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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在美国袁博客已经成为一个颠覆传统媒体的准媒体袁并在政治生活中担任着重要角色袁而中国的博
客却不断地受到色情化和商业化的侵蚀遥 政府的态度和操作理念的正确与否往往在技术的发展顺利与否
当中担当有力的角色袁博客也毫不例外遥 博客应建立多元的文化袁以及具有政治意义的公共空间袁尽可能
地免受商业化的污染遥 美国博客体现出来的是理性尧知识自由的文化精神袁而中国的博客却集中体现消费
主义与媒介炒作的共谋遥 最后袁从国家政策尧传统媒体行为尧商业前途等方面为中国博客的发展提出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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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圆园 世纪 怨园 年代中期袁 国际互联网的商业化浪潮席卷全世界袁 互联网上的通讯交流工具也层出不
穷袁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变迁遥 正如大名鼎鼎的网络研究专家曼纽尔窑卡思特所说院野电脑中介沟通
可能会是强化寰宇精英的社会凝聚力的有力媒介袁为全球文化的意义提供物质支持袁包括潇洒别致的
电子邮件地址袁以及流行信息的快速流通遥 冶淤在全球化日益来临的今天袁对待基于互联网的电脑中介通
讯工具袁就不能停留在浅层次的表面认识上袁而要探讨它们对组织沟通和社会交流方式的可能影响遥 博
客是继 耘原皂葬蚤造尧月月杂尧陨悦匝 之后的互联网第四种通讯工具袁也是一种融合个人人际交流方式尧以个人为中
心的信息过滤和知识管理尧以个人为中心的传播出版三位一体的媒体的源代码开放遥 于
博客的定义袁尽管有林林总总的诠释袁我们还是认可野博客中国冶的创办人方兴东所界定的野博客概
念一般包含了三个要素院网页主体内容不断更新的尧个人性的众多耶帖子爷组成曰它们按时间顺序排列
的袁而且是倒序方式袁也就是最新的放在最上面袁最旧的在最下面曰内容可以是各种主题尧各种外观布局
和各种写作风格袁但是文章内容以耶超链接爷作为重要的表达方式冶遥 盂当然袁随着技术的发展袁博客早已
脱离了早期的纯粹依赖文字建构空间的时代袁出现了种种形式袁然而袁无论花样怎么翻新袁博客总是离
不开自己的核心精神要要
要野开放尧共享尧自由冶遥
美国是互联网和博客的发源地袁也是博客创造辉煌的重要场域遥 员怨怨愿 年袁博客网站的原型野德拉吉
报告冶将美国总统克林顿野博冶掉曰圆园园员 年的野怨窑员员冶恐怖袭击袁亲历现场的人通过博客发送自己的照片与
亲身感受袁成为传统媒体的新闻来源曰圆园园猿 年 猿 月袁一个曾经做过叶纽约日报曳记者的美国人开设了域名
为野回到伊拉克冶渊憎憎憎援遭葬糟噪原贼燥原蚤则葬择援糟燥皂冤的博客网站袁直接向对伊拉克战争感兴趣的网民出售独家新闻
报道曰同一年袁美国总统候选人迪安利用博客拉选票袁并且融资了上千万美元袁第一次在政治方面成功
利用博客曰圆园园源 年袁博客首次参与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袁如野政治连线冶网站渊澡贼贼责院 辕 辕 责燥造蚤贼蚤糟葬造憎蚤则藻援糟燥皂 辕 冤
发布了大量有关大选的信息遥 这些表明袁在美国袁博客已经成为一个颠覆传统媒体的准媒体袁并在政治
生活中担任着重要角色遥
我国自 员怨怨源 年正式连入国际互联网至今袁已建立一系列的重点新闻网站袁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和相应管理条例规范新闻网站的发展遥 这些显示袁我国政府追赶发达国家高科技发展从来都是全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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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的遥 但在传统的政治体制尧经济环境尧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下袁博客的中国化进程就差强人意了遥
圆园园圆 年 愿 月熏野博客中国冶网站渊憎憎憎援月造燥早糟澡蚤灶葬援糟燥皂冤引入博客理念后袁目前国内提供博客托管服务的网
站和博客社区已达 苑圆 个袁但基本还处于初级阶段袁大多数为个人或民间机构所维护袁缺乏主流传统媒
体网站的加盟袁表现出资源有限尧技术手段不完善尧管理力量缺乏等种种弊端遥 同时袁中国的博客还停留
在个人情感抒写或完全个人化日记书写的状态袁它与博客真正提倡的理念和文化创新的要求还有相当
大的距离袁尤其是在后现代语境下袁一些所谓的美女作家更是在博客中进行大胆的身体写作袁如 圆园园猿
年 远 月 员怨 日袁广州的编辑木子美渊原名李丽冤在野博客中国冶网站开始发表叶遗情书曳袁书写自己的性爱经
历袁取得了极大的眼球注意袁后来在竹影青瞳尧流氓燕尧芙蓉姐姐等一系列的丑女低级暴露的挑战之下袁
以及一些媒体低俗化的互相炒作袁博客不断受到色情化和商业化的侵蚀遥 正如一位网络评论家所指出
要就是要走
的院野博客是适应知识经济的创造而产生的一种文化传播形式和内容袁它的创新文化理念要要
向专业化尧知识型尧教育化尧大众化尧社区化尧个性化等形态袁而并非是纯粹文学性或个人情感书写的场
所遥 它就是要造就亿万个真正具有博客精神和理念的个性自我袁具有不同文化传播样式的生态社会交
流的模式遥 冶榆为此袁中国的博客要摆脱当前的低水平发展状态袁就要对其所处的政治尧经济尧文化环境等
进行反思袁比较与美国博客之间的差距袁本文试图进行这方面的努力袁以图使博客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
起到应有的作用遥
一尧政治理念之间的差别
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理念是新闻自由袁它使博客的崛起在美国能够一支独秀遥 传统的美国理论界
将新闻自由定义为院野不受政府限制通过印刷文字传播意向尧意见和信息的权利遥 冶随着电子媒介和网络
的发展袁新闻自由就涉及到了一切可以传播信息的媒介袁其中自然就包括博客遥 新闻自由在美国被看作
最普遍尧最基本尧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袁不仅是新闻界信奉的信条袁而且是民主政府运作机能的核心袁
并以 员苑怨员 年生效的宪法第一修正案野国会不得通过建立尊奉某一宗教袁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袁不得
废止言论与出版自由曰或限制人民集会尧请愿尧诉愿之自由冶确立下来遥 然而袁美国的新闻自由尽管创造
了不少辉煌袁袁如野越南战争报道冶和野水门事件冶等袁却在战争中不断沉沦遥 野怨窑员员冶之后袁美国媒体是上下
一致的反恐声袁有着言论自由尧意见市场之称的传统媒体仿佛已经不复再来遥 在一个本来是多元的国家
里袁舆论突然变成一律并不是一件好事遥 更为重要的是袁作为信息的野守门人冶还不愿为对战争持不同意
见的声音打开大门袁如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安科尔渊允怎葬灶 悦燥造藻冤对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有不同意
见袁但是初期袁他很少能在主流媒体上登载评沦文章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圆园园圆 年他创设一个名为野知
情评论冶 的博客为止遥 虞他在博客上发的评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袁 于是他又重新在国家公共广播
渊晕孕砸冤和美国有线新闻网等发表作为专家对战争的个人看法遥 于是袁博客的出现仿佛复活了美国宪法
第一修正案遥
当然袁客观地说袁虽然美国的博客显现出对政治强有力的影响袁但仍然离不开传统媒体的选择与扩
大遥 博客集合分散的专业性意见袁对突发新闻做出实时性的集体回应袁反映公众的意见袁美国的新闻记
者和权威们从博客那里获得线索袁了解野何为重要之事冶曰一些精英博客网站的出现袁成为信息集中和分
析之地袁使得传统媒体的评论员也可以从中选取有意义的信息与观点加以提炼并发表遥
对于中国来说袁虽然政府并没有对博客这样的新兴网络工具发表过明确的意见袁但是袁早在 圆园园园
年 员员 月 苑 日袁信息产业部制定的叶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曳袁圆园园员 年 员圆 月 圆源 日第 圆园 次署务会
和信息产业部 圆园园圆 年 远 月 圆苑 日第 员园 次部务会审议通过的 叶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曳袁圆园园缘 年 怨 月
圆缘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尧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的叶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曳都制定了互联网内容
禁止登载的相关原则遥
不过袁对于博客与信息过载之间的冲突尧博客自由与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尧博客管理与博客发展之
间的冲突袁都是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袁博客将对政治传播方式和内容产生极大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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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袁表现为政治信息的传播更为公开尧政治信息不受时空限制尧政治信息的传达更密集尧网民的参与及
交互更多尧通过博客进行政治传播更为直接尧平等和自由等等遥 或许正因如此袁到目前为止袁政府还未正
式出台专门针对博客的法律法规或管理条例遥 从中国政府一向的舆论政策来看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不
可违背的原则袁而博客比电视和报纸更难以控制袁所以对成千上万的用户在博客上的言论的控制袁目前
政府还是持非常之谨慎的态度遥
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袁有着政府背景的传统媒体网站还未介入博客的控制之中袁这就难以使得政
府对其产生信任遥 相比之下袁同样是观点的表达场所袁月月杂 在中国就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袁如 员怨怨怨 年 缘 月
怨 日袁人民日报开设了野强烈抗议北约暴行 月月杂 论坛冶袁后改名为野强国论坛冶袁由于如强国论坛的 月月杂 牢
牢地把握在党的手里袁因此党也放心地对它们进行发展遥 现在野强国论坛冶及其相关的社区袁已经成为最
重要的新闻时政论坛袁并且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力量袁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遥 遗憾的是袁有着强
大生命力的中国博客本应有更大的表现袁却难以出现这样的影响力遥
从迅速发展的博客网站和博客用户看袁博客将成为未来网络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也是构建野公共
空间冶的重要途径袁野公共空间冶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重要概念袁是指在相对独立于国家政
权之外的公民社会中熏各种利益团体可以就关系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政治辩论尧交流熏从而影响
政治进程遥 因而袁博客必将在未来的政治生态中是一重要的构成部分袁如果政府不重视和合理发展之袁
将会失去对政治生态的良好控制遥
总之袁博客在美国和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生态环境和新闻体制操作理念之间的差别袁将其
任何简单化都是不可取的袁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袁政府的态度和操作理念的正确与否往往在技术的
发展顺利与否当中担当有力的角色袁而博客也毫不例外遥
二尧经济动力之间的区分
如同互联网的其它工具一样袁博客也经历了从免费到企图商业化的努力袁因为仅凭爱好和热情袁是
不可以进行可延续再生产的袁所以博客要持续发展袁供养需要一定的经济动力和赢利模式遥 例如袁全球
最大的博客托管服务网站美国 月造燥早早藻则援悦燥则灶 公司虽然有着广泛的注意力与人气袁 但是由于一直缺乏赢
利模式袁公司濒临破产袁后被 郧燥燥早造藻 并购遥 并购之后袁郧燥燥早造藻 不仅成立了专门负责博客注册的 粤凿泽藻灶泽藻
公司袁还为登记在册的博客招揽广告客户袁并依据点击率每月分红熏不过这种商业模式还在探索中遥
尽管美国的大部分博客同样遭遇经济动力与赢利模式的困惑袁 但是仍有一些获得成功的个案袁如
创办于 圆园园园 年 员圆 月的 匀赠造贼燥灶 允燥造造蚤枣枣藻袁其定位为野科技新闻袁天天过滤渊栽藻糟澡 灶藻憎泽熏 云蚤造贼藻则凿 阅葬蚤造赠冤冶熏不是
简单的新闻过滤袁而是一个知识工作者的野知识管理工具冶遥 其内容立足高科技袁网站与 晕藻憎泽造藻贼贼藻则 互动遥
其赢利模式有院渊一冤不以广告为主袁而向企业内部网尧小型内容出版商等收取费用曰渊二冤一定的赞助广
告尧旗帜广告袁目前已吸引了大量忠诚度很高的高层次特定读者群遥 愚
虽然博客需要经济动力及赢利模式袁但是其发展的核心仍然是知识的共享与交流袁正如著名 陨栽 评
论家姜奇平所说院野博客是一种对于知识的自由生产方式袁是一种非市场部门生产的知识经济袁知识经
济的 圆援园 版遥冶舆在信息社会尧知识经济的今天袁如果一切都以金钱来衡量袁那么就难以找到博客的社会价
值之所存在袁因此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袁博客是推进思想发展和增进社会效益的公共品遥 余
当然袁虽然提供公共品是博客的理想袁但是在不同的场境下却呈现出不同的态势遥 中国的博客尽管
在早期也提倡免费尧自由等新概念袁但是随着人气的飙升袁商业化的侵蚀逐渐蔓延遥 圆园园缘 年 远 月开始袁
野博客中国冶正式进行商业化运作袁相继提供了博客托管服务袁并建立了教师博客尧学生博客等一系列独
具特色的博客服务遥 野博客中国冶获得超过 员园园 万美元的头期融资袁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软银亚洲袁同期
国内其他几家博客网站也相继获得了投资袁如野中国博客网冶获得了来自 陨阅郧渊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冤的融
资遥 除了吸引投资外袁博客还想尽办法直接获得收入袁圆园园缘 年 远 月 圆源 日野冶博客中国冶创始人方兴东表
示袁除了在线广告和无线增值两项营业收入外袁野博客中国冶还计划向用户收取一定的博客服务费用遥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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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初步的现金后袁博客网便雄心勃勃地进行战略运作袁圆园园缘 年 苑 月 圆苑 日袁野博客网冶渊原野博客中国冶冤正
式与美国顶尖的 砸杂杂 技术服务公司 云藻藻凿遭怎则灶藻则 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袁 合作推动 砸杂杂 相关广告以及
增值业务袁共同开拓中国市场袁并且野博客网冶还计划在 圆园园远 年底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遥
中国博客的这些一系列大动作袁不排除有商业炒作的成分袁事实上要形成持续可靠的商业赢利模
式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遥 这是因为袁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袁博客与以往的 月月杂尧个人电子报等一
类的服务并无本质区别袁博客只是互联网功能的一个组合袁并不是一个创新的商业模式遥 其次袁虽然博
客爱好者制造了大量信息袁但这些信息的价值量和含金量有限袁只有极少数具有文字价值袁并可以推
广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袁就算将这些信息获取收益袁还有一个版权问题需要考虑袁比如袁一个博客在自己
的博客中袁引用和转载别人的文章袁从现在的情况看是无可置疑的袁博客网站不可能对其进行管理遥 但
是如果博客网站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商业网站袁侵权的情况将不可避免会发生袁并会带来诉讼遥 再次袁引
入商业化机制后袁其报道将有可能受到商业逻辑的侵蚀袁失去其野公正冶的地位袁从而丢失其公信力遥 最
后袁中国的博客仍然存在不少数量反动尧色情的内容袁只是博客的影响力还没有大到管理部门下大力气
进行管理的程度而已袁一旦博客网站的影响力大到真正可以影响社会的程度袁则必须要面临管理了遥
一些业内人士也对博客商业化持悲观态度遥 野斗牛士冶网站创始人刘韧认为袁类似野中国博客网冶这
样的专业博客网站无论是技术还是用户级数都无法同雅虎尧酝杂晕 这样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相抗衡袁博
客内容最终也会成为这些网站服务品种的一部分遥 刘同时认为袁野斗牛士冶为业内人士提供这样的交流
平台袁只要低成本运作袁是可以在大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夹缝中生存的遥 事实上袁野斗牛士冶也已经生
存了 缘 年之久遥 虽然野斗牛士冶各个子网站的注册用户总数有 圆园 万袁但专职人员却仍然只有 猿 名遥 野斗牛
士冶的低成本运作袁是它在博客网站中生存的最主要手段袁也是其免除商业化侵蚀的重要途径遥
需要明确的是袁博客与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尧矛盾的又是相互交叉的关系袁我们不能指望博
客天生就具有免受商业利益奴役的能力遥博客为人类提供了交流和信息共享的平台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袁
虽然有些博客会暂时归某些商业机构所有袁但首先必须也归所有公民所共享袁只有博客网站上建立多元
的文化袁以及具有政治意义的公共空间袁采取不同的方式维护其生存袁才可能使其免受商业化的污染遥
三尧社会文化之间的比较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袁文化乃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袁俞文化是群体的尧社
会的产物袁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文化遥 有学者认为美国成功的思想根源无疑与所谓的自由主义思
想有关袁而英美的经验主义突出人类理性的限度袁强调人们在改革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时
要非常谨慎小心袁尽可能地创新袁而非革命遥 逾当然袁不能说美国没有爱国主义袁野怨窑员员冶事变后全美国上
下一齐挂起美国国旗充分体现该民族对自身的认同袁然而美国人却从不否认国家利益的目的是为了个
人利益遥 从这一角度我们看一下博客的特点袁博客袁又称网络日志袁日志袁即在航海过程中记录下来的日
记袁为的是用于航船失事后留下以给后来研究者所看遥 因此与 耘原皂葬蚤造 单纯的个人性和 月月杂 单纯的公共
性不同袁博客是个人的指向与公共空间的混合体遥 不可否认的是袁即使在博客流行的美国袁其大部分记
录的仍然还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袁但是袁如果与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兴趣无关袁是难以真正引起美国人
的兴趣的遥 例如袁尽管野德拉吉报告冶报道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情事隐私袁但是如果克林顿不是美国总
统袁很难想象美国人对此会产生持续的兴趣遥
实际上袁美国人在博客上对公共事物的指向其实来源于自己对民主权利的兴趣与坚持遥 尊重自己
的权利袁尤其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隐私袁因而也尊重他人的隐私权利遥 于是袁美国人不会对像木子美这
样的靠出卖自己隐私来获得注意力的所谓野博客英雄冶真正感兴趣袁这并不排除美国博客也会出现像木
子美这样的人袁但是就美国人的整体心理特点和文化底蕴来说袁对这些所谓的个人性的佚闻秘事是不
会真正在乎的袁如克林顿尽管有外遇的丑闻袁却仍然没有撼动其总统宝座就是一个明证遥 而美国知识分
子的思想来源于古希腊的科学尧 民主精神袁 因此追求独立之思想尧 追求知识的兴趣尧 追求 野爱智慧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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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孕澡蚤造燥泽燥责澡赠冤也是其宝贵的人文传统袁所以对不受任何约束而且个人性很强的博客工具更为钟爱袁他们
将知识作为兴趣爱好袁孜孜不倦地将自己的思想书写在博客上袁以达到知识的分享与交流遥
相比之下袁中国的问题则较为复杂袁根据历次 悦晕晕陨悦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冤的调查袁虽然现在互联
网用户逐渐扩大袁最新的统计已超过 员 亿用户袁但相当一大部分还是具有较高学历的知识分子遥 中国历
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修身尧齐家尧治国尧平天下袁讲究经世致用袁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更爱好具有公共性的
月月杂袁而对公共性不足的博客较少关注遥 事实上袁博客的零成本门槛会为知识分子提供强大的个人出版
功能袁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袁思想和言论的出版对于个人袁特别是知识分子袁具有非凡的意义袁因而袁博
客之于知识分子的应用还有很大的发展前途遥
而对于普通大众袁博客提供了一个众神狂欢的平台遥 本质来看袁博客提供了一种最简单方便的途径
使个人拥有自己的媒体袁像木子美这样的人便实现了她们的出版自由袁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绝对权
力出版她们的文章与照片遥 并且袁木子美等用身体写作反映了在消费主义时代袁人体本身也变成了消费
品袁于是写作从头脑走向了下半身袁过去的主角和主体一直都是男性袁女性只是匿名的逃逸者遥 消费文
化兴起后袁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袁女性成为了主角袁但是这个主角地位的获得却是可疑的袁因为在商业
霸权主义的统治下袁女性的身体被消费尧争夺尧塑造和支配几乎成了女性的宿命遥
木子美现象还反映了当代人的审美品位和标准是那样的脆弱和不堪一击袁这其实是人们的一种非
理性的宣泄袁木子美等给人们带来了所谓的快乐袁正如霍可海默和阿道尔诺所说院野快乐意味着什么都
不想袁忘却一切忧伤遥 根本上说袁这是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遥 其实袁快乐也是一种逃避袁但并非如人们认
为的那样袁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袁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袁娱乐所承诺的自由袁不过是摆脱了思
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冶 员员当代社会袁人们承受的压抑日深袁这种存在困境使窥私尧戏谑尧看热闹尧起哄等心
理成为人们变相的满足手段遥 由此出现一种社会期待院人们想找一个可以承载这种心理的对象袁让这种
心理获得投射遥 于是袁木子美所带来的网络狂欢意识适应了这种心理需求遥
木子美之流的现象还反映了一些媒体的共谋与炒作遥 如木子美的叶遗情书曳在野博客中国冶首发袁并
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袁后来新浪网购买了木子美文章的版权袁并为她出书和在自己的网站上配图介绍
该书及访问录袁反应十分热烈袁在推广的 员园 天内袁就将新浪网的访问量提升了 缘园豫遥 尽管一些网站在木
子美事件之后做出了一些表面上的反对姿态袁如野博客中国冶网站在事件发生后整理了一份比较正式的
叶博客道德规范曳袁大谈博客世界的道德规范和自律自爱熏并认为这将是博客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遥 但是
到了 圆园园缘 年袁野博客中国冶将木子美尧竹影青瞳尧流氓燕尧芙蓉姐姐等网络当红人物纳入旗下袁计划主持
超级女生版袁并举办新闻发布会袁赤裸裸地反映了其以低俗化来达到为己牟利的目的遥
美国博客体现出来的是理性尧知识自由的文化精神袁而中国的博客却集中体现消费主义与媒介炒
作的共谋遥 当然袁博客的内容是不同文化的反映袁它不能承载太多的道义袁而只能在有着巨大话语权的
传统媒体的配合与支持下袁才能逐渐改变这种文化的格局遥
结 语
走笔至此袁本文已从政治尧经济尧文化三方面宏观的比较了中美博客的发展环境遥 总体来看袁博客虽
然有着天然的技术优势和发展契机袁但是在中国现在的社会中仍然处于非主流地位遥 一个最明显的例
子就是袁尽管网易尧泽燥澡怎尧栽燥皂尧和讯以及新浪等网站相继推出了博客托管服务袁但是包括人民网尧新华
网袁央视网在内的传统媒体网站仍然是按兵不动袁置之不理遥
尊重历史的袁领着历史走曰悖逆历史的袁历史拖着走遥 在信息化与网络化的大潮中袁我们不能落伍遥
圆园园源 年以来袁再葬澡燥燥 收购 云造蚤糟噪则 并且整合博客尧砸杂杂 和 杂晕 推出 再葬澡燥燥猿远园 度袁微软在自己的 皂泽灶 网站上
推出了博客托管服务要要
要皂泽灶泽责葬糟藻遥对于咄咄逼人的外国资本及外国网站的强力涉足博客袁国内的一些

从业者及学者早已疾呼要从技术尧政策等层面发展中国的博客袁 员圆 本文认为博客是一个需要政治尧经济尧
文化等环境共同培育的产物袁为此袁要发展中国的博客袁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院

怨员

中美博客发展之政治尧经济尧文化环境的比较探讨

渊一冤 国家应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或者管理条例袁为博客的现状与未来提出发展的方向袁在制度上
保障和促使博客的健康发展曰
渊二冤中国的博客不能太急于进行商业化操作袁商业的逻辑会腐蚀知识的力量和博客的原有精神袁
保持低成本的运作袁虽然在技术发展上不尽人意袁但可以在内容上保持超然和独立的态度曰
渊三冤传统媒体网站应该尽早开发博客的技术平台袁既解决博客的生存空间与服务袁又能进行有效
的监管袁并为自己的网站聚拢人气尧扩大访问量提供良好的途径曰
渊四冤传统媒体应该对像木子美这样的博客文化进行讨论和批判袁当然不能简单说禁就禁袁单纯的
封杀只能使其更加泛滥袁但也不能怀着围观或煽火的心态进行爆炒袁客观理性的讨论会使人们对其进
行深刻的认识与反省遥
要或者准确的说是分
美国前副总统艾尔窑戈尔曾这样盛赞过信息高速公路院野这个信息高速公路要要
布式智能化网络使得我们可以共享信息袁彼此连接袁并且在一个全球性的社区中进行交流袁这种网络袁
可以为我们带来健康有活力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袁带来强大的民主噎噎冶 员猿
博客是互联网精神的集中体现袁博客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尧经济尧文化的制约袁但同时也会给政治尧经
济尧文化产生反作用袁为此袁我们要大力发展博客袁推动国家的现代化的发展遥
淤 悦葬泽贼藻造造泽 葬灶凿 运蚤泽藻造赠燥增葬 渊圆园园园冤熏 野砸怎泽泽蚤葬 蚤灶 贼澡藻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葬早藻冶熏蚤灶 灾蚤糟贼燥则蚤葬 月燥灶灶藻造造 葬灶凿 郧藻燥则早藻 月则藻泽造葬怎藻则 渊藻凿泽冤熏
砸怎泽泽蚤葬 葬贼 贼澡藻 耘灶凿 燥枣 贼澡藻 圆园贼澡 悦藻灶贼怎则赠熏 月燥怎造凿藻则熏悦燥院宰藻泽贼增蚤藻憎 孕则藻泽泽袁转引自曼纽尔窑卡思特著袁夏铸九尧王志弘等
译援网络社会的崛起咱酝暂援北京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圆园园猿院源缘员遥

于源代码的概念由方兴东提出袁包括作者层面的野开放源代码冶尧内容层面的野开放源代码冶尧读者层面的野开放源代
码冶袁参看方兴东援博客的野源代码冶和它的内涵援博客中国袁圆园园圆 年 员园 月 圆猿 日熏 澡贼贼责院 辕 辕 糟燥造怎皂灶援遭燥噪藻藻援糟燥皂 辕 员缘猿愿援澡贼皂造遥

盂方兴东尧王俊秀援博客要要
要耘 时代的盗火者咱酝暂援北京院中国方正出版社袁圆园园猿院猿愿遥

榆诗哲魂援抛却个人隐私窥视 提升网络传播中的博客生态援澡贼贼责院 辕 辕 憎憎憎援遭造燥早糟澡蚤灶葬援糟燥皂 辕 灶藻憎 辕 凿蚤泽责造葬赠 辕 缘源怨猿缘援澡贼皂造遥

虞丹尼尔窑德兹纳 渊阅葬灶蚤藻蚤 宰援阅则藻扎灶藻则冤尧亨利窑法里尔渊匀藻灶则赠 云葬则则藻造造冤著袁朱美荣译援网络的影响力咱允暂援国外社会科学文
摘袁圆园园缘渊圆冤院圆猿原圆苑遥

愚方兴东尧王俊秀援博客要要
要耘 时代的盗火者咱酝暂援北京院中国方正出版社袁圆园园猿院缘圆原缘猿遥

舆姜奇平援 论博客要要
要知识经济 圆援园 版援 博客中国袁圆园园圆 年 愿 月 圆苑 日袁澡贼贼责院 辕 辕 憎憎憎援藻灶藻贼援糟燥皂援糟灶 辕 葬则贼蚤糟造藻 辕 圆园园圆 辕 园怨园圆 辕
粤圆园园圆园怨园圆圆员源愿远园援泽澡贼皂造遥

余野公共品冶是经济学术语袁与市场的商品相区别遥 市场上的商品也称私人品遥 公共品的特性是非竞争性与非垄断性袁
公共品一般由政府或者相当于准政府的机构提供遥

俞司马云杰援文化人类学咱酝暂援北京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圆园园员院怨原员圆遥

逾任东来援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要要
要以美国为例的讨论咱允暂援战略与管理袁圆园园源渊源冤院员怨遥

员员 霍克海默尧阿道尔诺著袁渠敬东尧曹卫东译援启蒙辩证法院哲学断片咱酝暂援上海袁上海人民出版社袁圆园园猿院员远员遥

员圆 参看方兴东尧刘双桂尧姜旭平尧王俊秀援博客与传统媒体的竞争尧共生尧问题和对策咱允暂援现代传播熏圆园园源渊圆冤院愿园原愿远遥

员猿 咱英暂戴维窑冈特利特主编袁彭兰等译援网络研究要要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咱酝暂援北京院新华出版社袁圆园园源院猿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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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孟繁华援众神狂欢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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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援曼纽尔窑卡思特著袁夏铸九尧王志弘等译援网络社会的崛起咱酝暂援北京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圆园园猿遥

缘援咱英暂戴维窑冈特利特主编袁彭兰等译援网络研究要要
要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咱酝暂援北京院新华出版社袁圆园园源遥
远援闵大洪援数字传媒概要咱酝暂援上海院复旦大学出版社袁圆园园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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