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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
∗

孙吉胜　何　伟∗∗

内容提要 在国际政治领域,针对同一话语或事实,不同国家会

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回应,而话语效果的关键在于受众对言语者使用

的语言及其构建的社会事实产生了怎样的理解和形成了何种意义.

依据国际关系的理解视角,政治话语的理解和接受是意义的社会生

产过程.面对某一政治话语或社会事实,话语受众是积极主动的,在

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解读话语信息,充分调用背景知识,在情感认

知的引导下进行理解,并做出反应.受众所处的社会语境、其背景知

识和情感认知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接受效果,表现为完全接受、协商

性理解和完全反对这三种立场.探讨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

成与和接受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信号释放、对外宣传和印象管理等具

体外交实践,也将进一步丰富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研究议程.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国际政治语言学 理解 意义 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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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出现“语言转向”后,人们对国际关

系中的语言研究日益深入,国内外学界也涌现出诸多的研究成果.① 人们在研

究中普遍关注的是语言的本体作用,即语言具有建构功能,可以建构一定的社

会现实,语言可以形成一种话语结构.鉴于此,已有研究把关注的焦点多放在

研究行为体如何运用语言实现交流意图,达到一定的建构效果,以及话语本身

基于语言的结构性特征如何产生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语言使用效果的

关键是言语对象对言语者使用的语言产生了怎样的理解(interpretation),形成

了什么样的意义.而在现实中,即使对于同样的话语,不同的言语对象的理解

经常会完全不同.例如,中国强调“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

国”,意为“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可以共存,互利共赢”.美国可能会理解为“中

国在与美国争夺亚太地区的领导权”,而有些国家则理解为“中美要共同领导

亚太地区,共治亚太地区,而把其他国家排除在外”.与针对语言的理解相类

似,对于同样的事实,不同人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即同样的事实并不代表一

定产生同样的观点.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当美国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时,民主党人将此理解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不存在,伊拉克

根本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共和党人则认为伊拉克早已经转移、藏匿或是

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类“同样的话语,不同的理解”现象在国际关系

中非常常见.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

对国际关系中的语言研究,仅仅关注语言的使用层面还远远不够,还需

要重视语言应用体系,重视言语受众的理解过程,即言语受众在进行信息加

工过程中,哪些因素会对理解过程和最终所形成的主体性意义(subjective

meaning)产生影响.不仅如此,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行为体需要理解的还不仅

仅是语言,对其他信号和行为的理解实际上与针对语言的理解也有很多相同

之处.理解过程是一个体现主体间性的过程,即涉及包含价值观和思维习惯

的背景知识,同时也涉及情感等因素.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快速变化,很多领域

都呈现出碎片化态势,整个世界也处于一种意义建构和意义理解的过程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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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描述新的变化,需要对这些变化和现象提供解释,例如,几年前的伊斯兰国

异军突起,近两年的人工智能所引发的辩论等.

本文旨在研究言语受众对语言的理解过程和最终主体性意义的生成过

程,尝试从新的路径诠释国际关系,为解释国际政治中的信息理解、信号传递

及对各种行动的判断提供帮助.本文将对有关理解与意义生成的范式辩论、

话语受众及其特征、受众的话语接受、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影响因素,以及接

受效果等问题进行具体论述.

一、国际关系中对意义与话语的不同理解

研究国际关系不能离开对话语和事实的理解.与无生命力的物体不同,

人类生活总是围绕(社会)意义展开,总是在各领域内生成、交流、理解、分享和

辩论特定和相关的意义.在特定动机、意图和目标的驱使下,人们在社会空间

内不断互动,在自我行动的同时理解他人的行为,生成特定表象,也形成特定

的意义结构.意义一直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分析的中心,而国际关系的研究

因为其跨国性、跨文化性,更易导致理解的差异性,国际关系研究更应该重视

对意义的研究.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出现的向个体研究和微观层次的回落实

际上也体现了这一点.①

研究国际政治话语接受过程离不开社会科学对意义的探讨.一般来说,

社会科学研究关于意义的理解主要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自然传统(natural

tradition),一个是理解传统(interpretivetradition).前者主要基于自然科学

的范式,试图去发现或验证自然世界中的因果规律,认为这些规律可以解释类

似事件的发生;后者强调相关行为体的信仰、愿望及此类个体性因素对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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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所以,自然传统认为意义是脱离研究主体的经验而客观存在,等待人们

去发现,同时意义也存在于诸如因果规律的逻辑中,只要采取客观、可验证和

可重复的科学方法,意义总能被发掘出来,进而影响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坚

持理解传统的学者认为,理解是一个体现主体间性的过程,既涉及历史形成的

价值观和思维习惯,也涉及情感认知等因素,是个体参与社会意义网络建构的

过程和结果.

(一)实证主义视角:意义的客观性

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认为,意义是客观和中立的.依据对主体性意义

的认识及主体性意义与因果充分性(causaladequacy)的关系,此类研究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是严格行为主义(strictbehaviorism),另一类是意义行为主义

(meaningＧorientedbehaviorism).① 严格行为主义是把研究自然世界的科学方

法用于社会研究中,认为主体性意义不能充分证实有关社会世界科学知识的

有效性;因此,在对社会生活进行科学描述时,没有必要加入主体性意义.实

证主义强调经验、观察和验证,认为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是可以证实和观察

的,它们必须是基于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即人人都可以观察到的事物或事

件,不需要考虑意图与反思性等人为因素.而人的意识不属于科学知识的范

畴,无法被观察,赋予社会现象的主体性意义在公共领域也不存在.因此,人

的意识既不能作为社会世界可靠知识的组成部分,也不能成为证实社会世界

知识的手段.

与严格行为主义相比,意义行为主义认为,对实现因果充分性来说,把主

体性意义加入对人类行为的科学解释中是必须的.针对主体性意义,可通过

内容分析、采访、调查、问卷等方式将其(如偏好、动机、目标等)纳入到公共领

域,并把对它们的衡量标准化,这样便可以将其作为严格行为主义中的干预变

量,消除人们对其变量无法被检验的质疑,②也因此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得到关

于行为一致性的可验证性经验假设,同时不违背关于因果充分性的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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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因此,从目标上来说,意义行为主义要把主体性意义、相关语境与行为

的规律性结合起来,并通过一定的研究设计来检验这些变量,实际上在方法论

上与实证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

因此,无论是意义行为主义,还是严格行为主义,都认为社会生活中的意

义在研究的实证逻辑中不会产生质的变化,也认为人的意识不具有受时间和

地点影响的行为规律.① 但是,这样的视角忽视了个体的理解和意义实践对社

会实践及其研究的影响,也无法为国际政治有关语言的研究提供指导,这是因

为话语、意义与实践密不可分;话语的意义是由语言的可变性、语境、文化因素

构成,社会交往、思想交流、社会观念的改变首先要反映在语言表达的意

义上.②

(二)理解视角:意义的社会性和个人理解的实践性

从理解视角(interpretiveapproach)看,人可以从多个角度来阐释世界,社

会世界发生的一切意义都不是固定的.虽然具体意义与个人本身密切相关,

不同的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然而,意义也能为行为体行动提供社会语

境,使个体意识实现从个体到群体之间的过渡,形成主体间性意义,成为建构

社会公共生活的实践的一部分.因此,研究者需要超越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来

研究嵌于社会现实中的主体间性意义和共享性意义.

人类是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义的,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对人及其理

解实践和意义的探讨.与实证主义不同,理解视角认为,社会生活中人类行为

规律不是独立于其所在的时间和空间而存在.③ 与自然世界不同,社会结构有

其自身的特性,并非独立于它所制约的活动,也不独立于施动者对其活动的理

解.④ 人的施动性和理解活动对社会结构而言至关重要.正如法国社会学家

埃米尔涂尔干(ÉmileDurkheim)所言,社会事实需要通过社会因素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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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一个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中行事.① 因此,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不

同,它是由意义构成的,部分是由行为体的自我理解所建构.② 社会生活中自

我理解和意义生成实践对社会科学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际关系学科必须要

包含对个人理解和意义生成实践的考察,关注这一过程对国际关系进程与结

果的影响.

社会建构离不开个体的理解实践和最终生成意义.社会存在整体是一个

人类集体自我定义和自我理解的过程,这不仅包括起限定作用的社会制度本

身,整个世界秩序也是由主体间性意义及其生成实践构成,而行为体之间的实

践互动也不断强化主体间性意义.因此,所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包括全球

秩序,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③ 所有的主体间性意义都是一个自我定义和自我

反思的过程,如同强化它们的实践一样,是时刻开放和变化的.国际政治如同

所有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一样,并不是给定不变的,而是被建构而来,同时也在

不断被重构.④ 国际政治本身的特点,尤其是跨国性和跨文化性强,使“同样的

话语,不同的理解”这一现象更加普遍,凸显了研究理解与诠释的重要性.例

如,针对“霸权体系”这一表达,有人可能会将其理解为美国的霸权,也有人会

将其理解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或是历史上东南亚的曼陀罗体制.

人在理解实践中生成的主体性意义并不局限于个人领域,而是嵌于社会

实践中,也被社会实践不断强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意义与规范并不仅

仅局限于行为体的意识,而是存在于实践之中.这些意义是主体间性的,不能

被还原成为个体的心理状态、信仰、观点.它们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

而是位于二者之间.⑤ 因此,我们不能用一种客观标准,比如,实证主义关于意

义的论述,来检验有关给定的意义、规范或实践的理解.而理解的目标是再现

存在于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义的主体性意义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关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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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义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流和建构作用.因此,研究国际政治中的语言、意义

和社会建构离不开理解视角.

(三)意义理解与话语接受

在社会生活中,事实本身不能决定人们的理解.在政治中,事实不会自我

言明.① 对同样的话语或政治事实,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即便是相同

的人在不同时期的理解也会不同.既定的事实,不管是同样的现象、数字或话

语表述,都需要经过人们的理解和诠释,而经此过程得出的结论才是进行判断

的前提.如果介于某一事实和政治观点之间的是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那么,

不管事实本身如何精确,也不能最终决定人们的政治观点和评判.即便是面

对一些更新的事实,也并不意味着行为体的观点能实现及时的更新.比如,中

国这些年已经发生了巨变,但是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如冷战时期对中国的认知,甚至有时即使有些事实得到了更新,但是观念还会

停留在过去.

话语受众是话语接受、理解和意义生成的主体.在国际政治领域内,话语

受众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下,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在不断接收和

处理来自他人和外界的信息,而对话语信息处理的过程便是理解和生成主体

性意义的社会过程.那么,谁是创造意义的主体便显得至关重要.文本、媒

体、政治家、受众都有可能.一些关于媒体与受众关系的研究认为,观众是被

动等待接收信息,即“面对同样的信息,人们会产生同样的理解和反应”,而媒

体才是“创造金钱、意义和现实的”的主体.② 这种思维定式也存在于国际政治

话语研究领域,即过多地看重言语者和政治文本自身的作用,却忽视了话语受

众的主体性理解及其对意义生成的影响.虽然话语文本自身承载着特定的信

息和符号(symbols),但所记载的信息或事实不能自己说话,其本体性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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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只有在受众的解读和理解实践中才能实现,①而不同的理解主体经常对同

一话语或事实产生不同的诠释,生成不同的意义.

此外,个体对话语的理解和最终生成的意义具有主体性和内在不稳定性,

存在于言语者、文本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中,也在其中得以生成和再造.然而,

话语理解和意义生成的场所则是话语受众,最终取决于话语受众的主体性经

验.为考察言语受众如何接受和理解已经出口或成文的话语,且言语者的政

治资本及叙述技巧可以在文本自身得以体现,以下将重点探讨社会语境、背景

知识和情感认知对受众理解话语(或事实)和生成意义的影响.

二、国际政治话语接受中的受众、理解与意义生成

研究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与意义生成离不开对个体受众的分析.因此,

本文以话语受众为中心,认为国际政治话语接受过程是产生意义的社会过程.

任何话语意义结构都是不确定的,言语受众是话语的积极接收者和理解者,②

在理解的同时不断生成基于自身经验的主体性认识,在意义生成实践中不断

参与社会意义体系的建构和塑造.本文的理论分析重点不是在于分析文本或

政治事实自身说了什么,而是它如何被言语对象所理解,并如何体现在意义的

再生成过程中.因此,话语受众是信息的主动接收者,而话语和意义结构也是

临时的,理解过程是言语受众不断积极创造意义的过程.③

(一)意义与受众理论

受众理论重视行为体在理解和接受过程中主体性意义的生成.在吸收文

学和历史学接受理论的基础上,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

提出了受众分析理论,主要包括积极受众概念和“编码—解码”模型,认为社会

文本的意义不是发送者所传递的,而是接受者所“生产”的.积极受众理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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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明:«视觉语言探析:符号化的图像形态与意义»,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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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bookofVisualCommunication:Theory,Methodsand Media,London:LawrenceErlbaum,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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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生活中的观众不是被动吸收被教导的信息,而是根据自己身处的临时

情境,自觉或不自觉地理解和加工所面对的信息.霍尔认为,受众不仅是意义

的生产者,还是意义的解释者和发送者.因此,媒体和政治研究必须把研究重

点放在受众层面,发现不同的社会群体是如何回应特定的话语文本.① 为此,

霍尔倡导一种分析主体间性和意义生成的社会理论,认为受众研究应该重点

关注意义生成的“关键场域”,并在这一社会场域中分析社会媒介信息和话语

的生产过程.②

如果受众是意义的生产者,就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受众这一“解码

人”身上.根据积极受众概念,霍尔专门提出了分析受众、媒介和信息制造者

之间互动关系的“编码—解码”大众传播模型.③ “编码—解码”过程是分阶段

进行.文本信息首先是由生产者制造,然后,该信息经过具体的媒介传至特定

的受众群体.符号是用来创造意义的主要手段,信息生产者在制造信息的过

程中将大量的符号和象征编入信息.霍尔表示,为了理解或阅读一个文本,人

们必须要解读文本的符号和它们的结构,④而解读过程正是多种主体性意义

生成的过程.在接受阶段,受众解码信息时所持的立场有三种:一是主导立

场(dominantposition),即受众以信息发布者所希望的方式接受此政治文本

所传达的意义;二是协商立场(negotiatedposition),即受众接受了部分信息,

但同时拒绝了一些不符合他们利益和预期的信息;三是反对立场(oppositional

position),即受众在解码过程中完全拒绝文本所传达的信息.

受众在理解所接收的信息时,其社会背景会直接影响对话语或文本的理

解,影响生成的意义.在解读话语或事实时,每个人都将外界的背景和上下文

带入其中,从而产生对同一内容的多样性理解.受众在接收话语时是积极主

动的,“编码—解码”为分析受众在处理与媒体和文本间关系时提供了社会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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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学的视角,方便考察人们是如何积极理解所接收的信息,信息是如何指引和

限制理解,以及社会知识是如何在意义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此外,积极受众

概念和“编码—解码”过程也有助于我们探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受众、话语接

受过程以及有哪些因素影响受众对特定政治话语的理解.

(二)国际关系中的话语受众

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研究很少关注受众的概念以及话语接受过程.虽

然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从“人性”出发,提出国家间的权力争竞和战争行为源自

人的本性,却没有进一步指出个人在建构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也没有将其理论

化.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Waltz)提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将解释国家行

为的原因放在国际体系层面,认为任何在体系和结构层次以下开展的“简约主

义”研究都不具备科学性.① 此后,在很大程度上,国际关系有关个人层面的研

究被排除在外.在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内,国内因素被忽略不计,而国内

政治受众则被视作常量.与现实主义相比,后来出现的自由制度主义虽然强

调了国内因素及政治个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②但强调的核心是制度和组织

的作用,忽略了个体自我身份及其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③ 现有国际政治关

于个体受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观众成本(domesticaudiencecost),即领导

人在对外政策决策时需要考虑国内观众的意见.④ 此类研究虽然提出了国内

观众对国家领导人决策过程的影响,却没有考虑受众是如何接受和理解对外

政策的话语,也没有对此过程进行理论化分析.

自出现“语言转向”后,国际关系研究尽管加大了对语言这一要素的关注,

但对言语受众及话语接受过程的关注也不足.当前相关研究将重点放在言语

者如何在特定社会政治情境下使用语言建构一定的社会事实,而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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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忽视了受众是如何理解和接受相关的话语或事实,使言语受众研究成为话

语分析中被忽视的一环.① 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琳娜汉森(LeneHansen)在分

析话语、身份和对外政策时指出,“一项政策向不同的观众说话”,“外交政策分

析人士和那些试图影响政策的其他行为体的目标是向相关受众呈现一项看起

来既合理、又可执行的政策,而建构使该政策和身份看似协调的逻辑链接显得

至关重要”.② 虽然汉森指出了话语在身份和对外政策互动中的重要性,但却

没有分析对外政策的“相关受众”是如何理解和接受政治精英建构对外政策的

话语表象.此外,忽视受众层面的分析,也无法充分解释特定的集体政治身份

是如何形成的,因为身份是在文本和受众的互动中所形成和确定的.③ 安全化

理论重视言语行为在建构“存在性威胁”与动员社会和军事资源过程中的作

用,而受众如何接受和理解安全化行为施动者利用言语行为所建构的“存在性

威胁”就至关重要.然而,安全化理论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研究受众如何接

受威胁的话语及由此产生的威胁意像,④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安全受众是否接

受此话语的威胁、怎样接受以及接受到何程度.⑤

借鉴霍尔的受众分析理论,本文提出“积极话语受众”概念,认为在国际政

治互动过程中,受众不是被动吸收所接收的信息,而是在理解和接受过程中依

据自己的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等因素积极加工话语的内容,形成自己的主体

性意义,并在此过程中参与社会意义网络的建构.这与多数国际关系文献将

国际政治的受众视为默认或消极的观点不同,为解释“同样的话语,不同的理

解”这一经验困惑提供了可行视角.根据“积极话语受众”概念,受众是影响话

语理解和接受过程的中心,需要重点关注影响这一中心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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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话语理解与接受过程

通过借鉴受众分析理论,可以看到,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受众不是孤立的,

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中,并时刻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互动.① 从“编码—

解码”的理论模型中,可以发现,言语受众在接收到信息后会在“解码”过程中

扮演积极角色.② 信息的编码、传播和解码是发生在作者、文本和受众之间的

一个符号实践过程,不同的受众在符号解读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而意义

也是在符号解读过程中被不断协商、争辩和确立的.因此,受众在理解某一话

语(或事实)过程中生成的主体性意义并非与言语制造者所预期的一致.③ 兰

卡斯特大学副教授维罗妮卡科勒(VeronikaKoller)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指出,

“文本自身所传递的意义和解读者所生成的意义没有必要实现重叠,而实际

上,它们也很少重合”.④ 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教授丽莉仇丽阿拉奇(Lilie

Chouliaraki)认为,意义的杂糅性(hybridity)是当代文本的主要特性,由于现代

社会的社会断裂,早期认为意义固定于文本内的观点已经过时.此外,不同的

解读方式也使多样的文本话语进入意义协商和争辩过程,在主体性意义生成

过程中促使新的杂糅文本意义的出现.⑤

在概念层面,可将国际政治场域下的话语接受过程视为话语受众积极理

解话语信息,解读话语符号,协商和生成主体性意义的社会过程.此过程主要

受社会语境、受众背景知识和情感因素的影响,使理解过程产生了倾向性,导

向某种特殊的意义.此外,话语接受、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是开放和临时的,

处在个人话语实践与社会意义网络之间.可以说,话语接受分析是理解施动

者(agent)在社会沟通环境中如何与社会结构进行互动实践的一个途径.而意

义的理解和协商是对此过程进行分析的重点,个人解读和理解后生成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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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直接影响社会话语互动的效果.

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相比,国际政治领域的无政府性、跨国性和跨文化性

使理解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多变,这既给话语受众接受和理解过程和结果带来

很多不可控制因素,也凸显了话语受众对理解实践和意义生成的影响.下图

勾勒出了国际政治场域下话语受众的理解、接受和意义生成过程.可看出,国

际政治话语的接受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受众的理解和意义生成过

程会反过来影响下一阶段言语者的目的、言语方式和目标,主动参与社会意义

网络的建构和社会意义的再生产.此过程是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有助于从

理论层面探讨影响话语接受、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及结果.

图　话语接受、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三、社会语境、背景知识、情感认知与话语接受效果

国际政治话语在一定的国际社会语境下产生,并对话语的理解产生了框

定性影响,框定了理解的边界,而个体受众的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则在理解过

程中起了引导和过滤作用,导致某种特定意义的生成.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语

境、知识背景和情感认知都对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接受过程和最终的意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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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产生影响.

(一)社会语境、意义与话语理解

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是理解和意义生成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为受众理解

国际政治话语和生成主体性意义提供了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框定了理解的

边界.话语的理解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由言语者说出,之后为言语对象所

接受,是在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特定语境之下产生.① 人在行动时

往往会参考历史与传统,这些构成了行为体行动和推理的社会语境起点.特

定时期的社会语境影响话语被理解、接受和意义的再生产过程,话语的理解会

因为文本接受的背景和条件的不同而不同.② 人们在理解信息时,并不仅仅依

赖简单的推理,而是依赖当时的语境即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处于同一文化

中的行为体具有共享知识和相似的意义结构,对事物的理解也易趋同.受众

所处的社会语境不同,产生的理解也不同,不同的理解者直接产生不同的意

义,即便是面对同样的话语或现实,可能最终形成的意义完全不同.拉夫堡大

学教授大卫迪肯(DavidDeacon)认为,话语受众研究应该分析更广范围的社

会文化结构,因为它框定了整体社会沟通过程,对媒体文本、其制造者(媒体机

构层面)和接受者(日常生活层面)都产生重要影响.③ 国际政治场域下的话语

活动也是发生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之下,而该语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话语议

题的产生、政策内容、传播手段,决定了话语受众的最终认知.

语境的影响使受众产生的意义实际是一种场景意义(situatedmeaning).

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正如基辛格所言,事实很少

不言自明,它的意义、分析和解释取决于环境和相关性,至少在外交领域是这

样.④ 话语及其意义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语境联系在一起,而语境是语言正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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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社会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知语言学领域本世纪出现的“再语境化”

(recontextualization)也体现了语境对理解的重要性,体现了意义的理解需要

语境化的观念.语境不仅局限于话语出现的语义环境,还包括话语沟通的参

与者、时间、地点等临时环境.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弗斯(JohnR．Firth)指

出,“有关世界的意义的理解都发生在语境下,脱离语境来研究意义是不可取

的”.① 法国认知科学家但斯博波(DanSperber)的关联理论(relevancetheory)

深入探讨了话语事件中参与者的意图,认为同一句话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意

义是因为说话时的情境、参与者及其意图的不同而造成的.② 维特根斯坦

(LudwigWittgenstein)也强调,语言并不是简单的符号和表象体系,语言本身

就是一种实践,语言的意义在于语境和语言的使用.③ 对话语和意义的研究离

不开对社会语境的分析;对国际政治而言,这还包括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言语行

为发生的具体国际政治背景.

无论是在语言语境还是其他认知语境中,当一个认知结构本身在最近被

激活时,或与其紧密的结构被激活过,它会保留残存的激活,并会在更高的能

量水平被再次激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言语受众选择某一个意义,而非其他

意义.④ 例如,２０１６年,在“二十国集团”(G２０)杭州峰会期间,当人们听到«巴

黎协定»时,会首先想到中美两国在峰会期间同时批准和接受的«巴黎协定»,

也会想到中美两国的大国合作.而２０１７年７月,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特朗普

领导下的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理解的差异是由当时的

国际政治环境所决定.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政治语境是当时国际环境大背景的具体化,例如,国

际格局或国际秩序的变化、双边关系的态势走向、特殊国际事件等.国际环境

大背景对理解话语与事实提供了认知基础和推理基础,把理解引向特定的方

向.例如,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被置于霸权国和崛起国

２５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JohnR．Firth,“TheTechniqueofSemantics,”TransactionsofthePhilosophicalSociety,Special
Volume,１９３５,p．３７．

DanSperberand WilsonDeirdre,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Oxford:Blackwell,
１９８６．

VincentPouliot,“TheLogicofPracticality:A TheoryofPracticeofSecurity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６２,No．２,２００８,p．２６６．

〔德〕德克盖拉茨主编:«认知语言学基础»,第１９４页.



之间紧张关系的框架下来理解,因此,诸如军演和国防计划等为保护国家利益

而采取的措施,经常被相互从最坏的角度来解读:美国害怕中国削弱它世界第

一的位置,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动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① 再比如,

“９１１”后,尽管“９１１”事件委员会提交了详尽报告,但很多美国人仍然相信

和伊拉克开战,美国是在保护自己免受恐怖主义的威胁,产生这种理解的主要

原因是当时的环境使人们先有了认知基础,在面对新的信息时,人们只接受与

原来认知框架相吻合的事实.②

(二)背景知识、习惯与意义理解

整个社会世界是由不同的现实和不同的理解构成,③而个体背景知识和习

惯的不同会导致对同一话语或事实的不同理解.

理解本身是激活背景知识的过程,背景知识使理解产生了自然的倾向性.

背景知识是在某个社会文化环境中经过日积月累的学习和实践而习得,在社

会现实的建构和理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④ 平时人们接触的电视、电影及阅

读等学习过程逐渐融入人们的信仰和期待,成为背景知识的组成部分.根据

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R．Searle)对背景的定义,背景是指非意图

性(nonintentional)或是意图前(preintentional)能力,这些能力使背景知识自

然发挥作用.实际上,在很多时候,人们在无意识地做一些事情,尽管是在遵

守一些规则,但对这些规则人们非常熟悉,以至于已经意识不到对它们的遵

守,而使行为处于下意识状态,这种下意识状态实际是一种在背景知识引导下

的具有倾向性的行为.例如,对于“cutthecake”(切蛋糕)和“cutthegrass”

(割草),人们自然会对“cut”产生不同的理解,既“切”蛋糕和“割”草,尽管是同

一个词“cut”.这种理解能力并不是来自于对“cut”本身这个词的语义理解,而

是来自于包含能力、倾向性和知道如何做的背景知识.⑤ 塞尔对背景知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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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进行了系统论述,总结为七点:(１)背景知识使人们产生语义理解,例

如,对上述例子中“cut”的理解;(２)背景知识使人们产生概念性理解,既把某

个事物理解为某类事物;(３)背景知识会对人的意识产生引导作用;(４)背景

知识会引导叙述或是戏剧顺序,对人们之间如何互动、事件如何发展产生预

期;(５)每个行为体会有系列的动机倾向,引导理解;(６)背景知识也使人们做

好了某些心理准备,如滑雪时事先会想到一些危险;(７)背景知识使人们倾向

于某些行为,不同人的不同外在表现,也是不同背景知识的体现.① 从上可见,

行为体以某种方式行事,主要因为他本身的背景知识使其行为产生了倾向性,

尽管这种倾向性很多时候是一种无意识状态.人们在进行理解时总会把之前

的知识带入到理解的过程中,产生一种价值取向.例如,在政治话语沟通中,

人们常用一些数字来说明某个问题,通报进展,或是支撑某个观点,但面对同

样的数字,具有不同背景知识的人的理解有时会完全不同.比如,当看到中国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仅仅次于美国时,中国人的理解

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实;但美国人可能产生

的理解是中国会将挑战美国,中国已经变得非常强大,需要在世界上承担更多

的社会责任.

背景知识在理解过程中起过滤和调节作用.实际上,社会传统、实践、语言

与其他文化因素等百科知识一起构成了人们理解意义和创造意义的基础.根据

美国语言学家菲尔默(Charles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FrameSemantics),如

果没有相关的百科知识,我们就无法确定一个单词或是一个语言表达的含

义.② 这种语义框架是一个由相关概念构成的合乎逻辑的结构,如果要理解框

架中所涉及的语言表达的含义,就必须对整个框架有所了解,当听到相关的语

言表达时,实际是整个框架被激活.可见,语言的理解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即

人们的理解并不是基于一张白纸,而是在一些已有的概念基础上进行.根据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乔治莱考夫(GeorgeLackoff)的研究,人的大

脑中已经存在了一些认知框架,框架就是让语言吻合世界观,这些已有框架在

实际意义生成过程中起到了过滤和调节作用.言语对象接收到言语信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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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起到了唤醒那些原有观念的作用,有时当事实与原有的框架不符时,被大

脑留下的是框架,被抛弃的是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事实更新了,但人们所

持的观点并不一定发生变化.① 与自然世界规律相比,社会世界总是受文化和

历史因素的影响.社会文化直接决定赋予事物的意义,决定了社会成员的共

享知识、象征体系以及文化模式.② 当言语受众与言语者具有共享意义,对事

物的预期相同时,他们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就会比较趋同,这时的语义差就会最

小.而对于讲两种语言的人来说,尽管依赖翻译进行了语码转换,但由于背景

知识的差异,所产生的意义经常会差异很大,即人们所称的语义交易成本.③

比如,关于世界秩序,西方国家的理解是基于主权国家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而伊斯兰世界的世界秩序则是要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强调国家间关系

应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不应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原则之上.④ 在国际关系领域,

西方国家间对于主权、民主和制度的理解往往趋同,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理解

则经常不同.尽管西方的民主、法制和规范等概念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已有

很长时间,但并非都受到这些国家的认同和效仿.而关于人权,西方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不同的认知和标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认为消

除本国贫困,解决贫困所带来的饮食、教育、医疗等民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

人权治理的首要任务,⑤而实现人权发展的根本途径是以国情为基础、以人民

为中心、以发展为要务.⑥

背景知识会使行为体产生习惯性理解,使受众在接受政治话语时遵循实

践逻辑,生成习惯性意义.国际关系研究经常强调人们在行为选择时是遵循

理性逻辑,实际上很多时候人们是在遵循实践逻辑.实践逻辑突出的是“实践

选择”,即实践引导行动,行为体会依照实践经验行动.⑦ 在实践中,实践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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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动者对自己如何进行某种博弈的直觉把握,能直接驱动行动.当行为体

处于某一社会境域中时,过去的经验被激活,自动地告诉他应该怎样去做.在

国际关系场域下,背景知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理解和接受政治话语的方

式.长期以往,受众过去的话语实践会不自觉地塑造其在日常生活中或新的

情况下如何理解、接受所接收的信息,生成何种意义的实践,即受众往往不是

经过缜密的理性思考和设计后才决定如何理解所面对的政治话语或事实,而

是更多地依靠过去的经验,瞬间将这些经验集中到当下的决策情境上面,做出

判断并采取行动,有时看似一种习惯性反应.① 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

结束之时,随着国际形势不确定性的增加,旨在追求安全感的美苏两国对彼此

形成了独特的习惯性理解,并表现在敌对的言语习惯上.面对美国在公开和

私下场合对苏联的强硬言辞,苏联也会即刻做出强硬的回应和更加严厉的谴

责.而随着这种自我证实性的言语习惯的继续,美苏间的疑虑和不安全感不

断加深,双方的敌视身份不断被强化,从而使两国陷入螺旋式升级的安全困

境中.②

(三)情感、认知与接受影响

理解过程本身也是心理反应过程.在西方阐释学的研究中,理解的情感

性价值经历了一个从被否定、被遮蔽到逐渐显现的过程,这一趋势也同样表现

在国际政治话语的接受和理解研究中.情感是一个心理学术语,用来描述“人

的主观体验,特别是描述客观事物与主体的思想意识之间发生关系时所产生

的切身体验或反映,是与人的社会需要相联系的一种较复杂而又稳定的态度

体验”.③ 长期以来,实证主义对意义的理解和思辨逻辑垄断了国际政治有关

话语和理解的研究,情感这一有关世界的主体性理解被视为是非理性的,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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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被认为不具备科学研究价值而被排除在外.① 然而,持理解视角的学者们认

为,情感必然发生在人们理解文本和生成意义的过程中,只要是人们在理解话

语或政治事实,情感因素就会伴随存在.在理解过程中,理解主体将自我情感

投入其中,而新的意义和价值判断也会在不断的理解和解释过程中产生,带来

新的评价和判断.② 按照理解视角,国际政治话语受众是具有情感性的个人或

群体,而情感是受众在理解政治话语或事实过程中所具有的态度体验,能起到

引导受众判断和建构其认知,从而影响其行动的作用.

一方面,情感影响受众接受和理解政治话语或事实时的推理和判断.情

感影响个人观点以及为何会产生这样的观点.一个人的感觉影响一个人的需

要和对事情的信任度.人的偏好依赖于情感,情感会形成态度.即使是面对

事实,人们需要情感来赋予这些事实以价值.只要不认为意义是预先给定的,

就必须弄清楚为什么人们把某些事物理解为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实际上,

情感是评价过程的组成部分,引导人们如何来判定利益,如何来判定关切,从

而选择相应的行为.研究表明,恐惧或焦虑会促使行为体集中关注引发不稳

定的威胁,对相关威胁做出评估,从而选择搜集行为的信息来减少此类不确定

性.③ 比如,在２００６年,关于伊朗何时会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上,以色列认为

伊朗将于两年内拥核,而美国则认为至少要十年或以上.虽然美国和以色列

所具备的知识背景大致相同,并保持经常沟通,但两国得出的结论却不同.可

见,这种差异不是源自伊朗可能拥核武这一政治事实或话语呈现本身,而是两

国对于伊朗拥有核武器的不同程度恐惧感,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了各自危险

评估的结果.④ 由于地缘政治和宗教文化等因素,以色列一直视伊朗为关系到

自身生死存亡的头号敌人,因此,对伊朗及其武器装备有一种巨大的恐惧感,

而美国对于伊朗的态度主要取决于自身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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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２４,No．４,２０００,pp．１１６Ｇ１５６;JonathanMercer,“RationalityandPsychologyin
International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５９,No．１,２００５,pp．７７Ｇ１０６．

尧新瑜:«理解与情感的解释学解读»,«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７期,第１８０页.
PatrickR．Miller,“TheEmotionalCitizen:EmotionasaFunctionofPoliticalSophistication,”

PoliticalPsychology,Vol．３２,No．４,２０１１,p．５７９．
JonathanMercer,“EmotionalBelief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６４,No．１,２０１０,p．１９．



的美国没有以色列所体验的那种恐惧和不安.

另一方面,面对某一政治话语或事实,情感能决定和建构受众的认知,即

认为什么才是真的,形成一种超出所面对事实的价值判断.情感能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人的推理,促成某种信念的形成.① 一个人的情感经常始于某种评

价,这种判断就会产生一种倾向.人即使是理性的,大脑在进行选择时也是具

有一定的偏好,会直接影响对现状的理解选择.比如,爱国主义使人们为自己

的国家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能引导行为体做出自己的国家是好的判断.再

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父母出生在轴心国的美国人比那些父母出生在

同盟国的人们更容易低估德国统治的世界秩序,更不容易支持美国的各种干

预政策,②实际上,情感因素起了作用.此外,情感直接影响理性选择,能和认

知一起建构理性.③ 情感也能强迫大脑专注于某一方面,直接影响决策和身份

的形成.④ 由于人所感觉的便是自我所相信的,⑤这使情感成为一种内化机制,

促使人们经常把所感觉到的作为一种理解的证据,影响人们对事实证据的理

解和选择.⑥ 在国际关系中,诸如信任或不信任、喜好或厌恶、赞同或反对、尊

严或羞辱等情感态度都会影响到决策者如何选择和理解事实证据和数据,并

作为行动实施的依据.比如,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战争的起源离不开印度对中国

的情感判断和错误认知.面对中国的克制和忍让,有着强大民族主义情感和

大国心态的印度却错误地认为自己占据主动优势.然而,在现实层面,印度军

事实力远不及中国.所以,这种既自大又自卑的矛盾情感促使尼赫鲁政府产

生某种机会主义的心理,认为中国不会武力反击其军事挑衅,所以,不仅对中

国的和平主张置之不理,反而急速推进“前进政策”,最终迫使中国发动军事

反击.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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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Dolan,“Emotion,CognitionandBehavior,”Science,Vol．２９８,No．５５９６,２００２,p．１１９１．
RonaldR．Krebs,NarrativeandtheMakingofUS NationalSecu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５,p．９３．
JonathanMercer,“EmotionalBeliefs,”p．１．
IverNeumann,“InternationalRelationsasaSocialScience,”Millennium:JournalofInternational

Studies,Vol．４３,No．１,２０１４,p．３４４．
JonathanMercer,“EmotionalBeliefs,”p．１．
Ibid．,p．１４．
尹继武:«单边默契、权力非对称和中印边境战争的起源»,«当代亚太»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３３—

６５页.



(四)接受效果

在特定社会语境下,当政治话语或事实表达传至受众后,积极的话语受众

在解读话语信息过程中,会充分调用背景知识,并在情感认知的指引下对此话

语或政治事实进行相关的理解和回应.在言语者通过语言建构社会现实的过

程中,他会将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主导思想通过多样的符号编码在相关的

话语叙述中.虽然这样的信息表达有时意图很明显,如战争时代的军事动员

宣传,但在和平年代,言语者试图建构的主导思想往往是内嵌于和交织在各种

象征符号和语码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阅读倾向、情感认知和意识信念.

面对同样话语,受众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理解是因为他们在接受过程中动

用的背景知识储备和情感经验不同,也正因如此,从针对同一话语或事实的不

同理解中可以发现内含于特定话语中所蕴涵的特定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和权

力结构.在借鉴霍尔的受众分析理论基础上,受众理解某一政治话语或事实

的效果可划分为三种,即完全接受、协商性理解和完全反对.在理解和接受话

语信息的过程中,受众一方面在生成主体性意义,另一方面也确定自我在社会

意义网络中的身份和地位.①

在理解和接受国际政治话语的过程中,受众有可能完全接受言语者的观

点、立场和思想.虽然这有可能表明,受众只是被动吸收所传来的信息,但这

不代表受众自身没有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完全接受的结果表明,受众是在

综合权衡身份归属、自身利益和预期的基础之后而做出的选择.当受众接受

和认同特定话语所建构的社会事实时,言语者所期待的话语效果就会实现,受

众个体身份与说话者所代表的团体身份之间会实现进一步的聚合,而受众身

份认同和意义反馈也会进一步巩固内嵌在此政治话语中的特定思想.与之相

反的情况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受众可能会完全拒绝所接收的话语信息.这

时,言语者所预期的话语和传播效果则无法实现.受众此时甚至会在深入解

码政治话语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体性意义,反抗言语者在思想层面通过话

语建构的垄断身份或地位.尽管受众完全接受或完全拒绝某一特定政治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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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ilieChouliarakiand Norman Fairclough,Discoursein Late Modernity:RethinkingCritical
DiscourseAnalysis,p．１４．



的情况不常见,但重要的是要分析和探讨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现象,以及

会造成哪些后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受众在接受和理解特定话语时采用的是协商性立场.

这意味着,在面对某一国际政治话语时,受众体现出很大的理解选择性和区分

性,在接受部分信息的同时,拒绝一些内含于原先话语或事实中的信息.因

此,在协商式解码过程中,受众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能依据自己的背景知识

和情感经验,做出进行选择、增添和删除等理解实践,生成主体性意义,并将其

反馈给言语者,参与社会意义网络的建构.而在此过程中,受众个体身份也得

到不断协商和建构.在政治话语研究中,身份的形成与意义密不可分.在社

会意义体系内,“自我”身份的形成和确定总是伴随着对“他者”身份的认知,而

身份协商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话语体系内“链接”(linking)和“区分”

(differentiation)的意义逻辑链条所建构的.① 例如,随着美国特朗普总统“美

国优先”理念的实施,尤其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TPP)、«巴黎

协定»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日益体现一种“反全球化”形象,而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全球化支持者和推

动者”的身份也更加突出,对比后二者的身份更加鲜明.至于受众的主体性意

义和身份在国际政治话的理解和语接受过程中是如何实现协商的,这在很大

程度上是一个经验性问题,需要实证案例分析的开展和探讨.

结　　语

面对同样的话语或事实,不同受众会产生不同理解.本文致力于从理论

层面回答这一经验困惑.语言具有政治性、权力性和建构性等特点,一直影响

国际关系的进程与结果,也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关注的一个要素.②

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学界关于语言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语言和话语在建构

社会事实过程中的本体作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语言建构主义、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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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语言、身份与意义建构,请参考孙吉胜:«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

义»,«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４１—５７页;LeneHansen,SecurityasPractice:DiscourseAnalysis
andtheBosniaWar.

孙吉胜:«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外交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２３页.



国际规范研究及后结构主义等国际关系中的“后”理论,却很少关注话语受众

对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和主体性意义的生成过程.因此,在借鉴受众分析理

论的基础上,本文在概念层面将国际关系场域下的言语对象定义为“积极话语

受众”,将受众理解和接受话语的过程视为社会意义生产的过程,具体探讨社

会语境、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等因素对受众理解特定话语以及生成主体性意

义的影响,并指出话语接受可能实现的三种效果.

国际话语传播中的受众不是被动接受所传来的话语信息,在接受和理解

特定政治话语或事实的过程中是积极主动的,社会语境、背景知识和情感实践

都会起到过滤、引导和协调作用,使理解产生倾向性,影响理解结果、个体协商

自我身份,以及个体意义所参与的社会意义网络建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

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话语或政治事实,但相关研究结论也适用于理解国际

政治中的信号发送、传递、接收和反馈.国际政治沟通的文本类型是多样的,

文字、图像或外交行为实施每时每刻都在释放特定的信号和印象,而如何理解

接受这些信号并做好印象管理则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直接关系到对行为的判

断,而评估的结果会直接推进或阻碍国际关系的某一特定进程.① 对此,本研

究可以带来如下启示:在释放特定的政治或外交信号时,应该综合考虑即时的

社会语境、受众的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等,做到有目的和有针对性地传达政治

或外交信息,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区域采用不同的话语

和叙述方式,使受众最终理解和接受的内容符合信号释放者和话语表述者的

预期.因此,在释放外交信号或进行对外宣传时,不能将话语受众视作是固定

不变的,要关注“对方的话语体系、思维习惯、接受习惯”,②应该在深入和实地

调研受众所处的社会语境和个体或群体特征的基础上,做到有的放矢,提高对

外政策和战略宣传的针对性和相关性.

另外,本文在很大程度上是概念层面的宏观探讨,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细致

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性分析.后续研究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开展:一是进

一步从理论层面讨论受众在话语接受中的理解和意义生成机制.例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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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尹继武:«诚意信号表达与中国外交的战略匹配»,«外交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第１—２５页;尹继武:«中国外交转型的微观社会互动分析»,«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３４—４３页;蒲
晓宇:«地位信号、多重观众与中国外交再定位»,«外交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２１—３４页.

胡荣荣:«话语权与文化外交»,«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第６８页.



话语的文本呈现类型和新媒体传播技术如何影响受众理解和意义生成实践;

受众的背景知识和情感实践如何建构其理解的惯习,又如何影响其接受话语

或外交信号;二是进行话语理解和接受过程的案例研究,搜集和建立有关特定

受众的数据资料库.① 比如,“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抓

手,从政府到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而对外宣传更是重要一环.而关于“一带

一路”,不同国家由于其地域、发展阶段、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一带一

路”的理解和反应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对于不同国家应采取不同策略,需开展

有关“一带一路”信号的释放和对外宣传的国别受众研究,如“一带一路”国家

的社会文化语境差异,不同国家对中国的不同背景知识储备和情感认知以及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以及原因等.在此基础上再来设计和调整后续

的相关外宣工作;三是思考和拓展话语受众研究的方法论.例如,除话语分析

外,可借鉴田野调查法②来深入考察受众在接受政治话语时的日常生活情境,

通过开展个人或集体采访获取受众的背景习惯和情感倾向,通过现场观察来

获知不同受众群体面对同一话语或事实是如何协商自我身份、如何产生基于

社会语境和自身惯习的主体性认知、从而影响其理解实践的.总之,加强国际

政治话语的受众研究,可以使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意义和理解有全面认

识,这既有助于理解政治话语以及各类外交信号和行为,同时也有助更加有的

放矢地开展对外沟通、对外宣传和印象管理等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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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蓝欣表示,直至２０１７年年底,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肯定态度,但自２０１８年以来,欧洲的态度

发生巨大变化,这主要是中国的宣传方式有误,尤其是中国的倡议宣传与欧洲人的观念存在巨大误区.而

解决之道便是重新定义和诠释“一带一路”的倡议.参见相蓝欣:«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为何发生变

化»,«联合早 报»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２０１７０６２８Ｇ
７７４６９１,２０１７Ｇ０６Ｇ２８.而在笔者看来,这与中国在对外宣传此战略时缺乏相应的受众分析是离不开的.

田野调查法是人类学、社会学和族群研究所经常采用的方法.基本上,它关于语境的社会研究,能
分析话语行为发生的不同结构情境,能深入描述和诠释受众的理解经验和价值取向.David Morleyand
RogerSilverstone,“CommunicationandContext:EthnographicProspectiveonthe MediaAudience,”in
KlausJensen and NicholasJankowski,eds．,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Research,London:Routledge,１９９１,pp．１４９Ｇ１５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