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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的外部封锁包围，中国军

队与外军的交流沟通缺少机会和管道。这以及其他多种

原因导致外界对中国军队的形象不甚清晰甚至误解。随

着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舆论界对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认识先后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军队国际

形象也随之流变，呈现出不同的时代具象。新中国军队

真正走向世界，为美国人所认识和了解，是从20世纪50

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与

“联合国军”交战，形成了美国人对新中国军队的“元

像”，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持续影响着美国舆论对

中国军队的态度和看法。此后，因美方对新中国固有的

成见叠印上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恐惧，再加上冷战

使中西方交往基本隔绝，美国人得出了扭曲的中国军队

形象。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国实行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

不同的新举措，美方误认为中国将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向资本主义靠近，加上双方拥有共同对付苏联霸权扩张

的需求，因此中国军队形象相应地开始好转。

经历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美国媒体再次大肆“妖

魔化”中国，中国军队形象一度跌入谷底。21世纪以来，

随着中国整体形象的改善以及军队自身的快速发展，中

国军队的形象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新中国军队在美国舆论中的
形象演变历程
■ 钱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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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

由“鸭子”到“狮子”，再到“红

祸”和“好战”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亲苏的共产党政

权，美国朝野和媒体上引发了“谁丢失了中

国”的争论。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

愿军为了保家卫国跨过鸭绿江，与美军正式

交手。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给美军造成大量伤

亡，这使“红祸”论蔓延，给美国朝野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而后随着双方的对立，美国

几乎无从获悉中国军队的充分信息，对中国

军队的认识只是建立在少数事实基础上的大

量臆测，因而对中国军队的认识既片面又负

面，且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态。这一时

期，美国人在冷战背景下，将解放军扭曲为

“中国鬼子”“赤色匪群”的形象。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战场上中美直接

对抗。在美国人看来，好像几乎在一夜之

间，中国人从近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形成的组

织涣散、胆小怕事、被凌辱的弱者形象一下

子变为可怕的敌人。美国人在谈到朝鲜战争

对改变美国对中国军队印象时说：“中国军

人一直被看作是一群软弱无力和无能的乌合

之众，然而在突然之间他们变为强有力的危

险敌人……微小的美国及其同盟军队吞没在

以欺骗手段的技巧隐藏起来的巨大中国军队

之中。”抗美援朝战争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

军人懦弱猥琐、不堪一击的定型化形象一扫

而光，“整整一代人或者说两代人对中国战

士的形象是不计伤亡地拥向战壕和坦克”。

战争初期，美国沉湎于二战胜利后的喜悦，

而且有对中国军队的先入为主的印象。美国

人回忆：中国军队在二战中的拙劣表现给人

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如50万中国军队不加抵

抗，就让2万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河北、
山西一线的30万中国军队被区区3000日军像

赶鸭子一样赶得到处逃跑。在美军官兵的心

目中，中国军队“鸭子”是不堪一击的弱

旅。难怪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名将军会

说：中国要是敢参战那将是一场大屠杀！结

果战后英国人说美国：要是中国军队有和美

国军队一样的装备，那才真正是一场大屠

杀！只不过被屠杀的是美国人。美国人全没

有意识到，蒋介石统领下的一群“鸭子”，

在毛泽东的统率之下竟成了一群狮子。对中

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

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

美国人敬佩不已。当中美军队交战的时候，

智慧、训练有素的中国斗士形象，不仅让美

国人震惊，也让他们产生了恐惧、有威胁性

的念头。一名美国众议员说：“我无法把东

方人想象为可怕的、强壮的、能干的士兵。
1951年在朝鲜，我第一次相信它。艾恩·迈

克·奥丹尼尔告诉我，中国军队是他所知道

的人员配备最好、受过最好训练的军队……

看起来不大像是中国佬，和我曾经对中国人

有过的整个观念相反……我知道他们有点残

忍的倾向，但完全不能把他们看作可怕的、
顽强的战士，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这样的

战士……”

美国一名著名的新闻记者说：“他们具

有无限的人力，并且从我在朝鲜的经历来

看，技术水准远远超出美国人曾经认为可能

达到的水平。中国人比起过去的德国人是更

优 秀 的 炮 手。”美 国 一 名 前 高 级 官 员 说 ：

“我从小就认为中国人不会使用机器。现在，

突然地中国人驾驶起喷气式飞机来！……我

原来一直以为‘黄祸’是无稽之谈……现在

我可以想象与斯拉夫人协作的亚洲佬，的确

可以征服世界！”《生活》杂志曾对此评价

道：“20年前还是一群游击的乌合之众的中

国红色军队，已经被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威胁

的、苏联化的善战力量……”几十年后，美

国西点军校研究人员，通过数据模拟上甘岭

战役。他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两座海拔分别

才597.9米和537.7米的小山包，美国老将范佛

里特为什么在43天的时间里，动用了整整7

万兵力，仅第一天就向这片不足4平方公里

的土地，发射了30万发炮弹、500余枚航弹，

把上甘岭主峰削低了整整两米，却最终没能

把这两块中国士兵用脊梁堆成的“硬骨头”
啃下来？但由于战争中的国家利益倾向，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大量报道了中国军队在

朝鲜战场上所谓的“虐杀”美军和其他盟国

战俘的报道。这些报道把所谓中国军队的

“暴行”与二战时期日军在菲律宾群岛对美

军所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行军”相提

并论，大量的美国媒体争先恐后地渲染这无

中生有的事情，美国民众在这样的报道中对

中国军队形成了一个“残忍的共产主义军

队”的形象认知。同时期被热炒的中国军队

“进攻台湾”和“占领西藏”的消息也被美

国媒体大肆地渲染。结果，在20世纪五六十

年代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构建了中国军队

是“红祸”的形象。

“文革”时期，因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

胁，人民解放军以“早打，大打，打核战

争”为背景，着眼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美苏

两大阵营敌人，积极整军备战。在“积极防

御”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军的任务主要

是做好以国土防御为主的反侵略战争。那时

美国大体的估计是，中国可以发展相对来说

比它经济上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一旦

同中国打仗，至少会像当年日本那样陷进去

而不能自拔。美国媒体广泛传播了中国军队

不畏战、时刻准备战斗的形象，这给美国朝

野造成中国军队“好战”的错误认知。除

“好战”的形 象 外，当 时的 中 国军 队还 以

“政治狂热”的形象为外人所知。受国内政

治形势影响，这一时期解放军手拿语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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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别像章，早请示晚汇报的狂热的政治形

象使其被美国朝野广泛认知为“缺乏理性”

和“亢奋”的负面形象。此外，“文革”中

红卫兵身穿军装，其从事的一些暴力行为也

被美国媒体广泛传播。这些都给中国军队形

象增添了不良的注脚。1967年，美国著名记

者索尔兹伯里在其撰写的《中国轨迹》中认

为，“文革”期间中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中

国人陷入了狂热之中，将给世界带来恐怖和

不安。很多接触过中国那个时期对外传播媒

体的国际受众，对中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中国是个狂乱的国度；中国人的形象是一个

左手捧着“红宝书”、右手高举宽皮带、身

着绿色军装的红卫兵。“好战”和“政治狂

热”的扭曲印象使中国军队形象深受其害，

甚至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境外一些影视剧

中出现的中国军人仍是一副猥琐、亢奋和残

暴的形象。
总体来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

由于冷战的气氛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美国朝

野充斥着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敌视。美国人对

中国军队的认识主要来自朝鲜战场，后来随

着双方的对立，几乎无从获悉中国军队的信

息，对中国军队的认识只是建立在少数事实

基础上的大量臆测，因而对中国军队的认识

既片面又负面，且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

态。可以说，直至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

美国民众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的敌视态度没有

发生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至1989年：“装备落

后”，学习西方的同时保持了自身优势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多

年的坚冰，为美国人了解中国开辟了通道，

美国各界纷纷对中国产生兴趣，美国人心目

中“邪恶”的中国军队形象开始得到扭转。

改革开放后，中美在对抗苏联这一大框架下

实现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化，中国的身份被美

国定位为牵制苏联的战略伙伴。1983年11月，

里根总统将中国的出口管制等级下调至V组，

进入了美国技术出口限制中管制最弱的一

组。这一政策的意义非常，因为它标志着美

国第一次将中国作为“友好国家”看待，V

组是被美国视为友好但非盟国的那些国家，

这一变化充分显示了中国在美国决策者眼中

日益友好的形象。美国媒体和学者在观察中

国军队时，站在“同情者”的立场，既注意

到了刚刚向世界打开大门的中国，由于长期

外部封锁、国内动荡给军队人员素质和武器

装备带来的问题，又发现中国军队的特有优

势值得效仿。
“文革”结束后，有军事观察员认为，

如果用现代军队的标准衡量，中国的常规部

队在武器装备、通信联络、后勤支持以及复

杂行动所进行的训练等方面都是不够的，或

者说是落后的，军队由于运载工具不足，导

致缺乏机动性。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

军队遭到了很大损失，暴露了军事准备不足

和装备落后的问题。根据《纽约时报》披露

的消息，认为中国要抵御苏联的进攻必须大

量进口美国武器装备。中国领导人意识到，

解放军与先进武器技术的隔绝是造成落后的

主要原因。由于经费不足和避免政治上的被

动，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军队在

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开始积极进行自

主研发军事装备。外界还注意到，中国引入

国防现代化理念后，解放军作战理论和战略

方针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

后期开始，中国军队强调由以前的应付大规

模战争和核战争到打赢周边局部战争转变。
解放军20世纪80年代的演习以防苏为主，而

且规模很大，方面军级别的战役演习不断展

开，坦克火力开始取代步兵成为主要突击力

量。此时，美国媒体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

也比较乐观，“在80年代开始，毛以后的政

策路线已经稳固的时刻，中国出现了一种审

慎的乐观气氛”。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过

程中解放军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沿，甚

至成为社会变革的典范。这一时期，中国军

队虽然武器装备较为落后，但是留给美国的

是在政治稳定的环境下积极向外界学习、追

赶世界潮流的正面形象。
改革开放后，在向西方学习成为潮流的

情况下，也有一些人士敏锐发现中国军队的

特有优势值得效仿。美国国防情报局在一份

报告中写到，虽然中国军人在文化素养和技

术方面落后于美军，但中国军人在吃苦耐劳

方面优于美军。他们的身体条件非常出色，

而且从小就接受民族自豪感和对党忠诚的教

育。他们有强烈的服从意识，不畏艰险、努

力完成使命。中国军人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

积极性最高的军人。有学者注意到，解放军

非常注重高级军官的军事职业教育，没有任

何其他国家像中国这样对高级别军官进行长

期专业训练。还有学者认为：“对中国军队

来说，社会政治训练成了战略上的财富，成

了‘人的因素重于武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

分……在西方国家里，政治训练的前景取决

于西方军队对共产党军队成功经验的意义认

识如何。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战争中还从

未发现一支健全的共产党军队陷于瓦解。他

们具有强制和说服相结合的灵活制度，又有

人的因素重于武器的哲学，只要党组织还保

持完好，他们就有抗御能力。”他们认为对

于已经停止征兵的美国军事体制来说，采取

经济措施和“足够的”经济刺激办法是必要

的，但经济因素不能造就一支需要产生并保

持战斗积极性的军队，像中国军队一样通过

思想灌输和公民教育，可以对部队战斗力发

挥更大的作用。

JSZH军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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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地

区安全威胁者”和“军力落后”并存

1989年政治风波，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

美之间的密切关系，美国媒体对那些有损中

国政府和军队形象问题的压倒性报道，确定

了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对华舆论的基调。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

展，实力不断增强。一些美国战略家认为，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中国，

如果迅速崛起，将对美国的国际地位甚至安

全构成威胁。于是，“中国威胁论”的言论

及政策主张在美国出现并产生很大影响，中

国军事力量“迅速崛起但充满麻烦和威胁”

的论调长期充斥美国媒体。
1992年9月，美国学者芒罗发在美国传

统基金会刊物《政策研究》上撰文《觉醒的

龙———在 亚 洲 真 正 的 威 胁 来 自 中 国》， 称

“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经济飞速发展、军事

上显露锋芒的道路，它对于美国的经济利益

和安全利益的影响是巨大的”。该文造成巨

大反响。1993年夏，学者亨廷顿在美国《外

交》杂志上发表 《文明的冲突》，此文成为

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关“中国威胁”舆论的

代表性言论。“中国威胁论”一唱响，在西

方、日本和东南亚就拥有大批附和者。据不

完全统计，从1992年初到1994年底，在美、
英、日、法等国的报刊上先后出现了70多篇

宣传“中国威胁论”的文章。1999年5月，美

国众议院公布了 《考克斯报告》，该报告通

过调查报告的方式系统地诬蔑中国利用各种

手段“窃取”美国的核技术，改进中国的核

弹头及运载工具，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

全。这份报告立即被美国各大媒体转载，并

极大地强化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军方“谍报活

动猖獗”的负面认识。从2000年开始，美国

国防部每年一次 （2001年除外） 发表 《中国

军力报告》，大力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
为媒体炒作“中国军事威胁”提供“炮弹”。
2002年7月，报告公布后，美国《世界网络日

报》以“突发新闻”的形式，并以非常醒目

的、唬人的通红大标题报道《中国目标：击

沉美国航空母舰》，向美国公众传达中国军

事现代化对美国带来极大“威胁”的信息，

煽动美国人仇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情绪。紧

接着，该报还搞了一个问卷调查，竟然有近

92%的接受调查者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

对美国的威胁。美联社、 《纽约时报》、美

国有线新闻网等美国主流媒体也纷纷就此进

行炒作。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军队时不断强

化这样两大主题，即“压制民主”和“构成

威胁”，其对华报道总是与“专制”“威胁”

“盗窃”等字眼连在一起。此外，1998年以

来，美国学术界还出版了大量鼓吹“中国军

事威胁论”的书籍，它们以“理性”宣传的

方式影响精英和民众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判

断，以渲染、夸大和煽动的形式和“中国武

器出口”等现实新闻事件纠缠在一起，臆造

出了一个中国军队“威胁国际社会和地区安

全”的形象。
与上述鼓吹威胁相对的另一种声音则时

常把中国军队描述成机构臃肿、装备落后、
缺乏战斗力的队伍。 《纽约时报》 曾撰文

称：尽管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

但是它的装备依然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作战

部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中国武装部

队的装备和训练都很差，而且在大陆境外与

现代军队发生的任何对抗中都会被轻而易举

地打败。一些智库和媒体撰文，称中国军队

在一系列关键的指标方面，诸如力量结构、
行动方针、组织及人员组成等方面，都比现

在的水平要落后15年至20年。中国军队基本

上只是一支地面力量，武器装备落后；中国

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要远远落

后；海空军的现役战舰和飞机正面临着淘

汰；中国的战略导弹力量只有美国的1/18；

中国还没有一艘航空母舰，也没有一架战略

轰炸机；尽管从俄罗斯购买了新型战斗机、

潜艇、驱逐舰及一系列新型导弹，但中国军

1980年， 刘华清 （前排右三） 在美国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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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现代化进程坎坷、充满变数。中国进行

网络战和发展反卫星武器的计划虽听起来吓

人，但距真正实现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因

此，中国军队的实力非常有限。《华盛顿时

报》 曾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地面部队有

220万人，其中一般从事生产和其他各种经

济活动，另外四分之一装备低劣，训练不

足，只有四分之一处于临战状态。一位专家

把中国军队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陈旧武器博物

馆。”在 欧 盟 禁 运、联 合 军 演 等 话 题 中 ，

“用从俄罗斯买来的武器武装自己”，成为美

国各大媒体对中国军力发展的常用语。通常

当美军方需要增加军费开支，或渲染“中国

威胁论”时，中国军力就会被夸大，反之则

会被刻意贬低。脱离中国军队实际的“军力

落后”形象的出现，一方面缘于美国的自我

优越感，另一方面也有国际军火贸易方面的

利益驱动。此形象对中国军队的威慑力产生

了削弱作用，长此以往，对于和平解决台湾

问题及东海、南海等周边国家与中国领土和

领海纠纷十分不利。

21世纪初至今：“战斗力不断增强”
和“战略不透明”的大国军队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随着中国大国

地位的不断巩固，国家和军队的国际形象转

变为好坏参半的复合型形象。研究发现，近

年来，随着中国军队的愈加透明开放，随着

中国军队实战化训练水平的不断提升，随着

中国军队参与维和等国际活动的不断增多，

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军队理性、客观、正

面、善意的报道比过去增多，中国军队国际

形象得到较大改善。但是，美国媒体对中国

军队负面报道的力度并未减弱。

近年来，中国军队通过采取设立发言人

制度、参与国内外抢险救灾及国际和地区维

和行动，提升训练实战化水平，有效提升了

自身的国际形象。

首先是正面评价开始增多。2008年汶川

地震后，中国军队在抢险救灾中快速反应、
投送兵力的能力，英勇无畏、排险克难的作

风，赢得了美国媒体的赞誉。美国媒体认

为，中国军队迅速而有效地展示了实力，并

在救灾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极大提升

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威望”，救

灾行动赋予了军队更人性化的面孔，中国政

府部署大约13万军人及半军事化部队参与抗

震救灾的行动非常抢眼。此次媒体还对中国

军方以公开、透明的全新形象面对世界，给

予了充分肯定。对此，香港《广角镜》评论

道：西方媒体对中国军队的报道中，出现了

个人，出现了表情，长期被猜测、被丑化的

中国军人形象，回归了本来的模样。2015年

3月，也门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中国海军第

19批护航编队赶往也门，安全撤离了621名

中国公民，同时还帮助15个国家的276名外

国公民安 全 撤离。美国 《纽 约时 报》 称 ，

“也门撤离显示中国海军日益扩大的角色”。
尼泊尔发生地震后，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武装力量最大规模的出境人道主义救援行

动迅速展 开。对 此， 《华 尔 街日 报》 称 ：

“面对地震，中国迅速反应，援助战略重要

的邻国……中国的迅速反应凸显北京要发挥

更大国际作用的雄心。”习近平宣布“裁军

30万”特别是军队改革实质启动之后，美国

多家媒体积极评价这场改革，认为是中国60

年来规模最大、最彻底、最重要的一次军事

改革。“解放军将变得更有效、更具战斗力

和更精悍。”随着这些年来中国国力的提升，

中国军队的表现也越来越自信。中国军队在

亚丁湾护航行动中从海盗手中成功解救被劫

船只，一方面被外界认为展示了“硬汉”形

象，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维护自己利益

的决心和军事作战力量。中国军队在海外的

维和行动，则展示了中国热爱和平、积极参

与联合国事务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其次是报道评价趋于客观。美国《外交

政策》 杂志全面分析了中国军事力量后认

为：“尽管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增强了其

阻止美国靠近中国海岸的能力，但目前中国

根本没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在太平洋区域挑战

美国，美国军队依然是全球最强的军事力

量。”结论是，虽然中国军事发展很快，但

还不是对其恐慌的时候。美国影响力较大的

网络媒体 《赫芬顿邮报》 2010年1月发表文

章称，从所有围绕安全利益冲突的讨论来

看，北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对美国构成

威胁。中国军力近年来发展迅速，一些国家

因此感到“眼红”，坚称中国军力不过是一

条不足为惧的“纸龙”。对此，有美国学者

认为“纸龙”虽有弱点，但由于美国军队也

面临着各种问题，所以中国军力尽管无法威

胁美国，但在亚洲还是居于前列。针对近年

来中国海军的大力发展，有专家认为，中国

海军并未步苏联后尘———时刻准备穿越太平

洋去恫吓美国。本质上，中国在未来数年谋

求打造的是一支“区域”蓝水海军，而非

“全球”蓝水海军。从一定程度来说，这些

文章是美国舆论界中对“中国军事威胁”的

一种驳斥。近年来，西太平洋、朱日和、金

头盔等有关中国军队军事演习的热词不断出

现在外媒的报道中，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中国

军队训练实战化、军演实战化的趋势。2015

年10月10日的美国 《防务新闻》刊文认为，

中国已大幅提高了其军队演习的真实性，力

图改善战备及协同性，并及时发现实战中的

弱点。文章援引专家的话说，解放军在陆战

演习方面取得了三大进步。一是把演习从演

习场换到实战场，包括在一些偏远边疆地

区。二是从实战状况如指挥、通信和远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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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方面来讲，演习变得更加真实。三

是蓝军的作战准备更好也更强。美联社称，

总兵员达230万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大了

军事训练的强度和频度，更强调实战化和打

赢地区战争。
与此同时，负面评价仍是主流。新华社

军分社曾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包括美联

社在内西方几大通讯社的中国军事新闻作为

样本，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完成了一个研

究报告。统计结果表明，他们报道中国国防

和中国军队的特点有：一是大肆炒作“中国

军事威胁论”。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的提高，“中国军事威胁论”有愈演愈烈之

势。只要有与中国军力相关的任何事件发生，

外界特别是美国都会再次抛出“中国军力对

台湾、对地区和对世界造成威胁”的论调。

2009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美国空军协

会发表演讲时称，美国驻扎在太平洋海域的

航母和空军基地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新威

胁”。盖茨进一步表示：“（中国） 在网络战

和反卫星，以及对地、对空、对舰、弹道导

弹等武器的开发将威胁美国保卫自身力量和

为 我 们 的 太 平 洋 盟 友 提 供 协 助 的 主 要 途

径———特别是我们的前方空军基地和航母战

斗群。”同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

《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将中国、俄罗斯、

伊朗、朝鲜列为挑战美国利益的主要国家。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还单独强

调：中国是一个“在网络世界极具侵略性”
的国家。二是指责中国军队不透明，尤其是

在国防经费方面。每年“两会”期间，中国

政府都会主动公布军费数额，但美国新闻媒

体在进行报道时，认为“中国的实际军费高

于此数字”，还有报道猜测“中国宣布其军费

时可能是有意进行了调整，使其低于实际数

字，从而缓解国际社会对其不断强大的力量

的担心”。2013年5月，美国防部公布当年

《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称，中国军

力发展和战略决策仍缺乏透明度，中国军事

现代化可服务于“推进领土诉求和增强海外

影响”，凸显美对中国军队发展根深蒂固的疑

忌。三是用根深蒂固的偏见注解中国军队。

美国主流媒体常用一些“标签式语言”描写

中国军队。如“世界安全的威胁”“作战能

力落后”“封闭、不透明”“间谍活动频繁”

等负面词语，成了报道中国军队时的固定搭

配。2012年中国“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

成功对接后，在美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外

交政策》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红月亮升起》

的评论，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说成是

“中国的军事威胁”。其更将中国试飞“歼-20”
与1949年苏联成功试验原子弹相比，并呼吁

美国改变削减国防预算的趋势，以应对中国

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地位的挑战。据美国

《纽约时报》网站2012年6月27日报道，调查

发现2/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严重或

潜在的“军事威胁”。

2015年9月，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公

布名为 《美中军事计分卡：1996—2017期间

武力、地理和力量平衡的变迁》 的研究报

告。该报告明确提出，到2017年，在攻击基

地能力、水面作战能力等美军此前一直处于

优势的领域，美中将势均力敌；在未来5年

至15年，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优势将不断下

降。美国海军官员据此认为，照此下去，10

年后南海可能成为中国的“内海”。2016年2

月，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国

会作证时声称，中国扩建岛礁“正在改变南

海的作战环境”。时任美副国务卿的布林肯

则明确提出，中国的最终目标是试图控制整

个南海。近年来，他们更加关注中国军队高

层动态，歪曲中国军队领导人视察部队、发

表讲话等正常活动是对外“示强”；指责中

国国防费增长过快、用途不透明，诋毁中国

研发新的武器装备“引发亚太军备竞赛”；

攻击中国军队远海训练、战备巡航、边境执

勤等活动，是对外释放“好战”信息；极力

诬蔑中国军队参与“黑客攻击”。美国“棱

镜门”事件发生后，他们仍在鼓噪“中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威胁”。

考察美国政界、学界和媒介眼中的中国

军队形象的流变历程，发现尽管随着国际局

势和双边关系的变化，美国舆论界对中国军

队偶有肯定和褒扬之举，但其对中国军队形

象基本上是以贬损和歪曲为主，部分原因在

于美国媒体长期以来形成了以揭露问题为主

的传统，倾向于负面新闻报道。因此，在报

道中国军队时，美国主流媒体偏好用带有冲

突性、爆炸性的事件来吸引受众的眼球或夸

大渲染普通议题来感染受众。更重要的原因

在于，美国舆论界在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影

响下形成了对中国军队的符号化认识。中美

交往很多事件都发生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

之下，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意

识形态等方面的严重对立导致了相互之间的

敌对和仇视情绪，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影响

了一方在另一方心目中的观感和形象。而形

象是长期、渐进、潜移默化积累而成的，很

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舆论由于长期对中国军队的错误认识及

错误的身份定位，导致其对中国军队采取妖

魔化的策略。美国媒体认为中国军队是“威

胁者”的观念在具体对华报道中被不断强

化，逐渐被公众、政客和议员接受，从而形

成了当今反感或敌视中国的舆论和民意的刻

板形象。这种概念化的思维定式决定了长时

期以来美国媒体对中国军队报道的基调。因

此，即使冷战结束已经20多年，美国带有冷

战印迹的中国军队形象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

变。在当前美国社会对中国军队有较深成见

的情况下，如何借鉴实施恰当的公共外交活

动，纠正美国媒体和民众对中国军队的偏

见，是中国军队塑造和传播良好形象的一项

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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