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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大众对国家现时遇到的重大国际问题的认知主要依靠于政治传播，而政治传
播从来都是有目的引导性的信息传递。主流媒体对国际政治传播的“议程设置”塑造人们对国际环境以
及国家地位认知的“世界图景”，这种塑造反过来影响国内政治认同。本文以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年《新闻联
播》的国际新闻部分的２８９１２条全文本内容作为数据源，用文本分析和话题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知晓模
式（Ａｗａｒｅ Ｍｏｄｅｌ）、显著模式（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优先模式（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的分析阐释我国主流媒体议
程设置在国际政治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可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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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视角

在现代传播语境下，“国际政治传播”一般被理
解为国家间特定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背后隐藏着国际
政治权力的争斗和国家利益的争夺。在这个领域中，
中国是个后来者，这一现实是由中国曾经所处的国际
地位所决定的。程曼丽教授指出，西方国家主流媒体
对中国的报道充满了“固定的成见”，中国要想突破
西方国家既有的认知、评价藩篱，就必须参与到国际
舆论的议程设置中去。［１］

然而，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的参与缺失只是问题
的一个方面，矫正“固定的成见”并非只是加强国
际政治传播中的中国话语那么简单。政治传播的早期
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所传递的是政治信息或是政治
信号。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它不能解释或者说明
政治传播与一般传播之间的差别。因为政治传播的特

质在于政治统摄传播。［２］政治传播的“议程设置”就
是在对传播的内容和目的综合考虑的基础上，逐渐发
展起来的政治传播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视角之一。

“议程设置”（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不是大众媒体机构
内部的工作规划和指导原则设定，而是大众传播实际
效果在左右人们的认知上所呈现出的“议程设置”
假说。麦克斯维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提出并验
证的媒介议程设置理论，就将研究范围从媒体的效应
转到了动机领域，其研究从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相关
性入手，以此来检验传播效果和传播效果的普遍
性。［３］众多有关议程设置功能和传播效果的研究进一
步揭示了这样一种结论，即媒体议程设置通过对议题
（或人物）的属性描述，不仅影响受众对该议题（或
人物）的态度而且也影响了其判断。换言之，媒体的
议程设置功能不仅体现在告诉人们想什么，还能影响
人们怎么想。［４］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国际政治传播从来就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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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一个有机部分，其议程设置必将对国内政治认
同产生影响。美国华人学者黄海峰研究发现，对于外
国社会经济条件的高估会对中国及中国政府产生更多
的负面评价，而对其他国家政治不稳定的认识可以提
高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５］

鉴于此，本文将试图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国
际新闻会影响民众对国内政治和社会现状的看法，那
么，中国主流媒体国际新闻的议程设置是如何来塑造
民众对国际社会知识的认知的？本文将主要关注中国
主流媒体的国际新闻的议程设置是如何为国民呈现
“国家叙事中的世界图景”的。［６］本文的“世界图景”
指人们对国际环境认知的概念化和范畴化，具体而
言，指人们对国际政治现实以及本国在世界政治格局
中的地位的总体印象和理解。

论文的实证分析将聚焦于《新闻联播》国际新
闻的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从知晓模式（Ａｗａｒｅ Ｍｏｄ
ｅｌ）、显著模式（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优先模式（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三个维度，探求国际新闻报道中显示的关注
度、显著性和特殊性所展示的世界图景和“国家叙
事”全景。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分析不同媒体的“议程设置”，侧重点和方法各
不相同。麦库姆斯和肖在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２年的两次调
查中，都是把报纸、杂志、电视作为总体来考察的，
其后的许多研究则将不同媒介加以区别。就本文所研
究的电视新闻而言，我们把《新闻联播》国际新闻
政治传播议程设置的效果分析分为了以下三种模式：

知晓模式（Ａｗａｒｅ Ｍｏｄｅｌ）：０和１，不曝光与曝
光的区别。电视新闻报道或不报到某个“议题”，会
影响到公众对“议题”的感知。在本文中，国际新
闻的报道与不报道，还存在一种对国内新闻和国内新
闻事件的客观反映。

显著模式（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０、１、２、２、２、３
……即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
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在本文中，主要呈现两项
主要议题：第一是国家和地区的突出；第二则是对话
题的突出。

优先模式（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０、１、２、３、４……

媒体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顺序所给予
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
顺序所做的判断。在本文中，是就《新闻联播》国
际新闻部分的头条来统计的。

在政治传播理论中，议程设置、框架（ｆｒａｍｉｎｇ）
和启动效应（ｐｒｉ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三个概念中存在较大的
相似性和重叠，在施斐乐和特克斯伯里看来，议程设
置指这样一种理念，该理念认为大众传媒对某项议题
的强调和传媒受众所认为的议题的重要性之间存在着
强关联。［７］议程设置与显要性密切相关，被认为是一
个传达显要性的理论。媒介通过凸显某议题或者某一
议题的某个方面的属性来影响公众对于外部世界的关
注点。在文本和数据上，本文选取《新闻联播》政
治社会新闻后的所有跟国际事务相关的新闻全文本作
为研究对象，时段为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年共计４７４８天，涉
及新闻文本共计２８９１２条。关注度、显著性、特殊
性，这也正是本文所要关注和验证的三个方面；同
时，国际新闻的内容和主题分析是本文的另一侧重。

如果把媒体对受众的影响认定为议程设置的第一
阶段，把受众对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认定为议程设置
的第二阶段影响，那么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第一阶段的
媒体议程设置。

三、国际新闻议程设置效果实证分析

（一）知晓模式———“不说”和“说”的分析
１ 未报道分析
（１）国际新闻“未说”的话语分析
在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年这１３年间，没有播出新闻联播

国际新闻的天数有１３９天。以年份上看，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５年是两个特殊的年份（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年间《新闻联播》国际新闻
未播出天数统计图（单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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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播出日最为集中的２０１２年６月和２０１５年９
月为例，在２０１２年６月的５个未播出日中，６月６日
和６月７日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举行；６月２１日和
６月２２日为国家领导人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七次峰会”、 “最不发达国家与里约＋ ２０”高级别边
会、“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２０周年主
题边会”等相对集中的重大外事活动；６月２９日为
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１５周年大会暨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的活动；在２０１５
年９月的１０个未播出日中，２０１５年的９月１、２、３、
４、５日和１６日是围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阅兵式”进行的系列活
动，此次阅兵是中国首次选择在非国庆期间举行阅兵
仪式，同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阅兵方式纪念
抗日战争暨二战胜利，有相对集中的重大外事活动，
也有一系列相关的活动筹备新闻；９月２４、２７、２９日
国家领导人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的一系列活动；９月
３０日则是配合国家领导人国庆系列活动报道。

从以上的简单对照统计分析，不难看出，当《新
闻联播》国际新闻未能播出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地
遇到国内正举行重大活动。正如麦克奈尔所说的那
样：“国际关系就是一个国内问题”。［８］事实上，对内
政治传播与对外政治传播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新
闻联播》３０分钟的时段中，国际新闻的内容一般限
制在不足１０分钟的时间。国际新闻选择播出什么和
不播出什么，这本身是服从于国内政治和政治传播的
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议程设置。

（２）国际新闻“未说”的内容分析
在“未说”的国际新闻报道中，还有一种类型

是选择性的国际新闻报道。我们选择的对照新闻是，
当对某一持续发生的国际事件未报道的时间段内，
《新闻联播》在报道什么内容。在这一对照分析中，
我们以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国际新闻报道
为例。

伊拉克战争从２００３年３月开始一直到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１８日，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而战火最为激烈
的阶段集中体现在２００３年。在此期间，《新闻联播》
国际新闻也给予了集中报道，在２００３年２１４８条国际
新闻中，涉及伊拉克的新闻就有８１７条之多，占据了
国际新闻总量的１ ／ ３左右。但在这其中，并不是每天

都有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新闻。在有国际新闻播出日
中，共有４１天的国际新闻内容未涉及伊拉克战争。
而代之报道的国际新闻中涉及美国、以色列、俄罗
斯、英国、韩国、法国、伊朗、日本、约旦和朝鲜的
新闻内容占据了前十位。

不难发现，在这些国家中，除了常规的大国新
闻，以色列是重要的被关注对象，在２００３年里，巴
以冲突也是一个世界瞩目的事件。而在这期间，美国
既是伊拉克战争的重要参与方，也是巴以冲突中重要
的参与方。可见，《新闻联播》国际新闻在整个２００３
年中弥漫着国际战火的硝烟。

在前人的研究中，曾有学者以２００３年ＣＣＴＶ报
道伊拉克战争和ＳＡＲＳ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特别探讨
了公民的知情权问题。在此研究中，伊拉克战争作为
被中国媒体认为的重大突发新闻，被塑造为官方媒体
积极参与“世界图景”重构、追求信息全球化的招
牌，并试图通过对国际战争的报道，体现中国媒体在
世界新秩序的声音。［９］而在本文中，用议程设置效果
研究的知晓模式，我们可以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有新
的认识和新的研究视角，那就是２００３年的国际新闻
报道中，未播出的时候，政治话语系统是在体现国内
政治大事件，而在持续重大国际新闻未播出日，则在
展现其他的国际冲突，这在客观上显示了美国在２００３
年多重参与和介入国际冲突的形象。

２ “说什么”———以国家为单位的关键词文本
分析

不同的国家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的出现率可以看出
议程设置中对不同国家的关注度。而根据图２所示，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通过词云上国家字体的大小显示来
看出被关注的国家。排名在前十位的国家为：美国、
俄罗斯、英国、伊拉克、法国、德国、日本、以色
列、韩国和意大利。不难看出，美国在国际新闻内容
里的提及率、被强调的概率，是处于一枝独秀的地
位。这与我国重视大国、双边外交的国际战略紧密
相关。

根据笔者已有的研究，我们通过对原有数据的重
新编码和统计分析发现，《新闻联播》对国际事务的
重点考量，是基于对部分西方国家的军事、安全、动
乱等报道为焦点。图２和图３分别通过全景趋势图和
词云的形式，反映了《新闻联播》国际新闻对于大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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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全景国际新闻国家关键词词云图
　

国的新闻关注。在图３中，不难看出２００３年的美国
和伊拉克以及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的俄罗斯，是在曲线图
上有明显波动的。

图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年《新闻联播》国际新闻各国
平均占比前十的百分比走势图

　

上述发现和分析结论基本符合西方政治传播学者
把话语与意识形态联结起来研究的结论。人类的认知
有限，但人类社会又巨大复杂，在无法全方位的对外
部世界直接接触、得到直接感受的时候，就依赖媒介
的，或者说是依赖媒介的塑造。在这一部分的“知晓
模式”分析中，《新闻联播》国际新闻的议程设置在
“强化既有倾向”和施加影响两方面的考虑，既选择
性和着重强调了美国频繁地干预国际重大事务的霸权
形象，也充分考虑了考虑了国内受众将美国作为现今
世界最强有力的国家的印象。

（二）显著模式———被强调国家和主题的话语分析
为了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国际新闻的议程设置

效果，显著模式的政治话语分析中，我们不仅仅做惯
例上的国家关键词频统计，还引入了主题的构建和分
析部分。通过显著模式分析，能够更清晰地呈现国际
新闻的议程设置效果，进而检验传媒是“从事环境再
构成作业的机构”的理论观点。

１ 《新闻联播》国际新闻的主观强调分析
在这一部分里，主观强调是指新闻标题中提及的

国家。如２００５年２月４日的国际新闻头条标题为：
“以色列决定释放９００名被其关押的巴勒斯坦人”，该
标题中主观强调的主体以色列、巴勒斯坦就会被编码
标记。通过ＩＳＯ编码和国别统计，得到如图４所示的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年国际新闻提及国家百分比的世界地图。
图４十分方便我们分析和发现这１３年间哪些国家和
地区是被《新闻联播》国际新闻强调的，他们是：
美国、俄罗斯、日本、伊朗、伊拉克、英国、韩国和
叙利亚等。这张分布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闻联
播》议程设置所展现的“世界图景”。

图４　 新闻标题中提及国家百分比地图分布
　

２ 构建意义上的《新闻联播》国际新闻主题
分析

正如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巨著里反
复强调的那样，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为政治权力服务，
政治话语在政治传播中直接表达了这种为政治权力服
务的意义。在当今研究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政治
话语的认识，必须置于政治传播中，必须从政治传播
所传播的内容中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对于内容的分
析，仅仅看国别统计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对于世界的认
知了，基于前人的研究，笔者将国际新闻的主题划分
为九个方面，分别是：政治、经济金融财政、军事安
全、社会、科教文体卫、灾难事故意外、国际关系与
外交、评论立场态度和其他。美国、俄罗斯和日本为
例，我们进行了主题的编码分类。得出三个国家的主
题百分比对照图图５、图６、图７。
·２３·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 ４

本期关注：话语体系建设



图５、图６、图７　 美国、俄罗斯和日本新闻主题占比分析图
　

从上面三张图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国际新闻对
这三个国家的报道在话题上各有侧重。例如，在军事
安全的报道中，美国和俄罗斯所占的比重不相上下；
但在国际关系与外交层面的报道中，俄罗斯的比重则
远高于美国；而对经济和科技的报道中，美国的比重
又远高于俄罗斯。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对美国的报
道比俄罗斯要多元立体得多。另一方面，自２００９年
开始，对俄罗斯在军事安全和国际关系外交方面报道
逐渐增加，尤其是２０１２年开始，普京再度当选俄罗
斯总统后，对俄罗斯在军事安全、国际关系与外交报
道的关注度更为侧重。

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较，《新闻联播》对日本的
报道侧重点则有很大的不同。在对日本进行报道中，
国际新闻更侧重于科教文体卫、经济和评论立场的报
道，也就是说更趋近于“软新闻”的报道，这一系
列的占比将近一半多。而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的内
容较少。这明显地体现出，在对日本的报道中国际新
闻的报道是审慎的。

在所有的年份中，三个国家在２００８年的报道有共性
的明显不同。经济和科教文体卫的报道被凸显。２００８年
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影响震荡全球，
另一方面，２００８年在我国召开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对更加细致的编码和长时段全文本进行内容分析
以后，我们不仅仅能看到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的分类，
更能看到，在不同情况下的媒体报道的倾向与策略。在
这一部分的显著模式分析中，不仅仅存在的强国、大
国、小国、被关注国，还发现了媒体在有选择、有意图
地进行话题报道，从中体现着议程设置的显著差异。国
际政治传播是复杂的，国际事务更是千头万绪，只有用

更多的视角和方法，才能看清更多角度的“像”。这是
这一议程设置效果中给予我们的新启发。

（三）优先模式———国际新闻头条分析
传播学的已有研究曾认为，电视媒体能结合视听

觉手段，以强烈的目击感、现场感和冲击力，使受众
把电视世界和现实世界相混淆，而“头条”的力量
则更让人印象深刻。一般认为，从“感知” － “知
觉模式”到“重视” － “显著模式”，再到为一系列
议题按其重要程度排出“优先顺序”，是一个影响和
效果依次累积的过程，越往后效果越大，影响该也越
深刻。［１０］我们提取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年国际新闻播出日的
头条进行分析，在如图８的头条地图里，很明确地体
现出在优先模式里俄罗斯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图８　 头条标题提及国家占比
　

如图９具体结合数据观察，俄罗斯作为头条率最
高的国家，在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年间的平均头条率达到
１２ ８０％。由于，伊拉克战争和以色列冲突时间跨度
之长，致使伊拉克和以色列的头条率占据到了第二和
第四位。让我们有些许意外的是，尽管美国在前两个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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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中占据领先地位，但是在优先模式中，并没有被
凸显，这是一种极强的政治话语意图体现。

图９　 头条新闻内容提及国家与地区占比
　

政治话语更多地被看成是传递和表达政治信息的
“中介”，但我们认为“政治话语”更应该被视为政治传
播的“内容”。因为，在传播的内容上用政治信息替代
政治话语，把政治话语仅看作是传播政治信息的技巧、
形式和手段，即政治修辞，而不是与政治信息相并列的
传播内容，将会使正在形成的政治传播理论与现实相脱
节。议程设置的优先模式阶段，很直接地体现了议程设
置的战略和方向，优先模式就像是议程设置效果当中最
能揭示政治传播意图和本质的部分。

四、结　 　 论

本文运用政治传播的议程设置理论，试图从理论
和实证两个方面证明政治传播的意识形态的特征和政
治传播话语服务与政治权力的本质。曾有学者认为：
信息带有中立特征和矢量化信息论的基本主张，这是
信息的“迷思”所在。［１１］对于政治信息亦是如此。把
政治信息、新闻内容，进行量化式的编码和展示，是
不是能够真实反映政治内容和政治话语，这在学界一
直有所争论。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对政治传播所
“传播内容”的研究做一定程度的纵深推进是有重要
理论意义的。而从政治传播的议程设置的理论分析为
视角，将“传播什么”的问题扩展到“传播效果”的
问题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新的进展。因为前者偏向
研究传播的技巧、形式和手段，而后者关注“如何说”

“如何表达”，在如何表达与传播效果之间建立实证的
因果关联，这无疑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本文通过议程设置效果的三个层次的模式分析，
对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年《新闻联播》国际新闻内容的政治
传播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知晓
模式的议程设置中，国际新闻的报道首先要为国内重
大新闻事件让步，而在国别报道的设置中，美国作为
现今世界最强有力的国家存在于各个重大的国际事务
中。在显著模式议程设置中，国际新闻不仅为受众塑
造了国家叙事的“世界图景”，而且通过选择性的话
题报道，指导着国民对国际政治现实以及本国在世界
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的总体印象和理解。而在优先模式
议程设置中，我们直接看到了国际新闻的报道意图，
那就是俄罗斯对中国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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