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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理论探索

近年来社会化媒体的发展给传统媒体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改变了人们获取、使

用新闻资讯的方式，以及新闻资讯的生产与

传播方式；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使用者

同时也是内容生产者。Roger （1971） 所认为

的大众媒介与人际传播的结合是提高传播效

果的有效途径[1]的观点，在当前媒介融合和跨

媒介传播的时代得以实现。麦克卢汉关于

“新媒介总是以旧媒介的内容”[2]为基础的观

点为人们研究新旧媒体之间的关系或跨媒介

传播提供出发点，即关注传统媒体和社会化

媒体的传播内容。

本文以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为例，选取报纸

和微信的有关报道或文章为研究对象，探讨传

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在同一科学事件报道上

的异同点和相互影响，分析跨媒体传播的特

点、过程和机制，为跨媒体传播和媒介融合的

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内容丰富的案例。

1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相关报道的基本特征
2015 年 10 月 5 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评选委员会秘书乌尔班·伦达尔宣布，将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

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

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

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公布后的 17 时 30 分至

10 月 5 日 24 时，短短 7 个小时之内微信发布

文章达到 960 篇，而传统纸质媒体在 2015 年

10 月 6 日才刊出相关报道。
1.1 不同类型媒介的报道数量

根据中国知网报刊库中以“屠呦呦”为关

键词检索，截至 2015 年 11 月 5 日，2015 年

度共有报道 345 篇，其中 10 月之前共有报道

11 篇 （1 月 3 篇、2 月 1 篇、6 月 3 篇、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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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为例，试图了解科学事件在不同的媒介平台，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上传播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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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较传统媒体有更强的时效性，但热点话题消退也非常快。而两者所关注此次事件的议题也大相径庭，传统媒体

更偏向祝贺赞扬类及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社会化媒体平台则更加倾向于科学传播中“人”的参与及争议性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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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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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月 3 篇）。

如图 1 所示，报道屠呦呦获得诺奖事件的

传统纸质媒体，其中以行业报为代表的 《中国

中医药报》 报道量最大， 《科技日报》 《人民

日报》 《光明日报》 亦重视此次事件。屠呦呦

获得诺奖事件在传统媒体的新闻版面上分别

位于头版、要闻版面， 《21 世纪经济报道》

则位于靠后版面。各类报刊根据本报刊的编排

需求，按重要程度排放版面。屠呦呦本人为浙

江宁波人，故地方日报如 《浙江日报》 《南方

日报》 《宁波日报》 对此次事件颇为关注。行

业报 《健康报》 《中国教育报》 发挥了其媒介

特性针对此次事件有相关报道。

根据 10 月 6 日至 11 月 5 日期间传统媒体

关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议题的报道量分

布分析结果显示，报道幅度大致依时间次序呈

递减趋势。由图 2 可见，报道量 （N=345） 依

次为：第一 周 115 篇 占 44.92% 、第 二 周

30.72%、第三周 12.30%、第四周 8.99%、第

五周 3.19%。在一个月内，报道量主要分布在

第一、二周，第三周后明显递减。传统媒体的

新闻报道量随热点事件的热点消退而递减。

根据微信文章数据搜集发现，截至 2015

年 11 月 5 日，共有文章 12 239 篇文章。图 3

中可见，其中 10 月 5 日单日文章 960 篇，相

关议题总阅读量达 2 498 万。其中不乏包括一

些传统媒体的微信公众号，本研究对此类渠道

平台区分为新媒体属性的传统媒体。社会化媒

体在事件发生的第一周呈现极大的关注度和

讨论，第一周后关注度呈现大幅下跌，差异非

常明显。

微信 （N=12 239），第一周 69.25%，第二

周 18.49%，第三周 6.05%，第四周 2.02%，第

五周 0.90%。可以从图 4 中看出，社会化媒体

微信上的内容主要分布在第一周，社会化媒体

时新性更强，在热点话题上更注重时效性，在

第二周热点消退后内容开始递减。而传统媒体

保持了持续的关注，后期继续跟进报道，递减

速度较社会化媒体更加缓慢。

新浪微博方面，相关微博逾 1 000 条，

“屠呦呦”排名热搜榜第 5 位；人民日报官微

发起的微话题“2015 诺奖屠呦呦”，阅读数达

70.9 万，粉丝数达 6 098，讨论数为 745。央

视新闻发起话题：“央视专访屠呦呦”，阅读

量已超过 400 万。

2屠呦呦获诺贝尔的议题内容的分类
本研究首先对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微信

图 1 屠呦呦议题报道的主要传统媒体及报道量

图 2 2015/10/06—2015/11/06 期间传统媒体屠呦呦
议题报道量变化

图 3 2015/10/06—2015/11/06期间微信公众平台
屠呦呦议题报道量变化

图 4 传统媒体、微信公众平台报道量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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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账号平台所讨论的议题进行了简单的编

码。如表 1 所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在社会

化媒体和传统媒体上的新闻报道议题，因为涉

及议题讨论层次并不是非常繁多，故细化分类

为以下几个类别。

2.1 传统媒体议题分类

本研究的分析中发现同一篇报道会涉及

单个或多个议题，但有所偏重。以 《解放日

报》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为代表的媒体

主要就屠呦呦的个人事迹进行了关注和挖掘

报道；并且对屠呦呦多年默默贡献表示敬意；

其他媒体也重点介绍了青蒿素研发背景过程

以及成果的意义等。具体而言媒体报道的话

题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由图 5 中可见，传统媒体以祝贺赞扬类为

主导，主流媒体为代表的 《人民日报》《解放

日报》《光明日报》 以“李克强致信中国中医

药管理局祝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中国

人、中国科学家的荣誉”进行了大幅报道，解

读类内容以“屠呦呦本人故事挖掘”及“获奖

因素、意义等解读”为主。

同时在传统媒体上还有常见的内容是“中

西医”话题和“中医药与青蒿素关系”，通过

对中国知网报刊数据库整理出的报道，进行分

析发现，屠呦呦获奖与中医药话题的居高不下

与 《中国中医药报》 在此次事件中大量的报道

密不可分。媒体对于诺奖与中医药的关系作了

较为密切的报道，也是引发公众讨论中西医争

论的重要原因。
2.2 社会化媒体议题分类

微信方面，从屠呦呦 10 月 5 日获得诺贝

尔奖项公布截至 10 月 5 日 24 时，相关微信

文章共计 1 241 篇。总体上看，微信首日文章

主要集中在获奖称赞，奖项本身的积极性得

到了社会化媒体使用者的共识。但在获奖的

背后以及延伸讨论上观点分化，尤其涉及中

西医的比较、国内外人才奖励制度的差距等，

观点不一。

社会化媒体微信公众平台上由于其自身平

台的参与性强、无高准入门槛的特点，人人都

可以作为议题的制定者和话题的参与者，从而

讨论的话题较传统纸质媒体更具多样性。由于

微信平台的半开放性，本文从“新媒体指数”①

上得到的文章阅读量将作为考核一篇微信文章

是否得到广泛传播及受众参与的一项指标。统

计分析阅读量 50 000 以上的文章可以看到，微

信上的议题集中于争议类:“诺贝尔奖颁给屠呦

呦所涉及争议”、“屠呦呦与黄晓明对比”、

“院士制度中国考评制度”。

如图 6 所示，将词频软件分析出的高频词

图 5 传统媒体与微信公众平台涉及议题对比图

图 6 屠呦呦议题在社交媒体上的相关高频词汇

①新媒体指数 INM （Indexof NewMedia）是中国第一个开放的新媒体指数平台，支持注册会员自主管理各类新媒体载体数据监测和相
关排行，并支持 API 对外提供数据统计等服务。

议题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题类目
社会各界祝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
中国、中国科学家荣誉
获奖原因、意义解读
屠呦呦本人故事挖掘
院士制度中国考评制度
青蒿素科普
诺贝尔奖颁给屠呦呦所涉及争议
中西医话题争辩
屠呦呦与黄晓明对比

祝贺赞扬类

解读类

争议类

其他

表 1 屠呦呦获诺奖议题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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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做出梳理后，整理微信公众平台的高频词的

节点数相连较多数值的关键词有“中国”、

“院士”、“诺贝尔”、“黄晓明”。以“屠呦

呦”、“诺贝尔”为最高频词汇，由图 6 可见，

红色节点与其他节点连接紧密度较高并且连

接了较多其他词汇节点，占据节点中央与其

他词汇节点有密切相关，可以称红色节点的

连接词为关键节点。社会化媒体的讨论以屠

呦呦为主线展开，其中“屠呦呦”与“诺贝

尔”词汇连接最为紧密，其次关联度较高的几

个节点分别是“中国人”、“中国”、“黄晓

明”，社会化媒体前期话题聚焦于中国人首次

获得诺贝尔奖的荣誉庆贺，直到 2015 年 10 月

8 日影视明星黄晓明结婚，社会化媒体上的讨

论话题变为 《黄晓明 PK 屠呦呦：一生努力不

敌一场作秀？》 两个公众人物的比较。社会化

媒体上得到了大量的转载，多数公众账号都参

与了这个话题的传播与讨论。
2.3 新媒体属性传统媒体类议题分类

这类媒体主要是传统媒体在社会化媒体

上的微博及微信公众号平台，如 《人民日报》

官方微信平台、 《央视新闻》 官方微信平台、

《南方周末》 官方微信平台。

新媒体属性的传统媒体类微信平台聚焦

的话题主要是屠呦呦个人及获奖背后的解析

与争议。

（1） 屠呦呦本人故事的解读。

《都市快报》 微信平台 2015 年 10 月 6 日

6 时 55 分发布的文章， 《宁波效实中学校友

揭秘诺奖得主屠呦呦，披露当年成绩单》，对

屠呦呦本人的生活解读。

（2）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争议。

《人民日报》 微信平台 2015 年 10 月 6 日

8 时 46 分发布的文章， 《屠呦呦！她凭啥获

诺贝尔医学奖？ （附饶毅解读）》；13 时 30 分

发布的文章， 《关于屠呦呦获奖，人民日报的

这三篇文章值得一看》 两篇文章都是聚焦于屠

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争议话题， 《人民日报》

微信平台发布这两个话题都是集中于屠呦呦

本人与诺贝尔奖的话题解析。

《南方周末》 微信平台 2015 年 10 月 6 日

15 时 43 分发布的文章 《屠呦呦是如何被国际

科学界发现的？》 同样讨论的是关于屠呦呦获

得诺贝尔奖的争议。

《中国教育报》 微信平台 2015 年 10 月 8

日 21 时 20 分发布的文章 《【特别关注】 怎么

跟孩子讲“屠呦呦拿诺贝尔奖”》。

传统媒体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关注的议题与

传统媒体有较大重叠，可以发现传统媒体的社

会化媒体平台所刊发的文章多源于传统媒体

转载，故议题与传统媒体相同。从本次统计的

文章来看，传统媒体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并没有

为其新媒体平台重新撰写文章。
2.4 其他议题

在传统媒体报道中，涉及的议题编码 10

项目，其他议题包含各省市报纸讨论与屠呦呦

的关系及证券类报纸的诺奖相关经济话题。而

新媒体平台微信上则截然不同，大多其他类议

题则是标题党类文章，标题提及屠呦呦，文章

内容却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事件并无相关。

3不同媒体平台消息来源控制
对于社会化媒体微信文章和报刊文章，对

其进行了筛选。首先，新闻筛选条件为： （1）

新闻字数需要达到 200 字以上； （2） 样本内

容提及屠呦呦、青蒿素或诺贝尔奖项，讨论篇

幅达到报道或文章的 50%以上； （3） 排除非

新闻的报道，除社会化媒体以外，其报道内容

包括资讯类及消息介绍类。
3.1 传统媒体消息来源

印刷媒体行业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已经改变了媒介工作的环境，并且提供了新

路径的传播内容。在很长时间，报纸机构集

中于印刷报纸工作，但在过去的 20 年虽然传

统的印刷报纸读者人数下降速度快，但互联

网新闻消费增加明显[3]。传统报刊和社会化媒

体有着较大的区别，在传统报刊中除了要报

道政府来源的消息外，消息来源有严格的控

制，把关十分严格。传统媒体的文章多为记

者原创，或者由记者编辑整理网络上热议的

话题重新讨论，这也是现在常见的新闻写作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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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会化媒体消息来源

在社会化媒体中，人人都可以作为移动的

消息来源，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可以在诺贝

尔官方发布消息后，马上在自己的平台上公

布。文章的消息来源可以是原创、传统媒体、

网络等多个渠道。

表 2 中是社会化媒体微信公众平台上关于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整理所得的标明来源

出处的文章，标明的来源主要分为传统媒体、

其他微信、整理自网络三种。部分公众账号开

通“原创”功能，如转载其他微信“原创”文

章，微信系统会自动标明原始文章出处，故许

多全文转载其他微信的文章有来源出处，但部

分文章篇章转载摘录没有清楚标注。转载传统

媒体的文章因为涉及版权故多标明出处，而整

理自网络的许多文章并未标明来源。微信许多

文章既没有标明来源也没有标明原创，故无法

准确定义其是否为原创。
3.3 新媒体属性的传统媒体

将新闻变为各种媒介形式的新闻信息技术

已成为更容易获得，以及将互联网引入公司和

家庭，使得媒介组织能够用更多的渠道发布新

闻[4-5]。传统媒介运用微信等社会化媒介渠道

发布新闻，故将这类账号在本研究中单独分类

公众账号

逻辑学

马靖昊说会计

澎湃新闻

呦呦鹿鸣

都市快报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大家
南方周末
六神磊磊读金庸

水木文摘

吐槽青年：曹林
的时政观察
央视新闻
人民网
占豪

丁香园

文史女教师

传媒圈

21 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教育报

中国青年报

标题
黄晓明 PK 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敌一场
作秀？
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为什么在中国落
选院士？
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为什么不是院士？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给中国五大警示

宁波效实中学校友揭秘诺奖得主屠呦
呦，披露当年成绩单
屠呦呦！她凭啥获诺贝尔医学奖？ （附
饶毅解读）
关于屠呦呦获奖，人民日报的这三篇文
章值得一看
三个月后，谁还会记得屠呦呦
屠呦呦是如何被国际科学界发现的？
被青岛大虾屠，你只能呦呦呦
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敌黄晓明一场秀！人
民日报：“明星婚礼秀”可以少搞些
曹林：瞧瞧屠呦呦获奖把某些人烧成什
么样子了
屠呦呦通过央视发表获奖感言，她说……
追问：为何我从来不认识屠呦呦？
微观点丨怎么看屠呦呦获得诺奖？
姗姗来迟的认同：饶毅解读为中国科学
实现诺奖零突破的屠呦呦和青蒿素
史记 屠呦呦传
媒体：黄晓明 PK 屠呦呦，一生努力不
敌一场秀
屠呦呦，成中国获诺贝尔医学奖第一人
（附屠呦呦的贡献列举）

【特别关注】 屠呦呦！为啥是她获诺贝尔
医学奖？

屠呦呦获诺奖，这个人的推荐功不可没

来源

博客

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

电视

电视
电视
电视

微信

微信

微信

整合

整合

整合

备注

本文作者路长全，选自作者博客

2011 年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原文标题为 《屠呦
呦为什么落选院士》
有具体来源
瞭《 望东方周刊》 刊发了封面报道 《悲喜青蒿素》，

这是第一个把青蒿素登上封面专题的新闻周刊。
该报道记者为著名记者刘武，编辑是鹿鸣君

综合新华社、中国新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

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青年报、中国政府网等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本文原标题 《青蒿素：荣耀与耻辱》 作者：西闪
首发于南方周末
首发凤凰评论自由谈

来源：人民日报评论

文章系为江苏网络电视台及旗下“荔枝新闻”客
户端独家供稿
《新闻 30 分》 视频
有视频
有视频

转载至知识分子

内容转载自刘备我祖

路长全 （ID：LuChangQuan1）

本文综合自中新网、中国新闻周刊、凤凰网

综合整理自百度百科、科学家杂志 《是非·屠呦
呦》、中国青年报 《呦，终于得奖了》、人民日报
海外版 《记屠呦呦：为成功提取青蒿素经历 190
次失败》 等文章
整理自网络

表 2 微信公众平台文章来源（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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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带有新媒体属性的传统媒体。

表 2 中可以看到转载自传统媒体的微信公

众平台，《人民日报》《澎湃新闻》《都市快报》

《南方周末》 都是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平台，转

载自己传统媒体的文章删减或重新加工后发

布在社会化媒体平台。《央视新闻》———“屠呦

呦通过央视发表获奖感言，她说……”节选的

也是“新闻 30 分”栏目采访屠呦呦的视频。

如 《21 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教育报》

《中国青年报》 三者发布的文章都是整理自网

络，这是社会化媒体常见的编辑方式。整合而

成的文章来源除了网络上的资源外，还包括传

统媒体的报道、微信平台的文章，多方杂糅而

成。 《中国教育报》 发布的 《【特别关注】 屠

呦呦！为啥是她获诺贝尔医学奖？》 其文章来

源即为综合整理自百度百科、科学家杂志 《是

非·屠呦呦》、中国青年报 《呦，终于得奖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 《记屠呦呦：为成功提取青蒿

素经历 190 次失败》 等多篇报道。

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平台有自身传统媒体

资源作为支撑，发布的文章消息多依托于转

载传统媒体的文章，部分文章根据微信的阅

读、使用习惯等特点有所修改。

4讨论与总结
4.1 不同平台的媒介，提供了不同的传播功能

微信公众平台文章数量最多，共有 12 239

篇文章，虽然内容质量良莠不齐，但反映了公

众对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科学事件足够的重

视和关注。

传统媒体和社会化媒体微信公众平台呈

现截然不同的报道特点，社会化媒体更加注

重时效性，换言之，社会化媒体紧随着热点事

件的发酵而传播，热度消退也非常迅速。屠呦

呦获得诺贝奖后的一周内是微信集中讨论最

热烈的时期。而传统媒体对热点事件的关注

程度消退也比较慢，可以在接下来的两周内

都能集中的看到报道。社会化媒体在此类科

学事件的传播中最佳效果时间为事件发生一

周内。而传统媒体关注此类科学事件的时长

可达两周。

在报道议题上，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

呈现不同的关注角度，传统媒体相较于社会

化媒体更倾向于祝福赞扬类议题，传统媒体

上“各界对屠呦呦祝贺”议题的新闻达

20.41%，高于社会化媒体 12.95%。青蒿素议

题的讨论高于社会化媒体 11.50%，中西医议

题的讨论更是高出 19.38%。可以看出传统媒

体除了履行其主要职责外，仍然承担着主要

的科学传播任务，向公众普及青蒿素知识及

阐明中西医关系。

而社会化媒体，更容易关注具有争议性和

趣味性的话题。如屠呦呦本人的故事解读，在微

信平台上有多个版本的解读，体现了公众对科学

事件的关注角度以人为主。其次，对于诺贝尔奖

获奖涉及的争议，院士制度的争议在社会化媒体

上有更多的体现。再次，社会化媒体后期，将影

视明星与屠呦呦对比的文章占据了主导位置，转

变了此次科学事件传播的方向。公众在社会化媒

体上更容易关注泛娱乐化的议题。

可以说，两者体现了不同的传播功能，社

会化媒体具有时效性，更倾向于讨论争议性的

话题。而传统媒体对科学事件关注时间长，承

担了向公众解释科学知识传播的任务。而且其

他新媒体功能，不能被印刷媒介所纳入，从而

来丰富从万维网上访问新闻的用户体验。

另外，报纸正在改变新闻分发的方式，

通过不同的渠道指导他们的受众，从一种媒

介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媒介形态，以产生对品

牌的忠诚度。媒介同时使用多个渠道发布新

闻，能使其受众接触到更全面的跨媒体传播

方式。报纸可以利用新媒体渠道作为独立的

传播路径，因此，相同的信息是可通过许多

不同的渠道传播[6]。
4.2 社会化媒体能够影响传统媒体的议程

媒介除了能够影响公众的议程之外，还

有学者指出，影响媒介议程的一支很重要的

力量来自其他媒介的内容。特别是精英媒介，

如 《纽约时报》，似乎能为其他媒介设置议

程。Danielian&Reese （1989） 称这一现象为媒

介间议程设置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Kushin （2010） [7]研究了 《纽约时报》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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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之间的议程设置关系，研究发现社交媒

体尤其是 Twitter，对新闻媒体的议程有直接影

响。研究者认为 Twitter 转变成新闻生产的工

具，能够帮助新闻媒体决定报道内容。

林怡君 （2004）[8]的研究发现，记者利用

新传播科技可以帮助新闻品质提升，但也可

以使其下降，看使用者的态度而定。在本研究

中具备新媒体属性的传统媒体，在社会化媒介

平台上根据社会化媒体的性质定制内容较少，

主要是转载传统媒体的内容。

消息来源方面，社会化媒体上的一部分科

学传播文章并不是简单地摘自传统媒体或整

理自网络。社会化媒体上的科学传播文本也

呈现了深度、内容优质的现象。Gans （1979：

9-11）[9]研究美国电视新闻以及新闻杂志专栏

发现，名人占了新闻消息来源的 70%~80%。

社会化媒体平台在消息引用上，涵盖国内外

新闻报道、国外相关资讯网站、国外学术期刊

对屠呦呦事件进行了深度报道。使用了视频、

音频、图片、H5 技术等多种科技传播方式进

行传播。Anderson （2009）[10]曾指出媒介组织

的结构与运作会影响气候变迁与全球暖化的

报道内容及媒介框架。在本研究中也存在这

种现象，社会化媒体上受众本身也可能是其

自身的消息来源，其使用者与生产者共同构

建媒介框架。故在社会化媒体传播平台上热

议的议题，也同时出现在传统媒体的新闻中，

如微信上热议的院士制度和黄晓明与屠呦呦

对比，皆发起于社会化媒体平台，传统媒体对

微信热议话题跟进讨论，微信影响了传统媒介

新闻框架。

而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账号在社会化

媒体平台上虽然以新媒体方式运营，但依然

重视传统媒体新闻，即使新闻转向网络，新

闻的呈现方式仍是由印刷媒体驱动的。纸质

媒介最初选择了将报纸内容未经二次编辑直

接发布在网络上[11]。没有为网络版创建内容。

许多报纸都还处于这一阶段[12]。2009 年互联

网新闻与读用户首次超过报纸读者[13]。并且这

一趋势还将延续[14]。然而，并不是所有其内容

都适用于 Web（例如，印刷媒体的长文本内

容不适合新兴的发布渠道）[4]。故传统媒体在

科学传播中的位置如同 Bogart （1991）[15]指出，

现代社会中充斥着不同形式的传播媒体，报

纸新闻需要具备怎样的报道方式才能与电视

新闻、网络新闻有所区别，以彰显其自身的

报道优势与特色，是比一味追求打动受众视

听更重要的事情。
4.3 跨媒介叙事在科学传播中的体现

跨媒体的定义为将内容 （新闻、音乐、

文本和图像） 发布在多个媒介 / 渠道。多个媒

介意味着将相同的内容以多种介质交付给受

众[16]。另一个方面，跨媒介指的是媒体内容提

供商跨不同渠道，制作内容，从而利用每个

渠道的能力[17]。

报纸利用各种发布渠道具有跨媒介叙事

意义，跨媒介叙事是利用跨多个渠道的媒介

融合方式向大众传递信息、概念、主题的技

术[18]。 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一

代的儿童在消费和享受跨媒体矩阵中长大，

他们是最有可能以跨媒介渠道阅读新闻，他

们已成为收集和采集信息的主体，乐于追溯

他们感兴趣的信息[19]。因此通过实施跨媒体技

术的传统媒介能够更具有吸引力，更适合低

年龄青年读者的需要[20]。

在本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微信公众平

台所代表的新媒体所采用的叙事方法与传统

媒体截然不同，加入了 ICT 技术使得传统媒体

上的科学新闻能够在新媒体平台上更具吸引

力，更受年轻人的喜爱。全球媒体行业的发展

趋势已经清楚表明，为了保证长期的成功，必

将改变从一个单一的产品，面向多媒体内容和

框架方法。
4.4 局限与不足

虽然本研究对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分析

样本较为全面，但考虑到热点事件范围广阔，

跨媒介叙事、特点存在异同，研究仍有局限与

不足。案例仅研究了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事件

在传统媒体和社会化媒体的异同和跨媒介特

点，不一定适合其他热点事件，也没有对国内

的中英文专业期刊和通俗杂志与传统媒介和

网络媒介的相互影响进行系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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