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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一体化并非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却导致了国际秩序的重新设定和安排，不再简
单地以国家武力作为唯一的选择，而是更多地依靠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力量。这背后都与国家之间的文化
软实力竞争紧密相关，近年来各国依托文化产业的发展来提升和扩张自己文化软实力。在当代国际政治
关系中，政治意图、文化软实力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逻辑呈现为：国家政治意图在国际间的推行，往往借助
文化软实力；而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推行，往往借助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
“政治意图”、
“文
化软实力”、
“文化产业”在这一意义上已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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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2]如此看来，经济全球一体化并非导致了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基于全球化的背景和市
场化因素，资本国家不再直接通过明显的、强制 “意识形态”的终结，却导致了国际秩序的重新设
的政权 / 国家机器力量来驾驭社会秩序 （尤其是
定和安排，不再简单地以国家武力作为唯一的选
国际间的秩序），而是通过资本市场（企业），利用
择，而是更多地依靠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力量。
消费的力量，来控制和驾驭，此种策略显得更加
这种意图，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便捷和有效。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世界
其背后都深刻地与国家之间的文化软实力竞争
文化报告（1998）》就声称，国家控制文化的权力
紧密相关。尽管“文化就其价值本身来说，每一个
正在被削弱，而分权于国际组织（企业）、国内组
民族的文化都是平等的。但在当今全球文化态势
[1]
织（企业）和国民个人之中。 可以认为，
中，……文化领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
“经济全
形态较量的主战场，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的
球化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已经触及到其权力
结构与权力过程本身。一个国家全球化程度的加
增长点。基于上述原因，各国纷纷把提高国家文
深意味着它越来越多地卷入整个世界市场的交
化软实力作为主要发展战略，千方百计地壮大本
换网络中，而这种卷入的前提及其结果都是国家
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日益激烈的
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权。”[3]
政权对其国内经济社会生活控制的减弱。其原因
或者是国家为了鼓励自由化和全球化而主动退
在这一意图之下，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与
出某些原来行使权力的领域，……或者是国家在
政治意图之间便有了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的联
市场经济的逻辑面前不得不步步退让”
，
“它们在
系使得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不但服务于国家政
文化和心理上对民众的控制将受到极大的削弱， 治意图，更使得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产
甚至它们的合法性也可能受到严重威胁。正是在
业的发展策略和未来的视野，也必然在这一范畴
这个意义上,英国政治学家赫尔德等人认为，全球
中进行谋划。这对我们今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化为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忠诚感危
力、发展自身的文化产业，给予了启示。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文化策略、亚意识形态与我国动漫产业发展”
（07BXW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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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家的政治意图常
常并非通过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外交手段而是借
用文化软实力来达到其目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
了“软实力”
的概念。尽管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思
想可以追溯到摩根索、瑙尔和克莱因等学者的著
作，但最早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软实力概念的还
是约瑟夫·奈。1990 年他在《外交政策》和《政治学
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
质》和《软实力》等论文，并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
世界吗》一书。依照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
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
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
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
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其中，硬实力是在
国家实力中有形的物质要素，一般是可以量化和
测量的；软实力是在国家实力中无形的精神要
素，是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的精神力，是无
法量化和测量的。他把美国拥有的包括电影电视
节目出口，尤其是美国之音广播、好莱坞电影、互
联网、期刊、卫星电视新闻以及海外留学生等，都
列为软实力的潜在资源。软实力相对于硬实力而
言有三个特征，
“一是非强制性，通过吸引、感召、
同化等获得客体的认同感、亲近感、归属感，使其
自觉自愿地服从主体意志，而不是以军事打击、
商业兼并等强制性手段逼迫客体服从；二是非量
化性，软实力是抽象的能力，可以说无处不在、无
处不有，不像经济等力量以具体的数额和指标衡
量界定；三是非即时性，软实力多以潜移默化、渐
进渗透的方式发挥效能，过程相对较长，效果累
计增强，不能期待在短期或限定时间内达到预期
“软实力”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影响力，
目的。”[4]
即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
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均要
通过大众传媒体现出来。
“文化软实力”则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
面。在“软实力”力量的构成中，
“主要来自三种资
源：文化 （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
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
价值时），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
道德威信时）。”[5]因此，简单来讲，
“所谓‘文化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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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就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6]有较
多学者指出，在诸多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是最
具代表性的，并与制度和人物构成软实力的三足
鼎立。而制度与人物，又恰恰是凭文化来打造的，
因此，文化软实力可以说具有核心地位。
约瑟夫·奈在提醒美国分析其潜在的优势
时，提出世界政治格局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
争之后，美国不能一味凭借其军事和政治实力在
世界范围内为所欲为，而是要更加谨慎地使用这
种“硬实力”。应转变使用“硬实力”为充分利用
“软实力”的策略。依照其观点，一个国家在世界
政治中所期望的结果，是因为其他国家追随它，
羡慕其价值观，以其为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
开放的水平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现
实世界政治目标的方式，确认议程，吸引其他国
家，与通过威胁、运用军事或经济武器迫使他们
改变同样重要。
“软权力（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
的目标）吸引民众，而不是迫使他们改变……如
果一个国家代表着其他国家所期望奉行的价值
观念，则其领导潮流的成本就会降低。”[7]一个有
力的注脚是，基辛格曾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
章，直言不讳地声称，
“ 美国应该确保：如果世界
向统一语言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语言就应该是英
语；如果世界向统一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发
展，那么这些标准就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
界逐渐被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那么节
目的编排就应该是美国的；如果世界正在形成共
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就应该是符合美国
人意愿的价值观。”[8]
与政治和外交等手段相比较，文化软实力达
到其政治目的尽管相对隐蔽但也更加的有效。自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世界政治舞台都充分认识
到了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政治
家们认识到，仅仅依靠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在
国际关系中要获得全面的胜利，并非易事。硬实
力只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世界性影响的必
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个比较明显的案例
是，在近年来的国际舞台上，软实力成为大国之
间抑制对手、获得国际关系主导权的重要手段。
例如，有较多学者认为，美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借助非政府组织、以公共外交和对外援助等外交
手段，成功地在俄罗斯的后院国家推广自身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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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和文化理念，并最终导致格鲁吉亚、乌克
于其经济与军事资源的话来说，就是“美国文化，
兰、吉尔吉斯斯坦改变政权，从而将美国势力渗
无论其通俗还是高雅，都向外辐射着只有罗马帝
透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没有
国时代才有的炽热，而且手法更新颖、迂回。罗马
动用一兵一卒，也没有挥舞经济制裁大棒，完全
和苏联文化都止步于各自的军事控制范围。美国
[11]
是软实力在发挥作用。因此
“在软实力的竞争中， 软实力才真正造就了一个日不落帝国。”
一个被广泛认同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媒体
世界各国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激
外交”力量对美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主流价
烈竞争。今天的文化即明天的政治，当一种文化
值观的宣扬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世界新闻
被普遍接受的时候，代表这种文化的利益的实现
每天的发稿量中，西方四大主流媒体（美联社、合
过程也将变得更加顺畅……这也正是当前这场
[9]
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发稿量为世界整个新闻
激烈的全球文化竞争背后的原因。”
在旧有的国际关系中，国际间的实力竞争多
稿件的 80％，传播于世界的新闻，90％以上为美
以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来完成，但在新型的国际
国等国家垄断。西方 50 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世
关系中，这些硬实力虽然没有被忽略，在特定的
界 95％的传媒市场。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国际关系中依旧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
中，美国的相关新闻几乎完全占领了战争的话语
例如美伊战争、美阿战争，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
权。
列之间的冲突、巴印冲突等等，但在大多数的场
二、文化软实力的扩张和渗透一般与国家文
合，文化软实力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文化软
化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文化产业越是成熟强
实力凭借着文化的力量，在价值观、政治观等方
大，越是能够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全球的扩
面，获取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文化软实
展。
力与反文化软实力之间的斗争也显得越发的紧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软实力的扩张和渗透
张和隐蔽。例如，近年来欧洲全力宣扬自己的“全
与文化全球化目标全然一致。文化全球化的重要
球治理”模式，其高福利、社会公平、重视环保等
手段则是依靠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和传播。在
特色的欧洲发展模式，与美国的高消费、高耗能
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国际社会还有着极大的贫富
等发展模式区别开来，力图在国际竞争和国际关
差距的现实境遇下，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推动
系中，
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同时，为对抗美国
的全球化，也是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国际上过于单一的声音，欧盟、加拿大、澳大利
殖民关系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化的差
亚等国不断通过在外交中突出自身发展特色和
异将不断体现为文化领域中的本土性与世界性
政治理念，
“ 强调人权和环保，重视人道主义干
对立、西方文化与世界各其他民族文化对立等。
预，主张消除南北差距，积极支持对发展中国家
进行发展援助，力求树立一种不同的国际理念与 “概括地说，文化帝国主义运用‘软权力’在全球
进行‘文化殖民’的策略大约有三种，即文化产业
规范。法德俄等大国对伊拉克战争发出不同声
策略、球土化策略和文化模式置换策略”。[12]而在
音，并积极介入伊朗核问题、伊拉克战争、巴以和
这其中，文化产业为“殖民文化的传播找到了直
谈、朝核问题等许多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力图
增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体现自身的外交理念”， 接的符号载体”。
目前来看，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向
“用意在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自己的国
[10]
世界输出其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文化产业的双重
际软实力”
。
属性（其商品性质 / 意识形态性质、经济效益 / 价
在国际关系中，文化软实力不仅仅体现了民
值观效益），使得其在全球化的文化扩张中处于
族的精神和国家意志，更因为它参与到现实国际
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文化产业的输出过程中，一
政治中，体现了软实力的政治价值、外交政策和
方面，它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客观的经济效益，另
手段的重要组成。对文化软实力在国际关系间的
一方面，它同时通过文化媒介（影视、音乐、广播、
作用，及其所表达的国家政治意图，套用德国《时
杂志、书籍、游戏、动漫等）承载和传输了发达国
代周报》 主编约瑟夫·约菲在分析美国软实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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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意识形态。正是意识到文化产业的这一重要
作用，当代国际政治与文化交往中，国家政权对
文化产业明显的或隐蔽的大力推动尤显突出。
例如，随着韩国政府文化全球化发展目标布
局的深化，韩国文化产业每年以 30％－40％的速
度高速增长，电影、电视节目、音乐、游戏产品的
全球输出比例增大，输入比例减少。韩国外交通
商部更是自信地宣称，
“到 2010 年，韩国要力争
占到中国文化商品市场 10%的份额。”[13]78 不过，
韩国外交通商部的这种自信是有其背后的经济
和文化力量支撑的。1994 年，韩国政府在文化观
光部内设文化产业局，韩国文化产业振兴政策正
式开始推进。从 1995 到 2005 年的十年间，韩国
的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并
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文化话语权”。2005－
2006 年间，
韩国电影、音乐、在线游戏在国内市场
的份额已经达到 60％。本土电影在国内的市场份
额由 1993 年 16％增长到 2005 年的 60％左右；
韩国游戏业国内市场份额每年以 10－15％的速
度增长，2005 年，国内游戏输出赚了 4.8 亿美元
（相当于 5000 亿韩元），韩国游戏产品在亚洲 20
个国家、欧洲 20 个国家和北美 10 个国家均有市
场。
“韩国政府已经雄心勃勃地立志在 2010 年成
为世界文化 5 大强国之一，游戏产业成为世界三
强之一。”[14]因而有学者分析认为，面对经济全球
化和跨国媒介的激烈竞争，韩国重组广电体制，
推行文化产业化，激活国内市场，培养抵御外国
的实力，
“ 因此，以韩剧为代表的‘韩流’发威，不
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市场扩张行为。”[15]
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我国在 2004 年引进
韩国电视剧 107 部，2005 年则超过 150 部，而且
依旧保持增长趋势。“与这一连串的数据相对应
的是我们的电视频道越来越广泛地被韩剧占用
了。当每晚亿万中国观众对着韩剧的偶像、美食、
服饰津津乐道时, 我们是否会想到它正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13]79——
—
此种观点并非杞人忧天。当文化产业与当代世界
软实力竞争紧密相连之时，文化的产品实质已经
成为国际竞争行为。
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产业，更以横扫
世界每个角落的态势引发了“文化贸易－文化保
护”之争。好莱坞的类型电影、电视娱乐节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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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音乐，在全球获得了每年超过千亿美元的产
值。美国的电影产量虽然只占据世界电影产业的
6％左右，但它占据了全球电影放映时间的 80％
以上，占据世界电影市场总票房的三分之二。美
国电影成为了宣扬美国价值观、美式文化的最佳
途径和最有效的手段。美国电影也依靠其绝对的
电影市场优势和传播优势，扩大着“美国精神”在
全球的影响力，从而提升着美国的文化软实力。
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在电影观众中，有 25.6％的
人最喜欢看好莱坞的电影，喜欢看进口影片的人
为 35.8％，
只有 7.7％的人喜欢看国产影片。[4]
从全球范围来看，一个基本的趋势即是：文
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其文化软实力的扩张和渗透
力都较强；文化产业发展得较为成熟的国家，其
文化软实力都有着较大的优势。也正因为认识到
了这一点，近年来各国也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的
发展，并借此纷纷提升和扩张自己文化软实力在
国际间的影响。美国的文化产业是其不可忽视的
支柱产业，
这已是不争之事实。英国、法国、日本、
韩国等多个国家都也通过各种计划大力推动其
文化产业的发展。1997 年布莱尔当选英国首相以
后，基于国内外政治因素的考虑，新工党政府为
了振兴低迷的英国经济，决定采用大力推动知识
经济的发展来作为产业能级提升以及国家经济
振兴的策略，并于 1998 年组成了“创意产业特别
工作组”
（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Force），由布莱尔
任主席，将发展创意产业作为英国重大的国家战
略之一来推动。[16]同样，日本、法国、韩国、新加坡
等国都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达到其文化软实
力提升的目的。无论是韩国的“文化产业振兴”计
划，还是日本的动漫行业，都成功地凭借文化产
业的发展推动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从而有效树
立了其国家形象和价值观的推广。
因此，在当代国际政治关系、文化软实力和
文化产业发展、政治意图的呈现这一关系上，一
个以往被忽视的逻辑其实在全球化（政治与经济
的同等相互交融与排斥中）的背景下，已经逐渐
清晰起来：那便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意图在国际间
的推行，往往不再依靠军事等硬实力，而是借助
国家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而国家文化软实
力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推行，往往借助的是国家文
化产业的发展。因此，
“ 政治意图”、
“ 文化软实

政治意图、文化软实力与文化产业

力”、
“文化产业”在这一意义上，相互间已经形成
了紧密不可分的关系。其相互间的影响和推动可
以如此看待：
依托途径

依托途径
文化软实力
意图

研究[C],2007,(9): 20.
[9] 赵诣.软实力：大国争雄的角力场[J].中国社会导
刊.2005,(6):55.
[10] 李双伍.软实力之争—没有硝烟的战场[J].时事报
告,2005,(4):42.

文化产业
意图

[11] 约瑟夫·奈，王缉思：中国软实力提升损害了美
国？[N].环球时报,2008-4-11(3).
[12] 李曦珍、王晓刚.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渗透和冲

在这一逻辑中，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都服
务于政治意图，亦可以说，它们都服务于“民族－
国家”这一宏观目标中。尽管有人从“文化独立
性”等角度考虑，不赞同将“文化产业”与政治意
图联系起来，但在实际的运作之中，这种联系却
无法避免，而且在今后的发展中，这种联系也会
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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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
的法兰克福学派。与“文化产业”概念的本土特征
相比，
“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却更多地带有了外来
政府经济战略的输入意义。英国作为第一个提倡
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定义与范围的国家，
其真实含义在于推进政党意识和执政策略。其
1998 年组成的“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
（CITF）于当
年 11 月 与 2001 年 提 出 《创 意 产 业 图 录 报 告》
（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s） 将创意产
业定义为“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及才能，通过知识
产权的生成与利用，而有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
会的产业”。“创意产业”概念在英国被正式命名
后，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地被新加坡、澳大利亚、新
西兰、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略作调
整后采用，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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