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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复杂社会背景下，国家形象塑造已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聚焦于传播媒介和国际关系的分析

难以满足其实践需求。象征政治学路径所提供的新认识论，有助于探寻此问题的解决之道: 首先，国家形象作

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可视其为象征政治系统中的一种结构性要素，由此解释其与其他社会现象间的关系。
其次，国家形象在外在形式上与政治象征相似，可视其为象征政治系统中进行意义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子系

统，由此解释其内部各方要素间的结构性关系。最后，国家形象与政治象征的内在结构皆由原象、映象和表象

三个层次构成，着眼于从原象到映象和从映象到表象的两重转变，可总结出国家塑造其自身积极形象的两种

“元策略”，即构建合宜的“国家内涵”和强大的“国家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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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认同和国家建设这两大攸关国家存续的议

题而言，国家形象塑造是 其 中 的 核 心 命 题 甚 至 必 要 条

件。①自 17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无论是致力于旧邦维

新的欧洲诸国，还是逐渐成功执国际社会之牛耳的美国，

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国家形象问题倍加关注。对百余年

来频繁变换其形象的中国而言，要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提

速和复杂化的今天，卓有成效地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道路，更有足够的理由将国家形象塑造当作一项基

础性的国家工程。②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塑造良

好的国家形象，但面临的挑战从未中断，③塑造效果也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④对此情形，有两点成因不容忽视。
一是在当下“复杂社会”的环境中，个体 /群体认同的多元

化趋向与国家形象认同的单向性旨趣多有龃龉，令一些

“头痛医头”或“自说自话”式的决策建议常常捉襟见肘，

由此亟待有效地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作通盘考虑。二是关

于国家形象塑造的理论和实践存在“重外轻内”和“重果

轻因”的问题，对国家形象的本质及其生成过程则关注寥

寥。这些都表明，国家形象的理论分析和塑造实践在认

识论意义上存在着不足: 既没有为观察和解释国家形象

提供一种系统性的视界，也未对国家形象的本质作根本

性反思。⑤

象征政治学这一特殊的理论视界，可以为弥补上述

不足提供一种新颖的思路: 首先，象征政治学能够以两种

不同的方式系统性地分析国家形象，一是将人类社会理

解为一个宏大的象征政治系统，国家形象是其中一种结

构性要素，分析视角是国家形象与各种其他要素之间的

结构性关系; 二是将国家形象理解为象征政治系统中的

一种子系统，其主要功能是进行象征意义的生产与再生

产，分析视角则转向其内部各方要素间的结构性关系。
其次，国家形象与政治象征共享同一内在结构，由此可揭

示出国家形象在本质上与象征关系一样，其内在结构由

原象、映象和表象三个层次构成。通过对从原象到映象

和从映象到表象这两重转变的基本特征的把握，可总结

出国家在自塑其积极形象时使用的两种“元策略”，即构

建合宜的“国家内涵”和构建强大的“国家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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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象征政治学为视界

“象征”作为人类社会进行沟通的特有方式之一，被

很多学者理解为人类思维和文化的基础，长久以来尤为

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所青睐，在用于分析宏观和微观

社会现象时表现出极强的解释力。如具有八十多年历史

的“象征 /符号互动论”被称作社会学中的“王者”，⑥“象

征人类学”则矗立在人类学中已逾半个世纪。⑦将象征与

政治结合在一起予以考虑并非空穴来风，正如政治人类

学家亚伯纳·柯恩所言，在任何情境下，人都具有一种双

重属性: 既是一种政治动物，也是一种象征动物。⑧不过，

虽然政 治 人 类 学 在 政 治 象 征 研 究 方 面 作 出 了 突 出 贡

献，⑨但未能铺设一条以象征为核心的分析路径。
政治学领域集中关注政治象征的历史已超百年。沃

拉斯等人早在 20 世纪初期就已论及象征在认知政治实体

和政治宣传等方面能力出众。⑩拉斯韦尔在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数十载学术生涯中步步推进对象征的研究。瑏瑡

穆雷·埃德尔曼于 1964 完成第一部成体系的政治象征研

究著作《政治的象征作用》时，可算是首次勾勒出象征政

治学路径的概貌。他基于“人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

将整个政治生活都视作一种“象征形式”。瑏瑢此后，查尔斯

·艾德和罗杰·科布在 1983 年出版的《象征的政治作

用》中力图完善埃德尔曼的研究，特别强调象征研究“潜

在地和公共政策、社会冲 突 以 及 政 治 整 合 的 研 究 者 相

关”。瑏瑣

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 1984 年指出，新兴

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应该“强调象征行动和意义系统的中

心地位”，并把“象征秩序”列为该学派应当主攻的六大方

向之一。瑏瑤即便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反思

该学派发展时忽视了政治象征的重要性，但异军突起的

政治心理学以全新的姿态将“象征政治理论”再次推至学

术界的前沿，瑏瑥随后便有政治学家发出“恢复象征政治

学”的呼声予以回应。瑏瑦三十余年来，从象征角度出发解

释政治生活的研究百花齐放，不断夯实象征政治学的理

路，有学者甚至指出，对政治象征的专门性研究已可为构

建学科 意 义 上 的 象 征 政 治 学 提 供“先 导 性 知 识 和 基

础”。瑏瑧

象征政治学在分析国家形象方面具有天然的优越

性。从国家形象塑造的方式和目的来看，它属于一种国

家认同问题: 具体的国家形象展示出的是国家认同的结

果( 如不同的立场和程度等) 。对于国家认同而言，与情

感和认知关联密切的象征性因素比环境性的因素更具影

响力，同时，无论是识别和认知作为一种政治实体的国

家，还是生成和呈现关于国家的某种意象，都离不开政治

象征的鼎力襄助。政治象征既是在意识中把握一个超出

个体直接感知能力之外的国家的必要手段，也是培养理

智认同和激发情感认同的关键方式。
在承担对国家形象进行系统分析的任务方面，象征

政治学具有毋庸置疑的可行性。象征政治学的对象是由

各种维度的社会生活所构成的政治世界———它是一个极

为庞大的“象征政治系统”，国家形象作为一种政治象征

现象自然也存于其中。此外，在象征政治学视域中，国家

形象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进行象征意义生产和再生产的

特殊装置，它是象征政治系统中无数的子系统之一。关

于国家形象的这两种不同判断，实际上也是对其进行系

统分析的两种不同路径。

二、国家形象的系统分析

象征政治学的核心旨趣是，围绕政治象征这一特有

的概念形态去描述一个宏大的政治领域内的人类经验。
象征政治系统可被视为“政治象征化”的整个政治世界，

在范畴上与“政治世界”几无差异。如此看来，象征政治

系统与戴维·伊斯顿所言的“政治系统”相比，其内容更

为丰富，其边界也更为辽阔。在伊斯顿的经典论述中，政

治系统以政府组织、政治体制和政治团体为核心结构，国

内社会和国际社会扮演着外部环境的作用。基于政治系

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输入和输出，人们通过决策行为

得以实现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瑏瑨在此行为过程中，

诸如社会文化、个体性情和国际关系等现象都是外环境

中的子系统，独立于政治系统之外。但在象征政治系统

中，伊斯顿所言的政治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的诸多子系统

共同承担着系统内的各项功能，彼此既没有内外之分，也

无高下之别，作为系统中的不同构件相辅相成。之所以

如此划分，是因为象征政治系统最为强调的是象征意义

的生成和应用，而生成的动力和应用的效能主要取决于

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两者中的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
罗伯特·杰维斯精辟地指出，系统分析的精髓就在

于要素的“位置”要比要素的“内在特性”更为重要。瑏瑩在

象征政治系统中，各种要素基于象征意义的生产和再生

产的内在要求，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要素间的互动( 如

合谋和冲突) 决定着系统的平衡或变动，而象征意义的生

产状态则直接反映出系统的运行状态。这意味着政治象

征的意义总是在不同政治主体的密切互动之中形成的，

任何一方的缺乏都会导致意义建构的失败，此外，也意味

着政治象征的“意义体系”承担着维护系统稳定的基本功

能。瑐瑠

与政治学的传统认识相比，象征政治学不仅构设出

一个范畴更广的系统，而且还持有特殊的问题意识: 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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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重点是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架构或制度性安排，后

者则关注各种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行为主体，如何通

过各种象征机制共同实现权力和制度的存继。这种问题

意识的巨大转变促成了分析目标的变化。以决策过程这

一政治学的经典议题为例，传统的政治系统分析在目标

上指向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在象征政治学视域中，

分析的重心则转向政策本身( 如生育政策) 对政策关联各

方( 如政府与育龄人口) 之间相互关系的调节，即具体政

策作为这种关系的表达，被理解为一种政治象征现象。
这种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强调了政治象征现象都具

有一种高度重视内部要素之间互动的系统结构。
在象征政治系统中，国家形象是一种有着严格意义

边界的特殊现象，与无数其他现象共存。可从这一状态

中引导出几个重要问题: 国家形象与哪些现象在结构性

功能上关联较密? 国家形象与那些与之关系密切的现象

如何互动，以及互动会产生何种影响? 解答问题的路径

有两条: 第一，从国家形象在象征政治系统中所承担的具

体功能出发。国家形象作为一种对于某个国家的印象，

属于国家认同问题，而国家认同又是国家建设的重要议

题之一。如此，国家认同和国家建设中的各种角色与国

家形象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在象征政治系统中对国家形

象进行分析时所应关注的主要内容。第二，从国家形象

自身的内容和特征出发。国家形象不仅集聚着多方行为

主体，还关涉到多种领域。在国家形象塑造的实践中，自

塑者、他塑者和国内外受众等各种行为主体，他们对特定

国家及其形象载体的关系有着各自特殊的解释，决定着

国家形象的形成和呈现。那么，每一种角色以及影响这

些角色作出判断和行为的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国

家形象的系统性功能产生影响。同时，由于这些角色以

及影响因素往往处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不同

的领域，因而不能简单地将国家形象的某种具体塑造活

动判定为某范畴( 如政治、经济或社会等) 中的一种孤立

现象，而是应该兼顾其复合性的多重面向，并厘清这些面

向之间的联结关系和作用方式。总之，将国家形象置于

象征政治系统中进行分析，有助于在一种复杂结构的背

景下更为全面地展现国家形象塑造的动因、过程和影响

等。
当然，我们不仅可以从国家形象所处的象征政治系

统出发对其进行系统性分析，还可以将其自身理解为象

征政治系统中的一种象征意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子系统，

藉此分析其本身的系统性结构和过程。首先，国家形象

内含的各方要素作为这种生产结构的基本组件，共同在

具体国家及其形象载体之间建立起象征性的表达关系。
分析的对象不仅包括各要素自身的属性和功能，更重要

的是他们 /它们在一种完整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和相互作

用。对各方要素的准确定位，也是这种角度下国家形象

系统分析的突出优点之一，有助于为国家形象塑造提供

一种更为稳定的解释框架，以同时把握其静态和动态两

方面的整体性表现。其次，国家形象的塑造是象征意义

生产的系统性过程，其特征是: 各方要素的相互作用不仅

遵循着一定的先后次序，而且在不同领域之间切换或交

互。这一过程显然无法在某一种学科体系中得到全面解

释，而不同学科范式间的界限和差异又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它们在此问题上的交流。对此，象征政治学提出了

一种具有操作性和解释力的方案: 依靠象征畅行于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种领域的能力，将跨越多领域的国

家形象过程统摄到一种政治分析的框架下予以考虑，同

时由学科交叉而形成的新知识范畴亦会对之产生助益。

三、国家形象的内在结构

国家形象与政治象征具有相似的外在形式。在政治

象征中，象征物通过表达象征本体生成政治意义; 在国家

形象中，形象载体通过表达国家而生成政治意义。可以

简单地说，国家形象是形象载体对国家的一种象征性表

达。除外在形式上的相似性之外，国家形象与政治象征

还具有相同的内在结构。探析国家形象的内在结构，一

则可以更为精确地把握国家形象内含诸结构要素的具体

位置和相互关系，这对于深化前述关于国家形象的系统

分析大有裨益; 二则可以阐明国家形象的本质特性，有助

于在国家形象研究的纷繁争论中构筑起一种共识平台，

并为国家形象塑造实践的设计、评估和革新提供基础性

的理论支持。
象征是象征物和象征本体这两种不同范畴的事物之

间基于类比逻辑形成的表达关系，这种表达关系使得前

者获得了来自于后者、且原本其不具有的特殊意义，即象

征意义。象征意义的内容取决于两者用于类比的具体属

性，象征物( A) 具有属性( a1、a2……) ，象征本体( B) 具有

属性( b1、b2……) ，象征关系则表述为“an 之于 A 正如 bn

之于 B”。学者们在国家形象概念的界定上虽多有不同，

但基本上承认它是一种对作为地理和政治实体的国家的

判断。瑐瑡不过，这种“判断”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实体”本

身，而是形象载体的某种属性，是它表达出的某方面的国

家形象。因此，国家形象作为国家与其形象载体之间关

系的构建，其完整表述是: 形象载体和国家各自内含的某

种属性之间的类比，通过认识主体的事实判断或价值判

断以及在经验世界中的再现，形成并呈现出某种具体的

意义。国家形象与象征具有相同的逻辑和特征。这不仅

强化了象征政治学路径在国家形象研究上的必要性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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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还可以推论出象征关系的内在结构是在本质上把

握国家形象现象的出发点。
在象征关系的建立过程中，象征物和象征本体自身

的形态经历了三重变化，首先它们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

自在之物，随后进入思维活动中成为主观性的意识内容，

最后通过社会中各种符号系统成为可被直接感知和理解

的客观对象。我们将之分别命名为“原象”、“映象”和“表

象”。三者是象征的本质特征，既在静态意义上显露出象

征结构的基本层次，也在动态意义上描述出象征关系从

生成到表达的整个过程。
原象是作为被体验物的象征物和象征本体各自所具

有的全部属性的集合。构成原象的属性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直到意识到它的时间开始后才能够被赋值( 即“属

性值”，attribute values) 。原象既可能是可显现的具象之

物，也可能是主要以“概念”形态存在的抽象之物。无论

象征物和象征本体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原象就是它们

本身作为“物”的整体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事物的原象属

性及其属性值往往极为丰富，从而为映象和表象提供了

大量的基础性资源。象征物和象征本体之间的联结关系

首次出现在映象层次中。映象指的是象征物和象征本体

的属性在思维活动中所形成的映射关系。映象层次是象

征意识从形成到强化、从简单到复杂的累积过程。在映

象层次中，原象作为众多属性的客观统一体失去了独立

地位，控制权已经被移交给依靠感知把握现象的思维主

体。表象指的是映象通过各种符号系统以可被经验的方

式在客观世界中的再现。语言、文字、图像和行为等符号

系统是表象最为重要的载体，言语内容、报纸书刊、影视

作品和各种社会活动则是最为常见的表象终端。不经过

符号系统及其终端的“显像”，映象就只是一种个体或群

体的意识，无法在真实而具体的经验世界中被直接读取。
表象在形成之后会立即参与到日常世界的文化生产和社

会建构的过程中，它具有影响主客观世界的动力和能力。
原象、映象和表象由内而外地构成了“象征之城”的“三

环”，必须贯穿三环方可领略象征的全貌。基于象征的内

在结构来解析国家形象，有助于观察和把握其完整的内

容和生成过程，从而为探寻和评估其塑造策略提供一条

新颖的认识论路径。
国家形象的原象由特定国家的原象和形象载体的原

象两部分内容构成。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它们不是“零

碎信息的汇聚”，瑐瑢而是承担着在具体意义上建立国家及

其形象载体之间表达关系的重要功能。几乎所有与某国

相关的，尤其是被识别为“属于”某国的事物，都能够在一

定条件下充任该国的形象载体，比较常见的包括该国的

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公共政策、群体性事件、个体性行为

以及大型的仪式或仪式化活动( 如国际会议和体育赛事)

等。形象载体的原象是其包含的所有属性的事实本身。
以表现某方面国家形象的某种公共政策为例，该政策原

象包括具有权威性的法规条文，决策者的公开意见和解

释，以及政府机构、其他公共组织和政策对象的相关实践

等内容，其中任何一项内容都可能在某种情形下成为国

家形象的具体表达者。由此可见，国家形象载体往往具

有海量的原象信息，塑造者和受众都难以全盘掌握它们。
由于进行类比的是载体与国家各自的某方面属性，因此

形象载体对国家的象征性表达存在着复杂多变的可能

性。这就要求为国家形象中的表达关系提供更为精准的

界定。以“传统文化表现出中国的国家形象”为例，这一

笼统的表述用于指导具体实践时便缺乏了可操作性。最

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传统文化中的何种事物表达出了

何种( 可能不仅是文化) 国家形象。如此才能将国家形象

置于更为具体的情境中讨论，并使理论探索与国家形象

塑造的实践结合得更为紧密。同时，“何种国家形象”在

此指出了国家原象的主要内容，可以将之理解为国家生

活的各种领域。在领域的分类上，既可作通俗区分，如政

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社会等，也可基于某种观察角度进

行区分。无论采取何种分类，国家原象强调的是各种领

域本身的真实状态，形象载体一般来说在涵括范畴上要

远远小于相关领域。
国家形象的映象指的是塑造者和受众对国家形象载

体与国家之间类比关系的判断结果。由于塑造者和受众

的感觉和认知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导致他们

心理活动发生变化的各种变量，都是影响映象生成的重

要因素。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再加上载体原象和国家原

象本身的复杂性，一同对塑造者和受众的判断活动构成

了巨大挑战。基于判断活动通常是在一定时间内作出

的，因而从原象中遴选出合适的属性以及对其赋值和类

比的整个思维过程，就对启发式或认知捷径等认知偏好

机制极为依赖。这些机制所导致的映象的不确定性和不

稳定性，以及映象作为纯粹的心理活动所具有的不可观

性，并不能降低映象在国家形象的结构中的重要性。因

为对于最终呈现在经验世界中的国家形象的表象来说，

映象是其必要前提。
国家形象的表象主要是指形象载体与国家之间的类

比关系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可感知的符号系统呈现出

来的信息。国家形象的表象具有鲜明的群体性特征，既

以群体为对象，也以群体性的介质为载体。瑐瑣表象必须能

够被直接感知，它是想象的外放和反思的现实产物。在

政治生活中，官方话语、传媒话语( 包括知识分子在公共

空间中的话语) 和民间话语是三种最为常见的表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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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对国家的界定、描述或评判是国家形象塑造的主要

方式和表现，成为当前国家形象研究中最为主要的原始

材料。官方话语( 尤其是与国家形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

政府决策等) 通常在研究中扮演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反思

性研究并不多见。传媒话语一直是国家形象研究的重

镇，已经得到非常充分的关注，但对媒介策略和效果的相

对复杂和深入的比较分析极为匮乏。民间话语的研究处

于起步阶段，因为其信息过于庞杂，且与另两种话语类型

相比在客观性方面较弱，所以研究难度颇高，但这也意味

着其中具有丰富的研究空间。
从原象到映象、再到表象的层次演进，完整地勾勒出

了国家形象的生成和显现过程。在此演进过程中，从原

象到映象的转变和从映象到表象的两重转变殊为关键，

两者分别决定了国家形象的首次形成和国家形象的首次

社会化。把握住这两重转变的过程和特征，有助于构建

一个国家塑造其积极形象的基本策略。

四、国家形象塑造的元策略

任何国家都追求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因为“提升的

国家形象可以转化成更多的现实收益”，瑐瑤并有助于维持

政治秩序、巩固公共认同和提供政策支持。不过，这种国

家形象的自塑活动既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构建一种良好的

国家品牌，毕竟国家形象远比国家品牌复杂; 也不能仅仅

被置于国际冲突的背景下予以理解，因为其影响力涉及

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复杂情境下的多元化塑造策略自

然极有必要，但它们在应用中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 有些

过于宏大或主观化，难以用于具体的塑造情境中; 有些则

过于细微，使得其前提条件比较苛刻或施行成本相对较

高。这两类策略之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

满足国家形象之内在结构顺畅运行的要求，即其原象、映
象和表象这三个层次间的两重转变的效能较低。

我们基于两重转变的要义，构建两种国家自塑其积

极形象的基本策略。第一重转变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思

维活动从形象载体和国家的原象中遴选出最为合适的类

比属性，以保证最终形成更为深刻的映象。基于此推导

出的策略是构建合宜的“国家内涵”。第二重转变强调，

要将映象中的重要信息和能量尽可能无损耗地、准确地

转化为客观世界中富有吸引力的表象。这一转变提供的

策略建议是构建强大的“国家引力”。“国家内涵”和“国

家引力”迎合了一个国家在内外两个方面塑造其自身积

极形象的基本诉求。
合宜的“国家内涵”诉求的是国家及其形象载体的原

象属性之间是否能够形成合适和有效的映射。这种存在

于思维活动中的映射实际上是对特定国家之形象的事实

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综合，在生成和稳固之后便成为一种

完全的“国家意识”。它能够充当对该国各项事务进行认

知时的心理基础，而这正是国家形象这一现象在政治生

活中具有巨大威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国家与其形象

载体在映射中实现了叠合，而且两者作为不可分割的象

征关系双方，共同呈现出关于国家本身的种种意义，所以

在此使用“国家内涵”而非“国家形象内涵”。
构建国家内涵的前提条件是，基于国家原象属性的

梳理选择合适的形象载体。国家原象属性数量无限，必

须从中择取出能够引发受众强烈共鸣的那些属性。能与

国家原象属性相映射的形象载体也难以穷举，两者既可

能处于同一范畴中，也可能处于不同范畴中。不同的形

象载体在表达同一种形象方面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

两者的匹配度应该得到优先考虑。这需要先对国家及其

形象载体的原象属性做出客观评估。目前国家形象塑造

研究中多为主观评估，强调的是“应该要塑造国家的何种

形象”，且常常宽泛地采用“各种积极形容词 + 国家”的表

述模式。实际上，如果不能在客观意义上阐明“为何是这

些类型( 而不是那些类型) ”，就会使评估有空洞、甚至流

于语言游戏之嫌。
国家原象属性的评估以准确性为基本标准，其中对

综合国力的精准衡量是关键所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国家形象塑造目标之选择的轻重缓急。这是因为，诚

然各方面的积极形象都很重要，但特定时空中的国家既

对不同方面的形象有不同程度的需求，也在不同方面有

不同数量可供使用的塑造资源。形象载体原象属性的选

择标准则是其是否具有延展性和代表性。高延展性意味

着原象属性的数量丰富，既能为映射特定的国家原象属

性提供大量可能性，还能吸引更多潜在受众的关注和认

同。高代表性意味着原象属性具有较高的显示度，其表

达的信息覆盖性较广，能够在为广大受众所接纳的同时，

还拥有较强的传播能力，特别是与各种媒介之间的亲和

度较高。
经过客观评估的国家及其形象载体的原象属性是对

国家本真状态的描述。两种原象属性之间的映射，又突

显出国家建设之实然性和应然性的吻合。这两个方面正

是国家内涵的主要内容，即国家的本质特征。国家内涵

在终极指向上避开了黑格尔所言的作为“绝对自在自为

的理性东西”的国家，瑐瑥而是在现象学意义上显现为国家

之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瑐瑦国家内涵最终是否合宜，能够

通过两类原象属性之间的映射关系的强弱反映出来，其

主要衡量指标是耦合性。强耦合性意味着两类原象属性

不仅关联紧密，而且相互依存，在一种结构中承担着对彼

此的责任和义务。它们的对应关系是在舒茨所言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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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中得以完成的，其“真正的原因动机”主要来自于构

想者的“过去经验”。瑐瑧过去经验作为映射关系的生产和

再生产场所，也意味着传统文化、集体记忆和政治社会化

等都是具有体系性和制度性的、能够强化原象属性映射

的重要机制。此外，这亦强调了从原象到映象的转变虽

然以人类的思维活动为处理内核，但从未排斥客观情境

的潜在影响。
如果说构建合宜的国家内涵是一种先导性策略，那

么构建强大的国家引力则是一种后继性策略，其主要目

的在于，让最终呈现出的表象内容获得受众的高度认同。
塑造者在这一任务中既要保证其映象中形成的信息完整

而准确地输入表象之中，又要构建意义丰富且极具魅力

的表象属性。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冒着简单化的风险使

用一个公式来描述国家引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F = V
Ｒ1Ｒ2

Ｒ3
。其中 V 表示“价值共识”( Value Consensus) ，Ｒ1 表

示“映象”( Ｒeflection) ，Ｒ2 表示“表象”( Ｒepresentation) ，

Ｒ3 表示映象和表象之间关系( Ｒelationship) 的紧密度。这

一界定综合考虑了映象和表象两个层次的内容及其相互

关系，同时引入价值共识的概念充当一种“引力常数”，以

在大时空尺度中考量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国家引力兼

顾了自塑者的主客观活动与其所依存的伦理环境。当

然，由于国家引力的主要作用对象是国内外受众以及国

家形象的他塑者( 他塑者实际上也是自塑行为的受众之

一) ，所以对引力效果的衡量往往要兼顾考虑各方在映象

构造和表象呈现上的具体状况。
首先，映象在国家引力中的数值主要体现为其质量

的高低。高质量的映象意味着塑造者在思维活动中建立

了国家及其形象载体之间稳固而深刻的关系，由此形成

的结构性信息在认知过程中能够发挥出基础性的作用，

它通过各种心理机制成为记忆留刻的内容、判断推理的

前提以及指导行为的原则等。在对国家内涵的分析中实

际上已经指明，强化映象的路径之一是提供高契合度的

国家及其形象载体的原象属性，而从自塑者本身出发，还

可以发现另一条强化路径，即提高自塑者组织和构想原

象属性的思维能力。此外，不同领域的交叉和互补也对

此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其次，表象数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展示国家形象的

符号系统是否有效地发挥了其表意功能。学者们对国家

形象的文本载体、传播策略以及外交政策的研究大多关

切的正是此方面内容。在测度符号系统表意的有效性方

面，南希·利文伯格曾基于“国家形象丰富度”( national
image richness) 概念设计了四个指标:“形象效价”、“形象

显现度”、“形象幅度”和“归因”。瑐瑨其研究对象是作为一

种表象符号系统的电视媒体，因此这些指标可用于衡量

表象数值。对于自塑者的国家形象表象呈现而言，这些

指标也有助于确定具体的自塑内容。以表象呈现的符号

系统为主要观察点，这些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 1 ) 对本

国的积极评价内容; ( 2) 运用符号系统的数量和方式; ( 3)

形象载体属性的应用和挖掘; ( 4) 对国内外受众的解释。
第三，紧密的映象和表象关系表明 Ｒ3 值较小，与之

成反比的国家引力值 F 则更大。关系的紧密度意味着从

映象到表象的转换过程中实现了信息的高效传输，即思

行一致。在国家形象塑造的实践中，自塑者映象中的国

家形象和表象中的国家形象达成一致并不容易，造成思

行差异甚至思行背谬的原因在于: 自塑者在形象载体的

选择、载体属性的表意以及符号系统的应用等方面有所

欠缺。由于自塑者呈现出的表象也是受众映象的主要来

源，因此，这一数值亦可部分地读取自两种行为主体间的

映象差距: 差距越小则 Ｒ3 值越小，国家引力越大。
最后，价值共识并不是一种数值恒定的常数，而是强

调其在国家引力存在的环境中是一种普遍存在且不易变

动的重要因素。与国家引力公式中的其他变量不同，价

值共识处理的不是自塑者自身的状况，而是对自塑者和

受众两种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特殊表述。这种关系的融

洽能够给国家引力带来一定的增幅。对于自塑者而言，

受众主要有两种类型: 国内受众和国外受众。因此，在共

识的价值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在一国之内，共识的

价值主要是共同体内部的普遍伦理，它同时调整个体与

个体、家庭、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包含内在信仰驱动

和要求的意识形态结构是这种伦理的重要定型。在异国

之间，共识的价值则主要是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即对当前

全球化背景中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基本判断。价值共识

的积极作用也可以从敌对国家的民众会贬低对方的国家

形象的行为中得到证明: 价值观念的冲突令对方的国家

形象直接失去吸引力。
国家引力的力量之源主要来自于自塑者，其映象和

表象的质量、关联度和两者之间的转换效率，以及在价值

共识方面的构建效能等都能够对其施力强度产生影响。
当然，对于国家引力的作用效果而言，受众作为受力者，

其状态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变量。受众有着相对独

立的国家形象塑造过程，同样包括从原象到映象、再到表

象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自塑者呈现出的表象信息便

成为受众所要处理的重要信息资源。对自塑者构建合宜

的国家内涵和强大的国家引力的实践来说，受众在两重

转变中可能出现的“错判”会发挥其消极作用。在从原象

到映象的转变中，受众的错判主要表现为，遴选并映射的

原象属性与这些属性的本真状态不一致，即“所信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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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从映象到表象的转变中，受众的错判则主要表现

为，依靠符号系统呈现出的国家形象与他们思维中的国

家形象不一致，即“所现非所思”。对这些错判的防范与

纠正，亦是自塑者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五、结语

弱国几无形象可言，崛起中的强国则无不苦心孤诣

地塑造其积极形象。由于“国家形象和国家现实之间往

往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尖锐分歧”，瑐瑩因此，如果将国家形

象工程视作一种“政绩工程”或“面子工程”，就会不可避

免地导致这些分歧的增大或恶化。国家形象工程必须通

过系统性的策略及其实践，以切实有效地构建国家认同

和民族认同，激发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巩固和提高政

府的合法性，丰富和增强国家软实力，以及促进社会、文

化和经济等领域的发展等。就此而言，国家形象工程与

民族国家建设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贯通性。国家形象的这

些多重功效也强调它是一项所涉极广的系统工程，当前

偏重传播策略、个案文本和外交政策的研究难以应对其

面临的复杂环境。这些研究经常将国家形象当作一种已

经生产出来的“成品”以讨论其“销售”，而在一定程度上

忽视了对其“用料”和“制造”的关注。
象征政治学的分析路径能够充当国家形象研究的一

种基础理论。宏大的象征政治系统如同一张象征之网，

不仅将社会中作为国家形象塑造主体的无数个体和群体

都囊括其中，瑑瑠而且将国家形象本身视作一种结构性要

件安排其承担相应的系统性功能。同时，国家形象本身

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象征，借助原象、映象和表象这

三种象征的内在结构层次对国家形象进行解析，能够呈

现其本体论意义上的本质特征和完整的生成过程。象征

政治学的分析路径也为国家形象的塑造实践提供了一种

基础性的策略建议，“国家内涵”和“国家引力”能够反映

出国家形象内在结构的本质性特征，两者是思考、评估和

设计各种具体塑造策略的基础平台和资料库。
国家形象塑造是任何国家在其复兴之路上的一项必

然要求。中国学界十余年来对国家形象问题的持续关

注，是对一个再度崛起的现代化大国如何恢复其国族荣

光和重构其国族认同的探索。但与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叱

咤一时的近现代西方强国不同，在今天，深入的全球化进

程、汹涌的政治民主化浪潮以及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革

命，构成了“中国梦”的全新背景，存于其中的复杂性也对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瑑瑡

唯有在认识论意义上重新反思国家形象，主要是在理论

上把握住国家形象的本质，兼而为其复杂状况提供系统

性的分析框架，才能真正地做到“谋定而后动”。就此而

言，以政治象征为核心的理论探索，至少是国家形象研究

中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路径之一，象征政治学理路在学术

史中已经得到证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意味着能够通

过它构筑起国家形象研究的基础平台，为不同知识领域

的学者提供充分的争鸣或共鸣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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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ymbolic Politics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Images Building

Wang Haizhou

Abstract: National images building has been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lexity society and the studies focusing on communic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 been
hard up to its practical demands． The symbolic politics approach provides a new epistemology to
solve this dilemma． Firstly，it could expla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al images and other social
phenomenon by considering national images as a structural element of the symbolic politics system．
Secondly，it could explain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 among all sorts of internal elements of national im-
ages by looking it as a subsystem of producing and reproducing meanings which has a same external
form with political symbol． Finally，both national images and political symbols have a same internal
structure composed of three levels of origin，refle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t could develop two“me-
ta-strategies”for building positive national images from the two transforms of the three levels: one is
the strategy of constructing an appropriate“national connotation，”and the other is the strategy of
constructing a powerful“national gravit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image; symbolic politics; China; na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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