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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战略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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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国家对外战略环境时，只有从以实力为核心的国际格局、以国际制度为核心的
国际秩序和以主导文化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文化三个维度进行，才能对国际战略的背景与条件做出
科学和全面的评估。国际战略环境是国家形象战略的外部大环境，但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战略
环境之外，还应注意对国家形象有特殊意义的环境因素——国际传播环境。它是国际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包含国际传播格局、国际传播秩序和国际舆论环境三个方面，是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和
国际体系文化在国际传播领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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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都是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中存在和活动的。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1)03-0037-06

国际惯例等）是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对国家

“当国与国之间进行经常性的交往，而且它们之间

行为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作用 ；而建构主义认为体

的互动足以影响各自的行为时，我们就可以说它

系文化或共有观念是体系中最重要的因素，支配

们构成了一个体系。”[1] (P.23) 在国际体系中，国家

着国家间的合作或冲突。因此，在分析国家对外

特别是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复杂互动所呈现出

战略环境时，应从以实力为核心的国际格局、以

的全局情况和总体趋势，就形成了国际战略环境。

国际制度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以主导文化为核心

它影响着国家战略目标、手段的选择，甚至制约

的国际体系文化三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对

着战略目标的实现。国际战略环境涉及的范围十

国际战略的背景与条件做出科学和全面的评估。

分广泛，学者们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对国家行

国际战略环境是国家形象战略的外部大环境，

为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实力、制度和文化因素。

但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战略环境之外，还应注

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

意对国家形象有特殊意义的环境因素——国际传

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分别对此进行了论述。

播环境。由于对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战略环境已有

结构现实主义强调物质权力分配，即大国之间实

较多研究，本文主要就国际传播环境展开论述。

力分配的重要性，认为大国之间的权力结构导致

国际传播环境是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

了国家的冲突或合作的行为，决定着国家对外行

含国际传播格局、国际传播秩序和国际舆论环境

为选择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具体指

三个方面，是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文

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国际机制、

化在国际传播领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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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社”，该社以 18 种语言发布全球 209 个国家或

一、国际传播格局

地区的新闻消息 250 万条，平均每天 7000 条，全
球受众 10 亿人。英国的广播、电视在全球也有巨

国际传播格局就是全球各国传播实力的对比

大的影响力。最著名的是英国广播公司（BBC）,

及在全球传播体系中的地位。冷战时期的世界传

旗下的世界服务节目电台（BBC World Service）以

播格局，基本上是以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加

33 种语言对外广播，全年播出 65400 小时 , 每周

上英、法、德等少数发达国家传媒占主导地位的

的 受 众 约 1.83 亿 人 ；旗 下 的 世 界 电 视 台（BBC

局面。

World）是一个全天英语国际电视新闻与信息频道，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

可为全球 200 多个国家的 2.7 亿户家庭接受。 [2](P.64)

体和俄罗斯的相对衰弱，西方国家间在国际传播

英国的印刷媒体特别是报纸杂志，例如《金融时

领域竞争的加剧，再加上传播新技术和新媒介的

报》、
《泰晤士报》、
《经济学家》等在全球新闻传播、

突破和迅猛发展，为打破超级大国和少数国家垄

舆论传播格局中发挥重大影响。法国、德国、俄

断国际传播的局面创造了条件，国际传播格局开

罗斯也是传媒大国，拥有世界著名的新闻社，如

始发生变化。明安香认为，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

法新社、德新社、塔斯社，在欧洲和世界都有很

是一超、多强和多元并存的局面。

大的影响。这些传播大国也面临着美国传媒的挑

首先，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传媒大国。

战和渗透，为打破美国的垄断地位，各国纷纷采

它凭借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传

取对策。俄罗斯、法国先后投入巨资打造本国的

播媒介和语言等诸多方面的超强优势，成为能够

全球电视新闻机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法国

进行新闻、文化、媒介传播和影响全球舆论的超

24 小时新闻电视台）与美国的 CNN 等抗衡，向世

强一极。在新闻传播领域，美国通过印刷、电台

界传播本国的看法，正面报道本国，塑造本国良

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多种渠道，主导着全球的

好形象。2006 年法国推出“我搜”（Ouaero），在

文字、声音和图像的新闻传播，构成了对世界无

网络传播领域与美国的谷歌搜索引擎相抗衡。此

处不在的舆论影响力。在文化传播领域，以好莱

外，俄罗斯、法国出台政策扶植本国电影业的发展，

坞电影、流行音乐等美国通俗文化对全球的影响

抵制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泛滥。

经久不衰。2005 年全球营业收入最大的四家传媒

第三，20 世纪后期以来，拉美的墨西哥、巴西，

公司，三家是美国公司 ；美国每年向国外发行的

阿拉伯的卡塔尔、阿联酋和亚洲的韩国等新兴传

电视节目总量达到 30 万小时，电影占据世界银幕

播国家，借助其特定的文化或语言优势向特定的

一半以上的时间，占全球电影票房总价值的三分

区域和受众进行新闻、文化、媒介传播，具有影

之二。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媒体实力塑造和主导着人

响局部舆论的能力，是新世纪全球传播格局中的

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观点、意见、舆论，影响着

新兴文化语言传播国家。墨西哥电视是全球西班

[2](P.58-61)

牙语电视市场的最大供应者。墨西哥的特来维萨

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行为方式。

其 次， 英 国、 德 国、 法 国、 俄 罗 斯、 中 国、

电视集团是拉丁语媒体世界中实力和影响最强大

印度和日本等国，则凭借各自的语言、文化、历

的，是全球西班牙语电视剧的主要出口地，向全

史传统优势，进行着跨地域的国际传播，部分影

球 100 多个国家出口电视节目和节目样式。巴西

响着国际舆论，是新世纪全球传播格局中的跨区

是世界最大的葡萄牙语媒体传播市场。环球集团

域文化语言传播大国。英国是传统的传播大国和

是巴西最大的传媒集团，拉美第二大电视剧生产

传播强国。路透社是英国在全球影响最大的传媒

商，其节目出口到 130 多个国家。阿拉伯媒体的

机构，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多媒体新闻通

崛起是新世纪全球媒体格局最突出的变化，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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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为典型。半岛电视台利用自

国家的发行量仅占世界总量的 25%。在新闻通讯

身的语言、文化、地域、宗教价值观等方面的优势，

社方面，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通讯社，

在美国 - 阿富汗战争、美国 - 伊拉克战争、巴以

而三分之一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却根本没有。这严

冲突等重大阿拉伯事务中进行独家专访、现场报

重妨碍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平等基础上进

道，提供了与西方主流媒体不同的新闻事件真相，

行国际间的新闻交流。第二是国际信息流通上的

成为世界各国了解阿拉伯世界的首选媒体。东亚

严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现象突出表现在西方少

的韩国借助儒家文化、东方文化的传统向外推广

数几家跨国通讯社垄断了全球国际新闻的报道和

其电影电视产品，风靡东亚、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

流通。据统计，20 世纪 60 年代，全世界每天传播

形成一股“韩流”。西非的尼日利亚掀起的纯本土

的国际新闻中，约有 80% 以上是由西方四大通讯

影片潮流，让非洲在全球传播新格局中占有一席

社（美联社、合众社国际、路透社、法新社）发出的，

之地。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尼日利亚电影业

而其中仅有 10% 至 30% 的新闻用来报道整个发展

成为继美国好莱坞、印度宝莱坞之后的非洲瑙莱

中国家。而美国就控制了世界电视节目流通量的

坞（Nollywood）。

75%, 它同欧洲的两个机构一起，就控制了全世界
电视新闻节目的 90%。[2](P.52) 于是，少数西方强势

二、国际传播秩序

媒体的声音成了国际舆论的基调，国际舆论被极
少数西方传媒巨头所把持，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媒

国际传播秩序是国际秩序中的一部分，反映

体的声音则被湮没、被忽略。高度垄断的国际新

了传播资源格局和信息传播状态，是国际政治、

闻传播秩序，严重妨碍世界各国人民自由地获取

经济实力在全球信息传播领域的延伸和体现。自

客观、公正的新闻信息。第三是国际信息传播内

近代国际传播诞生以来，为促进国际传播的发展，

容上的严重不真实。由于国际新闻的报道基本上

确定技术标准，规范行业管理，国际社会举行了

为西方跨国通讯社垄断，所以绝大多数国际新闻

许多会议，制定了相关公约，成立了一系列联盟

是按照西方的政治观点、经济利益、文化传统和

组织，如国际电信联盟、国际通讯卫星组织、联

价值观念来选择和编辑的，外部世界获得的关于

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构成了国际传播秩序。

发展中国家信息和形象往往是被歪曲了的。

但国际传播秩序从建立的那天起就存在不平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等性，国际传播的法规、协议、标准等都体现了

斗争的深入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改革现

发达国家的利益和意志。在国际传播秩序中，发

存世界新闻传播秩序和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强

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都存

烈要求。一场关于建立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斗争在

在不同程度的矛盾 , 而在诸多矛盾之中 , 最主要矛

此后的国际社会激烈展开。在 1970 年联合国教科

盾是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发达世界与处于弱势

文组织第 16 届大会上，几个发展中国家的的代表

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

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媒介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要求

现存的世界新闻传播秩序有以下三大弊端 ：第一

组织更加适合和均衡的世界新闻流通系统，从而

是传播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衡。据联合国教科文

揭开了世界新闻传播秩序争论的序幕。1973 年第

组织的统计，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电视广播发

四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射台的数量上，欧美日发达国家占有世界总量的

绝大多数国家已沦为几个中心播发的的新闻信息

71%，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仅占 28%，其中非洲和

的消极接受者的境地。1976 年 8 月第 5 次不结盟

南美仅占 3%。当时，还有 45% 的发展中国家根

国家首脑会议，在其《政治宣言》中郑重宣布：
“信

本没有自己的电视台。在报纸出版方面，发展中

息与传播领域内的国际新秩序同国际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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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重要”。两个月后，发展中国家向联合国提交

宣传工作的目的是“营造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了旨在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议案，正式

在 2004 年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 , 胡锦涛主席指

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的霸权地位

出 , 要争取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 , 并将其与争取良

提出了挑战。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要求

好的国际环境、周边环境和合作环境并列为当前

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反对，双方

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举行的一系列会议

目标。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上进行了大论战，其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尊重国家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 , 中央提出要

主权与自由传播信息之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 , 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

家认为，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是以牺牲“信息

流 , 进一步推动形成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

自由流通”为前提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中

境”。

国家不是反对信息自由流通，而是反对国际信息

何谓国际舆论环境？国际舆论环境是个复合

和传播秩序里不均衡的“单向传播”局面。1980

名词，是国际舆论与舆论环境的结合。国际舆论

年第 21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建立“世界新

就是国际社会公众依照一定的观点和立场在国际

闻与传播新秩序”的明确概念和基本思想。这项

公共传播领域内对一定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及社

决议表明，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要求和思

会团体 ( 包括民族国家 ) 所作出的公开的评论和要

[2](P.53)

但是在世界

求。国际舆论实际上是国际斗争与国际合作的产

新闻传播旧秩序形成的原因以及改革旧秩序的有

物，它表达大多数国家对于国际事务的共同的价

关根本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发展中

值判断。”[4](P.38) 舆论环境 , 是指在大致相对集中的

国家存在严重的分歧。某些西方国家在维护世界

时空内 , 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不同类别的众多具

新闻旧秩序上，强调所谓“新闻自由流动”的原则。

体舆论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有机整体。[5] 它影响

此后，1984 年、1985 年，美国与英国政府相继退

和制约着各种具体舆论的形成、变化和展 , 同时也

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争取国际传播新秩序的

调适不同的个人、群体和社会组织间的相互关系。

斗争逐渐走向缓和。到了 20 世纪末期，随着苏东

国际社会通过大多数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形成对该

剧变，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斗争陷入低

国的舆论，并产生影响，这就是国际舆论环境。

想，已经取得国际社会的确认。

潮。进入新世纪，随着信息通讯技术、互联网的

国际舆论和国际舆论环境实质上是多种因素

飞速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传播实

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认知系统，是一种共有知识和

力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际传播中的不公正现

观念。共有观念或知识是国家之间社会互动形成

象会进一步加剧，呼吁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显得

的，其中国际传播是一种重要的国际互动形式。

更为必要 , 更为紧迫。在当前国际舆论斗争中，欧

由于受时空的限制，国际间的直接交流和互动仍

美国家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舆论冲突是最为激

是有限的，国际间互动的主要形式是通过无处不

烈的矛盾，欧美国家和中国的舆论冲突则是规模

在的国际传播进行的信息、观念的交流和互动。

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矛盾。[3](P.94)

国际舆论或国际舆论环境作为一种主体间共识或
者国际共有观念，主要是依赖国际传播，特别是

三、国际舆论环境

国际政治传播形成的。国际舆论或国际舆论环境
建构着国家形象和身份，决定了国家的身份、利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 2004 年 2 月 27 日发表的

益和行为。积极的国际传播能促进积极的国际舆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

论或环境的形成，有利于建构积极的身份认同和

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强调，加强和改进对外

国家利益，会塑造双方良好的国家形象，由此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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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友好的国家行为，形成良性的国际互动。反之，

论环境影响到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经

消极的国际传播会塑造消极的国际舆论或环境，

济参与力，关系到一个国家根本的政治经济安全

形成不良的国家形象，造成国际间的误解，甚至

和利益。主权国家制定外交政策主要受国家利益、

冲突。“事实上，国际传播、国际舆论或环境 , 其

综合国力和国际环境等关键因素影响，舆论环境

目的就在于通过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的交流互动 ,

是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首先，国际舆论对国际

产生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 , 建构起与他国之间积极

社会发挥着监督作用。国际舆论对国际关系的正

的身份认同关系，在国际社会树立起良好的国际

向作用是主持正义、褒扬进步和暴露丑恶。舆论

形象，最终达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6](P.22-25)

一旦形成 , 就能够反作用于人的思维和行为 , 影响

国际舆论环境是对国际政治环境、国际经济

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 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国际

环境、国际安全环境、国际文化环境等的反映，

舆论已成为体现一国在国际上正义、人心向背程

同时也是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交往

度的重要标志，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相对独立的

与交流中，国际舆论环境成为制约一国对外战略

力量 ,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际行为体，推动着国

制定与实施，影响一国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国

际社会的文明进步，促进或阻碍国家行为。第二，

际舆论环境的作用主要体现为 ：

符合国际舆论的行为，则容易得到国际认同，获

首先，国际舆论环境影响国家与国际社会的

得国际支持，以较低成本实现目标，因此国际舆

关系。如上所述，国际舆论环境建构着国家的身

论成为国家行为政治合法化的工具。西方国家在

份和对国际社会的认知，进而决定了与国际社会

进行国际行动前，往往会发动其主导的国际传播

的互动关系。当国际舆论有利于一国时，该国就

体系，大肆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为自己的行动

与国际社会往往趋于正向认同，以建设者或支持

披上合法的外衣。因此，国际舆论是一个危险的

者的身份与国际社会发生着密切关系 ；反之，国

神话怪物，因为有时它会对那些本来因普遍的反

际舆论与一国处于对立状态，一国以革命者或破

对而被阻止的富有野心的权力给予鼓励，有时它

坏者的身份出现，对国际社会往往采取抵制和敌

又会为强权和自私提供伪造的合法性。[7](P.113) 第三 ,

视态度，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

现代传媒条件下的国际舆论环境加大了主权国家

就经历了这种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前，社会主义

决策的复杂性。现代传媒手段的出现和运用 , 对国

中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和遏制的对象，

际舆论传播的影响 , 不仅增强了国际关系的透明度 ,

被视为敌人。中国则不承认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而且使国家决策的影响因素增加。

的合法性，以革命者的身份站在国际社会的对立

再次，国际舆论环境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家

面，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斗争，主

形象。国际舆论左右着当事国国家的形象 , 成为其

张打破现存国际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国家形象的晴雨表。国家形象最终要通过国际舆

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中美关系改善，西方国际

论、国际媒体体现出来。人们对一国形象的认知

舆论对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中国不同于僵

大多是通过国际媒体的介绍、报道而形成的，国

硬的苏联，是一个灵活的可接触国家。中国对国

际媒体报道的内容、视角和方式影响了国际公众

际体系则以建设者的身份出现，主动参与国际体

最终形成的对一国的国家形象。因此一国在国际

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国际责任，日益为

舆论中出现的频率和评价成为衡量一国的知名度

国际体系认可和接受，中国也与国际体系发生了

和美誉度的主要指标。国际舆论环境尽管纷乱复

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现存体系的获益者。

杂，但存在主流价值观念和取向，影响着国际社

其次，国际舆论环境是制约国家制定和实施

会对一国国家形象的评价。例如，人类文明经过

外交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因素。一国所处的国际舆

长期演进，民主、人权、和平、合作成为国际舆

41

论和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违背这些价值，

冷战后，国际舆论中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

就会遭到世界舆论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国家

就是例证。

形象受损。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保护环境

总之，战略环境在战略框架中具有基础性地

成为国际会议和国际舆论的主题之一，也成为新

位和作用。国家形象战略的谋划离不开对战略环

时期评判一个国家形象的重要指标。因此，各国

境的认识和分析，国家形象战略的实施离不开战

都高度重视国际舆论，力图顺应、影响和引导国

略环境的支撑，特别是国际传播环境。国家在制

际舆论，塑造本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服务于本国

定和实施国家形象战略时应评估本国在国际传播

利益的需求。但要注意的是，当今国际社会，西

格局中的地位，分析本国所面对的国际传播秩序

方国家利用他们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大实力和主导

和国际舆论环境的利弊，再相应地采取战略对策。

地位，控制着国际舆论，左右着国际社会对一国

因此，对包括国际传播环境在内的国家战略环境

形象的认知。国际舆论成为西方国家打压发展中

分析成为国家形象战略谋划的重要内容，也是国

国家，维护自己特殊权益和地位的工具。这时，

家形象战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

国际舆论对国家形象的反映可能是歪曲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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