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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一　前 言

由於中國城市、農村二元結構的

對立，城市與農村呈現顯著的不均衡

發展，特別是西部農村的發展水平與

沿海地區存在巨大差異。從社會形態

上看，大城市、沿海地區、西部農村

幾乎涵蓋了從信息社會、工業社會到

農業社會三大不同的發展階段，這意

味f在嚴重的不均衡格局中，西部農

村發展面臨f來自內部與外部的雙重

困境。本文要探討的是互聯網在西部

欠發達農村的兩種應用模式，其一是

由台灣企業家、英業達集團副董事長

溫世仁投資，在甘肅省貧困地區古浪

縣黃羊川鎮興建的「網絡城鄉」。投資

者認為，美國西部開發用了百年的歷

史進程才得以成功，中國西部開發，

只要引進互聯網技術，用該技術將

黃羊川傳統農業社會與信息網絡對

接，就可以成功地跨越工業化社會，

進入信息社會（該理念及實踐被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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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黃羊川模式」）。其二，在甘肅省

酒泉市金塔縣政府與一些熱愛互聯網

的精英的共同努力下，以「網絡連鄉

村、信息進萬家」為目標實施的農村

信息化建設工程。該工程解決了農民

因不具備上網條件而無法獲得網絡信

息的「最後一公里」問題。具體做法是

由縣政府成立「金塔縣網絡信息服務

中心」，該中心在其網站「中國金塔經

濟信息網」發布《經濟信息導報》（中心

人員根據互聯網及經貿、農業、科

技、氣象等部門的各類農業和市場信

息編輯而成）。縣政府在各村級小學

設立信息點，配置計算機、速印機等

設備，由學校教師或學生定期下載

《經濟信息導報》，打印分發給學生，

由學生放學後帶給其父母和鄰居。

農民的回饋意見，逆序而行，由學

校收集整理並通過電郵送回信息中

心，信息中心據此對《導報》內容進行

調整（該理念及其實踐被稱為「金塔模

式」）。

由於中國城市、農村

二元結構的對立，城

市與農村呈現顯著的

不均衡發展，特別是

西部農村的發展水平

與沿海地區存在巨大

差異。從社會形態上

看，大城市、沿海地

區、西部農村幾乎涵

蓋了從信息社會、工

業社會到農業社會三

大不同的發展階段，

這意味�在嚴重的不

均衡格局中，西部農

村發展面臨�來自內

部與外部的雙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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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調查顯示，「黃羊川模式」，

除了對當地學生和部分村民提供了一

定的網絡和計算機培訓外，對當地發

展並無明顯改觀。經過培訓的村民使

用計算機和網絡者寥寥，有人甚至用

「網絡烏托邦」比喻「黃羊川模式」。相

較之下，「金塔模式」對當地農村經濟

發展的作用是顯著的，據報導1，截

至2003年由於網絡介入為該縣直接帶

來約兩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效益。筆者

認為經濟發展終將改變人們的文化觀

念，促進社會進步。在本文中，筆者

通過實地調查，闡述在欠發達地區社

會發展中，傳播媒介如何與當地社會

制度、經濟水平、文化環境相適應，

傳播內容與當地社會需求相結合，共

同促進社會發展。

二　文獻回顧

發展傳播學研究一個重要的肇始

因素，是二戰結束後兩大陣營對立的

政治需要。當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二

戰勝利後獲得了民族獨立與解放、具

有了穩定發展的政治環境，而迫切要

求發展本國社會經濟、促進現代化

時，以社會學發展理論為核心的發展

社會學研究，以西方現代化為範本，

為其開具了國家發展的「藥方」，以期

幫助這些國家盡快走上現代化之路。

在此宏觀背景下，如何利用傳播技

術促進國家和社會發展就成為傳播

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以勒納（Daniel

Lerner）、施拉姆（Wilbur Shcramm）、

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為代表的發

展傳播學研究，將大眾傳播媒介視為

促進社會發展的「增效器」，賦予大眾

傳播媒介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巨大的作

用2。

二十世紀60年代傳播在社會發展

中的功能、角色和方式基本上源於上

述三位學者的構想。然而，要把這些

構想付諸實施，還缺少理論的引導和

技巧的提供，這就使得實際效果遠遠

低於人們的預期。70年代初，經過反

思、困惑和思索，新的發展典範逐漸

浮出水面。總的來說，新的發展典範

強調的是發展過程與特定社會結構的

關係，並認為傳播媒介的動員作用，

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基層社會組織

進行的。這一時期的研究多從典型個

案f手，對抽象理論涉及不多3。

80年代末，發展傳播項目主要強

調了兩個內容，一是提高利益分配的

質量，二是擴大民眾參與4。對於學

科的發展，則主要寄望於新的傳播技

術，如#星電視廣播和通訊，尤其是

電視觀眾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大幅增

加，使得研究電視在服務於發展目標

中的作用可能有新的發現。至此，發

展傳播研究已將其視野定位在發展中

國家具體的社會狀況、傳播環境、媒

介內容等層面上來，為該領域的深入

研究積累了素材。

中國發展傳播學研究是在二十世

紀80年代之後、以廣泛的受眾調查起

步的，主要內容是傳播與現代化觀念

的調查。當時，國內學者開始借鑑傳

播學實證研究方法和現代化理論，對

城鄉受眾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和分析5。

在研究方法上，這一時期的研究多採

用採訪、抽樣調查和統計分析來探討

國內受眾的媒介接觸行為與規律，屬

於基礎層面的研究。90年代中後期，

一些以傳播學理論為框架對中國鄉村

傳播現狀的研究開始出現6，一些以

我國特定地區、民族為主要對象的傳

播學研究也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7。

這些傳播與現代化的研究豐富了我國

如何利用傳播技術促

進國家和社會發展成

為傳播學研究的重要

內容。中國發展傳播

學研究是在二十世紀

80年代之後、以廣泛

的受眾調查起步的，

主要內容是傳播與現

代化觀念的調查。

90年代中後期，一些

以傳播學理論為框架

對中國鄉村傳播現狀

的研究開始出現，成

為傳播學本土化的重

要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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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傳播學的內容，也成為傳播學本

土化的重要切入點。

三　分析框架和研究實施

國家權力與制度、地方政府、社

會環境、社會組織和普通農民通過互

聯網技術、傳播內容相互聯繫和作

用，形成農村互聯網特有的傳播模

式。其中，國家權力與制度為西部農

村社會發展提供了宏觀背景，在此制

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作為在很大程

度上推動或抑制f農村社會發展；任

何地區的發展進程都不能忽視其具體

社會環境，包括自然地理狀況、經濟

發展水平以及歷史積澱等，決定f網

絡與農村對接的具體條件；學校是推

動農村信息化發展的基層社會組織，

起f提高農民教育水平、向農民傳播

新技術的橋樑作用；推動農村信息化

發展必須與農民需求相結合，農民是

新技術傳播的最終歸宿，也是普及和

應用新技術的最終對象。上述因素共

同影響農民對傳播技術的接納和採

用，並最終決定農村的社會發展水

平。

本研究主要採用定量和定性相結

合的研究方法，包括：

1. 在黃羊川鎮和金塔縣共進行入

戶問卷調查600戶／人，回收有效問

卷587份，回收率為97.8%8。

2. 根據非參與性觀察的現象，對

所取得的數據進行一定的核實和驗

證。

3. 對各縣、鄉一級政府部門的主

要領導、學校領導、學生和農民等四

十一人9進行了訪談。

4. 對網絡版《經濟信息導報》進行

內容分析。

四　兩種「模式」的
　理念與實踐

「黃羊川模式」的投資人溫世仁認

為，信息網絡時代的來臨，使財富的

定義和創造財富的方法發生了全局性

的變化。由於西部農村從一開始就沒

有來得及搭上「工業化的列車」，農民

普遍缺乏創造財富的能力。然而，數

字科技能夠為經濟發展帶來希望和生

機，「數字科技的可怕性，在於它促使

並帶動知識型經濟的快速發展。⋯⋯

一個農業社會超越工業化的過程，直

接進入資訊網絡社會，其實是可能

的」bk。這是因為，「通信的光纜幹線

比鐵路便宜，軟件開發中心比硬件生

產線便宜。⋯⋯『超越工業化』不僅理

論上可行，事實上已有一個成功的案

例，證明其可行性是毋須置疑的」bl。

溫世仁的這一理念，與未來學家托夫

勒（Alvin Toffler）博士的預言不謀而

合，或者說，是受了他的影響。托夫

勒認為，正是因為成熟的現代信息網

絡通信科技和其效果的經濟性，一個

以農業為主的地區，超越工業化的演

變過程，直接進入信息網絡社會是可

能的，也是可行的。

與之相應，英業達集團設想在黃

羊川建立「網絡城鄉」作為軟件開發中

心，它不僅提供相關的商務服務，同

時也是信息網絡時代的「生態示範

區」：除引用現代化社會習以為常的

設施外，更示範最新的電子商務、遠

程聘用及有質量的生活方式，讓數字

化從網絡城鄉中心擴散到方圓五平方

公里——未來網絡城鄉的所在地。為

了實現這一目標，投資者已經在黃羊

川投資建造了五星級酒店標準的「黃

羊川國際會議中心」（以下簡稱「中

心」），並為黃羊川職業中學提供了上

「黃羊川模式」的投資

人溫世仁認為，西部

農村從一開始就沒有

來得及搭上「工業化

的列車」，但數字科

技能夠為經濟發展帶

來希望和生機。「超越

工業化」不僅理論上

可行，也已有一個成

功的案例。從「黃羊

川模式」投資者構築

的藍圖中可以看到，

網絡技術將作為促進

農業社會到信息社會

的關鍵，是社會形態

變遷的動力，以此培

訓農民逐步成為信息

產業工人，實現「離土

不離鄉」的身份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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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台計算機。中心能提供150人開會

的視頻會議室和全套設備服務，而黃

羊川職業中學則是培養「網絡城鄉」軟

件園區技術工人的基地。網絡城鄉中

心的商業模式以舉辦國際會議為主

（探討消除「數字鴻溝」和解決貧窮差

距等議題），中心附近的鄉村正是提

供相應案例最適合的場所。前來開會

的國際人士，將會帶來不同的觀念、

生活習慣、知識技巧和金錢。為了擁

有商機，村民首先提供最原始的勞

力、自然資源、風土人情。久而久

之，為了賺取更多外來人的錢，村民

們也得接受新的價值觀和社會習俗，

從網絡城鄉學習「數字」技能。隨f各

種國際會議的召開，更多的「數字」項

目將在四周活動起來，不知不覺周圍

的景觀就會改變：雖然幾公里外還是

農業社會，但在中心方圓五平方公里

的區域內，已經轉變成現代化的信息

網絡社會。中心將創造可觀的就業機

會，吸引住在偏遠地的鄉民往國際會

議中心附近遷移。接f，中心附近就

會形成一個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小

區。在此工作並立足的鄉民，也能把

在「自然村」的家搬來。那些已經無法

養家糊口的耕地得以「退耕還林」。通

過更多的交流和發展，將會帶動更多

人往中心小區搬遷，刺激服務業的發

展，自然環境也會得到適當保護。從

散居到聚居的轉型過程中，農業社會

可以直接邁進信息網絡社會，不須要

經過工業社會的過渡，因此也不會帶

來社會問題和環境的破壞。

從以上投資者構築的藍圖中可以

看到，網絡技術將作為促進農業社會

到信息社會的關鍵，是社會形態變遷

的動力，以此培訓農民逐步成為信息

產業工人，實現「離土不離鄉」的身份

轉變。

「金塔模式」是在當地政府主導

下、以低成本運行方式實施的一種網

絡應用模式。在網絡建設方面，「金

塔模式」巧妙利用「虛擬主機」，租用

蘭州市電信局服務器建立網站，既節

省了資金，又彌補了技術上的不足，

更解決了設備更新改造經費之虞。依

託各村小學作為信息點，其基本配置

的經費由政府財政投入，每個信息點

一次性投入約一萬元人民幣，其他經

常性費用如蠟紙、油墨、紙張、上網

費等，各信息點每年大約六百元。農

民獲得的報紙是免費的。在信息傳遞

發布方面，信息下載和回饋均由學校

教師和學生完成，由小學生利用放學

時間順路帶給父母或鄰居，不須配備

專職信息員，節省了人員工資和傳遞

費用bm。低成本運行方式符合欠發達

農村的實際情況，成為解決「最後一

公里」的有效方式。

「金塔模式」的創始者沈俊濤原在

甘肅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2000年任

英業達集團設想在黃

羊川建立「網絡城鄉」

作為軟件開發中心。

集團投資建造國際會

議中心，並為黃羊川

職業中學提供上百台

計算機。圖為黃羊川

職業中學的電腦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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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塔縣政府副縣長期間，感受到當地

農民在農業信息匱乏狀態下飽受種植

與銷售脫節之苦，在為農民解決信息

傳播管道和發展農業信息化過程中，

他認識到bn：

地理和經濟條件的限制以及歷史上計

劃經濟行政指令式的長期控制，農民

在技術、市場信息的獲得上缺乏必要

的能力、管道和手段，尤其是政府部

門擁有的大量信息農民無緣共享。而

作為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他

們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態度是至關重要

的。把政府與農民通過一定的方式緊

密地聯繫起來，充分地溝通，由政府

提供公共服務，把政府的決策分散到

了千家萬戶，避免了長官意志造成的

風險，完全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要

求。

沈俊濤對農業生產特點的清晰認識、

對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需要農民支持的

把握，以及對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

面的深刻理解，使得他創造性地提出

了解決信息入戶「最後一公里」的設想

並付諸實施。在實施中，沈氏將農業

信息服務網絡建設作為開端，走訪

180多戶農民家庭，了解他們對農業

信息服務的意見和要求，向農民進行

農業信息化的宣傳。通過對紅光村等

四個村的試點，到2001年下半年，在

基層領導的支持下，農業信息服務網

絡開始在金塔逐步推廣。

五　兩種「模式」的效果分析

兩種互聯網的應用模式，導致了

明顯不同的社會效果。「黃羊川模式」

除了在黃羊川職中引進計算機和網絡

教育、培訓外，在當地社會並未獲致

投資者預期的效果。投巨資興建的

「國際會議中心」目前尚未舉行任何主

題的研討會，商業運營未見成效。期

望與效果之間的差距可能來自多方面

的影響。

首先，當地政府缺乏創新意識，

更缺乏組織動員當地社會積極利用這

一契機，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的意識，

致使這一創新的推廣缺少制度化的保

障。

網絡引進黃羊川伊始，投資方未

與當地政府接洽商議，而是直接與黃

羊川職中商討引進計算機。直到「國

際會議中心」興建計劃提出後，政府

出面協調收購農民五十畝耕地作為用

地，並在水電、交通、敷設寬帶光纖

等方面提供了最大的幫助（89.4%的用

戶使用政府敷設的ISDL）。但政府的

介入僅限於此，從觀念上他們更寄希

望於投資方能夠在產生直接效益的項

目（如土豆加工）上提供幫助。另外，

投資者的台商身份讓他們更持觀望態

度，更沒有將其看作振興黃羊川發展

的契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網絡的

普及。

其次，黃羊川的生存環境十分惡

劣，其所屬的古浪縣是甘肅省十八個

乾旱縣、四十三個國家扶貧開發工

作重點縣之一。2003年全縣生產總值

92,012萬元人民幣，其中農業生產總

值佔35.13%。人口39.81萬，農業人口

37.52萬bo。位於縣東北部的黃羊川鄉

是中國西部最貧窮的鄉之一，乾旱貧

瘠導致其低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貧困

落後的現狀。儘管經歷了80年代農村

責任制的改革，經濟有了很大發展。

但是惡劣的自然環境使得黃羊川只能

維持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2003年，

黃羊川人均純收入1,350元。在英業達

當地政府缺乏創新意

識，更缺乏組織動員

當地社會積極利用網

絡引進黃羊川這一契

機，推動當地經濟發

展的意識，致使這一

創新的推廣缺少制度

化的保障。政府從觀

念上更寄希望於投資

方能夠在產生直接效

益的項目（如土豆加

工）上提供幫助。投

資者的台商身份令他

們更持觀望態度，更

沒有將其看作振興黃

羊川發展的契機，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網

絡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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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之前，當地農民僅僅依靠電視和

外出打工人員獲取外部世界的信息。

而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國家實施的

「村村通」工程在這t並無明顯作用，

農民普遍自己安裝地面#星天線接收

境外頻道，由於語言不通，他們只能

通過畫面看一些熱鬧。

再次，「黃羊川模式」對當地經濟

的推動作用，僅反映在「校園網吧」實

施的「電子商務」上。「電子商務」的主

要業務就是幫助有需求的農民在網

上出售種植的土豆、大蒜等農作物，

並適當收取信息費。據「校園網吧」

統計，自2002年開始第一次在網上完

成農作物交易（將當地產的芹菜賣到

銀川），到2003年共完成網上銷售額

五十二萬多元。顯然，此「電子商務」

是一種被動型的校園服務的方式，市

場需求遠未發育成熟。

除了在進入黃羊川路口處赫然樹

立f「中國黃羊川網絡經濟長廊」

（2005年再次追蹤調查時，發現牌子

上的內容已經更改成行政宣傳標語）

的標牌外，我們並未在當地觀察到更

多的網絡經濟的�象。當我們對此表

示疑義時，黃羊川職中的負責「校園

網吧」的教師胡萬龍認為，網絡對當

地農業最大的推動作用在於，經過互

聯網的促銷，一部分農民已經將傳統

種植的土豆、小麥改為經濟作物（如

蒜苗），後者可以為農民帶來比前者

高出二到三倍的效益。但調查得知種

植經濟作物需要大量的水利灌溉，對

於缺水現象十分嚴重的黃羊川而言，

無疑捉襟見肘。由於缺水，許多鄉民

每天要步行二十公里去取水。許多農

戶家庭仍喝f積聚的雨水或雪水。數

據顯示，黃羊川水地面積佔所有耕地

面積的9.2%。顯然，絕大部分分布在

山區的農田是與經濟作物無緣的。通

過經濟作物帶動黃羊川農業的增收可

能只是理論上的設想。

自從黃羊川職中網站（w w w .

yellowsheepriver.com）運行以來，前

來參觀考察的人數多了起來，黃羊川

鎮也有了少數的餐飲和交通服務，但

規模小、檔次低，而且遠沒有帶動當

地服務業大幅增長。最大受益者是為

修建國際會議中心投入勞動力的村

民，這一工程為當地農民提供了近一

百多萬元的就業收入bp。

第四，學校教育是一個比較恆定

地對人們的社會地位起干預作用的變

量。儘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的作

用幅度有所變化，但教育程度高低

決定人們社會地位的推斷，卻始終

成立bq。「黃羊川模式」走的是「以校領

鄉」的路子，由於網絡的介入，黃羊

川職中成為遠近聞名的學校，生源、

就學率有了很大提高，輟學率比任何

時候都低br。當部分優秀師生在英業

達集團支持下走出黃羊川到北京、天

津參觀學習，當一批批支教的大學生

和海外民間團體來到黃羊川職中講學

交流，這些信息的互動對學生觀念的

震動是巨大的，這些信息裹挾f現代

社會的觀念、生活方式以及競爭意識

襲來，讓學生直接感受到了現代社會

的衝擊和激蕩，對他們學習、實現自

己理想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調查顯

示，不僅學生，甚至他們的家長都對

學生未來的出路抱有一份希冀：走出

大山，學習本領，報效家鄉。面對問

卷中一排排寄託f美好理想的筆�，

筆者不禁惆悵：不知這些能夠走出大

山的孩子又有多少能夠回到貧瘠的故

鄉呢？這顯然不是一人一縣所能解決

的問題。

互聯網在黃羊川職中的運行模式

是獨特的，由英業達集團提供的軟件

互聯網在黃羊川職中

的運行模式是獨特

的。考慮到網絡的安

全問題和學生思想教

育的現狀，學校局域

網對互聯網的內容進

行了預先處理。由於

這種「預處理」，學生

在經過一定的互聯網

操作後仍不知道國內

幾大商業門戶網站，

不知道新浪、搜狐、

雅虎和網易的分別

為50.6%、40.4%、

71.9%和79.8%。只

有33.7%使用過搜索

引擎，86.2%的人沒

有電子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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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f學校局域網，其中，學習軟

件、課件十分豐富。考慮到網絡的安

全問題和學生思想教育的現狀，學校

局域網對互聯網的內容進行了預先處

理，將一些新聞網站（如CCTV網站）

和有關學習的內容下載到局域網的服

務器中，學生直接從服務器中查詢相

關內容。即職中的學生接觸的「互聯

網」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InterNet。對

於這項措施，學校解釋是為了學生思

想的純潔。學生也認同這一做法。當

我們問及如果登陸了不健康的網站將

如何處理時，學生異口同聲地答到：

「我們不看！」

由於這種「預處理」，學生在經過

一定的互聯網操作後仍不知道國內幾大

商業門戶網站，不知道新浪、搜狐、

雅虎和網易的分別為50.6%、40.4%、

71.9%和79.8%。同時，使用過搜索引

擎的有33.7%，知道「Google」、「百

度」、「3721」、「中國搜索」等分別為

4.5%、10.1%、7.9%、25.8%。在這

種方式下，學生很難為自己註冊電子

郵箱（86.2%的人沒有電子郵箱）。有

些學生使用教師的電子郵箱與外地

朋友（大部分是英業達集團的員工）聯

繫，大部分人（85.7%）每周使用電子郵

箱不到三次。互聯網並未充當起信息

溝通的角色，尤其是其雙向傳播的特

徵在這t已經變成單向的傳播管道。

除了提供學習數據和部分國內外新聞

外，互聯網其他的功能已被完全遮

蔽。不知這種近似因噎廢食的舉措是

否真的可以將不健康的內容拒之「網」

外，或者真正幫助學生獲取信息、了

解周圍的世界？

黃羊川農民接觸的大眾傳播信息

較之金塔更為單一和稀少，兩地在接

觸報紙媒體方面具有明顯的差異（金塔

日均讀報時間為22.56分鐘，黃羊川則

只有1.83分鐘），報紙信息的傳播強度

明顯不同。

我們從對兩地農民電視態度的方

差齊性檢驗得知，金塔農民並不是完

全通過電視獲知外界的事情，經濟的

活躍、市場信息的開放都是他們信息

交流的管道。因此，電視並不是為他

們提供全部信息的唯一渠道，比如讀

報，他們對廣告的接受程度相對要

高。總體來看，金塔傳播系統更為多

樣和立體。由於小區的經濟發展水平

相對較高，電視中的生活與自己的生

活相比並無天壤之別。因此，消費需

求和廣告就成為引導他們的最好信

源。相較之下，除了打工者回鄉帶回

的零星信息外，電視便是黃羊川張望

世界的唯一窗戶，他們對電視的依賴

程要高於金塔。

在接觸電視時間大致相同的情形

下，不同社會環境的群體對電視所傳

播的信息的接受和理解是不完全相同

的，經濟更加落後和貧困地區的農

民，其信息的閉塞使他們對電視的依

賴程度較高。一個嚴峻的現實是，電

視t反映農民生活的節目信息太少，

以致於成為這些地區影響農民收看電

視的主要因素之一。

比較而言，「金塔模式」對當地

經濟的促進作用是比較明顯的。金塔

是以種植為主的農業縣，全縣13.8萬

人口中，農業人口為11.2萬，耕地面

積43萬畝。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

4,260元，高出同年黃羊川1,588元。由

於日照充足等自然條件，該縣盛產油

料、棉花、瓜果等九十多種農產品。

棉花是該縣的重要經濟作物，居於農

業結構中的重要地位。2004年，全縣

棉花總產量9,483萬斤，農民來自棉花

的人均收入可達到4,000元bs。據「中國

金塔信息網」報導，到2003年為止bt：

黃羊川農民接觸的大

眾傳播信息較之金塔

農民更為單一和稀

少。通過對兩地農民

電視態度的檢驗發

現，金塔農民並不是

完全通過電視獲知外

界的事情，經濟的活

躍、市場信息的開放

都是他們信息交流的

管道。相較之下，除

了打工者回鄉帶回的

零星信息外，電視是

黃羊川看世界的唯一

窗戶，他們對電視的

依賴程度高於金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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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縣各信息點先後從國際電子商務網

站搜集下載各類信息十五萬條，網上

發布招商信息九百條，產銷信息1.8萬

條，提供各類農業信息近十萬條，網

上簽訂農業訂單五十七個，輻射農戶

簽訂購銷合同五萬份，為全縣能人、

協會和流通大戶提供發布信息牽線搭

橋，使全縣棉花、孜然、黑瓜子、早

酥梨等十多類農副產品、礦產品在網

上找到了銷路，銷售金額達3.2億元。

⋯⋯全縣已基本形成了集電子商務、

產銷信息發布為一體的信息服務網

絡，為促進全縣社會經濟發展發揮了

重要的作用。

另外，當地政府在信息化發展中

具有創新意識，將信息化發展納入其

制度化管理之中，逐步轉變政府管理

職能，將服務當地農業生產作為政府

主要職能，並在此基礎上推進電子政

務進程。

如果說「金塔模式」是農村信息化

進程中較為成功的模式的話，那麼，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當地政府的積極參與與推

介。地方政府對農業信息化發展能夠

推動農村經濟發展有f比較清晰的認

識，使得在沈俊濤創造性地提出農村

信息化發展模式時，當地政府積極推

動網絡公共服務的發展，並將其納入

到政府行政權力結構之中，在制度上

保證了這一發展模式的普及和廣泛應

用。

其次，在推廣農業新技術的過程

中，一些熱衷網絡技術並具有行政領

導力的個人的作用不可小覷。其作用

在於搶佔先機地掌握了最新技術，成

為新技術推廣過程中的領軍人物。而

由於這些精英人物的地緣性，他們在

積極推行這一新技術中所具有的天然

親和力，加快了普通人群接受新技術

的速度。但是，這種新技術一定是與

當地經濟發展相適合的，所傳播的信

息又是普通人群所需要的。「金塔模

式」實踐，與其創始者沈俊濤等人的

努力分不開。有一點不能忽視的，即

沈氏在創新地提出這一模式並身體力

行的過程中，他個人所具有的身份

（副縣長）影響，如果設想沈氏是一個

具有良好教育背景、掌握並酷愛網絡

技術的普通人，在他提出「金塔模式」

之後，能否將其推廣普及到廣大農民

中？筆者不敢肯定，至少，在時間上

還需要更長的等待。比較而言，溫世

仁也同樣是新技術的引領者和實踐

者，但由於當地政府的缺位，致使網

絡技術並未產生應有的作用。這也從

另一個側面印證了在欠發達地區社會

發展中，地方政府所具有的巨大作用

和影響。

再次，農業信息傳播必須符合當

地社會需求，與農民生產生活息息相

關。為誰傳播的問題是農業信息化過

程中首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分析過發

布至今共九十五期《經濟信息導報》的

主要標題，發現農業實用技術、農業

市場分析與預測、良種推介、農業氣

象預報、農業生產等信息是其主要內

容。《經濟信息導報》以農業實用技術

為主要傳播信息，向農民介紹種植、

養殖、防止病蟲害、預防家畜家禽疾

病等知識。在農業實用技術中，養

殖、種植及其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構成

《經濟信息導報》的主要內容。有了大

量與當地農時、氣候、特有農產品市

場走勢、供求信息、農作物種植、家

畜飼養密切聯繫的信息內容，才能被

農民所接受，也才能真正成為推動農

村經濟發展的「引擎」。假以時日，隨

f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信息溝通的

「金塔模式」成功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

面：首先，當地政府

的積極參與與推介。

其次，農業新技術推

廣過程中，一些熱衷

網絡技術並具有行政

領導力的個人的作用

不可小覷。再次，農

業信息符合當地社會

需求，與農民生產生

活息息相關。最後，

通暢傳播與回饋管

道，使信息發布者及

時獲知農民的需求，

傳送他們最急欲獲得

的信息，提高了信息

傳播的價值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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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暢，其文化觀念和行為方式的變革

是可期待的。

最後，通暢傳播與回饋管道，使

信息發布者及時獲知農民的需求，傳

送他們最急欲獲得的信息，提高了信

息傳播的使用價值和傳播效果。

六　結 論

通過兩種網絡應用模式的比較研

究，可以看出：

第一，在我國「後發—外生」型的

現代化進程中，強有力的政府主導作

用不可或缺。西部農村信息化發展既

需要國家的資金扶持和政策傾斜，也

需要地方政府的全面介入。創新意識

是政府推動農村信息化發展的首要條

件。

第二，欠發達地區農村傳播體系

主要由電視傳播和人際傳播構成。傳

統大眾傳播媒體在西部農村的現狀不

盡如人意：電視媒體在傳播農村農業

信息方面與農民的信息需求之間有一

定差距，報紙媒體的傳播範圍狹小，

這些都對農村信息化全面、立體、多

途徑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制約作用；同

時也不利於包括互聯網在內的新技

術、新觀念的擴散和普及。

第三，欠發達農村經濟落後、農

民受教育程度低下是影響其社會發展

的制約因素之一，知識匱乏、文化貧

困進一步遏制了對技術的學習與採

納，影響了經濟的增長與繁榮。經濟

衰蔽與凋零又進一步束縛了農民受教

育的動機和需求，惡性循環的結果，

使西部落後農村和農民被甩在現代化

進程的高速列車之後，成為被邊緣化

的弱勢群體。在（由信息化）促進西部

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改善農民受教

育環境，提高農民學習、吸收新知識

的能力和技巧，促使他們分享人類社

會進步的最新成果，是農村社會發展

中不可忽視的要件。

第四，互聯網技術在推動農村社

會發展的過程中，並非唯一的決定因

素。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有

f複雜的互動關係，只有與特定社會

環境的諸多複雜因素相協調，網絡技

術才能與之形成合力，有效推動當地

社會發展。因此，認為把網絡技術引

進傳統農村社會，便能引起該社會超

越工業社會、進入信息社會的發展觀

念，不是陷入「數字烏托邦」的幻想，

就是落入「技術決定論」的窠臼。

第五，建構適合的傳播內容。為

誰傳播和傳播甚麼的問題，是農村信

息化進程中必須正視的，結合了農民

實際生產、生活需求的網絡傳播內

容，才能轉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助

力。農業信息化網絡傳播過程的主要

受眾是基層農民，引導、滿足受眾的

信息需求是傳播媒介得以發揮影響的

前提。同時，建立暢通的受眾回饋路

徑，能夠更好地了解受眾的需要，制

訂適合的傳播策略，形成信息的雙向

溝通。從兩方面看，缺少受眾一端的

傳播過程顯然是不完整和不能進行

的。

第六，「金塔模式」構建了一個完

整的雙向傳播的管道，即，網絡信息

服務中心→村級信息點→《經濟信息

導報》→農民以及農民需求→村級信

息點→網絡信息服務中心，這種互聯

網傳播模式和低成本運營的互聯網應

用和推廣模式，是符合西部農村特殊

的發展情況的，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和推廣價值。

互聯網技術並非推動

農村社會發展的唯一

決定因素。它與社

會、政治、經濟、文

化有�複雜的互動關

係，只有與特定社會

環境的諸多複雜因素

相協調，網絡技術才

能與之形成合力，有

效推動當地社會發

展。因此，認為把網

絡技術引進傳統農村

社會，便能引起該社

會超越工業化、進入

信息社會的觀念，是

落入了「技術決定論」

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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