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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国际社会，是一个从权力政治向形象政治过渡

的社会，中国在经济实力得到世界广泛认可的同时，也开始

将国家形象的塑造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如何在文

化、意义、行为系统都存在巨大差异的跨文化语境里建构国

家形象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议题。2010 年“中国制造”形象

广告在 CNN 亚洲频道播出，2011 年《国家形象宣传片》亮相

纽约时报广场，以及之前的北京申奥宣传片等所取得的成

效，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电影影像对国家形象建构的优

势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一个理论盲区，即对电影明星符号的

漠视。事实上，明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通过对信息流

的具象化和戏剧化，促成了在观众身上形成非政治化的眷恋

模式( modes of attachment) ，不仅能够促进国家文化形象的建

构，而且还能为国家形象的建构带来政治效益。韩国文化产

业中的“勇样( 裴勇俊) 经济效果”、被称为“输出中国形象重

要文化符号”的章子怡，以及承载着全世界功夫梦想的成龙，

甚至《国家形象宣传片之人物篇》中各领域的明星莫不如是。
那么，明星作为文化符号的特殊性何在，符号化的明星如何

进行文化建构，以及这种编码和符号怎样在国家形象建构中

发挥政治意义，则是本论题研究和探索的逻辑轨迹。

一、明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

文化的交流是符号的交流，在所有的文化符号中，明星

是一种特殊的符号。2011 年 6 月 27 日，美国流行音乐天王

迈克尔·杰克逊( Michael Jackson) 的突然死亡，在全世界范

围内造成极大影响，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歌迷们自发

组织缅怀活动，为天王送行。这一现象本身颇引人深思，当

全世界的学者和政治家都在为如何解决文化冲突问题而殚

精竭虑的时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却轻易地在迈克尔·杰

克逊身上达成了和解。明星的力量由此彰显。但从理论上

说，明星符号的特殊性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理所当然，我们

试图找到更深一层的答案。
1、明星的符号意义大于实体意义。法国符号学家罗兰

·巴特用符号能指的“换挡加速”，形象地说明符号意义的生

成与内涵。在他看来，能指与所指两部分构成的符号，只是

符号表意的第一系统，即外延层面，这一系统在特定的环境

下又可作为第二系统的能指，从而产生新的所指，即内涵层

面。明星的外延是一个角色实体，即用模拟、手势、身体的姿

势和四肢的运动，以及影视的修辞等手法与所指涉的人物和

概念产生的一种意指关系; 明星的内涵是由明星的外延意义

作为能指所指向的价值系统，即明星所代表的权威、品位、时
尚、身份等。这是明星符号的价值所在，正契合了受众群体的

消费心理需求。消费者“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

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①。明星作为一种社会风

尚，作为一种消费符号，就变成受众主动的、无意识的选择。
2、明星自身具有被优势解读的可能性。从接受心理学

的角度来看，只有认知、理解、尊重和暗合受众心中规则的符

号，才能在传播行为上使受众产生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

和选择性记忆，进行优势解读。否则，传者与受众之间就难

以实现符号的互动，符号意义的传播和生产也就难以实现。
明星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能够被受众优势解读，

其传播的特殊性和优势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明星形象的魔

力和才赋。明星形象是媒体建构的结果，包括影片内人物的

形象建构和影片外明星形象的建构。明星之所以为明星，乃

是因为他们有“才赋”，这才赋包括“惊人的上镜头外貌，表

演才能，在摄影机面前表演的风度、魅力和个性特征、性感、
迷人的嗓音和气质。”这些是观众迷恋明星的前提。其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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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意识形态意义的遮蔽( 即去政治性) 。英国著名电影理论

家理查德·戴尔在《明星》一书中援引另一位英国电影理论

家阿尔贝罗尼的观点，认为明星即是“无权势的精英”( The
Powerless Elite) 。言外之意，“他们的制度性权力十分有限，

或者说不存在，不过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都会引起相当

大、有时甚至是极其大的兴趣。”①尽管，明星作为社会成员，

并不能彻底摆脱其意识形态的意义，但对观众而言，“真正”
的政策决定是在社会的行政机构内进行的，明星无法成为真

正的决策者，他们的政治立场是隐性的、被遮蔽的。这一点，

是明星作为跨文化传播符号的优势所在。其三，观众与明星

的认同关系。也是明星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明星与观众

关系的认同范围从低到高、按照不同语境可以分为: 情感喜

好、自我认同、模仿、投射四类。情感喜好，就是“观众产生了

对特定主人公放任的爱慕，这是在明星、叙事和观众个体特

征三重影响之下得到的: 是一种标准的‘介入感’。”自我认

同是指“介入达到了观众自己身临其境，并与明星的个体同

化的地步”。模仿指观众 /明星的关系超越了看电影，“明星

的行为对于观众而言称一种楷模。”投射则是指“超出简单地

模仿穿着、发型、接吻方式和喜好时”的一种状态，“投射越极

端化，人———他或她的生活就越发同其所喜爱的明星息息相

关……明星的粉丝当自我询问明星在这种情境里会干什么

时，会利用明星作为自己处理现实问题的借鉴，发展到极致

时，整个人生经历都会照此加以调节。”②说到底，明星带给

受众的是一种社会认可的话语权和身份象征。明星所具有

的这些特质，保证了文化交流中信息传播的有效性。

①②【英】理查德·戴尔:《明星》，严敏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9 页，第 27 页。
③乔虹:《国家形象: 一个和平崛起大国的新课题》，《中国妇女报》，2008 年 3 月 15 日。
④【英】里昂·汉特:《功夫偶像———从李小龙到 ＜ 卧虎藏龙 ＞》，余琼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157 页。

3、在文化交流中，明星符号具有相对恒定的内涵意义。
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传播过程是一个从意义到符号，再从符

号到意义的二次转换系统，而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中，符号

意义的生成要经历两次转换，即已经具有 A 文化外延、内涵

的原符码，通过专业编码者的转换，成为具有 B 文化外延、内
涵的二度符码，这种转换可以称为“二次编码”。“二次编

码”的过程一般指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电影的跨文化

传播中，将中文字幕和发音翻译成其他语言群体使用的语言

的过程即“二度编码”的过程，但各自语言系统中对同一词语

所赋予的内涵的不同，会导致“二度编码”对原初意义的背

离。有学者举汉语“龙”和英语“dragon”的例子说明这一现

象。中国人将一种由马头、鹿角、蛇身、鱼鳞、鹰爪等元素构

成的灵物当做自己的祖先，并创造了一个中文符号“龙”来

指称它，而西方人却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将“龙”理解为《圣

经》中的魔兽。二次编码的不当，导致解码过程的断裂，影响

了意义的有效传播。
明星符号可以规避误读，原因在于明星符号不需要意义

的二度编码，当一个明星作为特定符号被接受和强化之后，

其符号意义就超越了他在具体影片中扮演的角色。比如李

小龙作为一个功夫明星所具有的符号魅力，———他翘起的嘴

角、压抑的凝视或是讥讽的笑容，以及他招牌性的姿势，不论

是在中国人眼里，还是西方人视野里，都是作为“功夫之王”、
“英雄”的符号出现的，不论影片如何修辞、角色如何改变，观

众对明星本身有相对清晰的认知。同样，玛丽莲·梦露是兼

具“性感与天真”的符号，肖恩·康纳利强化的是“硬汉”符号，

章子怡则被广泛誉为“时代女性”。这些符号系统一旦被建构

起来，具有相对恒定的内涵，为跨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二、明星符号对国家文化形象的构建

前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石峰认为，“国家形象塑造本身也是

一种以文化为内容的信息传播。”③说到底，国家形象的建构

也就是文化形象的建构。明星符号因其自身的特殊性成为建

构国家文化形象的一个重要渠道和形式，也因其自身的复杂

性使这种建构变得开放而多义。按照法国电影理论家让·米

特里的“三层次说”，明星符号可以分为身体符号，如明星的服

饰、语言等可观察的外在视像; 行为符号，如明星的行为方式

等; 以及价值符号，如明星自身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思
维方式等的表现，这些作为明星符号的不同层面，在电影编码

和营销、宣传、影评、评论等各媒介的综合影响下，共同作用于

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在具有东方主义的自然、人文、艺术、
宗教等文化背景下，明星符号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国民形象的

重塑、特色文化符号的建构、历史传统文化的传播三方面。
1、国民形象的重塑。明星符号对国民形象塑造的过程，

是一个改变西方观众对中国国民形象落后、愚昧、刻板印象

的过程。尽管对于西方来说，中国作为东方有其乌托邦式的

一面，也有其意识形态性的一面，但是长久以来，受西方媒体

影响，西方观众在对作为“他者”的中国进行想象时，将之看

做一个与西方自身的观念、价值、信仰和情感相对立的文化

形象，而对中国国民的印象，也抹煞了文化个体之具体可感

的特征，变得简单、抽象、概念，带有明显妖魔化倾向。
上个世纪 70 年代，李小龙及其功夫电影的出现，掀起了

全球范围内的“功夫热潮”，其强悍的男性体魄和强者的姿

态，改变了以往西方人眼里中国男人懦弱不堪的印象，尤其

是在影片《精武门》中，李小龙饰演的陈真一脚将“中国人和

狗不得入内”的招牌踢开，成为维护民族尊严的经典，充满爱

国主义倾向。之后随着成龙、李连杰在好莱坞影响的增强，

这一形象得到强化，成龙以自己机智、灵活、幽默的身手，使

西方观众看到中国男人健康硬朗的一面，而李连杰则依靠自

己武术的功底和果敢的动作展现了中国男人的正义和刚强。
在他们的影响下，西方观众在对中国男人的跨国想象中增加

了阳刚之气和东方英雄的印象。
与以往中国男人形象相比，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女人形

象更加不堪。一方面是“顺从的、可口的性感尤物”④的妖女

形象，一方面是地位卑贱、逆来顺受的弱女子形象。西方观

众对这一形象的改变，应该自巩俐在《红高粱》中饰演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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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始。1987 年《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电影金熊

奖，在影片以独特的东方文化民俗震撼着西方视野的同时，巩

俐饰演的“我奶奶”倔强泼辣的性格，敢于反叛传统的个性，炽

热张扬的生命活力，以及勇敢无畏的牺牲精神，也颠覆了西方

观众对中国女人形象的原有想象。巩俐被西方誉为“中国最

美丽的女性”，她以中国现代化女性的姿态跃上国际舞台，成

为西方重新解读中国的文化符号。继巩俐之后，章子怡的出

现强化了中国女性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特征。2000 年章子怡在

《卧虎藏龙》中饰演的玉娇龙更加反叛、桀骜不驯，张扬个性、
能武善动且富有心计。在跨文化传播视野中，这一形象赋予

了中国女性形象自主独立、青春洒脱、神采奕奕的一面，章子

怡也因为角色的饰演而被赋予标识性的符号意义，她成为国

际化的、坚忍不拔、积极进取的当代中国的象征符号之一。
明星的巨大影响力，使中国国民形象在西方人的视野里

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因为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明星塑造自

身形象的同时，也不同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对中国“他者”的

想象而变得片面。这一形象与当下中国真实的国民形象还

有一段距离，中国国民形象还没有彻底脱离“一个过去的中

国被从视觉上与叙述上颇具异国风情地表现出来，非常符合

白人和西方关于东方的原型想象”①的地步。因此，明星符

号对国民形象的塑造的自觉性仍要加强。
2、特色文化符号的建构。有学者抱怨说，“大多数国家

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即使有，也多局限在功夫、京剧、瓷
器、昆曲、风水等有限的几个文化符号上。”其实，根据海明威

的“冰山模式”，功夫作为观众从外部所能观察到的部分，正

是“冰山”露出水面的显性部分，其深层的文化视点和价值体

系要通过想象和阐释方能获得，在跨文化传播中，如果不能

将“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有效地置于观众的视野里，又何谈

其深层如信仰、民族传统、社会规范的有效接受呢? 显然露

出水面的部分是文化深层交流的前提。中国功夫文化的全

球传播是个典型的例子。
尽管从表面上看，功夫电影承载了中国功夫文化的传

播，但“功夫明星的表演性身体是武打类型电影最具跨国吸

引力的元素”②，从李小龙到李连杰，西方观众对中国功夫的

迷恋也表现在对功夫明星身体符号的肯定和赞叹上。《功夫

明星》的作者里昂·汉特这样表达对功夫明星的痴迷，“我这

一代人通常是从喜欢李小龙开始成为香港影迷的，当我还是

一个青少年时，李小龙的画报贴满了我卧室的墙壁，当我一

不小心跨入四十岁后，我依然可以从李连杰身上找到同样的

乐趣。”③对明星身体符号的认同，使文化的传播变得畅通无

阻。“像我这样的西方白人功夫影迷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认

同李小龙或是李连杰，……我并不想把自己等同于《猛龙过

江》中满身是毛、远不如李小龙那样魅力四射的查克·诺里

斯。可是，我明白李小龙与诺里斯的打斗中传达出来的爱国

主义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排斥我的。然而，……当我还是一

名青少年李小龙影迷时，我并没有产生任何距离感。”④事实

证明，明星身体符号的影响力并没有使“功夫”仅局限于一个

知觉符号，它成为观众体会或思索隐没在“冰山”下面深层文

化内涵的一个切入点，威廉斯认为“观看者的身体……几乎

无意识地模仿银幕上的身体所传递出的情感或是感觉”，而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功夫文化或功夫影片自觉地关

注和探索，也成为功夫文化有效传播的有力佐证，通过阐释

和思索，相信西方人对功夫的理解会更接近中国文化的内

核，这不正是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期待结果吗?

3、历史传统文化的传播。历史传统文化是构成一个国

家文化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

煌，如何把丰富的中国本土文化传播给世界，让世界各国人

民客观地了解中国文化，消除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这是当

今中国自身形象塑造必须妥善面对的命题。它属于文化建

构的深层结构，表现在对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思维

方式与潜在假设等方面的影响上。由于跨文化词汇的差异、
沟通风格的文化差异、认同感的障碍，以及文化心理的障碍，

这一点是国家文化形象建构中最薄弱的环节。明星符号对

历史传统文化传播的作用在于润物无声的渗透，而不在于直

接而生硬的灌输。我们以周润发在《卧虎藏龙》和《孔子》中

的演绎为例，作窥斑见豹的解析。周润发在《卧虎藏龙》中饰

演的李慕白是道家文化心理的承继者，他认为武术要达到很

高的境界，必须做到“勿助、勿长，不应、不辩，无知无欲，舍己

从人，才能我顺人背”，正是《老子·二十二章》“夫唯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思想的反映。姑且不说这一思想能否被

西方观众所理解，就是这一台词的翻译也会因为缺少对应的

词汇而加大理解的难度。而在“竹林之战”一场戏中，周润发

利用竹子的柔韧轻松打败章子怡饰演的玉娇龙，其中所蕴含

的“以柔克刚、道法自然”的道家哲学也未必能为西方观众所

理解。在接下来的电影《孔子》中，周润发饰演了孔子，在孔

子师徒被围绝粮七日，连生命都难保的危难关头，依然讲解

《诗》和《礼》，“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的理想和信

念可以被同文化语境的观众所理解，但西方文化语境的观众

则会因为缺乏中国历史知识背景而感到茫然。周润发也并

没有因为李慕白和孔子角色的饰演，而成为中国儒道文化传

统的符号和化身。一方面是影片人物的所处的历史语境的

陌生感阻碍了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是影片人物思想的抽象

和晦涩影响了文化的跨际传播。

但是，文化是一个不断适应人们需求的人造环境，它可

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和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跨文化沟通

就是要创造性地使用现代传播科学的技巧和方法，来表达文

化的意义⑤。对于明星而言，虽然谈不上现代传播技巧，但

其身体符号所实现的潜移默化的文化沟通效果却能与奥运

会开幕式上现代高科技手段相媲美。以国际活动中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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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⑤

②③④【英】里昂·汉特:《功夫偶像———从李小龙到 ＜ 卧虎藏龙 ＞》，余琼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240 页，第 23 页，

第 25 页，第 5 页。
彭凯平、王伊兰:《跨文化沟通心理学》，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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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符号为例。从表象上来看，明星身体符号如图像实体一

样，是指明星物理的外观和它的视觉形状。但从深层意义来

说，这种表述又不完善。人类学家道格拉斯( Marry Douglas)
认为人的身体具有双重性，即“生理的身体”和“社会的身

体”①，显 然，明 星 身 体 是“社 会 的 身 体”，是 文 化 的 载 体。
2010 年范冰冰着明黄色龙袍礼服亮相第 63 届戛纳电影节红

毯，将华美的东方神韵向全世界展现，2011 年在巴黎时尚秀

场，范冰冰再次以紫色绫罗旗袍造型，掀起一股强劲的“中国

风”，震撼了世界媒体。礼服的材质、造型、色彩、纹案间所传

递的“道法自然”、“平淡含蓄”、“天人合一”的美学观，与东

方典雅的明星气质一起，彰显着“开放包容、典雅时尚”的中

华文化内涵。相比之下，明星身体的展现比直接、生硬的儒

道文化的宣讲更为自然，随着“曝光效应”②的强化，达到“润

物细无声”的境界。

①周宪:《社会空间中的身体审美化》，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 5 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7 页。
②“曝光效应理论”，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伊翁提出，认为重复的曝光能够增强人们喜爱的程度。
③来自 http: / /www． sina． com． cn，2006 年 4 月 7 日 15; 20，《新周刊》之《如何“贩卖”中国文化》专题，对北京大学教授、著名

文化评论家张颐武的采访。
④张艳芬:《詹姆逊文化理论探析》，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年版，第 88 页。

有学者曾说，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

效果。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

来③。言辞虽然有些夸张，但却说出了明星符号在跨文化传

播中的巨大影响力。明星符号形象直观，易于传播与接受的

特点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途径。

三、明星符号对国家形象的政治意义

2005 年 5 月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女郎是章子怡，目

的是吸引英文读者思考这么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是下一个

世界超级大国吗?”青春靓丽的女性形象配上背景中北京的

长城和上海的东方明珠，章子怡就这么成为西方主流媒体心

目中代表“新中国的面孔”。这是国际媒体对中国政治的符

号编码，尽管明星无法成为关键的决策者，但这并不意味着

明星毫无政治的意义。如詹姆逊所言，事实上，一切事物“在

最终的分析中”说到底都是政治的④。在特定的编码下，明

星符号对国家形象有着很强的政治意义。
明星符号的政治性是在解码的阐释过程中彰显出来的，

它是国族想象的政治符号。在跨文化视野里，明星被作为

“民族”、“国家”符号进行解读的例子比比皆是。成龙从电

影里的功夫英雄到各大慈善团体的形象大使，到香港文化的

代言人，他是作为爱国主义符号存在的; 巩俐从红地毯的东

方点缀，到电影节评委，到跟好莱坞当红明星在各大场合比

肩而立，在被称为“中国最美丽的女性”的同时，其象征意义

不言而喻。反面的例子也能说明这一点。2005 年章子怡因

在《艺妓回忆录》中的出色表演，入围第 63 届美国金球奖影

后，成为首位入围美国最高电影奖演员类奖项的华人女星。
国人并未因为这一荣誉而认同章子怡的表演，反而因为扮演

日本艺妓而倍受争议，并且因为剧情中，涉及与日本明星的

感情戏，而被认为有卖国主义倾向。很显然，在这里章子怡

是被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进行解读的，致使这一角色被

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义。
事实上，明星符号的有效输出为国家形象的建构带来的

政治效益不可小觑。首先，可以缓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2009 年日本内阁部公布的外交相关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六成的日本人对韩国有好感，创下了 1978 年进行此项调查

以来的最高值。一幅日本漫画对这一调查结果间接做了解

释。一群日本妇女到国会里警告议员们不要制造对韩国的

紧张关系，说“惹恼了勇样( 裴勇俊) 可怎么办”。漫画虽有

夸张成分，但任何日本政治家为了选票，多少也得掂量一下

裴勇俊粉丝的分量。其次，可以增加对其他国家的认知和向

往感。国家形象的塑造，绝不应该仅停留在被世界接受的层

面，而是要让世界民众作为消费者，由衷地信任、喜欢、向往，

这才是国家形象建构的最高境界。有数据表明，在韩国影

视、明星的引领下，全球学韩国语的人数增长得较快，中国也

已经有 30 多所大学开设韩语系。自 1997 年开始有“韩语托

福”( 外国人韩国语能力考试 ) 以来，每年参试人数稳步上

升，从 1997 年的 2274 人增长到 26569 人。参加考试国家也

由 1997 年的 4 个国家增加到 2005 年的 25 个国家。这些业

绩都足以令韩国政府及民众感到骄傲。同样，功夫电影及明

星在西方的影响也促进了中国武术的对外传播，慕名来华学

习武术的外国人与年增加。第三，可以为世界了解中国架起

一座桥梁。现在，越来越多的明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当

起文化使者的角色，收到很大的成效。2000 年张曼玉在《花

样年华》中袅娜多姿的旗袍装束，引发了海内外观众的旗袍

情结，当电影在英国上映时，英国人举办了多场旗袍展，欧洲

甚至出现了一批“曼玉旗袍迷”。明星的力量，让国家走向世

界的同时，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由此，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符号，明星不仅是一个

富有魅力的个体，而且还是一个承载着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

的表意符号，它不仅可以通过塑造国民形象、建构中国特色

文化、传播历史传统文化实现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而且对

国家形象的建构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当下，明星符号对中

国国家形象的建构还处于初级阶段，其深层的作用还未彰

显，然而在世界各国纷纷将国家形象的建构当作展现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手段时，重视明星符号的传播效果就显得更为迫

切和必要。增强明星符号的传播效果有多种途径: 其一，实

行明星制，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明星; 其二，大胆采用明星

外交策略，利用明星效应，构建和谐国际关系; 其三，挖掘深

层民族文化，利用明星载体，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和

现代化转换。相信不久，明星符号的传播会使中国国家形象

的建构迈向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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