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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中转基因食品的媒介框架研究
—基于美国 YouTube 视频网站的案例分析
——
苗伟山1 贾鹤鹏2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1
（康乃尔大学传播学系，美国纽约州伊萨卡 14850） 2

[摘 要] 社交媒体在科学传播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在促进争议科学题材的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尤为显著。

本文以世界上最大的社交视频网站 YouTube 中的转基因食品短片为案例，从传播主体、媒介框架和传播技

巧三方面来分析社交媒体的框架建构过程。研究发现，在 YouTube 网站上美国的各种社会组织抢占了绝对
的话语主导权，媒体也有积极参与，而政府和科研机构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在媒介框架上，最多的一类是
关于食品安全、经济和科技的话题，且大部分都具有负面属性。在塑造技巧上，最受欢迎的短片大部分具
有刺激性标题、诉诸于情感和特定价值、制造矛盾吸引受众三个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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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field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social media have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cating

controversies. A three-layer analysis framework including the subject，contents and strategies was set up to explore the media
framing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GM） food，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so far，in the world’
s largest video-sharing
site YouTube. The most viewed 20 videos a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ample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se sample videos，this
study tries to describe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four players government， science community， business sector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media framing. The study explored seven categories/seventeen sub-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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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ummarized three main framing strategies. Advices based on conclusions drew from this study are provided for the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Keywords： 泽ocial 皂edia； 早enetically 皂odified 枣ood； 枣raming； S&T controversies
CLC Numbers: N4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3-8357 (2014) 05-0014-10

近年来，转基因食品作为科学传播的热
点话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随着社
交媒体的出现，这场争议变得更加广泛和激
烈[1]。尽管各国学者围绕着转基因的媒体呈现
进行了大量研究 [2]，但对社交媒体在转基因传
播中的效果研究却涉及不多，已有的研究也
主要限于对微博在文字上如何表现转基因争
端 [3]，对于音视频形 式的 转 基因 传播研 究甚
少，这并不利于我们全面了解转基因争端的
传播形式。
本文基于框架理论，通过分析全球最受欢
迎的 视 频 社 交 网 站 YouTube 上 的 相 关 视 频 ，
探讨转基因食品的社交媒体框架建构。这对我
国食品安全的科学传播兼具学术和现实层面
的双重价值。从学术角度看，大部分的美国受
众习惯 在网络上观看视频，发 布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等社交网站的视频最受欢迎，中国
网络视频的影响力也逐渐提升[４]，因此针对网络
视频的框架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新媒体语
境中的框架理论。从现实层面看，以转基因食
品为代表的食品安全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热点
话题，分析美国社交媒体的案例，可以为我们
实现社会各方在争议议题上的有效互动提供
参考和借鉴。

1 文献综述
1.1 框架理论

框架的概念最早来自美国社会学家考夫
曼的阐述，指的是帮助人们理解发生在周围
世界的解释编码 [5]，这一概念提出后迅速成为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最多的理论之一 [6]。在这个
视角下，媒介不仅是新闻话语的生产，而且成
了各种社会群体争夺现实建构的场所 [7]。框架
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一个事件可以从不同视角
进行解释，因此框架研究人们对某个事件形
成特定观点和看法的过程 [8]。从实践层面看，

因为人们对某个事件的态度和评价都基于其
理解的基础上，选择什么样的框架去理解事物
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学术层面看，框架是勾连
微观和宏观的概念，因此也经常被追溯到其社
会学和心理学的起源[9]。
在传播学领域，框架理论的重要性源于
新闻事件的报道方式会影响到受众的理解 [10]，
其定义是通过提供对事件的意义诠释和推广
特点定义 / 内涵来组织日常生活 [11]。相关研究
探索影响其效果的各方面，例如个人对信息
的存储和获取 [12]、个人偏好 [13]、不同信源的可
靠性[14]，以及框架是否诉求于长期的文化价值
等等[15]。
在当下的新媒体环境中，人们不仅仅是
接触某个事件的单一或主流的框架，而是同
时或陆续接触到不同、甚至是相互竞争的框
架[16]。框架的竞争性集中体现在有争议性的问
题上，而转基因食品正是争议性话题的最好
代表之一。
1.2 科学传播领域中的框架理论

科学传播用合适的技巧、媒介、活动和对
话来激起人们对科学的意识、兴趣、意见形成
和理解[17]。在科学传播中有关科学不实信息的
传播研究特别重要[18]，因为这类话题一般广受
关注，但又未达成共识。从这个角度看，本文
提出的框架理论很好地契合了科学传播的特
点，通过文献梳理也证明了框架理论是科学传
播中最常使用的分析理论工具[19]。普通大众借
助框架来理解事物，记者借助框架来生产新闻
报道，专家使用框架来普及知识，政府借助框
架来定义政策并采取行动 [6]。来自不同立场的
参与者，基于不同的目的，采取不同框架对同
一个科技信息进行界定和解释，这正是前文所
提到的框架竞争和争夺。这个理论源泉强调了
框架是一种动态变化的、互动协调的、不断被
建构的过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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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传播领域，框架理论一直被用来研
究媒介在特定科技问题上如何影响大众意见。
在以往的研究中，诸如气候变化、核电站、转
基因食品等都是被大量研究的话题。这些热门
话题因为和大众生活密切相关，涉及到多方利
益，且存在很大纷争，因此呈现出不同的媒介
报道框架，也充分体现出上文讨论的框架竞争
和争夺。
1.3 转基因食品的框架研究

由于转基因争议得到了媒体广泛报道，这
些报道采用的框架也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 [20]。
传统的框架研究主要关注大众媒体在报道转基
因时采用何种框架。例如学者发现部分英美媒
体报道转基因时，更加着重应用环境风险框
架 ，而 很 少 从 成 本 收 益 的 角 度 进 行 报 道 [21]。
2003 年，当时的英国布莱尔政府为让英国公
众能接受转基因，在英国发起了名为“转基因
国家？”的全国性大讨论，但研究发现，媒体
报道转基因的关键词充满了战争、战场、侵占
等词语，这可能给人们强烈的抵制转基因的心
理暗示 [22]。实际 上 ，Gutteling 等人 从 欧 洲 12
个国家媒体 24 年间(1973-1996) 对生物技术的
报道中早已发现，媒体对生物技术的农业应
用持负面态度。以讲科学道理为主的框架在
舆论上难以占到上风[23]。美国情况则相反。对
美国记者的调查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
转基因没有潜在风险，但都会以相对的眼光
看待利益风险，认为相比于大量应用农药和产
量不足等问题，转基因的收益风险比更小 [24]。
可以推测，这些受调查的记者会更愿意用成
本收益框架来描述转基因问题。
分析这些文献及其他研究，我们发现，在
转基因食品的媒介框架研究中，目前存在着以
下三类主要研究特征：
首先，在过去转基因食品的框架分析中，
研究最多的是印刷媒体特别是报纸的框架效
果 [25]、受众对媒体框架的感知和理解 [26]、相关
社会精英或专家对其的框架争夺 [27] 等等。其
次，框架内容建构具有多样性和本土性。关于
转基因食品的媒介框架主要有食品安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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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市场经济、政治霸权、道德伦理等等。
但正如我们在上面文献中所报道的，在不同国
家、地区和具体社会环境下，被突出强调的框
架不同。
框架研究大多数通过内容分析来研究框架
建构的过程。框架研究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
类：一类是框架作为因变量，也就是研究框架
如何建构特定话题的话语，这一类叫做框架建
构。另一类是框架作为自变量的，例如研究媒
介的框架如何影响受众，这类研究叫做框架设
置[28]。从这个分类框架来看，目前大部分转基
因框架研究集中在框架建构方面。
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框架研究中，主流
研究集中在对报纸等传统媒体的研究上。但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科学争议正日益发生
在这一新的战场。例如，2014 年 3 月 1 日原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布了赴美调查转基因的
纪录片，在其新浪微博上，宣布该纪录片视
频发布的首条微博 3 天时间收到 19 000 余人
次“点赞”，所有 10 175 条评论中(数据截止
到 3 月 4 日 17 点)，90%以上支持崔永元，进
而质疑转基因。因此，很有必要对新兴的社
交媒体——
—包括考察具有网友自创性质的视
频分享网站——
—在科技争议问题上发挥的作
用进行考察。

2 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本文主要从传播者、
媒介框架和框架技巧三方面来分析转基因视频
的媒介框架。对于科学传播而言，这三个方面
概括了传播参与者、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三个
最主要的方面，有必要通过框架理论的视角进
行解读。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包括：1） 新
媒体环境下，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媒介框架都是
由什么机构或个人建构，其中是否存在着多元
竞争主体？如果存在，哪类主体更吸引人们的
关注，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2） 关于
转基因食品的媒介框架都有哪些？其分布有何
规律和特点？3） 媒介框架是如何被建构的，
这其中哪些策略和技巧经常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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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和方法
本文以 YouTube （目前全球最大的社交媒
体视频网站） 上的转基因视频作为分析单元。
具体 来 说 ，本 文 在 YouTube 的 官 方 网 站 上 ，
首 先 在 筛 选 功 能 中 按 照 观 看 次 数 （View
Count） 设定，其次在搜索栏中以关于转基因
食品的多个英文词轮流搜索 （例如 GMO，GM
Food，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浏览 截至 2014 年 5 月 1
日之前浏览次数最多的前 100 个视频，最终选
取观看率排名前 20 的视频作为分析单元。
3.2 分析方法
3.2.1 框架建构者分类标准

本研究首先将这 20 个视频按照框架建构
参与者进行分类，本文的划分参考视频的发
布来源，同时根据视频内容。例如在美国总统
奥巴马和转基因食品的视频中，如果大部分内
容来源于政府，关于相关政府政策，本文就认
定其为政府参与的框架建构。如果其在整个视
频中仅仅是被引用的一小部分，是作为对该视
频主题的补充说明，则认为是其他社会群体参
与的框架建构。

(来源：作者根据 You Tube 编码分析)

3.2.3 框架技巧分类标准

在框架建构的技巧方面，视频的内容分析
不同于文字的内容分析，涉及了太多的因素和
变量。正如 Anna Gradlyan 和 Bella Baghdasaryan
在 《作为内容分析的新来源：YouTube 视频》
中指出的，“考虑到视频是多层次的，我们不
能分析其中所有的要素……选择的标准应该根
据研究的课题和目的设定”[29]。按照研究目的，
结合选择视频的实际情况，本文主要从视频类
型、呈现方式和视频技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表 2 转基因视频的视频媒介技巧分析纬度
分析维度

3.2.2 框架内容分类标准

在框架内容塑造上本文主要根据视频的
文本内容进行内容分析。在这里本文借鉴 Kyoto Sato 提出的转基因食品的新闻报道框架 [20]，
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特点，将 YouTube 上主
要框架分为以下几大类：
表 1 转基因视频的视频媒介框架表框架类型
用来描述转基因食品
的标准和争议
关于食品安全和人类
食品安全 健康的讨论
1.价格、
竞争性和市场；
2.产业效能，
技术优
势和产能；
经济因素 3.国际贸易；
4.相关公司的主导和
影响
1.是否强调美国特征；
2.是否涉及美国和其
政治因素 他国家的比较以及政
治问题；
3.全球化问题

是否对环境造成影
响，例如杀虫剂使用
的潜在危害
1.社会救助，
帮助穷人； 是否可以在非洲使用
2.对文化和传统的
转基因视频；
是否对
社会影响
影响；
传统农业文化价值造
3.公共关注和参与
成影响
1.科学隐患和不确定； 潜在的科技风险和危
2.科学的长期性
害，从长期的视角看
科学因素
发展；
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以
3.科学进步性
及对人类的帮助
1.个人权利；
消费者权利，
不理智的
个体因素 2.个人倾向：
情感、态 恐慌，
大众态度调查
度等
环境影响 环境生态

3.1 分析单元

框架类型

社交媒体中转基因食品的媒介框架研究

举例
对人体健康的潜在的
危险
价格比较；
更多更好的
产品；对食品产业的影
响；在国际贸易的作
用；是否被某些公司所
主导，被公司利益所牵
制
是否存在政治因素的
介入和影响；欧洲和美
国的不同政策的比较；
发达国家的霸权影响

举例

视频类型

新闻、访谈、文艺、娱乐、纪录片等等

呈现方式

演讲、访谈、辩论、介绍、讲故事等等

视频技巧

造型、灯光、特技、音效、镜头等等

3.3 交互信度

本文涉及到内容分析，因其主观性较强，
我们必须借助交互信度来检验内容分析编码
的信度。交互信度就是在多大程度上两个或更
多编码者在被编码的变量上的一致性。在本文
中包括作者在内的两名编码者对 20 个样本中
随机抽样的 6 个样本进行了编码一致性的测
量。根据 Holsti 的公式测量交互信度[30]:
相互同意度 = 2M
N1+N2
信度 = n×(平均相互同意度）
1+[(n-1)平均相互同意度]
M 为完全编码的相同次数
N1 为第一位编码员的同意数目
N2 为第二位编码员的同意数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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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为参与编码人员数目
依照以上公式，两位编码人员对于视频编
码的相互同意度为 83%，信度为 91%。Kassarjian 认为信度系数只要在 85%以上，就是一
个值得信任的编码结果[31]。本文信度系数达到
标准。

4 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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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受众关注了某个组织的视频频道，就会在下
次登录时看到 YouTube 推送的关于这个组织
的最新视频。
这种媒介框架建构者的结构和美国社会背
景有关，大量民间自发组织在美国蓬勃发展，
且一般都有专业的宣传和媒体团队，因此在社
交媒体上能够抢占先机，成为积极的媒体框架
塑造者和影响社会舆论的因素之一。

4.1 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框架建构者

4.2 转基因食品的媒介框架

在本文分析的 20 个视频中，政府参与的
框架塑造为 0，科学组织和研究机构为 1，媒
体机构为 6，相关社会组织为 13。由此可见，
在本文的样本中，社会组织的话语权占据了
绝对的优势，媒体也有参与，而政府机构和科
研组织的参与基本处于失语状态。需要说明的
是，政府机构和科研组织并非在框架建构中没
有任何贡献，事实上社会组织和媒体的视频中
都有引用相关政府和科研机构的话语，但基本
上都是作为验证材料或举例。
YouTube 实际上存在大量政府机构关于转
基因食品的视频，但相关视频主要是政府换届改
选中相关候选人提出的施政宣传。这些视频无论
是从观看频次还是受众反馈来看，传播效果都不
佳。科学机构的研究也是大部分被作为资料引
用，例如在 《转基因视频如何改变有机结构并对
人类健康提出真正的挑战》 的视频中[32]，为了说
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
害”，直接引用了某些科学家的采访和发言，
而在主流科学家看来，这些所谓科学家是不
具有资格来谈论转基因危害议题的。
社会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并抢占了话
语空间，这里的社会组织呈现出多样化的特
点 ， 既 有 进 步 广 播 网 络 （Progressive Radio
Network） , 艾比媒体之家 （Abby Media Roots）
这类现实中社会组织运营的媒体机构，也有食
品民主 （Food Democracy Now） 这样的网络组
织，还有弗朗索瓦·拜阳 （Fran ois Le Bayon）
这类基于某个社区的抗议组织。这些极具媒
介素养的组织在 YouTube 上建立了自己的专
门频道，不断推出关于转基因的系列视频，只

同一个话题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描述和解
释，这是框架最基本的含义，体现在媒介框架
上则是对事物和现象的不同角度进行选择、描
述和突出的过程。根据前文的设计框架，通过
对 20 个最流行视频的编码分析，研究发现，
食品安全是被涉及最多的话题 （18 次），其次
是科学问题和经济问题 （13 次），紧接着是社
会问题 （7 次）、政治问题 （6 次）、生态环境
（6 次），排在最后的是个人权利 （4 次）。

图 1 转基因视频的视频媒介框架频次

食品安全、经济和科技这三大主题是转基因
食品中使用最多的媒介框架。食品安全是转基因食
品所有框架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在全球的转基因食
品中普遍使用的。在经济问题中涉及最多的是公司
的谋利和霸权 （8 次），其次是产业发展 （2 次）、
经济贸易 （2 次）、商品价格 （1 次）。科技框架强
调最多的是科学隐患和不确定性 （8 次），其次是
科学的长期发展 （3 次）、进步性 （2 次）。同时值
得关注的是，转基因食品的这三个主要媒介框架
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信息传播。
排在第二梯队的是转基因食品涉及的社会问
题、政治问题和生态环境。这三个框架在使用
频次上是总体持平的，大家对其关注度比较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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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在社会问题中，关于对贫穷国家的救助
（2 次）、对传统文化的威胁 （2 次）、公共参与
（2 次） 这些框架在数量频次上也是基本持平
的。在政治问题上主要集中在美国政府 （3 次）
以及和其他国家的比较 （3 次）。在生态环境中
则是比较宽泛的关于生态平衡的讨论 （6 次）。
最后有少量的视频框架是关于个人权利
的，这类框架一般都是在强调美国人有权利知
道购买的食品是否是转基因，以及类似的消费
者的权利等等。例如在食品民主 （Fooddemocr
acynow） 发布的一则题为“奥巴马许诺会标注
转基因食品”的视频中，被反复强调和引用的
是奥巴马在 2007 年竞选中承诺广大选民的“我
们美国人有权利知道食品来自哪里，我们美国
人有权利知道我们购买的是什么” [33]。这种和
权利挂钩的表达方式，不论是人权还是消费者
权利，都集中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特点，强调
个人获知信息和作出决策的权利不能被剥夺。
4.3 转基因视频的框架建构策略

本部分主要分析在 YouTube 上视频框架建
构的策略，也就是说通过哪些方式、技巧和策
略来建构媒介框架。通过统计，研究发现最
受欢迎的短片大部分具有刺激性标题、诉诸
于情感和特定价值、制造矛盾吸引受众三个
显著特点。
4.3.1 常见的标题策略

在充斥海量信息的社交媒体中，标题对于
信息的识别度至关重要。同时标题也是框架塑
造的第一个武器，它以最凝练的表达传递了核
心内容。在本文分析的 20 个视频中，最常见
的技巧有以下几种：
行动口号式的标题。例如 《内含转基因：
拒绝转基因，再见！
》 [34]， 《对转基因说不》 [35]
等等。这类标题简洁有力，直接表达出鲜明的
立场和态度，也凝练地反映了媒介框架。这类
标题一般都是相关社会组织发布的视频，体现
了组织的目的和诉求。行动式的标题在这类视
频中占了很大比例，因为在社会组织举行的抗
议活动中，口号实际上就是这场抗议活动的主
题。因此以行动式口号作为视频的表达有利于
传达最直接的意图，并起到非常好的情绪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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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动动员的效果。
揭 秘 式 的 标 题 。 例 如 《死 亡 之 种》 [36]，
《转基因食物：秘密与真相》 [37]等等。这类标
题的特点是能吸引大众的注意力，以调查揭秘
的方式讲述某些普通事件背后隐藏的故事，往
往激发人们的兴趣。
问题式的标题。例如 《什么是转基因食
品》 [38]， 《你想知道关于转基因的什么？转基
因的安全性》 [39]。问题式的标题最关键是提出
能吸引受众兴趣的问题，同时整个视频的组织
结构结合问题抽丝剥茧，逐层深入。这类标题
常常是针对普通大众进行关于转基因基本信
息的普及，因为大部分人对于转基因的定义或
者说什么叫转基因视频还是不特别了解。例如
在 《什么是转基因食品》 这个视频中，对转基
因食品的定义进行解释，并列举目前生活中都
有哪些转基因食品、这些食品有什么特点，以
及我们为什么需要转基因食品。社交媒体中的
宣传片面对普通大众，考虑到受众不同的社会
背景和知识水平，最有效的宣传片不是对某个
科学知识进行详细透彻的讲解，而是从与人们
日常生活相关性的角度进行基础科学知识的
普及。
4.3.2 感情呼吁和价值诉求的应用

科学知识的普及，本应该是一个中立客观
的过程，但因为科技必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引发人们对其不同的态度和意见，而
在这其中并非只有客观的陈述和理性的逻辑
具有传播效果。事实证明很多诉诸情感感染和
价值表达的信息更能打动人心，影响并改变人
们的态度。
在本文收集的视频中，除了相对客观的科
学家访谈和讲解外，关于亲情和相关价值的诉
求也占据了很大分量，成为吸引受众、引起共
鸣的常用手段之一。例如在上文提到的 《内含
转基因：拒绝转基因，再见！
》 这个视频中，
开篇以母亲和小孩的对话开始，小孩问妈妈，
我今天吃的东西和你小时候吃的东西一样吗？
走的是温情的家庭路线。这类视频一般是针对
有小孩的家庭女性，通过孩子的提问唤起母亲
们对食品的关注，可谓通过亲情牌诉求关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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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转基因食品天然地和人们身体健康相关，
而儿童的健康又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特别是
从母亲的角度出发，这类视频一般诉求于母
亲和儿童的亲密关系以及作为母亲应该有责
任和义务来帮助儿童甄选最健康的食品，在
这样的表述下起到打动人心的目的。
还有一类是通过特定的价值诉求来引起
人们的关注。 《危机中的岛屿：夏威夷的转基
因》 这个视频[40]，主要讲述了转基因食品公司
在夏威夷群岛建立了试验基地，通过采访当
地的居民、相关农业生产者和其他行业的人
士，提出对转基因食品可能对夏威夷当地的
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抗议。在这则视频中，各
个受访者都在不断强调生态的理念，几乎每个
人都在诉说夏威夷作为独特的生态系统的宝
贵性，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亲密关系。该视频
因此通过诉求这种生态保护的价值，以及人和
环境关系的价值，唤起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关
注和抗议。

总第 52 期

的视频以超过 200 万的观看数量排在第一位。
在这则视频中，一位 14 岁的抗议转基因食品
的女孩参加了电视台的访谈，与她对话的则是
另外两位资深的电视主持人 （一男一女）。这
是一个标准的辩论形式的视频：有争议性的话
题、态度鲜明的辩论双方、调解人。
这场辩论之所以吸引如此多的受众，并不
是因为话题的特殊性，而是辩论双方身份的悬
殊以及不断出现的矛盾。在对转基因食品的具
体辩论中，小女孩的态度和诉求很明确，就是
希望在转基因食品上增加标签，增加人民可供
选择的权利。男主持人则采取了两个框架来反
驳，一个是关于对落后国家的贫困人口的救
助，这也是转基因食品在社会责任方面最常用
的框架。例如男主持人发难小女孩，在这个世
界上有很多儿童没有像你一样幸运地出生在
美国，他们连吃饱饭的能力都没有。男主持人
的第二个媒介框架是科学进步发展，表现为直
接询问小女孩，你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反科学
的，或者对所有科学技术的过度敏感和质疑，
不能因为是新兴的科技就对其采取完全否定
的态度。在对话中，男主持人还不断质疑小女
孩的观点是不是受到家长或者相关人员的利
用，这使得现场气氛充满了火药味。

GMO Inside presents:No GMOs,Cheerios!Campaign Video

Prnky presents:Islands at Risk:GMO in Hawaii

图 2 《内含转基因：拒绝转基因，加油！
》 和 《危机
中的岛屿：夏威夷的转基因》

4.3.3 制造矛盾吸引受众

在 本 文 收 集 的 20 个 视 频 中 ， 一 则 名 为
《14 岁女孩大战恃强凌弱的主持人，完胜！
》 [41]
20

14 year old girl picks fight with bully TV host-and WINS!

图 3 《14 岁女孩大战恃强凌弱的主持人，完胜！
》
视频截图

这类制造矛盾的电视节目，充分利用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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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视觉冲突的特点，通过当事人的激烈冲突和
对抗，最大程度吸引了受众的眼球。特别是力
量悬殊的辩论双方、针锋相对的观点以及冲突
性的对话等等，都增加了视频的可看性。但是
也因过度追求新鲜和刺激的收视率，缺少严密
的论证和逻辑，可以说吸引力有余而深度不足。

5 总结讨论
本文主要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对社交媒体
YouTube 上转基 因食品的框架建构从参与主
体、建构内容和建构技巧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在框架建构者方面，美国社会组织表现得尤
为活跃和积极，其次是相关的媒体机构，而政
府和科研机构在这场媒体大战基本处于失语
状态。在框架建构中，使用最多的第一类转基
因食品媒介框架主要是食品安全、经济问题和
科技。排在第二类次要位置的是关于社会问
题、政治问题和生态环境。最后少量的媒介视
频是关于个人权利的框架。
从以上三大类的媒介框架中我们可以看
到，生活相近性是影响框架传播的重要维度，
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越能引起大家的关
注，也越容易被传播者运用。最后，在关于如
何塑造框架的技巧上，本文总结了在 YouTube
上最受欢迎的 20 个视频中常用的三种表达技
巧：标题的框架建构、感情和价值元素的应
用、制造矛盾吸引受众。
从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广受
欢迎的社交网站的转基因视频中，美国科学界
虽有参与，但其参与主动性并不高，在更多的
情况下是由社会组织将其安排进视频，这就会
导致社会组织根据其诉求对科学界的出场及
其观点进行取舍，反对转基因的组织可以在
视频中将很多不被主流科学界接受的研究人
员包装为科学家以赢得受众信任。
必须指出，虽然社交视频网站上以反对转
基因的负面视频为主，但这些负面视频迄今为
止还没有主导美国舆论。在传统上，美国的主
流媒体[42]和电视台报道 [43]都采取了支持转基因
的主流科学结论、肯定政府专业部门 （美国食
品与药品监管局 （FDA）、美国农业部以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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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环保署） 在转基因议题上具有权威性的态
度。美国民间的标识转基因的呼声也遭到美国
国会、专业政府部门(FDA)和美国科学促进会
等主流科学组织的拒绝[44]，并在地方公投 （加
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 中失利。需要进一步
观察的是，社交媒体有关转基因的负面为主的
生动视频，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主流媒体。
当然，本研究中有很多美国社会特有的情
境因素，例如美国社会结构、媒体生态环境、
大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关注点等，因此得出
的结论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社会语境。但
是，在处理涉及转基因食品这类科技争议在社
交媒体的传播时，本文分析的框架建构及其技
巧，可以成为研究者和科普工作者的参考和借
鉴。同时，也有必要对中国社交媒体和网络媒
体的转基因视频和文本进行框架分析，以与我
们此处的研究结论进行对比，寻求更加普遍性
的规律。
总之，当今中国科学传播中的争议性话题
层出不穷，新兴的社交媒体正在成为传播科普
知识、争夺和引导舆论的新兴话语阵地。这为
我们未来的科学传播研究和实践带来了新的
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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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作指南 （一）
一般而言，论文的主要组成依次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题名、作者署名、摘要、关键词、引言、正文、结论
和参考文献。
1. 题

名

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报告、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是一篇科技论文精华的凝
练和体现。题名撰写要求主要有：
（1） 题名应简洁明了。一般不宜超过 20 个汉字，所对应的外文 （本刊为英文） 题名不宜超过 10 个实词。题
名语意未尽时，可采用副题名补充说明未尽之处。
（2） 题名应尽可能多的包含关键词和实用信息。题名所用词语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和编制题录、索
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实用信息。
（3） 题名应该避免使用不常见的缩略词、首字母缩写字、字符、代号和公式等。
（4） 英文题名应与中文题名的内容一致，但并非要求所有词语均一一对应，主要应在准确表达中文题名意思
的基础上，符合英文用法。
2. 作者署名
本刊的作者署名，位于题名之下，作者工作单位、所在城市及邮编之上。同时，要求写明作者的姓名、工作
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电子邮箱地址等主要信息，并以脚注的形式置于论文的首页。如一篇论文有多位
作者共同署名，当多位作者分属于不同单位时，需在每位作者名后以 1、2、3……依次标序，并以上角标的形式
标注于作者姓名的右上方位置；当多位作者属于同一单位时，则无需标注。英文作者署名、工作单位、所在城市
及邮编与中文对应一致。关于英文部分的作者姓名，本刊所采用的拼写方式是将汉语人名按姓和名分写，姓前名
后，姓与名的首字母大写，其余为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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