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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观辨析专题

隐形到可见：残障群体身份自我建构研究
郭伟婷 姜洪伟
【摘要】社交视频日志提供了新的空间探索残障群体自我表达。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以 B 站 29
位残障博主的视频日志为对象，分析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残障群体虚拟交流现状以及残障身份建构策略。
研究发现，样本中的残障可见性呈现出类别、城乡和性别差异；残障博主的身份建构策略表现为公开展
示的残缺身体、补偿性的亲密社会互动以及自下而上的话语互动。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数字包容下的
深度排斥现象，需要政府、平台、用户三方共同维护良性的网络环境，助力残障群体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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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nvisible to Visible: A Study on Identity Self Construction of Disabled Groups
GUO Wei-ting, JIANG Hong-wei

【Abstract】Vlog provides a new space to explore the self-expression of disabled groups. This study use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akes the vlogs of 29 disabled bloggers in Bilibili as the object,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virtual  
communication of disabled groups an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disabled identity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visibility of disability in the sample shows differences in category,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gender and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disabled bloggers are manifested in the public display of disabled bodies, compensatory intimat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bottom-up discourse interac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can't ignore the deep exclusion under digital inclusion. The
government, platforms and users need to jointly maintain a benign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help disabled groups integrate into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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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再就业的机遇与挑战 [1]、科技赋能对残障群体人力

中国残障人总数已达 8500 万，占据人口总数

资源开发的突破性意义 [2]；另有文献从信息无障碍

6.35% 的残障群体却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大

角度考虑残障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例如数字鸿沟

众传媒时代，残障群体与苦难叙事相互捆绑，被塑

下的残障群体信息接触障碍问题、细分残障人群的

造成励志、自强、积极等单一片面的刻板印象，话

媒介使用动机和使用后的主观获得感 [3]、互联网视

语传播权利没有完全从媒体延伸到个体本身。新媒

域下残障群体的社会心态变化 [4] 等。同样值得关

体的出现不仅是残障群体融入社会的途径和手段，

注的是媒介赋权给了边缘群体包括残障人士在内更

更是他们开始自我表达的契机。梳理残障研究文献

多自我表达的机会。 因此本文从残障研究与新媒

发现，已有文献从功能主义角度考虑互联网对残障

体研究的交叉领域着手，研究社交媒体环境下残障

群体的实质性帮助：关注互联网视角下的残障群体

人士的自我表达，以期从残障群体角度出发了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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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身体与社会对话实现身份的自我建构，以

当下残障群体的媒介再现过度美化与歧视，特

及虚拟互动下的社会支持效果分析。

定的技术文化经验埋没在刻板印象之下，从而进
一步边缘化数字媒介环境中的残障身份 [5]。

2. 理论梳理

新媒体的出现不仅使公众能够获得可见性，

2.1 可隐藏的身体：新媒体下的隔屏互动

并且是以自己定义的方式。赋予可见性的主体不

就目前媒介技术提供的“修复”残障的方式

再仅限于大众媒介，而是扩展到社会个体 [8]。“社

而言，它是通过隐形来实现的，使残障人能够以

交平台也是少数群体 / 弱势群体可能通过数字空

非残障的形式呈现自我。面对面传播需要传受双方

间的自主选择进行自我表达的替代性场所”[9]。

均处在现场，能够直接感知到对方，例如看到对方

新媒体对社会中的残障群体的影响越来越大，被

的脸、听到对方的声音等，主要利用语言媒介和动

认为是实现残障群体平等的内在因素 [5]。近期哔

作、表情、辅助语言等非语言媒介来传播信息。随

哩哔哩 (bilibili，以下简称 B 站 ) 涌现出一批展演

着 web2.0 的发展，由之前的面对面传播到现在的

自己日常生活的残障博主，他们通过手机完成拍

隔屏互动，新媒体允许残障人士通过在虚拟空间中

摄、剪辑、上传、互动等一系列操作，日常生活

隐藏自己的残障表征，直到他们决定透露自己的真

影像的呈现有力地补充了残障群体之前被代写的

实身份。新媒体的匿名环境不仅给了残障人士正常

单一形象，虚拟空间的社会互动使得大众有途径

交友的安全感，身体的缺席使得平等交流也变得可

“看见”残障人士。本研究致力于在社交媒体空间

能和得以实现。但是正如媒体学者凯蒂·埃利斯和

探索残障身份建构以及社交平台赋予残障群体可

杰肯特所告诫的那样，
“如果残障人在虚拟世界中

见性对他们生活的改变。

变得隐形，这可能会对残障人在更广泛的社会中的
可见性产生影响”[5]。识别是社会可见性的一种形

3. 研究方法

式，对少数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关系有着至关重

视频日志是指通过第一人称自我表征，将主

要的影响，隐形意味着被剥夺了认可。健全文化占

观经验转化为可感知的媒介化现实的视听形式 [10]。

据主导地位，并因残障在网上的不可见性而得到加

它的日记体叙事形式使其能够作为一种记忆的第

强。卡弗认为，把文化与技术支持的未来想象成没

三持存。这是斯蒂格勒在胡塞尔的“当下持存”

有残障的空间，这意味着“一个包括残障人的未来

（当下的记忆）与“第二持存”（回忆）的基础上

的价值没有得到承认，而一个没有残障的未来的价

提出的概念，主要指“在记忆机制中，对记忆持

[5]

存的物质性记录”[11]。通过视频日志，可以更好

值被视为不言而喻的”
。

2.2 可公开的身份：弱势群体的可见性展演

地观察到残障博主的经验和表征，有助于研究的

在新媒体传播技术出现之前，“可见性”的

开展。B 站是依托社交互动发展起来的网络视频

具体场景是实体的公共空间。针对新媒体出现后

社区，已成为人们表达自我、分享生活的重要平

公共空间发生的转变，丹尼尔·戴扬提出，所谓

台。B 站和视频日志的用户有着较高的重合度 , 可

“可见性”是指能否被他人看见、能否获得他人

搜索到的视频日志数量更多。内容分析法是一种

的注意力。当获得的注意力达到一定规模时，即

对传播信息内容进行系统、客观和量化描述的研

[6]

产生了可见性 。媒介是赋予事件、个人、群体、

究方法，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

辩论、争端、描述等可见性的机构，媒介话语首

化的分析，即由表征的有意义的词句推断出准确

[6]

先是一种通过“展现”赋予可见性的行为 。然

意义的过程，借由此方法力图挖掘残障博主认知

而，可见性并不是以一种线性的、直接的方式与识

自我的话语表征以及身份建构的过程，梳理残障

别联系在一起的，其有一个最低限度，即“公平

博主“可见性”的机制。

[7]

的可见度”，低于这个限度，就会被社会排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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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在 B 站 搜 索 残 障、 残 疾、 聋、 哑、 盲、

脑 瘫 等 关 键 词， 截 止 到 2021 年 11 月 20 日， 筛

交活跃度最高的一个类别，在粉丝排名数前 5 名

选出 29 位残障博主，仅占 B 站月均活跃用户的

的残障博主中，其中 4 人是肢体残障。（见表 1）

0.000017%（B 站月均活跃用户 1.72 亿）
，共 2643 条

残障群体通过制作和传播视频重塑自身价值

视频，根据标准“时长大于 3 分钟、主题围绕‘残

的方式，呈现出生活方式的差异。在样本中区分

障日常生活’
”展开，筛选出 278 条视频进行编码

了农村和城市两种生活方式。在城市生活的残障

分析。参考已有文献视频日志编码表建构

[10]

，编码

人士，使用丰富的画面语言（例如镜头景别切换、

员对这些视频日志内容进行了四个维度的编码，其

配乐选择、场景变换丰富），呈现的社会参与度较

一是“身份信息”
，即视频博主的残障类型、性别、

高，生活丰富充实；来自农村的残障博主，视频

城乡身份；其二是“社交活跃度”即残障博主的入

画面大多简单、直白，一镜到底，节奏单一，呈

驻时间、视频发布数量、粉丝数；其三是“画面呈

现的社会互动少。（见表 2）

现”
，即字幕、配乐、镜头景别；其四是身体调度：

4.2 残障身份建构策略

拍摄场景、互动对象、互动程度。通过解构视频日

巴特勒认为，身体是承载一切身份的重要场

志，可以勾勒出残障群体的生活景观，探讨其身份

所，而自我也在身体之上书写 [12]。他始终关注那

建构的过程以及社交平台对其生活的影响。

些被排斥的生命如何实现社会文化的可见性问题，
诚如其所问，
“那些被规范的暴力所驱逐的生命，

4. 内容分析：残障可见性差异与残障身份建

应该如何得到承认，以避免社会与文化意义的死亡

构策略

呢？”[12] 对于所调研的 B 站残障博主来说，他们

4.1 残障可见性：类别、性别、城乡差异

身份建构的表达囿于边缘情境的结构影响，呈现在

持续拍摄和上传视频日志的残障人士，以城市

视频中的更多的是残缺的身体、补偿性亲密社会互

女性居多。在样本中，27.59% 来自农村，女性博主

动，其中也有少数包含自下而上的话语互动。

占 62.07%。女性成为移动互联网价值主力，视频日

4.2.1 公开展示的残缺身体

志用户目前主要集中在一二线高知女性群体上。

目光和语言揭示了从前在临床医学视域之外

在样本中的残障群体身上，共有 4 种残障类

和之下的东西。被遮蔽的残障身体，因为语言和

型，肢体残障占比最高（62.07%），其次为视力残

目光的重新配置而被照亮了，具有了一种可见性

障（17.24%），第三为听力残障（13.79%）。残障

形式 [13]。视频画面主体直接展现边缘特征，在某

博主类型数量的差异不仅取决于人口社会学分布，

种程度上，个人信息暴露得越负面，就越被认为

同时还有数字设备障碍鸿沟存在的缘故。40% 的

是“真实的”。没有边缘可见特征就容易遭受质

视力障碍博主借助第三者视角记录自己的日常生

疑，需要进一步披露个人信息。同时，内心受过

活。而肢体残障博主不仅人数最多，也是累计社

创伤的个体比同龄人更有可能透露身份信息 [14]。

表 1 各类残障博主社交活跃度差异
残障类别

入驻时间（天）

视频发布数（个）

粉丝数（万）

肢体
智力

398

63

4.1

217

106

5.2

听力

950

50

2.2

视力

663

107

1.2

表 2 视频画面制作的城乡类别差异
城乡类别

使用字幕（个）

使用配乐（个）

使用不同镜头景别（个）

总数（个）

城市

197

165

114

202

农村

63

42

39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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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听力障碍在视频里呈现的局限性以及轻度障

了它的社交属性，残障人群得以在这里找到群体

碍下生活受限程度小，10.3% 的残障博主会在早

归属感，信息共享和情感共鸣在这里得以生存。

期视频画面中展示自己的残疾证，以证明自己身

在评论和弹幕区可以看见抱团取暖的残障群体，

份的真实性。

残障博主的自我展演使得他们放下心理戒备，在

视频日志循环阐明出行、教育、工作、婚姻

不暴露具体社会身份信息的前提下用文字主动揭

等元议题，再现了日常遇障的状况，并将社会关

露自己的残障经验，用自己的发声加深残障博主

系、公众参与和议题制造作为媒介的核心社会方面

的可见性程度。同时也可以看见“还没看先一键

推向前台，从而使残障问题变得可见。肢体障碍博

三连”的共情观众。评论区可见的粉丝勋章标志

主以及智力障碍博主通过记录自己的复健过程以及

证明粉丝与博主之间的亲密互动，这种新型亲密

日常活动，直观展示残障身体带来的不便之处，以

感在公共领域蓬勃发展的数字舞台上搭建成功。

身体作为社交货币，吸纳残障群体在评论区交流讨

“像太阳”是残障博主评论区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

论，同时也使得普通用户能够了解残障表征和经

词，以前残障群体的价值要通过实际工作得到认

验。交流的无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来自感同身受的

可，新媒体的发展拓宽了残障群体实现自我价值

困难

[15]

，残障群体的身体变成了阅读残障文本的

的途径。通过新媒体平台向陌生人讲述自己的人

媒介和痛苦展示的景观，普通用户通过视频日志延

生经历起到鼓舞他人的效果，社会能量在隔屏流

伸想象力和共情力。虽然主流意识形态将社会知识

通，残疾群体通过虚拟网络获得另类社会的支持，

限制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健全文化视角，在人人都

重塑其自我价值。

有麦克风的时代，残障群体用丰富的话语表达和镜

4.2.3 自下而上的话语互动

头语言展现出被遮蔽的身体和故事经验。

视频的低准入门槛使得残障群体从以前的沉

4.2.2 补偿性亲密社会互动

默，没有能力真正参与信息传播转变为传播主体，

媒体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去空间化的可见

打开了影响力的上升通道。残障博主的视频叙事

性，它允许一种亲密的自我呈现形式，摆脱了共

并不是以传统的救助者—受助者共同建构模式为

同在场的约束

[16]

。通过展演亲密的社会互动，与

特征，而是使用多重表征框架挑战叙事惯例和形

外表和自信作斗争，补偿其与预期的身份和社会

式，刻画真实的“残障群体”形象。视频画面还涉

互动之间的距离。残障群体通常较难痊愈，因而

及“残障人士美妆视频、残障人士跷二郎腿、残障

他们往往将这种身份与日常生活中的孤立和认知

人士开车”等突破残障身体框架的事件，残障群体

失调联系在一起

[17]

。在视频中出现的社交互动大

通过创作、点赞、转发、弹幕，不断增加自身可见

多围绕在爱人、家人以及宠物身上，朋友这一角

性。而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关注到残障群体在

色的缺席也验证了这一论点：除了被外部社会排

社交平台上的发声，帮助其建构符合自我认知的身

斥外，残障人士往往将自己排斥在社会之外，以

份。残障身份的建构不局限于小众视频发布平台，

避免他人对自己造成社会伤害。女性残障博主更

出圈到央视新闻以及地方报纸等大众媒体上，实

注重展示健全者（爱人、家人）对残障者的关爱

现残障身份建构的自下而上书写。up 主璐英流在

与照顾。亲密关系是生活质量的核心组成，11%

2021 年 4 月 22 号发布关于登上央视新闻的视频，

的女性博主的视频画面涉及“轮椅情侣日常”或

up 主朱铭骏也走进自媒体的视野。视频日志与报

者“脊髓损伤情侣日常”，记录男朋友或丈夫平时

道的互相补充，使得残障博主的身份建构更加丰

照顾自己的样子，映射了残障群体内心的真正感

满。同时，视频日志的可持续性曝光也作为一种媒

受，她们也可以得到平等的爱与尊重，以此来恢

介监督的力量，帮助残障群体中处于更弱势的贫困

复被污名化的残障群体身份。

山区群体维护他们的权利，督促政府以及残联落实

除了视频内的亲密社会互动，视频日志发挥

58

“下乡送温暖”活动。从历时性的角度观察贫困残

障博主（占比 14%）的变化，视频日志里直观可
见其精神面貌向好，物质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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