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新闻伦理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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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新闻伦理基石的新闻自由与客观性在全球化语境下遇到了现实困境。面对隐喻策略的国
家利益和基于文化沙龙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媒体丧失了其独立的品性，成为强势话语的牺牲品。新闻伦
理仅能在“技艺”层面捍卫其尊严，这种“反抗无效”的悖论反映了新闻专业主义与价值取向的内在张力，
新闻伦理面临自身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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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斗争结束，但世界进入了一种后意识形态漩涡
中——
—基于宗教、种族的“文明冲突”。尽管如此，
亨廷顿对西方文明依然情有独钟，9·11 事件后美
国及其西方世界的强势话语与世界霸权旨意就
是典型表征。以自由、客观标榜的西方媒体放弃
了独立姿态，完全沦为这场“后现代战争”的代言
人甚至鼓吹者。
媒体的道德沦丧，在苏·卡利·詹森(Sue Curry
Jansen)看来是媒介“隐喻”使然。
“在政治和新闻话
语中，如同科学话语一样，隐喻被用来标志未知
的领域，通过驯服和教化受众，隐喻让受众不熟
悉的物体变得熟悉起来。”[1]240 这种隐喻使对象事
物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语义体系，政治语言学的
“魅力”被媒体充分用于战争宣传上。将 9·11 事
一、作为隐喻策略的国家利益
件立刻定性为“恐怖主义”、
“ 恐怖战争”，之后的
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就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 炭疽疫事件也被贴上“生化恐怖主义”的标签，尽
这也意味着“美国模式”在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等
管这些颇有渲染色彩和意识形态价值的词汇最
各方面获得全球效仿，这为其“世界霸权”话语获
初由政府部门发出，但媒体不加核实完全照搬的
得了一种合法性基础。这是一种可怕的境遇，换
做法有失“独立人格”之境。“美国政府议程设定
言之，
美国成为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的象征。美
者、政策分析家、精英记者、权威认识和智囊团提
国权力象征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获得了较
供的应对指导都倾向于使用单一意义的词汇（危
好回溯，福山认为，随着“冷战”话语的结束，世界
机），
并将之概念化——
—以不变应万变。”[1]236
进入单极话语领域，历史以共产主义失败，资本
狂热的爱国主义与所谓的新原教旨主义内
主义大获全胜而告终。亨廷顿则认为虽然意识形
涵成为媒体丧失独立、与政治合谋的最好借口。

新闻自由和客观性一直以来被奉为西方民
主价值的重要基石。然而涉及到国家利益、意识
形态和文化偏见等修辞隐喻时，新闻的自由与客
观往往成为西方媒体的“弃儿”，这似乎成了西方
媒体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媒体报道逐渐成为
价值意义上的“策略性仪式”(Sue Curry Jansen，
2007)，新闻客观、公正仅能在形而下的“技艺”层
面实现。全球化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面对基于意
识形态或国家利益等价值预判时如何抉择，是
“束手就擒”
还是“坚持抗争”？这种境地本身体现
了新闻公正性作为基于事实的价值判断的复杂
性，体现在新闻伦理上便是职业主义与价值取向
的张力。

员缘缘

2009论坛字 .tif
not e xist!

圆园园9.5

媒介塑造的恐怖袭击带来的“末世毁灭感”叫嚣
震惊的性质与造成的巨大生命损失比作珍珠港
尘上，由此引发了非黑即白二元论在美国决策层
事件。战争隐喻很快出现并大致取代了犯罪隐
卷土重来。电视媒介更是成为最有力的幕后推
喻，受害人成了伤亡者，袭击者成了敌人，救援工
手，将这种价值观淋漓尽致地表现在美国民众面
人成了英雄和爱国者，军事行动成了符合逻辑的
前。
“在小布什飞往内布拉斯加州空军基地避难， 救助措施。”[1]259 连之后对倒塌、地震和风暴等自
“路透社
尚未就 9·11 事件正式表态前，诸如‘袭击美国’， 然灾害也采取了革命式隐喻。无独有偶，
这样的国际新闻也放弃了用‘政治暴力’
（political
‘对美国宣战’
，
‘美国的新一轮战争’等煽动性主
[2]355
violence）代替恐怖主义的一贯政策：一项承认使
题词便充斥于荧幕。”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吉
恩·柯克帕特里克（Jeanne Kirkpartrick）在 9·11 当
用这一术语所背负的沉重的意识形态负担的政
天甚至将文明冲突论庸俗化，指出 9·11 事件即
策。”[1]258FBI 公布 9·11 事件调查结果前，本·拉登
是伊斯兰文明向基督教文明宣战，美国应该为保
早已被媒体描述为“凶手”和“杀人狂”。“为了给
[2]356
卫西方而战。” 用“善”与“恶”、
“ 文明”与“野
战争造势，各家媒体甚至不经权威人士核实便更
蛮”、
“ 自我”与“他者”二元战争舆论宣传无疑是
新死亡人数 （从五万人到一万人再到三千人，不
思维的倒退，西方所标榜的理性主义也丧失殆
一而足），采用‘滚动字幕’播放当天头条和最新
尽。
动态，营造‘起居室里的战争’的恐慌气氛。”[2]356
除了媒体价值隐喻预设，对反恐行为持异义者的
对于这种标签式隐喻，赫伯特·马尔库塞称
声音也不断呈沉默螺旋式消逝。
“《德克萨斯城太
“统治者最有效的权力之一是确立词汇的强制性
[3]
“战役”中成为了权力
阳报》
（Texas City Sun Times） 的专栏作家汤姆·戈
定义的权利”。 媒体在这场
系统的牺牲者和代言人，所谓牺牲者因为其标榜
丁（Tom Gutting）因发表批判小布什未能展示他处
客观、公正的职业原旨主义的沦丧，所谓代言人
理危机的领导才能而遭当局解雇。另一名专栏作
是“媒介集团”在全球化背景下寡头垄断预言成
家丹·格思瑞也因讽刺‘小布什在 9·11 事件后跟
为现实——
—成为政治、经济权力旨意系统的形象
他的助手和阁员一样仓皇失措，躲进了内布拉斯
代言人。超级媒介集团的“圈地运动”导致的媒体
加州的防空洞里’遭解雇。理由是
‘国家的危机时
垄断化倾向是一个极度危险表征，这意味着媒介
刻，发表了不负责任和不适当的言论’。”[4]在此，
话语表达日趋集中、单一，媒介生态集聚意味着
美国主流媒体丧失了言论自由和新闻客观性的
民主、
自由意志的削弱。
专业品性，完全沦为政府的战争宣传工具和讲
隐喻作为媒介框架分析的重要一支，是一种
台。
意义生产的再造形式，其终端便是对事实本身的
美国自由论坛主席 Chaeles L. Overby 曾提出
解构。隐喻的象征意越强，人们距客观真实就越 “ 新 闻 公 正 性 公 式 ”
：
A+B+C+D+E=F
远。当夸张成为权力——
（Accuracy+Balance+Completeness+Detachment+
—知识的组成部分时，隐
Ethics=Fairness），即“准确 + 平衡 + 全面 + 客观 +
喻的构建意义就可能大于事实本身。正如詹姆
士·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国家新闻俱乐部的
伦理 = 公正”[5]。新闻的公正性概念提供了一个全
演说中所说“每个社会都有其模型，而每一个模
景式的新闻伦理框架，对于媒体而言不但要提高
[1]241
型都是虚假的。” “这种话语模型曾被包括苏格
基于事实的新闻真实，更重要的是消解基于价值
预设的“先验新闻”。例如，美军打阿富汗后对当
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葛兰西、哈贝
地平民的伤亡数量媒体视而不见，而炭疽疫却成
马斯、福柯等政治学家检视过，即模型制造与实
[1]241
践差距的含义与暗示。” 隐喻模型重在制造价
为报道重点，这就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全面性
值呈现，新闻媒体在赋予任何信息和“客观事实” 原则。美国广播公司（NBC）新闻频道总裁麦克尔·
以意义时，均呈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
卡特纳（Michael Gartner）也曾对报纸伦理做如下
和立场。
归纳“报纸的职责是向社区做出解释，而不是召
尽管明知隐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参议院约
集社区开会；新闻记者的职责是调查问题，而不
瑟夫·拜登（Joseph Biden）仍然“将这些袭击令人
是解决问题；报纸的职责是揭露坏事，但不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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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批判运动；记者和编辑的职责不是起草法规或
领导一场运动或展开一场道德审判。”[2]139 由上文
论述可见，媒体将“审判价值”预设在媒介事件中
诸如“恐怖主义”、
“ 美国战争”，这类修辞隐喻赋
予客观事件以宏观意义，媒介成了战争的宣讲
台、发动机，其结果是渲染了狂热的爱国主义情
怀和极端的原教式情节，以客观、理性标榜的“第
四权力”的独立性品格丧失殆尽，媒介伦理基石
成为“危机时代”、
“ 末世恐慌”、
“ 爱国主义”等强
势话语的牺牲品。
尽管有许多人会为媒介的这种两难境地开
脱，认为在触及国家利益时，媒介有必要牺牲自
己的伦理品性，捍卫国家尊严。如英国记者马科
斯·黑斯廷斯在 1982 年的英阿马岛之战期间写
道：
“ 没有哪个英国记者在自己的国家处于战争
中还能保持中立，客观性只是和平期的奢侈品，
[6]
但讨论不止步
新闻报道已经成为战争的延伸。”
于此，我们认为将“国家利益”置于理性缺失时期
（如 9·11 时期极端右翼分子和所谓的民权联盟
兴起）的考量本身就是一个非理性决策。伊战中、
战后美国许多民众开始反战，反悔当初对主战派
的支持，这甚至形成一股强大的民意。示威游行，
这一事件说明大多数民众意识到当时的错误决
策，意识到战争弊大于利，同时也说明了国家利
益的界定是一场异常复杂的政治博弈，需要综合
利弊，通盘考虑，绝非狂热分子一蹴而就利用从
众民意所能涵盖。对公共民意与合法性问题，哈
贝马斯有精辟论述[7]：

意表达的存在基础。媒介的渲染主义和隐喻价值
使得公众理性思辨全然埋没在轰动性图像和文
字的世界里，取而代之的是非理性的“集体无意
识”
，这种形式的民意表达即便程序合法，却已丧
失了公共理性的精神内核，成为虚无的外壳。
由此可见，在“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假
想下，媒介将强势集团的权力意志以隐喻的价值
预设注入受众皮下，新闻客观、公正成为强势话
语的牺牲品，新闻成为一种“策略性仪式”。颇具
讽刺意味的是，
（战后表明）媒介允诺的“国家利
益”预设价值并未得到实现，强暴新闻伦理的后
果便是公众理性的缺失，民意表达的合法性成为
虚无的外壳。
二、作为价值预设的意识形态

美国的全球化战略在冷战后进入了一个相
对“空窗期”，随着苏联、东欧相继解体，共产主义
在全世界范围遭遇了空前的滑铁卢，意识形态抗
争似乎已是一个历史名词。然而，对美国而言
“冷
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表征却会长期存在，美国
至今未摆脱非黑即白的冷战思维，后冷战时期美
利坚民族一直在寻找一个“假想敌人”，这个敌人
可能是俄罗斯，也可能是中国甚至是日本。文明
的存在意味着冲突的继续，儒家文明、印度教文
明、伊斯兰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以及拉美文明等
这些游离于欧美中心文明的次级文明越来越显
示出各自文明个性和生命力。然而欧美文明向来
的傲慢和自负注定了其他文明的“他者叙事”
，西
方文明总以“自我”视角来凝视“他者”，全球化便
合法性并不是来源于先定的个人意愿，
—他”模式冲突与整合。
意味着“我——
而是个人意愿的形成过程，亦即话语过程本
基于文明的自负和对“他者”的蔑视，西方媒
身……合法的决定并不代表所有人的意愿，
介更是将“文明冲突论”弱智化，将地区冲突或种
而是所有人讨论的结果。赋予结果以合法性
族矛盾动辄贴上对西方文明的反叛标签。比如将
的，是意愿的形成过程，
而不是已经形成的意
“圣战”派穆斯林看做反西方、反现代性的原教主
愿和总和。讨论的原则既是个人的，
也是民主
义典型。对于毫无“西方血缘”的东方文明，媒介
的……合法性原则是普遍讨论的结果，而不
则采取了凝视中的神秘主义策略。西方媒介中的
是普遍意愿的表达。
亚洲视角是一种复合的视野，以中国的国家形象
为例，西方人一方面认为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古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理性的现实存在形态主
国有许多令人惊叹的文化基因 （丝绸、茶叶、书
要是基于形式和程序的理性，交往主体就伦理规
法、绘画、太极、功夫等），中国也有辉煌的朝代
范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从而达到某种道德共识。以
（元、唐、宋、明），另一方面认为近现代中国是可
“国家利益”、
“爱国主义”为幌子为新闻媒介伦理
鄙、软弱、落后的（有糟糕的人权记录和专制极权
沦丧开脱的人士也许忽视了重要一点即理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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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诸多主观性极强的形容词，例如营造“‘可怜
传统），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差异是导致西方媒介
可敬’、
‘热爱和平’的‘流亡宗教领袖’形象，打造
报道中国时采取两重视角的直接原因。改革开放
一个被‘武力占领’并动辄发生‘起义’的西藏印
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与国力的提升并未从
象，竭力勾勒一个‘独裁’的大搞‘武力镇压’、
‘侵
本质上改变西方媒介对中国形象的刻板印象，原
[9]20
犯人权’、
‘文化灭绝’的中共。 除了这些富有隐
因是多方面的，中国（亚洲）实力还未达到能够匹
喻意义的价值判断，西方媒体还不惜牺牲“新闻
敌西方文明的地步，话语实力仅停留在有限空间
真实”这一伦理底线，移花接木，公然作假。比如
范围内，更重要的是西方媒介深刻的意识形态偏
将外国警察制服的照片插到拉萨事件的报道中，
见。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自由、民主、
人权的价
将暴徒袭击军车的图片剪成威胁路人的画面。更
值不分地域、种族、国情的渗透、移植，一方面表
有甚者，
“德国《柏林晨报》网站 18 日将一张西藏
达了其文化话语的全球化霸权战略，另一方面有
公安武警解救被袭汉族人的照片硬说成是在抓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之嫌。
捕藏人；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网站刊登图片称，中
美国学者范汉姆认为，全球化媒体战略的一
国军人将藏人抗议者拉上卡车，可图片中明明是
个新趋势，就是“媒体形象塑造必须（遵循）后现
印度警察。德国 NTV 电视台也在报道中将尼泊尔
代政治战略。媒体根据不同国家对‘自由’、
‘人
警察抓捕藏人抗议者说成是‘发生在西藏的新事
权’
、
‘ 民主’价值观的态度，对‘恐怖主义’
、
‘专
件’。”[10]
制’、
‘极权’政治的立场，予以命名，贴上标签，并
由此可见，被西方奉为皋圭的新闻真实、客
由此进行形象塑造，这样可以有效地打破现代国
—国家’疆界，打碎国家主权
观在涉华报道中完全消匿，新闻专业主义神话破
际政治中的‘民族——
的概念、民族主义观念，进行后现代的全球政治
灭。值得讽刺的是最倡导新闻伦理基石的西方媒
重新定位。”[8]由此可见，媒体被纳入美国全球化
介却将这种理念以最彻底、最粉碎的方式见诸于
战略的重要方面，试图瓦解基于国家主权和民族
涉藏报道。正如国内素来仰慕西方媒体“客观性”
主义的世界体系，消解文明多样性的在场方式。 人士的一封信上所说[9]17:
对此，
苏·卡利·詹森(Sue Curry Jansen)表达了类似
“你们不仅给予我们媒体要公正客观的价值
的悲观和担忧，
“ 新闻事业客观性的策略仪式不
观，也是你们告诉无数中国人平等和自由的概念
仅是商业媒介的产品之一，而且部分是为了安抚
……但是这些不幸的事件让我们悲哀地想到你
广告商以弥补黄色新闻对媒介信誉造成的损害， 们的丛林法则。看到我们刚刚信仰的自由、
平等、
新闻事业客观性的策略性仪式也是一种民主成
博爱如何被你们庸俗地使用着。你们无法理解，
[1]244
就，尽管是一种缺陷深重的成就。” 苏·卡利·
这些熠熠生辉的美好词汇的破灭对我们所造成
的伤害。”
詹森这里指出的缺陷深重即是基于意识形态或
文化视角偏见的“观念集合”。
“舆论同化”[11]（周庆安，2008），作为一种宣
这种仪式性的缺陷集中表现在西方媒体近
传模式意指不同权力系统对同一事件的态度一
年来的对华报道。历史来看，涉华报道框架主要
致互动强化，西方媒介涉藏报道的一致性正是这
集中在“中国人权”、中国威胁论、中国盗窃美国
种舆论宣传的体现。与此类似的是，西方媒介的
核机密、共产主义专制、环保问题、贸易争端、台
媒体传播“过滤器”
（Filters)理论认为西方意识形
独、藏独等议题。近期来看，
CNN 奥运火炬传递的
态作为一种霸权话语有极强的排他性，其中的
辱华事件，
3·14 西藏打砸抢烧事件等涉藏报道成 “反共过滤器”是媒体报道的一种共识。“作为一
为偏见集束点。比如，将西藏暴动称为“西藏起
种媒体宗教信仰，反共意识形态作为控制的极致
义”，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称中国“入侵”西藏
不仅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把任何反对现存美国
（invade）、中国军队“镇压”
（crackdown）、
“控制” 制度的行为贴上标签。”[9]19 不难看出，
美国等西方
（control）、
“ 恐吓”
（terrorize），西藏人民“反抗” 媒体在塑造中国形象时是基于其全球化战略利
（protest）等。将西藏想象为一个麦加式的宗教圣
益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离开该前提奢谈新闻
地，达赖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领袖，甚至颠倒事实
客观、
公正无疑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具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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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新闻伦理的实质

新闻伦理、
原则要依赖自由、人权、
民主、
法治等深
层价值或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无形的手”类似
的，基于意识形态的“无形的手”极大地影响着媒
体从业人员，
这种导向成为一种
“集体自觉”
。
三、基于“他者”建构的文化偏见
大多国内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导致偏见报
道的最重要的原因，部分国外学者以福山的全球
化理论自辩，认为意识形态抗争已经终结，历史
也走向终结。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本
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且这种论断不免带上意
识霸权色彩。我们认为，西方媒介涉华报道不实
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沙龙主义偏见所致，因
为意识形态作为泛政治体制、泛价值观念无法涵
盖文化系统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西方对华报道的片面性并非仅针对
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中国。
“东方”作为整体性的
地缘概念，是西方凝视“他者”的言语体系。“东
方”不仅是基于空间的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古老
的隐喻象征。然而，东方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
而是西方文化自我认同建构出来的“他者”。[12]东
方仅仅是相对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文化概念。整体
而言，东方具有自己的特性，
“ 东方世界”的不同
民族又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中国形象具有历史
性，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天朝上国”到“亡国
亡种”的颠覆性自我认同危机，在德昆西眼中“中
国即使在最堕落的东方，也是最低贱的，他们不
仅表现出文明的怪诞病态，而且以伪文明的、精
细繁复的形式来表现这种病态。”[13]现当代，中国
在西学东渐，工业化进程中被动地从“西方体系”
中获得现代性自我身份认同。但仍有不少西方
“文化精英”认为中华民族个性总体上是负面的，
这些词汇有“弱者”
、
“无个性特征的人群”、
“缺乏
神经”
“残忍”的中国人、
、
“中国佬”等。[14]78-93
“似乎
躲在世界边缘的角落”，这种“中国形象”的缺席，
一方面引起了西方神秘主义窥视，另一方面加重
了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固有成见。
纸质媒体时代，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几乎仅
来源于三本书籍“在 103 个被访者中，69 个提到
赛珍珠的《大地》，21 个提到斯诺的《红星照耀中
国》，
13 个提到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
。[14]153 在
大众媒介时代，电视、报纸几乎成为美国公众关

于“中国印象”的全部来源。然而媒介并没有向公
众提供一个全面、真实而非制造了的中国形象。
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它应当是信息的提供
者、传达者而非价值的宣传者、审判家，并且信息
必须是真实、客观的，只有这样公众才可以获得
关于事实的全面视角，关于真理的所有维度。如
果媒介放弃了这一理念，那就是对公众利益的失
职，这种做法的危险是使偏见、谬误循环放大、螺
旋上升。对此，汉娜·阿伦特有深刻论述[15]：
公共性不是某种人类的共同本性的产
物，它的存在依赖于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
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而对于这些
视点和方面，人们是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共同
的测量方法和评判的标准的。……被他人看
见和听见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是站在一个
不同的位置上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
的意义。……当共同世界只能从一个方面被
看见，只能从一个视点呈现出来时，
它的末日
也就到来了。
正如前文所述，显性层面，西方媒体涉华报
道的偏颇是由意识形态偏见（Ideological bias）所
致。这种偏见是西方媒体的集体自觉，甚至成为
某种宗教信仰（如反共意识），非单纯指令或强
权系统所致。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作为上层
建筑是文化系统的直接表征，文化沙龙主义导
致的偏见才是西方媒体涉华报道违背新闻伦理
的根源所在。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是一个恒久
稳定的固态形象，即处于“停滞”的“专制”他者。
西方媒体中的封闭、野蛮、堕落的中国劣性与西
方提倡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完全相反。然而，面
对中国实力的兴起，西方在“身份认同”上出现
一种矛盾的心态，客观上意识到中国是崛起中
的新贵（中国威胁论），主观上尚未摆脱基于历
史经验的“弱者”东方形象（支那）。认识上的两
重性体现了深入文化基因的狭隘偏见，话语上
便是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现代延续，即强调西
方文明的高贵与其极强的“排他性”。中国意识
形态上的截然相异更是加重了西方的判断成
见，这一方面是对其自身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辩
护，另一方面害怕“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
新获得文化上的认同感，打破东西方强弱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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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园9.5

生态位的平衡。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四、结语
简言之，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文化偏见是导致
西方媒体涉华报道失实的根源，作为隐喻策略的
国家利益和基于价值预设的意识形态差异加深
了这种偏见。作为“技艺”的新闻报道无法摆脱隐
喻和价值预设的藩篱，新闻专业主义仅能在“操
作层面”捍卫自己的尊严。专业主义面对这一情
境时只能做无效的反抗，因为触及的是新闻伦理
—基于文化偏见的意识形态。在全球传
的禁地——
播时代，作为文化“软实力”的国家形象已由隐性
向度日益转化为全方位的“硬实力”，国家控制力
与竞争性碰撞直接呈现在媒体的报道策略和力
度上。结合西方上述传播逻辑，国人的报道期待
亟需从“诉诸外”向“诉诸己”转变，即将西方的偏
见报道、不实报道作为常态，做好突发报道的预
案系统，不断提升媒介的外向拓展和应急能力。
具体说来，提升外向传播的时空能力应该包含提
高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客观与公正），拓展向外事
件的生态空间，提高媒介公器的透明度，提高突
发事件媒体的应对速度和沟通能力，完善媒介事
件的预案体系五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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