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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age, massive Internet buzzwords have emerged, and the “word media” derived
from buzzwords has infiltrated into various aspects of our communication. The emergence of
“word media” has not only provided us with a brand new form to interpret the content of event,
but also generated certain influence on public collective memory. Based on concept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and explain how to construct public collective memory with “word media”
through different link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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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时代环境下，网络热词大量涌现，基于热词衍生的“词媒体”已经渗透到我们信息交流的方方
面面。“词媒体”的应运而生，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事件内容解读的全新样态，同时，在对大众集体记
忆方面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将在概念解析的基础之上，从信息传递的不同环节对“词媒体”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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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大众集体记忆进行分析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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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的诞生，越来越多的网民都参与到社会事件当中，通过论坛、博客、微
博等新媒体平台对社会事件发表各种看法。网络热词也就在各种表达中成为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其传
播速度和扩散程度令人吃惊。网络热词的大量出现，使新兴媒介产生了一种以热点事件或社会热点现象
为内容的传播载体，即“词媒体”。“词媒体”是网络时代的必然产物，当我们的信息环境越来越趋于
碎片化的微阅读方式时，“词媒体”的产生，正在帮助我们在海量的新闻、信息中记住时下最新、最值
得关注的话题事件，正在帮助我们记住这个时代。“词媒体”正在以较快的速度构成社会形态的主流集
体记忆。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2.1. 词媒体的概念与特点
词媒体作为一个网络新生词，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追其根源，是互动百科网站在 2010 年 5 月提
出一个全新概念，即“词媒体是以词作为核心传播内容的全新媒体形态，其利用‘词’具有的对特定时
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超浓缩、利于口口相传的特性优势，最大限度地加快媒体信息的传播和记忆
速度。[1]”之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 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也对词媒体进行了一
个相对应的概况，认为“词媒体”是一个信息载体，将新闻应有的几大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进行浓缩，通过新旧媒体渠道发布，以便口口相传。2011 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0 年)》中也提
到：“词媒体”——词语事件化与信息浓缩化，随着互联网的建立，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2]。通过对多
方面的概念的梳理可以得出，词媒体是以词为载体，通过对社会事件的浓缩，将信息内容进行快速传播
的媒体形态。词媒体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短小精悍，形式简约[3]。碎片化的网络时代，快速浏览成
为大众阅读的主要特征，因词媒体的精简的表现形式，让受众能够更轻易的记住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
第二，浓缩信息，内容丰富。词媒体的最大特点就是用其最简单的词语形式来涵盖丰富内容，在完成事
件的表达同时，也囊括人们对事件本身的反应与态度。第三，衍生性极强[1]。词媒体本身具有极强的衍
生功能，一个词媒体的生成会带来一连串相对应形式却有不同表达内容的新的词媒体。例如，演员文章
出轨后网络热词“周一见”成为了标志性的词媒体，到后来一些预示着爆炸性新闻即将传播出来的时候
就会出现“XX 见”。第四，超出原有词语的内涵和外延。网络热词的产生，通过微博这类新媒体平台的
快速传播，大多已经超出其词汇本身所携带的含义了。例如“躲猫猫”已然不再是小朋友之间的玩乐游
戏了，它代表的是对司法行政机关的一种不信任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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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集体记忆的概念与特点
集体记忆是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成员
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这种集体记忆的形成，会经过一个“分享、讨论、协商、甚至争论”的过程，
其结果就形成了“特定群体对往事的共享”，一旦存在这种“共享”，就可以被认为形成了集体记忆[4]。
在此基础之上，又有传播学者将集体记忆的特性总结出来了，大致为：1) 集体记忆是一个过程，是在发
展中形成的。“2) 集体记忆是不可预测的。3) 集体记忆是实在的不是空想的，”[5]它会通过日常生活
或者媒介进行表现。4) 集体记忆是具有共性与个性的。在一个群体之中，群体可能对同一事件有大致相
同的记忆，但是个人对事件的记忆是有差别的。

3. 词媒体对大众集体记忆的建构方式
3.1. 全民造词形成集体记忆
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赋予了网民更多的权利，在新媒体构建的新的传播环境
中，新的传播关系也在生成，人人都可以发声，UGC 的时代已然来临。互联网用户生产的内容形态多元，
品质虽参差，但也不乏优质内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词媒体的生产和传播就与全体网民是分不开的，
甚至全体网民在词媒体对大众集体记忆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周一见”的产生及火爆全因网友
调侃南都娱乐周刊主编谢晓发布的微博一篇。此微博暗指周一会有重磅消息发布，网友据此猜测，纷纷
在微博评论留言点赞“周一见”。时至周一，南都周末刊出演员文章出轨丑闻，于“周一见”成为重磅
消息即将发布的代名词。演员文章的出轨“捧红”了词媒体“周一见”，“周一见”一词不仅浓缩了演
艺人员文章出轨事件的全部内容，在此基础上，此词媒体更是突破其原有的内涵与外延，成为重大消息
即将发布的预兆之词。当事件发生，网民参与其中，对事件进行高度概括，形成词媒体，再通过媒体平
台的裂变传播，这一整个过程，使得事件在大众心中加深印象，形成记忆。2015 年同样因离婚事件被高
度热议的演员陈赫，网友的在微博平台上互动调侃，使得“周一见”又再一次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不仅
如此，“周一见”的再次出现让沉寂已久的演员文章又重回大众视野，相应的“且行且珍惜”这类与事
件相关的词媒体也同时出现。这足以说明，词媒体不仅建构了大众的集体记忆，同时，也体现了由相同
性质事件引申的词媒体对大众集体记忆具有一种加强作用。因为词媒体本身具有极强的衍生特征，“可
以在短时间内扩大自身的再生产，使这条词语的链条源源不断地编织出来并进入人们的视野，加快传播
的速率”[1]。于是，由全体网民生产的网络造句等方式产生，同样在深度上加深和唤起公众对“词媒体”
的集体记忆，例如“陈欧体”、“甄嬛体”都曾红极一时。网络造句是在词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的，通过
表达群体的处境，形成群体认同并强化认同，集体记忆在群体的情绪中形成。微博中网络造句，通过模
仿、重复、传播，使得“词媒体”在网民的公共记忆中内化、加深。从集体层面来说，网络造句是有某
种符号性标志的。造句者是为了证明自己从属于该群体，一旦参与造句，就自动获得了该群体的符号，
分享集体的记忆以及激情。由网络用户创造出来的词媒体在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单靠词媒体的生成就完成大众集体记忆的建构显然是不可能的。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特别是对词媒
体的产生与传播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的媒介，在构建大众集体记忆上发挥作用。

3.2. 超浓缩性内容强化集体记忆
内容是传播的基础，在科技高速发展，信息爆炸的时代，“内容为王”已经成为各大媒介引以为公
认的定律。虽然内容作为传播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元素，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但在碎片化阅读时代，如
何将优质内容快速有效地传递到受众脑中并形成一定记忆是所以信息传递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一个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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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概括一个热点事件，并且大众的对事件的态度与评价都能在这一词语中体现，是词媒体内容超浓缩
性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其他表达方式所不可比拟的[7]。浓缩内容的词媒体的出现，让被传达的信息在
大众脑海中留下印象，再通过多媒体平台的反复使用，加深了内容在受众关于事件的记忆程度。如“郭
美美”，简单的三个字将炫富女的恶劣社会影响事件完全概括，并且很难从大众记忆中移除。还例如“躲
猫猫”、“朝阳群众”、“我爸是李刚”、“到武汉来看海”等等，这一系列的词媒体都能在事件发生
以后的较长时间里使大众在混杂的信息流中启动其记忆内容。超浓缩性的词媒体浓缩的不仅仅是事件内
容的本身，在词媒体生成之时，就已经带有强烈的公民社会情绪[8]。词媒体是民意表达的阵地，而这种
民意的携带对大众记忆是具有强化效果的。如“躲猫猫”，它不仅仅是对监狱非自然死亡事件的浓缩概
括，同时在这个词媒体里，包含了民众对执法人员的不信任感以及愤怒感。这种愤怒感在同样性质事件
发生时会被激活，如“反正我信了”，那浓缩事件的词媒体也会在受众记忆中出现，这样受众的记忆就
会被加深。词媒体所带来的传播内容，浓缩了事件本身以及公众情绪，具有它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在大
众集体记忆上有强化作用[9]。

3.3. 新旧媒介相结合拓展记忆空间
作为“词媒体”的传播媒介，以互动百科、百度百科、天涯社区、新浪微博等为代表新媒体，已经
成为“词媒体”日常活跃的平台。但由于“词媒体”爆炸式的火热方式，让传统媒介在进行内容传播时
也会将“词媒体”运用其中。所以词媒体的传播载体应该是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也就是所谓的新媒体的
互相结合的形态。网络媒体是网民充分发挥其能动性的主要媒体平台。一旦事件发生，大众能够从移动
媒体新媒介上迅速接收到信息，词媒体也能在信息接收的同时迅速生成，再通过社交性网络媒介对信息
与词媒体的重叠式传播，使词媒体更快更全面的覆盖到各网民眼前[10]。虽网络用户数目在持续扩大，但
传统媒体依旧拥有相当数量的受众，光凭新媒体的力量是不足以让词媒体对大众的记忆产生显著效果的。
这时传统媒体的互补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介入，让“词媒体”的受众面积增加，
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同时，适应潮流，内容生产年轻化是传统媒体面对新环境所需考虑的问题，“词
媒体”的加入，能让传统媒体与读者进行更好的交流互动。一些报纸专栏，电视节目也都相继开设热词
板块，例如《新周刊》的“锐词”[11]。网络媒体的快速传播加上传统媒体的覆盖传播，让大众在加深对
词媒体认知的同时构建了大众对此事件的集体记忆。尤其是源于完整新闻事件的“词媒体”，都以超高
的频率出现在了传统媒体的新闻类节目当中。例如在 2015 年 11 月 7 日，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在
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会面并进行了历史性的握手。“习马会”、“世纪之握”等词就是此次两岸领导人
的会面活动做了一个精准的概括。“习马会”、“世纪之握”首先是在微博等网络平台上迅速占领热搜
头条，各微博大 V 及微博用户进行内容的转载与传播。接着，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均引用“习马会”
“世纪之握”等词汇对此两岸领导人的互动进行新闻报道。如今，“习马会”已在百度百科成了独立词
条，对此事件做出了一个专门的解释与介绍。“习马会”一词也成为大众回忆与讲述这一历史性事件的
关键词汇。词媒体由新媒体生成与扩散，再通过传统媒体的应用与传播，在大众形成集体记忆的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3.4. 高度融合的传者与受者
词媒体的接收者和传播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叠性。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去年发布的《第 38 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中，截至 2016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7.10 亿，互联网普及率
为 51.7%，较 2015 年底提升了 1.3 个百分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词媒体的传播对象既是词媒体的消费
者，同时也是词媒体的生产者。随着网民规模的逐渐扩大，词媒体的受众人群也大量增加，逐渐由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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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互联网络的高校或者白领群体扩展到其他受众并日趋走向大众日常生活[12]。词媒体传者与受者的高
度融合，在传与受的过程中，了解事件，逐渐产生对事件的印象，形成对事件的记忆，如“打酱油”、
“犀利哥”、“兽兽门”。并且在传与受的反复过程中，加深事件的记忆程度。现如今以内容为王的词
媒体在质量和创新上正在寻求突破，力求吸引更多的受众群体参与到词媒体内容的创造和传播中来，共
同的推动词媒体的发展。

3.5. 增强还是减弱
传播效果是信息经过传递之后，对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上所产生的影响或改变。词媒体的传播，
在大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上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众通过词媒体，了解事件，确认事件发展状态，
继而产生对事件个人态度，产生传播效果。“郭美美”是对郭美美炫富事件的一个代名词，是郭美美炫
富事件发生后所产生的一个词媒体。词媒体“郭美美”的产生让更多的受众快速了解事件原委，让郭美
美事件的传播产生最大传播效果，加深受众对郭美美事件的是认知程度，形成对郭美美炫富事件的大致
态度。态度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受众对事件的集体记忆。在词媒体不断的被复制与传播后，受众的集
体记忆也会被不断地强化。“郭美美”代表的是一段对于慈善组织信任危机的集体记忆；“小悦悦”代
表的是对中国人道德底线反思的集体记忆；“豆你玩”代表的是关于物价上涨、通胀压力过大的集体记
忆；“躲猫猫”代表的是一段关于中国法律制度和执法反思的集体记忆。因词媒体的简约精准，易传播，
使其更容易加深大众对事件的记忆程度，对大众的集体记忆起到了一个加强作用。但实际上，在信息生
产过剩的时代里，过多词媒体的产生与传播并不会使每一个词媒体都存在于大众的记忆之中，新旧事件
的过渡与交替，使得大众还没来得及知晓和了解此词媒体的含义就又被其他词媒体所淹没。例如“吵蒜
团”“楼歪歪”“骷髅死”，时间久远，如再次提及时，不一定会激起大众记忆。所以，词媒体对大众
集体记忆的是起到增强作用还是减弱作用，还需要做大量调查来进行探究。

4. 小结与反思
词媒体的产生，减少了对传播者的条件限制，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增大了信息的传播效果，构
建了大众对信息(或事件)的集体记忆，但对大众集体记忆的影响是增强还是减弱并未做出有力论证。词媒
体顺应信息爆炸时代出现，对信息传播产生了有效帮助，但词媒体的质量优劣以同质化、娱乐化、低俗
化等问题对大众集体记忆产生何种影响仍是需要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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