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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发展研究与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历程
＊

张瑞静

( 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诞生于 20 世纪中期的发展传播学，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传播学诞生于布满冷战痕迹的历

史背景，发展研究是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资源。发展传播学理论的主导范式、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以及全球化范式，经

过兴衰更迭，目前呈现各自为阵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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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ZHANG Rui-jing
(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theories that came into being half a century ago have always been th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the communicational researches． The theory was born in the history background which is full of atmosphere of the cold war．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 is development research．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is intuitively subsumed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such as leading paradigm，cultural imperialism，participatory paradigm，globalization paradigm． They exist with their own influ-
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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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传播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及理

论渊源

二战之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大批新兴

的第三世界国家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美国为保证

资本主义体系的复兴，建构以其为核心的世界秩

序，一方面实施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 另一方面

美国认为贫穷与愚昧是共产主义滋生的温床，而

经济发展正是对付它的最有力的武器，从而开始

大力支援新兴国家［1］。为此 1949 年杜鲁门提出

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四点行动计划。由此一个跨学

科的新领域“发展研究”逐渐形成。狭义的发展

研究是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

广义的发展研究则探讨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随

着发展研究的蓬勃兴起，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

学、包括发展传播学等学派相继诞生。当时发展

理论主要限于狭义的层面，即研究者试图提出一

种发展模式，解释西方国家经济的增长，并作为第

三世界国家迅速改变贫困状况、制定各种变革政

策的理论依据。这种狭义的发展研究的结果是产

生了“现代化理论”。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

的发展研究开创了现代化经典理论［2］。美国社

会学家丹尼尔·勒纳( Daniel Lerner) 在 1958 年

发表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

书正属于这个时期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代表

作。书中勒纳着重强调了社会、个人以及文化三

个方面的现代化在中东传统社会中的渗透和过渡

情况，并重点分析了中东地区向现代社会转变的

过程中，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变化。勒纳在书

中全面系统地推出了他关于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理

论框架，并由此奠定了他在发展传播学史上的开

创者地位，该书的出版也成为发展传播学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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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这一学科在 60 ～ 70 年代开始受到广泛关

注，1982 年获“国际传播协会”承认: 发展传播与

跨文化传播，成为该协会的 8 个研究专题小组之

一［3］。
可见发展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布满冷战的

痕迹。因果主义与实利主义是指导早期西方发展

传播学的思想体系。

二、发展研究理论范式的变迁

现代化理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发展研究的主

流; 60 年代末，现代化理论受到依附理论的挑战，

把霸主的位置让给了以拉美学派为主的依附理

论; 70 年代，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该

理论成为当时发展理论的主流。80 年代以后，新

发展主义思想成为发展研究的主导理论。
20 世纪 60 ～ 70 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其理论

基础是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受进化论影

响，美国社会科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向美国模式

演变的一种进步过程。同时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

义理论的影响下，他们把现代性与传统性视为不

可相容的两个极端，因此建议第三世界国家应该

复制美国的价值观念，依靠美国政府的贷款和援

助，从而转变落后的传统制度。现代化理论是来

自欧美的观点，依附理论则是来自第三世界心声。
依附理论的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外

部，而不在于内部的封建主义和传统主义，其基本

的理论假设是: 一个国家发展的障碍不是缺少资

本、技术、民主制度，而是外部的经济制约因素。
基于这种假设依附理论学派采取了与现代化理论

学派相反的战略，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必须与西方

发达国家脱钩、断链，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依附理

论主要是对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分析，该理

论对弄清一个国家低度发展的历史根源有贡献，

但它无助于摆脱低度发展的现实过程。以沃勒斯

坦为首的发展理论研究者于 1974 年提出世界体

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是新马克思主义和

法国阿诺尔学派的全球历史观。在早期研究中世

界体系理论常与依附理论一并引用，之后慢慢与

依附理论的差别越来越大: 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

单元是世界体系，而依附理论侧重于国家层面; 依

附理论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兴旺与衰退，世界体系

学派则研究世界经济的历史动力学; 世界体系理

论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有三个层面———核心、

半边缘和边缘，而依附学派是持“核心—边缘”的

两维结构。世界体系理论强调把资本主义看作一

个历史体系，从其全部历史和独特的具体现实中

加以考察。
20 世纪 70 ～ 80 年代美苏两国的核竞赛给世

界安全和全球生态造成严重威胁; 90 年代的墨西

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预示着曾经高速增

长、经济繁荣的南美和亚洲也面临发展的局限。
因此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观受到质疑，发展学

说进入多元主义的后现代阶段。80 年代中期法

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的

“新发展观”标志着新发展主义的产生。佩鲁倡

导一种“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的基于文

化价值的全面发展观念。基于这种发展观的新发

展主义，力主第三世界各国要摆脱西方现代性的

价值尺度，拒绝西方主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

一条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第三

世界国家社会发展实际的“另类”发展方式和路

径。新发展主义思潮在冷战结束后的 90 年代形

成高潮［4］。该理论具有多元复杂的载体，既包括

欧美左翼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发展主义理论和

观念的批判，也包括非西方国家知识界对发展主

义的反思和清算，还有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公共

知识分子。新发展主义的理论质询发展的意义，

拒斥发展二元论思维方式，揭露了传统发展主义

的西方中心本质和政治背景，指出要以多元文化

主义的态度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和世界观，

建立基于本土知识的、“传统”与“现代”智慧相结

合的、人与自然共存的发展模式。新发展主义的

贡献是显著的，但仍然难以尽如人意，90 年代全

球化冲击下的现实是: 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

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的命运; 对多元文化的赞美，并

不能掩盖这些国家经济社会状况的恶化。因此需

要思索新发展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其一是多元文

化主义的发展观不足以揭示社会发展实质和历史

客观规律; 其二是后现代哲学过于严重的相对主

义倾向导致对理性主义发展道路的全面否定，在

现实中由于其问题意识缺乏，关怀主题越来越琐

细化、庸俗化、平面化、浅薄化和分散化。
可见二战以来发展研究的演变轨迹是从发展

客体论，经发展主体论和主 － 客相关论，转向全球

多极主体论。发展理论研究领域从经济、物质层

面逐步拓展到精神、文化层面; 从民族国家和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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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地区延伸到资本主义体系和全球整体; 发展的

内涵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增长 + 社会变革”再

深化到“经济增长 + 社会变革 + 环境保护”。发

展观的不断嬗变，促使发展研究越来越关注人的

主体性。可见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有很

强的理论先进性。

三、发展传播学理论范式的变迁

根据发展研究理论范式的变迁，许多专著或

论文认为发展传播学经历了四个理论范式，依次

是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全球化

理论。但套用发展研究的变迁历史来解释发展传

播学理论的演进，无法凸显该理论自身的发展路

径，而且不同文献说法不一，可见学界对发展传播

学范式的变迁缺乏深入的探讨。英国学者科林·
斯巴克斯在 2007 年出版的《全球化、社会发展与

大众媒体》一书中，分别以 1947 年冷战的开始、
1960 年代末的全球激进主义浪潮、1989 年的苏东

剧变和新千年的开始等四个时间点为分界，探讨

了发展传播学四种理论范式的学术流变: “主导

范式及其延续性变体”、“帝国主义范式和参与范

式”、“全球化范式”和“新范式”。斯巴克斯的观

点为我们准确而深入地理解发展传播学核心理论

的演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一) 20 世纪 50 － 60 年代的主导范式

这一时期是发展传播研究兴起之时，也是现

代化经典理论的盛行时期，所以发展传播学不可

避免地打上了现代化理论的烙印。在这个时期，

传播学效果研究领域，盛行于 20 世纪 20 － 30 年

代的魔弹论，其影响力还普遍存在。在研究者看

来，受众成员是一个个孤立的人，很容易受到大众

传播的影响，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因此主导

范式所强调的乃是国家控制和传播具体信息的导

向性。
这一理论范式的代表学者有勒纳、施拉姆和

罗杰斯。勒纳认为现代化过程就是城镇化、教育、
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公众的参与这四个因素相互作

用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因素的变化将会影

响到其他三个因素的变化。大众传播媒介被勒纳

称为国家发展中“奇妙的放大器”。同时，勒纳特

别强调人自身现代化的意义，他认为从传统到现

代实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过程，传统行为模式的

转化和“人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所谓“人的问

题”，即现代化社会需要有现代化个性的人。而

新型的现代个性是以流动性心理状态为特征的，

他称之为“移情性格”，只有具有“移情性格”的人

才能成为现代社会中合格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才

能成为大众传播的受众和民主政治的选民。勒纳

作为发展传播学的奠基人，其理论思想影响深远。
正是由于勒纳强调现代化是“人的问题”，导致发

展传播学对问题常常是个人归因，而不是体制归

因。对于发展传播学来说，勒纳的学科创始之功

不容抹杀。但勒纳忽略了第三世界国家不同的民

族特点、文化传统和具体社会条件。此外勒纳把

发展视为为一个信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没有

充分意识到传媒技术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从而没

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三世界国家对传媒

技术的引进，首先的目的是制造政治共识。
施拉姆 1964 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

发展》是发展传播学理论早期的另一部经典著

作，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公认的必读书。书中

施拉姆反复论证和强调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社

会发展作出贡献，并指出传播事业在国家发展中

具有守望、决策和教育的三大基本功能，而且在以

下发展项目中大众传媒可以发挥直接的作用: 农

业新技术推广、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正规教

育。施拉姆主张要最大化地利用大众传媒来为国

家发展服务。《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在学

术界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方面都产生了很大

影响，但该书的建议过于理想化。
发展传播学主导范式的重要代表是美国传播

学家罗杰斯及其创新扩散理论。罗杰斯在 1962
年出版的《创新的扩散》一书中提出他关于传播

和发展的模式。他指出社会的变化分为内生型变

化和接触型变化两类，前者变革的动力来自社会

内部，后者动力来源于外界的新思想新信息。他

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大多为接触型变化，即由于来

自西方的新观念新技术的影响而促使传统社会发

生变革。因此他把社会变革的过程看作是创新和

发明的传播推广的过程，并认为大众传播在普及

有关创新发明的知识方面有很大作用。1966 年

罗杰斯在《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一书中进一步

阐述了大众传播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提出

了“四阶段论”和以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为中心环

节的发展模式。创新扩散理论是罗杰斯的重要贡

献，该模式把发展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引向定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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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操作化，具有更强的实践胜和应用性。但罗杰

斯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也是明显的。尽管他坚持

创新扩散是一个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但传播技

术并不是中立性的，个体总有社会身份的定位。
传播技术所带来的发展，首先要有政治和经济的

投入; 有投入就会牵扯利益与权力。因此不可能

不过问谁从中获利，谁受到伤害。
到 70 年代中期，发展传播学主导范式宣布失

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浓郁的西方中心

主义色彩和强势的专家态度令人反感; 主导范式

往往假设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宪政民主是同步

发展，但现实是发展中国家时空压缩式的发展过

程使得内部的各种制度因素相互挤压，形成复杂

局面，甚至造成骚乱和崩溃; 主导范式认为落后的

传统制度会逐渐消亡或瓦解，但事实上这些传统

制度仍然保持着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功能。总之，

对发展中国家本土特色和具体情况的忽视，造成

了主导范式在实践层面的失败。
( 二) 20 世纪 60 － 70 年代的参与范式和帝国

主义范式

斯巴克斯指出，面对主导范式的失败有三种

回应: 连续性变体、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主

导范式的第二代主将罗杰斯认为要置身于特定的

社会结构中来考察现代化，同时要强调民众的参

与，由此提出修正的发展传播学理论———连续性

变体，即继续认为现代的观念要优于传统的观念，

依然寻求个人层面上的转变而不是社会结构上的

变革。连续性变体在健康传播领域广为运用。如

果将现代性分为技术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那么

发展传播主导范式的连续性变体在促进技术现代

性的项目中很有价值。但技术项目的目标和方法

是由政治力量决定的，延续性变体失败的标志是

接受现有权力加在它身上的限制。连续性变体是

修正的主导范式，别的学者则对主导范式持批判

观点。由于关注角度的不同，出现了两种范式: 帝

国主义范式和参与范式。前者的视野在国家外

部，注重国际关系; 后者则关注国家内部的底层弱

势群体。
随着连续性变体的失利，罗杰斯等人开始注

意信息传播、社会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平等; 注意大

众参与以及发展中的自信和独立; 注意传统体制

与现代体制的整合，由此出现研究的转向，提出了

第二代范式———参与范式。进入 80 年代，受批判

学派有关“媒介帝国主义”、“建立世界信息与传

播新秩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影响，罗杰斯开

始在研究中注意分析经济因素、社会决策与传播

事业发展的关系。在具体操作上，发展传播研究

更为重视发展政策和计划研究，重视媒介宣传运

动的规划，即罗杰斯提出的“形成( 时期) 评估”的

概念。［5］参与范式在 70 年代之所以成为当时发展

传播学的主流范式，除去因为罗杰斯等人研究的

转向，还得益于拉美学者的呼吁。在依附理论的

鼓舞下，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结合本国的实际和

对早期传播实践结果的反省，认为发展传播不是

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而是一个多方互动的实践、
一场对话和一个参与过程。与罗杰斯相比，拉美

学者在横向的、草根的、民主的和另类的传播上促

进了参与式传播理论的发展。
参与式发展理论采取了与经济导向的现代化

理论和政治导向的依附理论不同的路径，它强调

缺乏人民的介入是许多发展项目失败的主要原

因。在参与式传播中，专家和项目工作人员是做

出回应而不是发号施令，重心是信息交换而不是

扩散模式里面的劝服。参与式传播在理论上预设

了一个前提: 假如人民拥有工具来传播他们所关

心的社区事务和行动办法的话，人民就可以解决

他们自己的问题。因而，发展不是由外部专家来

设计，而是由当事人自己来设计。发展传播是和

当地民众参与、分享及交流的、建立在对话基础上

的传播过程，因为只有社会内部具有变革动力，才

能带来长久的、持续的发展，这是参与范式的核心

思想。
参与范式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之间繁荣发

展，但这一模式的实际效果却出奇得差。原因在

于现实中民众所拥有的经验性知识和专家所推崇

的科学知识存在冲突，究竟以哪种知识为主? 该

由谁来做出判断? 在实践中往往是熟悉西方科学

知识的精英来做决定。那么究竟什么是参与? 谁

是参与的主体? 参与是发展的目的抑或参与只是

实现发展的手段? 参与传播强调底层民众的自发

性，这固然正确。但当民众的利益与统治阶层利

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继续推进参与式传播?

参与式传播要求社会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但

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恰恰缺乏社会民主化和法

治化。参与式传播以社团为参与单位，但社团之

间、社团内部总会存在矛盾和纷争，仅仅凭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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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对话难以解决形形色色的冲突，在这一点上，

参与范式似乎过于理想化了。斯巴克斯就指出:

参与范式是理论上的赢家，实践上的输家。
促进发展是发展传播学的终极目标。但发展

为了谁? 通过谁来发展? 为什么而发展? 这样的

质问导致了帝国主义范式的产生。诺登斯壮与席

勒建议，以国家主权为核心，从全球经济与信息结

构来探讨国家发展问题［6］。这种将焦点集中在

外部结构性因素上，认为主导范式忽视了国与国

之间的不平等，来自外部的障碍限制了欠发达地

区的发展的理论观点，便是发展传播中的帝国主

义范式。帝国主义范式集中体现为“媒介帝国主

义”与“文化帝国主义”，它强调第三世界国家与

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构成了其发展过程

中的主要障碍。与参与范式强调国家内部底层民

众的广泛参与不同，帝国主义范式强调发展中国

家的外部结构性限制因素，将视角明确转向了对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因而，

这一范式在实际操作中强调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

关系，关心在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中通

过行使投票权与殖民者展开斗争。随着国际关系

的变化，帝国主义范式日渐衰落。该范式由于和

政治问题联系过于紧密，并为政治斗争做出明显

改变，因此当政治力量转换后它无药可救地陷入

学术废墟之中。美国、英国、新加坡先后退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之后东欧剧变又削弱了帝国主义

范式支持者的力量。世界形式的逆转是帝国主义

范式失败的外部原因。科林·斯巴克斯指出，还

有四点内部原因造成了帝国主义范式的边缘化:

为支持政治方案，迎合战术同盟的需要而扭曲了

早期的理论观点; 传播和媒体理论的发展，尤其

是积极的受众研究引发对该范式结论正确性的

质疑; 传播科技突飞猛进引发的媒体结构的变

化; 观众结构的变化，如散居族群和移民越来越

多。这一切都对美国媒体主宰全球文化的论断

提出质疑。
( 三) 20 世纪 80 － 90 年代的全球化范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

速，全球化的理论研究随之兴起。全球化理论倾

向的主要特点是以后工业文明为轴心，构建全球

化发展格局; 民族国家不再是全球化时代的实体

基础，是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一体化关系主宰着

世界; 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多样化、多元化与差异

化。全球化理论与发展研究的世界体系理论紧密

相关。就描述全球化的方法而言，90 年代全球化

理论，其中相当一些方法都是对沃勒斯坦的世界

体系理论的回应。但西方全球化理论也在作不断

调整，这体现为学者们一方面继续对沃勒斯坦的

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批评和修正; 另一方面重新确

立理论的基本概念和研究的基本单位，以求建构

出与全球化进程更吻合的理论［7］。作为一种理

论范式，全球化理论关注国际交流的新变化，但忽

略了权力和国与国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以及由此

产生的各类问题。同时全球化时代的各种现象古

已有之，并非只是在最近几十年出现的新现象，与

其用全球化来作为解释，不如说这是资本主义经

济的产物。但无庸置疑，全球化已成为我们这个

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的平行推进使得

很多重要的发展问题都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

问题，如环保、贫困、宗教原教旨主义等等。
发展传播的全球化范式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

来理解。一方面是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地更新

不断修正全球范围内关于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

的社会实践过程; 另一方面是社会群体的新组合

方式使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需要和社会政治语境

产生互动。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媒介以时空分离

的方式建构媒介化的社会情境，重组社会关系。
在无数虚拟社区中，人们在通过新的传播手段强

化自己的身份认同，想象共同体找到了新的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后，传播学效果研

究重回到强大效果论，不过与魔弹论强调直接的

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同，它是强调复杂的、间接的、
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宏观强大效果，其结论是: 大

众传播对个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个人社会化的

影响上，尤其是观念和文化; 大众传播形成的大众

文化，能够帮助传统社会融入现代世界。这与发

展传播的全球化范式如出一辙。
帝国主义范式承认世界是根据财富和权力不

平等这一现实来组建的，而全球化范式宣称可以

通过在全球化推行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来处理和

解决上述问题。全球化范式并不能提出一个可以

对抗贫穷和不平等现实的战略，它只是在经济层

面宣称可以通过市场，而不是国家来处理和解决

上述问题。它研究的重点是媒体内容全球流动的

扩张，坚信市场是社会组织所能提供给人类最好

的受益形式。大众传播领域的全球化范式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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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加批评地接受资本主义有益这一理论。因此

也有不少研究者批评道: 发展传播学的全球化理

论范式认为文化同质化是全球化时代的宿命，否

认文化帝国主义的说法，从而极大淡化了西方发

达国家借发展中国家引进大众传播媒介制度、资
金、技术、内容之机，实行价值观移植、文化渗透的

色彩。
( 四) 2000 年以来新范式的萌芽

进入 21 世纪，是发展传播学的第四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主导范式的理论已经过时，但在实践

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参与范式的主要问题

是付诸实践困难重重; 帝国主义范式在理论与实

践上都日渐衰弱; 全球化范式还没有真正建立，就

目前而言该范式也只具有理论意义而缺乏操作空

间。“科林·斯巴克斯认为，要吸收参与范式和

帝国主义范式的长处，兼顾国内结构和国际结构

两个层面，建立一个新范式。最终参与范式是真

正有望建立一个新范式的平台，以真正解决当今

世界的贫困问题”［8］208 － 247。斯巴克斯认为“社会

行动”与“媒体”的结合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新范

式如何指引落后地区的社会发展，斯巴克斯的结

论是: 首先，统计那些能够帮助穷人的各种生产资

料、资源，主要有政府、公司、民间组织和需要变革

的人。但这些资源都是有局限性的。帝国主义范

式倾向于通过影响国际组织来达成目标，但这种

激进的观点和表达往往难以奏效，而且也忽视了

底层的意见和需求。因此，必须将关注点放在社

会底层，先用少量的资源完成较小的发展项目，如

地方性、社区性的小规模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大

型媒体的作用不大，因为大型媒体属于建制的组

成部分，只有小型媒体才可能为弱势群体声张。
这一改变穷人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变化需要各种

社会力量的加入，而一旦形成规模，或发生社会突

发事件，穷人的意愿才能得到表达，而大型媒体才

会关注这些问题，激进的传播目标才能实现。

四、结语

了解发展传播学理论范式的变迁，为我们研究

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这一领域提供了思考的脉络

与探讨的框架。从发展研究与发展传播学的理论

轨迹中，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发展观始终是发展传

播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在新的时代，科学发

展观深入人心，这为我国的发展传播学提供了契

机。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有望创建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理论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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