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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邊陲到主流的一條自然路徑 :
華人計算傳播學者的參與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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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倫、彭泰權、王成軍、梁海、祝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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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播研究如何得到國際傳播學主流的關注、認可和尊重，
是數代華人傳播學者長期追求和探討的熱門話題。中華文化歷史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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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其傳播學應該、也必須在國際傳播學中佔據重要地位。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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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又獨具特色，往往難以與追求普適性的國際傳播學主流直

te d

接對接。因此，華人傳播學者中長期存在兩種相背的路徑：一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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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門戶、自成一體；二是緊跟主流、亦步亦趨。半個多世紀過去
了，兩派各自努力不倦，但可惜成效均有限。其中的經驗教訓，自
然值得包括本文作者在內的所有華人傳播學者重視和借鑒。我們從
事計算傳播學研究和教學，這在國際傳播學界是個小分支、在中華
傳播學界更是邊緣，所以從一開始並沒有力爭林立於國際主流的雄
心大志。然而，十餘年間星移斗轉，計算傳播學已成國際主流中的
一個熱點，而身處邊陲的華人學者群也無意間成為其中的一支主
力，以較具規模、有特色的研究產出，獲得了較大的國際學術聲
譽。這在傳播學學科發展中，實屬罕見。這既是一個機緣巧合的故
事，也是中華傳播學走向國際主流的另一路徑。
計算傳播學是計算社會科學應用於傳播學的研究分支（祝建華
等，2014；王成軍，2015，2017）。它主要關注人類傳播行為的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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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性基礎，以傳播網絡分析、傳播文本挖掘、數據科學等為主要分
析工具，
（以非介入的方式）
大規模地收集並分析人類傳播行為數據，
挖掘人類傳播行為及過程背後的模式和法則，分析模式背後的生成
機制與基本原理，可以被廣泛地應用於數據新聞、健康傳播、政治
傳播、計算廣告等場景。計算傳播學的重要應用領域是計算傳播產
業（王成軍，2016），例如，數據新聞、計算廣告、媒體推薦系統、
算法新聞等。事實上，在計算社會科學引起傳播學者的注意之前，
計算傳播產業早已隨數字媒體之風潛入人類生活的日與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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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傳播學研究背後是計算傳播產業的發展，而產業的發展催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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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計算傳播從業者的迫切需求和學術研究，推動了產學研的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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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作者都是從事計算傳播學研究的華人學者，通過回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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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過去十年計算傳播學在華人學者∕學術共同體中的緣起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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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研究領域相互成就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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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路，試圖揭示在這個學術發展浪潮中，華人學者與傳播學的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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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1.0 研究

Ma

從「新媒體研究」到「互聯網挖掘」

計算傳播學的出現與互聯網的發展密不可分。早期的互聯網研
究也伴隨著新的教學和科研機構而出現。比如，1997 年建立的以
「為我國互聯網絡用戶提供服務，促進我國互聯網絡健康、有序發
展」為宗旨的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每半年發布中國互
聯網統計信息，也為新媒體研究提供了數據支持。同時，以互聯網
為核心的課程和相關專業也開始普及起來，直至 2010 年教育部批准
設立第一批本科專業。在華人社會中，早在 1998 年，祝建華在香港
城市大學開設了最早的新媒體碩士學位課程（MA in New Media and
Communication），旨在培養傳播理論與新媒體技術兼具的人才。該
專業的課程設置包括互聯網傳播、新媒體設計、網絡數據庫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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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絡分析、電子營銷數碼媒體等。從 2016 年起，增加了更加貼
近計算社會科學理論、技術與應用的課程。這個碩士學位課程培養
了多名目前計算傳播學研究和實踐領域的專業骨幹人才，例如現任
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陳志敏（Michael Chan）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新媒
體碩士項目負責人）、香港浸會大學助理教授張昕之博士（香港浸會
大學人工智能與數字媒體碩士項目負責人）、新加坡國立大學助理教
授蔣少海博士等。
2008 年，祝建華在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建立了互聯網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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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實驗室，屬於當時國際傳播學界內少有的大數據實驗室之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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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實驗室通過培養博士和博士後人才、進行跨學科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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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國際會議與工作坊、組團參與數據競賽等活動，有效推進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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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計算傳播學的創建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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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香港城市大學的新媒體碩士學位課程和互聯網挖掘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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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我們專注於新媒體研究。在「前計算時代」
，我們的研究興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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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新媒體技術的採納、使用以及影響。在新媒體技術的採納層
面，實驗室一直關注互聯網採納的數字鴻溝、互聯網採納意願（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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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2; Peng & Zhu, 2011; Zhu & He, 2002a; Zhu & Wang,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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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的社會擴散過程（Zhu & He, 2002b），以及青少年與新媒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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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Peng & Zhu, 2010）等議題。與此同時，我們還對互聯網的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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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使用帶來的社會影響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其中包括互聯網對
社交活動和社會資本的影響（Zhong, 2011）、對傳統媒體使用的影響
（Peng & Zhu, 2011）、對 政 治 效 能（political efficacy）的 影 響（Peng &
Zhu, 2008）、第三人效應（Zhong, 2009）等。
總結而言，當時計算社會科學研究範式尚未出現，在線數據的
獲取還很困難。我們側重於利用社會科學量化研究方法（例如社會
調查），分析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使用與社會影響的問題。在這
些研究中，我們一直試圖突破現存的分析框架，採用更為恰當、更
有統計效力的研究設計（如歷時性視角〔longitudinal design〕和比較視
角〔comparative design〕）和 統 計 方 法（如 結 構 方 程 模 型、代 群 分 析
等），來更好地回答「貌似簡單，但非常基礎」
（seemingly simple but

402 ︱ 傳承與創新：中華傳播研究 40 年

not trivial）的理論問題。這種研究思路一致貫穿在我們實驗室的所有
研究中，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能夠在「計算社會科學」的時代開
風氣之先的重要基礎。

Web 2.0 研究與計算傳播學的雛形
21 世紀的最初十年奠定了計算社會科學的基礎。一方面，一大
批重要的社交媒體開始出現（Facebook、Twitter、校內網、YouTube、
優酷等）
；另一方面，複雜網絡科學的研究興趣從物理學中擴散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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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學和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比如歷史學）。這兩方面的發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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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網絡科學的方法成為社交媒體研究的主流方法。2009 年，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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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改名為「人人網」）以學術合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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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校內網」建立之初前兩年的用戶交友行為，其數據涉及上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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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幾億對關係。當時「大數據」概念還不普及，但我們面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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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數據，馬上意識到，在線數據的結構和體量，都與傳統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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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數據有本質的不同。首先，數據量巨大。這導致傳統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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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軟件無法進行數據分析，數據處理速度過慢（例如，一個簡單的
網絡拓撲結構計算，可能需要耗時一周甚至更長）。此外，海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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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以幂律分布為基本特徵的互聯網行為數據，挑戰了傳統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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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前提假設，使得統計分析的結果容易產生偏差。再次，數據
結構複雜，包含了大量的非結構化的數據。自然語言處理領域現在
已經廣泛使用的文本分析工具和方法當時還沒有被傳播學者所知
悉。對於海量的文本數據，我們不知從何下手。我們意識到，傳播
學的傳統工具與方法已經無法有效地解決我們的研究問題，需要新
視野、新方法和新工具。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自然而然地邁出了
計算傳播學的第一步。
怎麼借鑒新視野、新方法和新工具？一個最直接和可行的辦法
是「走出去」和「請進來」— 我們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來進行合作研
究。從 2008 年開始，祝建華邀請了多位計算機科學或複雜網絡領域
的研究者來實驗室短期工作，先後有南開大學的項林英、大連民族
大學許小可、杭州師範大學韓筱璞、華東理工大學胡海波等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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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北京大學李曉明、上海大學史定華、電子科技大學周濤、杭州
師範大學張子柯、上海財經大學劉建國、華南理工大學楊建梅和唐
四慧等人也應邀來實驗室講學交流。同時，實驗室的研究生還選修
了香港城市大學陳關榮教授開設的複雜網絡相關課程。
通過與這些學者的交流和我們自己不斷的摸索，我們對於在海
量數據下如何開展傳播學研究，逐漸形成了一些共識。第一，跨學
科成為必然趨勢。例如，我們在《社會計算：大數據時代的機遇與
挑戰》
（孟曉峰、李勇、祝建華，2013）中寫到，信息革命使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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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邊界變得模糊；信息技術也使得人類社會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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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可供追蹤的數據和潛在解決途徑（例如，社會不平等、階級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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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宗教衝突、國家衝突、環境與公共衛生危機事件）。對於傳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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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而言，這無疑是一個挑戰，也是重大機遇。第二，客觀地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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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大數據不等於總體數據，也和樣本數據有著本質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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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大」數據，不等於拿到了總體數據。第三，基於新媒體技術的
人類信息傳播行為，引發了信息傳播模式、人類信息傳播行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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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息傳播結構可能的重大變革，我們需要關注重要的、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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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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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雖然當時還沒有「大數據」概念，計算社會科學的發展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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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成氣候，但「計算傳播學」就在這樣的共識及其所面臨的技術挑戰
中，緩慢前進了。用祝建華的話說，我們「先做起來」。

計算社會科學時代的來臨
從在線社交網絡數據的獲取、到海量文本數據的獲取逐漸成為
可能，特別是在計算社會科學研究成為新的研究範式之時，我們進
一步開始了以回答「重要研究問題」為使命的前沿研究。現在回過頭
來看，我們的研究側重於「傳承」和「創新」兩個層面。「傳承」指的
是，以經典的定量研究方法和經典傳播學理論為基本出發點、目標
和方向。「創新」指的是：（a）與經典研究方法融合，回答新媒體技
術下產生的新問題；（b）探究傳統的數據獲取方式與分析方法無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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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而必須借助於新數據、新方法才能回答的問題；以及（c）探究傳
統方法與新方法如何互補、改進。
I. 與主流理論對話
我們通過與主流傳播學、經典傳播理論對話來用新方法傳承傳
播學研究。例如，我們先後做了社交媒體的議程設置研究（Sun et al.,
2014; Xu et al., 2013）、在線信息擴散與傳播研究（Wang & Zhu, 2019;
Wang & Zhu, 2021; Zhang et al., 2014），以及在線政治傳播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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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2014; Peng et al., 2016）。這些研究旨在新的語境和媒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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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探究傳播學經典理論的適用性。換言之，在新的媒體環境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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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傳播理論是否還具有解釋力？人類信息傳播行為在新的媒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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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生了哪些變化？以及哪些方面沒發生變化？例如，在線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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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人際間政治信息傳播，依然彰顯了其傳播網絡的同質性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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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性（Zhang et al., 2014）。社交媒體的議程設置，依然呈現出議題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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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關係；用戶對於議題的關注，依然是「零和」遊戲。在線信息傳
播，其信息傳播速度被提高之後，其信息的傳播廣度呈現出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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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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幂律分布，而其傳播規模的中位數依然和線下的人際信息傳播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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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創新：與經典方法融合
與此同時，我們更關注計算傳播學對於傳統主流理論的創新以
及對重要的、基於新的媒體環境產生的新問題的回答。
第一，新的數據獲取形式，有助於我們更細緻地觀測傳統信息
傳播行為。這個領域和「前計算時代」我們持續關注的研究領域 —
新媒體技術的採納行為一脈相承。在線行為研究是新媒體採納行為
的拓展。傳統的調查方法使得我們只能研究用戶「用或不用」，而計
算社會科學時代，數據的豐富讓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怎麼用」這個
問題。例如，我們進行了一系列在線用戶行為研究（user analytics/
news consumption），來探討用戶在線基本的信息傳播行為模式。從
2017 年開始，我們開始關注用戶在使用移動媒體上的行為模式。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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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移動媒體行為數據豐富的時間戳信息，我們採用了一種全新的研
究視角，即序貫分析（sequential modeling），對用戶的媒體使用行為
重新進行了概念界定和實證分析（Peng et al., 2020; Peng & Zhu, 2020;
Zhu et al., 2018）。與 此 同 時，我 們 從 序 貫 分 析（sequence analysis）進
一 步 對 用 戶 移 動 新 聞 消 費 的 時 序 特 徵 進 行 探 究（Zhang, Zheng, &
Peng, 2020）。序貫分析視角不僅僅是方法上的新嘗試，更重要的是
讓傳播學研究能夠打破「用戶是時間的消費者」
（time consumers）的單
一觀念，將用戶定義為「既是時間的消費者，也是時間的擁有者

e.

（time owners）」
（Peng & Zhu, 2020），把用戶的媒體使用行為還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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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現實生活更為接近的時間維度上，讓我們更深入和細緻地理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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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在移動媒體上是如何對各種行為進行選擇、組合和排列，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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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理解移動媒體使用對人類生活帶來的影響提供了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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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探究傳統的數據獲取方式與方法無法回答、而必須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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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議題的研究，多基於民意調查。搜索引擎和在線社交媒體的廣泛
使用，使得愈來愈多的學者關注並將新的媒體平台作為民意調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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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渠道。但是，新的媒體平台是否可以替代民意調查？我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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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Trends 和公共調查數據，對比了二者的異同。研究以環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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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期一年的時間內，基於搜索引擎搜索詞與蓋洛普調查公眾對環
境議題的關注，二者呈現正相關關係。但是，搜索詞只能作為傳統
民意調查的延伸和補充，而無法替代民意調查（Qin & Peng, 2016）。
面對紛繁複雜、層出不窮的新數據和新方法，傳播學研究者不能妄
自菲薄，也不能固步自封。我們可以通過嚴謹的實證分析，對新數
據和新方法做實證客觀判斷。這既可以防止我們對「大數據」和計算
方法的誤用或濫用，也有助於計算方法的改進和提高。
此外，搜索引擎數據可以彌補民意調查的一些缺陷。例如，民
意調查由於是用戶自我報告信息，只能用於研究個體「關注什麼」，
而很難發現個體「關注多久」。我們基於百度指數，分析了 2010 至
2016 年間公眾對 121 個公共議題注意力週期的分析，揭示了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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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對議題的關注週期在緩慢但顯著地縮短（李永寧、吳曄、張倫，
2017）。與此類似，我們還通過從媒體後台提取數據，分析了在有推
薦算法的移動新聞客戶端，用戶一段時間內新聞消費多樣性的變
化。我們發現，用戶新聞興趣的多樣性在緩慢但顯著地下降（Zhang
et al., 2017）。
總結來說，借助於新數據、新方法，我們得以觀測用戶在較長
時間內不易為人覺察、且傳統數據獲取方式與分析方法無法觀測的
規律 — 例如上文提到的「緩慢但顯著」效果。這種基本規律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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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使得計算傳播學能夠回應新媒體傳播「有限效果論」。以社交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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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移動新聞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正在以個體可能察覺不到的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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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速率改變人們的信息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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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經典的社會科學量化研究方法，還能夠彌補計算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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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背景下數據獲取的一些弊端。我們對於海量數據保持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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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海量數據，並非全域數據，其本身可能具有樣本的系統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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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11 年，祝建華就從傳統電話抽樣（Random Digit Dialing, RDD）
方法的啓示中，提出了基於博客用戶 ID 的用戶隨機抽樣方法（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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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 Search, RDS）
（Zhu et al., 2011）
。RDS 隨機抽樣方法和廣泛採用

Ma

的隨機遊走（random walks）方法相比，能夠更準確地估計用戶總體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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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計算社會科學發展至今的路經，大部分是由計算方法指導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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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 而 我 們 從 傳 統 的 電 話 抽 樣（RDD）到 用 戶 隨 機 抽 樣 方 法
（RDS）
，走的是一條相反的路經，即由社會科學指導計算方法。
總結這個階段，我們做到了與國際主流「雖不領先、但是同
步」。我們為自己設立一個大目標和一個小目標。大目標是將我們
的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跨學科的頂級期刊（如《科學》、《自然》、《美
國科學院院刊》等）。雖然我們有過失敗的嘗試，但並不沮喪，因為
我們能夠借此來尋找重大而未解決的課題，並檢驗我們與國際頂級
團隊的差距。事實上，我們至今先後有三五個研究與這些頂級期刊
的最新論文選題相似，說明我們理念上已能同步，但在執行力上還
有明顯差距。我們的小目標則是參與國際傳播學期刊的一些主題特
刊徵文。這些特刊，可以視為傳播學主流學界關心的前沿問題。近
十年裡，我們先後參與了五、六次特刊的組稿工作，涉及互聯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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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綜述、傳播學範式轉移、移動媒體研究新方法等主題。結果成敗
各半，雖不完美，但也可見江東父老。

計算傳播學在大中華區的學科發展
近年來，計算傳播學在中國大陸，乃至大中華區發展迅速。其
主要表現為，第一，學生培養模式的改變，逐步引入了「實驗室」模
式；第二，專業學術組織的成立；第三，教學體系日趨完善；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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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合作初現成效；以及第五，學術傳承與學術共同體逐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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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人才培養模式：實驗室「傳－幫－帶」項目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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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術研究得益於香港城市大學互聯網挖掘實驗室。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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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成員畢業後，也相繼把這種人才培養模式帶到了各自工作的科研
機構。與此同時，在大中華區，特別是大陸地區，近年來多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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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院系建立了計算傳播學實驗室，來適應新環境下的計算傳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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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例如，南京大學計算傳播學實驗中心、中山大學計算傳播學
實驗室、中國傳媒大學大數據挖掘與社會計算實驗室以及北京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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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計算傳播學研究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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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的運行和管理，是計算傳播學領域在中觀層面的重要基
礎，為提高學科科研產出、生產知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其既彌補了微觀個體單打獨鬥的局限，又避免了龐大建制性機構（例
如學部院系）繁雜的行政管理成本。總結來說，以張倫和北京師範
大學吳曄所在的實驗室為例，實驗室運行和管理，大概可以遵循以
下原則。
第一，「興趣導向＋項目制」。實驗室的運行以每一個正在進行
的科研項目（往往以論文為單位）為基本單位。重要項目導師親自作
「項目經理」，目標是帶領學生對重要問題進行研究，成果多發表在
重要期刊上。另外，每個學生根據能力差異和個人興趣，自己提出
可行性強的研究問題，並以組員招募的形式領導一些小項目，學生
作為項目經理，負責項目推進，碰到問題導師及時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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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大帶小，分層設定目標。實驗室往往由本科生、研究
生、博士生、博士後和青年教師組成。對於每個階段的學生，導師
做分層次要求。例如，對於高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一年級的學生，
要求「參與」項目，做一些義務性（例如人工編碼）或者輔助性工作（例
如撰寫文獻綜述），觀察項目負責人對項目的推進過程中所碰到的困
難以及解決辦法，從而感受和理解從事「計算傳播學研究」的基本流
程。對於高年級研究生和博士生，要求其逐步成長為可以獨當一面
的「項目負責人」，在 2–4 年的實驗室工作經驗中，形成自己的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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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逐步取得一定的學術成果。在這個過程中，實驗室內部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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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問題導向。通過關注當前相關領域的前沿學術成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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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組織討論，來培養實驗室成員學會問「大問題」、「好問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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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合作導師制度，跨學科合作。張倫所在的北京師範大學
計算傳播學研究中心，由具有物理學背景的吳曄和傳播學背景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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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張倫兩位老師共同指導學生。實驗室成員也是來自校內校外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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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例如新聞傳播學院、系統工程學院、藝術與傳媒學院和北京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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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大學理學院）。實驗室成員在理論把握、數據處理技術等方面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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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時，能夠得到來自多個學科資源的支持。
第五，「先做起來」，想法「落地」。從學生進入實驗室第一天，
就灌輸給學生一個核心的工作原則︰在每周的例行組會上，「有進展
說進展，沒進展說困難」。借鑒這種理工科實驗室工作方式，把科研
問題和困難變得「可操作」，讓學生避免在開會的時候說空話。
第六，學術為主、實踐為用。在對學生進行基礎知識和數據分
析技術的訓練基礎上，要求學生參與多元實踐活動（例如數據新聞競
賽、數據分析競賽等）
，從而理解如何利用計算技術解決新聞傳播學
領域的現實問題。學生的實踐經驗，得益於學術共同體促進產學研結
合的努力。例如，中國新聞史學會計算傳播學研究委員會自 2018 年
正式成立以來，已經連續與業界共同舉辦了三屆傳播數據挖掘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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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地區建立學術共同體：史學會計算分會的創立
及活動
近年來，日益增多的國內外知名大學開始將計算傳播學研究作
為新興的學科發展領域，以計算傳播學為主題的會議不斷湧現。
2016 年 9 月，第一屆計算傳播學論壇在南京大學舉辦，40 多位海內
外專家學者和數百名學生參加。2017 年 9 月，第二屆計算傳播學論
壇增加了一天半的工作坊，以講習班的形式介紹計算傳播學基礎知
識。其中，工作坊學員超過 60 人，聽眾超過百人，來自中國大陸、

lea
s

e.

香港、美國等地區的二十餘所高校和數據工場、百度、今日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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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台、騰訊等業界公司。2017 年 12 月 23 日，「計算傳播學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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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高峰論壇」在重慶大學虎溪校區舉行。會議由重慶大學青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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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科學技術協會主辦，邀請了來自新聞傳播、計算機、網絡科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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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等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共同探討計算傳播學研究的基礎和應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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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這些會議促進了與會學者對於計算傳播學科發展問題的反思。
在這幾次會議中，與會學者逐漸意識到，為全面推進中國計算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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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領域的教學、科研和學科水平，促進學科內外交叉與優勢互補，
促進中外傳播學界交流並提升中國傳播學的國際地位，有必要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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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的學術團體。

圖一 2017 年第二屆計算傳播學論壇（左起：張昕之、王成軍、祝建華、張倫、
汪臻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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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8–19 日在鄭州舉辦的中國新聞史學會學術年會吸
引了來自國內外 100 餘所高校和機構的 1,300 餘名專家學者參會。
「千人大會」的成功舉辦讓很多人在中國新聞史學會身上看到國際傳
播學會（簡稱 ICA）的影子。在祝建華的代表下，南京大學新聞傳播
學院、香港城市大學傳播研究中心等中國 28 所新聞院校、共計 66 位
申報發起人聯合發起，申請設立中國新聞史學會計算傳播學研究委
員會。中國新聞史學會常務理事會第五屆第六次會議於 2018 年 4 月
21 日在西安召開，審核了建立計算傳播學研究委員會的申請報告，

e.

經過充分的陳述答辯和討論，與會的常務理事通過投票表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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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傳播學研究委員會（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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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CCRA）是由從事計算傳播學研究的單位和個人自願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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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國性學術團體，隸屬於中國新聞史學會。在祝建華的倡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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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UH
K

的基本管理章程（性質、業務範圍、資產管理和使用原則、管理規定
的修改程序、終止程序）、會員發展和管理、組織機構、學術年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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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明確了採用主席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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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學會由理事會選舉，產生三位輪值主席（深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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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乃鵬、北京師範大學張洪忠、中山大學鍾智錦），共同擔任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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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致力於全面推進中國計算傳播學領域的教學與科研，尤其注重
跨學科與國際化發展。計算傳播學研究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計
算傳播學與國際計算傳播學之間的同步發展。學會嚴格遵循開放、
透明、民主、公平的基本原則，推動計算傳播學研究朝向跨學科和
國際化的方向健康持續發展。學會常規活動包括：召開計算傳播學
年會；制定有關計算傳播學研究的全國性科研規劃；出版計算傳播
學研究刊物；組織計算傳播學的專項調查諮詢活動；搜集整理有關
計算傳播學資料；評選優秀的計算傳播學研究成果；組織計算傳播
學研究相關培訓工作；開展計算傳播研究方面的國際和國內學術交
流活動等。委員會設立秘書處、發布成立公告、發展會員和理事單
位、做好章程擬定等日常文檔整理和外聯組織工作、組織計算傳播
學論壇暨工作坊，按時召開成立大會並進行選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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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教學體系
為促進計算傳播學在中國（特別是大陸地區）的發展，許小可、
王成軍、張倫和胡海波相繼合作撰寫了專著和教材。專著題為《社交
網絡上的計算傳播學》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該書側重於探究社
交網絡中影響傳播行為的各種可計算因素，以網絡科學為理論框架，
探討計算傳播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例如在線新聞實踐和計算廣告學）
，
並介紹了相關的研究方法和數據處理手段。2020 年 3 月，該書重印發
行。
《計算傳播學導論》
（北京師範大學，2018）更側重於服務國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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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傳播學感興趣的學生和教師，希望能夠通過淺顯易懂的初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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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使讀者具備利用跨學科方法進行傳播學研究的基本能力，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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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該書介紹了國際學術界在相關領域的相關研究，以跨學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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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強調數據處理與分析實踐環節。2020 年 4 月，該書重印發行。
這兩本教材在「計算社會科學」發軔十年之際，將「計算思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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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引入新聞傳播學。兩部教材立足傳播學，將「立足傳播學、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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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問題、回答解決現實問題」為基本學術定位，強調了新聞傳播學
者在計算傳播學領域的主體意識與引領作用，從而有效構建未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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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專業交叉融合的前沿性。幾位作者來自傳播學和計算機科學領
域。教材的編寫援引了大量發表在國際、國內跨學科高水平期刊的
論文，並系統介紹了自然語言處理和複雜網絡等相關學科數據分析
技術在新聞傳播學領域的方法與應用。第三，教材提供了框架性教
案，為教師提供了可供拓展的基本課程體系。同時，本教材提供了
書中所有案例的 Python 代碼實現，為教師和學生入門計算傳播學領
域提供了一套可執行的操作方案。

跨學科合作
計算傳播學在尋求研究方法的過程中，參與了多個計算機、複
雜物理等領域的學術活動。在這個互動過程中，收到了來自其他學
科同仁的邀約，開始跨學科合作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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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MP 傳播分會的活動
中 國 中 文 信 息 學 會「社 會 媒 體 處 理」專 業 委 員 會（Social Media
Processing, SMP）成立於 2013 年 4 月。SMP 強調學科交叉與跨學科合
作；專委會涉及計算機科學（自然語言處理、信息檢索、數據庫、多
媒體、可視化）、社會學、管理科學、傳播學、複雜系統等多個學
科。計算傳播學小組在專委會成立之初於 2013 年設立。
在 2013 至 2020 的八年間，計算傳播學專業組開展了八次計算
傳播學論壇，邀請了來自傳播學、數據收集和挖掘從業人員，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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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機其他相關領域學者進行學術分享。例如，2017 年，計算傳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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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組在 SMP 年會中組織了《計算社會科學視角下的計算傳播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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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聽眾達 400 人。2020 年，計算傳播學專業組進行了 SMP 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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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壇《不確定性時代的計算傳播學研究》，單一 IP 訪問量達 3,000

Pr
ess

.N

ot

餘次。同時，以 SMP 年會為契機，計算傳播學專業組充當了「結構

fC
UH
K

洞」角色，促進傳播學與自然語言處理兩個領域的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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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參與跨學科競賽

技術競賽是計算∕數據科學近年日益流行的一項活動。我們很

t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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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意識到鼓勵學生參與相關競賽有檢驗實戰能力、獲取競賽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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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相關數據使用的規定之容許範圍）
、測試就業市場水溫等多
種收穫。然而，直至 2016 年，我們只是鼓勵、並無任何實質性投
入，所以在高手如雲的競賽中我們的學生團隊每次只是陪跑而已。
當 2017 年中國計算機學會（CCF）主辦的年度大數據與計算智能競賽
（CCF-BDCI2017）開始報名時，我們決定認真備戰，爭取在這個號
稱全球最大規模的大數據競賽（共有 6,000 多支團隊）有所成績。考
慮到競爭對手全是計算機∕數據科學背景出身，我們採取了「數據技
術上合格、研究設計上創新」的策略，結果喜出望外，共獲分組第一
名、大賽創新獎、最佳導師獎等三項獎，創造了 CCF 史上首次由社
會科學學生團隊拿大獎的歷史。祝建華用「算法是入場券、數據是
故事、理論是靈魂」三句話，總結了我們此項成功的訣竅，也反映了
華人計算傳播學如何走向世界一流的路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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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跨學科合作機制的建立
以上述各種形式的跨學科合作學術組織為紐帶，計算傳播學
逐漸開始了真正意義的跨學科合作。所謂「真正意義」，指的是傳
播學學者和其他相關領域的學者合作撰寫學術論文，生產學術知
識。例如，祝建華、彭泰權和微軟亞洲研究院∕浙江大學巫英才團
隊，在計算機可視化分析和傳播學領域的頂級期刊上發表了多篇
論 文（例 如，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Communication Research）。總結下來，跨學科合作機制的建立，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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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以下幾個前提條件。首先，理解對方學科的基本知識、基本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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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其次，對對方的研究問題或方法感興趣。在了解對方學術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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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之分的，但論文發表是有著比較清晰的學科分野的，主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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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範式不同、「講故事」的方式不同、以及寫作體例不同。因
此，在每一個研究項目開始時，應該對論文發表期刊、主導者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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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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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傳承與學術共同體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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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實驗室在 12 年間，先後培養了 12 位博士，其中彭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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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令飛和秦潔分別在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匹茲堡大學和薩凡納藝
術 與 設 計 學 院（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SCAD）任 正 式 教
職，刷新了國際傳播學界「逆向輸出」
（即由一個非美國大學向美國
大學提供師資）的紀錄。
我們的畢業生一部分回到中國大陸，成為大陸地區發展計算傳
播學的主力（例如，中山大學鍾智錦、深圳大學汪臻真等）。與此同
時，隨著計算傳播學的發展逐漸壯大，一批志趣相投的學者相繼進
入這個領域。例如，復旦大學周葆華、中國傳媒大學沈浩、北京師
範大學張洪忠、吳曄、深圳大學巢乃鵬，都逐步建立了一批研究團
隊，來從事和計算傳播學相關的研究工作。在這些團隊中，一批博
士生、碩士生迅速成長起來，相信假以時日，更多年輕學者即將走
向學術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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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華傳播學進入國際傳播學研究主流
ICA 專業學術組織：國際傳播學會計算方法分會的創立
我 們 發 起 創 建 的 國 際 傳 播 學 會 計 算 方 法 分 會（Computational
Method Division a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是 另 一 項
新紀錄。我們自 2013 年起，每年在國際傳播學會的年會上舉辦計算
方法工作坊，場場爆滿。2015 年國際傳播學會年會結束時，學員們
紛紛建議我們進一步向國際傳播學會申報成立一個興趣小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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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了申報書，並聯絡了 50 多位國際傳播學會會員作為創組成員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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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遞交給國際傳播學會理事會。當時，創組成員中最大的爭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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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等。CCR 其實更準確反映我們這夥人的興趣，但是可能被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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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做計算傳播研究。為了爭取拿到「出生證」，我們建議叫「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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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會計算方法小組」
（Computational Methods, CM），以避免各分
會大佬的反對。這一策略果然奏效，首次申報當即成功。

Ma

2016 年國際傳播學會年會在日本福岡舉行。國際傳播學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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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小組正式成立並選舉了第一屆小組領導，由剛從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學轉到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任教的彭泰權任主席、荷蘭阿姆斯
特丹大學的 Wouter van Atteveldt 任副主席。2018 年國際傳播學會年
會期間，van Atteveldt 接任主席。時至 2020 年國際傳播學會年會，
「國際傳播學會計算方法小組」成員超過 300 人，被 ICA 升格成國際
傳播學會計算方法分會，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華人學者沈粹華當
選為第三任主席。ICA 史上早有其他華人擔任過分會或小組主席，
但由一批華人創導一個小組∕分會卻屬首次。這其中既有偶然機
遇，同時也說明，由華人主導的傳播學研究走上國際舞台，需要與
國際主流的對接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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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17 年 ICA 會場（左起：梁海、David Weaver、Gail Weaver、張倫、祝建華、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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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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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的論文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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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還以多種方式引領和參與了國際傳播學界關於計算
方法的發展方向和前景的討論。最主要的就是在主流學術期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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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兩份關於計算方法的特刊，其中包括 Wouter van Atteveldt 和彭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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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 主 編 的「When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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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s Computation」特刊和祝建華、彭泰權和梁海在 Asian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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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主編的「亞太地區傳播研究中的計算方法運用」特刊，
這兩份特刊都在整個國際傳播學界引起了熱烈反響。通過在主流傳
播研究刊物編輯特刊和發表「編首語」
（editorial），我們向國際學術界
清晰地傳達了我們對於計算傳播學的現狀、前景和挑戰的認識，也
為計算傳播學在未來五至十年內的發展方向提供了建議。此外，我
們還參與了關於計算傳播學發展的跨學科研討，其中祝建華和彭泰
權應邀參加了 2016 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舉辦的一場關於計
算傳播研究的專題研討會，這場研討會邀請了十幾位活躍在計算傳
播學研究前沿的國際學者，對計算傳播學的發展方向進行了開放式
的研討，最後的討論結果集結在一篇論文中，意圖作為 David Lazar
等人（2009）的「計算社會科學宣言」的傳播篇，發表在 International

416 ︱ 傳承與創新：中華傳播研究 40 年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Hilbert et al., 2019）。論 文 的 15 位 合 作 者 中
有三分之一為華人傳播學者（Jennifer Pan 潘婕、彭泰權、沈粹華、張
競文、祝建華），反映了華人計算傳播學者對國際傳播學主流作出的
貢獻。

結語
本文簡要回顧了以香港城市大學互聯網挖掘實驗室為起點，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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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十多年間，我們所參與的計算傳播學的發軔與發展。近幾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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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播學走向國際主流應該有多種路徑。那麼，我們通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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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可稱之為一種「自然路徑」
（a natural course）。具體一點，則大
概包括順應大勢、勤練內功、借助外力、不離主流四項。冠之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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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因為這一切並非來自高瞻遠矚的精心設計或刻意追求，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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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插柳、水到渠成的事後總結。「自然」，其實也是對中華文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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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中「大道無道」之傳承。

*

註釋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大數據時代計算傳播學的理論、方法與
應用研究」
（專案號：19ZDA324）下屬研究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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