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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民媒介素养测评框架建构

钟志贤 1袁 王姝莉 2袁 易凯谕 1

渊1.江西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高等研究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袁 江西 南昌 330022曰

2.江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袁 江西 南昌 330022冤

[摘 要] 媒介素养是 21世纪公民必备的素养之一袁其宗旨在于培养理性的媒介公民遥科学的媒介素养测评是界定尧

评估尧推进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遥 文章聚焦公民媒介素养测评框架建构问题袁运用综合性文献研究

法袁批判性地分析了国内外媒介素养测评框架研究现状袁包括讨论了国外媒介素养测评框架建构的野能力尧过程尧目标冶

三大研究导向袁归整了国内媒介素养测评指标体系尧框架研究类型和群体媒介素养测评研究态势遥 在此基础上袁文章指

出袁公民媒介素养测评框架建构应注重从以下五个维度展开理论建模和实证研究院认识媒介素养范式变迁的要义曰理解

元框架设计的意义内涵曰回应全媒体时代媒介生态诉求曰超越方法单一的研究偏向曰凸显本土考量的文化适应性袁从而

构建野契合时代袁立足本土袁融通世界袁表达中国冶的公民媒介素养测评框架遥 这种测评框架是野元框架冶意义的框架袁能从

根本上体现框架建构的学科性尧时代性尧本土性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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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媒介素养是现代社会公民必备的能力和品格袁是

公民素养和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也是实现媒介

赋能终身学习的重要条件遥 野现代社会有两种素养袁一

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字读写素养袁 另一种是媒介素

养遥 冶[1]媒介素养野甚至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一部

分冶[2]遥在全媒体时代袁公民媒介素养事关野维护国家政

治安全尧文化安全尧意识形态安全冶[3]遥媒介素养的宗旨

在于培养成熟的尧理性的媒介公民袁即培养和造就能

够负责任地使用媒介技术完善自我尧参与社会进步的

个体遥

所谓媒介素养测评袁是指运用一定的方法和工具

对公民媒介素养渊价值尧能力尧品质冤进行的测量与评

价遥 媒介素养测评框架是指导媒介素养测评的袁由核

心要素与维度指标构成的一种概念性结构尧方案尧系统

或思维范式遥媒介素养具有时代尧技术尧社会尧政治和个

人发展等方面的诉求袁如何根据这些诉求建构公民媒

介素养测评框架袁是界定媒介核心素养和评价媒介素

养教育效果的依据袁是指导媒介素养课程开发尧效果

评价和提升新时代公民媒介素养水平的重要前提遥

国际上有关公民媒介素养的测评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 [4]袁我国相关研究则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5-6]遥 系统分析国内外媒介素养测评框架研究历

史与现状袁有益于为建构适应性的媒介素养测评框架

提供理论给养遥

二尧国外媒介素养测评框架研究

参照国际媒介素养的理论框架[7]袁我们可将国外

媒介素养测评框架研究归整为三类院一是能力导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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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以能力为主线冤袁将媒介素养分解为不同层次的能力

水平曰二是过程导向的渊以信息处理流程为基础冤袁将

媒介素养相关的各种能力蕴藏其中曰 三是目标导向

的袁兼顾能力和过程导向的旨趣遥

渊一冤能力导向的媒介素养测评框架

这类框架研究通常将媒介素养看作是一类能力

和品格的集合袁旨在帮助用户接触尧分析和评价大众

媒介所传递的信息袁成为谨慎尧理性的消费者和富有

创新性的生产者袁 从而更有效地传递交流思想感情袁

参与社会发展遥 它包含两种能力导向的测评框架院实

用性能力测评框架和整合性能力测评框架遥

1援 实用性能力测评框架

Hallaq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袁确定了包括野媒介

意识尧媒介接触尧媒介评估尧道德意识尧媒介制作冶在内

的五大媒介素养核心维度[8]遥 其中袁野媒介评估冶与野媒

介制作冶被认为是媒介素养的必备能力袁包括批判性

思维尧问题求解与决策尧媒体包含的价值分析尧内容产

制等曰野道德意识冶包括法律尧尊重尧责任等袁强调个体

有道德的媒介使用曰野媒介近用冶和野媒介意识冶侧重个

体对媒介的接触情况和使用态度遥

与此测评框架研究相关的还有如欧盟的野使用技

能/技术尧批判性理解尧交流能力冶[9]曰Hobbs的野理解能

力尧分析技能冶[10]曰Celot 和 Tornero 的野使用尧交流尧评

判冶 [11]曰Arke 的野回想尧意图尧观点尧技术尧评估冶 [12]曰

Masterman的野分析尧评估尧创建冶[13]等袁皆涵盖了个体

在接触媒介不同阶段的能力和品质遥

2援 整合性能力测评框架

Ferr佴s阐释了媒介胜任力的维度和指标[14]袁分别

是野语言袁技术袁交互过程袁生产和传播过程袁意识形态

和价值观袁美学冶袁它们是野个人能够通过批判性反思

来解释和分析媒介和信息袁并在通信环境中以最小误

差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冶[15]袁 与个体所具备的媒介知识

和呈现媒介信息所需的媒介技术有关遥

与此相关的研究还有如 Jenkins的野游戏尧模拟尧

表现尧挪用尧多任务尧分布式认知尧集体智慧尧判断尧跨

媒介导航尧网络尧协商尧可视化冶12NMLs能力框架[16]曰

Livingstone的野基本访问和所有权尧导航尧控制尧调整尧

理解尧批判尧创造尧互动冶[17]等袁反映了媒介素养赋予

人们在不断变革和竞争社会中的交互尧 生存与发展

的能力遥

综上所述袁实用性能力测评框架研究之间存在一

定的对应关系与共性袁如欧盟的野使用技能冶与 Ferr佴s

的野技术冶相对应袁Ferr佴s的野语言冶野意识形态和价值

观冶是 Hallaq野媒介评估冶的细分袁各类框架中均包含

野批判性思维冶意识遥 不同的是袁整合性能力测评框架

更强调媒介素养是公民参与尧投入社会共同体进行公

共管理与产生影响的重要条件和力量遥

渊二冤过程导向的媒介素养测评框架

这类框架主要围绕特定群体接触尧面对媒介的过

程性行为袁主要包括媒介环境尧媒介认识尧媒介使用

等遥根据不同侧重袁又可分为三种类型院消费与生产测

评框架尧能力与态度测评框架和综合性测评框架遥

1援 消费与生产测评框架

这类框架通常将个体接触使用媒介的过程分为

野媒介消费冶和野媒介生产冶两部分内容遥如 Phang强调

了用户在批判性评估和创建媒介内容过程中所需技

能的自我意识水平袁以自我报告量表的形式构建了以

野消费和生产冶为一级维度的测评框架遥 [18]他在具体测

量中发现袁与基于消费的实践相比袁创意媒介生产对

媒介素养水平的净影响渊Net Impact冤更为显著袁因为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袁参与性的增加促进了更深层次的

学习并激发了批判性思维的提高[19]袁而其中媒介教育

对培养学生媒介素养整体意识的作用尤为显著遥

与此相关的研究还有 Tzu-Bin Lin的 野功能型消

费尧批判型消费尧功能型产消尧批判型产消冶[20]曰Davis

的野消费者技能尧使用者技能尧生产者技能冶[21]等遥

2援 能力与态度测评框架

Potter指出袁 人们与媒介互动的过程就是个体对

媒介信息的意义建构过程[22]袁以此构建了野知识结构冶

和野个人立场冶相互作用的媒介素养认知模型遥 野知识

结构冶包括媒介内容尧媒体产业尧媒介效应尧现实世界尧

自我认识袁 使人们在信息处理任务中的意识更加敏

锐袁野个人立场冶包括驱动力尧需求和智力袁决定个体信

息处理及构建意义的过程袁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作出关

于寻找尧使用信息以及从中构建有助于实现自身目标

的意义的决策[23]遥 个人立场部分还包含正念尧自我效

能等因素袁它们影响个体媒介消费的动机袁并最终与

媒介知识相互作用遥

3援 综合性测评框架

Literat认为袁新媒介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能力袁

而非仅仅是对不同媒介技术的熟练程度袁 且往往只

能通过参与式文化中的数字参与才能得到培养和增

强[16]遥 其测评框架包含人口统计学信息尧数字参与尧新

媒介素养尧公民参与四个部分袁将个体视为数字环境

中的积极参与者袁即野产消者冶渊Prosumer冤遥 野数字参

与冶 包括个体的媒介使用意愿和习惯曰野新媒介素养冶

包括野游戏尧性能尧分配尧多任务处理尧分布式认知尧判

断尧跨媒体导航尧协商尧可视化冶10项能力袁旨在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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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媒介素养或关键能力测评维度

大学生

特质认知尧道德素养尧安全素养尧批判反应尧行为管理尧自我发展[37]

媒介认知理解能力尧媒介内容分析能力尧媒介评估批判能力尧媒介参与传播能力[38]

网络认知能力尧网络安全意识尧网络信息获取能力尧网络信息评价能力尧网络道德尧网络素质教育[39]

媒介接触能力尧媒介认知能力尧媒介意识能力尧媒介处理能力尧媒介道德能力[40]

青少年

媒介功用技术认知能力尧媒介信息认知能力尧运用传播媒介信息的能力[41]

媒介使用技能尧媒介信息认知能力尧媒介选择动机态度尧媒介使用主体意识水平[42]

使用能力尧知识能力尧批判能力尧创作能力[43]

数字媒介拥有情况尧数字媒介认知与使用尧数字信息的分析与辨别尧父母对孩子使用数字媒介的态度[44]

网络接触情况尧网络媒介解读与运用尧使用网络进行教学尧对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认识[45]

教师

基本媒介素养渊媒介接触情况尧媒介意识尧媒介道德尧媒介批判能力尧媒介创作能力冤尧媒介素养教育意识和媒介素养教

育能力[46]

作为社会人的媒介素养尧知识尧能力袁作为教师专业角色的运用媒介素养进行教育的能力袁作为教师工作职责的培养

学生媒介素养的能力[47]

公务员

从媒介获取信息的能力尧对媒介传播信息的内容及形式的分析和评价能力尧使用媒介进行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能力[48]

对媒体角色尧功能认知及相应的权利保障袁对社会化媒体价值的认知及对公众相应权利的保障袁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

与保障袁对媒体及公众的交流意识与能力[49]

媒介素养意识尧政府传播意识尧制度意识尧媒介知识尧信息处理尧信息传播尧信息回应[50]

用户接触使用媒介过程中的技术和非技术相关问题曰

野公民参与冶 则旨在调查用户使用媒介对公共话语空

间渊社区冤的参与和影响渊自我意识冤遥 [24]

与此相关的研究还有 Paula的 野认知和理解尧批

判性评价尧创造和交流冶[25]曰EVAI的野媒介使用尧批判

性理解尧沟通尧公民参与冶[26]遥

基于对信息处理流程中蕴含的能力的考量袁消费

与生产测评框架和能力与态度测评框架存在互补关

系袁前者侧重个体接触尧应用媒介过程中的各种基本

能力袁后者强调个体的知识结构和自我意识遥 而综合

性测评框架则融合了前两者的诸多要素袁 如技能尧知

识尧态度尧行为等指标遥这反映了研究者对媒介素养认

识与测评侧重点的差异袁从生产消费到媒介素养认知

理论袁再到基于产消和参与式文化的理论袁媒介素养

测评框架建构的不同倾向反映了媒介素养理论研究

的发展变化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的叶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曳属于过程导向的

测评框架遥它采用能力矩阵来界定和测评公民的 MIL

素养袁内容包括野获取尧评价和创建冶3项一级指标袁12

项二级指标和 113项表现标准遥 [27]

渊三冤目标导向的媒介素养测评框架

价值考量是媒介素养研究的应有之义遥认识媒介

素养的实质袁不能局限于个体的媒介素养实践或一般

媒介使用水平袁必须要提升到个体对野媒介尧社会尧个

人发展冶的综合理解与善用的程度 [28]袁利用多种媒介

手段获得自身发展[29]遥 媒介素养不仅应教会公民媒介

使用技能袁 还要能帮助公民做出正确的民主决策袁营

造良好的社会话语环境[30]遥

Vraga 等学者在 Ashley 的媒介消费能力和制作

技术测评框架[31]之上袁引入了野自我感知媒介素养冶和

野媒介素养价值冶两大要素[32]袁建构了一个目标导向的

媒介素养测评框架遥自我感知媒介素养指个体使用媒

介的信念袁即个体需要感觉到自己能够掌控媒体消费

并知晓媒体对自身的影响袁野取得控制权袁这正是媒介

素养的全部内容冶[33]遥 因此袁媒介素养测评应考虑媒介

使用者野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媒介信息的内容冶这一

维度遥媒介素养价值强调个体对媒介与公民之间关系

的认知和现状袁媒介作为公民信息关键来源的作用和

媒介公民对于社会的价值同等重要[34]袁公民应了解个

体媒介素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遥

总之袁国外媒介素养测评研究的趋势表现在研究

对象上袁媒介素养测评维度与指标更加多元化尧复杂

化尧多维化袁研究细度逐渐加强曰在研究内容上袁公民

媒介素养的新能力成为媒介素养测评研究的新内容曰

在研究方法上袁以社会学实证研究尧数理统计分析与

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成为主流方法[35]遥

三尧国内媒介素养测评框架研究

我国媒介素养研究起始于 20世纪 90年代中后

表 1 国内媒介素养测评研究对象及其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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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袁2004年被称为野媒介素养冶的学术研究年袁现已成

为横跨新闻传播学尧教育学尧图书馆与情报科学乃至

社会学尧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遥 就媒介素

养运动而言袁中国比西方晚了 60年袁西方历时性的四

个理论范式渊免疫尧甄别尧批判尧赋权冤几乎是共时性地

涌入中国大陆研究者的视野遥但是有关新媒介素养议

题的研究和实践袁中外却是基本同步的[36]遥

渊一冤媒介素养测评研究对象及其维度

根据 CNKI数据分析袁国内媒介素养测评研究的

研究对象中袁大学生和青少年占 67%袁成年人尧公务

员尧教师尧农民等群体得到一定的关注曰在内容上袁主

要关注媒介素养及多种具体素养袁如网络素养尧新媒

介素养尧数字媒介素养等曰在维度方面袁不同测评对象

在测评框架之间存在一定差异遥 见表 1遥

渊二冤测评指标体系及框架研究类型

在测评指标体系建构方面袁国内学界比较认同的

是野媒介接触尧媒介认知尧媒体参与尧媒介使用冶四个一

级指标袁但对这些指标内涵的理解和界定还存在较大

差别袁如有研究把野媒介接触冶分解为野媒介拥有率尧接

触类型比率尧接触时间尧接触动机尧接触内容冶[51]袁有的

分解为野经常接触的媒介尧最喜欢的一种媒介动机尧媒

介使用时间冶[52]袁还有其他不同的认识遥

在测评框架研究类型方面袁国内媒介素养测评框

架研究主要是能力导向和过程导向遥

其一袁能力导向渊以能力为主线冤的媒介素养测评

框架袁大多基于美国媒介素养教育协会提出的野获取尧

分析尧评估尧创造冶四个维度[21]遥 如有研究认为袁媒介素

养是野获取尧分析尧评价尧创作冶四方面的能力[53]曰有的

参照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的野选择尧理解尧质疑尧评

估尧创造生产尧思辨的反应能力冶建构了野使用尧评价尧

分析冶三维能力框架[54]曰有的则从野媒介接触尧媒介认

知理解尧媒介内容分析尧媒介使用和参与能力冶四个方

面来测评媒介素养[55]遥

其二袁过程导向渊以信息处理流程为基础冤的媒

介素养测评框架袁以野消费与生产冶测评框架为主基

调遥如野媒介消费尧媒介认知尧媒介理解尧媒介批判尧媒

介互动冶[56]曰野获取尧分析尧评价尧传播冶[57]曰野媒介接触与

选择尧媒介认知与理解尧媒介信息处理与接收尧媒介参

与和运用冶[58]遥 也有学者从野能力与态度冶出发袁从野对

媒介的整体感知尧对媒介政治报道的态度尧对媒介作

用的评价冶三个层面展开媒介素养测评与影响因素研

究[59]曰有的运用使用与满足理论袁从野媒介使用行为尧

媒介使用动机尧媒介使用态度冶三个方面进行媒介素

养现状调查[60]遥

综上所述袁国内媒介素养测评框架研究取得了一

定成果袁但局限也是显然的袁主要是研究视角尧分析和

测量方法较为单一袁大多参照国内外已有量表进行整

合或二次开发袁只有极少数考虑现实背景进行理论模

型建构与测评实践曰多数研究还是基于对媒介素养内

涵分解和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来构建媒介素养测评框

架曰在研究目标方面袁多为调查某一群体媒介素养现

状或为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策略袁在不同研究对象媒介

素养测评框架维度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袁而同样对作

为媒介素养教育重要对象的师范生尧老年人尧农民尧士

官等群体的相关研究则付之阙如遥

四尧媒介素养测评框架构建思考

在国内外媒介素养测评框架研究的基础上袁面对

现实需求袁我们该如何建构更为合理的公民媒介素养

测评框架钥我们认为袁必须从野范式变迁尧框架内涵尧时

代诉求尧方法综合尧本土导向冶五个维度建构新的研究

范型遥

渊一冤范式变迁院认识媒介素养发展的要义

自 20世纪 30年代以来袁 媒介素养发展经历了

野免疫渊保护冤尧甄别尧批判尧赋权冶四次范式变迁袁媒介

素养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演进遥进入 21世纪袁新媒介

技术更深层次地影响了人类的经济活动尧社会结构和

文化形态袁催生了新媒介素养范式遥 这些发展变迁反

映了大众传播研究范式袁尤其是传播效果和受众研究

范式的转换袁媒介素养理念从野家长制冶过渡到野赋

权冶袁即逐步从超越保护主义走向新媒介素养[61]遥

媒介素养作为现代公民素养和公民终身教育的

一部分袁 其测评框架标准研究的认知与实践都必须

适应媒介文化发展的理念与范式遥 但对于什么是媒

介素养袁国内外学界始终没有统一定义袁主要原因有

两方面院一是媒介素养内涵的复杂性袁无论使用何种

定义或框架袁都需要足够的灵活性和广度来解释这种

复杂性[62]曰二是媒介素养受时代需求尧社会制度尧文化

价值观念以及教育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袁表现出在

不同时代尧不同国情下的独特性袁即野不同国家需要发

展不同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冶[63]遥

尽管如此袁对于媒介素养范式袁我们必须认识到

的是院其一袁媒介素养野四次范式冶的历时性变迁袁并非

是一个简单的替代过程袁 而是一个范式连续统

渊Continuum冤袁它们野是时间上连续不断尧空间上紧密

关联尧性质上相互交融的统合整体冶[64]遥 不同范式在现

实中的命运取决于情境需求遥 其二袁媒介素养决定了

人们能否有效区分现实世界和媒体世界/拟态世界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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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人们能否合理使用媒介信息并形成独立判断

能力与健全人格袁定义了公民尧媒介与社会的良性互

动关系袁是现代公民基本素养的重要指标曰其三袁媒介

素养的目标在于帮助公众成为成熟理性的媒介公民

而非简单的媒介消费者遥

因此袁媒介素养应包含野价值指向尧关键能力尧必

备品格冶三重内涵遥 这也是公民媒介素养和媒介教育

的三大核心维度袁或媒介公民的核心素养遥 价值指向

是关于媒介意义认识与实践的判断标准尧行为准则和

信念曰关键能力是以思维力为核心的袁与媒介事务相

关的系列具有普遍性和可迁移性的胜任力曰必备品格

是指媒介行为表现中求真尧向善尧尚美的人格品质遥媒

介素养是一种野中和冶的综合素质袁知识尧技能和情感

态度价值观缺一不可遥它代表了目前我们所处媒介环

境下公民媒介素养的关键要素袁即强调对野人冶的关

注袁从透视尧防御媒介转向充分利用享受媒介[65]袁从强

调认识媒介环境转向关注媒介与社会对个体发展的

作用袁从消费与生产媒介信息转向关注媒介文化的生

产与影响遥

渊二冤框架内涵院指向元框架设计的框架建构

框架是野一种概念性方案尧结构或系统袁是对事

物尧观念或理论体系进行建构的过程与结果遥 冶[66]一个

野好框架冶应具有五大特征院渊1冤完整院没有缺失主要元

素曰渊2冤简洁院可操作和可部署曰渊3冤互不关联院没有重

复和混乱曰渊4冤适当抽象院精确尧清晰感知曰渊5冤普适性院

可广泛被接受[67]遥

公民媒介素养测评框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核心

概念的集合体袁具有扩展性尧变通性袁可根据实际需求

灵活选择袁或补充修改完善袁具有普适性的指导意义遥

这种框架是一 种通用性的 野 元框架 冶 渊Meta

Framework冤袁在公民媒介素养测评中袁它允许不同目

标群体结合自身的具体需要袁 是一种引领尧 指导尧预

测尧评价和反思公民媒介素养发展的指南或参照遥

元框架以核心素养渊Core Literacy冤为基础袁聚焦

媒介素养的核心维度遥素养是人在特定情境中综合运

用知识尧 技能和态度解决问题的高阶能力与人性能

力遥 核心素养是具有野终身价值的尧基础性的尧能适应

不同时代或情境需求的冶关键能力 [68]袁以及价值观和

必备品格遥

在元框架视域下袁可融入野元素养冶渊Meta Literacy冤

和野阈值概念冶渊Threshold Concepts冤作为测评框架建构

的核心理念遥元素养是指用户作为产消者尧创作者成功

参与协作项目所需的综合能力遥它是信息素养尧媒体素

养尧数字素养尧视觉素养等众多素养的基础素养,是催

生其他素养的素养袁其核心是元认知,即关注和培养

用户在社交媒体环境下进行信息的获取尧生产尧分享袁

提升用户的元认知尧批判性思维和协作生产能力遥 [69]

阈值概念是指学科领域中能促进学术和学习观

彻底转变的关键性概念[70]遥 它能真正将公民引入媒介

素养领域大门袁 并且体现本领域独有的或专属的内

容遥 野阈值概念一旦被掌握袁就会变成自身知识体系的

有机组成成分袁它其实就是素养的本质冶[71]遥 而素养框

架则是一套相互关联的阈值概念的集合袁这些阈值概

念作为维度或要素是不分主次尧相互影响的袁它不是

一套标准袁也不是对一些既定能力的列举[72]袁而是一

个有机整体袁即框架遥 阈值概念有助于解决测评框架

建构中的三大难题院 一是边界模糊问题渊Nebulous

Problem冤袁厘定媒介素养的学科疆域曰二是内容过载

问题渊Overload Problem冤袁凸显媒介素养的关键内容曰

三是野歌蒂拉冶问题渊Goldilocks Problem冤袁提升框架适

用度尧针对性和认同感遥

渊三冤时代诉求院关注全媒体时代的媒介生态

互联网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带来了野万物皆媒冶的时代袁媒介素养研究进入

了媒介融合的野全程媒体尧全息媒体尧全员媒体尧全效

媒体冶的全媒体时代遥 野人人都有麦克风袁人人都是通

讯社袁手机就是传播平台冶遥传播形式愈加多元尧立体袁

用户体验更加个性化遥全媒体或自媒体实质是公民媒

体袁媒体更加分众化袁用户画像更为清晰袁传播更为精

准有效遥 野信息无处不在尧无所不及尧无人不用冶[73]遥 全

媒体时代引发了媒介和舆论生态尧传播格局尧方式和

效果的深刻革命袁对公民媒介素养及其测评框架研究

提出了新要求遥

全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虽与以往的媒介素养概

念相同袁但内核与实质却早已悄然变革袁新媒介技术

拉平了传统媒介传播者与受众的地位与权力袁使得二

者的角色可以交互运动与转化袁野参与型文化冶与野产

消者冶的理念应运而生[74]遥 McLuhan早就指出袁在传统

媒体和新传播媒体的融合发展进程中袁有效的野产消

者冶的特征与内涵必然不断发生变化遥 媒介使用者从

消费生产消息袁到批判性分析和评估袁再到如今在参

与文化的新范式中发挥主导作用袁这一转变正是由全

媒体时代的技术互动性所推动的遥

媒介融合催生了多种素养的融合袁 媒体素养尧信

息素养尧计算机素养尧网络素养尧互联网素养尧数字素

养等多种素养逐渐走向野融合共生冶遥 例如袁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融合野媒介素养尧信息素养尧数字素养冶袁提出

野媒介与信息素养冶渊MIL冤概念袁这一复合概念更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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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媒介信息的处理能力袁改变了信息素养技术至上的

取向袁实现了从技能型向素养型教育的转变[75]遥

因此袁公民媒介素养测评框架的建构袁要关注新

媒介技术与文化发展赋予媒介素养的使命袁关注媒介

素养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发展遥 野各国学者在批判性媒

介研究理论尧新媒介素养理论尧媒介理论以及实用主

义理论等基础上袁结合本国媒介环境及大众媒介教育

目标与需求袁不断丰富媒介素养理论内涵并构建了多

种用于描述媒介素养的维度遥 冶[35]如随着新媒介生态

的发展袁公民媒介素养以野参与型文化和媒介赋权冶为

核心的新能力成为媒介素养测评框架研究的新内容遥

我们更要善于化入 Postman 所主张的媒介环境

学的野现实关怀尧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冶遥 他提出的用

以指导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的 4条人文主义原则袁同

样适用于媒介素养测评框架建构研究院渊1冤 媒介在多

大程度上对理性思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钥 渊2冤媒介在

多大程度上对民主进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钥 渊3冤新媒

介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能够获取更多有意义的信息钥

渊4冤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有损我们的道德感和

我们向善的能力钥 [76]

渊四冤方法综合院超越路径单一的研究偏向

目前袁国内外对媒介素养测评多采用量化研究的

方法袁测量工具主要是自填式问卷遥 问卷虽然有较好

的测量特性袁能简单直接地得到相关结果袁但在编制

和实测中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袁若缺少严格的实

证检验袁其研究结果的信效度则难以保证遥

分析发现袁 在大量媒介素养测评框架所制问卷

中袁涉及媒介使用习惯尧接触频率等指标的问题往往

易于回答袁可以被客观证实袁而涉及媒介应用能力尧批

判性思维能力尧媒介使用态度等指标的问题却只能通

过填答者自我衡量袁以主观体验回答遥其中袁媒介使用

态度这类有关信念尧自我效能的指标袁本就源于个体

对事物的认识[77]袁可以通过自填式问卷进行测量曰而

相对的袁由于个体对自我能力的认识与现实的误差本

就难以确定袁 在填答时更是由于题目与题项的限制袁

难以切实代表填答者的实际情况袁因此袁能力尧思维等

本身并不适合使用自填式问卷进行测量[78]遥

为改变这种研究偏向袁其一袁可以通过客观测量

的方式监测某些能力袁 如 Hobbs设计的测量试卷袁通

过提供不同的信息文本袁以学生对半封闭性问题的回

答质量来衡量学生媒介素养水平袁以能力考核的形式

对学生媒介素养进行测量调查遥 其二袁运用质性研究

方法测查媒介素养袁如媒介使用自我报告尧数字生活

日志等袁既能够有效避免自填式问卷的误差袁也能够

有效收集研究对象的自身观点和体验遥

此外袁国内外媒介素养测量大多数仅完成了量表

结构的理论假设模型渊探索性因子分析冤袁仅有少部分

进行了量表理论假设模型的验证性分析渊验证性因子

分析冤遥 目前袁研究方法趋势是融合社会学实证研究尧

数理统计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袁注重媒介素养核心

维度尧测评框架建构与检验的科学性袁引入野基于验证

性因子分析的测量不变性冶袁 以保证测评框架的稳健

性和可靠性[35]遥

我们认为袁媒介素养框架建构应综合多种研究方

法院一是综合文献计量法尧内容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

析法的文献研究法遥如文献计量法以文献外部特征为

研究对象袁使用定量分析工具与可视化软件对学术数

据库信息进行定向描述和统计分析曰内容分析法在确

保信度与效度的前提下进行统计并量化分析结果袁对

显性内容进行客观系统的定量描述袁以分析学术研究

特征曰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关键学者群进行社会网络分

析袁对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进行可视化研究遥

二是结构映射法渊Structure-mapping冤袁即在不同

对象之间通过逐个匹配袁 寻找它们在结构上的相似

点袁从而通过图式归纳把野源问题冶中元素间的关系

提取出来袁用于解决野靶问题冶[79]袁即通过形成基于问

题的关系结构表征渊图式冤和类比袁在源问题和靶问题

之间建立结构映射 [80]遥 概念映射法 渊Conceptual

Projection冤亦有相似功能袁即在文本中抽取类别核心

词的基础上袁借助已有上位属性特征通过相互映射完

成文本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81]遥

三是数理统计分析遥 建构理论假设模型袁编制相

应问卷袁 利用不同目标人群调查数据袁 通过 EFA尧

CFA尧结构方程法渊SEM冤尧复核效度检验等袁用于优化

测评框架袁消减质性研究法中的主观偏见袁提高信效

度曰利用结构方程原理模型分析各潜变量渊指标冤之间

的路径系数关系袁以及与显变量渊维度冤之间的内在联

系袁探索测评框架的维度和指标曰采用 SPSS软件的描

述性统计尧 检验尧方差分析尧相关分析尧多元回归分

析尧因子分析尧非参数检验等数据分析方法袁为分析媒

介素养测评框架和模型提供必要的定量数据遥

渊五冤本土导向院凸显框架建构的文化适应性

媒介素养研究与实践深受地域文化传统尧媒介文

化尧制度环境尧受众特点等多因素的影响袁具有较强的

个性和差异性袁野不同国家需要发展不同的媒介素养

教育冶[63]遥

例如袁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尧经济尧文化

发展不同袁 媒介与信息素养概念的普及度和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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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一样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叶全球媒介与信息素

养评估框架曳 中特别强调和鼓励各国对该体系进行

国家层面的改编袁 构建适应当地条件和环境的媒介

素养测评框架遥 全球现有 80多个国家 300多个组织

加入 UNESCO的 MIL项目遥 多个国家在此框架基础

上构建了适应性的测评框架遥如波兰青少年 MIL评价

模型 [82]袁拉脱维亚成人 MIL自评问卷 [83]袁伊朗大学生

的 MIL量表[84]袁葡萄牙大学生 MIL量表[85]袁葡萄牙基

础教育学生 MIL量规[86]袁泰国高中生 MIL构成 [87]等袁

我国学者也探讨了政府工作人员作为组织和个人的

媒介素养评价[50]袁青少年 MIL量表[88]袁中国大/中学生

媒介素养的测量模型与量表工具[35]等遥

目前袁我国媒介素养测评研究仍处于借鉴和模仿

阶段袁 但在 野全球化冶渊Globalization冤 和 野本土性冶

渊Localization冤 之间寻求一种融合平衡的尧野合成冶

渊Glocalization冤的媒介素养研究文化是应然的遥陶行知

先生曾指出袁我国的教育研究要谨防野替外国人拉洋

车冶袁防止野媚外冶与野移植冶倾向遥 英国比较教育学家

Sadler指出袁一个国家教育制度中的具体方法和要素

野常常植根于其制度本身的土壤之中袁 并与它们所依

赖的条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袁 而这些条件是不可能

或不希望被引进另一国的冶遥 野任何出色的尧真实有效

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袁它根植于民族的

历史之中袁适合于它的需要冶遥亦即要考量本国历史文

化传统尧民族性等因素袁扎根本土袁为国家服务遥 这种

选择是受媒介社会环境特点所决定遥 这种扎根是野内

审中国之情势袁外察世界之潮流袁兼收众长袁益以创

新冶遥 [89]如此内审赓续袁外察化合袁翕合无间袁即为

野Glocalization冶之境遥对于真实有效的媒介素养测评框

架建构而言袁道理亦然遥

五尧结 语

为了提升全媒体时代公民媒介素养袁有效指导公

民参与数字社会袁公民媒介素养教育已被世界许多国

家纳入国家政策体系或教育评价体系遥媒介素养测评

作为实施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方面袁已成为世界

媒介素养研究的重要领域遥

总之袁公民媒介素养测评框架建构必须立足当前

我国媒介文化环境特点袁理解国内外媒介素养研究共

识袁融通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袁反映全媒体时代公民

媒介素养的核心指向袁应从如下五个维度展开理论建

模和实证研究院 认识媒介素养发展的范式变迁的要

义曰理解元框架设计的意义内涵曰回应全媒体时代媒

介生态诉求曰综合多种方法探究框架建构曰凸显文化

适应性的本土考量袁从而构建一种野契合时代袁立足本

土袁融通世界袁表达中国冶的公民媒介素养测评框架遥

这种框架是野元框架冶意义指向的袁它把握媒介素养范

式变迁的要义袁契合新媒介生态诉求袁融合多种研究

方法袁关注本土文化的适应性袁以野价值指向尧关键能

力尧必备品格冶三维媒介核心素养为基础袁以元素养和

阈值概念为核心理念袁能充分体现公民媒介素养测评

框架的学科性尧时代性尧本土性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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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zen Media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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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1st century, media literacy has become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literacies of citizens.

Scientific media literacy assessment is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for defining, evaluating, and promoting

citizens'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dia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citizens. It adopts the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media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 at home and abroad critically, including discussing the three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ability, process and objective" constructed by foreign media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

and summarizing the domestic index system, research types of the framework and the research trend of

group media literacy assessment. The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zen media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 should focus on theoretical modeling and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five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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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media literacy paradigm change, comprehe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meta-

framework design, responding to the media ecological demands in omni-media era, excelling the research

bias of a single method, and highlighting 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local consideration, so as to construct a

framework that "conforms to the era, bases on the local, integrates the world, and expresses China". This

"meta -framework " can fundamentally reflect the disciplinary, epochal, local, universal and operational

features of the framework.

[Keywords] Media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 Construction; Meta Framework

Smart Curriculum: Theoretical Cores, Ontology Interpretation and

Value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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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from the philosophy of wisdom to the psychology of wisdom and to the

pedagogy of wisdom, and on the logic of the curriculum itself,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smart curriculum has

not only one dimension of intelligence and also has multidimensional connotations of morality, the

development of turning knowledge into wisdom, interactivity and higher-level thinking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refore, smart curriculum is

a kind of creative practical activity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learning space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isdo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isdom, the smart

curriculum mainly relies on the presence of teachers' wisdom and integrates the curriculum advanta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t i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ynamic generation due to the multi -

dimens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teachers, curriculum medias and environments. The ontological

attribute of smart curriculum lies in its purport of human wisdom, creative wisdom practice and three-

dimensional smart curriculum space. The value representation of smart curriculum lies in the value goal of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isdom, the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theory and the value guidance

of wisdom teaching.

[Keywords] Wisdom; Curriculum; Smart Curriculum; Wisdom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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