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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媒体合作促进中非民心相通

张艳秋

　 　 内容提要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中非合

作论坛是建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与机制ꎮ 从中非合作的问题意识出

发ꎬ 研究并促进中非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ꎬ 对于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ꎮ 民心相通是筑牢中非命运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ꎬ 也是中非媒体交流与合作的目标诉求ꎮ 在建构中非命

运共同体的使命下ꎬ 中非传媒领域的实践者与研究者应内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ꎬ 针对中非合作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问题ꎬ 推动中非传媒研究学术共同

体建设与合作ꎬ 以建构性新闻探讨中非合作的解决方案并分享解决之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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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艳秋ꎬ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研究院副院长、 非洲传媒研

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ꎮ

中非交流源远流长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非合作不断深入ꎬ 中非关系已

进入快速发展期ꎬ 非洲国家也已成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国际伙伴ꎮ 然

而ꎬ 当今世界仍存在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也面临

着诸多各自的内部问题与共同挑战ꎮ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ꎬ 合作共赢是

中非合作的共同诉求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ꎬ 在 ２０１８ 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上ꎬ 中非双方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ꎮ
基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使命ꎬ 中国非洲研究院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成立ꎮ 这是中非学术交流的一个里程碑ꎬ 也是落实 ２０１８ 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 “人文交流行动” 的富有前瞻意义的重要举措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对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所致的贺信中强调ꎬ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ꎬ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ꎬ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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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民友谊源远流长ꎬ 彼此间要积极促进文明互鉴ꎬ 造福中非人民ꎮ 这不仅

意味着中非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被寄予新的期待ꎬ 更

是基于学术智库交流的层面而强调促进中非文明互鉴、 民心相通的重要意义ꎮ

民心相通是筑牢中非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走过了 ７０ 年的合作发展历

程ꎬ 双方始终互为兄弟、 朋友和伙伴ꎮ 从共同建立和发展中非合作论坛机制ꎬ
到建设新型战略伙伴关系ꎬ 再到非洲成为 “一带一路” 的重点合作区域ꎬ 中

非合作的历史及现实意义举世瞩目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习近平主席在提出 “丝绸之

路经济带” 倡议之时ꎬ 就提出了 “五通” 概念ꎬ 即政策沟通、 道路联通、 贸

易畅通、 货币流通、 民心相通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 «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ｌ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文件ꎬ 更是明

确将非洲作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区域之一ꎬ 而 “五通” 概念也再次被

提及和阐释ꎮ 其中ꎬ 民心相通进一步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及学者的普遍关注ꎻ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ꎬ 民心相通是中非友好合作的前提与基础ꎮ

媒体是增进中非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ꎮ 直面中非合作面临的挑战ꎬ 从问

题意识出发ꎬ 研究并促进中非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ꎬ 对于促进中非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以非洲涉华债务问题为例ꎮ 近年来ꎬ 非洲国家外债总额逐年攀升ꎬ 凸显

日益严峻的债务问题ꎬ 成为非洲民众普遍关注的焦点ꎮ 其中ꎬ 中国在非洲债

务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及争议ꎮ 中国债务贡献论、 中国债务威胁论及中国

债务陷阱论成为争论的三种主导话语ꎮ 而出现非洲涉华债务问题负面舆情议

题的重要原因在于对中国在非洲债务共有知识和科学认识的缺乏ꎮ① 针对债务

问题ꎬ 国际媒体包括非洲媒体也呈现出两种 “截然不同” 的论调ꎮ 一部分媒

体认为ꎬ 非洲向中国借贷有利于推进中非及南南合作ꎬ 对中国无附加政治条

件的贷款表示赞赏ꎻ 而另一部分媒体则认为这是一种 “新殖民主义”ꎬ 中国是

在变相 “控制” 非洲ꎮ 以肯尼亚蒙内铁路的修建运营为例ꎬ 西方普遍认为 ３８
亿美元的建设成本超出了肯尼亚的经济承受能力ꎬ 高负债率将使该国经济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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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可持续的泥沼ꎮ 然而ꎬ 这种论点仅静止地纠缠蒙内铁路的造价ꎬ 没有考

虑到铁路运营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效益ꎮ①

中非合作中的不少问题成为负面舆情的焦点ꎬ 被误读和误解的问题频频

出现ꎮ 然而ꎬ 学界及媒介并没有及时而全面地解释非洲债务问题ꎮ 就债务问

题而言ꎬ 非洲和西方媒体很少探究非洲国家涉及贷款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指向

等事实ꎬ 而是主要从中非关系的地缘政治背景进行报道ꎬ 并将其视为解读非

洲公共债务增加、 影响及后果的关键因素ꎮ② 显然ꎬ 这样的报道视角并不能就

债务问题提出真正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ꎬ 同时还会动摇到非洲公众对中非合

作的信心ꎮ 此外ꎬ 在 ２０１８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向非洲提供

６００ 亿美元资金支持、 ２０１９ 年涉及非洲来华留学生的山东大学 “学伴事件”
等ꎬ 也引发了部分中国国内公众对中非合作的质疑ꎬ 认为中国只是在 “讨好”
非洲ꎮ 在中非合作范围内ꎬ 如果学界、 媒介对问题阐述不清ꎬ 不能够提出并

传播让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ꎬ 民众就可能困惑、 误读乃至质疑ꎬ 民心就会摇

摆不稳ꎬ 中非合作民意基础就会面临挑战ꎮ
事实上ꎬ 负面舆情的出现与学界对政策及危机事件解释不及时或缺乏说

服力有关ꎬ 也与新闻媒体对这些问题的报道不够深入有关ꎮ «２１ 世纪以来中

国援助非洲的舆情评析研究———基于 １９ 年来 ６１ 家重要报刊 ２５５ 条文献的分

析» 一文指出ꎬ 中国对非援助的报道以消息、 通讯类偏多ꎬ 深入的新闻评论

和学术分析不足ꎮ③ 可见ꎬ 中非学界及媒介要通过对话、 合作和交流ꎬ 在更多

领域促进民心相通ꎬ 同时ꎬ 要找到新的报道理念应对出现的问题与挑战ꎬ 为

公众提供意见参考ꎬ 不断筑牢中非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民意基础ꎮ

中非传媒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手段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开展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ꎬ 也是中非集体对话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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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平台ꎮ ２０１５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重要成果——— «中非合作论

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 提出要加强中非新闻传播领域的合作发展ꎬ 促进双方

人文交流ꎻ ２０１８ 年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讲话中指出ꎬ
打造中非媒体合作网络ꎬ 扩大教育、 智库媒体等各界人员交往ꎬ 拉紧中非人民

的情感纽带ꎮ 可见ꎬ 民心相通是中非媒体与智库交流与合作的目标诉求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内化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ꎬ 需要中非学界和媒介对此进行深入的解读和传播ꎬ 尤其是要针对中

非合作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ꎬ 探讨解决方案并分享解决之道ꎮ 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有其独特的内涵ꎬ 核心是从政治、 安全、 经济、 文化、 生态等五

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中国与非洲国家如何通过媒体促进民心相通、
如何从上述五方面解决中非双方面对的共同挑战ꎬ 从而建构更加紧密的中非

命运共同体ꎬ 应成为中非媒体业界及学界共同应答之题ꎮ
中非合作有长期的目标与挑战ꎬ 也有近期的问题与困惑ꎮ 这要求学界、

媒介对此要加以研究并有所厘清和明示ꎮ 学界和媒介在引导舆论方面有着相

通的核心诉求ꎬ 即对各类公共问题释疑解惑ꎬ 促进理解ꎬ 以求共识ꎮ 可以说ꎬ
促进中非间 “民心相通” 已成为中非媒体研究及智库交流与合作的紧迫使命ꎬ
这包括就彼此间存在的刻板印象等问题进行解读ꎬ 也包括促进中非文明之间

的对话与互鉴ꎮ
但长期以来ꎬ 西方发达国家既是世界话语的主产地ꎬ 又是传播渠道的主

控者ꎮ 在国际新闻领域ꎬ 非洲国家的传播媒介缺乏自己的国际新闻消息来源ꎮ
在 “西强我弱” 的国际传播格局和传播语境中ꎬ 中非自身的媒体及媒体学术

话语建构与彼此间的认知沟通滞后于双方的经济合作与交流ꎮ
对于中国传媒研究学者来说ꎬ 要认识并把握深受殖民历史及西方国家自

由新闻理念影响的非洲媒体及它们面临的困境和问题ꎮ 非洲新闻业发展根植

于欧洲的殖民统治ꎬ 又与脱殖运动、 国家建设以及全球化扩张密切相关ꎮ 复

杂的国际及国内社会历史背景使得非洲国家传媒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特殊性ꎬ
同时又面临各种现实的困扰与挑战ꎮ 尤其在冷战结束后ꎬ 伴随着全球范围内

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ꎬ 非洲国家的新闻业逐步发生转型ꎬ 即由政

治统治工具转向拥有第四权力的 “看门狗”ꎬ 由专制主义新闻体制转向公私并

存的自由化、 多元化传媒体制ꎮ 这样ꎬ 一方面ꎬ 非洲国家媒体广受西方国际

媒体影响ꎻ 另一方面ꎬ 其媒体发展的滞后、 不足及媒体的多极化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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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ꎬ 又对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形成潜在的制约ꎮ 而在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ꎬ 非洲国家又遭遇互联网发展滞后及网络主权建设危机等多重

挑战ꎬ 非传统安全问题在网络空间层出不穷ꎬ 信息安全及互联网监管等对非

洲国家形成新的挑战ꎮ
非洲媒体及传媒学者不熟悉中国的新闻传播体制及新闻理念ꎬ 甚至对中

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还存在许多误读ꎮ 受西方国家的影响ꎬ 非洲的媒体理念

与传媒体制更亲西方ꎬ 而远离中国ꎬ 这种情况在众多非洲国家并不鲜见ꎮ 因

此ꎬ 非洲媒体ꎬ 尤其是最为活跃的私营媒体ꎬ 多倾向于批判性审视中国走进

非洲ꎬ 造成了非洲本土媒体与西方媒体一同呈现负面报道中国的情形ꎬ 进而

带来了非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偏差与误读ꎮ
媒体一直是公共外交的主渠道ꎮ 近年来ꎬ 中非媒体研究学界达成的一个

共识是ꎬ 双方要建构自主而多元的传播主体ꎬ 讲好中非自己的故事ꎬ 不做西

方媒体中的他者ꎮ 中国的媒体不仅要在非洲讲好中国故事ꎬ 同时也要对国内

讲好非洲故事及中非合作故事ꎬ 以 “互动” 和 “双向” 为路径ꎬ 建构彼此间

的民心相通ꎮ
近年来ꎬ 中国政府从传统外交及公共外交着手ꎬ 加大了对非传播力度ꎬ

尤其是随着中国国际电视台非洲分台在非洲肯尼亚落地ꎬ 中国对非传播已形

成以传统媒体为主的大格局ꎬ 传播效果初显ꎮ①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近年来以非

洲本土母语译制的电视剧在非洲的播出ꎬ 成为其对非本土化、 贴近性传播的

增长点ꎮ 中国民营企业四达时代集团在非洲 ３０ 多个国家通过投资数字电视ꎬ
助力中国国际电视台、 新华电视网络、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等 １８ 个中国主流

媒体频道在非洲落地ꎬ 已成为在非最具影响力的付费电视供应商ꎬ 从影视文

化切入ꎬ 传播更加丰富多元的中国ꎬ 为 “中国声音” 对非传播提供了长期稳

定的渠道和平台ꎮ 此外ꎬ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自 ２０１４ 年开始每年邀请非洲国家

的记者来华ꎬ 依托中非新闻交流中心展开为期 １０ 个月的在华采访报道ꎬ 向非

洲报道和讲述非洲人自己看到的中国ꎮ 在讲中国故事时ꎬ 他们的话语更有说

服力和可信度ꎮ
在对非学术交流及公共外交规划中ꎬ 中国一直特别注重支持非洲本土媒

５４

① 张艳秋、 罗雪: «中国媒体对非传播的 “义” 与 “利”»ꎬ 载 «对外传播»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５０ ~ ５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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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学者与中国媒体研究学者一同建设中国非洲媒体研究共同体ꎬ 以及联合研

究智库平台ꎮ 受中非合作论坛下的 “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 的委托和支持ꎬ
中国传媒大学非洲传媒研究中心已连续三年邀请并组织非洲知名传媒学者 ５０
余人来华进行为期两周的学术交流ꎮ 该项目不但向非洲传媒学界开启了中国

媒体研究之门ꎬ 更让他们对中国媒体在国内经济发展及国际话语建构中的作

用及诉求有了不同以往的认知ꎮ 此类中非学术交流在改变彼此已有刻板印象

的同时ꎬ 在声讯媒体和学术期刊等平台也产出了一系列相关成果ꎬ 同时在中

非媒体研究的学术交流、 教学培养等领域也已初步形成了学术共同体ꎮ

以建构性新闻推动中非传媒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与合作

随着世界文明的总体格局向多元文明、 平等交往与合作的方向转化ꎬ 中

非新型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对世界体系的演进ꎬ 对当代人类交往与合作方

式的变革ꎬ 具有特殊的推进作用ꎮ① 媒体是社会建构的重要公器ꎬ 中非媒体的

良性发展与合作是新型中非合作关系建设的推手与重要组成ꎮ
近年来ꎬ 中国涉非媒体与传播学者在非洲媒体与传播研究领域成果较多ꎮ

但多集中于对非传播策略这一领域ꎬ 对非洲媒体发展与传播困境研究不足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ꎬ 需双方学术研究既要知己知彼ꎬ 又要兼顾共同关切ꎮ
与此同时ꎬ 非洲国家渴望发展ꎬ 其新闻传播学界、 业界长期倡导和平新闻与

发展传播ꎬ 但在新闻实践中又缺乏相应的操作理念ꎮ
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国际传播实践ꎬ 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特色独具ꎮ 一方面ꎬ

中国媒介体制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性ꎻ 另一方面ꎬ 中国媒体的国家身份传播模

式与长期占据全球传媒疆域的、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私有媒体的传播模式及

理念总是显得 “格格不入”ꎮ 然而ꎬ 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在多数非洲国家已

生根落地ꎮ 换言之ꎬ 以所有权身份来区隔不同国家传媒实践的学术话语ꎬ 在新

闻理念、 传播体制及新闻生成模式上ꎬ 非洲国家会更近西方而远中国ꎮ 这无形

中会形成中国与非洲及西方国家在新闻传播实践及理念上的分野态势ꎮ
事实上ꎬ 推行自由媒体理念的西方及非洲国家的新闻学术话语所认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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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冲突为框架下的 “看门狗” 式的新闻价值观ꎻ 反之ꎬ 则把中国新闻传播简单

标签化为 “正面报道” 或冠以 “宣传” 的帽子ꎮ 然而ꎬ 中国的对内及对外传播

基于真实、 客观、 全面、 公正ꎬ 并非仅仅是 “正面报道”ꎮ 在建构中国国际传播

学术话语的急迫当口ꎬ 探索新的理念来解读中国新闻传播的独特模式意义深远ꎮ
近年来ꎬ 建构性新闻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受到不少国家新闻学界的关注ꎮ
该理念主张聚焦社会问题ꎬ 以新闻事件的解决方案为新闻生产的出发点ꎬ 通过

提供与新闻事件相关的背景及语境ꎬ 为新闻涉事方及公众做出选择提供参照ꎮ①

建构性新闻是以未来为导向的ꎬ 强调媒体的参与角色及责任角色ꎮ 这一

理念的提出是在根本上对新闻价值及媒体角色的重新思考ꎮ② 建构性新闻本身

是一个中性理念ꎮ 建构性新闻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新闻传播在社会中的

作用ꎬ 审视媒体塑造周围环境的影响力ꎬ 挖掘个体认知经验转变的过程ꎮ③ 显

然ꎬ 超越 “媒体所有权” 模式的分析路径ꎬ 可以让中非学者在不同所有权语

境下发现媒体报道之间的共性ꎮ
以建构性新闻理念讨论新闻生产ꎬ 可以超越以媒体所有权为框架讨论媒

体功能及诉求的传统二元论ꎬ 使不同媒介体制下的新闻报道重新发现彼此相

生的 “共同体” 与共享的新闻价值ꎮ 此外ꎬ 建构性新闻可以引导我们重新考

量和思考中国媒体在非洲的新闻实践ꎬ 重新梳理中国对非新闻传播的模式ꎬ
以求在新闻选题、 新闻叙事及新闻呈现等方面有所突破ꎮ 在中非命运共同体

框架下ꎬ 中国的对非传播需要突出服务性ꎬ 落脚点不应只是中国单方利益ꎬ
而是使双方受惠ꎮ④

结　 语

民心相通是筑牢中非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ꎬ 也是中非媒体交流与

合作的目标诉求ꎮ 研究并促进中非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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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意建构意识ꎬ 这对于促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构建中非命

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ꎮ 在建构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使命下ꎬ
中非传媒领域的实践者与研究者需要内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ꎬ 针对中非合

作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ꎬ 推动中非传媒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与合作ꎮ
在新技术的推动下ꎬ 媒体环境同国际环境一样正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ꎮ

建构性新闻是媒体参与应对全球问题的创新选择ꎮ 在应对中非合作面临诸多

共性问题的挑战下ꎬ 以建构性新闻推动中非传媒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与合

作ꎬ 探讨中非合作的解决方案并分享解决之道ꎬ 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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