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0 No. 5

2010 年第 5 期

文化软实力研究在中国
郭小聪
（国际关系学院 文化与传播系，北京 100091）

［摘要］ 文化软实力研究在中国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与冷战后中国所面临的新局面
和新压力相对应，表面上反应寥寥，却暗含着紧张与忧虑。第二阶段自 9 · 11 事件后，中国由于历史
强盛时期回忆、亚洲金融危机应对成功，以及对“中国威胁论”的警惕，而引发国内对文化软实力研
究的新兴趣与广泛探讨。第三阶段则因 2007 年中共十七大对文化软实力的强调，而使其进入中国
主流话语，展现出通俗化与变革性两方面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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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概念进入中国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

他于 1990 年第一次在传统的实力学说之上，明确

国际关系格局不断发生变化的一种结果或反映。从

区分出“硬实力”与“软实力”，并使两者并驾齐驱。

文化交流角度讲，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不管是

他认为，如果说“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能够“命令”

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实体的还是形式的，总要经

别国依从它的能力，相当于实力对抗的基础 ；那么

过一个磨合、变异阶段。语言学家认为 ：
“当这些文

“软实力”就是指能让别国心甘情愿追随它的能力，

化形态从一个民族进入另一个民族时，必然会触发

犹如事半功倍的利器。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软实

言语活动，用言语活动来了解它们、熟悉它们、表达

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优

它们、思考它们”。[1](P.18) 也就是说，必要的辨析和讨

势 ；二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 ；三是在国际制度规

论，呈现出外来文化成果被逐渐吸收、重塑的过程，

范方面的主导作用。

其实质就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那么就“软实力”

今天软实力说在中国可以说是众所周知，但在

一词而言，它的引入中国要复杂一些，不仅仅是一

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却很少为人提及。当时国

种语言文化现象，也涉及到国际关系问题、时代背

内学术界对此反应寥寥，研究不多，但又并非漠不

景、现实地位、力量对比、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所

关心，而是带着隐隐的紧张与茫然。这可以说是文

以，对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国化”过程的梳理，实际

化软实力研究在中国的最初阶段及主要特点。

上也就是一页历史的反思与自我认识的深化。

这一时期最早、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当属王沪宁
的论文《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作者在文中

一

明确指出 ：
“把文化看作一种软权力，是当今国际政
治中的崭新概念。”他发现，文化尽管通常被看作是

“软实力”一词最早源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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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包括了“政治体系、民族士气、民族文化、经济

体制、历史发展、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较为松散

力说只是其中一缕飞云，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

的概念，可一旦被国家整合起来，就会显示出惊人

结论”更是惊世骇俗地宣称，随着冷战胜利，社会主

的整体性力量，
“具有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属性”，即

义阵营解体，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变正在走向终点，

构成所谓“软权力”。让作者惊愕的是，文化作为国

“西方自由民主必将成为人类政府的终极形式”。

家实力的观点其实早已有之，但锁在家里时并不觉

这对西方意识形态类型以外的其他社会模式来说

得有什么力量，可一有机会扩散到国际社会中去，

无疑像是一道“催命符”。而同一时期，亨廷顿的“文

它却能迸发出巨大的“发散性力量”。作者认为，之

明冲突论”也肯定了不同文明间正面冲突的必将到

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今天的时局和条件演化的

来。特别是其《文明的冲突》一书第 12 章中对 2010

结果”。具体来说，就是苏联东欧阵营未经一枪一弹

年中美大规模军事冲突绘声绘色的预测，今天看

而突然解体的惊人现实，让人们看到一种新的力量

来不着边际，有失学者的严谨，当时却令人不寒而

的崛起，即“国际风云的变幻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

栗。而美国 1991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大获全胜，更

化 , 使‘软权力’成为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基本力

以其信息时代武器的威力，显示出超级强权的可怕

量”。

[2](P.94)

前景——即以强大军力为后盾，强行向世界推行西

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软实力概念的理解最接近

方民主、市场经济、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文化规范

约瑟夫·奈的原意，字斟句酌体味其中的深意，但理

等。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就曾说过，我们既然

解的基调却又截然不同。美国人是带着冷战胜利的

有这么强大的武力，为什么不用呢？而美国新古典

意外惊喜来思忖软实力的，而中国人则是不安地预

主义奉行的单边主义理论，更公开强调维护全球稳

感到一种新的挑战。如果说，中国人过去在极不对

定的最好手段就是保持美国霸权。这在中国人的解

称的硬实力较量中尚能诉诸意志，力抗强者，兵来

读中实质就是八个字：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将挡，水来土淹。那么，现在软实力威胁则更像一个

另一方面，苏联东欧集团的崩溃，也使中国侧

梦魇，它发力于无形，无所不至，不能无视，却又无

翼突然完全暴露在西方阵营面前了。形势空前凶

从抵挡。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王沪宁在

险，中国首当其冲，而又缺少回旋余地。1991 年美

文中意识到 ：
“硬权力基本上可以在一定的政治共

国传统基金会出版的反映主流派观点的《背景材

同体内得到和扩展，而软权力更加依赖于国际间对

料》中即已明确提出 ：
“随着苏联地位的下降、伊拉

一定文化价值的体认，依赖于一定的体制在国际上

克战败和利比亚归于沉寂，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

得到的支持，所以国家的软权力更加依赖国际文化

家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目空一切地维护那些在美

的势能，即国际整个文化和价值的总趋向。”也就是

国人看来已经过时的、令人憎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

说，软实力最奇妙的地方是，它和硬实力一起为本

观念”。而 1993 年美国参议员丹尼斯·德孔西尼在

国利益服务，却又能以某种普世价值的面目出现，

提交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中也宣称 ：

并易于为他人接受，从而造成“总的软权力态势对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铁幕已经落下，民主

谁有利，谁在国际社会中就占据有利地位”。这正如

和自由市场经济正在向全球各个角落扩展。我们不

约瑟夫·奈所言：
“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其他国家愿意

再必须全力提防来自苏联的无所不在的危险。那个

效仿自己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而在世界政治中实

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我们与

奇特的是，这种态势的

中国的关系了”。[4](P.581) 总之，“下一个就轮到中国

形成表面上并不具强迫性，因而就对处于不利地位

了”的念头，绝非空穴来风。那一时期先后发生的银

的国家构成更大压力，却又很难抵御。

河号事件、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以及中国南海撞机

现自己预期的目标。”

[3](P.74)

特别对于中国来说，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
容当时的处境和心境并不为过。约瑟夫·奈的软实

事件，似乎都印证着中美之间正不可逆转地滑向全
面冲突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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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约瑟夫·奈的软实

[6](P.343)
2007 年出版的《中
危机的反应说明了这一点”。

力说更像是一种新的不战而胜的方法，指点着美国

国软实力方略》一书即强调，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

人如何在冷战后时代双管齐下地收拾世界，包括通

中的表现，表明其“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

过文化力量来弱化国家主权。王沪宁在 1994 年发

物品，开始着力塑造一个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

表的另一篇论文《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 ：对主权观

国际形象”。[7](P.48) 这样的论述并不错，但稍嫌笼统，

念的挑战》一文中即表示出这种担心。认为在美国

没有充分论及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层作用。为什么当

主导的全球化背景和前景下，对国家主权概念的理

年朱镕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教育界做经济形势

解也会变得复杂，国家为了取得进入国际主流社会

报告时，三个小时讲话反复强调的就是一句话 ：
“不

的权利，有可能不得不以部分文化主权的丧失为代

能乘人之危”？ ① 为什么在西方人听来不过是一

价。[5](P.13) 当然，这一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前景，令人

句表示同情的话，在中国却能起到左右重大决策的

感到沉重、苦涩和无奈。

作用？这必须从文化本性方面找原因。正如学者韦
正翔在《软和平》一书中指出的 ：
“国民性是指国家

二

具有的比较稳定的道德属性。它是在国家漫长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继

文化软实力说研究在中国的第二个阶段，可以

承，是当前大多数人意志的外化形式……由于国民

说是以 2001 年美国 9·11 事件为契机，两个相向而

性的不同，在一国能够实现的外交政策目标，在另

行的重大变化使国际局势骤然柳暗花明，揭开了新

一国可能就很难实现”。[8](P.104) 显然，如果不关注政

的一幕。一方面是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国际恐怖主

治决策背后的文化背景，对自身软实力的认识也很

义成为美国首要打击的敌人，中国承受的压力随之

难深入。

减轻。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到达

平时中国人也许是很实际的，看重所谓实用理

了一个临界点，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中国

性精神。可一旦他认为生活中的某些选择牵涉到大

人也开始有了新的自信。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中国

是大非问题时，便会毫不犹豫地将“良心”置于种种

学者从几个方面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说有了新的

实利计算之上，以义为先，以德服人。当年亚洲金融

兴趣和广泛探讨。

危机哀声一片，正是触动了中国人的“不应以邻为

首先是现实的体会。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

壑，落井下石”这一古老文化观念，因而中国政府再

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避免了亚洲经

三申明 ：人民币绝不贬值，不能把危机转嫁他人。

济多米诺骨牌连锁坍台的悲剧。当年中国政府做

中国老百姓对此了然于心，但对喜欢条分缕析的西

这个决定时并不轻松，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与考验，

方学者来说，从经济角度看是不智的，从政治角度

也准备付出重大牺牲。但始料不及的是，这样的做

看是危险的，特别是把道德判断与利益判断混同起

法竟然“无心插柳柳成荫”，意外地增加了中国的国

来，好像贬值就是乘人之危，不贬值就是君子之道，

际影响力，特别是迅速改善了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关

很难理解。但这就是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坚持义与

系，开启了地区合作的新篇章。

利的协调，理与情的统一。学者王德清很有道理地

多年来，中国学者一般肯定这是中国树立负责

指出 ：即使引进西方的理性语言，中国人也会融进

任大国新形象的开始。指出 ：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体

自己的文化精神 ：
“若深思一下，即可发现，中国人

现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新的认同，中国对亚洲金融

用这些词语时的意蕴指向，并没有落在西方思想的

① 笔者曾在现场聆听朱镕基总理报告，对此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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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场中（当然，中国学者用法除外）。再如，中国人

点 ：即为了应付当前的挑战。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

今天所说的‘讲道理’，仍不是全指‘遵理性、讲规

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此时国际舆论已从“中国

则’，更多的还是指‘顺乎常情’
（‘常情’是包含着感

崩溃论”迅速转变为“中国威胁论”，甚至认为代表

性真相在内的）；今天的中国人也仍然常用‘苍天’、

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所谓“北京共识”正在取代“华

‘百姓’这些词语，用以表达一切中国人都能领会到
[9](P.124)

盛顿共识”。这些观点或疑虑越来越有市场，正对中

不要小看

国的未来发展形成障碍。中国急需让世界了解自己

了中国人文化本性的爆发，对中国人来说，一句看

的和平意愿与发展计划，以营造相对有利和友善

似简单的话就可能引起重大后果。朝鲜战争时毛泽

的国际环境，因而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和平崛

东一句“看着邻居受难不能不管”，越南战争时周恩

起”、
“和平发展”、
“和谐世界”等战略目标，越来越

来一句“中国甘愿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改革开放

重视“文化软实力”作用的发挥。有中国学者在讨论

时邓小平一句“摸着石头过河”，便都形成最终足以

中指出 ：
“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

改变中国与世界的重大决策。而且，对于中国人来

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增强国家的实力，仅有

说，道理越是浅近，合乎情理，意志凝聚也就越是广

经济的和军事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

泛和强有力。所以，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的、文化的和道义的力量。这里也包括中国的发展

与意外收获，并非仅仅出自要做“负责任大国”的理

经济和发展模式”，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中国模

性判断，更不是由于精明的盘算或豪赌的幸运，而

式’与‘中国威胁’联系在一起”。[11](P.210-211) 需要强

是文化精神使然，才在不经意间形成了独特的影响

调的是，中国人提出“和谐世界”的主张，并非中国

力，这是最为本质内在的软实力，因为有着深厚的

国力不够强大时的策略性宣传口号，而是源于中国

文化土壤。

人的历史经验。中国自古信奉“和为贵”，赞同和平

的一种很深刻的社会生活原理。”

第二是历史的记忆。中国历史上曾形成包括

竞争，和而不同，反对将自己的信仰、意图与生活方

日本、朝鲜在内的东亚儒教文化圈，它并不是通过

式强加于人，这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东西，即便

武力，而是主要通过中华文化的和平传播而自然形

在历史上最强盛时期也是如此。

成的，这正好也可以用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说来解
释。中国学者刘德斌 2004 年就曾对此作过专门论

三

述，他认为，
“软权力”作为“同化性权力”，主要是指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吸引力或魅力之所在，不同时

文化软实力研究在中国的第三个阶段，则以

期、不同地区权力结构中都存在“同化性权力”的影

2007 年举行的第 17 次中共党代会为标志，总书记

子。中国历史上对此也并不陌生，这就是以中国为

胡锦涛在会议上明确提出 ：文化已成为综合国力竞

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和“儒家文化圈”的长期存

争的重要因素，号召尽力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在，其实质是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使中

中国是一个有着权威性传统的社会，随着国家领导

国文化及生活方式对周边民族和国家产生强大吸

人的亲自提倡，
“软实力”一词迅速进入中国社会主

引力。[10](P.59) 这种影响力若断若续，至今犹存，譬如

流话语，表现出两个不同方面的影响。

2004 年在西安发现的一块日本遣唐使墓石，在日本

第一个方面是表现出通俗化倾向。文化软实

引起轰动，因为它是现存实物中最早出现“日本”二

力已经不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成了一个广泛

字，甚至引发“日本”国号是否为唐朝所赐的议论。

宣传的重点口号。例如 2008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可以说，被历史记忆唤起也是中国人对软实力说感

一本小册子《软文化 真实力》，其撰写内容不是为

到亲切的一个原因。

了探讨而是为了普及，其封面即标明“十七大热点

但对于软实力说的兴趣，最重要还在于第三

通俗读物”。更令人料想不到的是，
“软实力”一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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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外延的迅速扩展，已经从一个国际政治术语，成

键在于如何更有效地向其他国家推行。但软实力

为中国社会内部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单

说引进中国以后，却越来越有了对内的作用，变革

位或村落都经常使用的日常话语。翻开中国的报纸

的作用 ：即人们越是要塑造中国正面形象，就越是

或网络传媒，经常会看到 ：
《苏宁电器“亮剑”行支彰

看到现有的不足，因而感到焦急，呼吁深化改革。

显文化软实力》、
《橱柜业提升“软实力”彰显文化魅

所以说，软实力说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不是保守性

力》、甚至某某县、某某村“彰显文化软实力”这样的

的，而是变革性的。正如《中国 ：软实力方略》一书封

标题、字眼。
“软实力”概念在中国的流变和流行程

底所引的题记 ：
“评估中国软实力，我们没有兴高采

度，肯定会让始作俑者约瑟夫·奈瞠目结舌，但如

烈，而是充满忧虑，因为中国软实力并非强大，可谓

此随心所欲地泛用“软实力”这个词，正是“中国特

有剑无锋 ；研究中国软实力，我们的初衷不是与其

色”。中国历史上对于外来新思想的吸收、借鉴，向

他国家一竞短长，而是内省，对中国的战略路径进

来不喜欢繁琐思辨，而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断

行反思 ；增进中国软实力，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扩

融合，加进新的东西，最终简化、强化为一个名词或

张，而是自我充实，从而找到可持续的增长路径，为

一句话，作为文化符号。外人可能觉得过于简单，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

在中国社会反而容易起到号召、凝聚作用。过去汲

础。”[7]2006 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编的《国际体系

取印度佛教文明时是如此，今天借鉴西方现代文明

与中国软力量》一书，也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软

时也是如此。

实力的内生性、内省性、内驱性，以及要素、资源、能

第二个方面的演变是 ：中国人理解的“软实力”

力等问题。[13] 中国学者正是通过审视中国自我形

越来越背离美国人的本义。美国版的软实力说最关

象而引发的对于现代精神转型、体制变革、文化更

心的是“如何吸引别国来追随自己”，而中国自古就

新等方面的研讨，无意中又形成了推动下一轮改革

对此不感兴趣。所以，美国的软实力说本质上是进

的新动力。
总之，仅仅过了 20 年，文化软实力研究已经明

攻性的，一心要让本国占优势地位的文化、意识形
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一统天下。这体现在约

显地“中国化”，并将更有效地加以借鉴，发挥作用，

瑟夫·奈对“软实力”一句最简短的概括中 ：
“软实

对外有利于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塑造中国“和

[12]( 前言 P.5)

力——即我们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

平发展”的新形象，对内则有助于促进变革，更好地

而与之相反，2000 多年前中国的老子就说过，水是

适应全球化新时代。所以“软实力”一词能够迅速进

天下最柔的东西了，却能无坚不摧，以柔克刚，以弱

入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绝不是偶然的。3000 年前，

胜强，这代表着中国人对运用力量的最基本看法。

商代《盘铭》上有一句著名箴言 ：
“苟日新，日日新，

所以中国人看重“软实力”本质上是自卫性的，是为

又日新”。从软实力说在中国的演化过程中，我们正

了创造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和平环境。

是看到了古老中国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如何对外来

与此相应，美国的软实力说本质上又是保守

文化营养不断取舍、自我更新的活生生例子，这或

性的，因为它是对外的，假定本国社会体制、生活方

许也是这个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国家不断迸发惊

式、精神文化等等都是优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关

人活力的真正原因。

学报 ( 社科版 )，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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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

《第八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文集》出版
由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会长巴忠倓主编的《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国家安
全 ：第八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文集》于 2010 年 9 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2009 年 12 月 4 至 5 日，中国政策科
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在京举行了以“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国家
安全论坛。此次论坛的 120 余名经济学家、金融问题专家、国际问题专家和国家安全问题专家深入分析了
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本质、未来走向及其对国际战略格局和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共同探讨了趋利避害、
化害为利、维护我国国家金融主权与国家安全的应对之策。本书为此次论坛的成果集，主要包括 ：全国
政协副主席厉无畏的《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国家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的《当前资本主义
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发展趋势》、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兴唐的《金融危机与国际形势的新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谷源洋的《金融危机对南北关系和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影响》、国家发改委
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毕吉跃的《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环境及对我国的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
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的《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思考》、
《现代国际关系》杂志主编林
利民的《金融危机后国际格局变化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彻的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困惑与思考》、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战略规划部研究员谭雅玲的《新型金融危机
中的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赵可金的《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战略性调整》
等 33 篇论文。
（卷平冈）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