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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al history is a kin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with strong practicality and oper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re
the main modes. Recently, oral history is faced with a lo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smart phone,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It is
changing the aspects of oral history, like interview, presentation, dissemination, retention etc.,
and providing a convenient way.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brings issues, such as invasion of privacy and over entertainment,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by oral history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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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口述历史是一种实践性和操作性很强的历史研究方法，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主要以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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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为主。近年来，伴随着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与网络、通信以及多媒体技术等的发展，口述历史面临
着全方位的机遇与挑战。它改变着口述历史的采访、呈现、传播、留存等环节，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方式，
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如隐私权、娱乐化等问题，需要口述历史的参与者们共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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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其在采访、呈现、传播和留存等环节都与传媒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息息相关，
尤其是数字化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传播方式带来了显著的变革，口述历史也在信息记录和表现、传播等
方面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也表现出发展优势。

2. 口述历史的定义
关于口述历史的具体定义，目前还有统一的界定。根据美国著名口述历史研究专家唐纳德·里奇的
观点，“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1]”。路易斯·斯塔
尔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
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是不加工的原始资料。中国大陆在引入口述历史研究方
法后，也将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做了区分。
笔者根据文献资料进一步整理了二者之间的区别(见表 1)。具体而言，口述史料包括个人亲闻亲历以
口传或笔记的形式写下的文字性内容，也包括别人采访者对口述做的记录；而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在受访
者访谈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加工，希望能再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或方面[2]。
Table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oral history
表 1. 口述史料和口述历史的区别
口述史料

口述历史

学科

史料学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

历史学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个方式

基本含义

个人亲闻亲历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

收集和运用口述史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整理和研究

呈现方式

回忆录、调查记、访谈录等

访谈影像、录音、文字等

特点

未加工的记录

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

参与者

自己或他人记录整理

访谈者与受访者共同参与

2.1. 口述历史的特点和内涵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口述历史具有如下的特点：
首先，传播主体包括访谈者和被访者两人，通过面对面的形式进行人际传播交流，同属于口述历史
的内容创作者；传播媒介上，传统的口述历史以大众媒体为主，新媒体成为新的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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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的角度看，口述历史在交谈内容和搜集资料基础上加工形成，能够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
新加以阐释、并能接受鉴定确认。类型包含政治、文化、军事等，表现形式可以是文字、录音和视频等。
总之，口述历史是以采访者与讲述者的访谈录音为基础，可以借助其他资料佐证和加工，通过口头、
录音或录像等方式，从口述者的讲述中获取和传播历史信息的特殊传播活动[3]。

2.2. 口述历史的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以 1948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的成立为标志[4]。他
们首先大规模地应用了录音机等现代设备进行口述访谈，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规范的操作方式。而中
国大陆的口述历史研究较晚，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萌芽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逐渐出现口述历史的基本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工作者开始搜集前辈的口述资料，内容以近代史上义和团、上海工人运动等重
大历史事件为主，多为中国军政要人的回忆，如《星火燎原》《红旗飘飘》。
这段时间的口述历史还没有一定的理论体系，只是一种资料搜集的方法，内容也多局限在革命和战
争历史方面，政治色彩浓厚，是口述历史的萌芽阶段。
2) 实践发展期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实践的增多，口述历史的发展开始发生转向。
1986 年，《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口碑史学方法评析》的文章，作为
中国较早提到口述历史的文章，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关于口述历史的实践主要源于海外学者唐德刚，
其参与编著的《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著作在大陆相继出版，引发了学
界业界相关人士对口述历史研究的讨论。
此时的口述者多为于当时典型的文化人物，如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钟少华采访了 100 多位
科学家，通过记录他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来描述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5]。但这个阶段的口述历史实践
基本处于自发的状态，研究不够深入，学界和业界对所谓口述历史作品界定不够明确。
这两个阶段的口述历史多以出版物的方式出现在大众面前。因发展程度和重视度不够，形式也比较
单一，传播影响力也较低。
3) 理论整理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学术界逐渐对口述历史的研究提高重视。
这个时期的口述者多为军政界、文化界名人，如《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内容更加
多样化。2002 年杨祥银出版了《与历史对话——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是大陆第一部系统的介
绍性著作，介绍了口述历史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课堂教学、跨学科思考以及海内外发展状况等。2002
年起，崔永元成立口述历史团队，收集并整理关于电影、外交、战争、知识分子等资料，建立起口述历
史库。2004 年底“中华口述历史学会”成立，标志着更加规范化的研究标准的建立，也开始了更加系统
性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网络、多媒体的空间发展，带来了数量众多的口述历史材料，呈现和传播形式也发生
变化。如光明日报、南方日报、凤凰卫视、搜狐等媒体开始制造多种形式的“口述历史”性质的内容；
内容呈现上出现影像化等特点。

3. 数字化时代的传播特点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口述历史的发展前期处在大众传播兴起的时代，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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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备和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呈现出新的传播特点。

3.1. 信息量大
首先是庞大的信息量。数字化技术可以支持海量的信息的存储，因此可以保存更多的口述史料，建
立更加庞大的口述历史数据库，一方面可以实现全方位搜索和查阅，同时也便于有效管理。

3.2. 呈现方式多样
第二是数字化时代多样化的呈现方式。网络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数字化的信息能够以文本、
视频、录音、照片、动画等多样化形式展现，还能实现直接交互，传播信息在内容、结构、形式等方面
都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不同的特点。

3.3. 平台互动性
网络媒体具有更强的参与性和互动性。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络平台随时随地发布信息、并参与分享
和评论，这一方面能够实现信息的多次传播，也可以借助即时反馈实现随时更新。

3.4. 多对多传播
不同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形象传播模式，网络传播更加
自由便捷，用户获得媒介近用权，互联网媒体因此兼具大众传播单向性和人际传播双向性的特点，任何
人都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或是受众，形成了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模式，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3.5. 受众主动性
互联网传播与此前的大众传播的不同还表现在其是基于受众选择性的传播。以文章、书籍、电影和电视
等形式进行的传播多是传播者为主导，受众的选择性较少，虽然读者的书评、电影的票房、电视的收视率和
受众调查等数据和评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传播效果，但会在时间和数量都会有所遗落。在数字化传播中，
用户的观看记录、使用痕迹都会被记录，能够在这些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向用户传递个性化的信息。
手机等移动智能设备的兴起，进一步填补了之前其他媒体的不足之处，不仅迎合了数字化信息时代
的社会信息需求，支持更多样的传播方式和内容形式[6]；可以实现信息的针对性传达和二次传播与分享。
数字化媒体呈现出来的这些特点，为口述历史带来了新的发展可能，也将迎来新的挑战。

4. 数字化媒体下口述历史的发展机遇
我们日益提高的信息的数字化处理、控制以及传播的能力将会对口述史学发展产生诸多影响：如可
以有跨空间的访谈方式，呈现方式也能更加真实多样，通过互动和分享可以获得即时的反馈信息，数字
化的记录和管理系统也能够实现对信息的有效管理。

4.1. 跨空间的访谈方式
口述历史的传播者包含两个主体：口述者和采访者。在传统的口述历史访谈中，口述者与被访者之
间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实现。但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工作者也开始通过网络摄像机
和远程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等手段实现“跨空间访谈”。这种方式为口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更多的
便利性，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物质成本。

4.2. 真实多样的呈现方式
现代口述史学，将早期的文字、声音和视频等多种传播手段都实现了数字化的记录。这使得口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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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传播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同时，文字、语言声音、动作表情和情景表现等多角度多形式呈现
共同构建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时期或一个事件，促进口述历史的表现更加真实，也给受众带来了多感官的
体验。
1) 多样的数字化传播和交流
摄像技术的普及为口述历史提供了技术基础，因此数字化媒体的时代，通过录音、摄像、电视、互
联网等和数字化技术逐步实现了口述历史的“影视化”转向，这种方式大大拓展了口述历史的叙述内容
和对象范围，促进了更多普通大众对历史的接触和理解。
从形式与内容来看，口述历史数字化传播的主要模式是依托于网络数字资源库、音视频节目等移动
应用程序等来传播与呈现的。通过数字化形态呈现口述历史目录、抄本、音视频以及相应的元数据信息
等内容。
2) 更真实的情境再现[7]
口述历史一般是人们通过音频和文字的形式简单的表现出来，数字化的音视频和其他形式的结合能
够实现更直接而真实的情境再现。
最先发展出来的口述史记录片，就是根据受访者的讲述，以真实记录生活为基础，尽力还原一个真
实的历史场景和事件。区别于电影等艺术形式，它的最主要的核心就是真实，通过画面、故事、人物、
语言形成更丰富的真实表现。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传媒业的迅速发展，单纯的口述史记录片已经不能满足大众了解历史真相的
需求。“情景再现”1 的作为一种制作手法被引入到了口述历史的表现中[8]。通过角色扮演和后期制作的
方式来展示某一个历史事件，能让人们能够更加真实的体会和了解历史。
当然，这种方式不同于传统的文字和直接的声音和影像记载等方式，将真实的历史与艺术进行有机
结合，实现艺术再创造[9]。不同于两个人面对面访谈的视角，众多差异性个体的讲述和参与表现可以建
构多角度的话语空间，形成观众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多元认知，全方位完整地展现客观原貌，表现出真
实性。而且通过表现口述者的语言、语调、眼神、表情、姿势等多种视听元素，观看者也可以通过调动
听觉和视觉等多种元素体会到表现出的情绪，形成一种重回历史现场的特殊感受[10]。

4.3. 个性化、故事化的表达
受新史观的影响[11]，口述历史逐渐开始关注个体人物的生命记忆，不同于以往的宏大叙事方式。通
过记录一部分被掩盖、遗忘或缺失的历史，从小的视角出发来构建更丰富完整的社会历史图景，因此这
样的口述历史作品往往表现出个性化和故事化的特点。如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节目《冷暖人生》就是邀
请是某段历史的亲历者来讲述他们个人的独特经历，以个人或喜或悲、或光明或灰暗的情绪和视角来表
现对历史的个人性记忆。这样的口述历史作品充满故事性和人情味，使枯燥的历史变得生动鲜活，更容
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4.4. 互动性和分享性
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大大提升了口述历史资料进行全球传播与共享的机会与可能
性。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发展与不断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分享。因此在口述历史的
网络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用户，用户之间能够实现真正广泛的即时互动，因而获得即时的数据监测，
也可以获得受众的浏览数据和行为数据等，在对这些用户数据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实现个性化的内容推荐
和内容的更新等[12]。
1

“情景再现”也称“真实再现”，指在进行影视作品的拍摄和制作工程中，可以通过一种虚构的，或者一般影视剧中的演员扮演
的方式，并运用一定的光影声效造型或者特效形式，来再现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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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数字化记录和管理
从技术角度而言，口述历史内容的数字化记录和存储，也可以为后续的数字化管理与数字化传播和
应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首先是记录方式的变化，现在口述历史工作者可以选择多样的携带便利的数字记录设备，不仅可以
优化信息质量，也可以实现如文字、声音与影像等的多种形式，如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就是非常便捷的
制作工作。极大的调动了公民的积极参与性[13]。
在数据记录的软件方面，也有更加方便的程序化的应用程序能够实现口述历史。这个方面的典型代
表是美国民间口述历史推动机构——故事团于 2015 年 3 月发布的免费应用程序“Story Corps”，用户通
过该程序可以自己用手机上进行口述历史访谈的前期准备(问题设置与受访者选择)、正式记录、初步编辑
与管理以及保存、在线发布与分享等完整流程。这为口述历史的提供了便利，提供了用户的参与性，也
能够实现更有效的分享和传播。
此外，这种数字化的记录也进一步促进了数字化信息的保存、维护、收集与保管。通过这些网络平
台或数据库，用户可以检索和获得不同形态的口述历史资源，资源的共建和整理也成为可能。

5. 口述历史面临的数字化挑战
数字化技术在给我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迎来了更多的挑战。原有的伦理问题会随着数字化的
表现而加剧，影像化呈现的过程中的娱乐化也会消解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多元主体带来更复杂的
信息环境，这些方式对技术的依赖性等问题都值得注意。

5.1. 口述历史时代的伦理问题
数字化传播与呈现使口述历史所潜藏的法律与伦理风险进一步加剧，目前我国的版权意识还不够强
烈，数字化滋生了这一问题的发生，因此口述历史的出版物在迎来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由于口述历史在国内的发展尚不完善，学界还没有形成广泛和统一认知。信息内容的数字化，口述者的
基本著作权益可能会得不到保障。
其次是口述历史工作伦理与传播伦理的内部矛盾。因为口述历史工作的目标是采撷个人记忆，从个
人的角度寻找真实的历史，这样的工作目标可能随时可能与受访人的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数字化时代信
息传播的广泛性和多参与性，可能触碰到受访者的隐私和信息安全带来挑战，也容易为事件中的参与者
带来诽谤等不可避免的问题。
此外，各种新技术的发展产生的新的口述历史方式，如远程的“跨空间访谈”等都会对传统的“面
对面访谈”模式造成挑战，这不仅仅是访谈形式的变化，也对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定义、方法与理论问题
带来了重大冲击。

5.2. 口述历史影像化过程中的娱乐化
通过影像化和艺术化的表现方式，口述历史可以得到多元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但是面对海量的信
息内容和用户日益碎片化的注意力，口述历史在转型发展中也面临新的瓶颈[14]。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大众文化的狂欢与历史真实的隐退已成为一个普遍问题。面对激烈的市场
竞争，面对消费者日趋碎片化的注意力，口述历史节目也难免逃脱娱乐化的倾向：构建故事化的影像表
现是为了制造感染力，却难以控制过多的情感因素和主观性表达；艺术性的呈现方式是为了获取用户更
多的关注，加强历史的真实还原，但是艺术渲染的过程中也会为了个人情感或节目效果而有意夸大或遮
蔽某些历史细节，这种娱乐化和艺术化的表现也会与真实客观的历史渐行渐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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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真实历史的认知和解读，也削弱口述历史在建构真实历史图景方面的意义。

5.3. 多样化主体的复杂化
在影视化的口述历史作品中，历史讲述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也随着有助于真实性的构建，但是也
会难以控制。其次，从受众的角度而言，网络媒体时代话语权的下放使得用户各种不同观念相互交流碰
撞，众生喧哗。同时，面对更多的媒体和大众，口述者也难免会产生一定的“霍桑效应”，呈现一种“表
演”的状态，消解对历史的客观讲述。

5.4. 技术依赖性
不可忽视的是，口述历史的数字化转型有赖于更强的数字化水平。因此，在制作和呈现的过程中，
导演、摄影和后期剪辑制作的技术等因素都会对影像化的口述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数字表现技术和设
计者思维也会影响其在网络上的多种呈现方式，进而影响人们对口述历史的认知。而今，虽然不乏《我
的抗战》背后这样精良的团队，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对我国的人才和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
总之，对于口述历史学家来说，新技术并不是万能药，与技术直接相关的挑战仍然存在，其他许多
新问题也将不断涌现。因此数字化时期口述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理想化的，它受社会认知、传播技术等的
制约。因此，如何摆脱困境，追求传播效果和理论学术的共同发展，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6. 数字化时代口述历史的转型和发展
面对目前口述历史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充分把握数字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实现口述历
史理论和实践的并进。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多种新技术，建立整合化的数据网络体系，打
造多方位立体的传播方式，平衡表现的娱乐性和真实性。

6.1. 建立网络化的整合体系
建设整合的网络化体系，建立口述历史的有效管理平台。通过统一的资源接入、呈现、交流沟通、
传播和管理等数字化运作模式，可以实现口述历史的资源共享和有效管理。转变互联网时代新的思维方
式，主要包括口述历史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有效的检索和查询系统，多样化的信息表现形式，形成一个
整合化的平台。

6.2. 多方位立体传播
伴随媒体社会的快速发展，多种新媒体形式如社交网络的发展，电子刊物等融媒体形式的发展，打
破了传统单一媒体垄断的格局，为口述历史的传播提供了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和形式，也能够拥有更广泛
的传播范围和多样化受众。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其传播呈现明显的多元化特点：不仅有传统的纸质
媒体形式，如《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等书刊；还有
网站录音、视频等形式，如凤凰中文网于 2005 年在“口述历史”栏目推出《张学良口述历史》系列视频，
并开设了相关微博等。通过多种形式的互补，可以有效提升传播效果。

6.3. 平衡娱乐性和真实性
历史并不意味着要严肃而枯燥，数字化技术带来更多的历史呈现方式，除了基本的文字和图片，动
画、H5、短视频，甚至 VR 体验都可以成为创新的内容形式；也会有节目、影视剧等多样呈现，但也应
该在娱乐化的过程中保持真实性的基本原则。不能为了盲目的追求收视效果和传播效果而过分的夸张和
渲染，努力平衡娱乐性和真实性是当然口述历史研究者和制作者应该表现出的基本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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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从传播的视角来看口述史研究，不断发展的传播手段为口述历史提供了更好的记录和呈现方式，表
现为更多样化的表达，也取得了更有效的传播效果，有助于建构更加丰富多视角的真实历史。但随之而
来的问题更加值得思考，对于口述历史的研究者而言，要有严格恪守的标准，要有更创新的思维，坚守
好口述历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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