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上的世界*
——都市学龄前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侵袭的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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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产品、传播内容的商品化逻辑借由技术之便深入到儿童成长空
间。
“地球村”中的儿童在苹果技术的“迷思”与崇拜中，存在着失去多
样性文化环境的危险。甚至，都市家庭可能逐渐演化为苹果的消费
商场，儿童“玩工”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
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且有充裕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

［内容提要］乔布斯的苹果“迷思”席卷全球，中国大陆都市家庭也未能免于此潮流的驱
动。媒介环境成为儿童家庭生活娱乐的重要载体，儿童着迷 iPad、iPhone 等电子智能化

产品，并日渐将其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鉴于此，作者深入幼儿园和学龄前儿童家
庭，调查上海市学龄前儿童使用 iPad、iPhone 的基本情况。研究发现，一方面，中国都市

家长对学龄前儿童使用新媒体技术产品有着理性认识，能够监控并合理引导儿童使用
iPad 一类的智能电子产品；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对儿童具有极大吸引力，儿童“玩工”
成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且有充裕
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垄断资本与新技术的圈地运动已经深入家庭与年幼的孩童，
“技
术异化的低龄化”趋势不容忽视。
［关键词］学龄前儿童

智能电子媒介

技术异化

低龄化

玩工

一、研究动机、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塑社会的物质基础①。与此同时，新技
术的发展还迅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如尼葛洛庞帝所说的：
“ 信息化时代给人类塑
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数字化生存”②。融合是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媒介
技术之间的融合催生了各种移动数字终端，实现了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实时链接”。
然而，资本逐利的驱动也使得信息技术强势侵入家庭私人空间。乔布斯引领的苹果“迷
思”，已让 iPad、iPhone 等电子智能化产品侵袭全球市场，中国大陆都市家庭也卷入到电
子智能产品的消费浪潮中。

学龄前儿童是现代都市家庭的核心成员，他们对世界的感知、思维、价值观的形成
都是在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形塑下形成。但信息化的城市网络了家庭、社会的每一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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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
“智能化”的电子设备已引起儿童浓厚的兴趣，当下学龄前儿童提早进入
到虚拟空间，且媒介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境，技术异化似乎在原来的基础上更
深层次地控制了“地球村”中的低龄人口。
IHS iSuppli（信息和数据分析公司）的全球平板电脑市场追踪报告显示，2012 年苹果

公司仍将轻松保持其在全球平板电脑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明年销量将增长 63%，截止

2016 年达到 3.604 亿台左右③。在强劲的销量背后，其用户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都

貌；第二部分为调查家长对儿童使用 iPad 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态度、用途、使用时间、儿童
使用时的情绪表现、对该产品的喜好程度等，深入认识学龄前儿童在家庭中使用 iPad 产

品的情况。在回收有效问卷并做统计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数据脱离了都市家庭语境，无
法表现深层动态事实。为此，笔者又根据幼儿园的人脉资源，进入家庭访问和参与观察
儿童运用新技术的现场情境，从而具体了解当下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如何使用新智能
产品。

市家庭。美国 6～12 岁儿童中，iPad 连续第二年成为最想要的节日礼物，其中 40%为面

向 5 岁以下儿童的应用 ④ 。在中国，iPad 等电子产品本身不仅是媒介工具，同时还是阶

层差距的象征，甚至成为炫富、攀比的标志，有调查显示“六成父母愿意买 iPad 哄孩子，
iPad 成为潮爸潮妈送给孩子的时尚礼物。”⑤媒体报道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儿童新宠的同

二、文献综述
“学龄前儿童”通俗的解释为尚未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本研究依照蒙台梭利在

时，也显示出对儿童过度钟爱此类产品现象的隐忧，
“iPad 宝宝”等新名词频见报端。目

《童年的奥秘》中对儿童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 3～6 岁的学龄前儿童。让·

（Goodnight iPad）谈到了儿童在计算机和电视机前花费时间太多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

于前运算阶段⑧，其主要特征在于儿童能够使用符号来表征物体和事件⑨。家庭环境是

前，国外一本模仿畅销儿童读物《晚安！月亮》（Goodnight Moon）的新书《晚安！iPad》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将儿童思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学龄前儿童的思维状况处
学龄前儿童成长的非常重要的环境。有效的家庭教育能够促进儿童习得社会生活的基

对家长做出提醒⑥。
信息技术连成的“地球村”并非美丽新世界，正如谢瑞（Sherry Turkle）在其论著《在

本规范，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独立自主能力，促进儿童个性的形成与发展。⑩
社会学者认为，儿童（child）和童年（childhood）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传播

一起：为什么我们寄予技术胜过彼此》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一
个陌生的世界”。人们时时在线，在网络空间中，传播新科技可以带来上万好友或粉丝，

学研究中，
“ 大众媒介与儿童”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四十年来，在大众传播领

人类却比以往更加孤独。荣格说：
“ 随着科学知性的增长，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非人性

域，已经产生了许多关于儿童媒介需要及其满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视、电子游戏机

化。人感到自己在宇宙中隔绝孤独，因为他不再卷入大自然，他失去了自己对自然现象

。西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20 年代，

和 MTV 等媒介上
由美国佩

恩基金会资助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当时广播和电视都尚未在社会中普及开来，电影是

的情感性‘无意识认同’。”⑦
可见电子智能技术风靡全球的表象背后蕴藏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新媒体技术并
非纯粹的积极能量释放。作为以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研究为职志的批判传

，

当时美国家庭娱乐的主要方式。此项研究被认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中的首个里程碑

也为日后的媒介与儿童研究定下了“效果研究”的基调。

播学者，有必要警示迷恋电子智能产品的果粉，关注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的宰制。尤需重

随着新的传播技术不断出现，国内外学者都开始将目光聚焦在信息技术与儿童的

视的是都市家庭儿童珍贵的情感维护与玩乐时光遭遇系列电子智能产品便捷性的娱乐

关系研究上。卡尔弗特《信息时代的儿童发展》一书可谓总结性论著，该书就从电子媒

控制与隐蔽性的商业剥夺。

介到新的信息技术，对目前已有的和即将出现的可能影响儿童生活的各种信息技术进

儿童的闲暇时光用在使用新的多媒体设备上，而目前对媒介与儿童问题的研究，始

 。卡尔弗特提醒读

行总结描述，并讨论了这些技术对父母、教师和政策制定者的意义

终囿于效果研究范式。笔者认为，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对信息劳工的研究，以及“玩

者不能对媒体影响儿童的问题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既不能过分推崇信息技术，也不能把

工”概念的提出，可以为更深入认识儿童与新媒体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打破技

信息技术视为魔鬼，她认为，信息技术对儿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信息技

术迷思。为此，笔者渴望通过都市儿童运用系列电子智能产品的研究，首先，体察中国

术。

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对新技术的使用状况；其次，深入探索新媒体技术与市场经济力量
如何重塑儿童的玩乐世界，从而引发学界和都市家庭对技术异化的低龄化问题的关注。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和入户访问与观察的方法，问卷主体是上海市 3～5 岁的

学龄前儿童群体，笔者选择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和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中大班、中班、
小班共 100 名儿童进行调查和观察。问卷内容第一部分为学龄前儿童家庭统计学意义

上的素描：通过调查家长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等角度勾勒出基本家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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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尔弗特较为温和中立的观点不同，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的作者唐·泰普斯科

特在《数字化成长 3.0》一书中，毫无保留地表达对信息技术的信任，他倡导全社会接受并

学会使用新的信息技术，从而创造出“创新的公司，开明的家庭，所有的公民都能参与其
。尽管其观点显得过于乐观，

中的民主社会，甚至是由网络连接成的新式社会”
但他却

指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对于出生和成长在信息社会中的儿童来说，信息技术确实如
空气一般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正如李瑞林（Lee Rainie）在《数字原住民入侵工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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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
“智能化”的电子设备已引起儿童浓厚的兴趣，当下学龄前儿童提早进入
到虚拟空间，且媒介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境，技术异化似乎在原来的基础上更
深层次地控制了“地球村”中的低龄人口。
IHS iSuppli（信息和数据分析公司）的全球平板电脑市场追踪报告显示，2012 年苹果

公司仍将轻松保持其在全球平板电脑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明年销量将增长 63%，截止

2016 年达到 3.604 亿台左右③。在强劲的销量背后，其用户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都

貌；第二部分为调查家长对儿童使用 iPad 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态度、用途、使用时间、儿童
使用时的情绪表现、对该产品的喜好程度等，深入认识学龄前儿童在家庭中使用 iPad 产

品的情况。在回收有效问卷并做统计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数据脱离了都市家庭语境，无
法表现深层动态事实。为此，笔者又根据幼儿园的人脉资源，进入家庭访问和参与观察
儿童运用新技术的现场情境，从而具体了解当下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如何使用新智能
产品。

市家庭。美国 6～12 岁儿童中，iPad 连续第二年成为最想要的节日礼物，其中 40%为面

向 5 岁以下儿童的应用 ④ 。在中国，iPad 等电子产品本身不仅是媒介工具，同时还是阶

层差距的象征，甚至成为炫富、攀比的标志，有调查显示“六成父母愿意买 iPad 哄孩子，
iPad 成为潮爸潮妈送给孩子的时尚礼物。”⑤媒体报道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儿童新宠的同

二、文献综述
“学龄前儿童”通俗的解释为尚未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本研究依照蒙台梭利在

时，也显示出对儿童过度钟爱此类产品现象的隐忧，
“iPad 宝宝”等新名词频见报端。目

《童年的奥秘》中对儿童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 3～6 岁的学龄前儿童。让·

（Goodnight iPad）谈到了儿童在计算机和电视机前花费时间太多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

于前运算阶段⑧，其主要特征在于儿童能够使用符号来表征物体和事件⑨。家庭环境是

前，国外一本模仿畅销儿童读物《晚安！月亮》（Goodnight Moon）的新书《晚安！iPad》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将儿童思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学龄前儿童的思维状况处
学龄前儿童成长的非常重要的环境。有效的家庭教育能够促进儿童习得社会生活的基

对家长做出提醒⑥。
信息技术连成的“地球村”并非美丽新世界，正如谢瑞（Sherry Turkle）在其论著《在

本规范，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独立自主能力，促进儿童个性的形成与发展。⑩
社会学者认为，儿童（child）和童年（childhood）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传播

一起：为什么我们寄予技术胜过彼此》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一
个陌生的世界”。人们时时在线，在网络空间中，传播新科技可以带来上万好友或粉丝，

学研究中，
“ 大众媒介与儿童”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四十年来，在大众传播领

人类却比以往更加孤独。荣格说：
“ 随着科学知性的增长，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非人性

域，已经产生了许多关于儿童媒介需要及其满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视、电子游戏机

化。人感到自己在宇宙中隔绝孤独，因为他不再卷入大自然，他失去了自己对自然现象

。西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20 年代，

和 MTV 等媒介上
由美国佩

恩基金会资助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当时广播和电视都尚未在社会中普及开来，电影是

的情感性‘无意识认同’。”⑦
可见电子智能技术风靡全球的表象背后蕴藏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新媒体技术并
非纯粹的积极能量释放。作为以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研究为职志的批判传

，

当时美国家庭娱乐的主要方式。此项研究被认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中的首个里程碑

也为日后的媒介与儿童研究定下了“效果研究”的基调。

播学者，有必要警示迷恋电子智能产品的果粉，关注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的宰制。尤需重

随着新的传播技术不断出现，国内外学者都开始将目光聚焦在信息技术与儿童的

视的是都市家庭儿童珍贵的情感维护与玩乐时光遭遇系列电子智能产品便捷性的娱乐

关系研究上。卡尔弗特《信息时代的儿童发展》一书可谓总结性论著，该书就从电子媒

控制与隐蔽性的商业剥夺。

介到新的信息技术，对目前已有的和即将出现的可能影响儿童生活的各种信息技术进

儿童的闲暇时光用在使用新的多媒体设备上，而目前对媒介与儿童问题的研究，始

 。卡尔弗特提醒读

行总结描述，并讨论了这些技术对父母、教师和政策制定者的意义

终囿于效果研究范式。笔者认为，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对信息劳工的研究，以及“玩

者不能对媒体影响儿童的问题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既不能过分推崇信息技术，也不能把

工”概念的提出，可以为更深入认识儿童与新媒体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打破技

信息技术视为魔鬼，她认为，信息技术对儿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信息技

术迷思。为此，笔者渴望通过都市儿童运用系列电子智能产品的研究，首先，体察中国

术。

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对新技术的使用状况；其次，深入探索新媒体技术与市场经济力量
如何重塑儿童的玩乐世界，从而引发学界和都市家庭对技术异化的低龄化问题的关注。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和入户访问与观察的方法，问卷主体是上海市 3～5 岁的

学龄前儿童群体，笔者选择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和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中大班、中班、
小班共 100 名儿童进行调查和观察。问卷内容第一部分为学龄前儿童家庭统计学意义

上的素描：通过调查家长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等角度勾勒出基本家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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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尔弗特较为温和中立的观点不同，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的作者唐·泰普斯科

特在《数字化成长 3.0》一书中，毫无保留地表达对信息技术的信任，他倡导全社会接受并

学会使用新的信息技术，从而创造出“创新的公司，开明的家庭，所有的公民都能参与其
。尽管其观点显得过于乐观，

中的民主社会，甚至是由网络连接成的新式社会”
但他却

指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对于出生和成长在信息社会中的儿童来说，信息技术确实如
空气一般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正如李瑞林（Lee Rainie）在《数字原住民入侵工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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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的 22 岁的大学生所言：
“我才是生活在数字世界中的人，把玩更多的设备，对我父

题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而《儿童媒介教育：批判力的视角》一文作者则认为，日益普及

民（digital immigrant）的讨论，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信息社会中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关系问题

 在此李峰指出，

天真本性，主体发生异化。 
在媒介环境中，儿童异化为“商品”
“ 劳动

《童年之死》一书总结了媒介与儿童议题论辩中鲜明的两极化观点。一方面有人认

学龄前儿童社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自我意识、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加社会环境

为，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媒体消解了儿童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从

 信息化时代，

与社会规范认知。
电子媒介已经成为了儿童生活的重要虚拟环境，儿童

而破坏了成年人的权威；另一面的观点认为，在媒体的使用上，出现了越来越宽的代沟，

花费大量时间用在看电视、玩视频游戏或者在电脑屏幕前与他人交往，这远远胜过他们

年轻人与父辈对新科技的体验不同，这种情况下，童年与成年人的界限不仅没有消失，



阅读图书的时间。

。围绕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和数字移

亲来说，那是工作；对我而言，这却是生活”

的大众媒介使得媒介环境有可能完全替代儿童的自然环境，从而导致儿童可能失去其

的关注。

。

力”、
“奴隶”

反而被加强了。不管持何种观点，技术进步改变的只是影响儿童的媒介技术形式，而对
于媒介与儿童关系的研究，却始终未能跳脱效果研究的范式限制。
与主流经验研究范式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意识到，受众在传播产业中付
出了容易被忽略的非物质劳动。1977 年，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

在既有的传播学研究传统中，对于儿童与媒介问题的研究，始终无法跳脱效果研究
的范式，在中国已然如此。近十五年来，大众传媒成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承担者，而大
 未能认识到同样作为受

众传媒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研究，则以道德社会化问题居多，

众，儿童与成人一样，已经被吸纳到整个传播产业的运作中来。对信息社会环境中“玩

点》一文中，提出“受众商品论”，并指出，媒体上免费提供给观众的内容只是用来吸引受

工”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论述中，这些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

众的免费小菜，媒介真正生产的是受众的注意力，通过将此种“产品”打包卖给广告商来

在玩网络游戏的年轻人身上，没能留意到学龄前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如帕金翰所说：
“一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

获利
原本的“受众”概念逐渐被“媒体使用者”身份所取代。使



直都是消费者，即使实际的购买权掌握在代表他们利益的父母手中。”

用者的能动性大大提高，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单向的信息传播。在新媒体语境中，斯麦兹

资本与技术无孔不入，儿童也无法逃离如此社会情境。本研究认为，儿童是一个社

的“受众商品理论”也应做新的理解，媒介使用者的“劳动”形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对媒介

会建构的概念，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信息技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家庭也不例

内容进行评论、转载等“再加工”和原创内容的生产。新技术发展促成了“受众商品”到

外。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传统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使用者创造内容”
（user-generate content，即生产消费合一）的转变。

从“受众”到“产消者”
（prosumer）的流变，引发了新一轮对传播过程中非物质劳动的

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个体家庭的意识和行为逐渐受市场运行状况和运行规律的
影响和支配。因此，在家庭的儿童观中，竞争和收益的意识就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

讨论。台湾学者冯建三在《传播、文化与劳动》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随着媒介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家庭中，有关儿童的智力投资以及未来的竞争意识，变得特别

术的不断更新，致使“使用者创生的内容”的意义远远超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产消

受技术迷思的影响，

突出和明显。
计算机技能成为家长培养孩子能力的重要方面。随

 。皮特森（Soren Mork Petersen）通过对使用者创造内容的价值的分析，

度进行分析 
指

设备占据。当以培养信息技能、提高媒介素养、辅助学习为理由，使儿童曝露在新媒体

者”等概念的指涉，并认为要把握“受众商品”新的蕴含，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文化角
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赋予使用者参与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为


许多公司提供了使用者创造出的内容搭便车的机会。

使用者创造价值的理念，具体到数字游戏产业的语境，就产生了“玩工”这一概念。
邱林川在《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一文中，将朱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敏锐

一词翻译为

洞察到的“play labour”
“玩工”，通过互联网玩游戏的人，在娱乐的同时提供

了一种免费劳动，这种免费劳动被用来帮助资本逻辑在新型网络社会中进行新一轮的


圈地运动。邱林川认为这种“玩工”是新型网络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邱林川，2009）。

电子媒介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间曾经紧

。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社会场景类型

。

密的联系
《童年消逝与儿童虚拟社区的兴起》

着以 iPad 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多媒体终端在社会的普及，儿童闲暇时光日渐被新媒体
面前时，他们得到的绝不仅仅是娱乐和计算机技能。
本研究意在将“玩工”
（play labour）的概念引入到儿童与媒介研究议题中，结合对上

海都市家庭中儿童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调查，考察资本推动下的技术，如何将儿童纳入
市场运作体系，并在技术迷思的掩盖下，将儿童培养成信息社会的技术驯服者、
“ 合格
的”消费者和低龄“玩工”，从而反思科技力量与市场经济如何侵蚀都市儿童的成长。

三、学龄前儿童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使用的实证研究
。iPad、

阶层特征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社会特征之一
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

吴良辉

分析电视或网络本身并不是导致童年消逝的真正原因，而是由于欠缺分级制。

目标消费群体比较集中在中高层收入群体。在上海，由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

认为虚拟社区中的游戏本身是一种体力和脑力竞技，可以促进青少年手眼互动、解决问

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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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的 22 岁的大学生所言：
“我才是生活在数字世界中的人，把玩更多的设备，对我父

题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而《儿童媒介教育：批判力的视角》一文作者则认为，日益普及

民（digital immigrant）的讨论，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信息社会中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关系问题

 在此李峰指出，

天真本性，主体发生异化。 
在媒介环境中，儿童异化为“商品”
“ 劳动

《童年之死》一书总结了媒介与儿童议题论辩中鲜明的两极化观点。一方面有人认

学龄前儿童社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自我意识、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加社会环境

为，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媒体消解了儿童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从

 信息化时代，

与社会规范认知。
电子媒介已经成为了儿童生活的重要虚拟环境，儿童

而破坏了成年人的权威；另一面的观点认为，在媒体的使用上，出现了越来越宽的代沟，

花费大量时间用在看电视、玩视频游戏或者在电脑屏幕前与他人交往，这远远胜过他们

年轻人与父辈对新科技的体验不同，这种情况下，童年与成年人的界限不仅没有消失，



阅读图书的时间。

。围绕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和数字移

亲来说，那是工作；对我而言，这却是生活”

的大众媒介使得媒介环境有可能完全替代儿童的自然环境，从而导致儿童可能失去其

的关注。

。

力”、
“奴隶”

反而被加强了。不管持何种观点，技术进步改变的只是影响儿童的媒介技术形式，而对
于媒介与儿童关系的研究，却始终未能跳脱效果研究的范式限制。
与主流经验研究范式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意识到，受众在传播产业中付
出了容易被忽略的非物质劳动。1977 年，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

在既有的传播学研究传统中，对于儿童与媒介问题的研究，始终无法跳脱效果研究
的范式，在中国已然如此。近十五年来，大众传媒成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承担者，而大
 未能认识到同样作为受

众传媒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研究，则以道德社会化问题居多，

众，儿童与成人一样，已经被吸纳到整个传播产业的运作中来。对信息社会环境中“玩

点》一文中，提出“受众商品论”，并指出，媒体上免费提供给观众的内容只是用来吸引受

工”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论述中，这些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

众的免费小菜，媒介真正生产的是受众的注意力，通过将此种“产品”打包卖给广告商来

在玩网络游戏的年轻人身上，没能留意到学龄前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如帕金翰所说：
“一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

获利
原本的“受众”概念逐渐被“媒体使用者”身份所取代。使



直都是消费者，即使实际的购买权掌握在代表他们利益的父母手中。”

用者的能动性大大提高，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单向的信息传播。在新媒体语境中，斯麦兹

资本与技术无孔不入，儿童也无法逃离如此社会情境。本研究认为，儿童是一个社

的“受众商品理论”也应做新的理解，媒介使用者的“劳动”形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对媒介

会建构的概念，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信息技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家庭也不例

内容进行评论、转载等“再加工”和原创内容的生产。新技术发展促成了“受众商品”到

外。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传统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使用者创造内容”
（user-generate content，即生产消费合一）的转变。

从“受众”到“产消者”
（prosumer）的流变，引发了新一轮对传播过程中非物质劳动的

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个体家庭的意识和行为逐渐受市场运行状况和运行规律的
影响和支配。因此，在家庭的儿童观中，竞争和收益的意识就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

讨论。台湾学者冯建三在《传播、文化与劳动》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随着媒介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家庭中，有关儿童的智力投资以及未来的竞争意识，变得特别

术的不断更新，致使“使用者创生的内容”的意义远远超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产消

受技术迷思的影响，

突出和明显。
计算机技能成为家长培养孩子能力的重要方面。随

 。皮特森（Soren Mork Petersen）通过对使用者创造内容的价值的分析，

度进行分析 
指

设备占据。当以培养信息技能、提高媒介素养、辅助学习为理由，使儿童曝露在新媒体

者”等概念的指涉，并认为要把握“受众商品”新的蕴含，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文化角
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赋予使用者参与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为


许多公司提供了使用者创造出的内容搭便车的机会。

使用者创造价值的理念，具体到数字游戏产业的语境，就产生了“玩工”这一概念。
邱林川在《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一文中，将朱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敏锐

一词翻译为

洞察到的“play labour”
“玩工”，通过互联网玩游戏的人，在娱乐的同时提供

了一种免费劳动，这种免费劳动被用来帮助资本逻辑在新型网络社会中进行新一轮的


圈地运动。邱林川认为这种“玩工”是新型网络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邱林川，2009）。

电子媒介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间曾经紧

。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社会场景类型

。

密的联系
《童年消逝与儿童虚拟社区的兴起》

着以 iPad 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多媒体终端在社会的普及，儿童闲暇时光日渐被新媒体
面前时，他们得到的绝不仅仅是娱乐和计算机技能。
本研究意在将“玩工”
（play labour）的概念引入到儿童与媒介研究议题中，结合对上

海都市家庭中儿童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调查，考察资本推动下的技术，如何将儿童纳入
市场运作体系，并在技术迷思的掩盖下，将儿童培养成信息社会的技术驯服者、
“ 合格
的”消费者和低龄“玩工”，从而反思科技力量与市场经济如何侵蚀都市儿童的成长。

三、学龄前儿童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使用的实证研究
。iPad、

阶层特征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社会特征之一
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

吴良辉

分析电视或网络本身并不是导致童年消逝的真正原因，而是由于欠缺分级制。

目标消费群体比较集中在中高层收入群体。在上海，由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

认为虚拟社区中的游戏本身是一种体力和脑力竞技，可以促进青少年手眼互动、解决问

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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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d、

一个主体即新中产阶层——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阶层 
iPhone 等受到这一群体

第一，学龄前儿童对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喜爱程度偏高；

为中年人，成立家庭具有一定消费水平，育有独生子女，并视其为“掌上明珠”。父母重

第三，父母对学龄前儿童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基本持赞同的态度；

、

的特征再现。这一阶层大多

的普遍青睐就是这一群体有着“时尚消费”
“符号消费”

视子女的教育，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加入当下技术产品的选择。对子女有较高的成才
期望，这在他们对新媒介技术产品上的使用和满足儿童要求方面均有所体现。
上海市杨浦区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爱德双语艺术幼儿园的学生家长主要来自大
学或是白领阶层，利于笔者洞察“知识分子”家庭的父母对儿童使用 iPad 的看法；本次调

第二，学龄前儿童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以玩游戏为主；

第四，家庭收入和父母学历水平较高者与对儿童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

态度方面存在相关关系。
（二）研究发现

1. 家长购买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意图及对儿童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

查一共发放问卷 100 份，两所幼儿园各 50 份，两所学校小、中、大班分别发放问卷为小班

子产品的基本态度

效问卷共回收 97 份。最后数据经过社会科学打包文件（spss）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分析

买，50%的家长选择了既为孩子也为自己购买。同时还有家长在问卷空白处写明，
“绝对

与情境的相适性，笔者再次联系家长，进入 10 户家庭进行访谈和参与观察，并在幼儿园

趣”两种考虑；为自己的购买者则集中在“追赶潮流，共享乔布斯迷思，对最新科技有着

10 份、中班 20 份、大班 20 份，由小朋友带回家中，父母填写后，幼儿园老师帮忙回收，有
结果显示出家长对儿童智能产品玩乐做出相当理性的时间控制，为了进一步确认数据
和小朋友进行交流，体察问卷不能再现的新技术动态使用场景。
（一）在开展调查前，研究者进行了四项研究假设
图 1：家庭购买 iPad 等电子产品的动机调查

分析显示，42.6%的家长选择了为自己购买新媒介产品，7.2%的家长选择为孩子购

不会单纯为孩子购买”。为孩子购买的家长基本出于“早教工具”和“为孩子生活增添乐

强烈兴趣”，占 72.8%。通过这一分析发现，这一阶层的家长对新技术有着比较强烈的追
赶趋势，这也契合了鲍德里亚所讲“符号消费”的特点（见图 1）。
2. 家长对孩子使用 iPad、iPhone 等产品的基本态度。

从分析结果看，对是否赞同使用 iPad、iPhone 等产品，家长基本保持开放的态度有

43.3%明确表示赞同儿童使用，42.3%表示无所谓，只有 14.4%的家长明确表示反对儿童

使用此类电子媒介。大部分家长认为使用 iPad 等电子产品对儿童正面影响大，占
65.3%；具体正面影响主要有“增长知识、开发智力”，比例达到 51.3%；有 36.3%的家长认

为可以为儿童提供娱乐，培养兴趣。涉及负面影响时，多数家长的担心在于儿童过于
“沉溺网络依赖技术”和“脱离实际，不善交流”两个方面，二者占有负面影响的比例为
85.2%。再者，51%家长认为，此类产品对儿童的成长不是特别重要，使用与否对儿童成
长不会造成影响；认为非常重要的家长只占 3.1%，35.4%的家长认为智能产品对儿童成

长比较重要，儿童应当适当的学习（见表 1）。总之，分析看出在上海，都市家庭生活中智

能电子媒介已经成为家庭空间中的重要媒介物，家长对儿童接触新兴数字产品基本保
持开放的态度，赞同儿童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并认为儿童使用此类产品的

有着积极的意义，儿童适当使用可以使其增长知识、开发智力。与此同时，家长普遍对
儿童可能会沉溺网络过于依赖技术，或者脱离现实不愿与人交流两个方面表示担忧。
从长远来看，多数家长认为 iPad、iPhone 等新技术产品在儿童的成长过程扮演着并不十

分重要的角色。由于这一年龄段的儿童在认知、思维、主动性等各方面的发展还完全依
赖于家长的监管，因此，家长对学龄前儿童的使用上存在十分重要的影响。
调查的结果显示出中国都市家庭中，尽管家长对新技术产品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
兴趣，并且积极使用 iPad、iPhone 等产品，但是在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游戏工具等的选择

和管理上表现出了理性的一面。一方面他们认为儿童媒介技能是融入社会必不可少的
工具。同时，涉及儿童早期教育时又表现出了难得的理智，对儿童使用的时间、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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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不会造成影响；认为非常重要的家长只占 3.1%，35.4%的家长认为智能产品对儿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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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电子媒介已经成为家庭空间中的重要媒介物，家长对儿童接触新兴数字产品基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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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积极的意义，儿童适当使用可以使其增长知识、开发智力。与此同时，家长普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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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的角色。由于这一年龄段的儿童在认知、思维、主动性等各方面的发展还完全依
赖于家长的监管，因此，家长对学龄前儿童的使用上存在十分重要的影响。
调查的结果显示出中国都市家庭中，尽管家长对新技术产品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
兴趣，并且积极使用 iPad、iPhone 等产品，但是在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游戏工具等的选择

和管理上表现出了理性的一面。一方面他们认为儿童媒介技能是融入社会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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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家长对儿童使用电子产品持有的态度调查
是否赞同使用

影响程度

具体正面影响

正面影响大： 增长知识：
65.3%
23.80%

赞同：43.3%
无所谓：42.3%

沉溺网络依赖技术：
50%

负面影响大： 开发智力：
34.7%
27.5%

脱离现实不善交流：
35.2%

提供娱乐：
27.50%

不赞同：14.4%

具体负面影响

损伤视力：4.5%

培养兴趣：8.8%
提高交际能力
及其他：12.6%

表 3：iPad 或 iPhone 吸引儿童的特点
产品对儿童
成长的重要程度
非常重要：3.10%
比较重要：
38.50%

不是特别重要：
51%

接触广告等不良信息： 一点也不重要：
4.5%
10.4%
以上全包括：5.7%

一般
不大喜欢
一点也不喜欢
总计

灵活轻便，
可以随身携带
进行人机互动
总计

0
无效
（Missing） 系统统计（System）

41.2

41.2

41.2

14

14.4

14.4

95.9

39

40.2

3

3.1

1

1.0

97

100.0

40.2
3.1
1.0

100.0

玩智力游戏

看视频
有效变量
（如动画片、电影等）
（Valid）
使用聊天工具（如腾
讯 QQ 等）
其他

3. 儿童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的具体情况调查

者感兴趣（见表 2）。在被问及儿童最感兴趣的特征时，63.7%的家长认为儿童最喜欢“各

种各样的游戏”。再者，
“ 进行人机互动”也是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因素，占总比例的
18.7%，
“触摸屏设计”这一特点对儿童的吸引力并没有对学龄前儿童产生非常大的吸引

2.2

80.2

63.7

17

17.5

18.7

91

93.8

100.0

1

1.0

1.0

1.1

5.2

78.0
98.9

100.0

6.2

100

有效百分比
频数
比率
（Valid
（Frequency）（Percent）
Percent）

学习网络课程

在儿童使用的过程中给予指导，并通过与儿童的交流来达到启发智力的教育目的。

不喜欢的仅有 4.1%。由此看来，几乎 90%以上的儿童都对这种新技术产品表示喜欢或

2.1

6

上网浏览网页

100.0

例占到 41.2%，比较喜欢的占 40.2%，一般情况的占 14.4%，在所有被调查中不大喜欢或

2

59.8

表 4：儿童的电子产品使用内容调查

99.0

总体来讲，学龄前儿童对 iPad 一类新媒介产品表示了极大的兴趣。非常喜欢的比

14.3

97

81.4

途、使用目的、喜爱程度、使用之后的心理、情绪反应等都十分清楚，并且多数家长还会

14.3

5

总计

40

13.4

1

全部都有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总百分比
（Frequency）（Percent） （Valid Percent）（Cumulative Percent）

比较喜欢
有效变量
（Valid）

有效变量
（Valid）

13
58

各种各样的游戏

总计

表 2：儿童对 iPad 或 iPhone 的喜爱程度调查

非常喜欢

触摸屏设计

总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Cumulative
（Frequency）（Percent）（Valid Percent）
Percent）

总计
无效
（Missing）

0

总计

67

69.1

73.6

3

3.1

3.3

2

2.1

2.2

10

10.3

11.0

5

5.2

5.5

91

93.8

100.0

97

100.0

4
6

4.1
6.2

4.4

总百分比
（Cumulative
Percent）
73.6
75.8
79.1
90.1
95.6

100.0

4. 学龄前儿童使用习惯的调查

在父母的监管之下，64.4%的学龄前儿童一次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时

力，仅占有 14.3%（见表 3）。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学龄前儿童对 iPad、iPhone 等智能终端

间一般在 10～30 分钟之间，33.3%的儿童使用时间在 30～60 分钟之间。同时，儿童使用

前儿童使用 iPad 等智能产品的最重要因素。

游戏的时间一般在 0～40 分钟之内，这一比例达到 80.9%。儿童用来看视频（如动画片、

比较喜欢，大多数在于这些设备上自带或者能够网上下载各种游戏。游戏始终是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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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家长对儿童使用电子产品持有的态度调查
是否赞同使用

影响程度

具体正面影响

正面影响大： 增长知识：
65.3%
23.80%

赞同：43.3%
无所谓：42.3%

沉溺网络依赖技术：
50%

负面影响大： 开发智力：
34.7%
27.5%

脱离现实不善交流：
35.2%

提供娱乐：
27.50%

不赞同：14.4%

具体负面影响

损伤视力：4.5%

培养兴趣：8.8%
提高交际能力
及其他：12.6%

表 3：iPad 或 iPhone 吸引儿童的特点
产品对儿童
成长的重要程度
非常重要：3.10%
比较重要：
38.50%

不是特别重要：
51%

接触广告等不良信息： 一点也不重要：
4.5%
10.4%
以上全包括：5.7%

一般
不大喜欢
一点也不喜欢
总计

灵活轻便，
可以随身携带
进行人机互动
总计

0
无效
（Missing） 系统统计（System）

41.2

41.2

41.2

14

14.4

14.4

95.9

39

40.2

3

3.1

1

1.0

97

100.0

40.2
3.1
1.0

100.0

玩智力游戏

看视频
有效变量
（如动画片、电影等）
（Valid）
使用聊天工具（如腾
讯 QQ 等）
其他

3. 儿童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的具体情况调查

者感兴趣（见表 2）。在被问及儿童最感兴趣的特征时，63.7%的家长认为儿童最喜欢“各

种各样的游戏”。再者，
“ 进行人机互动”也是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因素，占总比例的
18.7%，
“触摸屏设计”这一特点对儿童的吸引力并没有对学龄前儿童产生非常大的吸引

2.2

80.2

63.7

17

17.5

18.7

91

93.8

100.0

1

1.0

1.0

1.1

5.2

78.0
98.9

100.0

6.2

100

有效百分比
频数
比率
（Valid
（Frequency）（Percent）
Percent）

学习网络课程

在儿童使用的过程中给予指导，并通过与儿童的交流来达到启发智力的教育目的。

不喜欢的仅有 4.1%。由此看来，几乎 90%以上的儿童都对这种新技术产品表示喜欢或

2.1

6

上网浏览网页

100.0

例占到 41.2%，比较喜欢的占 40.2%，一般情况的占 14.4%，在所有被调查中不大喜欢或

2

59.8

表 4：儿童的电子产品使用内容调查

99.0

总体来讲，学龄前儿童对 iPad 一类新媒介产品表示了极大的兴趣。非常喜欢的比

14.3

97

81.4

途、使用目的、喜爱程度、使用之后的心理、情绪反应等都十分清楚，并且多数家长还会

14.3

5

总计

40

13.4

1

全部都有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总百分比
（Frequency）（Percent） （Valid Percent）（Cumulative Percent）

比较喜欢
有效变量
（Valid）

有效变量
（Valid）

13
58

各种各样的游戏

总计

表 2：儿童对 iPad 或 iPhone 的喜爱程度调查

非常喜欢

触摸屏设计

总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Cumulative
（Frequency）（Percent）（Valid Percent）
Percent）

总计
无效
（Missing）

0

总计

67

69.1

73.6

3

3.1

3.3

2

2.1

2.2

10

10.3

11.0

5

5.2

5.5

91

93.8

100.0

97

100.0

4
6

4.1
6.2

4.4

总百分比
（Cumulative
Percent）
73.6
75.8
79.1
90.1
95.6

100.0

4. 学龄前儿童使用习惯的调查

在父母的监管之下，64.4%的学龄前儿童一次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时

力，仅占有 14.3%（见表 3）。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学龄前儿童对 iPad、iPhone 等智能终端

间一般在 10～30 分钟之间，33.3%的儿童使用时间在 30～60 分钟之间。同时，儿童使用

前儿童使用 iPad 等智能产品的最重要因素。

游戏的时间一般在 0～40 分钟之内，这一比例达到 80.9%。儿童用来看视频（如动画片、

比较喜欢，大多数在于这些设备上自带或者能够网上下载各种游戏。游戏始终是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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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儿童使用电子产品与父亲学历关系

父亲学历

使用 iPad
或 iPhone 玩游戏
时间

天放学回家可以自由使用 iPad，上网、玩游戏等。晚饭前，父母忙于家务基本不会管

父亲学历

使用 iPad 或 iPhone 玩游
戏时间

皮尔森相关系数
（Pearson Correlation）

1

-0.227*

N

97

94

Sig.（2-tailed）

皮尔森相关系数
（Pearson Correlation）

-0.227*

N

94

Sig.（2-tailed）

0.028

0.028
1

94

电影等）占 10.3%，
“学习网络课程”一项，仅占 3.3%（见表 4）。由此，可以看出，学龄前儿

童每天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时间没有预期假设的多，这主要在于家长对

此有明显的控制意识，使得儿童只能在规定时间使用，从而能够有效控制儿童接触此类
产品，以避免对其产生不良影响。
4. 父母学历与儿童玩游戏时间之间的相关度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父亲学历”与“学龄前儿童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

他。晚饭过后家长则忙自己的工作，孩子继续用 iPad 玩游戏。张元同学每天使用 iPad
的时间大概是两个半小时。

案例 2，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大班，Alice 和 Joe（化名）：两位女同学是邻居，由于父母

工作比较忙，所以两人几乎每天放学回家都会聚在一起玩 iPad 游戏或上网逛淘宝。尽
管只有 6 岁，二人已经可以熟练掌握网购技巧，并经常自己在淘宝网上买东西。

案例 3，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中班，许小宁（化名）：不太喜欢 iPad，用过一个月之后

就不再玩了。现在只是偶尔用它看电子书，但是由于家长担心对眼睛不好，所以几乎不
用。小宁说自己每天放学回去也很少看电视，大部分时间是看书、做运动，再就是父亲
陪着练习象棋。
案例 4，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小班，黄凯（化名）：iPad 是父母为自己买的生日礼物。

自从有了 iPad 之后几乎不看电视。每天回家用 iPad 看动画片，玩切水果游戏，或者在网
上下载其他游戏。每天睡觉时会将 iPad 放在枕头边，否则会睡不着。

品玩游戏时间”相关，二者是负相关系。父亲学历越高，允许儿童使用其玩游戏的时间

通过对儿童使用情况的观察以及访谈，笔者发现在避开家长陪伴，单独和儿童面

越短。反之，学历越低，则时间越长。家长学历对儿童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产品玩游

谈，小孩子们畅所欲言，坦率说出对 iPad 等智能电子产品的好奇与迷恋。比如，若干孩

戏的时间上会产生一些影响。
（见表 5）

总之，通过问卷调查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当下中国的都市家庭环境中，尽管家长对

最新科技产品保持较高关注度，追求“时尚科技”，但是在学龄前儿童的新媒介产品使用
方面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和理性的管制，他们有意识地控制学龄前儿童使用时间，在使用
过程中积极引导儿童科学的使用新媒介产品。近期，西方媒体上不断爆出有关儿童迷
恋 iPad、iPhone 等电子产品的负面消息。与国外家庭相比，中国都市家庭表现出一定的
理性和客观性。在调查可及的范围内几乎没有发现“iPad 宝宝”等现象。

透过实证数据结果，笔者发现都市知识与白领家庭对儿童玩乐新技术产品的理性
控制。但问卷形式过于单一，为此，笔者回到日常生活的动态语境，直接选取 10 个家庭
进行入户访问与观察，从而弥补貌似客观的静态数据的不足。

当笔者深入家庭的实际访谈和观察却又发现实际情况比问卷调查的结果严重得
多。这就说明问卷的远距离调查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左右而未能如实再现儿童与电子智
能产品的关联，家长替代儿童填写表格渗透了自己的主观顾虑。比如担心老师对孩子
印象不良就尽量让问卷再现的内容表现出乖孩子的言行等。

子透露出自己的小秘密，睡觉前和家长讨价还价的条件就是允许其再玩多少时间的
iPad 游戏。孩子们看见大家都玩这些产品，觉得自己理应也是玩乐群体的一员。而且，
家长也喜欢用 iPad 和手机，晚餐后各自看电子产品，家庭交流十分有限。孩子缠家长讲

故事或玩乐游戏时，家长习惯同意孩子玩乐智能产品，解放自己免于被孩子捆绑。孩子
们还谈到现在很多儿童商店最吸引人的营销广告就是抽奖 iPad，访谈中的一个孩子就
是 2011 年通过抽奖获得 iPad，作为奖品，孩子爱不释手，甚至睡觉也放在枕头边。

调查问卷数据也显示，学龄前儿童对 iPad、iPhone 等智能产品都有极大的兴趣，普遍

喜欢这些新科技产品，且主要用其来玩游戏，游戏过程中投入程度很高，79.8%的儿童比

较投入乃至非常投入，全神贯注。且当家长规定时间拿走设备时，78.9%学龄前儿童会

有情绪上的反应，特别是儿童投入性极高时，儿童会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不满或者
不高兴。以上案例也可看出，iPad 甚至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过去电视所担负的保姆（Babysitter）的角色，儿童沉迷游戏、网上消费等现象也存在，可见，国外的 iPad 宝宝现象在中
国家庭中同样存在。

对学龄前儿童而言，感觉、思维、认知方面皆处于从自然性向社会性的发展过程
中。新媒介技术进入家庭，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使之主动参与和进入虚拟网络空间的

案例 1，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大班，张元（化名）：表现积极热情，非常喜欢 iPad。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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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可能。许多家长以有助于儿童早期教育的名义让儿童自主使用媒介产品，新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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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儿童使用电子产品与父亲学历关系

父亲学历

使用 iPad
或 iPhone 玩游戏
时间

天放学回家可以自由使用 iPad，上网、玩游戏等。晚饭前，父母忙于家务基本不会管

父亲学历

使用 iPad 或 iPhone 玩游
戏时间

皮尔森相关系数
（Pearson Correlation）

1

-0.227*

N

97

94

Sig.（2-tailed）

皮尔森相关系数
（Pearson Correlation）

-0.227*

N

94

Sig.（2-tailed）

0.028

0.02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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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等）占 10.3%，
“学习网络课程”一项，仅占 3.3%（见表 4）。由此，可以看出，学龄前儿

童每天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时间没有预期假设的多，这主要在于家长对

此有明显的控制意识，使得儿童只能在规定时间使用，从而能够有效控制儿童接触此类
产品，以避免对其产生不良影响。
4. 父母学历与儿童玩游戏时间之间的相关度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父亲学历”与“学龄前儿童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

他。晚饭过后家长则忙自己的工作，孩子继续用 iPad 玩游戏。张元同学每天使用 iPad
的时间大概是两个半小时。

案例 2，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大班，Alice 和 Joe（化名）：两位女同学是邻居，由于父母

工作比较忙，所以两人几乎每天放学回家都会聚在一起玩 iPad 游戏或上网逛淘宝。尽
管只有 6 岁，二人已经可以熟练掌握网购技巧，并经常自己在淘宝网上买东西。

案例 3，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中班，许小宁（化名）：不太喜欢 iPad，用过一个月之后

就不再玩了。现在只是偶尔用它看电子书，但是由于家长担心对眼睛不好，所以几乎不
用。小宁说自己每天放学回去也很少看电视，大部分时间是看书、做运动，再就是父亲
陪着练习象棋。
案例 4，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小班，黄凯（化名）：iPad 是父母为自己买的生日礼物。

自从有了 iPad 之后几乎不看电视。每天回家用 iPad 看动画片，玩切水果游戏，或者在网
上下载其他游戏。每天睡觉时会将 iPad 放在枕头边，否则会睡不着。

品玩游戏时间”相关，二者是负相关系。父亲学历越高，允许儿童使用其玩游戏的时间

通过对儿童使用情况的观察以及访谈，笔者发现在避开家长陪伴，单独和儿童面

越短。反之，学历越低，则时间越长。家长学历对儿童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产品玩游

谈，小孩子们畅所欲言，坦率说出对 iPad 等智能电子产品的好奇与迷恋。比如，若干孩

戏的时间上会产生一些影响。
（见表 5）

总之，通过问卷调查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当下中国的都市家庭环境中，尽管家长对

最新科技产品保持较高关注度，追求“时尚科技”，但是在学龄前儿童的新媒介产品使用
方面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和理性的管制，他们有意识地控制学龄前儿童使用时间，在使用
过程中积极引导儿童科学的使用新媒介产品。近期，西方媒体上不断爆出有关儿童迷
恋 iPad、iPhone 等电子产品的负面消息。与国外家庭相比，中国都市家庭表现出一定的
理性和客观性。在调查可及的范围内几乎没有发现“iPad 宝宝”等现象。

透过实证数据结果，笔者发现都市知识与白领家庭对儿童玩乐新技术产品的理性
控制。但问卷形式过于单一，为此，笔者回到日常生活的动态语境，直接选取 10 个家庭
进行入户访问与观察，从而弥补貌似客观的静态数据的不足。

当笔者深入家庭的实际访谈和观察却又发现实际情况比问卷调查的结果严重得
多。这就说明问卷的远距离调查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左右而未能如实再现儿童与电子智
能产品的关联，家长替代儿童填写表格渗透了自己的主观顾虑。比如担心老师对孩子
印象不良就尽量让问卷再现的内容表现出乖孩子的言行等。

子透露出自己的小秘密，睡觉前和家长讨价还价的条件就是允许其再玩多少时间的
iPad 游戏。孩子们看见大家都玩这些产品，觉得自己理应也是玩乐群体的一员。而且，
家长也喜欢用 iPad 和手机，晚餐后各自看电子产品，家庭交流十分有限。孩子缠家长讲

故事或玩乐游戏时，家长习惯同意孩子玩乐智能产品，解放自己免于被孩子捆绑。孩子
们还谈到现在很多儿童商店最吸引人的营销广告就是抽奖 iPad，访谈中的一个孩子就
是 2011 年通过抽奖获得 iPad，作为奖品，孩子爱不释手，甚至睡觉也放在枕头边。

调查问卷数据也显示，学龄前儿童对 iPad、iPhone 等智能产品都有极大的兴趣，普遍

喜欢这些新科技产品，且主要用其来玩游戏，游戏过程中投入程度很高，79.8%的儿童比

较投入乃至非常投入，全神贯注。且当家长规定时间拿走设备时，78.9%学龄前儿童会

有情绪上的反应，特别是儿童投入性极高时，儿童会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不满或者
不高兴。以上案例也可看出，iPad 甚至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过去电视所担负的保姆（Babysitter）的角色，儿童沉迷游戏、网上消费等现象也存在，可见，国外的 iPad 宝宝现象在中
国家庭中同样存在。

对学龄前儿童而言，感觉、思维、认知方面皆处于从自然性向社会性的发展过程
中。新媒介技术进入家庭，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使之主动参与和进入虚拟网络空间的

案例 1，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大班，张元（化名）：表现积极热情，非常喜欢 iPad。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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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品伴随他们成长。
正如，
《童年的消逝》中描述的电视媒介进入家庭空间以后，对儿童与成人之间关系
的打破、对儿童成长环境产生影响一样，iPad、iPhone 等智能产品进入家庭本身会对儿童

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的成长带来更多的虚拟性、数字化。这不仅是“童年的消逝”，更意味
着儿童遭受技术异化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他们玩 iPad、iPhone，同时智能电子产品也形
塑着儿童感知世界的方式。

 。笔者在儿童家中的观察中发现，

用者的无墙监狱
孩子使用 iPad 相当娴熟，他们准确

地知道如何开始游戏，其中张元喜欢一款小型连续性游戏，每次的内容不同，且玩过之
后可以自动保存以确保下一次继续进行。张元告诉笔者，他很期待每天从幼儿园回家，
“因为那就可以和他的宝贝一起战胜魔鬼了。”卢梭在《爱弥尔：论教育》中主张，这一阶
 然而，

段儿童应享受天赋的自由。
新媒介产品作为替代性保姆出现在儿童生活之中，
中

却为儿童成长环境增添了另一种远非自由的因素。劳伦斯·莱斯格已在《免费文化》

指出，互联网和新媒介技术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一个自由的新世界，自由和创造力在这个

四、
“指尖上世界”：儿童的数字化生存

虚拟的空间无时不在遭受着技术变革和市场的威胁。莱斯格在《免费文化》中看到了商
业团体操纵法律和技术，禁锢文化，压制创新、自由文化和人类的数字权利并没有在所谓

蒙台梭利认为，自然在儿童 3 岁时划了分界线，儿童在 3 岁以后便开始有意识地吸收

的开放代码空间中得到应有的保障。文化是文化工业模式下的标准化复制产品，它使得

iPhone 等电子化智能产品产生浓厚的兴趣，儿童的好奇心与电子产品五光十色的图像之

用。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控制创意的权力空前集中在“媒体巨头”手中。他们限定我们

甚至孩子会问，

环境。”
电脑是不是活的，它们与人的思维方式有何不同，在智能电子产

儿童虚拟游戏开发是当前网络游戏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为商家带来巨大的利润。

 依据笔者问卷调查数据，

环境。 
以及深入的观察和访谈，发现学龄前儿童在对 iPad、

艺术的形式发生转变，艺术的否定性被压抑，转向肯定性的维护或刺激商业需求的作

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融合。他们“全身投入或漫不经心进入有如空气与阳光般的传媒

。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们锁定文化，并支配创造力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品时代，人区别于其他的特殊之处是什么？

皮亚杰指出 2～7 岁是儿童早期，随着对语言的掌握，儿童心理的发展也受到影响。

伴随行动社会化开始，思维也开始发展，最重要的是行动本身开始内化。随着语言的出
 当下时尚电

现，幼童要面对两个密切相连的新世界：社会的世界和内心的表象世界。

子智能产品消费日盛，并且毫无阻碍地进入到儿童成长的私人家庭空间，儿童的闲暇时
光在把玩新技术产品中溜走。同时，其思维的发生和延展、语言的习得和运用都在屏幕
中被数字化的影像和符号所塑造。杰妮弗（Jennifer Ann Hill）在《险象丛生的童年：消费

 中指出，

主义如何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认同》
无所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裹挟下的消费

而网络游戏市场目前并无严格分级，即便是 iPad 自带游戏，其对儿童智力开发、思维发

展的有用性也值得商榷，例如一些儿童在访谈中提到的“切水果”游戏。这名为“水果忍
。新媒介

者”的游戏软件自产生来引起玩家极大追捧，而它的最大亮点竟然是“简单”

产品的智能化使得儿童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和范围大大拓展，儿童每日使用 iPad，其触

摸的是一个个的商品，数字化游戏内在的商品逻辑并不为儿童所察觉，然而那些五光十
色的图像却塑造了儿童的思维和感知，并使他们成为网络世界的幼小玩工。
儿童的心理在两架不同的织布机上编织出来：一层是主观性、欲望、游戏和幻想层，
下面一层为客观性、言语、逻辑观念层。学龄前儿童的心理层处于第一层次，以自我为

主义力量扩展到全球，许多儿童被剥夺了“完整的”童年，他们作为儿童的一系列与成人

 学龄前儿童在屏幕上简单拨弄手指让虚拟的水果汁四溅并不能对培养健全的

中心。

世界不同的需求也被剥夺。传播技术的发展是当代儿童过度沉浸在消费主义文化中的

思维方式、提高行动能力有任何的帮助。

重要因素。并且，女孩子尤其成为许多商家锁定的营销目标，通过他们的产品将自己塑

 。技术通过物质

海德格尔在《技术之追问》中分析了技术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造成“理想型的女性”。案例 2 中，Alice 和 Joe 利用 iPad 网购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

化、齐一化、功能化、主客两极化、谋算、贯彻和统治、生产和加工进而耗尽和替代来展现

她们熟稔网络消费的模式，并且观摩网店中的女生形象，在这一标准下选择自己的“宝

人之外的一切对象。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即“限定”和强求。技术将一切对象化的同

贝”。

时，作为主体的人也被对象化。
“由于技术生产，人本身和他的事物遭受到日益增长的危

儿童使用新媒介产品玩网络游戏，这同时也培养了其在某一游戏社群中的身份认
同。儿童在互动游戏中遵循游戏空间的规则，他们处于数字“游戏生活（play for a liv-



险，即成为单纯的物质，成为对象化的功能。”

在冰冷的数字化虚拟空间中，儿童触摸不到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温度，触摸不出健全

ing）”的状态。学龄前儿童过早进入虚拟世界，尽管他们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原住民，但是

的人格，更触摸不出自然中美丽的风景，更遑论滋养出美丽的心灵。这只能使儿童在眼

数字化生活中遵循着资本和技术的逻辑律。孤立的个体原住民必须以服从游戏世界中

花缭乱间成为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的对象物”，在此，不是儿童使用媒介，而是媒介主

的规则为前提。

导儿童。技术成为限定儿童思维的“座架”。儿童也成为了媒介产业链上驯服的低龄劳

麦克卢汉认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改
 。对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温顺的接受使媒介成为囚禁其使

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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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品伴随他们成长。
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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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儿童家中的观察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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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笔者问卷调查数据，

环境。 
以及深入的观察和访谈，发现学龄前儿童在对 iPad、

艺术的形式发生转变，艺术的否定性被压抑，转向肯定性的维护或刺激商业需求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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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情感交流与维护：家庭理性中的另一个向度
真实、

卢梭曾经说过：
“家庭生活的乐趣是抵抗社会风气毒害的最好良剂。”
爱、温

后果（the ideological ramifications of this change）。

学者担心的是，在信息传播技术允许大众自我生产乐趣和休闲，成为商品被不断生

暖、不孤独——始终是人类情感需求的主体。
“ 科技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只有我

产和消费。事实上，这意味着，媒介生产者的数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数量有



们自己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

关，导致一种新的“产消合一”的劳动形式。而根据笔者的调查，尽管部分父母对儿童使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空间，父母对学龄前儿童的社会化教育承担着重要责任。
一文指出，

《消费主体在媒介语境下的生存状态》
消费主体在媒介语境中处于驯化的被

动性，解码的多元性，以及单维化、非我化状态，但同时，消费主体也具有主体重构、时间
流整合、大众驯化的自我强制特征。从实证数据结果中看出，中国都市家庭中的家长对
孩子接触 iPad、iPhone 等电子产品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并且能够理性安排儿童使用媒介

用媒介产品的理性控制，然而，在市场和技术的双重侵蚀下，父母本身作为媒介使用者
其自身的使用习惯，以及在家庭中的媒介使用情况，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儿童的使用
习惯。情感维护的力量却显得非常微弱。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指出的：
”

“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流行
，当前社会

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技术产品，它为人类的虚假需要提供了充分的选择，而这喧嚣

产品。时间限制、陪同使用、实时监督是家长普遍采用的三种方式。这似乎契合安德

的科技恰恰导致人们一味的迎合和欢呼。他们看不到“技术的秩序同时包含着政治和

鲁·芬伯格所讲到的“主动性”，面对技术，个人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在服从技术控制的情

 。正如梭伦（Soren Mork Petersen）

 分析的那样，

知识上的协调”
网络空间资本的再生

邵璀菊所指出的：
“人类只要针对产生技术异化的技术、主题和社会等根源寻求对策，技

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

 。因此，

况下，个体的人可以用富于创造性的新颖方式使用技术装置和技术系统
正如


术异化是完全能得以遏制或弱化的”。

产依靠媒介使用者的自我生产机制。

。媒介技术更新并进入家庭，

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
使

但是另一方面，在入户访问以及观察的过程中，笔者也看到有些家庭的儿童基本是

得儿童和家长同时生活在一个虚拟环境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以智力开发、娱乐休闲

自由使用 iPad 的产品，母亲忙于做晚饭，饭前半小时基本属于孩子自由玩乐，他熟练地

的名义，在数字化产品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信息的活动，作为消费者的数据则有可能在

在幼儿园与儿童交流时得到的情况相似。

子化“全景监狱”。

使用 iPad 上网，自行下载网络游戏，安装成功后全神贯注地玩游戏。这种情况在笔者与

网络空间中被商品化处理。已有学者指出，当代信息技术的数据库正是信息社会的电

中文互联网数据中心 2012 年 5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平板越来越成为我们生

因此，笔者以为，尽管情感对维护儿童成长的环境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然而父母

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在加速向低年龄的儿童渗透。2012 年 1 月，美国成年人 1 / 5

对新技术产品的真正意图并没有深入地了解，有限地使用引导几乎不能起到彻底的改

平板的家庭中，7 / 10 的孩子用过平板。77% 的孩子会用平板玩游戏；77% 的家长认为

所言的开创一种新的劳动与休闲之间的关系，而成为非异化的劳工（non-alienated la-

拥有平板。22% 的家长会给孩子一个智能手机、iPod 或者 iPad，以便自己去做事。拥有

变作用。如何培养儿童在新媒介产品使用中的独立意识，并如 朱利安（Julian Kücklich）

。而英国科技公司

平 板 对 孩 子 有 益 ；77% 的 家 长 认 为 平 板 会 促 进 孩 子 的 创 造 力 

bour）。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难又意义重大的任务。而作为批判学者，提高消费者的警

（Westcoastcloud）发表最新调查报告，每 10 位英国儿童中，就有一位有自己的 iPhone；5%
。

的小学生已经拥有自己的 iPad

惕，揭示背后的本质是其根本职责。

（二）儿童玩工与新媒体技术的全球市场拓展

信息时代，媒介和讯息就像我们的皮肤，苹果产品风靡全球，其专卖店遍布国际都

在国人趋之若鹜地成为果粉时，笔者作为批判传播研究的学者，有责任警醒大众体

市。作为孩子的父母一方面受到时尚技术潮流的影响，他们对媒介产品背后的本质特

悟新技术无论是以娱乐为名，还是以启蒙智力为担当，揭示其作为资本积累的核心垄断

征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并且无论工作还是娱乐都在网络上进行，成人已经活在一个技术

力量如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勾连，电子智能产品如何在全球找寻有丰富空余时间的免费

构建的虚拟空间中，尚不自知；另一方面对儿童使用 iPad 等电子智能化产品潜在的影响

劳工，以及这些产品本身如何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进行全球流水线的生产。苹果

也并无客观科学的认识。许多家长本身便对这类新媒介产品有着强烈的喜爱。新媒介

一方面标榜为信息时代的“人性化”标杆，另一方面却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廉价成本进行生

技术带来的“自由”表象令普通民众保持了高度开放的态度。朱利安（Julian Kücklich）指

产，再以高价出售到不同国家市场赚取利润。一方面，中国消费者对高科技产品趋之若

的不被付酬劳工的创造者身份。他提醒人们注意在娱乐行业，工作和玩乐的关系发生

。另一方面，

年第二季度，苹果 iPad 中国区销售额更是高达 79 亿美元
中国底层的劳工

出，在数字游戏产业中，作为一种休闲娱乐的参与式创造性游戏方式遮蔽了作为不稳定
当下，

了变化，并正在产生一种“玩工”的混合体。
都市家庭中的家长并不能很好地意

识到在创意性产业中工作和娱乐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背后所产成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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鹜。如 2012 年 1 月 13 日，苹果 iPhone 4S 登陆中国内地市场，国人彻夜排队购买

却在“血汗工厂”中夜以继日地为苹果公司组装元件。2012 年 1 月 26 日，
《纽约时报》A1
。

版头条披露苹果在中国组装 iPad 和 iPhone 的工厂剥削工人的现象
□
193

播

与

网

络

2013/01

开

放

时

代

传

（一）家庭情感交流与维护：家庭理性中的另一个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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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牢牢掌控核心技术的跨国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最低成本生产出

。苹果的

和扩大；而技术给扩张性的政治权力提供巨大的合法性
“迷思”恰恰就是这样

高科技的产品，转而却又在中国的消费市场上高价销售这些时尚科技产品。技术侵入

的一种将人带入虚拟情境并使其乐在其中的玻璃房，看似透明却让生活其中的人无处

中产家庭，资本吞噬低龄劳工。而低龄儿童对此类电子产品的过早使用却在一定程度

遁逃。如何惊醒大众打破时尚技术的迷思，防止技术异化低龄化的蔓延，并引导都市家

上为之培养了新一代的“玩工”，技术和资本的双重力量塑造了现代都市家庭的感情维

庭中的家长慎重地培养儿童的技术观念、使其得到科学的社会化情境之中，从而使媒介

护途径与娱乐休闲模式。

技术的发展真正成为自由解放的力量，这是数字化时代的学者需要不断追问和警示的

“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在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利

问题。

益，总是要用技术来设计它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这就使得‘统治’的某些目的
吉里

和利益不是后来的和从外面强加于工艺的，而是早已渗透进技术设备的构造中。”

*本论文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主持的 2012 年国家社科课题“新媒体与都市

一书中分析了 iPhone 产品如何击败其他对手，

德（Gerard Goggin）在《全球移动媒体》
以

儿童研究”
（项目编号：12BXW039）与 2012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课题“传播

费者的心理需求为导向，并施以“人性化”的营销策略。一系列产品即在某种程度上实

985 三期“新媒体、新修辞与大众文化的变迁”
（项目编号：11PJC034）的系列成果之一。

及怎样塑造了即时通讯技术、受众和创新之间融合的新阶段。苹果的创新是以迎合消
现了人体的延伸，同时技术也将人限定为“对象物。”

新科技、性别政治与现代中国都市文化变迁”
（项目编号：12JJD860001），以及复旦大学

“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不仅成了创造用来安抚和满足目前存在的潜力的主要
信息时代的传播

生产力，而且成了脱离群众而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技术，使得全球各地的民众在网络空间中聚合。社交网络的发展以及智能手机、iPad 等

注释：

换为商品再出售。劳工和休闲之间的界限模糊使得民众意识不到自己处于被销售的状

②［美］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 页。

随身产品的便携性，导致大众处于永久性在线状态，而大众自我生产的机制却同时被转
态，他们只是觉得在虚拟空间中找到了现实世界不曾有过的自由和民主。
“ 在发达工业
社会中，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形式，这些生活形式
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


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所有抗议。”

新媒介产品侵入家庭空间，学龄前儿童在数字游戏中成长。无论学校还是家庭都
在为培养儿童的电子技术技能而营造良好环境。媒介产品、传播内容的商品化逻辑借
由技术之便深入到儿童成长空间。他们在盲目崇信技术的同时却忽略了附着其上的负
面因素。这有可能使得儿童反思与交流能力的萎缩，甚至演化成为依赖傻瓜机器的指
尖触屏高手，思维创新的低能儿。
“地球村”中的儿童在苹果技术的“迷思”与崇拜中，存
在着失去多样性文化环境的危险。甚至，都市家庭可能逐渐演化为苹果的消费商场，儿
童“玩工”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
且有充裕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垄断资本与新技术的圈地运动已经深入家庭与年幼的
孩童。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指出：
“在城市化中，目的理性
活动的类型涉及生活方式的选择。社会的不断‘合理化’是同科技进步的制度化联系在
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

一起的。”
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

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
 。今天，

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
统治不仅借助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永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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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转引自 Rhoda Alexander：
《没有对手：2012 年苹果仍将是平板电脑销量冠军》，21IC 中国电子网，
http：//www.21ic.com/news/ce/201205/121437.htm，2012 年 5 月 11 日访问。

④ 转 引 自《美 国 儿 童 普 遍 沉 迷 iPad，引 发 家 长 忧 虑》，新 浪 科 技 ，http：//tech.sina.com.cn/it/pad/
2011-11-28/15596394311.shtml ，2011 年 11 月 28 日访问。

⑤转引自《六成父母愿意买 iPad 哄孩子》，39 育儿频道，http：//baby.39.net/a/2012313/1989720.html，
2012 年 3 月 13 日访问。

⑥转引自《越来越多儿童沉迷 iPad 不利于健康成长》，网易科技，http：//tech.163.com/mobile/11/1202/
137K97UBRU001165GO.html，2011 年 12 月 2 日访问。

⑦肖锋：
《喧嚣的孤独》，载《新周刊》总第 369 期，第 32 页。

⑧罗伯特·V·卡尔：
《儿童与儿童发展》，周少贤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7 页。
⑨同上，第 202 页。

⑩张明红：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3 页。
卜卫：


《关于儿童媒介需要的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 年第 3 期。

［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


《大众传播学研究的里程碑》，刘海龙泽，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桑德拉·L·卡尔弗特：


《信息时代的儿童发展》，张莉、杨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美］唐·泰普斯科特：


《数字化成长 3.0》，云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 页。
 Lee Rainie，


“Digital‘Natives’Invade the Workplace，”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Septermber 2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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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12BXW039）与 2012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课题“传播

费者的心理需求为导向，并施以“人性化”的营销策略。一系列产品即在某种程度上实

985 三期“新媒体、新修辞与大众文化的变迁”
（项目编号：11PJC034）的系列成果之一。

及怎样塑造了即时通讯技术、受众和创新之间融合的新阶段。苹果的创新是以迎合消
现了人体的延伸，同时技术也将人限定为“对象物。”

新科技、性别政治与现代中国都市文化变迁”
（项目编号：12JJD860001），以及复旦大学

“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不仅成了创造用来安抚和满足目前存在的潜力的主要
信息时代的传播

生产力，而且成了脱离群众而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技术，使得全球各地的民众在网络空间中聚合。社交网络的发展以及智能手机、iPad 等

注释：

换为商品再出售。劳工和休闲之间的界限模糊使得民众意识不到自己处于被销售的状

②［美］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 页。

随身产品的便携性，导致大众处于永久性在线状态，而大众自我生产的机制却同时被转
态，他们只是觉得在虚拟空间中找到了现实世界不曾有过的自由和民主。
“ 在发达工业
社会中，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形式，这些生活形式
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


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所有抗议。”

新媒介产品侵入家庭空间，学龄前儿童在数字游戏中成长。无论学校还是家庭都
在为培养儿童的电子技术技能而营造良好环境。媒介产品、传播内容的商品化逻辑借
由技术之便深入到儿童成长空间。他们在盲目崇信技术的同时却忽略了附着其上的负
面因素。这有可能使得儿童反思与交流能力的萎缩，甚至演化成为依赖傻瓜机器的指
尖触屏高手，思维创新的低能儿。
“地球村”中的儿童在苹果技术的“迷思”与崇拜中，存
在着失去多样性文化环境的危险。甚至，都市家庭可能逐渐演化为苹果的消费商场，儿
童“玩工”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
且有充裕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垄断资本与新技术的圈地运动已经深入家庭与年幼的
孩童。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指出：
“在城市化中，目的理性
活动的类型涉及生活方式的选择。社会的不断‘合理化’是同科技进步的制度化联系在
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

一起的。”
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

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
 。今天，

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
统治不仅借助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永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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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珠娣

为什么如此多的民族群众会致力于生产一个有边界、规范化、理论充
足有效、属于他们自己的医药传统，以及一个主要利用地域优势（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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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本地周边的大山上采野生草药）的医疗系统？至少我们认为
这种努力既与发展旅游经济不同，也与体制化所带来的社会优势（譬
如获得正规工作机会及职位）有区别。我们更愿意将这些医学活动
家们放置在一个长时段的时间性之中：他们将医疗传统的传承视为
肩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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