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第 １０ 期（ 总第 ２８６ 期）

Ｏｃｔ．，２０２０
Ｎｏ．１０

中州学刊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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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机制与创新 ∗
刘
摘

瑛

要：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也迎来了新机遇。 地方文化“ 走出去” 的

单向研究模式有待突破，而“ 全球本土化” 的双向视角有助于探讨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现状和发展。 地方文化为建
构全球多元文化体系做出了贡献，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也为自身带来一次再地方化式的创新发展。 在地方文化的
传播实践中，逐渐形成以官办机构、社会组织、公众群体为依托的几种主要传播模式。 要通过杂合的传播内容、多
样化的传播主体以及多模态的传播形式等途径，进一步提升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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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全球化的趋
势为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模式带来了冲击。 地方
文化是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
文化可能受到失去本土特色的威胁，但打破自身发
展壁垒的机会也应运而生。 在如何抓住机遇并突破
发展瓶颈等方面，出现了两个显著问题。 第一，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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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创新发展做出有建设性意义的指导。

“ 全球本土化” 的理论视角为解决这些问题提

供了可行路径。 全球本土化（ 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概念
最早由日本经济学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该术

语由 ｇｌｏｂａｌ（ 全球的） 和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本土化） 组成，
意指在后现代化的转型图景之中实现文化输出。 英

方文化本质的认识仍停留在强调地方性的单向思维

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认为，全球化是似是而非

层面。 学者对地方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中表现出的去

的，不同的国家、地区在吸收外来文化与思想的同

地方化、边缘化和病态化等问题表示担忧，认为地方

时，总是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与转化，全球化是

文化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会失去地方特色，易被当

以一种“ 全球本土化” 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① 这个概

作“ 奇特” 甚至“ 猎奇” 的符号。 这些认知仍局限在

念辩证地阐释了全球本土化是在不完全丧失自身文

区域性、传统性的框架内，但放眼全球化的国际背景

化独特性的前提下，承认自己的文化可以是一个更

可以发现，地方文化是全人类文化基因库的一个因

大的文化的组成成分。 这同时也意味着各地存在着

子，将地方性的单向视野调整为多元共存的全球化

超越自己文化的本土语境而成为一种更大的文化的

视角，是推动地方文化持续发展的起点。 第二，地方

内在诉求。 ② 在此理论视角下，地方文化的价值、地

文化的单向传播问题。 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对地方

方文化国际传播的模式以及地方文化如何创新发展

文化更多的是单向传播模式下的推广，相关研究仍

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顺应由内向外、由东向西的单向模式，对双向的文化
交流与融合现象缺乏观察与总结，这样不仅容易导
致研究陷入文化中心主义的窠臼，也不利于对地方

一、地方文化的价值
全球化为文化共融与发展提供了契机，“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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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 的发展方向使得中国能够将自己的文化置

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

的过程中萌生新的文化元素。 在此背景下，地方文

世纪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地方文化也逐渐形成兼

化的价值需要被重新审视。

具“ 全球化” 与“ 本土化” 特征的传播模式。

于国际文化语境中重新定位 ③ ，并在融入国际语境
１．地方文化的全球化价值

在文化的物质或表层现象背后，存在着思维方

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⑤ 文化传播成为新

１．“ 内外并重” 的统筹传播模式

随着“ 一带 一 路” “ 创 新、 协 调、 绿 色、 开 放、 共

式的差异，为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

享” 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中国理念被世界各国认

实现复苏与创新提供了巨大潜能，全球文化也需要

同，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中国、走进中国，这是地

更加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储备来丰富自身。 随

方文化国际传播的一次历史契机。 在中国官方机构

着中国实力的全方位崛起，中国文化在国际世界的
传播蔚为壮观，但也逐渐被符号化，如饺子、功夫、旗
袍、茉莉花等文化元素已经在世界各地耳熟能详，几
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也造成对中国文化的刻
板印象。 地方文化则可能成为化解这一僵局的利
器，地方文化蕴含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艺术

组织的 各 项 活 动 中， 将 国 外 的 文 化 学 习 者 “ 请 进
来” ，近距离体验地方文化的神韵，同时，专家学者

携地方文化“ 走出去” ，为地方文化的再生长寻找更
丰富的国际土壤，“ 内外并重” 的传播模式为地方文
化在全球语境中的双向传播树立了范式。

把外国人“ 请进来” ，以体验的方式学习汉语、

特征，既具有地方性的原生特质，又兼具多元性与开

感悟中华文化的独特性、认同中华文化的普世性，是

放性，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人类的共同财富。

全面了解地方文化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在全球化进

如果地方文化能够在 一 个 更 广 阔 的 意 义 上 “ 走 出
去” ，不仅能推广自己的文化，而且能丰富世界各地
的本土文化，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中国地方文化的传播是在为文化全球化的
多元体系贡献重要的“ 一元” 。

２．地方文化的本土化价值

地方文化融入全球文化语境，也是地方文化内

省与自觉的催化剂。 地方文化“ 必须找到某些与本
地文化相结合的地方，就必须为适应本地文化而有

所改变” ④ ，在全球文化参照系中进行跨文化、跨门
类的交流与合作。 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以及价值观

念等势必在与异质文化的融合中多有窒碍之处，为
了完成与异质文化的互动交流，地方文化再次回归
传统，实现更高层次上的转型升级，对于地方文化自
身而言，是一次再地方化式的反思与发展。 同时，地
方文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可以巩固其再地方化式的

程中，“ 汉语确实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另一种主要
的语言，它的逐步强势将对建构新的世界语言体系
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对于我们在全世界普及和
推广中国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⑥ 。 近年来，各国
持续升温的“ 汉语热” 为地方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很
好的平台。 数据显示，共有来自 １９６ 个国家和地区

的 ４９ 万余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 ３１ 个省（ 区、
市） 的 １００４ 所高等院校学习。 ⑦ 在汉语的本土环境

中对来华留学生进行地方文化熏陶具有得天独厚的
条件。 “ 请进来” 的文化体验方式可以让受众主动
走近地方文化， 感受中华文化 “ 和而不同、 美美与
共” 的面貌。 “ 请进来” 的留学生在课堂内外都能获
得广泛接触地方文化元素的机会。 例如，来自非洲
的河南大学留学生、豫剧“ 洋角儿” 刘汴京，他在学
校的一次文艺演出中接触到豫剧《 花木兰》 ，一“ 听”

钟情，学校和各级政府也为他提供了便利的学习条

文化形态。 在现阶段的国际环境中，西方国家仍然

件，帮助他在《 梨园春》 全国戏迷擂台赛上亮相，并

占领着塑造全球文化的制高点，但地方文化仍可得

成为豫剧名家李树建的门下弟子。 留学生群体的加

益于特定地域、传统的强大黏附性，维持稳定的文化

入，使得国内的年轻观众对豫剧产生了新的兴趣，

状态，从而在与全球文化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同
时，牢固本土文化根基，形成共赢局面。
二、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模式

“ 戏曲的传承也要开拓思路，培养青春的观众” ⑧ 。
接受过专业教育和地方文化熏陶的留学生群体既代
表着青春的声音，又为地方文化带来一次本土与异
域交汇的文化体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

专家学者在海外的文化传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

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推进国际

的成绩。 例如，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将《 程婴救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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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 《 清风亭上》 等经典名剧搬上世界舞台，豫剧走

面的实践经验和支持，龙舟竞渡在本土也由历时性、

向国际舞台，“ 让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

民族性的纪念活动转变为体育、服饰、音乐、美食等

民众认知接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诠释源远流长

物质体验和观赏的综合性文娱活动。

的中原戏曲的道德内涵与人文品格，让土生土长的

地方文化在传统文化体系内部不断经历着精神

豫剧以独特的个性特征、精湛的艺术水准参与全球

生活和物质生活层面之间的迁移，某些文化逐渐器

文化竞争，以高度的自信步入世界艺术的殿堂，开拓

物化，失去了历史价值维度的意义，而有些文化又因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⑨ 。

“ 请进来” 与“ 走出去” 双管齐下的统筹模式是

某个契机，重新获得失落的历史感。 中国的地方文
化融入、丰富异域文化，在国内外获取的知名度也反

目前发展较为成熟的地方文化传播模式，官办机构

过来促进自身地方文化的生生不息，为地方文化的

具有资源充足、队伍精良等优势，来华留学生和其他

再传播与再发展争得一席之地。

文化工作者大多已经具备汉语知识基础，对中国文
化兴趣浓厚，参与地方文化传播的专家学者也是各

３．“ 全民参与” 的融媒体传播模式

地方文化的传播因为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获得

个领域的领军人物，让最优秀、最具地方特色的文化

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连通世界，

因素在全球多元文化体系中洗练重生，保证了地方

使得民众这个庞大的群体内涌现出数量惊人的天然

文化传播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

２．“ 去异求同” 的文娱传播模式

传播端口。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习近平主席曾就媒体
对外传播提出：“ 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

文化内涵的丰盛和表现形式的多样，为地方文

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

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 去异求同” 的可能。

夫，在乐于接收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

无论是在海内外的传播过程，还是在本土再融合过

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

程中，即便地方文化中某一层面的文化内涵难以突

果。” ⑩ 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传播媒介为全民参

破地域界限，也可以在其他层面寻找共性，实现文化

与地方文化传播事业提供了便利，使传播广度和速

之间的“ 和” 与“ 同” 。

地方文化的文娱传播模式收到了较为成功的反

馈。 娱乐性是大多数文化现象的共性之一，文而化
之的器物和仪式娱人耳目、娱人身心，是各种文化之

度实现指数级增长。
中国武术近年来在海内外的传播融合各种媒体

优势，取得了喜人成果。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８ 日，在瑞士

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将武术列入第四

间共通的普世价值，在内涵迥异的地方文化中发掘

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这背后是中

并利用其文娱性，是实现地方文化有效传播和本土

央及各地政府利用多种媒体的渠道推广宣传与社会

发展的一个可行途径。 例如，传统的端午节形成包

各界的通力合作。 例如，河南卫视武术娱乐类节目

含龙舟与其他文化元素在内的文化现象，与龙舟蕴
含的深厚端午文化相比，龙舟竞渡这种赛事形式更

《武林风》２００４ 年推出，现已成为中国电视界武术搏
击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级栏目，通过打擂比武模

容易在海外得到响应。 龙舟赛事被带到国外后，深

式，融合竞技性与观赏性、专业性与娱乐性，满足普

展龙舟比赛，并形成世界龙舟锦标赛、龙舟世界杯、

搏击组织的合作，舞台上外国面孔的出现给栏目带

受各国人民的喜爱，世界 ５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常年开
世界龙舟俱乐部锦标赛等知名龙舟国际赛事。 龙舟

通观众的审美需求。 《 武林风》 也注重与世界权威
来了异域风情，为发展武术文化创造了多种可能。

竞渡由一个地方性的文化符号，演变为被全世界人

新媒体传播方式凭借传播迅捷、群体庞大和形

民知晓并喜爱的文娱活动。 与此同时，海外龙舟赛

式多样等优势，极大地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全球传播

事也反过来促进了国内各个地域的龙舟文化向着文
娱模式发展。 现代的龙舟竞渡在各种地方文化中求

和本土融合。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 武林风》 官方抖
音开启直播模式，主持人携手网红，以轻松活泼的风

同存异，在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地形

格爆料赛事，备受年轻拳迷追捧。 越来越多的普通

成了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拥有十几种流派的

民众利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以各种奇思妙想的方

龙舟赛事。 国际龙舟竞渡活动的成功举办，为文娱

式展示与武术相关的真实故事，吸引众多粉丝关注、

性的龙舟竞渡作为各地龙舟文化共享内核提供了正

点赞和转发，普通民众的自发传播为武术的推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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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开辟了新的渠道。
三、地方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 我们要保持文化自信，按照时代特点，推陈出

域文化土壤中的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地方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就是“ 人” 的
因素，地方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形式，具有不同
背景的人参与到地方文化的传播中，不仅可以加快

新，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实现中华优秀传

地方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同时全球化又反过来促进

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既然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

地方文化的本土化发展，这些都是通过传播主体来

史潮流，本土文化只有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在与其互

完成的。 因此，发展多样化的传播主体是地方文化

 从全

动和对话中，才能实现自身的更新和发展。” 

球本土化的理论视野，借助文化全球化和本土化的
双重语境，能够使地方文化在与异域文化的双向交
流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１．多样化的传播主体

“ 跨文化传播全球本土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

全球视野下的市场细分。 如果把全球看作一个大市

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

２．杂合的传播内容

“ 不同的风土习俗、不同的宗教艺术、不同的经

济发展态势为每一个民族都打下了独特的文化烙
印，因此任何面向世界的传播活动都必须与当地的
民族文化形成对话沟通，融合渗透，求同存异，以此
凝聚民族共识，在本土化的土壤中让全球化生根发

场，那么跨文化传播的全球本土化，实际上就是在立

 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要经过文化转换才能取

芽。” 

足全球视野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标准或规则，对不

得文化认同，通过传播内容的杂合，既能使地方文化

同国家和地区的目标受众进行层次细分和针对性运

被异域本土文化吸收和采纳，又能保留地方文化的

 拓展传播主体是地方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途

作。” 

特色，实现地方文化与世界文化体系的相互借鉴。

径。 专家群体无疑是地方文化传播的发起人和领路

考虑到地方文化对地方性语言、意识形态以及

人，但传播受众也是一个间接的传播主体，他们不仅

其他文化表现形式的依附性很高，传播受众在地域

是地方文化传播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传播者或潜在

亲缘关系和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各有差异，地方文

传播者，将想象中的文化传播转化为实体的文化传

化传播的内容设计可以形成区域性、群体性的层级

播成果，对这一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关注和研究是地

差异和杂合。 以地方戏曲的传播为例，编排出不同

方文化传播创新发展的新思路。

种类的曲目内容，直接以经典曲目作为演出内容，或

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传播受众主体主要包括四

将原版译制成受众地方语言，或弱化曲目中的历史

个群体：其一是学生群体。 学生群体是最直接的受

故事而改为节奏快、舞美绚丽的舞台剧，针对不同的

众，通过他们可以更好了解当地人的文化观念。 学

群体安排不同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戏曲

生群体由于基数较大且相对稳定，是一个可以长期

传播的困境。 对于与中国地域亲缘关系较弱的国家

合作的群体，可以邀请他们加入地方文化在当地的

和地区，传播内容可以因地制宜。 欧洲国家与中国

译制和改编团队，优化传播内容和形式以及相关研

因地域阻隔形成的迥然不同的文化观念，对地方文

究。 其二是与学生相关的衍生群体。 学生是可以形

化传播的内容提出了挑战，但是兼容并蓄的中国文

成持续影响力的群体，课堂之外他们会将自己在学

化为解决这些困难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例如，传统

校接收到的信息带入家庭和自己的生活圈，在听取

戏曲中蕴含的一些价值观和道德理念可以改编为人

家人和朋友的意见后再反馈到课堂。 学生的衍生群

性之善与美，过滤了对于欧洲受众来说难以理解或

体是被学生感染到、影响到的受众，不经意间埋下了

接受的文化内容，这样地方戏剧的传播会引起更加

中国文化的种子，成为间接的传播者。 其三是中国

强烈的共鸣，同时也为挖掘传统戏剧的现代化解读、

地方文化的爱好者。 这个群体数量相对较小，但其

促进传统戏剧的现代化转型搭建了平台。

作用不可忽视。 在各种官方和民间举办的文化周、
文化日活动中，当地的中国文化爱好者贡献了不菲

３．多模态的传播形式

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来说，现代性是生命

的力量，他们是中国文化“ 本土化” 的促成者。 其四

力所在，需要多种模态的联合和协同。 地方文化包

是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华侨华裔。 海外华侨和华裔

含语言、音乐、舞蹈、服饰、妆容、表演等多种要素，具

是地方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地方文化在异

有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种符号构成的多模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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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的使用可以引导受众更好地把握地方文化传

符号组成的符号综合体，其传播和发展依赖人与人

达出的价值理念，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可以拓展地方

之间的互动。 实现新生和创新发展，是地方文化乃

文化的表现形式，现实与虚拟场景的交互使用有助

至整个传统文化的宿命。 全球本土化指文化全球化

于激发受众对中国地方文化的兴趣。

趋势与本土文化应激反馈二者互动与共融的文化传

尤其在以舞台表现为主的地方文化传播中，可

播模式。 地方文化为全球文化的多元性做出贡献，

以利用多模态的形式填补空缺的文化意象，弥补在

同时，地方文化的自身特性也为融入全球语境、实现

传统文化传播形式中一些重要元素的丢失。 例如，

自我超越与转化生成新的本土文化样态。 在全球本

在戏剧的“ 唱、念、做、打、舞” 等表演手段中，有些元

土化视角下，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一个辩证、双向

素对于传播受众来说是没有意义指向性的，单一的

的创新过程，地方文化应以文化为媒，借助全球本土

唱与白在不通汉语的受众群体中可能收效甚微，程
式化的手眼身法步要让观众领悟其内涵难度也很

化带给我们的“ 双向传播” 和“ 双向互鉴” ，增进民心
相通，绘制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画卷。

大。 在传统的文化传播形式中，为了避免舞台表现
与受众理解之间的失衡，这些地方特色浓厚的文化
元素可能会被较多地删减。 但如今，地方文化传播
搭乘新媒体、新技术的便车，充分发挥多模态媒介的
作用，利用现代高科技和网络化对布景、灯光、舞美、
服装、效果、道具等进行现代舞台设计，在受众文化
空缺之处加强实景效果，以视觉通识弥补单凭听觉
难以理解的文化元素，或在演出过程中适时呈现与
戏剧内容相关的历史画面，也为理解地方戏剧的内
容和文化内涵提供可视化的即时素材。 虚拟化的新
技术更利于表现戏剧的场景交错和结构张力，形成
视觉冲击力，给观众带来完美的视听享受，大大提高
受众的兴趣和参与度，也为地方文化中本土元素的
交流与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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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地方文化是由语言、图像以及意识形态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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