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4 期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成就、挑战与深化路径 *

    叶淑兰

〔提   要〕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目标在于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形象，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

舆论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国际话语权在

议题设置力、传播辐射力、理念引领力、形象影响力、方案贡献力以及

制度创设力上取得重要成就。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西方霸权

话语、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滞后以及国际传播

能力不足等方面的挑战，需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加强复合型多

元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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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话语权建设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塑

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途径。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

 *　本文为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

研究”（项目编号：17ZDA31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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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

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 准确把握当前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目标任务与面

临挑战，探索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路径，对于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建设目标

习近平强调，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指出“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

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2]王毅外长曾指出，“随着中国国力增强，

我们需要合理的发展空间，也需要获得相应的国际话语权”。[3] 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化“话语困境”为“话语契机”，全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施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好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

问题。[4]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一国的国际话语权不仅指

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指其话语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其包含的要素主要

有话语的内容和质量、国际议题设置能力和传播力、话语包含的事实和实践、

话语的认同和反馈四个方面。[5]

中国的国际话语是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为表达国际战略与外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求是网，2021 年 6月 1日，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6/01/
c_1127517480.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1 日）

[2]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17页。

[3]　“王毅谈创建亚投行：中国没有另起炉灶另搞一套”，新华网，2016 年 3 月 8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08/c_128782788.htm。（上网日期：2021 年 7

月 2 日）

[4]　王帆：《大国外交》，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年，第 22 页。

[5]　傅莹：“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提升话语权”，《人民日报》2020 年 4月 2日，第 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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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政策所使用的语言，是“体现国家文化传承、意识形态、重大利益、战略

方向和政策举措等官方基本立场的表述”。[1] 但是，国际话语并不必然产生

话语权，只有当其对现实产生影响力时，才能产生话语权。话语和权力是不

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2] 话语要转化为影响力，需要满

足话语被听闻、被回应、被认同以及被实践的前提条件。话语具有构建社会

现实的功能与作用，话语是否被实践是其转化为话语权的最终环节。因此，

中国国际话语能够产生多大的国际影响力，取决于是否为他者所使用，是否

起到议程设置作用，是否被认同以及是否在外交实践中得到运用，并影响外

交实践的进程。

中国国际话语权在国际政治权力网络与跨文化语境中生成，包含话语构

建、话语翻译、话语传播、话语认同、话语实践五大环节，是话语主体与客

体通过作用与反馈机制形成的互动与开放的进程。国际话语权建设受到国际

权力结构分布、跨文化语境、软硬实力支撑、核心价值观建设、对外媒体的

发展、对外合作机制的构建、话语质量、话语翻译以及话语传播能力等因素

影响。国际话语权的实现既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身份、国际话语

与实践本身的特性紧密相连，也与国际受众的利益、文化、价值观以及对华

认知等因素密切相关。

国际话语权具体体现为国际话语的议题设置力、传播辐射力、理念引领

力、形象影响力、方案贡献力以及制度创设力等方面。议题设置力体现为国

际话语进入国际社会议题，为国外受众所听闻，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以及反议

题设置的能力。传播辐射力体现为国际媒体品牌化发展水平，分众化、精准

化、在地化传播的能力以及协同发声辐射国际社会的能力。理念引领力体现

为外交原则理念被国际社会响应、认同并写入国际文件中所产生的引领能力。

形象影响力体现为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认同度与亲近度的能力。方案贡

献力体现为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倡议与实施中国方案的能力，而制度创设力

[1]　杨洁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

第 5期，第 18 页。

[2]　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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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体现为中国创设相关国际机制与规则的能力。议题设置力与传播辐射力涉

及国际话语是否被听闻，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力涉及到话语是否被认同，

而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则涉及到话语是否被实践的问题。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展现中国风范与中国担当，有利于消解国

际社会对华负面声音，为中国和平发展赢得更为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习近

平指出，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

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

贡献”。[1]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需要进一步明确话语传播、国家认同与外交

实践三方面的目标任务。

在话语传播层面上，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升议题设置力与传

播辐射力。习近平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

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

导和舆论斗争，初步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2] 提升议题设置

力与传播辐射力，确保中国话语传得开、听得见、听得清，是实现中国国际

话语权的前提条件。“新闻传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规律”，“信息发布得越早、

越快、越多、越准确，就越能抢占舆论制高点，越能赢得信任”。[3]

在国家认同层面，建设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提升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

力。习近平指出，“要推进外交工作改革创新，加强外交活动的策划设计，

力求取得最大效果”。[4] 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力涉及中国话语能否被国际

社会所认同，能否入脑、入心的问题，是实现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环节。这需

要加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提升外交理念引领力与国家形象影响力。

习近平还提出打造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

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同上。

[3]　傅莹：“讲好中国故事，改进国际传播”，参考消息网，2018 年 3 月 12 日，http://
ihl.cankaoxiaoxi.com/2018/0312/2258160.shtml。（上网日期：2021 年 7 月 3 日）

[4]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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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大国形象四个“大国形象”的概念，[1] 提出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形象，以及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重要任务。

在外交实践层面上，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加强国际方案贡献力与国

际制度创设力。国际话语权的实现建立在推进以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进程中。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方案

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代表中国国际话语在实践层面的运用，是实现中国国际

话语权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指出，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

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做出更大贡献”，“要广泛宣介中

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说明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智慧”。[2]

二、取得的成就

经过中国外交的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3] 中国外交经历了从“被国际社会影响”到“影响国

际社会”，再到“塑造国际社会”的发展历程。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的成就，体现在议题设置力、传播辐射力、理念引领力、形象影响力、方案

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六大方面的提升上。

（一）议题设置力的提升

在国际议题设置上，中国正从“参与讨论者”转向“主动设置者”。中

国通过领导人出访、高峰论坛、主场外交、在国外发表署名文章、例行记者

会、媒体吹风会、外交部网站群、“外交小灵通”、“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

等“外交微群”新媒体矩阵，中外智库媒体论坛等渠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4]

积极为国际社会设置议题。据统计，2019 年国家领导人在外国主流媒体发表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162 页。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

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3]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第 22 页。

[4]　《中国外交 2020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 年，第 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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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0 篇，专场会见中外记者 1次，接受外国媒体专访 2次，同外国领导人

共同会见记者活动 15 次。[1]

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会议、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国际机制成为中

国阐述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合作观、新文明观、新全球治理观等理念及

进行国际议题设置的重要场所。2020年，习近平在各种国际多边场合提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等概念。

中国进行一系列主场外交，“有助于中国把握议程设置的主动权，更好地使

中国利益社会化、使中国方案变成国际方案”。[2]

中国国际议题设置能力的提升还体现在对西方“反议题设置”上，集中

表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人权事业的支持。2019 年 7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第 41 届会议期间，俄罗斯等 51 个国家联名或单独致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

人权高专，积极评价中国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和反恐、去极端化成果。[3]2020

年 10 月第 75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审议人权问题时，巴基斯坦代表 55 国

就涉港问题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古巴代表 45 国就涉疆问题作共同发言支持

中国，科威特代表 3个海湾国家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4]

（二）传播辐射力的提升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国际传播海外布局初具规模，内容到

达范围明显拓展，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5] 中国主流媒体加快“走出去”

步伐，积极打造新型媒体品牌，加强协同发声与矩阵效应。通过对外媒体改

革与重组，形成了从通讯社（以新华社为代表）到广播电视（以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为代表），并结合报纸（以《中国日报》为代表）和书刊（以中国外

文局为代表）的全方位对外传播矩阵。[6] 主流媒体开始在国外社交媒体开通

[1]　《中国外交 2020 年》，第 317 页。

[2]　阮宗泽：“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1期，第 21 页。

[3]　《中国外交 2020 年》，第 55 页。

[4]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20/2021）》，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年，第295页。

[5]　《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 年版）》，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72 页。

[6]　王宁、郭可：“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变革和发展”，《对外传播》2018 年第

12 期，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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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发表文章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转载。中国学者、企业界人士也走向国

际社会，积极发声，逐渐形成多元主体传播的新格局。

传播辐射力的提升有赖于传播手段与传播技巧的改进。当前，中国对外

媒体在分众传播、精准传播、在地传播的传播方式以及全媒体与融媒体等传

播手段上均取得良好成效。对外传播方式更加多样，不仅有面向全世界的传

播，也有“一国一策”的精准传播，传播手段加快从单一传统媒体转向多种

媒体融合。[1]在新时代对外传播中，中国更加重视协同并进，在多元主体参与、

及时发声，讲事实、讲道理、讲情感、讲故事，民心沟通、融通中外上均取

得重要成效。

（三）理念引领力的提升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2] 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全球治理观等新理念

逐渐上升为国际共识，“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

等话语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熟知与认可。

中国提出的系列外交理念为国际社会所响应，并被写入相关国际文件中。

习近平提出的理性、协调、并进的中国核安全观被写入《2016 年核安全峰会

公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

会层面”决议。在习近平有关全球治理、推动二十国集团合作等主张中，体

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多处被写入 2019 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

会公报》。[3] 中国提倡的“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被纳入 2020 年 4 月联合

国大会通过强化多边主义应对疫情的 74/270 号决议。[4]“一带一路”精神被

写入联合国、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欧会议等重要国际和地区机

制成果文件。[5] 在中国与柬埔寨签署的自贸协定中，“一带一路”倡议合作

[1]　傅莹：“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提升话语权”。

[2]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

2020 年 9 月 22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2/content_5546168.htm。（上网日期：

2021 年 7 月 3 日）

[3]　《中国外交 2020 年》，第 33 页。

[4]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20/2021）》，第 292 页。

[5]　《中国外交 2019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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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成章。中国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消除数字鸿沟、实现共同发展的主

张作为G20共识首次写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宣言》，并在《2040

年 APEC 布特拉加亚愿景》中得到充分体现。[1]

（四）形象影响力的提升

近年来，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国际公众对中国形象的好感度呈现连续上

升趋势。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9》显示，来自

22 国的 11000 个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为 6.3 分（满分为 10 分），

较 2013 年 5.1 分提升了 1.2 分。其中，海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整体形象好感

度较高，达 7.2 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海外民众认为中国未来应该优先塑

造“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形象。[2]

中国形象影响力的提升，突出体现为经济影响力与经济贡献得到国际社

会更广泛的认同。中国外文局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即

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为全球治理作出更

多贡献”。[3] 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与影响力也赢得国际社会更大程度的认同。

2020 年 10 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显示，有 48% 的受访者表示更愿

意称中国是世界经济领导者，3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全球经济领导者。[4]2019

年，盖洛普对 133 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全球领导力在 2008 年处

于第三位（仅次于美德），到2017年则超过美国位居第二，仅次于德国。[5]“亚

洲晴雨表”第 4 波（2014—2016）调查显示，42.99%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亚

洲最具影响力，高于美国（24.08%）与日本（10.44%），其中高达 66% 的韩

国民众认为中国在亚洲影响力最大。[6]

[1]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20/2021）》，第 289、455 页。

[2]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9》，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http://www.
accws.org.cn/achievement/202009/P020200915609025580537.pdf。（上网时间：2021年3月21日）

[3]　同上。

[4]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6,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
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9 日）

[5]　“America First? Rating World Leaders: 2019,” Gallup, https://www.gallup.com/analytics/ 
247040/rating-world-leaders-2019.aspx.（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1 日）

[6]　“The Asian Barometer Survey,” http://asianbarometer.org/data/data-release.（上网时间：

2020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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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案贡献力的提升

中国方案贡献力体现为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倡议与实施中国方案的能

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金砖国家峰会中提出“金砖 +”新型合作模式，推动建立更广泛的全

球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多次提出加强全球气候应对的中国方案，倡议并与其

他国家共提首份有关维和人员安全问题的第 2518 号决议，获得联合国一致通

过；中国还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指出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共建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1]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提出的关

于开展联防联控、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等一系列倡议与方案，更

是成为方案贡献力的集中体现。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处理 , 为解决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提

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 发挥中国独特的积极作用。[2] 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中国

提出“三个坚持”方案、“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进”思路。在伊朗核问

题上，中国推动多边斡旋外交，为打破僵局发挥建设性作用。在阿富汗问题上，

2012 年以来中国主持中阿巴三方对话，开创三方合作新模式。对于缅甸若开

邦问题，中国提出解决罗兴亚危机的停火、鼓励缅孟双方沟通、探讨治本之

策“三阶段”方案，获得缅孟双方支持。

（六）制度创设力的提升

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竞争”。[3]

中国通过创设国际组织和机构，改革和转变现有国际机制，努力为国际组织

输送高级人才，增加制度性话语权。[4] 王毅外长曾指出，“中国在国际体系

中的制度性权力得到显著提升。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

上升到第三位，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还成为了欧洲复兴开发银

[1]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20/2021）》，第 296、466、468 页。

[2]　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4期，第 6页。

[3]　张志洲：“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杭州（周刊）》2017年第 3期，

第 34 页。

[4]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

践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3期，第 3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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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成员，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综合评估已达到第二位”。[1]

中国制度创设力的提高，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功创

立和运营可见一斑。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设立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以适合

亚洲的模式促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五年来，

成员数量从最初的 57 个发展到分布六大洲的 103 个，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

中国制度创设力的提高还表现在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应对上。

中国倡议建立中国 - 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率先成立中韩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设立 5000 万美元的第 3期中国粮农组织南南信托

基金，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和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

究中心，还在中欧环境气候和数据领域新建两个高层对话机制。[2]

三、面临的挑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着西方霸权话语、跨

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等外部挑战，也面临着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滞后、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不足等内部挑战。这些挑战不但影响话语传播层面的议题设置

力与传播辐射力，还影响着国家认同层面的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力，并进

一步影响外交实践层面的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

（一）西方霸权话语挑战

随着中国实力增长，“守成超级大国”焦虑感和戒备心增强，对可能挑

战其国际地位的新兴大国加大防范力度。[3] 英国崛起曾被法国人指责为“来

自英吉利海峡的威胁”，苏联崛起曾被视作“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4] 中

国的发展也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发展还存在偏

见与误解。

[1]　“王毅谈创建亚投行：中国没有另起炉灶另搞一套”。

[2]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20/2021）》，第 254、260、294 页。

[3]　苏格：“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全面领航”，《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5期，第6页。

[4]　赵可金：“学者：‘挨骂’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环球网，2010 年 9 月 1 日，

https://finance.huanqiu.com/article/9CaKrnJosyU。（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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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通过对国际媒体及信源的垄断，控制了国际舆论走向。西方舆

论对中国有着对抗式的“二元对立”解读。2021 年 2 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

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将中国描述为世界大国，对美国发展构

成“严重威胁”，88% 的共和党领袖和 64% 的共和党公众认为美国应努力限

制中国实力增长。[1] 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9》

也显示，发达国家对中国整体形象的评分由 2016—2017 年的 5.6 分，降至

2018 年的 5.4 分和 2019 年的 5.3 分。[2] 西方霸权话语下“西强中弱”的舆

论格局，制约了中国议题设置力、传播辐射力、理念引领力、形象影响力、

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的提升。

（二）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

中国话语在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中西跨文化差异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冲突，其对话语权建设各方

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中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重在宏大

的目标蓝图，美国则强调解决具体问题的路线图，不愿“落入”中方设置的

议题。在“抗疫”进程中，中美关于封城、隔离等措施有着不同看法，一定

程度上也反映了双方的文化差异及价值观分歧。拜登在其就职演说中 12 次提

到“民主”，声称“美国保障了国内的自由，并将再次成为世界的灯塔”。[3]

美国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纽带，拉拢欧洲及亚太盟友，加大对华全面防范

与打压。

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还集中体现在中国国际话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

上。西方对于一些中国外交话语的经常存在误解，甚至是故意曲解。对于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将“大国”翻译为 Major-Country，美国媒体却翻译

为Great-Power，突出权力竞争色彩；中国把“一带一路”定义为“倡议”“国

[1]　“Divisions on US-China Policy: Opinion Leaders and the Public,” The Chicago Council, 
February 1, 2021,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divisions-us-
china-policy-opinion-leaders-and-public.（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9》。

[3]　“Inaugural Address by President Joseph Biden,”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1/20/inaugural-address-by-
president-joseph-r-biden-jr/.（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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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平台”，但国际社会却经常视其为中国的“strategy”“scheme”等。[1]

（三）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滞后

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外交理论体系建

设相对滞后的制约。美国提出所谓“中国威胁论”，通常在进攻现实主义、

文明冲突论等理论背书下以学术面貌出现，这给中国外交理论创新提出了很

大的挑战。当前，中国仍面临着外交理论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学术理

论缺乏体系性和创新性。[2] 中国在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

理论中国化、传统文化思想现代化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方

面取得的成果，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现实需求。

中国外交理念、原则与政策通常由领导人提出，学者进而进行政策阐释

与理论论证，在构建具有前瞻性与创新性的核心概念与外交理论上尤显不足。

如何更好地在融通中外基础上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获得国际社会认

同，是中国学者面临的重要议题。当前，国际话语研究中存在的单一环节、

单一学科所带来的孤立研究现象仍然相当突出，在话语构建、翻译和传播等

关键环节存在各自为政、相互脱节的现象，国际话语体系一体化、系统性和

跨学科建设仍有很大的不足。

（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足

中国在议题设置力、传播影响力和公信力方面存在不足，“声量跟不上

体量”。习近平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

‘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

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3] 中国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媒体，在

打造对外媒体旗舰队时仍存在业务重合、业务竞争等内部整合不足的问题。

主流媒体在“走出去”过程中，海外落地率和到达率还不足。[4] 社交媒体“走

[1]　李芳、尚新：“翻译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译苑新谭》2019年第2期，第36页。

[2]　杨洁勉：“改革开放 40年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国际问题研究》2018 年第 5期，

第 11 页。

[3]　《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 年版）》，第 147-148 页。

[4]　王宁、郭可：“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变革和发展”，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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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以及运用脸书、推特等国际社交媒体的努力又反复受到美国打压。中

国在顺应媒体数字化、网络化与移动化转型中，仍面临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融合模式创新不足的问题，尤其体现在面向国际受众的社会融合以及基于人

工智能的人机融合方面。

国际话语权建设离不开话语传播技巧与艺术的提升。当前对外传播的话

语表达存在较为严肃生硬、语言相对单一、同质重复现象明显，以及话语的

生动性、故事性与艺术性不足等问题。国际传播人才不足，在借助国际非政

府组织、国际学者，尤其是外国公众来讲述中国故事方面，还面临较大的短板。

四、深化路径

建设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积极回应各种挑战，

探索深化国际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一）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升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

面对西方霸权话语以及价值观冲突等一系列挑战，需要进一步推进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优化外交决策的战略协调机制，加强外交顶层设计与全方位、

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通过建立开放与包容的全球伙伴关系，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全面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充分

发挥包括政党外交、地方外交、公共外交、智库外交、媒体外交在内的多轨

外交与包括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环境外交在内的多元外交的作用。

提升中国方案贡献力，首先要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上，继续提出新

型地区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新倡议与新方案，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经济全球化、反恐、防扩散、抗击疫情、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等领域，主动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在伊

朗、阿富汗、朝核、缅甸等国际热点问题上，努力寻求国际合作最大公约数，

在穿梭外交、调停外交、斡旋外交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提升中国负责任

大国外交形象。

在制度创设力方面，需要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峰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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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合作机制的创新。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亚投行等机构中，加强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机制与规则建设的

制度影响力与创设力。在全球气候治理、环境治理规则以及国际数据与技术

规则的制定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中国的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的提升，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国内治理体

系与良好的治理能力基础上。只有构建和谐、包容、机会均等的国内社会，

中国方案在国际上才能更具说服力、感召力。

（二）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提升理念引领力与形象亲和力

面对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以及外交理论体系建设不足的问题，需要

加强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加强话语表达的学理性、逻辑性与系统性，进

一步提升外交理念引领力与国家形象亲和力。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

在于基于融通中外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国化与传统文化思想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运用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仁义”“道义”“信”“和”等概念思想，为中国国际话语构建提

供理论源泉。理论创新还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

进一步完善和平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原创性理论。为此，

需要加强跨学科、融学科研究，加强话语文本、翻译与传播三大环节的“一体化”

建设。

提升外交理念引领力，尤其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使中

国在“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 中

发挥更强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创造性发展“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和谐

万邦”传统文化基础上，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正

确义利观的理论创新。“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

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

感召力、公信力”。[2]

[1]　“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

上 的 主 旨 讲 话”， 共 产 党 员 网，2021 年 7 月 6 日，https://www.12371.cn/2021/07/06/
ARTI1625577778292250.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7 月 6 日）

[2]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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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形象影响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经济影响力与全球领导力方面，

中国形象亲和力在西方国家仍面临较大挑战。形象亲和力的提升涉及心理认

同层面，离不开核心价值观以及理论创新的建设。此外，还需要更多考虑当

前话语传播中存在的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差异问题，采用精准传播方式，推

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

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1]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

中国制度故事，讲好老百姓故事，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

通过言语的穿透力、观念的渗透力、事实的说服力，争取受众的理解、尊重、

认同。[2]

（三）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升议题设置力与传播辐射力

面对国际传播能力不足的挑战，需要从战略高度对国际传播进行设计与

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

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

局。[3]构建战略传播体系需要建立战略传播协调领导小组，以统筹政府、学界、

媒体、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多层次参与主体，并更有效发挥智库的

角色作用，使之成为链接多元主体的中转站，实现多方联动，形成话语合力。

提升国际话语权，需要主动设置议题，抢占舆论先机。讲述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加强“造船出海”“借船出海”“借

筒传声”意识，鼓励中外媒体与记者之间的交流合作，记者“走出去”与“请

进来”相结合，“自己讲”与“别人讲”相结合。团结知华友华力量，积极

借助国际组织、国际学者、国外公众来讲述中国故事，扩大舆论“朋友圈”。

加强国际传播辐射力，需要进一步深化媒体机制改革，推动媒体内部业

务深度整合，推动对外媒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

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傅莹：“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提升话语权”。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

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41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成就、挑战与深化路径

继续深化融媒体建设，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基础上，加强与国际受众

的社会融合以及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之上的人机融合，打造更多轻量化、可视

化产品。通过加强对国外媒体和公众的调研，采取有针对性措施，有效提升

中国媒体的海外落地率和到达率。进一步推动媒体本土化、分众化、精准化

传播。不断提升话语传播的技巧与艺术，推动话语主体多元化、内容丰富化、

形式多样化、表达生动化。重视民心民意的沟通，积极开展多形式的人文交

流活动，增强话语传播的针对性、时效性、感染力和亲和力。

（四）加强复合型多元人才队伍建设，为国际话语权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话语权竞争的关键在于人才的竞争。习近平指出，“要提高科学化专业

化水平，加强能力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纪律

严的外交队伍”，“外交人员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1] 除了外交

人才与国际组织人才外，习近平还提出“建设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

门人才队伍”“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

水平”等要求。[2]

国际话语权建设需要一大批具有良好政治素养、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与

业务能力的高端复合型人才，需要加强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整合重点高校

国际政治、国际传播、外国语等跨学科资源，积极探索“专才”与“通才”、

理论性人才与实践性人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顺应当前网络技术与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加强对文理兼通的复合创意型人才培养。在推动多元化人才

培养方面，加强外交、翻译以及国际传播人才的性别、民族、地域、语言、

文化等多元化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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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第 5-6 页。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

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