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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way people read and make film reviews is undergoing changes. More and more
people tend to exchange views and share ideas after seeing films. A large number of online messages and comments in the film culture are valuable and are therefore worth attention. People
who write film reviews as well as leave comments can all be regarded as film critics. The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box office of films. Users’ discussion,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can attract more constructive ideas, which will help
promote the quality of films. In order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online feedback,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replies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s of the online review.
“Online review” is based o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is aimed at sharing,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content of the replies, classifies them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so as to explore the levels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the mindset of
users. It utilizes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categorize and summarize the users’ replies in order
to explore whether the comments about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re meaningful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lms and film review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users’ reviewing behavior,
the motive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online review are explored and concluded, which can serve as
the reference for such relevant film institutions and practitioners as film marketing team, film
creation team and Douba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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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人们阅读和发表影评的形式逐渐发生着变化，在观影之后的观点交流、心得分享也越来越多。影
评文化中大量的在线留言和评论，是具有价值、需要被关注的。影评作者和留言用户都是影评人，对于
电影营销、电影票房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用户之间对于影评的留言回帖互动、共享信息和知识构建，
对于促进更多的建设性评价来共同促进电影的质量是有贡献价值的。本研究聚焦在线影评的留言回帖区，
通过深入研究影评留言回帖内容，对留言进行分类，探讨知识构建的内容层次和种类、知识构建的留言
对用户解读影评是否产生意义、留言用户的心态等。为电影营销、电影创作团队、豆瓣平台等相关电影
机构和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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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信息的发出者同时也是接受者，参与影评的人往往与受众是同一个群体，
每个人既面对着大众的影评，同时自身又是构成影评的发布者。在线影评的留言或回帖普遍存在于豆瓣、
微信公众号、知乎、M-time 时光网、猫眼电影、新浪微博的电影点评团等等。在线影评的口碑风向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一部电影的票房。网络影评凝聚了一批人，影迷是电影消费的稳定主体，而他们又会影
响更多的人。
近几年来，在影评领域中的“什么样的评论更有用”这一问题被各界学者专家所关注并进行研究[1]。
他们研究的视角是构成影响在线评论有用性的因素，研究对象分别有：在线零售网站、旅游网站、以及
各大热门电影评论网站，并提出假设和建立模型对他们进行预测。研究特征从评论语义特征、评论结构
特征到评论情感特征，都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直到殷国鹏基于说服的双过程模型构建了在线评论有用
性理论模型，才弥补了“评论的有用性”缺乏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因此有了好的框架对评论进行了影
响机制的解释[2]。在如何能快速有效地进行识别和选择从而发现和利用其中有用的评论这一领域，国内
外学者对在线评论有用性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因此网络已经成为片方积极争夺的领域[3]。但到目前为
止，关于在线影评领域的留言回帖几乎没有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基于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缺失，本文将
进行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
在书评留言回帖领域，李泽于 2015 年发表了《基于移动终端的社会性阅读研究》[4]，选取了移动终
端的代表性社会性阅读 app——多看阅读 app 中畅销榜单上排名第一的《三体》一书为例。抽取了部分热
门影评及所有评论和点赞数据作为数据样本来源之一，通过对数据的收集、汇总、统计分析，了解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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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的社会性阅读的发展状况。
另外在网络购物留言回帖领域，想要消除消费者的不确定购买意愿、网络口碑对于辅助决策有一定
的影响[5]。著名市场研究公司 Jupiter Research 调查分析表明：超出 75%的消费者在线购买商品之前，他
们会搜索各类评论网站对评论信息进行比对和参考，评论的信息中含有大量以往消费者的消费经验和对
产品的价值评估，这些信息都是构成影响购买决定的因素。还有学者对在线评论的留言情感、评论数量
是否对购买决策影响进行了探讨。
以上两个领域的留言回帖领域，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参考。因此本研究的内容和目
的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探究豆瓣用户在影评留言回帖中主要谈论内容进行特征分类，各内容所占
的比例如何，移动端和网页端有怎样的谈论内容差异；另一方面是移动端和网页端留言内容的知识构建
层次如何，分布情况是否与形式(发布时间、发布渠道)存在相关性等等。
通过探究关于知识构建的留言，对电影和影评的解读是否产生意义。为电影营销、电影创作团队、
豆瓣平台等相关电影机构和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案例选择
选取网络社区代表性互动交流性平台豆瓣——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最受欢迎影评排行榜 TOP1《这
是一个法盲加刁民的闹剧》一文作为研究案例。
自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有 1149 条留言回帖，
留言所跨越的时间范围较广、评论的字数分布范围较广，在权衡工作量及样本代表性之后，仅选取了最
热门影评《这是一个法盲加刁民的闹剧》，作者“金丝猫”发表于 2016-11-18 23:31:34，常居四川雅安，
2012 年 12 月 10 日注册豆瓣用户，作者认为电影把原著小说官场现形记拍成了一部不伦不类的刁民上访
故事，把上访的原因还有各种官员的支线都做了莫名其妙的删改，这个故事只是一个跟原著有点像但又
完全不同的失败改编，这部片子更像是导演自以为是的一部作品，没考虑过观众的感受。
选择这篇影评作为研究案例首先是出于本篇影评给电影的评分是两星，对导演编剧、剧情持否定态
度，低于此部电影的豆瓣平均星数 3 星半，电影打两星的豆瓣用户仅仅占了 9.9%，作为这不到 10%的群
体中的一名豆瓣用户，她的文章为什么被豆瓣用户顶到豆瓣首页和“豆瓣最受欢迎的影评”里？其次，
留言回帖(包括多级回复之间的讨论)截止 2017 年 3 月 31 日总数达到 1149 条之多，为研究内容和研究数
量都提供了足够的数据量和内容分类资源。

2.2. 内容分析法
本个案主要采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法。定量的内容分析法来源于传播学，原为社会科学家借用自然科
学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历史文献内容进行内容分析而发展起来的。在本个案的影评留言回帖内容研究中，
分为两大部分：
1) 利用内容分析法对豆瓣用户间讨论的内容进行定性分析，对成员所讨论内容进行归类。再进行定
量统计各讨论内容所占的比例，进行汇总和统计，进行基本描述。通过对样本内容差异描述、相关因素
描述，去探讨留言回帖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2) 在涉及到对影评内容的核心讨论、知识分享、知识交流等具体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定量及定性分析，
即知识构建的内容种类分析和样本分布等研究。以了解观影的影评人之间所谈论的主要内容及谈论交流
的深度和广度。因此，编有两个编码体系进行分析：
针对内容本身的分类研究，其对应的框架称为框架一；关于知识构建的内容细分种类研究，其对应
的框架称为框架二。框架一针对内容本身的分类通过研读后，将影评留言内容分为四类：1) 对影评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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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讨论、留言用户之间相互的意义分享和讨论交流、关于电影的拓展阅读分享、留言用户对影评本身
的评价等等，均归为知识构建类留言，包括：电影和原著、电影基本元素、电影类型、电影叙事方式、
电影剧情解释、导演创作、谈论其它电影；
2) 内容是对电影情节所反映的日常生活、社会现象、大环境和大背景等讨论也划入这一类别，多是
很有意义的分享与讨论，同时这也反映了影评留言讨论的主题比较宽泛，主题涉及的面广泛，包括对于
主创团队的演技、导演的风格、执导等等的讨论均归为相关社会现象/话题讨论类留言，包括：导演和演
员等主创团队、电影情节引申话题、中国观影现状；
3) 关于豆瓣平台本身、豆瓣其他留言用户的留言包括对平台功能、平台留言模块设置、留言用户的
谈论，以及对于在影评讨论中涌现出的与影评讨论的核心内容无关，属于“气氛调节、秩序维护”的言
论。这一类用户关注的是豆瓣评论社区、影评机制等问题，他们对于影评的留言氛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均归为针对豆瓣平台及其他用户类留言，包括：豆瓣用户地域问题、豆瓣用户知识水平、协调留言氛围；
4) 人身攻击和谩骂等宣泄个人情感，谈论楼主社会阅历、不明对象、与影评和电影本身无关的内容、
无法进行分类的这些内容都归为其它类留言，包括：没看电影用户留言、谈论楼主阅历、人身攻击和谩
骂、不明对象。
框架二则针对涉及知识构建的内容通过研读后，对框架一中标记出的关于知识构建的样本第一大类
进行知识构建种类的编码，每个层次分别用 A、B、C、D 英文字母代表各知识构建具体不同的种类，具
体样本涉及的内容概括和总结得出：种类一(1A)简单地表示赞同或反对，没有提出相关的理由阐述、种
类二(1B)赞同或反对，并提供依据和理由、种类三(1C)不明确表示赞同或反对、种类四(1D)发表对不明确
之处的提问或回答。

3. 数据分析结果与分析
3.1. 案例影评的留言回帖数据汇总及分布
本案例所有的数据采集都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对于影评内容分类和占比进行统计，总结分布特征
以及提出观点进行论据分析。
该影评所有留言评论(帖子)总数为 1149 条，
选取留言样本留言评论(帖子)575
条进行编码，选取样本中参与评价该影评的人数为 487 人，36,823 字，平均每条回复 64 字，回复最大值
670 字，最小值 1 字，留言内容分布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3 月。认为该篇影评有用的读者有 4571
人，认为该影评无用的读者有 1159 人，给作者打赏 57 人。这些数据恰恰说明豆瓣作为在影评圈子很有
影响力的平台，具有很高的参与度，拿豆瓣作为电影留言回帖领域的研究平台，很有说服力和可信性的。
从表 1、图 1 可以看出，留言内容的篇幅字数在一周内总字数超过 50%，在一周后呈明显大幅度下
降趋势。用户的留言回帖互动在影评发布之后的 2 天内是高峰，10 天内区间是留言回帖最为活跃的时间
段，而在影评发布后的 62~78 天出现了半个月的第二次相对活跃的留言互动。
在影评发布 10 天内，留言的占比最大，其中知识构建和相关社会现象/话题谈论占主要比重，针对
豆瓣平台和其他豆瓣用户、其他谈论的也有相对的数量。在距离影评发布 10 天之后的影评留言中，两部
分(第 3 类针对豆瓣平台和其他豆瓣用户、第 4 类其他)留言呈现“星星点点”的状态，在一周甚至半个月
以上才出现一次，而第 1 类关于电影本身、影评本身的知识构建和第 2 类电影中相关社会现象/话题的谈
论几乎从未间断。
从表 2 可看出：讨论的内容知识构建 53.4%，非知识构建 46.6%，相关社会现象/话题讨论 32.5%，
针对豆瓣平台及其他用户 10.1%，其他 4%。说明在影评留言评论区豆瓣用户进行知识构建的比例过半，
对于电影本身、影评本身的讨论还是较可观的，对于在线评论留言充斥着网络话语暴力、满屏唇枪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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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number of comments and replies from the time when the film reviews were released
图 1. 距影评发布时间留言回帖数量分布图
Table 1. The rate of comments and replies from the time when the film reviews were released
表 1. 距离影评发布时间留言回帖频率表
距影评发布时间

频率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0

1

0.2

0.2

1

58

9.7

9.9

2

56

9.7

19.7

3

50

8.7

28.3

4

49

8.5

36.9

5

33

5.7

42.6

6

24

4.2

46.8

7

24

4.2

51

频率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知识构建

307

53.4

53.4

相关社会现象/话题谈论

187

32.5

85.9

针对豆瓣平台及其它用户

58

10.1

96

其他

23

4

100

合计

575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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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舆论是有数据作为辩驳的。留言用户对电影和影评本身的探讨是留言回帖的主要目的。
留言用户针对影评的回帖所涉及的话题广泛。第 2 类留言内容关于电影的相关社会现象和话题的讨
论，与知识构建两者之和占比 85.9%。关于这一篇影评讨论的话题涉及：官场体制、制度、计划生育、
自私人性、法治和人治、信访制度、政治正确、婚姻制度、法盲、中国农村等等，不仅仅拘泥于对电影
知识构建等专业方面的讨论。对于电影导演、编剧等主创团队的评论也不少。例如用户 Afool：“冯小刚
拍这片子以及刘震云写这小说也不是要讲述李雪莲怎么冤的，本来就是想用底层人物的这种‘无理取闹’
来讽刺某些当权者的作为，没有人说李雪莲就是对的吧。”反映了留言用户关注的重点不同，这也给主
创团队(导演、编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能做到面面俱到，但作为影评生态的构成，这能够给电影
创作团队和相关电影从业人员提供有用的信息。
而人身攻击和谩骂的存在形式则多为“傻逼”、“逗逼”、“弱智”、“脑残”、“无脑”等字眼，
谈论楼主社会阅历的则多以“你还太年轻”的字眼出现。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分占比例最小，可见影
评下面留言回复的人身攻击、谩骂还是较少的，网络话语暴力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但影评留言的风气
还是比较可观的，网络话语暴力不是影评生态的主要现象。

3.2. 知识构建内容分析
在知识构建中，种类一(浅层次知识构建)的留言占比最大：浅层次知识构建即 1A 简单地表示赞同或
反对，没有提出具体的理由阐述共有 108 条留言。留言用户之间没有提出论证表示自己的立场，即便认
为接触到楼主的观点对于自身来说是截然不同的，也并没有直接地开展对于分歧、差异的共同意义构建。
例如葱泥发表于 2016-11-25 15:53:00：“我觉得你说的对，说到底李雪连就是一个偏执狂、法盲。”例
如山田优发表于 2016-11-24 23:30:38；“我觉得写的挺好的，看得很难受这电影。也没看出来想表达个
什么意思。里面的官员都挺好的。”
而通过留言内容的阅读，发现留言回帖的互动探讨对电影和影评进行深层次解读具有意义：种类二
(较种类一层次较深入)的知识构建即 1B 简单地表示赞同或反对，并提供依据和理由的共有 85 条留言，
在数量上也是相对可观的。留言用户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相关论据进行阐述，使自己的观点更加丰满，留
言用户之间对相关情节或话题进行意义探讨，对彼此的差异或关键点进行声明，提出新的观点或解释方
法。这一部分的留言篇幅较长，会用缜密的逻辑思维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提出与影评作者相悖的观点与
之进行探讨。第四种类(进行探讨的留言)1D，留言用户对于相互之间的观点不明确之处的提问或回答，
共有 38 条留言。此类留言中讨论双方从接触新的不同的观点，较第二种类更加深入，即双方重申出自己
的观点，以企图说服对方，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在留言用户双方对于分歧之处进行提问、咨询以及对
问题的回答的过程中，或强化或弱化或动摇彼此的一些观点、看法，共同进行意义构建。影评作者金丝
猫 2016-11-1914:34:29 对某位质疑自己理解能力的留言用户的回帖这样说道：“我觉得我看的不少啊？
不过我理解能力确实一般，有相关解读可以贴个链接么？”用户斜晖漫山于 2016-11-20 23:52:16 回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362172 算是另一个角度吧，不确定正确，权当参考吧。”金丝猫于
2016-11-23 20:08:00 回应：“明白了，我删除这句话。”以上的留言互动可以看出豆瓣电影平台具有良
好的社会性观影共享和交流，讨论中他们对于大量的留言内容、对作者的观点发布的不同见解等等都有
各自的总结，他们的知识构建是有意义的，能够在分歧的讨论之后达成一致。

3.3. 留言发布渠道的差异化
通过豆瓣 APP 和豆瓣网页版的留言内容分布对照分析，可以看到：使用豆瓣 APP 的留言回帖情况分
布如下：第 1 类知识构建共 254 条，其中 1A 是 97 条(21%)、1B 是 66 条(14%)、1C 是 56 条(12%)、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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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35 条(7%)；
第 2 类相关社会话题/现象讨论是 141 条(31%)；
第 3 类关于豆瓣平台和其他用户是 39 条(8%)；
第 4 类其他是 20 条(4%)。
使用豆瓣网页版的留言回帖情况分布如下：第 1 类知识构建共 45 条，其中 1A 是 8 条(7%)；1B 是
18 条(16%)；1C 是 16 条(14%)；1D 是 3 条(2%)；第 2 类相关社会话题/现象讨论是 46 条(40%)；第 3 类
关于豆瓣平台和其他用户是 19 条(17%)；第 4 类其他是 3 条(3%)。
以上数据表明：使用豆瓣 APP 发表留言回帖的用户，种类一(1A)在知识构建中占比最大，说明移动
端留言的用户行为更大比例集中在发表简单的赞同或反对，没有具体的理由予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豆
瓣网页版则与之相反，种类二(1B)在知识构建中占比最大，说明在电脑网页版的用户行为更大比例集中
在发表赞同和反对的同时，用相关的例子和情节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以说服其他用户。值得注意的是，在
网页版用户群体的留言中，关于电影反映的社会现象和话题的讨论占比要高于知识构建，说明在电脑网
页版的用户行为更大比例集中在发表有关于电影反映的相关话题和社会问题。

4. 主要发现
影评留言评论区的构成主要分为知识构建、相关社会现象/话题讨论、针对豆瓣平台及其他用户、其
他四大部分。进行知识构建的留言回帖比例过半，对于电影本身、影评本身的讨论的比例还是较可观的，
而关于社会性内容的电影引申的社会话题涉及范围广。留言评论区的网络话语暴力仅仅作为留言构成的
一个小部分。
在知识构建的层次研究中发现，浅层次的知识构建占比最大，用户的留言篇幅也相对较精简，留言
用户使用移动端 APP 参与留言回帖的比例远大于电脑网页版，内容在 100 字以内的篇幅占绝大多数，大
家在影评的留言讨论区是多以简短的字句来发表看法和谈论，用简短几句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是网络习
惯。在发表对影评的看法和观点时，用户之间会进行分歧和问题的探讨，在交流和辩驳之后能够达成观点
的一致，这无疑是对于彼此加深对电影或影评的理解是有帮助的，因此用户在影评作者发布的影评下面
进行留言回帖这一行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从留言回帖的发布渠道上看，用豆瓣 APP 进行发表留言的用
户近五分之四，用户留言行为更多的是在手机移动端，而留言内容的篇幅字数与平台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

5.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着不足。首先，考虑到数据量的庞大和研究样本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因素，仅针对豆瓣电
影平台选择了话题性和现实性题材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选最热门影评中的留言回帖作为研究对象
进行分析，因此选取的案例研究范围较小。今后在电影案例的研究中，可考虑从点线面各方面对电影相
关领域开展研究，以提高研究的全面性。其次，研究结论中缺乏影评文化全局性的规律研究和分析，今
后在电影文化现象、影评生态的探索中可考虑电影的行业架构规律探寻。最后，本文没有对用户留言动
机进行调查和阐述，笔者将在后续工作中对这些议题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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