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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媒体：下一代传媒竞逐的制高点
——关于“超媒体”概念的学理阐释
文丨张君昌

【内容摘要】超媒体是指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支持下，多媒体信息之间相互叠加、高度融合、自由交互的传播状
态。建立在多维传播平台之上的超媒体，把传统媒体和网络等新兴媒体用计算机技术加以重构，实现媒体间的优
势互补和自由链接。超媒体的本质在于互联，信息传播的价值在于互通。智能互联将使超媒体应用覆盖更多领
域，与精准服务互为表里，人民生活与社会治理将随着超媒体时代到来而发生极大改变。
【关键词】单媒体；多媒体；超媒体；超媒体时代

“超媒体”还是媒体吗？它与“多媒体”
“跨媒体”

本，仅是从传播学角度诠释。笔者认为，
“超媒体时

有何区别？与“融媒体”有何区别？当笔者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在

代是建立在诸多媒体相互叠加并且高度融合基础之

广州召开的“关于当前广播改革热点的思考”研讨会上

上的多维传播时代……这是一个将人际传播、组织传

首提这一名词后，不断遇到类似质询。在上述疑问中，

播和大众传播相互重叠、有机结合而成的新型传播阶

前者是把“超媒体”简单理解为“超越”媒体之上，进而

段。”⑵建立在多媒体传播平台之上的超媒体，将把传

产生它是否归于媒体的疑惑；中者是缺乏对单媒体、多

统媒体和网络等新兴媒体用计算机技术加以重构，实

媒体以及跨媒体原本涵义的认知；后者则是把被定义

现媒体间的优势互补和自由链接，
“以推拉结合模式既

项归结为一种现象描述。这些议论在当时是新鲜话题，

保障快速供给，又以及时的梳理、分类对用户进行贴

观点莫衷一是在所难免。时至今日，媒体融合理念已蔚

身式服务”。⑶这里已经具备融合、迭代的传播学阐述。

为大观，我们不能再昏昏然，应该回归原点，厘清基本

可以看出，尼氏定义除了有技术学词根，更偏于形象化

概念，搞清我们从哪里来，再思考向何处去。

比喻；而笔者的界定更强调传播学的理性规范，尽管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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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述方法不尽相同，但其中的要义是相通的，即超媒

一、关于超媒体定义

体是指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支持下，多媒体信息之间相

“超媒体”一词最早见于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的
名著《数字化生存》，该书英文版完稿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

互叠加、高度融合、自由交互的传播状态。这是一种革
命性的变化，堪称一个崭新传播时代的来临。

也就是说，尼氏提出“超媒体”概念至少比我要早７年。

当我们开启一个概念时，必须考证它存在的合理

在该书中尼氏提出，
“超媒体”（ｈｙｐｅｒｍｅｄｉａ）是“超文

性和科学性。媒体通常是指存储和传递信息的载体，

本”（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的延伸。超文本是计算机拥有的超级链

它是引导传受双方发生关系的中介物质。当这种载体

接的方法，特指按信息之间的关系建立的一种存储、组

仅以声音、图像、图形、文本等其中一种信息形态存在

织和浏览的方式，内中含有指向其他文本的链（ｌｉｎｋ），

时，我们称其为单媒体；当这种载体能够将多个单媒

用户不需要顺序阅读，而可根据需要或兴趣自由跳跃、

体信息聚合成一体，并进行存储、处理、传输和显示

选择阅读内容，并且这种选择权和控制权掌握在用户手

时，我们称之为多媒体。多媒体技术对于我们处理以声

中。
“你可以把超媒体想象成一系列可随读者的行动而

音、图像、图形、文本等多种形式的数字化信息带来了

延伸或缩减的收放自如的讯息。各种观念都可以被打

方便。但是，如何描述多媒体之间的信息关系，如何对

开，从多种不同的层面予以详尽分析。” 显然，这是基

各种多媒体信息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使各种信息

于超媒体的技术学词根作出的解读，它与原发技术有着

达到有机整合、交互传播，是多媒体技术力所不及的，

天然血缘关系，具有物理层面的稳定含义。

由此便产生超媒体技术的研发。

⑴

笔者在构建超媒体定义时，尚未见到该书的中译

尼氏指出：
“不要只把多媒体视为个人世界的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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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或是结合了影像、声音和数据的‘声光飨宴’。多媒

必须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同一件事情；它必须能触动

体领域真正的前进方向，是能随心所欲地从一种媒介

各种不同的人类感官经验。如果我第一次说的时候，

转换到另一种媒介。” 而达到这一目标时，正是超媒

你没听明白，那么就让我（机器）换个方式，用卡通或

体的诞生日。可见，超媒体是多媒体的升级概念，它是

三维立体图解演给你看。这种媒介的流动可以无所不

科技进步所创造的对于多媒体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

包，从附加文字说明的电影，到能柔声读给你听的书

更高形式，且是一种飞跃式改变。目前，越来越多的传

籍，应有尽有。这种书甚至还会在你打瞌睡时，把音量

媒集团正在进行生产流程再造，他们利用网络技术将不

放大。”⑺

⑷

同种类、不同形式、不同来源的信息用超文本结构组织

为了便于理解，尼氏还以收看体育比赛为例，描述

起来，在各条当日新闻之间，已发事件与未发事态之间，

超媒体景观。接收装置可以把接收到的足球数据转换

动态新闻与背景资讯之间，文字新闻与图表、图片和音

成录像供你观赏；也可以用声音的方式来接收这些数

像素材之间建立链接关系，让用户根据兴趣和需要自由

据，让你收听体育节目主持人的转播；或者干脆把比赛

阅览，从而实现信息加工生产的集约化、多样化和互动

的图解演给你看。在每一种情况下，你收看的都是同一

化，拓展内容产品的深度、广度和获取的便捷度。

场球赛和同一堆数据。当这些数据仅仅被转换为声音

自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

时，声音媒介迫使你只能边听边想象球员的动作，而不

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以来，一直没有遇到理论上

会耽误你开车。当数据被转换为录像时，发挥想象的

的挑战者。但是，随着《数字化生存》的出版，麦氏的

余地少多了，但却很难看清球队的技战术，因为球赛场

这一著名观点被颠覆。之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面混乱，还常有人压人的现象。当数据被转换为图解

能、物联网等一系列新科技投入应用，不断拓宽传播

的时候，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双方的攻防策略一览

视域并重新定义媒介。
“在数字世界里，媒介不再是讯

无余。⑻

息。它是讯息的化身。一条讯息可能有多个化身，从相

循着《数字化生存》的导航，我又找到了比尔·盖

同的数据中自然生成。” 毕竟时代不同了，
“以前，电

茨的《未来之路》。他对未来传播景观的描绘，更富浪

信、有线电视、广播和计算机业各自为政，现在汇流在

漫情调：
“当你指着屏幕上的一个物体要求显示关于它

一起，产生了整合宽带系统。……这个系统集声音、图

的信息时，你就在使用‘超级连路’的一种形式。超级

像、数据于一体，并有按需存储和交互功能。” 生活

连路让用户从一个信息区域迅速跳跃到另一个信息区

在半个世纪前的麦氏无论如何没有这种“大汇流”的

域，就像科幻小说中的宇宙飞船通过‘超级空间’从一

体验。于是，有人惊呼：
“媒体融合时代”到来！
“融媒

个地质空间跳到另一个地质空间。信息高速公路上的

体”说便应运而生。

超级连路会在你碰到问题并感兴趣的时候帮助你找到

⑸

⑹

其实，作为一种形象的叫法，
“融媒体”通俗易懂，

答案。假设你正在观看新闻，你看到一个你不认识的

也便于普及。但融合只是超媒体的特征和表象之一，是

人与英国首相走在一起，你想知道她是谁，你用电视的

超文本链接技术赋予超媒体的天然能力。用一种特征

遥控器指着这个人，这个动作就会带给你关于她的小

（哪怕它再显著）来概括事物全部，显然有失大观，不

传，还有最近出现过她的其他新闻报道名单。指着名

符合学理的严谨性要求。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导致超

单上的一件东西，你就能阅读或观看它，无数次地从一

媒体诞生的物质载体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其他名词

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在全世界范围内搜集视频、

均不具备技术原发性，今后如果没有革命性的信息技

音频和文本信息。”⑼

术出现，传播将长期处于超媒体时代，其间出现任何阶

比尔·盖茨所谈的“超级连路”，是指超文本中的

段性迭代产品均不具备划代价值。因而，超媒体具备

文字、图形、图像等页面元素与该文档中的其他元素

作为名词被定义项所需的持久、稳定的素质要求。

或者其他超文本文件等之间形成的链接，我们通常叫
作“超级链接”或“超链接”。这种技术与多媒体相结

二、关于超媒体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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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就是前文所述的超媒体。显然，比尔·盖茨所描述

熟悉“数字化生存”的尼氏这样描述超媒体的传

的超媒体愿景还有想象的色彩，但是，想象恰恰是发

播景观：
“它必须能从一种媒介流动到另一种媒介；它

明的开始。自从电脑进入人类生活以来，
“新生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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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三是传媒生态因融

字一族”能够把比尔·盖茨的想象化为现实，正如一句

合而发生深刻改变，信息流动趋于平等；四是建立完善

广告词所言：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的媒体运营规则，构建多边、透明、安全的全球网络治理
体系。所谓“世界是平的”
“人人都有麦克风”
“媒体无

三、关于超媒体传播

处不在”等，正是上述特征的生动写照。

在描画超媒体时代蓝图时，我们不仅要基于科技

信息在超媒体间自由而平衡地流动，终将使民族文

发展提供的可能，更要针对目前所处时代诸多亟待变

化“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或

革、不尽如人意的方方面面：媒体多而无序，信息杂而

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观的共享”。⑾这句话

失调；媒体须臾不在，而社会坐标却飘忽不定；大众离

与构建“国际文化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异

不开媒体，却又不敢轻言相信；国际传播秩序不平衡，

曲同工。文化具有无限的渗透力，这种力量的创造者当

常常引发文化争端，等等。既然谁都不敢忽视媒体，却

然会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未来学家托夫勒预言：
“世

又为何不能彼此坦诚相待？这是因为媒体传送的杂乱

界已经离开了依赖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

信息，有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有时甚至暗藏玄机。它

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

“以一种比普通政治体系快得多的速度（让人们）了解

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

各种事件，使得一些事件甩开了政治家们，甩开了他们

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

的深谋远虑而独立地向前发展”， 使得人们面对媒体

的。”⑿ 超媒体“去中心化”的传播特点，将进一步彰显

时，总会亦喜亦忧，担心其背后的“无形之手”。这些问

其公信力，媒体在政府和大众之间的中介作用将得到

题是现实传播所无法根除的，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划时代

充分体现和发挥，它影响舆论、控制舆论、引领舆论，成

的革命性更迭。

为组织社会的有生力量，也使社会治理多了一种可以倚

⑽

国际上开始重视信息传播不平衡问题，始于２０世纪

重的现代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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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年代初。１９７３年，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四次不结盟

从传播方式讲，媒体正在逐渐从“推送”信息发展

国家首脑会议提出“促进不结盟成员国之间的信息进

到“拉取”信息。互联网技术的互动性带给传媒新的内

一步的相互传播”的主张。１９７６年３月，不结盟国家在突

容结构方式——个人定制、即时发送、社交论坛等，受

尼斯召开新闻部长会议，首次正式提出建立“世界信息

众不再是一个被动接收信息的容器，他们开始成为自主

和传播新秩序”，会议报告强调，
“发展中国家成为信息

选择媒体、自主选择内容的“用户”，同时又生产和传

统治的牺牲品，这种统治是对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文化

播内容。媒体的传播方式逐步从“单一”变成“多元”，

价值的打击”。１９７６年８月，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从“单向”变为“互动”，从“封闭”转成“开放”，传者与

在科伦坡发表《政治宣言》，郑重指出：
“信息与传播领

受者的界线日益变得模糊。

域的国际新秩序同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样重要。”两个月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

以后，发展中国家向第３１届联合国大会和第１９届联合国

信息化深入发展，超媒体传播对人类社会进步将产生

教科文组织大会提交了旨在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

强大推动作用。然而，超媒体时代不是一日可以建成

的议案。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１９７７年成立了“研

的。在漫长的建设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诸多矛盾。

究传播问题国际委员会”。１９８０年，该委员会向第２１届

首先，传播自由与秩序问题。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递交了题为《多种声音，一个世

样，既倡导自由，又需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

界：传播与社会，今天与明天》的报告。报告提出“必须

是自由的保障。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行主体却是现

纠正目前国际信息交流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不能抹杀文

实的。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各方均应明确权利义

化的差异性、需要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等重要观点。

务，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网络在法治轨道

这些对传播现状表示不安或不平的指摘，将在超媒

上运行。同时，发挥道德教化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

体时代得到最大限度的化解并且得到相关制度保障。因

Theorization and Perspectives ２０１８ ／ ０１

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具“数字化”。我们相信未来的“数

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

为，超媒体时代以四大特征为标志：一是逐步形成国际文

其次，网络空间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信息鸿沟不

化共同体和传播新秩序认同；二是媒体公信力进一步提

断加深等问题。世界范围内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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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

可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方式，让用户体验到一

怖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现有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反

种超现实沉浸式场景观感。超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相

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为推动这些问题根本解决，

结合可以发展为智能超媒体，即在超媒体的链和结点中

“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

嵌入知识或规则，允许链进行计算和推理，这一“推理

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

引擎”使它能够主动获取信息并反哺网络，使信息提供

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

更加精准；超媒体与分布式处理技术相结合形成分布

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中国是最早关注网络安

式超媒体，可以使多个网络用户共同创建和使用信息，

全和网络空间治理的国家，２０１５年组建中国网络空间研

便于彼此协同工作；可以在不同系统共享与合作的基础

究院，旨在为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的国家规划、

上发展为开放性的更大的超媒体信息空间，实现高度互

科学决策等提供战略和技术支持。在德国，
《网络执行

联的全球化云计算超媒体。仅就技术研发而言，上述预

法》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开始生效，规定社交网站必须在２４

见可以在几年至十几年内实现，但是，与之配套的运营

小时内删除在其平台上登出的非法内容，否则将面临巨

规则和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因

额罚款。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２０１８年内修订新闻法，遏

此，在思考传播时代的划分时，切莫轻言封“后”。

⒀

制“假新闻”借社交媒体传播，包括“删除相关内容、关

超媒体的本质在于互联，信息传播的价值在于互

闭相关网站或涉案用户的账号”。英国和意大利也有相

通。只有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铺就信息畅通之路，

关的立法动议，包括追究刑事责任之类的雷霆手段。从

不断缩小不同国家、地区、人群间的信息鸿沟，才能让

２０１４年起，旨在推动建立国际互联网共治机制的世界互

信息资源充分自由流淌。我国正在实施“宽带中国”和

联网大会落户中国乌镇，通过连年召开大会，倡导国际

“互联网＋”战略，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宽带网络将基本覆盖

社会在网络空间尊重差异、凝聚共识、直面风险、谋求

所有城乡，打通网络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智能互联

发展，让更多国家分享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机遇，构建人

将使超媒体应用覆盖更多领域，与精准服务互为表里，

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共塑网络时代人类社会美好

人民生活与社会治理将随着超媒体时代到来而发生极

未来。

大改变。
我们正在走向超媒体时代。最早认识当今传媒变

四、关于超媒体时代

革属性的人，将是在这一时代最早收获、独领风骚的

至于新的传播时代应该叫什么，目前称谓颇多。择

人。在这种背景下，注重培养一批具有超前思维、通晓

一二列举：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对等传播时代、跨媒体

世界最新观点和传播技术、具备优秀职业道德素质的

时代、媒体融合时代、后传播时代，等等。虽然网络可以

全能型人才，尽早跨入超媒体领域并对它进行研究、探

兼容多种媒体，但毕竟不是“替代”，以单媒体涵盖多媒

索、实践，不仅是一种时尚，更是一种必然选择。

体，把传媒之未来统称“网络时代”，有失公允；而“信息
时代”则失之宽泛；至于“对等传播”和“媒体融合”只
是对未来传媒一种特征或一种现象的描述，尚不能构成
对一个传播时代的定性式概括；
“跨媒体”则是经营学名
词，它是传媒集团为做大做强、规避风险而采取的混合
兼营策略；
“后传播时代”倒是有些许哲学色彩，但它强
调“网络对传媒的解构”，而疏于对学理概念的诠释。
笔者认为，使用具有规范学术意义的“超媒体”来
冠名正在到来的新传播时代十分恰当。一是因为未来媒
体所能提供的多种服务尽在超媒体技术名词的界定之
中；二是因为超媒体已经突破了纯技术的视野，正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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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涉入人文管理领域。况且，超媒体时代本身还有着
从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巨大空间。在可以预见的
将来，超媒体与ＶＲ（虚拟现实）、ＡＶ（增强现实）相结合

０４６

作者系中国广播影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学术部主任、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黄耀华

０４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