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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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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国家安全话语及话语体系，都是国家安全研究领域里的薄

弱环节。在大国博弈、“中国威胁论”以及中国利益延伸的语境下，中国的国家安全话语 ( 体系) 问题，

更值得研究: 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 该体系有怎样的形式和内容? 其效力如何? 国家安全

话语 ( 体系) “软实力”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可以构成、阐释、指导、强化、维系、监察、调节国家

安全实践。作为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研究的基础，文章将提出一个全面系统的“话语”和“话语体系”

概念，并揭示话语体系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勾画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另外还提

出一系列关于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学术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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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语、话语体系的界定与含义
近十年来，国家安全研究领域对于话语的关注在不断增加，一方面是由于非传统安全研究对话语

的介入，［1］［2］［3］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国对于话语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有了越来越多的认
识。［4］［5］［6］［7］［8］［9］以中国的国家安全话语现象为例，国际学术期刊出现不少分析中国哪些领导人或组织
在发声、他们说了什么、如何说的、甚至用什么语调、利用了哪些平台、有何种意图，等等。其中，
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就是研究的焦点之一。［10］［11］

然而，总体来说，国家安全话语是国家安全研究的薄弱环节。就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
库来看，以 “national security ( 国家安全) ”为主题的，有 9474 篇论文，而以 “national security dis-
course”或 “communication”为主题的，分别为 413 篇和 415 篇 ( 两者在内容上应该基本重叠 ) 。而在
国内，情况更加严重: 中国知网里以 “国家安全”为主题的有 19708 篇文章，而以 “国家安全话语”
或 “国家安全分析”为主题的论文数分别为 3 篇和 6 篇。可以想象，关于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研究情
况就更糟。

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 “话语体系”术语的使用上: 学界 ( 且不论政界、媒体界) 对于 “话语
体系”的概念、界定、用法不一、不清、不周、不全、不细，如同 “话语权”的问题一样。［12］一些学
者将话语体系当作对事物的语言表述体系，认为它具有构建事实改变世界的功能; 另一些学者将其看
作对于事物的认识或观念体系，认为它具有规约言行的作用; 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它的权力性，将其
作为权力控制体系，认为它具有限制人的自由的力量。例如: 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和表征方
式的话语体系……是主体通过系统的语言符号并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来表达和建构的结构完整、内容
完备的言语体系。［13］话语体系可以理解为术语、意义和言说方式三个要素及其联系样式。［14］话语体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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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受思想理论体系制约的。［15］我们可以从四个层次把握 “话语体系”
这一概念，即事实层次、逻辑层次、价值层次和表达层次。［16］话语体系是某一领域的思想理论、文化和
知识的系统化叙述……从当代我国话语体系发展路径看，其内容要素是由话语主题，即说什么; 话语
主体，即谁和谁对话、言说; 话语载体，即怎么说等三个部分构成。［17］话语体系概念的内涵包括话语内
容的生成机制、发布主体、发布平台、客体、内容、发布形式，外延则包括话语构建的目标、竞争力、
竞争对象。其中，话语内容是整个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而整个体系的效能则是将话语转换为话语权
力的关键。［18］

本文考察的核心内容是 “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让我们首先厘清什么是 “话语”和 “话语体

系”。跳出话语即文本、会话的概念，破除话语和语境分裂的观念，我们提出一个全面、综合、辩证的

话语定义: 一定历史、文化关系下，个体或群体运用语言及其他符号，通过特定交际渠道所进行的交

际活动。从中可以看出，话语是由听说主体、言行意旨、媒介渠道、目的效果、历史关系、文化关系

等多元要素交织而成的社交实践现象; 其中，话语要素之间又有复杂的联系 ( 主体身份与言行意旨相

互渗透、相互定义) 。话语贯穿、支撑、实现人类社会生活: 几乎一切社会实践都可以看作社交实践，

即话语。不难看出，话语既是 “客观 /物质”的 ( 如主体、媒介、经济社会条件) ，同时又是 “主观 /精

神”的 ( 如说听认识、理解、评价) 。

话语最为重要的特质是 “文化性”: 人类不同族群的话语之间存在着交际多样性和权力互动性。一

方面，中西话语之间有各不相同的观念、价值、认知、认同、表达和理解方式、交际媒介和渠道、社

会经济条件、文化传统; 而另一方面，两者在相互作用、竞争、渗透、合作的过程中更体现着非公平

性、非公正性、非合理性。而这种话语的文化性，恰恰是西方学者经常忽视或隐去的。

以特定文化定义的话语，如东方话语、亚洲话语、中国话语等等，之所以能够生成，能被理解、被

接受、被传承，能推动社会，改变世界，不是单靠言辞的运用，人物的参与，或媒介的操控，便可以

实现的。其成功皆在于具备或满足了一定的条件: 第一，成功的话语，须具备全面合理的 “交际体

制”，即交际的主体 ( 双方) 、工具、场合等要素必须形成有效的系统; 第二，成功的话语，须具备全

面合理的 “交际方略”，即交际的方针、策略、概念、规范、认识必须形成有效的系统。能使特定话语

群体有效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交际体制和交际方略的综合系统，我们称之为 “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

一个整体，同时包含 “主观条件” ( 如主体的目标、观念、价值、原则、策略) 和 “客观条件” ( 如主

体的参与、语言、媒介、场合) ，因此它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话语体系是特定群体话语实践能力的

核心，这种核心能力的大小是相对的。不难理解，话语体系是话语文化性的典型、核心反映。同样地，

话语体系也反映或折射特定的历史和现实。

话语体系之于话语具有决定性功能，它支撑、指导、形塑、规约话语过程，因此也影响其结果。它

典型地体现在话语过程的社会组织、价值原则、观念系统、权力关系、设备技术，以及它们之间的网

络链接关系之中。作为话语实践的 “神经系统 /软件”和 “骨骼系统 /硬件”的集合，话语体系可以让

话语 ( 具体实践) 充满活力。

需注意，话语不仅是 “软实力” ( 如表达力、传播力、公信力、说服力、吸引力、感召力) ，也可

以成为 “硬实力”———在它成功地改变世界时就是 “硬实力”的体现。［8］［19］［20］这种话语观，既符合中

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辩证观，又与现代西方学者福柯、布迪厄的话语历史观、海姆斯的民俗交际观殊

途同归。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任何话语体系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话语体系形成张力关系，比如中国话

语体系与美国话语体系、中国话语体系与东方话语体系、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与政治话语体系。因为有

内生的主体性，内在分支的互动，以及与外部话语体系的互动，话语体系总是呈复杂、开放、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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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话语的文化异质性、竞争性形成人类话语多元体系的统一体。

那么，人类文化 ( 多元、竞争) 话语将如何发展下去? 在中华宇宙观里，世界是以 “阴阳”两极

的循环互动而达到平衡统一的。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全球人类文化话语也可以用此思路去理解: “和

而不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然，全球人类话语并不是毫无目标地反复轮回，而是在每一

次的循环中达到更高更文明的层次。照此理念，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话语目前占据上风，但是
“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 在全球化、权力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以中国为典型的非西

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加符合人类安全利益的 “共护和平”倡议，建设 “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主张，推动着全球人类话语体系的发展与变革，相信这种更加公正、合理、符合人类公共利

益的新话语将汇聚成人类主流话语体系。

二、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话语，话语体系，与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是中国人自古

以来就拥有的智慧。当然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这句古训，其效应还取决于话语的诸多方面的条件。上

文的话语 ( 体系) 概念表述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72 届联大会议上叫嚣要 “彻底毁灭北朝鲜”，这种言语不仅对别国造成威胁，

制造国际不安，其本身也成为一种国际暴力行为。类似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 2017 年发布的 《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俄罗斯和中国列为美国的 “竞争者”。这不仅制造了国际紧张，且由于总统报告

的政策权威性，又将导致中美、俄美之间，乃至国际社会的不安。这些国际影响当然不是那几句话或

几十页文稿就能造成的。

话语，可以指涉、界定、定义、描述、宣称、解释、评价、利用、指导国家安全 ( ( 战争、和平)

状况、能力、感受、行为) ，也可以制造、维系、加强、转化、削弱、毁坏国家安全 ( ( 战争、和平 )

状况、能力、感受、行为) ，还可以谋划、制定、传达、执行安全战略和策略，如此等等。反过来看也

一样，国家安全 ( ( 和平、战争) 状况、能力、感受、行为) ，不仅仅需要交际传播的物质条件 ( 如社

会组织、语言表达、信息工具) ，而且也需要概念、情感、知识、价值、规则等交际传播的精神要素。

个人或团体直接或间接谈论国家安全的交际活动，我们称为 “国家安全话语”。国家颁布 “国家安全战

略纲要”，国防部网站发表维护国家安全的声明，智库提供国家安全信息，学者讨论国家安全问题，外

国媒体就国家安全问题作出反应等等，都是国家安全话语的事例。这里，我们没有分裂 “主观安全”

“客观安全” “话语安全”; 相反，我们使用整体、综合的 “安全话语”概念，以囊括整个 “安全实

践”。换言之，在我们眼里，人们围绕着安全问题，会不断地描绘、解释、讨论、争辩、筹划下去; 一

切安全实践，都被化解在 “安全话语”之中。

而话语体系是特定领域话语的物质和精神的系统构架 ( 交际体制+交际方略) ，具有互构现实、规

约行为、形塑社会的功能。国家安全话语 ( 体系) “软实力”是国家安全实践的重要方面，可以阐释、

指导、构成、强化、维系、监察、调节国家安全保障工作。反之，国家安全话语若不成体系，则必然

危害国家安全。那么，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具体性质和状况，决定着这个国家安全的保障

和建设本身，因此在国家安全实践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我们称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

话语体系，为 “国家安全话语体系”; 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话语为 “有话语

体系”，反之，为 “话语体系缺失”。

总而言之，话语 ( 体系) 于国家安全，是内在的、辩证的关系; 完善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是国

家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 “软实力”，同时也是硬实力体现，尤其是在实践中发挥效

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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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的研究体系及信息库构架
根据上文话语、话语体系、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概念的论述，又基于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现实考

虑，可以想象，中国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庞大、纷繁、复杂的现象。这意味着，要探索、发掘、描述、

理清、分析、解释、评价、预测此体系，将是一项极为繁琐而艰巨的工程。

为研究和建设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必须拥有一个相应的实施体系。它应该包括不同要素相互

结合的组织系统。我们认为，它应该由人才库、思想库、信息库、数据库、 ( 国内 /国际 ) 传播平台系

统组合。笔者将从顶层、中层、下层三个层次有选择地展示其内容，以使读者从中想象一个整体的研

究体系可能如何建设。

在顶层，研究体系以人才库为主体，与其他四个环节联结形成研究网络，如图 1 所示。人才库培育

综合和技术人员; 思想库生产理论、方法、新知; 信息库搜集、整编、存储信息; 数据库提供和研发

处理信息库信息的工具; 传播平台以新媒体形式展示中国国家安全的性质和特点，促进国家和世界的

和平与发展。研究体系的总体目标应该是为国家和社会能够客观、全面、系统、准确、细致地认识和

理解中国国家安全话语实践，最终让我们的国家有力地把握和有效地使用该体系，并推动其顺利建设

和发展; 同时，通过相关研究成果展示，帮助国际社会正确地理解中国，促进国际安全的共建共享。

这里，信息处理方法应该坚持两个原则: ①所有信息采取半封闭形式，以此实现国内国外有别、一般

和具体信息有别; ②搜集、编辑、分析、( 有条件) 提供公开、官方和非官方的安全话语材料。

接着，我们从话语体系的概念出发，结合我国国家安全话语实情 ( 基于有限的公开信息资料) ，勾

画中层的信息库框架———这是研究体系中最为基础而重要的一环———见图 2。其目的是为在未来的实证

研究中，研究者得以完整充分地搜集、整编、查询、利用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的信息资料。

如同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和再现，信息库也一样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

构建。由于篇幅原因，在第三层我们仅呈现其中最直观的视角，即管理体制———见图 3。就是说，相关

信息根据管理体制进行分类。

图 1 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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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信息库

图 3 国家安全管理体制

四、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研究问题
关于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广很多，既有学术方面的，又有实践方面的。

第一，要厘清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一般性问题，涉及概念、内容、形式、历史、实践、特点、功能、规

律等，以夯实中国理论建设和实践指导的基础; 第二，要从本土 ( 历史、现实、未来 ) 视角考察具体

中国问题，包括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概念内涵、范畴构成、历史演变、当代经验、未来发展，以

切实把握中国体系的实质特征; 第三，要采取跨文化视角审视中国体系和世界体系，牵涉中国体系与

相关国家体系的结构关系、交往实践等，以期在掌握国际大局的情况下深刻认识和有效发展中国体系。
( 一) 一般问题

首先应该弄清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基本问题，其历史起源与流变、当代形式与内容、本质特性与特

征等等。这些可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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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安全话语的形成、内涵、历史及发展规律如何?

2. 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多样性如何? 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有哪些类别 ( 国家型、国际型) ，与联合国

宪章中的 “国家安全”有何差异和关联?

3. 国家安全话语中，安全理念的形成、发展及规律如何?

4. 当代国家安全话语里，有哪些范畴 ( 如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人的安全) ?

5. 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可以从哪些视角分析 ( 内容领域、管理职能、历史脉络、民间学术、主体结

构、传播模式) ? 国家安全话语主体可以从哪些视角分析 ( 管理、研究、社会、历史 ) ，内部各有怎样

的结构关系? 国家安全话语有哪些传播形式、工具、手段和渠道?

6. 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在国家安全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国际关系维系中占有什么样位置 ( 有什么

作用) ?

( 二) 中国问题

这里要认清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在中国的特殊形式: 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在中国形成的历史过程、当

下的表现形式、典型事例中的具体运用、文化特质特征等等。具体问题可以包括:

1. 当代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作为交际体制和交际方略的综合系统，有什么样的基本内容和形

式? 有何特点? 在实践中效力如何? 应该如何建设? 有哪些主体? 相互关系如何? 基本方针如何? 具

体策略如何? 有哪些具体重要实践活动? 有哪些媒介、渠道、平台传播交流国家安全? 体系发挥的效

能如何?

2. 中国话语里 “国家安全”概念的起源与发展如何?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国家安全观有怎样

的关系? “国家安全”还与哪些其他内容相关?

3. 新中国话语中 “国家安全”概念的演变和规律如何? 如何建构、使用的? 近现代史上 ( 民国、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 ，中国是如何建构、传播的?

4. 新世纪以来，中国官方、学界、民间是如何交流、传播国家安全的? 在国家安全话语中 ( 如关

于 “一带一路”安全问题) ，中国如何对待其他国家 ( 如何构建国际关系) ? 中国学界 ( 智库) 是如何

理解、阐释、评价国家安全 ( 包括 “总体国家安全观” ) 问题的? 中国社会 ( 媒体、民间) 是如何看

待的?

( 三) 拓展问题

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是开放、发展的，因而不能孤立、静止地看。相关的问题应该涉及中国体系

与相关国际体系的 ( 异同、互动) 关系、中国体系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中国体系未来如何建

设发展等等。具体问题可以包括:

1. 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 /相关国的官方、民间话语是如何谈论中国的?

2. 在中国领土、主权、经济等问题上，美国官方、民间话语是如何定义、利用 “国家安全”的?

3. 美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有怎样的历史脉络?

4. 美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有怎样的形式和内容?

5. 美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中，国家安全观与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关系如何?

6. 美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中，国家安全利益有何历史变化，有何规律?

7. 美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中，国家安全观的本质是什么 ( 为什么美国持这样的国家安全观) ，有何

潜在国际后果?

8. 历史、文化在美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中起了什么作用?

9. 语言使用，在构建美国国家安全 ( 利益、风险 ) 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 前者如何构建后者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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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国是如何构建国家安全与世界的关系的 ( 美国是如何构建自己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地位和身份

的) ?

11.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官方、民间话语是如何对待非盟友国家的? 为什么? 有何后果?

12. 美国学界是如何解读、评价美国国家安全观的，有何批评声音?

13. 中美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异同如何? 中美之间国家安全观有何异同 ( 概念、思维方式、价值

观) ? 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的表述上，中美之间有何异同，为什么?

14. 什么是合理公正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

15. 中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 如何建设? 目前的困难在哪里? 有何优势资源?

五、结 语
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是国家安全研究的薄弱环节，既没有明晰全面的观念，更没有系统的研究。本

文提出，国家安全话语 ( ( 体系) 研究) ，是国家安全 ( 研究) 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国家安全保障有重

要作用; 新时代、新秩序、新形势下，必须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为此目标，文章

勾画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研究体系，特别描绘了信息库建设构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国家安全话语

体系的一般、具体和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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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s，access and evolution of current smart advertising，represents at the same time a new way of researching this

innovation in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as well as being a practical breakthrough and theoretical tool of analysis in

the“Made in China 2015”plan．

Investigat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China

Shi Xu ＆ Xie Xiuting

The question of the discourse ( or discourse system) around national security is a neglected one in the field of

security studies，bo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Gi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wer play between major coun-

tries，with the“China Threat Theory”，as well as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interests，it is all the more imperative

to probe into the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discourse，posing the questions: is there even a Chinese discourse sys-

tem to speak of? If so，what are its forms and contents? To what extent is such a discourse system effective? Within

the‘discourse’( system) of national security“soft power" is understoo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security:

it can constitute，explain，guide，strengthen，maintain，monitor and coordinate national security practice． Thus，in

order to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discourse system，this paper will: 1)

formulate an all－encompassing and systematic concept of discourse system，highligh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urse system and national security; 2) sketch out a framework for documenting and analyzing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discourse system; and 3) raise a number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system under

study．

The Cross－Domain Flow of TV Formats:
New Directions i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Hybridity

Dai Yingjie

The cross－domain flow of TV formats displays multiple space－time integration of issues rising from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global and local，creating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al“hybridity”． This“hybridity”is not only re-

flected in textual forms，shaping a new culture containing original architecture and local cultural features，but it is

also embodied in the dynamic mechanisms，representing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the common functions played polit-

ical，economic，cultural mechanisms and multiple power subjects． Therefore，the study of TV format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media texts，but pay also attention to the dynamics and power structure behind said texts，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odes and results of their interactions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final program，map-

ping the proces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the space of cultural dialogu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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