
为了便于分析研究，本文在研究设计中，参照其对幸福感语料库信息的分类方式，将影响人们判断
幸福感的主观、客观等方面的种种因素分成五个大类 ： 第一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物质条件因素； 第二是基
本的工作事业发展因素； 第三是个体情感因素； 第四是个体认知因素； 第五是社会关系方面的因素，包括
［6］（ p22）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二大类是与幸福感密切相关且相对较为客观的因
婚姻、家庭、社会关系等。
素，也是常规的幸福指数测量指标中的内容 ； 第三四大类则是主观幸福感模型中的情感和认知维度部
分。在本研究中采取上述方法，主要区别在于选取的传播文本不是诸如党报 、都市报等大众传媒，而是
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表达和自主话语能力的社会化媒体 ，具有网络舆论公开表达特征的微博传播文本 。
对其进行文本内容和数据分析，能有效避免所选取文本过于正式、官方的弊病，使得分析结果更有贴近
性和真实感。从某种程度而言，微博公开传播的样本空间，可以充分呈现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居民幸
福感的民间话语风貌与自媒体表达图景 。
综合上述论证过程，本研究的整个理论分析框架之间的逻辑链条可参见如下示意图 （ 图 1） 。 由于
本文系从一部有三万余字的研究报告中浓缩而来 ，为了便于呈现整个研究的精华，限于篇幅，在本文中
就不具体讨论微传播方式及渠道 ，也不具体讨论其中复杂的传播效果及社会过程 ，而是通过微传播样
本，对“幸福大连”建设中网民所表达的幸福感进行测量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提升城市幸福
感水平的策略建议。

图1

城市幸福感与媒介微传播的理论分析框架示意图

一、大连城市幸福感的微传播样本选取及初步统计分析
在当今社会，除了官方的主流宣传话语之外，人们利用越来越多的社会化媒体进行自我表达和对自
我幸福感的在线传播。微博、微信、微群、微电影等微媒介，在互联网上建构了一个充分张扬社会活力的
幸福感传播的媒介微环境。为了研究方便，在此主要探讨便于公开互动、群体围观和舆论传播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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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分析评估大连幸福感的微传播平台或微传播媒介方式 。
1． 大连城市幸福感微传播的微博样本选取过程
为了研究微博如何呈现了大连的城市幸福感 ，笔者通过微博的一般搜索功能，在新浪微博的检索框
中输入“大连”和“幸福感”两个关键词，一共找到了“77464 条微博”的结果。 当然，从整体上看，这是一
个较为庞大的数据库，笔者从其公开呈现的 50 页的页面中，随机整群连续截取了 40 页内容，一共 800
条微博，获得的微博发布时间范围是从 2012 年 9 月 14 日至 2014 年 4 月 29 日，这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
一个典型的分析样本。
在此样本中，直接发布的原创微博有 634 条，转发的二手微博有 166 条 （ 其中绝大多数带有评论 ） 。
在微博博主名称上带有“大连”的微博用户就有 20 多个，其中有一些大连本地的主要媒体，更多的是一
些微博大 V 或中 V，其微博粉丝数量甚至都要超过以上传统媒体的微博账号 。
2． 微博样本发布时间情况的统计数据分析
笔者从中选取了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总计 390 条微博进行分析，其发布的
时间点从 00： 03 至 23： 56，其发布的时间分布示意图显示微博发布主要集中在上午 7 点到晚上 23 点，分
布是大致随机错落的。按照日期，发布的微博也大致均匀分布，在某些日期有较多讨论，往往是有关于
幸福感议题讨论而出现。从这一基本数据大致可以判断，本研究采集的样本数据大致符合微博本身的
发布及传播规律。
3． 微博样本信息反馈情况的统计数据分析
微博样本中，获得转发的微博总计有 211 条，约占微博总数的 26． 4% ，其中仅获得 1 次转发的有 71
2 次转发的有 39 条，
3 次转发的有 16 条，
4 次的 5 条，
5 － 9 次的 33 条，
10 － 19 次 14 条，
20 － 99 次共
条，
26 条，
100 条以上 7 条。这一数据分布也是相对极度不均衡的 ，转发数多的微博一般表明受到网友围观
和呼应的程度较大，或者是网友认为有价值进行再度转发传播 。一般重要信息、议题性质和观点性质的
微博容易获得转发，在样本中获得最多转发数目的一条微博内容则是回忆讨论曾经“让球迷幸福感十
足的甲 A 时代”的大连足球。可见，大连网民对于足球带来的幸福感有诸多的心理共鸣和共同话题 。

图2

样本微博 2013 年全年发布的时间点分布示意图

二、基于微博样本对大连城市幸福感的多维描述
参照廖卫民、钱毓英对于幸福感信息的分类方式 ，将影响人们判断幸福感的主观、客观等方面的种
［6］（ p22）
对样本内容进行多维展示。
种因素分成五个大类
1． 基础物质条件因素的生动描述
有的网友对于大连整体很高的幸福感进行了自己的综述 ，例如网友许灿荣写道： “大连，不愧为时
尚之都和浪漫之都，含山枕海，到处是广场，公园，各类欧式建筑依山而建，绿树成荫。今天印象最深的
还是有百年历史的仿古有轨电车 ，当然最重要的是美女多，让你在公车上都不知道眼神该往哪里放 。高
挑，白皙，还带着妆上街，我想大连会是个幸福感很高的城市。要不是今天太热我都不舍得走。”在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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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中，既有对大连的整体基础物质条件的赞扬 ，也有对其生活环境的生动描绘，还渗透了一种对其喜
爱的个人情感在其中。在这一大类中，多数网友展示了大连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例如，宜人气候、
蓝天白云、大海星空等。例如： 网友“夏殇 __ 繁华如梦 ”写道： “# 正能量 石化梦 # 闭上眼睛，感受一下微
风拂面，嗅一嗅自然的气息，顿时幸福感倍增！ ”
2． 工作事业发展因素的真实描述
这类微博在样本中数量较少。在微博中也有网友表达了一种工作中的幸福感 ，例如： 网友“laulamlam”写道： 亲爱的，都在干嘛呢，都提前放假了吗？ 虽然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谁要咱家是大连不用赶路
呢，也甭想着早下班什么的。就这么坐着没工作对着电脑想的都是些开心的事儿 ，美滋滋的，这种感觉
真好。思绪飘飘然，盘算着各种好事儿，幸福感临界爆表，“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心里哼唱着。
有的网友表达了在工作中所获得的一种互相协作的幸福感 ，也有人对于工资收入低进行了抱怨，网友
“xiaoyu23511575”说： “网上调查： 在大连达到怎样的工资水平才有幸福感 ，结论是 5000 以上！ 哎，我们
的工资连幸福的腿儿都抓不到！ ”
3． 个体情感因素的丰富细腻描述
大连晚报发布的一则微博对于大连赶海在市民生活中描述 ，体现出了一种丰富鲜活的生活细节 ，如
临其境，如见其人，且展示了一种非常细致的小幸福感。@ 大连晚报发布的一条微博称： “对于生长在
海边的老大连人来说，赶海是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之一。76 岁的陈玉强是土生土长的老星海湾人，小
时候，常到这里的海边挖蚬子，退潮后，他拿着具有两齿的小铁质耙子，扒拉泥沙就能找到蚬子。说到这
里，他眼中洋溢着一种幸福感。”在这条微博中，包含一种对个体情感进行展现的幸福感因素 ，它容易唤
起人们的心理共鸣和集体记忆。这在微博当中有大量类似的例子。
4． 个体认知因素的多样化多角度描述
网友对于大连幸福感从其个人的认知角度进行了多角度多样化的描述 ，对于各种问题现象进行了
相应的评论分析。例如，有网友对于大连城市规模的看法，觉得现在正好； 有网友对于大连幸福感的表
达方式有自己的看法，关键在于践行而非言说； 还有不少网友对于大连的幸福感与其他城市进行比较分
析，最为常见的是城市之间比较，往往是省内的沈阳，外省的与大连有相似度和关联度的城市，例如杭
州、青岛、成都、昆明、威海等等，比较之下，才有对本地生活的认知感受。
5． 社会关系方面因素的深切感人描述
网友们在微博中还表达了体现大连幸福感的各种社会关系层面因素的内容 ，数量较多的有朋友关
系、家人关系、婚姻恋爱关系等等。在体现幸福感的社会化媒体表达中，洋溢着浓浓的亲情、友情、爱情
和各种人际间的温情，这些社会关系的和谐美满是构成大连幸福感的最高境界 ，是完善大连人幸福感的
深沉满足和不断纽带。因此，在微博文本中大量的是此类微博内容 。例如，在微博中有人晒出了自己的
全家福，表达了家庭和睦带来的幸福感。王有钱的微博： 感谢 @ 大连剧献 的全家福活动！ 给我们一家
子的记忆也带到了幸福的过去！ 如今奶奶、爷爷、二伯都故去了，爸妈也分开了，但那时的幸福感还会
有！ 真可谓，回迁进楼幸福路，大院变成四单户； 二十六年时境迁，永远不变全家福！ 有的网友表达在外
游子回家的浓浓亲情和由此带来的幸福感 ； 还有的是作为父母对于孩子所表达的一种浓浓的爱怜之情
和身为父母的幸福感； 还有的是作为朋友之间的友情，朋友之间的关心关爱和陪伴所带来的幸福显得特
别真切实在，不论是一起吃饭，还是来来往往的接送，都能带来幸福的感受。

三、对大连城市幸福感不同层面呈现的统计分析
根据样本数据特点，笔者在此特地将“个体情感因素 ”与“社会关系性因素 （ 包括婚姻、家庭、友谊
等） ”合并为一类，因为在微博表达中，这两类内容往往混杂在一起，即在表达社会关系的幸福感时，往
往与个人的情感体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且难以区隔。本文按照此四个维度加以内容编码 ，最后剔除
相当多的重复微博和一些无关的微博 ，总共获得 386 条微博，可分别归为以上四类。 由此，可以看到该
微博样本在对大连的城市幸福感呈现上有一些突出的统计分布特点 。
第一，微博样本中对于大连的基础社会物质条件因素大体上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 。 一般都会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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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地理条件、良好的城市建设，特别是大连的水、空气质量和气候、天气等角度感受到身处其中的幸
福，还有少数的是从大连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及活动中感到一种幸福 。 在微博中直接表达这类
幸福感的数量偏少，仅占 8． 3% 。
第二，微博样本中对于大连的基本工作事业发展因素表达最少 。 很少有直接提及工作事业发展与
幸福感的关系，这类微博仅占 3． 4% ； 并且，所表达的内容大都在工作环境、同事协作、加班、工作成绩、
工作感受、收入及其他待遇等，在表达幸福感之外，还观察到负面的情绪表达，即不幸福感，主要是收入
少之类的牢骚。
第三，微博样本中有相当比例对大连的诸多问题表达了不幸福感的认知看法 。 对于大连的个体认
知因素影响到幸福感的，主要事关大连的城市整体印象、总体评价、大连与其他城市的比较、对本地生活
的认知、评判、批评、建议、讽刺等等。这部分微博总共有 84 条，占了 21． 8% ，网友采取批评态度的微博
就有 55 条，这些微博内容主要是对大连的诸多问题表达了不幸福感的认知看法 ，有的还带有情绪，因
此，这些幸福感因素所呈现的是不幸福的切实感受 ，但也包含着对未来幸福感的期盼和良好愿望 。 例
如，对大连的出租车有多条批评，对大连的交通拥堵、压车现象表示不满，对大连的房地产、服务态度、物
价高、消费高等多有批评。
第四，微博样本中对于大连的个人情感因素和社会关系因素与幸福感最为丰富密切 。 让你难以想
象到网友们的幸福感来得那么朴实真切 ，甚至是不可思议，往往因为一点而获得了极大的幸福感满足。
这类微博数量占据了 66． 6% ，也就是恰好三分之二，在这里全部都是正向的幸福感受，负面的情绪几乎
为零。这部分足以说明，微媒介、微传播、微互动所呈现的幸福感至为精妙、至为纯粹、至为动人，这是传
统媒体和官方表达所不具备的。这正是微传播的魅力所在。
综合上述的四大分类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微博样本所呈现出来的城市幸福感更接地气 ，更不强
调外在基础物质条件，更敢于批评和表示对幸福的真切渴望和内心感受 ，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
自己城市的幸福感有更为丰富全面和细微的感知体察 。综合上述文本与数据统计分析后发现，从总体
上看，大连人在微博样本空间内表达最为丰富充沛的是个体情感和社会关系层面的内容 ，大连人的爱
情、友情、亲情和社会交往、个人情感上洋溢着最为真切细腻的幸福感 ； 在对大连幸福感的个体认知层
面，则较多地表现出一种理性看法、深切洞察和真诚批评，这类表达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反映出大连人
对幸福感在柔情蜜意之外的一种智慧理解 ； 至于工作中的幸福感，大连人在微传播中提及最少，或许因
为微传播本身主要还是业余生活的一部分 ，而大连人对于他们所熟悉的碧海蓝天 、清新空气等自然和基
础物质条件则并没有过多地传播分享 。

四、提升大连城市幸福感的微传播策略
在上述实证分析基础上，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微传播方式提升一座城市的幸福感呢 ？ 笔者结合城
市幸福感与媒介微传播的理论分析框架 （ 如图 1 所示） 的内在逻辑结构，并参酌研究样本中的各种案例
内容，提出以下有针对性的三点策略建议 。
1． 调动微媒体，增进微循环
在新媒体环境下，各种各样的微媒体具有积极传递信息的功能 ，也具有积极传递分享幸福感的功
能。上述实证分析中已经发现具有鲜活生活特征的微博能够传递出超越官方媒介的更多内容 、更丰富
的细节； 因此，也就具有更大的社会感染力，从而能更加有力无形地影响着这个社会 。
从这个意义上说，“调动”就包括积极引导和鼓励大家开设新的账户，从无到有，发布各种新鲜信
，
息 积极晒出自己的幸福，分享各自的幸福感受。同时，还应该鼓励一些组织机构能参与到社会化媒体
的信息传播当中，建立微博、微信等账户，传播对社会有益的信息，从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理解和
互助互爱，这样，无形之中就增加了有益于社会的微循环 。从宏观的视角来看，这种“调动 ”还可以指在
整体上积极“激活”现有的各种微传播形式的所有正面功能，例如，运用微传播活动进行有组织的公益
行动，运用微传播活动进行社会的建设 ，运用微传播争取更多的社会公平，更大的社会正义。 这些微传
播活动，从某种程度上不仅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幸福感 ，还能切实有效地推进社会的进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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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是从无到有，还是从小范围到大世界，积极调动起各种微媒体，增加有益的传播活动，如
同人体改善微循环、增加人体健康机能的作用一样，这是提升城市幸福感的一个基础策略 。
2． 改善微环境，提倡微接力
在现实社会中，微传播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在能够积少成多 ，聚沙成塔，不断改善优化社会的信息环
境和精神氛围。参照图 1 所示，改善微环境主要可以从四个层面展开进行 。
第一，微人际传播———即在人际传播中运用微博、微信、微视、微群等工具进行人际的信息传播、情
感互动和心灵沟通。
人际传播是一切传播的基础，人与人的直接接触，是最为重要的基础的交流传播方式 。微博中的私
信，在其盛行之初，往往成为最为便捷的私人交往信息渠道 ； 微信中的语音交流，等于把文字短信变得更
形象丰富了，或者说是音频化了。这些微传播方式，介入到人际交流当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传播幸
福感的有力工具。可见，微传播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与人的交流模式 ，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
种新的微环境。
第二，微媒体传播———即通过各种微媒体平台进行信息传递和情感表达 ，在有的时候，还能设置重
大的公共议题引发讨论。
微媒体传播，其实是切切实实地把微博、微信、微群等微传播平台当成是一种传播媒介 ，它们自身往
往构成了一个新的传播环境，在这个传播环境中能够完成传统媒介所无法完成的即时在线互动和交流
讨论。例如，在微博样本中，“@ 大连微博广场”和“@ 大连说”都设置了关于幸福感的议题，“@ 大连美
食俱乐部”则构建了一个关于大连美食信息传播的平台，在这里分享吃的快乐和幸福感觉。 还有诸如
“@ 大连潮流”、“@ 赢新潮流大连”、“@ 乐享大连城”、“@ 幸福大连 ”等也都在生活资讯和社会事务中
传播了重要的信息，让人觉得有生活的滋味和幸福的感受 。
第三，微群体互动———即通过各种微群体组织的线上线下活动 ，增强微传播的社会组织能力和群体
动员能力，从而促进社会幸福感的传播与分享 。
群体互动的参与感，是体现社会活力的重要方面，也是任何人感受幸福感和社会存在、社会价值的
一种方式。微群体互动的方式，不仅能迅速传递信息和进行盛大的仪式建构 ，还能协同协调网络上的集
群行为，形成一种庞大的社会动员效应。例如，为某种公益目的进行的慈善行为的传播，为某个体育赛
事进行网上的火炬传递仪式等等 ，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整个社会的幸福感水平 ，形成社会的价
值认同和身份认同。
第四，微组织发布———即各种组织机构通过各自的微传播平台进行提升幸福感相关的信息发布 ，并
从话语表达方式上加以改进，温暖社会。
公共部门机构、组织和企业等也应积极构建自己的微传播平台 ，它们对外发布各自组织内的有益信
息，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微传播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发挥各自社会组织的局域影响力的重
要方式。例如，在微博样本中，研究发现大量诸如大连本地的公园 、酒店、影楼、摄影机构的微博，在积极
传播着一种现实可触的幸福感，一种可消费的幸福品质。
总之，改善微环境，就是要让不同的主体发出自己的幸福感受 ，从而营造出更丰富的社会幸福感。
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和合作，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持续的接力传播 。国际上有英文
［7］（ p761 － 781）
这在客观上
文献的相关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中的接力传递活动 ，能有效地完成社会互助功能，
能有效地提升整个社会的幸福感水平 。
3． 汇聚正能量，传递幸福感
在前面的微传播策略基础上，最终结果需要完成的就是“汇聚正能量 ”。 就单个个体、单条信息而
言，微传播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只要每个个体和每条信息都能产生积极的能量，那么，汇集起来的力
量就无比巨大。幸福感本身具有一种自我复制和感染他人的内在机制 ，大家通过微人际传播、微媒体传
播、微群体互动和微组织发布等方式 ，就能构建出一个良好的新媒介传播生态 ，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增强
社会的凝聚力、认同感和价值感，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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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并向小康社会大步迈进，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升社会幸福感 ，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对此，有学者从更宏大视角、更长时间段、更
多样本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长期处于上升趋势 ，不同政治身份、户口类型、年龄、收入、婚
姻状况、民族等群体的幸福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然而该研究在其结论中依然较为谨慎地判断： “经
［8］（ p82）
“可能 ”这两个字
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 ； 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
，
的说法 充分表明用较为客观性的实证指标来考察主观性的感受本身就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 ，就是一种
［8］（ p84）
因此，本文基于微博样本而从传播学视角进行的内容分析和文本分
容易引发争议的“幸福悖论”。
析，从某种层面上看，还只是那些有表达意愿的网友们的一种自发性的自陈报告 ，其具有的代表性、广泛
性和真实性还有待更多材料的质证 ，例如，对更多幸福感相关关键词的采样分析，对微传播中传受互动
双方的追踪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从而确定其是否真如本研究中的微博样本所言。 对此，还有待未来
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通过研究发现，媒介传播具有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塑造功能 ，对于新媒体而言，微小内容的碎片化
信息传播与情感表达，能够迅捷有效传递个人的幸福体验、幸福认知，能够在网络公共空间建构起幸福
感的价值认同殿堂，集合起来，汇聚起来，就能够形成庞大的社会幸福能量。 本文提出的提升城市幸福
感的微传播策略，并不排斥幸福大连建设中既有的传播方式 ，其关键在于需要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媒介在
微传播平台上的不断创新，吸引更多的个人、组织机构进行有效的微传播，增进微人际传播、微媒体传
播、微群体互动和微组织发布的效能 ，从而改善微传播环境，让不同主体能在一个和谐的微传播环境中
形成持续的接力和合力，汇聚正能量而不惧惮网友们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 。这一策略具有的普适性，从
某种程度上看，能够让幸福感的传递过程，成为一种全社会正能量的传递过程，最终形成完美的幸福感
传播模式，建构起一幅和谐完美的幸福感传播图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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