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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世界，不同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
话语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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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首倡的全球治理理念正逐渐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舞台。本文采用话语包分析法，研究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特征

与效果，进而探寻提升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效果的策略路径。研究发

现，在国际传播中，中国媒体以语言隐喻、事实案例、评价性形象构建起“人类命运

共同体”话语体系，该话语体系以提及、赞赏、澄清、例证、对比、期待为结构。但目

前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仍处于“不可见”“少共情”“缺认同”的

状态。本文认为，改变此状况的路径是从“与谁对话”“怎样对话”“对话内容”三方

面，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成既吸引人注意，又焕发迷人色彩的“独异品”。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独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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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

共同体。”①２０１７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载入联合国多份决议和文件中，

逐渐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本文用话语包分析法回答以下问题：在国际传播中，中

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结构与建构方式是什么？此话语表达的传播效果如

何？应如何提升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的效果？旨在通过对上述问题

的回答，促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扩散为全球治理核心理念的道路上，行稳致远，进

而有为。

一、研究方法

话语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是指“论述某一论题的一个意义体系”②。甘姆森在

１９８１年发表的《阿以冲突的政治文化》一文中首次提出话语包分析方法。他认为：“任

何叙事打开之后就是一个或者几个话语包，即论述某一议题和意义时由框架、显义手

法和处理对策构成。”③本研究将借鉴此方法，从话语结构和话语建构两个层面分析中

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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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新华社客户端．习近平主席７年前提出的这个理念意味深远［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２３）［２０２１－０９－３０］．ｈｔｔｐｓ：／／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６１９５８６０６５８４４１２０６７＆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曾庆香．西方某些媒体“３·１４”报道的话语分析［Ｊ］．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８，１５（５）：２５－３１．
沈国麟，王倩．利益冲突和观念落差：“中菲南海冲突”的对外传播话语结构及其“二次传播”效果［Ｊ］．国际新闻
界，２０１４，（１２）：６－２０．



国际传播

（一）建立两个文本库

使用Ｇｏｏｇｌｅ　Ｎｅｗｓ搜索引擎，不限时段地抓取含“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或“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ｓｔｉｎｙ”或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或“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ｄｅｓｔｉｎｙ”等关键词的文本共计９６０篇，删除重复和与主题无关的

报道后共得有效文本９０９篇。在这９０９篇有效文本中，５００篇中国信源文本构成中国

文本库，４０９篇国外信源文本构成国外文本库。本研究聚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文本

库，国外文本库在本研究中发挥参照系作用。

（二）两个文本库的文本抽样

以文本发布时间分层，然后采用层内定额抽样的方式完成文本抽样。其中，从中

国文本库中抽取１３６篇，构成分析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所需的样本；

从国外文本库中抽取３５篇，构成参照系的文本样本。３５篇国外信源样本的国别结构

为美国４３％，日本２０％；英国９％、印度９％，其他为１９％，与４０９篇国外信源的国别结

构（美国４６％，日本１７％，英国１３％，印度６％，其他１８％）类似，故３５篇样本对国外信

源文本总体具有代表性。

（三）话语包分析

先选取报道中较为典型的二至三段话语表述，研究其关键词、关键句子、核心观

点，并将文本内容划分为相应的话语包。然后分析每个话语包的“核心标签”“描述”

“例证”“论述过程”“关键词”“根源”，以描述语话结构。在此基础上又从隐喻、事实、形

象建构等方面，研究文本的话语建构。

二、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思路如图１所示。整个研究由“是什么—效果如何—如何提升”三部分

组成，分别对应本研究提出的三个问题。其中前两个部分属于“实然”层面的研究，第

三个部分属于“应然”层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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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思路图

（一）“是什么”研究

聚焦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道，从话语结构与话语建构两个层面，分析

在国际传播中，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与此同时，本部分还将国外

信源报道视为参照系，分析国外媒体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结构与话语建

构，为回答“效果如何”做好铺垫。

（二）“效果如何”研究

国际传播是个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的效果需要

根据国外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题的应和情况来判断。本部分从国内外媒体有

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报道的文本规模、文本话语结构、文本话语建构三个方面，比较分

析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的效果。

（三）“提升策略”研究

从效果研究可以看出，在国际传播中，中国所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仍未

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积极响应。因此，改善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

表达成为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本部分认为，要解决此问题，就需要在国际传播中着

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独异性特质，使其成为既能吸引人注意，又能焕发迷

人光彩的“独异品”。而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独异性特质，则可以通过在

“与谁对话”“对话方式”“对话内容”三个方面提升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阐述质

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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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信源文本话语包分析

话语分析可以从话语结构（如某一核心标签的描述、例证、论述过程）和话语建构

（如隐喻、案例、形象）两方面展开。话语结构指信息编码过程中的静态结构，话语建构

是媒介影响受众认知世界的动态结构。前者注重语言层面的语篇生成、传播和接受，

后者则侧重于意识形态层面的符号化表达，二者互为补充，构成了特定社会语境下的

话语包。通过话语结构和话语建构分析，能够确定议题的性质，并逻辑性地推导出话

语表达的核心观念，深究话语包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不同话语包之间的差异。

（一）中国信源的话语结构分析

甘姆森在研究话语时常使用框架与原因两部分表示话语包，以此呈现文本的话语

结构。在国际传播中，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的结构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结构

核心标签 描述 例证 论述过程 关键词 根源

１．提及

中国领导人、官员及
学者在各类场合提
及“人类命运共同
体”，并未显示出明
确态度和话语框架

习近平、王毅等
领导人在会见
外宾或演说时
强 调、指 出、
倡议

中国致力于打
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构建网
络、气候等命运
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
体；共同利益；
打造；构建；呼
吁；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

该理念在多个外
交场合出现，媒
体多以外交措辞
的形式进行表达

２．赞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可以促进各个
国家共同繁荣，打造
和平安全的新世界

联合国秘书长、
拉美地区领导
人和 “一 带 一
路”合作国家表
示支持赞扬

古特雷斯将中
国视为“多边主
义”的 强 大 支
柱，呼吁建立命
运共同体

合作共赢；全球
治 理；携 手 共
建；共同繁荣；
超越争端

“人类命运共同
体”符合国际社
会的根本利益和
战略需求

３．澄清

针对国际社会对于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存在的疑虑和
误解，中方在会议和
发言中进行澄清和
解释

新华社认为批
评者夸大了一
些国家引起的
恐惧，并选择强
调一些项目所
遇到的困难

中国的“一带一
路”不是一个宣
扬新霸权的场
合，而是一个结
束 旧 霸 权 的
机会

夸大；反对者；
毫 无 根 据；不
是；不会；想象
的；平等对待；
共享利益

强调“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不
是隐蔽的新殖民
主义，中国无意
控制或威胁任何
其他国家

４．例证

对“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内涵、核心、目
标进行阐述，并例证
中国在这一理念下
对国际社会所做的
贡献和努力

王毅指出中国
在气候变化、反
恐、扶贫、抗疫
等方面承担了
更 多 的 国 际
责任

根据需要和有
关国家的意愿，
我们正在努力
建设一些必要
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广泛
协商；铁路；公
路；港口；项目；
抗击疫情；消除
贫困；援助

希望通过“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
念 推 动 全 球 治
理，展示多边主
义的力量，共建
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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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核心标签 描述 例证 论述过程 关键词 根源

５．对比

与美国的“马歇尔计
划”“霸权主义”等国
际政治行动和理念
进行对比，强调中国
的行动是光明正大，

旨在为人类建立一
个命运共同体

对“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进
行分析，参照美
国的“欧洲复兴
计划”和“颜色
革命”战略

明显不同于美
国的战略复兴
计划，中国构建
命运共同体旨
在推动世界和
平稳定

截然不同；区别
于；不同核心；

相比于；全球霸
权行径；互利共
赢的国际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区别于
他者的核心在于
中国社会一直以
来，渴望和平、对
话的新世界梦想

６．期待

借用各国学者的观
点和看法，指出世界
期待中国努力构建
“气候”“扶贫”等领
域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将发挥更突出的
作用

伊斯兰堡战略
研究所的学者
认为中国肯定
会在改造世界
和塑造人类未
来方面发挥实
质性作用

中国愿与各国
一 道，捍 卫 和
平、发展、自由
等人类共同价
值，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坚 信；责 任 使
然；绿色低碳；

新式全球化；逆
势而上；团结抗
疫；多边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
体”符合时代潮
流的正确选择，

能够为世界的发
展 提 供 有 力 的
支持

１．“提及”

中国媒体在报道中国国家领导人、外交部门等出席的各类活动时，会引用中国领

导人和官方提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不过，这些报道并未深度剖析“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和中国的角色，未呈现明显的话语框架，更多是作为报道中常规性的外交

措辞使用。

２．“赞赏”

土库曼斯坦、柬埔寨、厄立特里亚等国家；气候变化合作组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等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示极大赞赏，认为这一理念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能

够凝聚国际共识，构建开放包容、清洁美丽、共同繁荣的人类社会。

３．“澄清”

中国在会议和发言中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核，并澄清国际社会的部分

误解，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隐蔽的新殖民主义，中国无意控制或威胁任何

其他国家。

４．“例证”

用例子证明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对国际社会

所做的贡献和努力。以此消除国际社会的警惕心理，表示中国希望通过“人类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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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理念推动全球治理，共建美丽新世界；中国是展示多边主义的积极力量。

５．“对比”

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霸权主义”等国际政治行动和理念进行对比，强调“人类

命运共同体”源自中国渴望建设和平、对话、和谐新世界的梦想，强调中国的行动光明

正大，体现的是中国博大的国际视野与胸怀。

６．“期待”

借用各国学者的观点和看法，指出在“气候”“扶贫”等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过程中，世界期待中国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认为中国将在国际政治中变得更加外

向，将在那些超越中国国家和地区直接利益的全球性重大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

作用。

（二）中国信源的话语建构方式分析

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通过选择特定的词汇—语法完成对现实世界的建构。在

国际传播中，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方式如下：

１．语言隐喻：身体、友情

隐喻可以在晦涩、抽象化的政治观念和人们已有的知识经验之间建立联系，从而

帮助政治观点传播。① 在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中，身体、友情的隐喻较

为典型。

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身体作为人类存在的基础和共通的物质实体，成为最易

于认知世界的隐喻方式。身体隐喻可以激活受众已有的具身化经验，帮助受众理解某

些抽象的特征和概念。② 在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传播中，“赞赏”话语包和

“期待”话语包都频繁将国家隐喻为个人，以此描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用携手

（ｈａｎｄ－ｉｎ－ｈａｎｄ）、齐心协力（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肩负责任（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同呼吸（ｓａｍｅ　ｂｒｅａｔｈ）等与身体有关的词汇投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身

体健康（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隐喻国家关系的健康。

在身体隐喻的基础之上，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还采用友情的隐

喻方式。报道以友情作为话语建构隐喻的“源域”，将国家之间的友好发展、协商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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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目标域”，倡导以增进人与人之间友谊的方式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承诺的美

好未来。例如在“提及”话语包中大量采用中非友谊（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伙伴友

谊（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互帮互助（ｍｕｔｕ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诚心诚意（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等话语表达。

２．事实案例：抗疫、扶贫、气候

中国在抗疫、扶贫、气候等领域倡导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身作则，显

示出强大的责任担当。报道常用抗疫、扶贫、气候等领域内的事实案例作为话语建构

方式。此方式在“例证”话语包、“澄清”话语包和“对比”话语包中出现得尤为频繁。

以事实和真实的案例作为话语建构的内容主体，有助于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可信度和真实性。例如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２１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援

引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到２０３０年，“一带一路”项目可以帮助７６０万人摆脱贫

困，３,２００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又如，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与新加坡外长举行的联合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已向其他国家提供了超过３,２００亿个口罩、３９亿件防护服和５６

亿剂检测试剂。再如，王毅出席在外交部举办的论坛中指出，中国积极推动《巴黎协

定》的通过，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达标和碳中和目标，体现出中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３．评价性形象构建：始终、历来、积极

在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中，出现大量表达某种价值取向的评价

性形容词，这些形容词可以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体悟。如在“例证”话语包中，使用“始终”（ａｌｗａｙｓ）、坚定（ｆｉｒｍｌｙ）、积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历来（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等词汇，塑造出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定踏实、言

行一致的中国国家形象。再如，使用“绝不”（如“中国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

“任何”（如“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等词汇显示中国的果断与决心；使用

“合作共赢”“携手共建”“坚决维护”“始终奉行”等语义叠加词彰显较强的话语功效。

四、国外信源文本的话语表达分析

为评估中国在国际传播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的效果，本研究分析了３５

篇国外信源样本的话语结构和话语建构。

（一）国外信源文本的话语结构分析

国外信源中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的结构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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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忧虑”

印度、日本等国家担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式西式霸权。

怀疑这一理念包含有某种中国战略，对此表示警惕和谨慎，认为中国目前还无法承担

起相应的国际责任。

２．“观望”

德国等欧洲国家观望、比较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已从“韬光养晦”时期走向“奋发有为”阶段。在“奋发有为”阶

段，中国已抛弃弱小、贫穷、落后的自我表述，转而采用更自信、外向、积极的话语表达

方式。

３．“贬斥”

美国等国家认为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在于获得对资源的控制权和

地区安全话语权，意在减少或遏制美国的影响。甚至有报道将新冠疫情视作中国推动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机会，以此来解释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帮助。

表２　国外信源有关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

１．忧虑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为了改变以美
国主导的世界格局
与美国的国际战略
抗衡，是一种政治
修辞

印度代表认为
“共同体”的措
辞没有得到普
遍接受，不应出
现 在 国 际 决
议中

世界应意识到
习主席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
体”看似是崇高
的修辞，实质上
是一种“威胁”

挑战；容忍；中
国抱负；承担责
任；引起担忧；

表 示 忧 虑；想
象的

将中国的崛起视作
对西方世界的“威
胁和挑战”，对中国
的和平崛起表示担
忧和疑虑

２．观望

比较其他外交政策，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是中国对自身
及外部世界认知的
调整

学者认为中国
已经从低调时
期走向“奋发有
为”阶段，正在
扩大它的国际
影响力

习主席在大部
分讲话中提到
的人类共同的
未来，反映了中
国的全球视野

韬 光 养 晦；低
调；大国形象；

世界舞台；承担
责任；自信宏伟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
全球化战略保持警
惕心理，对中国的
国际印象逐渐转变

３．贬斥

中国尝试通过“人类
命运共同体”拉拢拉
美国家并试图争夺
国际领导权，危害美
国和世界的利益

米尔斯海默认
为，这是大国政
治的悲剧。中
国很快就会挑
战美国的主导
地位

中国的利益是
想成为世界的
中心，获得所有
重要的地缘政
治区域

渲染；吹捧；扩
张主义；神话；

宣传；威胁；人
权；政治影响力

视中国为战略竞争
对手，担心中国崛
起会与美国抢占资
源、资本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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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信源文本的话语建构分析

国外信源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方式如下：

１．语言隐喻：崇高的修辞

在国外信源的报道中，从语言隐喻的角度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作一种崇高的修

辞（ｌｏｆｔｙ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认为其实际上是一种“威胁”（ｒｅａｌｌｙ　ａ　ｔｈｒｅａｔ）。有报道呼吁其他国

家警惕（ｗａｒｙ　ｏｆ）“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中国目前还无法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强

化了“中国威胁论”。

２．事实案例：抗疫、经济发展

国外信源为显示“忧虑并贬斥”话语包框架的正确性，将中国帮助世界各国抗击疫

情的动机解读为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如用“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等表述

形容中国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行为；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中国有“成为世

界中心”“获得所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的动机等。国外报道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

为中国经济发展逐渐强大的产品，将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作全球秩序的重大政治和战略

挑战。

３．评价性形象构建：争夺、扩张

国外信源报道采取带有某种价值取向的评价性词汇建构出负面的中国形象。如

在“忧虑”和“贬斥”话语包中，使用“争夺”（ｓｃｒａｍｂｌｅ）、“扩张”（ｅｘｐａｎｄ）等词建构出中

国试图借助“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争夺国际领导权和资源控制权，展示自身影响力

的形象。

总体上来看，国外信源报道使用的评价性词汇存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怀疑。

譬如使用“国际舞台的主角”等表达，强调中国对外政策只是为了实现自身崛起的利益

诉求，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秩序、发展方向不明、干涉他国政府等。

五、中国在国际传播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效果分析

为研究在国际传播中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表达效果，本研究从文本

规模、话语结构、话语建构三方面比较中国信源文本和国外信源文本的话语表达。

（一）文本规模比较

中国信源为主，国外信源较弱，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较少引起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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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关注。在９０９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关键词的文本中，５５．０１％的文本源自

中国，包括 ＭＦＡ　Ｃｈｉｎａ（中国外交部）的１８６条（占总体的２０％）、Ｘｉｎｈｕａ（新华社）的

１１５条（占总体的１３％）、Ｍｏｄｅｒ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现代外交）的８７条（占总体的９％）、

ＣＧＴＮ、Ｇｌｏｂａｌ　Ｔｉｍｅｓ（《环球时报》）的１１１条（占总体的１２％）等。４４．９９％的文本源

自国外，包括来自美国的４６％、来自日本的１７％、来自英国的１３％、来自印度的６％和

来自“其他”的１８％。比较来看，在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中，来自中国官

方的声音占据强势地位，国外信源的存在感较弱。受到国际舆论场中“过滤气泡”①、

“圈层化”②传播的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难以从中国话语扩展为国际话语，导

致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对许多国外媒体来讲，处于“不可见”状态。

（二）话语结构比较

中国信源积极肯定，国外信源消极否定，并未形成情感上的同频共振。从文本的

话语结构看，中国信源文本多采用褒奖、肯定、积极的话语。中国信源的６种话语包

中，有４种持褒扬的态度。而国外信源话语包则以“忧虑”“观望”“贬斥”为主。对比可

见，中国信源多以积极肯定的话语结构进行报道，国外信源多以消极否定的话语结构

进行报道。总的看来，国外媒体常用暗含带有情感倾向的新闻事实组合与议程设置，

在潜移默化中强化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三）话语建构比较

国外信源用二元对立的建构方式消解、对抗中国话语，缺少同声相应的认同。从

隐喻上看，中国信源报道以身体、友情的隐喻建构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各国之间积

极向上的互动关系，而国外信源报道则使用崇高修辞的隐喻映射出西方国家的意识形

态偏见。从事实例证上看，中国报道以抗疫、扶贫、气候等案例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

形象，而国外信源则以同样的案例佐证“中国威胁论”。从评价性形象建构上看，中国

报道用“始终”“历来”等词汇建构起爱好和平、友好崛起的中国形象；而国外报道则用

“争夺”“扩张”等词汇构建起较为负面的中国形象，显示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话

中，缺少同声相应。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国际传播中，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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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董方旭，康许培，赵乐群．算法推荐机制下“过滤气泡”的形成、影响与规避［Ｊ］．新闻爱好者，２０２０（１１）：４４－４９．
汤景泰，陈秋怡，高敬文．传播网络与跨圈层传播：中国主场外交的国际传播效果研究［Ｊ］．新闻大学，２０２０，
（８）：５６－７０，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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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度和接受度仍较低，话语结构并未引发共鸣，话语建构也多以二元对立的形式

展开。目前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仍处于“不可见”“少共情”“缺认同”

的状态。

仅从中国方面来看，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尽管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尝试了多

种话语模式，但是，第一，抽象化的阐述和仪式性的活动发言仍然占据主导位置，话语

实践的主题较为单一。第二，话语内容多停留在政策、理念、案例、倡议中，伦理质量有

待提升。第三，未能充分考虑跨文化传播的叙事语境，在叙事中多采用宏大叙事，缺乏

细微视角，忽略用视觉修辞、共情传播等方式展示对国际受众的人文关怀，导致“人类

命运共同体”在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上都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六、提升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效果的策略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认为，与遵循理性主义普适化逻辑的现代社会不同，晚现

代社会奉行的是独异性逻辑。独异性就是在社会文化中被制造出来的“与众不同”。

莱克维茨认为，在晚现代社会，社会上的任何机构与个人追求的都不再是普通、常规，

而是独异于人。工业时代规范化、程序化、通用化、类型化、理性化的物品不再具有吸

引力，真正能引人注意、使人着迷的是那些能给人带来价值感和情感触动的“独异品”。

独异品所具有的自复杂性和内在厚度是其吸引力的来源。这种自复杂性和内在厚度

可以经由赋予物品审美、叙事—阐释、伦理、设计和乐趣等质量造就。①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上述观点为突破国际传播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

“不可见”“少共情”“缺认同”状态提供了理论视角。本研究认为，要提升国外媒体／世

界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共情与认同，需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社会

想象打造成既吸引人注意，又焕发迷人色彩的“独异品”。具体做法是赋予“人类命运

共同体”以叙事—阐释质量。

在本研究中，叙事—阐释质量是指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讲述历史、未来、人和

物，在对话中促进人们对世界、地方和主体相互关系的理解，以求交流各方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赋以“意义”价值。本研究拟从“与谁对话”“怎样对话”“对话内容”三方面赋

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叙事—阐述质量。上述三个方面的逻辑关系是，受众是“对话”

的基础（“与谁对话”）；在“目标受众”的基础上，注重采用合适的对话方式（“怎样对

话”），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质量（“对话内容”），最终实现对话各方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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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莱克维茨．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Ｍ］．巩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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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认同”。（见图２）

图２　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叙事—阐述质量

（一）与谁对话：洞察交流对象

国际传播的实质是跨文化对话。“对话”的要义在于，与个人或机构、普通人或意

见领袖等对象在沟通交流中相互倾听、彼此理解，增进互信，扩大共识。在对话中，交

流对象不是交流的终点，而是起点，因此，“与谁对话”的首要任务是洞察交流对象。具

体做法如下：

１．运用大数据，精准识别交流对象

挖掘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等集聚的大数据，识别用户的兴趣爱好、观念和行为特

征、社交网络图谱、消费习惯和购买能力等信息，绘制完成交流对象的基本画像。

２．运用传统调研形式，深入洞察交流对象

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可与国际社会中的学术人士、政治团体、宗族团体、游说机

构等主流社会保持良好关系。① 采用问卷调整、座谈会、研讨会、交流会等形式，不仅

刻画国际交流对象的认知、情感与行为特征，而且结合历史文化、地缘政治、国际关系

等深度剖析特征形成的原因，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传播策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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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爱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的策略与路径［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０（１２）：１４９－１５７，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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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区分意见领袖的“对中”态度，建立国际传播“舆情地图”

系统分析国际重要新闻媒体、智库与其他意见领袖的政治站位，根据其对中国的

认同程度，建立中国国际传播“舆情地图”。进而依据此“舆情地图”，巩固与“友好型”

交流对象的联系，争取“观望型”交流对象的支持，化解“敌对型”交流对象的对抗，分而

治之，提升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的传播效果。

（二）怎样对话：发挥“催化剂”“变压器”“共振器”“靶向力”“添加剂”的作用

“怎样对话”关注的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传播以达到最佳效果。传播者可以将微

观精巧叙事看作“催化剂”，将视觉符号表达看作“变压器”，将共情传播看作“共振器”，

将精准匹配用户看作“靶向力”，将游戏等海外传播形式看作“添加剂”。在国际传播

中，发挥“催化剂”“变压器”“共振器”“靶向力”“添加剂”的共同作用。

１．“催化剂”：用微观精巧叙事，增强话语的感染力

中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多以宏大叙事展开，倾向于以目标、承诺、

呼吁等方式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承诺的美好未来。这种国家视角的表达方式较

难引起崇尚个人价值的西方受众的共鸣。中国需要在国际传播中注重内容的微观精

巧叙事，以细微视角切入受众生活，讲述平凡故事，突出即时感受的触动，有效增强话

语的感染力，从而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具体做法如下：

（１）传播反映人性的小故事。“人类命运共同体”自身是一个较为宏大的主题，涉

及恢宏的民族视野和精神文明。媒体在对外讲述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抗疫故事时，可以多讲一些反映普遍人性的故事，例如质朴的中国农民开着农用三轮

车送菜；小餐馆的老板贴钱营业给医护人员送餐；环卫工人、快递小哥、普通的老人等

平凡人默默付出等。

（２）关注底层百姓生活的变化。宏观叙事很难将故事讲得透彻、讲得动情、讲得动

人。① 政府和媒体对外传播时可以将视角更多转向普通人，例如讲述扶贫故事时可以

记录儿童脱贫后的喜悦，老人脱贫后的欣慰，多关注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反应和变

化，以此增强话语的感染力。

（３）具象化论述措施与成效。宏大叙事的严肃性、统一性容易遭到戏谑、拆分和误

解。政府部门和对外媒体阐述中国在环境保护、全球扶贫等领域的行动时，可适当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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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永华，孟林山．叙事范式理论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分析［Ｊ］．对外传播，２０１８，（８）：４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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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宏大叙事和政府长期承诺，转而叙述中国目前已采取的具体措施、已取得的实际效

果，以行动和当下的事实展开论证。

２．“变压器”：用视觉符号表达，增进意义共通空间

目前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多采用文字符号，容易造成对话障碍。例

如，“互利共赢”“携手齐心”等抽象的政治呼吁容易让西方受众觉得乏味、枯燥；“人类

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传播中也缺乏共通的意义空间等。与文字符号相比，更加直观、生

动、鲜活的视觉符号可以用强烈的形象和饱满的情感①，使受众产生“眼见为实”“一图

胜千言”的体验。因此，中国在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可以借助视觉化的符号

表达，展示不同文化、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人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通

过这样的修辞方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倡的、抽象的“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

共赢”理念嵌入可知可感的个人感性体验中，避免交流对象因历史背景不同而导致的

语言误读风险。

（１）以纪录片反映普通人奋斗的幸福。媒体可借助纪录片，记录践行“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给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以镜头记录相关普通人奋斗的历程，

展示普通人向往美好生活的情感和奋斗拼搏的幸福感。

（２）发起短视频拍摄大赛。政府和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可以大量使用短视频的形

式，在世界范围内举办短视频拍摄大赛、短视频有奖征集等活动，以“笑容”“满足”“欢

快”“幸福”等主题的视觉符号传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关联的个人梦想、幸福生活。

（３）借助短视频推动话题讨论。媒体可以利用短视频平台，发布“我理解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我眼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行动”等主题创意活动，组

织网络红人发挥自身影响力积极参与话题讨论。

３．“共振器”：运用共情传播，体现人文主义关怀

共情（ｅｍｐａｔｈｙ）传播强调将心比心，理解并分享他人的情感状态。② 共情传播是

在现实准确的客观认知当中寻求共情的表现方式。在西方思维中，政治化的理念不具

备情感和温度，更多是冷漠的利益关系。中国在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可以淡

化其“政治”属性，突出其包含的温度和情感关怀。“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坚持的是与

“他者”共在并努力发展共通的关爱情感，所以在传播中也需要从人心出发、从人性出

发，观照人性当中的“爱”，以人文主义的关怀使受众的情绪得到感染，发挥“共振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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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晶．政治视觉修辞的概念维度与阐释框架［Ｊ］．浙江学刊，２０２１（１）：４４－５４，２．
吴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Ｊ］．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１９（５）：５９－７６，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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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１）帮扶弱者展现悲悯共情。在全球疫情仍然肆虐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媒体、非

政府组织更需要有效的情感沟通。在对外传播中关注对灾难的悲悯、对弱者的救援、

对逝者的追思，以共情的方式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内涵。

（２）诉诸情感展示人文关怀。在针对自然灾害、扶贫援助、疾病救治等议题的报道

中，政府和媒体都需要在平时表达和实际行动中流露出与受众相似或契合的情感氛

围，抚慰痛苦，引导迷茫，点亮希望，以人文主义的温暖加强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

（３）依靠海外企业展开实际行动。可以借助中国的海外企业积极进行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传播活动，鼓励企业在海外开展当地教育、文化创意活动、贫困帮扶等具有内涵

与实际意义的活动。

４．“靶向力”：用数据智能匹配，实现精准传播

精准传播追求的是跨文化语境下传播内容与用户场景的精准匹配。① 在关注“受

众主导”“微观叙事”“视觉符号”“共情传播”的基础上，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

需要关注叙事语境，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匹配国际用户。

（１）建立智能化内容生产算法系统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内容“生产—分发”算法系统，实现“一个

国家一套算法一种模式”，用贴合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用户偏好和习惯的个性化内容

产品，精准匹配国际用户的需求。

（２）以国际用户对中国的兴趣为“触点”，引流关注

大量国际用户也许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兴趣不大，但对中国的美食、风光、熊猫、

功夫、文化等有着浓厚兴趣。这些个人兴趣便是国际传播中非常有价值的“触点”。中

国官方媒体、机构和有影响的自媒体可以中国美食、风光、熊猫、功夫、文化为载体，以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５．“添加剂”：用游戏等新传播形式，赋予设计质量

设计质量是指文化产品承载某种风格，例如酷、时尚、经典等。在国际传播中，可

以用能够创造积极和谐审美体验和强烈沉浸感的游戏等文化产品，打破文化壁垒与时

空局限，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游戏设计质量，有效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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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正荣．国际传播的三个关键：全媒体·一国一策·精准化［Ｊ］．对外传播，２０１７（８）：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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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设计相关游戏沉浸体验

游戏作为一种消遣与娱乐，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较低，因此不同国家、民族、

地区对游戏的接受度较高。① 相关政府部门及媒体可以联合互联网公司，在游戏中植

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角色扮演来满足受众的成就感和心理体验。借助娱

乐的方式，以第一视角兼具视觉、听觉的感官叙述，为国际受众提供沉浸式体验。

（２）借助流行外壳制造话题

游戏的趣味性和交互性可以成为国际话语传播的新表达。政府部门及媒体也可

以联合互联网公司，巧借“流行的外壳”，用全球流行的表情、音乐、符号、舞蹈等制造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话题模因，带来更好的国际传播效果。

（３）打造文创产品借船出海

政府部门及媒体也可以联合互联网公司，创作电影、漫画、小说、吉祥物等文化产

品。以柔性传播策略，温和友善、潜移默化地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升命运共

同体的传播软实力。

（三）对话内容：以伦理质量为底色

伦理质量是指物品承载的真善美价值，符合向善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

担负和促进人类和平发展责任的中国方案，成为善的承载者，其伦理质量应渗透于对

话内容之中，成为对话内容的底色。

１．继承中国传统智慧

在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中国积累起宝贵的人类智慧成果。这些智慧成果既是

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传统中国文化中儒、道、释积极寻

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礼记·礼运》中天下大同的道德观、《尚书·虞书·尧典》中协

和万邦的世界观，以期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愿景。

２．呼应天下大同和兼爱非攻的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了“和平”“和谐”“和善”“求同存异”等多重哲学含义，

并以战国墨翟《墨子·兼爱》中“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思想作为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

关系的最高理想标准，与天下大同和兼爱非攻的思想不谋而合。

—１１１—

① 沈峥嵘，王瑜婷．新闻游戏，沉浸式交互中构建国际传播新路径［Ｊ］．传媒观察，２０２０（１１）：８１－８７．



□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课程思政和新文科建设

结　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现代性塑造的国家民族争霸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竞争的残酷性，其伦理价值在“地球村”时代更为凸显。在“地球村”中，不管是防治疫

情、气候变化、海洋污染、恐怖主义、经济危机、核扩散，还是维护世界和地区稳定、打击

跨国犯罪，“独善其身”几无可能，“反累其身”倒很常见。人类需要以更博大的胸怀，超

越国家、民族等社会共同体的局限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全球福祉为根本

归宿，共谋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

〔丁汉青，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揭其涛，北京工商大学传

媒与设计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２０２０级硕士生〕

〔责任编辑：王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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