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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传播的冲突与融合
刘建明
摘 要

一切文化首先是民族的, 民族文化一旦形成, 就深深注入每个民族成

员的血管和毛孔中。因此, 各民族文化之间包含相互冲突的因素。但一切优秀文化
又具有国际性, 深刻反映出人类的本性, 创造进步的生活方式。在国际文化的传播
中, 优秀文化被各民族所认同和接受, 是通过文化选择机制实现的。多种优秀文化
在传播中碰撞, 使其精华结合在一起, 不断推动各民族文化走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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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 国际文化传播的

系和社会关系, 进而形 成各民族 的物质文

冲突并没有减弱。西方文化进入东方, 一方

化、习谷文化和意识文化。民族文化一旦形

面引起东方社会观的变化, 另一方面又遭到

成, 就深深注入每个民族成员的血管和毛孔

东方传统社会观的强烈反弹, 使国际文化传

中, 整个民族很难摆脱它。

播局部地呈现对峙, 也局部地出现贯通, 但
它们的最终发展趋势必然走向融合。

以使用机器为标志的近代文化, 不仅表
现为生产力超越对自然物的直接利用, 而且
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促成社会关系的全面变

一、
文化民族化与文化现代化的冲突

革。人身依附变为资本依附, 人获得公民权
并享有现代物质文明成果, 成为近代文化的

国际文化的冲突, 表现为文化民族化和

标志。当这种文 化从工 业国家流 向农业国

文化现代化的暂时抵忤, 这既有落后与先进

家, 就和传统的自然经济和人伦礼序的皇权

的龃龉, 又有国家意识形态的较量, 也包括

文化发生了对撞。这一方面反映了现代文化

文化观的斗争。

的开放性,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文化的保

一切文化首先是民族的, 最早生根于彼

守性和内向性。

此孤立的民族生活方式中。地球之大, 地貌

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文化, 改变了

的辽阔与山川阻隔, 使古代民族的活动范围

古代的手工生产方式和单调的人伦关系, 表

局限在有限空间, 各民族在原始时代面对不

现出文化追求的社会化。它和农业文明的根

同的自然环境, 从事不同方式的生产, 产生

本区别在于利用他人的能力和财富来生产。

了差别巨大的文化。民族文化从一开始表现

对自然经济的农业文化来说, 土地大都是自

为人改造自然的方式, 决定了民族的人伦关

我开垦的, 工具是自我制造的, 耕畜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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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的, 一切生产过程都是自我进行的。而
工业文化却要借助整个社会来生产, 需要社

一个最合理的借口。其实不然, 现代文化还
包括社会价值观和政治观, 借助文化传播从

会提供机器、原料、劳动力以至商品市场。

落后国家中获取不合理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好

不向外界索取就没有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向
外索取的需要, 由于殖民主义政治的支配在

处, 使文化传播带有意识形态入侵的色彩,
这是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发生冲突的直接原

其形成初期就具有扩张性, 因为它需要外界

因。

提供给它带来利益的一切东西。于是, 有了

现代文化不仅浸润于经济开拓活动, 还

地理新发 现, 东印 度公司, 中国的 鸦片战
争。 ,,这些经济、政治和军事冲突, 实际

同传播价值观和政治观的意识文化相伴随,
这三者符合人类共同利益, 现代文化才能成

是文化传播冲突的不同形式, 最初表现为血

为最高尚、最有价值的文化。但在国际文化

与火的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

传播中, 往往割裂现代文化的上述三个组成

现代文化一出现, 就在世界范围内不断
扩展空间, 先是在欧洲内部, 然后向美洲、

部分, 歪曲政治观和价值观的公正合理性,
使外向的 经济活动变成 掠夺性的 不平等贸

非洲、亚洲和澳洲输送新的产品、新的产生

易, 妄图把自己的政治模式全盘地推销给对

方式、新的价值观。直到今天, 这种扩展不
仅继续, 而且范围越来越大。现代文化总是

方。

从最先进的地域流向较落后的地区, 这种流

理的, 因为无论在一国之内或国际上, 一切

动在文化差别的 时代是不 可能停止 的, 因

经济往来都以价值为基础。商品是平等派,

此, 文化冲突也是不会消失的。
某些 国家要保 持民族文 化中的 传统观

你需要, 你就买, 我愿意卖, 我就卖, 买卖
双方只要感到有利可图就可以成交。但政治

念, 而另一些国家输出现代文化又带有以强

观和价值观的传播很难做到这样平等。如果

凌弱的姿态, 使文化传播在许多领域发生了
冲撞, 结果使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挣扎

传播都以自己的立场为标准, 无视对方国家
的政治框架和多数人的要求, 这种传播就失

中粉灭, 接受了适合本民族土壤的现代文化

去了公正性。

的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同时, 这种冲突也

以市场交换为前提的现代经济方式是合

为了确保一个国家的政治观对其他国家

使民族的优秀文化经受了考验, 在反侵略、
反渗透的较量中, 民族的独立和发展意识不

的统领地位, 使少数人的经济利益和权力凌
驾于多数人之上, 在国际文化传播中必然制

断强化, 掌握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就日

造利己的价值观 和政治学 说。掩 盖贫富差

新月异, 对多数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
世界文化交流中, 民族文化得到改造, 涌现

距, 突出个人自由和少数国家的霸权, 忽视
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 在本世纪初就演变成

出世界文化的新质。由此看来, 国际文化冲

一种世界性的政治趋势, 由此导致多次战争

突不再是谁战胜谁的民族狭隘主义, 而是为

发生。在国际文化传播中这类信息占据很大

世界文化的进步和融合打开了通道。

的比例, 这种信息越是强劲, 越要引起各国
人民的反感。

二、文化传播中的价值观、政治观

正确的政治观和价值观是现代文化的支
柱, 能确保人类获得最大利益和生存权, 构

如果把文化现代化、全球化视为经济对
外发展的必然结果, 那就给文化渗透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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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各种民族文化的核心。政治文化只有解
放生产力, 成为 绝大多 数人获得 幸福的保

证, 才有存在和传播的必要。鼓吹个人意志
至上、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政治观与价值观,

但后者总是节节败退, 逐渐吸取现代文化的
滋养, 自身也最终得到改造。这一过程是由

有害于国际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国际文化

文化选择机制实现的。

冲突的实质, 说到底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这
种冲突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 也体现在人民

适应国际社会需要的文化, 使生活方式
和人的创造意志走向更高层次, 人类会逐步

和传播者之间, 因为广大人民是国际文化传

确认它的存在。先进文化传入某个民族, 先

播的主要受众。

是和落后文化发生冲突, 接着出现两种文化

三、优秀文化和文化选择机制

的较量和并存时期, 最后, 人们势必选择先
进文化而抛弃落后文化。马克思主义刚刚传
入中国, 曾和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发生激烈

在国际文化传播中, 最终取胜的是哪种

的冲突, 但绝大多数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克

文化? 概括地说, 哪种文化能给人类提供最
进步的生活方式、给人的活动提供最大的创

思主义。因为马克思的经济观、社会观和哲
学观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在世界各

造力, 哪种文化最终要占据最大空间, 在各

国受到文化选择机制的考验, 已经或正在产

国生根开花。
文化是民族的, 而优秀文化则是国际性

生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人的
解放观和唯物论的历史观, 虽经多次反复,

的。落后文化不可能超越它的民族性而被其

接受它的人却越来越多。

他民族所接受, 充其量只能为其他民族提供

文化选择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是多种文

鉴赏的材料。中国封建时代女性的裹足没有
在其他民族中传播便自消自灭了, 而西方的

化作用于人而产生的强烈确认动机, 作为人
的自觉行为, 它 又是人 无法摆脱 的择优追

西服在东方的传播, 一开始就受到长袍马褂

求。没有任何力 量能强 迫人们接 受一种文

和封领四兜服的抵制, 但由于它具有优良的
文化特征, 终究战胜了民族服装而广泛地传

化, 因为外界任何力量都无法驱使人的永久
选择。强迫选择所产生的文化冲突, 在当代

播开来。中国儒家学说中 的 / 仁、义、礼、

具有普遍性, 但没有哪一次获得成功。人们

智、信0, 经过新兴管 理阶层的改造, 在许

放弃对某种文化的选择, 是由于这种文化已

多国家开花结果。文化的取胜者不在于传播
者的拼命推销, 而在于文 化本身的 优秀程

不适应生活的变化, 把选择的强烈兴趣转向
新的对象。先进文化的传播通过文化选择机

度。充分开发物质文明, 提高精神尊严与利

制不胫而走, 不可战胜; 强迫其他民族或人

他性, 使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享有更大的愉
悦, 是先进文化的主要特征和功能。为了实

民选择文化, 则是绝望的奋斗, 最后要走向
大崩溃。

现现代文化的上述目标, 人类需要一个社会
利益受到尊重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 因为

四、文化在嫁接中走向融合

只有人民主宰社会生活, 才是开发民智、创
造进步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这是现代文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入另一个民族, 不仅

不同于古代文化之菁华所在, 所以具有更强

产生冲突, 而且两种文化同时激浊扬清, 形

劲的生命力。

成更有生气的文化形态。两种民族文化的碰

在国际文化传播中, 具有上述特征的优
秀文化虽然不断遇到某种民族文化的抵制,

撞, 使其精华糅合衍进, 使世界文化获得源
源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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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都有其优秀的文化, 即使落后
的文化也有其优秀的一面。但任何民族即使

情。但它每天都在发展, 都在增进融合的成
分, 而这种融合离不开各个民族文化的积淀

最优秀的 文化也不会完 全适合于另 一个民

与贡献。任何民族对世界文化都有突出的贡

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殊的人文
环境, 它们绝不 会全盘接 受其他民 族的文

献, 任何民族也不应无视其他民族文化的精
典。中华民族古代的 / 四大发明0、20 世纪

化。只有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 才能吸取其

的 / 学雷锋运动0 和改革开放的种种奇迹,

适用的部分。

是中国为世界现代文化输送的瑰宝。而中国

外来优秀文化在一个国家传播, 一部分
人最先感应它的价值, 修补、删除其不适合

的某些电影只表现中国人的野蛮、愚拙和无
知, 并获得国际性奖赏, 无疑是蔑视中国优

本民族的因素, 再对其进行借鉴和模仿。这

秀文化的痛苦例证。这里充满了民族偏见和

一过程就是文化嫁接的历史。这一历史极其

文化偏见, 传播这两种偏见, 文化冲突就难

漫长, 短则十几年, 长则一两个世纪, 因为
消除文化的对立或差异, 吸取其他民族文化

以避免。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应是国际文化
传播工作的目标, 防止通过文化传播压抑某

的养分, 需要整 个民族在 心理和习 惯上认

个民族的智慧, 是国际文化传播者的光荣使

同, 呈现出历史性的同化过程。这往往表现
为一种渐变程序, 有时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

命。

这种程序。在两种文化交融中, 先进的物质

家庭的一员, 让每个民族享受高尚文化的熏

文化具有更大的 渗透力, 被变更的 成分极

陶, 才有助于推动世界现代化的早日到来。

少, 大部分以至全盘被其他民族所接受。意
识文化则具有顽固性, 不会很快进入嫁接过

各个民族友好合作、亲善和睦地生活在共同
的星球上, 尽快消灭人类的饥饿、愚昧、灾

程, 也很难一下子出现社会思潮和民族习俗

难、强权和不协调, 是国际文化传播的崇高

融合的景观。
世界性文 化的融 合, 是未 来遥 远的事

目的。

世界文化传播者, 把各民族视为平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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