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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媒体
∗

赵　梅∗∗

内容提要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府与媒体之间既博弈又相互

依赖的传统格局被打破.特朗普与主流媒体之间的持续对抗,是美

国政治极化的反映.特朗普代表的是左和右的民粹主义,美国主流

媒体代表都市知识精英,后者一贯坚持自由主义理念和价值观,但在

高度政治化、精英化、都市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下,他们把政治立场和

利润置于真相之上,从而削弱了其监督作用和公信力.假新闻的泛

滥,也对美国主流媒体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信息技术的迅猛

发展使美国媒体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体自身、新闻传播方式和民

众获取信息渠道均呈现多样化.传统主流媒体依然是了解美国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渠道,但数字媒体、社交媒体在信息传播

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美国媒体的新变化及其所面

临的挑战,关注那些位于美国中西部“锈带”的“沉默的大多数”,从而

更加全面和准确地了解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态.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研究 美国 主流媒体 社交媒体 数字

媒体 特朗普 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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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媒体素有“看门狗”(watchdog)之称,意即代表公众利益通过舆论

对政府进行监督,因而又被称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 “第四权力”(the
FourthEstate或theFourthPower),受«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在

多数研究者看来,美国的主流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真实的美国.然而,
“特朗普现象”引发了研究者对美国政治制度、社会政策及媒体作用的重新思考.

所谓“特朗普现象”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理解.从狭义上讲,“特朗

普现象”指毫无从政经验、口无遮拦、政策激进的特朗普,在２０１６年出人意料

地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从广义上讲,“特朗普现象”不仅指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选

举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果,还包括特朗普执政后的“推特”治国,推行“美国优先”

的强硬的内外政策.从媒体角度看,２０１６年至今,美国媒体生态更是乱象环

生.在２０１６年大选中,美国传统主流媒体一面倒地认为特朗普不可能胜选;

在选举后,执政的特朗普公开与美国主流媒体为敌,说它们是“人民公敌”,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纽约时报»为代表主流传统媒体则进行激烈批

评.这种美国总统与主流媒体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建国以来美国政府与媒体间“小骂大帮忙”的既对立又共生的传统格局被打

破.上述现象颠覆了人们对美国政治制度与社会的固有印象,也由此引发了

对美国媒体及其作用的重新思考.

针对上述现象,本文拟以近一个世纪前李普曼在他的«公众舆论»一书中

提出的有关“公众”和“舆论”观点及他与杜威的争论作为起点,根据美国多家

民调机构所做的相关调查数据并结合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对美国媒体的发展

现状、业界自律和政府监管,特朗普与美国主流媒体的持续对抗及其社会原

因,以及数字化时代主流媒体所面临挑战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李普曼与杜威的争论

考察美国媒体,要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１８８９—１９７４)①及

他的«公众舆论»一书说起.该书是新闻传播学的经典著作,自１９２２年问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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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沃尔特李普曼是最负盛名的美国政治评论家和作家.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是«新共和»(NewReＧ
public)杂志的创办人之一.李普曼从事新闻和专栏评论工作６０余年,先后任职于«纽约世界»«先驱论坛

报»及«华盛顿邮报».他所撰写专栏评论广受读者欢迎.他在«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曾被２００多

家美国报纸几乎同时转载.参见EricFonerandJohnA．Garraty,eds．,TheReadersCompaniontoAmeriＧ
canHistory,Boston:HoughtonMifflinCompany,１９９１,pp．６６６Ｇ６６７.



来,已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至今仍然保持着新闻传播领域的权威地位.李普曼

在书中提出的“公众”和“舆论”,至今依然是考察今日美国媒体的两个重要视角.

该书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奥秘在于其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描述,卓有成效地梳

理了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例如,舆论从哪里来? 它是怎样形成

的? 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谁是公众? 公众舆论的含义是什么? 它是仅在公

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 它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 李普曼

对偏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首次在新

闻史上对公众舆论及其传播进行全景式论述,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普曼以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小岛上的故事作为«公众舆论»

的开篇:故事发生在１９１４年,大洋中有一个岛屿,岛上住着几个英国人、法国

人和德国人.岛上不通电缆,英国邮轮每６０天来一次.到了９月,邮轮还没

来.岛上的居民谈论的话题仍是最后那期报纸报道的即将对卡约夫人枪杀加

斯东卡尔梅特案进行审判的消息.因此,９月中旬邮轮到来的那一天,岛上

的居民急切地涌到码头,想听那位船长说说这个案子的判决.但船长告诉他们

的却是,在过去六个星期以来,英国人、法国人为了尊严,正在同德国人作战.然

而,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六个星期里,这些岛民仍像朋友一样相处,而事实上他们

已经成了敌人.

李普曼从这个故事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即人们并非直接认识他们

所在的世界,而是根据脑中的图像来认识这个世界.每个人与他所在的世界

之间存在一个“假环境”(pseudoＧenvironment).当他采取行动时,并非是对真

实的世界,而是对自己所构建的“假环境”做出回应.李普曼在书中说,其实岛

民的处境与大多数欧洲人的处境并无太大不同.他们弄错了六个星期,欧洲

大陆的人们可能只弄错了六天或六个小时.但是,的确有一段时间间隔.在

这段间隔时间里,每个人仍然在适应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环境.

李普曼的结论是:由于对新闻赋予重任,并对一般公众自我管理的能力有

错误的期待,社会依然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舆论.如何解决这一困境,李普曼寄

望于科学,他认为可以由不偏不倚的专家发现和阐述事实,然后尽其所能,支
持政府机构做出决策.他认为,政治权利必须从信息贫乏的民众中收回,投资

在公共政策分析精英和政治领袖的手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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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alterLippmann,PublicOpinion,NewYork:GeorgeAllen& UnwinLtd,１９２２,pp．３７７Ｇ３７８;中
文版可参见:〔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９７页.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的续篇«幻影公众»中对“公众”和“舆论”的关系及定

义做了进一步解读.他认为,舆论是可以被左右的,甚至可以编造出来的,而
公众只是一个幻影,在时间、精力和信息都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普通公众对于

政治事务茫然,妨碍了公众理性对政治事务进行解读和处理.他把公众比喻

为坐在剧院后排的盲哑观众,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表现的麻木而茫然.他

主张精英政治,认为应该把理政的重担交给有素养的专业人士,李普曼将这一

做法称为“打楔子”.他认为:“楔子已经打入,打楔子的不仅是工业领袖和那

些必须寻求帮助的政治家,还有市政研究所、立法参考文献图书馆、法人、工会

和公益事业的专门院外活动集团,还有诸如«国会要闻»这类的出版物,以
及普通教育公会这样的基金会.它们并不是都在那里力求不偏不倚.这不是

关键.关键在于它们都开始证明,在公民感人和他所处的大环境之间必须插

入某种形式的专门知识.”①

李普曼的观点引发很多讨论.杜威在１９２７年出版的«公众及其问题»一
书中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和«幻影公众»两本书中的核心观点做出回应.关

于«公众舆论»开篇的故事,他认为,问题出在这群岛上居民所阅读的新闻,来
自远方的欧洲一个根本不认识他们的报纸编辑的产品,因此,无需对岛上居民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任何在地化加工;换个角度看,岛上居民虽然同处一岛,

但缺乏共同感,骨子里他们还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不同的身

份认同,使他们无法以所居住的岛的共同观点看待遥远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

大战这个事实.杜威认为,公众不是幻影,而是真实存在;虽然庞大的社会造

成了人与人的疏离,导致民主基础衰落,但治疗方案应该是更加民主.当理性

“公众”出现时,民主就会产生.②

李普曼和杜威在“公众”和“舆论”问题上的看法各异,体现出现实主义和

自由主义者在民主问题上的区别.李普曼带有较为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态度,

他所提出的解决之道是精英治国;杜威较为乐观和理想主义.他强调参与和交

流的重要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认为舆论和民主产生于交流和互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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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WalterLippmann,ThePhantomPublic,NewYork:Harcourt,BraceandCompany,１９２５;中文版

参见〔美〕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林牧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１月版.
JohnDewey,ThePublicandItsProblem,Ohio:SwallowPress,１９２７,editedandwithIntroducＧ

tionbyMelvinI．Rogers;KathleenKnightＧAbowitz,“Introduction:RevisitingThePublicandItsProbＧ
lem,”EducationandCulture,Vol．３０,No．２,２０１４,pp．１Ｇ４．台湾慈济大学传播系李明轩对杜威与李普曼之

争进行过详细梳理,参见李明轩:«重读李普曼与杜威的论战:为李普曼翻案»,«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０—１２日,第２３８—２５４页.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的那个太平洋小岛的故事,提出了观察美国媒体

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即谁的舆论? (Whoseopinion)谁是公众? (Whois
public)下文运用李普曼的分析视角,从“舆论”和“公众”两个方面,探讨特朗普

时代美国媒体的发展现状、社会环境,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二、美国媒体发展与监管

如果以１７０４年北美殖民地诞生的第一份报纸«波士顿通讯»(BostonNewＧ
Letter)为开端,美国媒体迄今已走过了三百多年的历程.经过三百多年的发

展,美国逐渐形成了如今世界上最完备的、影响巨大、形式多样的新闻传播体

系.报纸曾经是美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但随着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发

展,美国媒体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数字媒体、社交媒体的用户逐渐超过纸媒.
美国的新闻媒体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护,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有着悠久

历史的传统主流媒体先后制定自律条款,国会也通过相继立法,对媒体进行监

督和制约,以防止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被滥用.
中美学界对美国媒体的发展历程、与政府的关系及其在美国社会中的作

用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自２００４年至今,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美国新闻

媒体年度报告,详细阐述当年美国的新闻媒体状况,包括美国媒体的传播方

式,美国报刊电视、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状况,以及美国人获取信息的渠道

和方式的变化.在２０１８年的皮尤所做的«新闻媒体状况:美国新闻媒体工业

关键部分的数据和趋势»中写道:“媒体有时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但在美

国,它还是一门生意———它服务公众的能力有赖于它吸引人们眼球和美元的

能力.”①

国内学界有学者对于美国媒体的发展概况和特点等进行过较为全面和深

入的研究,②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就美国媒体的蓬勃发展状况、主导的理念及

其监管等几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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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wResearchCenter:Journalism & Media,“StateoftheNewsMedia:DataandTrendsaboutKey
SectorsintheU．S．NewsMediaIndustry,”June３,２０１８,http://www．pewresearch．org/topics/stateＧofＧ
theＧnewsＧmedia/,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１１．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范士明副教授２０１４年发表的«美国的新闻与传播»一
文.文章从新闻媒体对美国社会的渗透、美国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美国新闻传播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
以及美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格局和特点四个方面对美国新闻传播做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梳理.范士明副教

授在文中提出的主导美国媒体的自由主义理念,以及媒体与政府的对立与共生关系的观点,颇具启发意义.
参见范士明:«美国的新闻与出版»,载于袁明主编:«美国社会文化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１０７年第２版,
第２０３—２０７页.



(一)蓬勃发展的美国媒体

１６２０年,第一批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抵达北美普利茅茨,但是近一百

年后,直到１７０４年,新英格兰诞生了北美第一份报纸———约翰坎贝尔的«波
士顿通讯».约翰坎贝尔是英王任命的波士顿邮政局局长.他利用职务之

便,向其他殖民地的特派员提供信息,以通讯的形式发出.１７０４年４月２４日,
«波士顿通讯»印制出来,这是北美殖民地第一份真正连续出版的美国报纸,坎
贝尔集发行人、编辑和邮政局长为一身.报纸所刊登的消息,只是将伦敦已隔

数周的报纸做些编辑加工后发表.虽然«波士顿通讯»没有给人留下很深印

象,但由此拉开了北美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的新闻传播的序幕.
美国如今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传媒系统.美国媒体涵盖了所有主要的形

式,包括电视、广播、电影、报纸、杂志和互联网.大多数媒体都从属于商业化

的媒体公司.这些公司依靠广告、订阅以及出售版权盈利.目前,美国媒体集

中、垄断的趋势还在持续,造就了大量国际性的传媒巨头,如美国三大传媒公

司迪士尼、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

１ 报刊杂志.报纸在美国历史悠久,也曾经是美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

道.然而,随着广播、电视,特别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近年来,报纸的订阅量

大幅下降.尽管«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全美多数大城市

发行,但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报纸.综合性的«纽约时报»是自由派

媒体的旗舰,而以商业、金融报道为主的«华尔街日报»和倾向于报道美国国内

政治的«华盛顿邮报»略为保守.１９８２年创刊的«今日美国»曾经试图将其打造

成一张全国性的报纸.该报虽有逾百万销量,却大多关注娱乐、体育等领域的

话题,其影响不及三大报.
几乎每个主要的大都市区都发行当地报纸.通常一个大城市可以同时并

存两张综合性日报,以及不计其数的小型专业性报纸(如娱乐报、体育报等).
在美国,绝大多数媒体都是私营的,它们要么属于大型的报业集团,如甘乃特

报团就拥有几十家美国报社;要么从属于小型的报业连锁机构;要么则是从属

于某个家族或个人.最后一种情况目前已经非常罕见了.

美国的杂志业非常发达,杂志的类型和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主要杂志在美

国任何一座大城市的报摊上都可以买到.绝大多数杂志社都隶属于某个大型

媒体公司或这些媒体公司在本地的下属企业.美国有三大主流新闻类周刊,
分别是«时代»«新闻周刊»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此外,美国还有很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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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学术类杂志,由特定的组织发行,受众也较有针对性.例如,专门给计算

机专业人士读的«ACM 通讯»和专门给法律界人士读的«美国律师协会期

刊»等.
在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下,近年来,美国报刊杂志销量在逐年下降.据统

计,美国日报的数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骤减.晚报的数量几乎降至１９７０年的

一半.１９５０年,全美共有１７２２张日报,其中７０％是晚报.然而到了２０００年,
日报的数量仅剩１４８０份,其中晚报的数量为７６６,仅占日报总数的一半.①

２ 电视和广播.美国的电视和广播是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管理下运行

的.上百家地方和地区广播和电视台组成美国公共传媒系统.全美的地方电

视台有几千家,其中绝大多数分别从属于五大全国电视网.传统的三大电视

网包括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近些年两大电视网崛起,分别是福克斯广播公司(Fox)与由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CBS)及华纳兄弟(WarnarBros．)共同出资的哥伦比亚华纳兄弟联

合电视网(TheCW TelevisionNetwork,CW).另外,美国还有一个非营利

性、靠政府津贴、在美国民间进行筹款活动,与接受私人基金捐赠方式生存的

公共电视网(PBS).除上述的这些无线电视网之外,美国还有很多有线电视频

道.这些频道不靠广告盈利,其主要收入来源是收视费.其中实力雄厚的有

两家,分别是家庭影院频道(HBO)和有线电视新闻网.
美国最主要的公共广播系统有三家,分别是创办于１９７０年的美国国家公

共电台(NationalPublicRadio,NPR,)、１９６７年创办的美国公共媒体(AmeriＧ
canPublicMedia,APM)和１９８３年创办的国际公共广播(PublicRadioInterＧ
national,PRI).这三家广播系统录制节目,经由上百家地方地台播出.此外,
美国还有一些著名广播电台,如纽约公共电台(WNYC)、芝加哥公共电台

(WBEZ),录制全国性的新闻、评论及娱乐节目.纽约公共电台是纽约地区最

早的广播电台,１９２４年开播,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８２０AM”是美国纽约公

共电台最为著名的电台栏目,注重节目内容的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和公共

性,以及节目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以全国性的新闻资讯和富有文化色彩的节

目而闻名.

３ 互联网及新媒体.互联网的诞生为美国媒体传播信息提供了新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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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hnMurray,“CirculationAnalysisReport:HomeDelivery,”Dec．２２,２０１５,https://www．newsＧ
mediaalliance．org/research_tools/circulationＧanalysisＧhomeＧdelivery/? gatval;“AbouttheUSA:The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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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拥有自己的网站.一些媒体网站上的信

息是完全免费的,而有一些媒体则只免费开放一部分.２０１４年是美国媒体急

剧变化的一年,手机和在线视频等数字媒体的广告收入大幅上涨,网上购物飙

升,社交媒体成为新闻消费的首选平台.网络新闻有两类,一类是纸媒或广播

节目的电子版,被称为“遗产新闻”(LegacyNews),还有一类是诞生在网络中

的新闻,被称为“土著数字新闻直销”(DigitalＧnativeNewsOutlets).皮尤在

２０１８年６月所做的调查显示,在美国成年人当中,十位中有九人通过手机或电

脑获取新闻.“土著数字直销”中,约８６％提供官方苹果手机应用,７１％播放博

客,６３％允许读者发表评论.①

社交媒体正在成为美国人获取新闻的一个重要渠道.在美国影响使用较

多的社交媒体主要有:“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包含 Google＋、youＧ

tube)、“推特”(Twitter).据统计,２０１６年,６２％的美国成年人从社交媒体中获

取新闻,２０１２年这一数字为４９％.其中,２/３“脸书”用户从“脸书”获取新闻,

５９％的“推特”用户从“推特”获取新闻,７/１０的红迪网(Reddit)用户从该网获

取新闻,３１％的汤博乐(Tumblr)用户从获取新闻.② ２０１２年至今,皮尤对美国

社交媒体的发展状况进行持续跟踪研究.２０１８年３月的调查结果显示,约２/３
(６８％)的美国成年人为“脸书”用户,其中约３/４的人每天登陆“脸书”,在６５岁

及以上的人群中,绝大多数美国人使用“脸书”.研究还显示,“脸书”和“优图”

(YouTube)在美国社交媒体中居主导地位.与此同时,１８至２４岁的年轻人倾

向于使用多样化的社交媒体平台,如“快聊”(Snapchat)、“推特”(Twitter)和
“照片墙”(Instagram).③

(二)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新闻理念和精英化倾向

美国的主流媒体是以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为主导的,这与美国独特的政

治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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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wResearchCenter,“DigitalNewsFactSheet,”in“StateoftheNewsMedia,”June６,２０１８,ht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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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SmithandMonicaAnderson,“SocialMediaUsein２０１８:A MajorityofAmericansUseFa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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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Pew ResearchCenter:Internet & Technology,http://www．pewinternet．org/２０１８/０３/０１/socialＧ
mediaＧuseＧinＧ２０１８/,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１０．



美国的政治思想源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美国承袭的是源自英国哲学家

洛克的自由主义学说.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洛克的“天赋人权”和有关政府

的起源、范围和目的学说已广为传播,并深刻影响了北美殖民地人民摆脱殖民

统治和整个美国历史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资中筠在«２０世纪

的美国»中谈到美国源自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她写道,尽管在美国有保守主

义和自由主义之分,保守主义倾向于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自由主义主张政府

干预,多一些规章制度,但“这两种思潮归根到底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
“事实上,美国最激进的改良没有拖出自由主义的框架.”①北京大学历史系王

希教授谈到了洛克学说对北美独立战争的影响.“北美殖民者显然毫不费力

地领悟和接受了洛克的理论,并在不久的将来将其付诸实践.殖民者不仅熟

悉洛克理论的英国背景,而且他们已在殖民地开始了社会契约的实践.”②

美国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精英主义特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

教授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精英主义传统进行过深入探讨.他认为,“虽然立国者

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他们同时又反复强调理性在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指导

作用,强调智慧有德之士管理公共事务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现实生活

中,美国人一直在精英和大众两个层面上自觉地维护这种独特的盎格鲁 撒克

逊新教精英主义文化传统.”③

美国传统主流媒体鲜明地体现出美国政治文化的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这

两大特征.

美国的新闻理念(NewsValue)是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其核心理念

是:(１)独立的媒体,不受政府、商业利益甚至公众干扰;(２)为公众知情权服

务;(３)探求和反映真相;(４)客观公正地报道.④ 由此,媒体肩负着多重社会

责任,它既是鼓励民众就公共事务进行多元化讨论的公共论坛,也是反对权力

滥用的“看门狗”和鼓励民众了解和参与政治进程的动员者.在美国,媒体绝

大部分是私营的,独立于政府和权力是大多数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理念.美

联社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美联社新闻理念和原则宣言»详尽阐述了美联社的

新闻理念.该宣言写道:“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美联社的男性和女性们有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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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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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２０世纪的美国»(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版,第７、９页.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３页.
唐士其:«美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及其影响»,«美国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１６、１７页.
〔美〕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殷文等译,“译者的话”,北京:

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６１—８６２页.



给世界真相.他们达到一个新高度,克服了巨大的障碍,当然,也做出了巨大

的牺牲,以确保所报道的新闻迅速、准确和诚实.我们的努力赢得了信任:越
来越多的人从美联社而不是其他来源获取新闻.在２１世纪,新闻以前所未有

之多的方式传递,但我们在收集和传递新闻时始终坚持诚信和道德行为

的最高标准.‘我不是说美联社完美无缺,它本身带有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
但在报道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们竭力做到真实、不带任何偏见,达到道

德最高标准.’美联社前总裁梅尔维尔斯通１９１４年曾这样写道,今天仍将如

此.”①此外,从普利策新闻奖自１９１７年设立以来的获奖作品中也可看出美国

媒体的新闻理念和价值追求.获奖作品多为负面报道,尤其是揭露性的调查

报道,与战争、灾难有关的报道,关注社会福利、公共健康、经济与政治诚信、人
权保障等方面的报道.

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具有明显的精英化倾向,主要体现在媒体从业人员、受
众和媒体的地域分布上.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后,«大西洋月刊»资
深专栏作家安德鲁迈克吉尔撰文反思美国媒体的精英化问题.他认为,美
国媒体精英化趋势明显.根据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显示,１９６０年,约１/３新闻

从业人员没上过大学,２０１５年这一数字为８．３％.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
一年全美约４６％的２５岁及以上的人口没上过大学.新闻从业人员大多居住

在东西海岸.２０１１年,９２％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大都市区工作,半个世纪前,这
一数字为７５％.纽约曼哈顿新闻中心最为集中,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５年,１３％的媒

体总部位于曼哈顿.从就业市场来看,记者很难在中西部地区找到工作,绝大

部分媒体工作机会是在纽约和华盛顿.此外,数据显示,在新闻从业人员的种

族构成上,约８０％为白人.②

(三)与政府的关系:“小骂大帮忙”

尽管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大多自诩独立于政府、超党派,起着监督政府的

“看门狗”作用,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其广告词中说它使“权力更可信赖”
(toholdthepowermoreaccountable),但多项研究显示,美国媒体与政府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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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１９,２０１６,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２０１６/１１/fixingＧamericasＧnearsightedＧpress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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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既博弈又相互依赖的关系.范士明副教授归纳和总结了美国媒体与政府对

立和共生的两种观点,认为美国媒体具有挑战权威和监督政府的偏好,政府对

传媒的影响更多地依赖软性干预.① 北京外国与大学翟峥教授梳理了从１８９７
年麦金莱总统至２００９年小布什总统卸任百余年来美国白宫政治传播体系的

发展轨迹,从而总结出现代白宫传播体系的构成,认为“在现代总统与媒体的

交往中,总统逐渐把利用媒体传播观点、塑造形象、影响民意变成一种自觉行

为,一步步把各种政治传播手段加以正规化、程序化和制度化,最终建立起一

整套完善的体系.”②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荣誉财经教授爱德华
赫尔曼(EdwardS．Herman)与麻省理工学院语言与哲学系教授诺姆乔姆斯

基(NoamChomsky)强调美国媒体与政府合作及其作为宣传工具的功能.在

«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们运用“宣传模型”(PropaganＧ
daModel)的分析体系,对数十年间美国主流媒体对于越战、“水门事件”、科索

沃战争,以及针对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抗议活动的

报道进行分析比较认为,美国新闻媒体与其以往执着、无所不在地追求真理和

捍卫正义的形象截然不同,它们在实践中维护的是对在美国国内社会、国家及

全球秩序起主导作用精英阶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议程.他们写道:“美国媒

体是为控制它并为它提供资金支持的强大社会利益集团服务并代其从事宣传

的.”“美国的大众媒体是效率高、力量大的意识形态机构,其所行使的是对体

系提供支持的宣传功能,而其所依靠的则是市场力量、内化了的概念及自我审

查而又无须实施明显的威胁手段.”③

总体来看,“小骂大帮忙”是美国媒体与政府关系较为真实的写照.尽管

美国媒体受到宪法保护并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但是,美国的媒体从业人员在

言论是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相一致的,不得违背相关法律

规定,这可以从美国各媒体的工作守则中体现出来.美国报业协会(ASNE)是
美国最早的新闻从业人员协会.１９２２年,该协会制定了«新闻记者守则»(CanＧ
onsofJournalism),该守则于１９７５年修订.«新闻记者守则»明确了媒体的责

任,鼓励新闻从业人员遵守更高的道德和职业标准,包括责任、公允真实和准

确、公正、公平、光明磊落六个方面.«新闻记者守则»在结语中,再次重申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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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士明:«美国的新闻与出版»,第２１６—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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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是为了保持、保护和加强美国媒体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和尊重的纽带.① 美

国其他一些媒体协会、专业记者协会、赫斯特报系、美联社等,均制定了自己的

职业守则或道德规范,有的以美国报业协会的«原则宣言»为蓝本,有的参照政

府的相关法律规定制定自律条款.有些非常详细,如规定“除非万不得已,受
请标准不得超过２０美元”.

美国政府通过如下渠道对媒体进行监管.一是相关法律法规.联邦通讯

委员会(FCC)是美国联邦政府分管广播事业的一个独立的行政和决策机构.
它的前身是联邦无线电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１９２７年无线电

法»(RadioActof１９２７)而成立,负责向广播电台办法许可证,并具有一定的管

理权.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互联网迅猛发展,美国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已不再

主要依赖传统媒体.为因应数字时代的新变化,１９９６年１月,美国国会通过

«１９９６年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Actof１９９６),对实行了近 ６２ 年的

«１９３４年通讯法»进行大幅修正,包括:电信服务、广播服务、有线电视服务、法
令改革、猥亵与犯罪、对其他法律的效益,以及其他条文内容;②二是联邦最高

法院的释宪.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最高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联邦法院有

权决定言论自由的限度,决定何种言论或出版物应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

护,何种言论违宪.１９１９年的“申克诉美国案”③是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一个涉及

言论自由的案件,此后,法院陆续做出多项重要裁决,以因应美国社会和国际

局势的变化,对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做出解释.综观美国最高法院所做的有关

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裁决,审理的案件大多涉及如下三类:(１)宣传以“非法的

暴力”推翻政府或现制度的言论;(２)对政府和政府官员(包括总统)的批评;
(３)淫秽.④ 上述三类言论的认定标准,特别是对前两类的认定,在美国一直

饱受争议.在不同历史时期,认定标准亦有所不同.
总之,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联邦最高法院有关言论自由的裁决、相关

法律法规、美国新闻机构制定的职业守则,以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民权运动以后

出现的“政治正确”等,共同形成了美国媒体所共同遵守的原则,也就是美国新

闻媒体的“政治正确”,即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赋予言论自由的权利,国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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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制定剥夺人们言论或出版自由的法律.然而,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大致可

以归结如下:(１)不得造成“明显和现实的危险”;(２)不得冒犯不同宗教信仰

或政见持有者;(３)不得冒犯包括残疾人、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在内的弱势

群体;(４)不得损害未成年人的权益,如制作或传播淫秽作品;(５)不得违反战

争时期的特殊规定.

三、特朗普的挑战

自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至今,美国媒体呈现出一幅非常独特的景象.一方

面,选前美国主流媒体、民调和智库报告,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希拉里克林

顿将以明显的优势取胜;另一方面,特朗普上任后,一改以往美国总统与新闻

界保持接触与沟通的传统做法,公开与主流媒体为敌,而主流媒体也并未因特

朗普入主白宫而停止对他的指责和攻击.自美国建国近两百多年来美国总统

与媒体之间的既相互博弈又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被打破.这两种情况在美国

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特朗普在就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痛斥美国有线新闻网、嗡嗡喂

(BuzzFeed)制造假新闻.他在“推特”上称这些主流媒体是“美国人民的公

敌”.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７日,特朗普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颁发“十大假新闻奖”,
“获奖者”来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新闻网、美国广播公司等.

与此同时,共和党官方网站公布“假新闻”获奖者名单.特朗普说,他要把十大

“假新闻”颁给 “最腐败、最具有偏见的主流媒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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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获奖的“十大假新闻”是:(１)«纽约时报»记者克鲁格曼称,特朗普获得历史性胜利后,美国经

济将永远不会复苏;(２)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罗斯的错误报道使美国股市一夜大跌.罗斯报道说,特朗普在

２０１６年大选期间下令让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与俄罗斯官员接触;(３)美国有线新闻网错误报道称,特朗普和

他的儿子小特朗普获取维基解密的黑客文件;(４)«时代»杂志报道称,特朗普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撤走了马

丁路德金的半身像;(５)«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Pensacola)的大型造势活

动是假的.实际情况是,不诚实的记者在人群开始入场前拍摄空无一人的体育场的照片;(６)美国有线新闻

网错误剪接一段视频,让特朗普在访日期间,挑衅性地大量喂鱼,其实是日本首相首先喂鱼;(７)美国有线新

闻网报道称,前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顾问斯卡拉姆齐(AnthonyScaramucci)与俄国人会面,随后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以“重大发展进行中”为由撤掉改报道;(８)«新闻周刊»报道,波兰第一夫人没有与特朗普握手;
(９)美国有线新闻网错误报道称,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会对特朗普的说法提出异议,特朗普被告知自己没

有受到调查;(１０)«纽约时报»头版错误报道称,特朗普政府隐藏气候报告.参见 Team GOP Media,“The
HighlyＧAnticipated２０１７FakeNewsAwards,”GOP,https://www．gop．com/theＧhighlyＧanticipatedＧ２０１７Ｇ
fakeＧnewsＧawards/,GOP,January１７,２０１８,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０１;MattFlegenheimerandMichaelM．Grynbaum,
“TrumpHandsOut‘FakeNewsAwards,’SanstheRedCarpet,”TheNewYorkTimes,Jan．１７,２０１８,
https://www．nytimes．com/２０１８/０１/１７/business/media/fakeＧnewsＧawards．html,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０１.



特朗普利用一切机会讽刺挖苦美国主流媒体.２０１８年４月,美国司法部

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非法入境者实施“零容忍”政策,造成近两千名未

成年人与家长分离.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１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探访得克萨斯

州一个收容来自墨西哥边境非法移民子女的收留中心.她当日登机前所穿外

衣背面印有“我真的不在乎,你呢?”(IREALLYDONTCARE,DO U)的军

绿色外衣,引发争议.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如果真要解读的话,梅拉尼娅外衣

上的这句话是指制造并传播假新闻的媒体,梅兰妮亚知道他们是多么不诚实,

所以她真的不在意.

在媒体方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新闻网等美国主流媒体

在特朗普胜选后发起了“媒体保卫战”.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１日,特朗普来到«纽约

时报»总部,与编辑、专栏作者和记者座谈.１１月２４日,«纽约时报»就发表了

专栏作家查尔斯贝娄(CharlesM．Blow)的评论文章———«不,我们绝不可能

好好相处».贝娄在文章中写道:“你(特朗普)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许多

公民造成了真正的伤害,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让

我在感恩节这一天这样说:感谢有这个平台,因为只要世上还有油墨与像素,

我便会一直咄咄逼人地紧盯着你.”①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５日,«波士顿环球报»邀请

全美３５０家新闻机构家联合发表社论,共同反击特朗普对媒体的“人民的公

敌”的指责.«波士顿环球邮报»在题为«一个自由的媒体需要你»的社论中说,

美国之所以伟大,就是依赖享有新闻自由的媒体道出真相,把媒体说成是“人
民公敌”,非但不符合民主精神,也将美国的法治置于险境.② 面对３５０家媒体

的联合指责,特朗普次日发推特反击,嘲笑«波士顿环球报»因亏损被迫卖给衰

败的«纽约时报».

特朗普与美国传统主流媒体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凸显当前美国传

统主流媒体与民主政治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特朗普与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的

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一般地说,提供信息、表达

民意、监督权力、联系社会等等,是新闻媒体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具体到有关

大选的报道,媒体应当尽量准确、客观、全面地提供候选人信息,就候选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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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政策进行报道,展开讨论,以有利于选民做出理性的选择.但是,在

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的报道中,美国主流媒体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一边倒倾向,约

２００家媒体选择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支持特朗普的媒体不到２０家.此外,
“一边倒”还体现在民调数据上.皮尤、盖洛普等发布的民调数据,希拉里克

林顿始终处于大幅领先地位.此次美国主流媒体和民调机构对特朗普当选的

误判,凸显媒体与民意的脱节.研究显示,近年来,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

在下降.２０１６年７月７日,皮尤发布的«现代新闻消费者:数字化时代新闻态

度与实践»研究报告显示,只有３２％的受访者对主流媒体持“较好”或“相当信

任”的态度,这一数据比一年前跌了８个百分点.在共和党支持者中,这一数

字更低,只有１４％.① 结果证明他们都错了.
尤其是特朗普胜选及执政后与媒体的关系,引发研究者对美国媒体及其

所面临的挑战的反思.其中,美国主流传统媒体中的自由与保守势力的失衡、
假新闻,以及右翼媒体的复兴成为关注的焦点.关键是问题出在哪里?

(一)公信力和社会监督作用在削弱

尽管美国各大主流媒体都标榜公正、客观、真实,但在现实生活中,绝对客

观公正的报道几乎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篇报道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编辑记者个

人的价值判断.与此同时,任何媒体都是以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这是媒体的

生存之本.爱德华赫尔曼与诺姆乔姆斯基的研究注意到美国主流媒体的

报道中的偏见及精英化、商业化趋势.他们在«制造共识»一书中谈到,“新闻

或社论都会受到利益相关方的强烈影响并应展示某种可怕的偏见.在我

们所分析的重要选举中,这种两分法的处理手段以及偏见达到了相当高的程

度”.② 他们重点研究了美国主流媒体“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系中政治经济

的结合”,发现“自１９９０年以后,２０家企业控制着为美国公众提供视听体验的

几乎所有媒体.正是这些企业压倒性的集体力量,其相互间的企业关系

和统一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观使得个人在美国民主社会中的作用令人质疑.”③

资中筠先生在«２０世纪的美国»(修订版)一书“后记”中谈到美国软实力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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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缺陷时涉及媒体,她写道:“高度商业化的媒体往往把市场利润的考虑置于

真相和正义之上,从而削弱监督的力量.”①

美国主流媒体纷繁复杂,观点不尽相同.几乎每家媒体都自我标榜为非

党派、新闻报道准确而不带任何偏见.然而,研究显示,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

来,美国主流媒体党派色彩明显,呈现出向民主党、自由派倾斜的失衡现象,这
在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２０１６年１月,皮尤对在美国影响较大

主要媒体的受众政治立场和党派倾向进行研究,从而绘制出美国主要媒体的

政治倾向版图.皮尤把媒体置于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版图

中,自由主义居左,保守主义居右.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美国媒体居左,倾向左翼

自由主义,只有为数不多的媒体居右,倾向右翼保守势力.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　美国媒体的政治倾向版图②

资料来源:PewResearchCenter,“IdeologicalPlacementofEachSourcesAudience,”JanuＧ
ary２６,２０１６,http://www．pewresearch．org/pj_１４Ｇ１０Ｇ２１_mediapolarizationＧ０８Ｇ２/.

皮尤的上述研究在美国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２０１６年特朗普胜选后美国

学术界出现许多反思美国主流媒体的研究成果.在涉及美国主流媒体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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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er)、页岩(Slate)、美国脱口秀(DailyShow)、«卫报»(TheGuardian)、美国半岛电视台(AIJazeeraAＧ
merica)、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柯伯特报告(ColbertReport)、«纽约时报»(NewYorkTimes)、嗡嗡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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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WallStreetJournal)、福克斯新闻(FoxNews)、德拉吉报告(DrudgeReport)、布莱特巴特
(Breitbart)、拉什 林博秀(RushLimbaughShow)、烈焰(TheBlaze)、肖恩  汉 尼 替 秀 (Sean Hannity
Show)、格林贝克节目(GlennBeckProgram).



倾向时,大多引用皮尤的此项研究成果.美国密歇根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者

对皮尤的上述研究做了进一步说明.他们的结论如下:(１)温和而求同存异的

媒体有:«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BBC新闻;(２)近乎居中的媒体有:美国国

家公共电台、美国公共电视网新闻时间;(３)“左倾”的媒体有:«纽约时报»«华
盛顿邮报»;(４)极“左”的媒体有:«赫芬顿邮报»«琼斯母亲»;(５)右倾的媒体

有:福克斯新闻;(６)极右的媒体有:«烈焰»«德拉吉报道».①

美国媒体的失衡不仅体现在上述党派倾向的失衡,还体现在地域失衡上.
«大西洋月刊»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绘制出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间美国编辑

和记者地域分布图,具体如下:

如下图所示,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间,美国全国性的媒体主要集中在纽约、华盛

顿、洛杉矶等大都市,且向东西海岸集中化趋势增加.

在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的种族构成方面,绝大部分新闻编辑记者为白人.

美国新闻编辑学会(AmericanSocietyofNewsEditors)每年对美国新闻从业

人员的多元化问题进行统计并发表年度研究报告.该学会２０１７的研究报告

显示,在美国新闻从业人员中,少数族裔人数在传统主流媒体中占１６．６％,

２０１６年为１７％,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少数族裔在网络媒体中占２４．３％.２０１６
年为２３．３％,上升了０．７个百分点.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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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FakeNews,’LiesandPropaganda:HowtoSortFactfromFiction,”ResearchGuides,UniversiＧ
tyofMichiganLibrary,at:http://guides．lib．umich．edu/c．php? g＝６３７５０８&p＝４４６２４４４,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１０．

ASNE,“２０１７Survey:GoogleNewsLabRelease２０１７DiversitySurveyResultwithInteractive
Website,”http://www．asne．org/diversityＧsurveyＧ２０１７．



资料来源:Andrew McGill,“U．S．MediasRealElitismProblem:DaonaldTrumpsVicＧ
toryCaught Mainstream NewsOutletsOffGuard．WereReporterstooInsulatedtoSeeIts
GrowingSupport?”TheAtlantic,Nov．１９,２０１６.

日益明显的政治倾向、党派立场,以及精英化和都市化导致的“小圈子”思
维,使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们没能更深入地了解不同背景、不同地区的美国普

通民众,没能深切感受到“锈带”的白人蓝领的诉求.过度的党派倾向和对商

业利益的追求,模糊了观点(opinion)和事实(fact)之间的界限,最终导致了

２０１６年大选中媒体对民意的误判,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民众对媒体的信

任,损害了媒体的社会监督的责任.

(二)假新闻泛滥的挑战

假新闻(fakenews或alternativetruth)是今天美国传统媒体面临的最严

峻的挑战.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６日,«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Ｇtruth)定为２０１６
年的年度词.«牛津词典»的编辑认为,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在过去一

年,在富有争议的“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该词在全球使用率飙升了

２０００％.所谓假新闻,是指刻意以传统新闻媒体或是社会化媒体的形式来传

播的错误资讯,目的是为了误导大众,以达到其政治及经济的目的.
假新闻在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异军突起.除了传播手段多样化、自媒

体发展迅速外,传统主流媒体的编采立场偏颇及公信力下降,也是导致假新闻

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遵守出于商业利益、信誉

和法律等因素考虑,遵守业内已经存在的一套职业操守,包括来源透明、事实

确凿、勘误声明等,从而维持其可信度.他们如果刊发错误信息,将面临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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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假新闻制造者通过匿名网站传播假新闻,根本无从查找信息来源.通常,
极右翼人士特别偏好转载假新闻.一些没有标示维护者或编辑者的匿名网站,
由于很难针对制造假新闻的作者起诉,因而成为假新闻的传播渠道之一.

牛津大学牛津网络学院的菲利普哈罗德(PhilipN．Howard)教授研究

了竞选前美国的网络流量.他发现针对密歇根的大约所有新闻中的一半都是

虚假或垃圾内容,而另一半来自真实专业新闻来源.① 在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大

选的最后三个月中,“脸书”中前２０篇虚假的竞选相关文章中有１７篇是反克林

顿或亲特朗普的.“脸书”用户与这些内容的互动,比与真实新闻机构报道的

互动更为频繁.②

在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期间流传甚广的“比萨门”事件,对希拉里克林顿的

选情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所谓“比萨门”事件是指,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一位持

枪的北卡罗来纳男子埃德加麦迪逊韦尔奇,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向在彗

星乒乓(CometPingPong)比萨店开枪,起因是他读到一篇指控民主党领袖在

比萨店暗道从事恋童犯罪活动的假新闻的报道.这类故事易于迅速爆红.在

与检察官认罪协商后,韦尔奇对跨州运输武器的联邦指控和使用危险武器袭

击的哥伦比亚特区指控认罪.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２日,韦尔奇被判四年监禁并同意

赔偿饭店损失５７４４．３３美元.③ 事后,比萨店老板阿莱方蒂斯上网查找了这种

指控的来龙去脉.他发现了与此相关的假新闻文章,说克林顿以该餐厅后面

的房间为基地,绑架、侵害和贩卖儿童.这些文章出现在“脸书”、“新民族主义

者”(TheNewNationalist)、“警惕的公民”(TheVigilantCitizen)等网站上,标
题相当耸人听闻:“比萨门:如何揭露华盛顿神秘精英的病态世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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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ScottPelley,“HowFakeNewsBecomesAPopular,TrendingTopic:ThePhrase“FakeNews”Has
BeenUsedbyTrumptoDiscreditResponsibleReportingThatHeDislikes．,But６０ MinutesInvestigation
LooksatTrulyFakeNewsCreatedbyConＧartists,”CBSNews．March２６,２０１７,https://www．cbsnews．
com/news/howＧfakeＧnewsＧfindＧyourＧsocialＧmediaＧfeeds/,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０１．

CraigSilverman,“ThisAnalysisShowsHowViralFakeElectionNewsStoriesOutperformedReal
NewsOnFacebookABuzzFeedNewsAnalysisFoundThatTopFakeElectionNewsStoriesGeneratedMore
TotalEngagementonFacebookThanTopElectionStoriesfrom１９ MajorNewsOutletsCombined,”Nov．
１７,２０１６,https://www．buzzfeed．com/craigsilverman/viralＧfakeＧelectionＧnewsＧoutperformedＧrealＧnewsＧonＧ
facebook? utm_term＝．kc４Xy７yb２＃．xdnkZqZvA,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０１．

C．EugeneEmeryJr．,“EvidenceRidiculouslyThinforSensationalClaimofHugeUnderground
ClintonSex Network,”November４th,２０１６,PoliticFact,http://www．politifact．com/truthＧoＧmeter/stateＧ
ments/２０１６/nov/０４/conservativeＧdailyＧpost/evidenceＧridiculouslyＧthinＧsensationalＧclaimＧhugeＧ/,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０１．

CeciliaKang,“FakeNewsOnslaughtTargetsPizzeriaasNestofChildＧTrafficking,”TheNew
YorkTimes,Nov．２１,２０１６,https://www．nytimes．com/２０１６/１１/２１/technology/factＧcheckＧthisＧpizzeriaＧ
isＧnotＧaＧchildＧtraffickingＧsite．html? _ga＝２．６２９９２２３３．７３４６６０４３９．１５２７７７２２３６Ｇ１２０６６４４６２８．１４１５３２１８１０,
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０１．



如今在美国,主流传统媒体制造并传播假新闻的现象非常罕见,但在社交

媒体上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这让社交媒体成了假新闻最大的源头.为此,

苹果、谷歌、“脸书”等纷纷采取措施整治假新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在

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说,“假新闻正在杀死人们的思想,全世界的政府和

科技公司都有必要行动起来遏制假新闻”.他宣布苹果正在开发一套工具来

过滤假新闻,同时又不影响言论自由.库克所说的工具就是把决定权交给用

户,让用户在看到疑似假新闻的消息时对其进行标记,被标记得过多的假新闻

将会被过滤掉.这和苹果在处理垃圾邮件或垃圾日历邀请时的做法很类似,

因为这种将决定权交给用户的做法不违反苹果的隐私政策.①

谷歌宣布与名为“反复核查”(Crosscheck)的假新闻监督机构合作,在谷歌新

闻搜索中帮助公众判定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反复核查采取人工核查的方式,与
它合作的媒体包括来自法新社、嗡嗡喂、全球之声等.谷歌还从感知广告(AdＧ
Sense)联盟中移除了超过２００家发行商,因为他们在假新闻插播广告而获利.

(三)“另类右翼”媒体兴起

近年来,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受挫,经济放缓、美国社会的一些“政治正

确”和“肯定性行动计划”矫枉过正的做法、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社会阶层固

化,以及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使得美国社会思潮出现急剧右转.美国中下层

白人劳工阶层对华尔街大企业和华盛顿政客的失望和不满,催生了美国右翼

媒体的复兴和另类右翼媒体的崛起.

按照皮尤的划分,福克斯新闻属有右翼偏温和的媒体,德拉吉报道是中右

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拉什林博秀、烈焰、肖恩汉尼替秀、格伦贝克节

目为极右的媒体.这些右翼媒体在特朗普胜选和选后与传统主流媒体的持久

较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克斯新闻网是福克斯娱乐集团(FoxEntertainmentGroup)下属的子公

司,１９９６年由默多克创办.创办之初,默多克聘请著名共和党媒体顾问、消费

者与商业频道(ConsumerNewsandBusinessChannel)首席执行官罗杰埃利

斯(RogerAiles)担任福克斯新闻网首席执行官.福克斯新闻网发展迅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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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evinRawlinson,“FakeNewsIs‘KillingPeoplesMinds’,SaysAppleBossTimCook:AppleChief
CallsOnGovernmentsandTechnologyCompaniestoCrackDownonMisinformationinPublicDiscourse,”
TheGuardian,Feb．１０,２０１７,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２０１７/feb/１１/fakeＧnewsＧisＧkillＧ
ingＧpeoplesＧmindsＧsaysＧappleＧbossＧtimＧcook,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０１．



前已经成为美国主要新闻网之一.２０１８年,福克斯新闻网拥有９４７０万用户,

占美国有线电视总用户的８１．４％.①

福克斯新闻网带有很强的共和党倾向,曾强烈抨击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

策、医疗改革等,在２００９年曾与奥巴马政府爆发激烈口水战,被视为共和党的

喉舌.尽管如此,福克斯新闻网在美国右翼媒体的阵营中,是唯一右倾偏左的

媒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福克斯新闻网带有强烈的共和党右翼色彩,但它旗

下的新闻节目对特朗普的政策立场态度并不一致.“福克斯新闻”较为中立;
“福克斯新闻时间”对特朗普的政策多有批评,因为在“福克斯新闻时间”的编

辑记者看来,特朗普不是传统的共和党人,特朗普的政策时而偏左,时而偏右,

违背了传统共和党人的理念;“福克斯和朋友”百分之八支持特朗普,特朗普与

该节目保持很好的合作关系.他经常收看这个福克斯和朋友的节目,接受专

访,甚至回答观察现场打来的电话.

另类右翼(AltＧright)是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以来出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

现象.② 它脱胎于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美国“白人民族主义者”(whitenationalＧ
ist)运动.另类右翼的追随者以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主.另

类右翼大多都信奉“白人至上主义”.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国家政策研究所(National
PolicyInstitute)在首都华盛顿召开年会,该研究所总裁理查德斯宾塞是“另
类右翼”的主要召集人.会上,他不仅用德语重复了纳粹德国指责犹太人的用

语,而且高呼:“我们的种族万岁! 胜利万岁!”(Hailvictory!).另类右翼是一

个松散的团体,主要活跃在网络上,大量使用互联网、社交媒体来传播其主张,

这催生了另类右翼媒体的出现和发展.
“大约”(Circa)是另类右翼的著名网站,创建于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５年被美国右

翼媒体机构辛克莱尔广播集团(SinclairBroadcastGroup)收购.早在２０１２
年,该网站推出苹果系统的手机应用,借助于强大的推送、分享和互动功能,为
用户提供２４小时不间断新闻.尽管“大约”宣称,其所推送的新闻是纯粹的,

不带有任何偏见和看法,但它鲜明的白人至上、反犹和种族主义立场,以及分

享新闻和照片的视频手段,吸引了以年轻族群为主的另类右翼支持者.“大
约”迄今美国唯一宣称特朗普与“通俄门”无关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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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DellaVignaandEthanKaplan,“TheFoxNewsEffect:MediaBiasandVoting,”NBER Working
Paper,April２００６,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MA．,http://nber．org/papers/w１２１６９．pdf,
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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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特巴特新闻”是美国一个极右翼新闻及评论网站,由保守派评论员

安德鲁布莱特巴特于２００７年在以色列创办,其宗旨是成立一个“理直气壮

地亲自由和以色列”的网站.在斯蒂芬班农(SteveBannon)任执行长后,该
网站转为支持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和美国右翼.该网站总部现位于美国洛杉

矶,在得克萨斯州和英国设有分社.尽管班农已经离开白宫,但“布莱特巴特

新闻”的发展势头和影响依然未减.
哈佛大学互联网与社会伯克曼克莱恩中心的罗伯特法瑞斯等学者研

究了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期间１２５万篇网络新闻报道的传播途径,得出结论认为,
大选期间的新闻传播渠道严重失衡,右翼媒体主导了舆论走向.混淆视听的

假新闻,如“希拉里最多还能生存一年”、“希拉里及其助手与恐怖主义有染”,
以及“比萨门”等,大多出自非主流的、新近创办的另类右翼网络媒体.①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发生了一些美国媒体逐渐向右转的迹象.２０１８年６
月,«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PostＧGazette)漫画家罗伯罗杰斯,他在该报工

作长达２５年,解雇原因是他在漫画作品中嘲笑特朗普.罗杰斯的漫画作品每

周发表在«匹兹堡邮报»上,但自２０１８年５月底以后便消失了.在解雇前的三

个月,他的１９幅漫画均被发行人或版面编辑退稿,其中一幅是特朗普在鞭打

一个刻有“真理、荣耀和法治”碑文的墓碑.罗杰斯被解雇事件,在美国社会引

发很大争议.«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它显示出«匹兹堡邮报»及其

姊妹报正在向右转.②

(四)受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

在数字化时代,随着手机应用的普及、社交媒体和数字媒体的飞速发展,
美国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样化,主流媒体不再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

渠道.对于位于中西部“锈带”和乡村的中下层劳工阶层来说,他们从当地报

纸而不是总部位于大城市的美国主流媒体以及宗教聚会时获取信息.
美国社会学和媒体学者弗兰西斯卡特里波蒂(FrancescaTripodi)对特

朗普的坚定支持者白人福音派教徒获取信息的渠道和阅读习惯进行研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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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RobertFaris,HalRoberts,BruceEtling,NikkiBourassa,EthanZuckerman,YochaiBenk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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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特朗普结过三次婚,公开夸耀占女人便宜,还建立了一个赌博王国,但
为什么那么多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他? 有一种说法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

是‘被骗’投票给他的,因为俄罗斯人利用自动程序地向他们灌输源源不断的

错误信息.”特里波迪认为,这种“说法”对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不适用.通过对

弗吉尼亚等东南部州的中产阶级社区进行的民族志研究,特里波迪发现,福音

派基督徒并不是不看新闻的人.相反,他们非常认真地阅读新闻,但有一个重

要的不同.福音派基督徒不依赖主流媒体,而是往往阅读原始材料(演讲和推

文)并讨论和解读它们.她认为,其原因是福音派基督徒受到的教育是阅读

«圣经»文本,而不是依赖其他人的解读.他们还学会了假定主流媒体对生命

的多数核心信条的看法是错误的.她写道:“我看到数百名保守的福音派基督

徒把圣经批评的方法用于主流媒体,宁愿自己动手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

而不是相信权威媒体.”①

«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认为,尽管特里波蒂的理论没有完全解释特朗普

获得支持这种现象,但这个理论值得人们深思,因为“认识论”(即认识的本质)

中的差异对于当今美国政治很重要.更具体的来说,自由派媒体往往认为只

有一种基于理性、逻辑和事实的正确的“认识论”.很多选民支持各种不同的

认识论,而且讨厌为此被嘲笑.如今美国的挑战不只是人们看到的新闻是不

同的,还在于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解读新闻.②

四、改变的公众

如果把美国比喻成李普曼«公众舆论»中的那座太平洋上小岛,那么,美国

人便是居住在岛上的居民.经过三百年的发展,美国的媒体变了,美国的公众

也变了.两者后者是因,前者是果.换句话说,美国的媒体伴随着美国的社会

发展状况而改变.

无论李普曼还是杜威,他们的学说都是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反映.李普曼

和杜威的上述三本著作均初版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那时的美国处于进步主义的

改革年代,美国的国内外政策在发生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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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方面讲,１８９８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在政治上和经

济上控制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成为西半球无可争议的霸主;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尽管威尔逊所设计的国际秩序及通过这一秩序实现和平的目标并未实

现,但他一整套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却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威尔逊所

倡导的“促进民主”和“捍卫自由”的责任,成为此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① 从

国内方面看,在１９世纪最后２０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经历了全面的

社会转型:美国在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内迅速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１８９４年,美国

的工业产值居世界首位,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已实现工业化.社会财富大大

增加,大财团开始形成,贫富差距、移民、种族、劳工权益保护、失地农民、政治腐

败等问题突出表现出来.马克吐温把美国１９世纪最后２０年称为“镀金时代”.

２０世纪初,面对急剧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劳工运动和农场主抗

议、民粹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在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威廉塔夫脱和伍

德罗威尔逊四任总统时期,美国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

在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时期,改革推向顶点.

在进步主义时期,媒体在推动社会改革方面作用巨大.２０世纪初,美国新

闻界涌现出一些具有社会良心的记者,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社会、经
济和政治时弊.１９０６年,西奥多  罗斯福总统把这些记者称为“耙粪者”
(Muckrakers),“耙粪运动”由此得名.１９０２—１９１２年间,他们在«麦克卢尔»
(McCLuresMagazine)、«人人»(EverybodysMagazine)和«科里尔周刊»
(ColliersWeekly)发表文章,揭露时弊,唤起美国社会对政治腐败、社会不公、

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及弱势群体保护等问题的关注.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１８６６—１９３６)是“耙粪”运动重要的代表人,被誉为“揭开地狱盖子的

美国新闻人”.他在任«麦克卢尔»杂志记者期间,分别调查了费城、芝加哥、纽
约等城市的政治状况,并把这些见闻记录下来,以«城市之丑»为题,发表系列

文章揭露当时在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等城市盛行的警察贪污和市

政腐败.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他继续撰文,揭露密苏里、罗得岛州的政治腐败.继

而,他又将注意力转向揭露联邦政府的腐败.艾达塔贝尔(IdaTarbell,

１８５７—１９４４)是“耙粪运动”的另一重要人物,曾任«麦克卢尔»杂志的记者.自

１９００年起,她开始调查美孚石油公司情况.经过五年多的实地考察,１９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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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麦克卢尔»杂志上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美孚石油公司史»(Historyof
theStandardOilCompany),揭露洛克菲勒公司垄断石油的手段.塔贝尔的文章

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洛克菲勒公司被视为美国经济制度成功的象

征,而塔贝尔对公司起源和积累财富手段的揭发令很多美国人感到震惊.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方面,美国幅员辽阔,拓荒、发展经济需要源源

不断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正如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在«美国的分裂»一书中所

言,美国是个熔炉,美国人坚信他们有力量同化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然而,这
个熔炉“不可避免地带有以英裔为中心的味道.无论如何,盎格鲁 撒克逊白

人新教传统好歹已经存在了两个世纪,并且在主要方面至今仍然是美国文化

与社会的主导力量.这一传统为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提供了求得一致的标准

和同化的基质”.①

然而,随着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早期到来的美国人对外来移民所持不同

宗教信仰和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担忧和恐惧.以１８８２年

美国国会通过并实施的«排华法»为开端,美国采取限制和选择的移民政策,限
制移民入境,减少移民数量,选择美国所需要的移民入境,拒绝不需要的移民

入境美国.②

尽管如此,但自美国建国截至２０世纪中叶,鼓励和接纳外来移民一直是

美国社会的主流.如果以李普曼故事中的“岛”来比喻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

岛上居民是多元的,来自东欧、爱尔兰乃至亚洲等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不断涌

入美国;岛上的社会风气是积极、向上、进取和改革的;岛上的主流媒体是以报

纸为主、由知识精英主导的、以“看门狗”为己任的.在１９２０年代,美国社会关

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转型时期出现的垄断、贫富差距、食品安全、环境污

染,以及如何保障失地农民、女工、童工的合法权益等问题.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国际地位发生了非常大

的变化.那么,在今天的美国这座“岛”上,谁是“公众”? 岛上居民的身份认同

如何? 他们面临着哪些问题?

第一,身份认同和对主流文化的忧虑.移民国家的特性决定了美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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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M．SchlesingerJr．,TheDisunitingofAmerica:ReflectingofAmerica,NewYork:W．
W．Norton& Company,１９９２,p．２８;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序言”,第２页;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０页.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绪论及第一、二章.



体制、文化和思想的多元.“合众为一”作为美国的国训,被印在美元钞票上和

国徽的正面,意为尽管美国社会成员来自世界各地,肤色不同,文化背景和宗

教信仰各异,但人们相互尊重,承认自由、民主、公民权利、政教分离、分权与制

衡、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治等美国人一致接受的基本原则,这是美国的核心

价值观,它把有着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美国人凝聚在一起.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从未实现多元和宽容,美国的政治精英和普通

民众以各种方式维护盎格鲁 撒克逊白人新教(瓦斯普)主流文化传统.正如

唐士其教授所言,“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人一直在精英和大众两个层面上自觉

维护这种独特的盎格鲁 撒克逊信教精英主义文化传统.这尤其体现为对文

化与宗教方面的‘异类’群体的排斥,甚至表现为某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在普

通民众方面,虽然他们总是自豪地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移民治国,但在美国历史

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多数人表示赞诚接纳更多的外来移民.相反,大量的

移民,总是在美国人中引起某种恐惧和排斥情绪.”①他认为:“可以认为,在未

来二三十年间,美国政治生活中有可能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将对美

国政治制度在种族、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的超越性进行严格的检验.”②客观而

言,移民在为美国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首先是美国人口

结构的变化.美国自１７９０年以来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美国人口结构

的变化一方面体现在人口普查中的种族分类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各种族人口

数量上.在种族分类上,１７９０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种族分类是“白人男性/

女性”(WhiteMale/Femaile)、“黑人男性/女性”(Negromale/female)和“其他

种族男性/女性”(Otherracesmale/female).１９７０年人口普查种族选项上开

始增加“拉美裔”;２０００年种族分类为“白人、黑人、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

著居民、亚裔、夏威夷土著和其他太平洋岛民、其他种族、两个种族以上.”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中对拉美裔及其来源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即是否来自墨西哥、波多

黎各、古巴或其他拉美国家.③ 在人口数量上,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拉美裔人口

增加最为迅速,白人人口数量在全美人口比中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美国总人口是３．０８亿,少数族裔人口为１．１１亿,占美国总人口的

３６．３％.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十年间,美国白人人口从１．９４６亿增加到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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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增长率仅为１％,白人人口在美国人口总数中的所占比从６９％下降为

６４％;拉美裔人口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５３０万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０５０万,增长率达

４３％,占美国总人口的１６．３％;美国黑人人口总数为３８９０万,仅占美国人口总

数的１３％,已经不再是美国第二大族群;亚裔人口为１４７０万,虽然占美国人口总

数仅为４．８％,但人口增长率超过拉美裔,为各族裔中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

２０１０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美国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少数族裔,拉美裔人口在

很多州超过预期.① 美国人口普查数据预测,到２１世纪中叶,美国人口将超过

４３亿.届时人口的种族构成将进一步多元,白人将失去占人口大多数的族群地

位.皮尤的研究数据显示,从移民的来源国看,拉丁美洲特别是墨西哥,是最主

要的移民来源国.据统计,自１９６５年移民法颁布至２０１５年,美国共有５８５２．５万

移民合法进入美国,其中２９７５万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占移民总数的５１％.而在

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人口中,１６２７．５万移民来自墨西哥,占移民人口总数的

２８％.中国位居第二,约３１７．５万移民来自中国,占移民总数的５％.② 此外,目
前美国境内大约有１１００万非法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墨西哥等拉美国家.

美国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

会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也引发美国社会各界的担忧.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

授亨廷顿在«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挑战»一书中,论述了２１世纪美国

国家特性所面临的挑战.他写到,“盎格鲁 新教文化对美国人的身份特性来

说,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居于中心地位.正是它使美国人有了共同之处.但在

２０世纪后期,这一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实质内容受到以下方面的挑战:来自拉丁

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新浪潮;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理论;
西班牙语有形成美国第二语言之势,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拉美裔化的倾向”.③

此外,大量非法移民滞留美国境内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一是安置和管理

非法移民成本巨大.２０１６年９月,美国移民研究联合会(FederationofAmeriＧ
canImmigrationResearch,FAIR)发表的研究报告«教室中的大象:大量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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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立教育的影响»显示,美国政府每年在移民相关问题上花费高达３０００亿

美元,美国移民家庭每年平均享受福利 ６２３４美元,比美国本土家庭高出

４１％;①二是非法移民从事一些难以吸引美国出生工人的工作,且薪水低廉,因
而受到雇主的欢迎.不少美国人担心移民(合法和非法)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

机会.２０１４年,美国移民研究中心(CenterforImmigrationStudies,CIS)的研

究报告显示,美国新增的工作机会全部由移民获取.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１４年

间,在１６—６５岁的适龄工作人群中,移民(和非法移民)就业人数增加５７０万,
本土美国人就业人数下降１２．７万;②三是贩毒、暴力犯罪、边境安全和恐怖主

义袭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家,吸毒者超过３５００万.研究显

示,约７０％的毒品来自墨西哥.美墨边境毒品走私现象屡禁不绝,暴力犯罪频

发.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有１．９７２３万名非法移民被

宣判有罪,所犯罪行包括杀人罪、绑架、性犯罪、抢劫和走私毒品.在２０１６财

政年度,２４．０２５５万名非法移民被递解出境,其中１３．８６６９万人被判有罪,占递

解总人数的５８％.③ ２０１６年,参院移民小组委员会透露,自“９１１”恐怖袭击

到２０１４年底,至少有３８０名外国出生的人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恐怖袭击中被判

有罪.不少美国人认为,每年有大量非法移民经墨西哥偷渡进入美国,其中难

免有恐怖分子混入其中.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多次称墨西哥移民是“毒贩”“抢
劫犯”,誓言要在美墨边境筑墙.

第二,极化的美国政治.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PoliticalPolarization)愈演愈

烈.政治极化意味着两个政治阵营内部越来越同质化,同时,两者之间越来越异

质化.不少研究和民调都显示,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趋势愈演愈烈,无论是民

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在近年都有政治极化的趋向,导致他们的立场与对手

越走越远、政策主张大相径庭.特别是２０１６年大选后,很多美国人的政治态度

从分歧走向对立,在越来越多的议题上,美国人的立场与观点开始走极端.
美国政治极化最主要的原因是贫富差距加大和社会阶层固化.研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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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过去５０年间,黑人向上的社会流动比率远低于白人,长期的经济不平等

造成的恶性循环很难轻易消除.黑人之所以受到歧视,是因为他们中的绝大

部分人在经济上仍然处于低下水平,黑人失业率高、犯罪率高、单亲家庭多,他
们想要进入主流社会的路仍然十分漫长.白人蓝领在美国社会结构中是一个

不断陷落的群体.虽然美国逐渐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就业形势好转,但美国中

下层民众并没有享受到整体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红利.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
他们的境遇每况愈下,却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社会地位为自己发声.近一个时

期特别是特朗普胜选后,美国学界有诸多研究揭示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向上的

社会流动停滞、美国贫富差距加大和白人中产阶级贫困的问题.美国社会政

治学者查尔斯莫雷在２０１２年出版的«分崩离析:美国白人五十年(１９６０—

２０１０)»一书中,对一个以白人居民为主的鱼镇的婚姻、工作态度、个人诚信和

信仰四个方面进行个案研究,进而对中下层白人进行综合研究.结果显示,美
国中下层白人的陷落在过去１５年间加速了.① 美国历史学家南希伊森伯格

(NancyIsenberg)在２０１６年出版的«白人垃圾:美国４００年未曾讲述的阶层

史»一书中,对北美殖民地至今４００年来白人在的生活状况进行考察.她打破

了“美国人幸运地没有重蹈英国覆辙,免于阶层固化”的神话,认为贫穷的白人

已经成为美国一个单独的族类,正在成为“白人垃圾”.②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

会的经济政策项目“汉密尔顿计划”２０１７年发表的报告显示,２０１６年,约４０６０
万美国人生活在联邦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以下,占美国总人口的１２．７％.从

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１４年,美国的贫困人口数量逐年增加,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９３０万人增

加到４６７０万人.统计数据显示,自１９８０—２０１６年增加的贫困人口中,绝大部

分为劳动适龄人口.抛开通货膨胀等其他因素,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间,没有高

中文凭的美国男性的中位数收入降低了２０％,仅有高中文凭的美国男性中位

数收入也降低了１３％.③ 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家罗伯特普特南在２０１５年出

版的«我们的孩子:美国梦在危机中»,④通过大量的采访和数据例证,生动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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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的教育现状,以及美国社会半个世纪来日益拉大的阶级鸿沟.普特南

和他的研究团队在采访了１０７个家庭、翻遍近几十年美国社会的各种统计资

料后,得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在美国,阶层流动几近停顿,穷人再努力,也是

出头无望.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穷孩子难以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下一代

美国人的美国梦处于危机之中.普特南写道:“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的故乡仿佛

是美国梦的化身,不论出身背景为何,每个人都有相当不错的机会.然而半个

世纪之后,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生活有如美国人的噩梦,生命的轨迹将小镇一

分为二,社区里弱势的小孩根本难以想象那天之骄子严重的未来.克林顿的

故事摇身一变,化为全美各地常见的悲剧.”①

上述著述是当今美国社会的缩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快

速发展,进入社会各阶层共同富裕的“丰裕时代”.然而,在后冷战的全球化时

代,制造业向新兴国家转移,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导致美国地区差异、阶层

差异加大,“锈带”蓝领工人失业严重.美国国内上层、西海岸和东北部成为全

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中产阶级、传统制造业地区“铁锈带”却成为全球化的失

败者.这导致近年来美国红蓝州、城乡对立、种族、阶层对立加剧.

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美国“锈带”的中下层白人,２０１６年他们用选票

把特朗普送进白宫.特朗普种种“政治不正确”反移民、反“肯定性行动计划”

的言论说出了他们想说又碍于“政治正确”而不敢说的话.特朗普利用了美国

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政客精英阶层的不满,紧紧抓住了一点,即美国劳工阶层

并没有享受到全球化和整体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红利.特朗普政府终止“梦想

者”计划、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对华贸易战,宣布要在美墨边境建造隔离墙,以
及特朗普秉持的“美国优先”“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的政策,深得“锈带”中下层

白人的支持.

结　　语

弗朗西斯福山在新近发表的«反对身份政治:新部族主义与民主的危

机»一文中谈到当今美国和国际政治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即身份政治的兴起.
他认为,２０世纪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经济问题界定的,然而界定当今政治的

与其说是经济或意识形态,不如说是身份问题,这种身份通常明显是与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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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或宗教有关.他写道,目前美国政治体系的失衡和衰退与日益扩大的两

极分化有关,这使政府的日常管理成了在边缘上的试探.这主要是右翼的问

题.他引用政治学家托马斯曼的分析,即共和党转向极右的速度比民主党

转向相反的方向的速度要快得多,但双方都已经离开了中间选民.福山认为,
身份政治本身并没有错,它是对不公正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反应.特朗普的

崛起体现出的不是对身份政治的保守拒绝,而是反映了右翼对身份政治的

接受.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认为,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许多国

家正在发生的政治公正缺失、社会裂痕加深的现象,国际舞台上愈演愈烈的经

贸摩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争夺,还有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技术革新的副

作用,都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警惕.”②

福山提出的“身份政治”分析视角和王缉思教授的“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
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在文中谈到的极化、贫富差距、反全球化、反移

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并同时上升,以及身份政治问题,既是美国也是

当今世界政治的缩影.
从１７０４年美国第一份报纸出现以来,美国主流传统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

方面有着辉煌的过去和不可磨灭的功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看门狗”的社会

监督作用.在特朗普时代,面对来自特朗普为代表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公开

对抗,美国主流媒体发起了“媒体保卫战”.他们试图坚持和捍卫传统的理念,
但如何改变其过度的党派倾向和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恢复期其受损的公信力,
维护其行使社会监督的责任,改变精英化、都市化和小圈子化以致与某些重要

的中下层蓝领严重脱离的倾向等等,是非常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在媒体革

命的大背景下,如何对自媒体、社交媒体和互联网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如何甄

别假新闻,如何保护数据隐私,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对于从事美国

研究的人来说,对美国媒体的新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应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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