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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国家品牌论述研究

舒咏平　 祝晓彤

摘　 要:“国家品牌”已成为契合信息社会语境、具有价值导向的国家形象符号。 基于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节点,中国国家传播需要能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建构

国内与国际社会认可与赞赏的国家主体信息符号———中国国家品牌。 习近平作为国家领

导人对于中国国家品牌的特性以及中国国家品牌的传播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有诸多表述,
形成了系统清晰的国家品牌。 中国国家品牌的特性是内生于中国发展过程演化而来的。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将中国发展过程精准概括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阶段。
习近平的国家品牌论述即中国站起来的国家品牌独立性、中国富起来的国家品牌高效性、
中国强起来的国家品牌互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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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国家品牌建构是目标、是历程

早在 2004 年 12 月,习近平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就明确指出:“品牌是一个企业技术能力、管理水

平和文化层次乃至整体素质的综合体现。” [1]而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

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中也开宗明义:“品牌是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 [2] 显然这

里的两个“综合体现”,正有力地将习近平关于品牌的论述从企业层面延伸、提升到国家层面。 而学

习、掌握习近平关于国家品牌的论述,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的新时代话语体现。 习近平曾经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能“激发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要“传播中国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外国观众更多更好了解中国” [3] 。 因此,新闻舆论工作与外交工作均要秉承“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4] 。 显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时代的全新体现,就需要我们深刻学习理解

习近平的国家品牌思想,自觉把握中国国家品牌建构与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与实践的关

联性。
随着社会发展和信息环境的变迁,“品牌”这一概念充分获得了深化和延伸。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

现代社会,诸多具有主体背景的事物、现象、行为均符号化,亦即品牌化;“品牌”的指代已不单单限于

商业品牌,还包括城市品牌、区域品牌、院校品牌、团体品牌、个人品牌甚至国家品牌[5] 。 “国家品

牌”最初来自 20 世纪品牌来源国、国家形象的研究。 1996 年,西蒙·安浩正式提出了“国家的品牌

化”(National Branding)概念。 他在以“作为品牌的国家”为题写作的时候,聚焦于来源国效应,其第

一篇文章《21 世纪的国家品牌》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制造特定产品的国家是一类品牌。 随后,这一主

张以及围绕展开的学术研究和业界实践得到了广泛关注与重视,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如果打算在这

个簇新的世界秩序下存活并繁荣的话,城市、国家和地区都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考虑身份、战略、



发展、竞争以及愿景,这就是国家品牌[6] 。 2001 年,荷兰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学者彼得·范·汉姆撰

文《The Rise of the Brand State》倡议品牌国家的兴起,指出国家品牌的内涵“正如品牌最好地反映出

顾客对特定产品和服务的感知,品牌国家也包含了外部世界对特定国家的信任和满意度” [7] 。 可以

说,作为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公众头脑中形成总体印象的“国家品牌”概念之诞生,本身就是学科研

究逻辑性推进的最新成果[8] 。
品牌传播的信源来自具有独特内涵的品牌主体,国家品牌的传播必然基于各国家主体独特的特

性。 中国国家品牌的传播显然要立足于中国这一品牌主体的特性,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 品牌特性是指由品牌价值、品牌效应和品牌文化内涵所决定的品牌自身的特点[9] 。 特性意味着

有自己的品格,有自己独特不同的抱负和志向[10] 。 而习近平对于中国国家品牌的特性以及中国国

家品牌的传播有诸多表述,形成了系统清晰的国家品牌论述。 习近平曾明确提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

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
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
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并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

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诠释好中国特色。[11]

2012 年习近平正式提出“中国梦”理念。 2013 年,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

体学习时谈到:中国梦的宣传和诠释,要与当代中国价值观紧密结合起来。 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

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

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12]可以说,“中国梦”描绘了一个理想、美好、自
强、共享、有人类命运担当的中国国家品牌的轮廓。 而在 201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报告中,习近平更是清晰而有力地提出: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

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这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品牌建设初成的目标与境界,也理所当然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而建设与

“两个一百年”目标同构的中国国家品牌,习近平在报告中则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精准概括了中国特殊社会主义发

展的实践历程,指出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13]显然,这里习近平是以过程论的观点来阐述中国国家品牌建构的必由之路。 他曾

谆谆告诫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

得的根本成就。[14]也就是说,中国国家品牌之目标与使命,是内生于中国国家发展过程演化而历史

性地形成的,这无疑启迪我们需按照习近平所概括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发展历程,更深

刻地认识与领悟习近平关于中国国家品牌建设中的“站起来-独立性、富起来-效率性、强起来-互惠

性”的国家品牌论述。

二、中国站起来的国家品牌独立性

我们知道,品牌最早来源于古代人们在牛及其牲畜身上打上烙印,实际上英语“品牌” ( brand)一
词就源于古挪威语词义为“打上烙印”以示区别的“brandr”;随后渐次发展有了旨在对品牌识别性予

以保护的“商标”及其商标法。 正如美国菲利普·琼斯所说:重要的是品牌可以准确无误地把一个生

产商的产品同另一生产商的产品区分开来[15] 。 显然,品牌得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其识别性,而识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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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深层的独立性所决定的。 所谓独立性,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受外界的束缚、不依赖外力。
被称为中国思想源头的《易经》中就以“君子以独立不惧”阐明了独立乃为主体的价值理念。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及发展都涵蕴着独立自主的灵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内蕴的独立性

在康德看来,“主体”就是“自我”,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独立自主地自己作出决定的

人。[16]作为组织和集体的国家是主体,理应具有独立自主的主体性。 具有独立主体性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是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奋斗来的。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道:“人们自己创

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

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7]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

上谈到,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

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

结论。
1840 年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民族独立、国家

独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大的期待。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一度简单套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致使中

国革命遭到重创。 为此,毛泽东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以自信、自主和独立的意识,对教条主义和苏

联经验进行了怀疑和批判,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并在革命

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
习近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伟大奋斗历程和成果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

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18]正是由于开创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求解放之路,才让中国昂首站立起来,以
独立自主的国家品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

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 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人类历

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

兴。 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19] 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

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 我

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
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

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二)“四个自信”内蕴的独立性

品牌的生命力在于独立而持久的跋涉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独立而富有特色的革命

和建设实践中,历史必然性地形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 习近

平强调,我们的国权,我们的国格,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的民族独立,关键是道路、理论、制度的独

立。[20]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论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所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没有照搬苏联经验,也没有像拉美国家一样过分依赖

国外援助,更没有全盘西化在欧美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根据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甚至将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以区

别于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所采用的以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华盛顿共

识”。 中国道路的成功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 [21] 。 中国道路更是和平发展之路,因
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

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22] 。 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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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理由都不

能动摇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23] 。 中国道路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已显

示出别具特色的后发优势、社会主义优势和中国文化优势[24] 。 完全不同于西方大国通过建立殖民

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而崛起的老路,可以说,这是一条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就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

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习近平指出,各国国情

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
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政治制度不

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25] 。 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

制度,尽管适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在形式上演化得也比较完善,但它并非人类民主发展的终

极形式,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民主政治的需要。 中国制度符合当下中国国情,顺应时代

潮流,总体上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以及发展进步,从而丰富了人类

政治文明的宝库[26]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体现了理论自信,该理论以民族复兴和建设强国为目

标,以持续改革为突破口,搭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观念体系和理论系统,其包含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强军胜仗、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严治党等相互关联理论单

元。 这些基本理论又由中国问题导向而形成了具体丰富的理论策略形态,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大开放力度、建设创新型国家、乡村振兴、整体脱贫、“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加快统一步伐等。 显

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国际和平发展时代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所逐步形成,其自觉能动

性、独立创造性以及实践成功性自然让我们形成理论自信。
习近平多次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

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者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
……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 ‘天人合一’ ‘和而不同’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像这样的

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27] 在当代

中国,我们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这既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仁人志士的夙愿、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可以说,独特而富有生生不息生命力的文化,为中国国家品牌进行了基因奠基,深层

次体现了中国国家文化的独立性。

三、中国富起来的国家品牌高效性

市场上被消费者高度认可的品牌,往往能兼顾眼前与长远的利益,其产品则必然性地形成溢价。
而且这种溢价对于品牌主与消费者双方均带来价值,正如我国对品牌价值深有研究的学者所写:“品
牌价值是品牌给产品带来的超越其功能效用的附加价值和附加利益,它给企业和顾客提供超越产品

或服务本身以外的价值。” [28]而这种品牌所形成的溢出价值,体现的乃是一个企业、一个品牌运作上

的高效。 同样,国家品牌的形成必然建立在其发展的效率性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 中国富起来的实践历程充分表现了

中国国家品牌的高效性。 其高效性主要体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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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策的高效性

一个国家决策效率的高低,取决于该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采取的是“议行合一”为基础的根

本政治制度。 “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根据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权力机构。 民主

集中制保证了中国决策的科学性、高效性。 习近平多次阐述民主集中制的这一重要意义。 2012 年,
他在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保证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 [29] 。
2014 年,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组

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 西方国家由于其政治体制的缺陷,无法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于
是利益集团绑架政治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决策效率低下,形成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讲的“民主已死”
的局面[30] 。 同时,相对于竞争性的多党制,我们的多党合作制度以合作与协商代替了对立与争斗,
能够有效避免政党相互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避免恶性政治竞争,最大限度地减少

社会内耗,实现了制度效能的优化,具有突出的制度效能优势[31] 。 这种制度效能优势最集中的体现

则是决策方面,体现了我国特有的决策高效性。
(二)行动的高效性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

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没有那么多相互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

的效率是高的。” [32]中国制度决定了决策一旦出台,就会全国动员,一呼百应,坚决将决策执行下去,
集中力量办大事。 2014 年,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上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

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

的。” [33]突出表现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国

家层面组织的大科学工程,从 1959 年 6 月中央下决心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开始,仅用 5 年多时间,
原子弹爆炸就在 1964 年 10 月试验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

度优势,先后建成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青藏铁路、京沪高铁、京广高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超级

工程。 中国高铁现今已成为我国对外交流合作新名片和“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领域,它的成功典型

印证了中国行动的高效性。 2004 年国务院确定《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开始将高铁建设纳入施政行

动。 仅经过三年,我国就实现了高铁、地铁全套列车控制系统技术的完全自主化和产品的 100% 国产

化;完成了西方同行 30 年才能实现的技术跨越。 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彰显了中国品牌内在的团结

协作、联合攻关的强大力量以及中国上下一心的超强行动效率。
(三)纠偏的高效性

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党的纪律,以及依法治国理念,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自我净化,并体现到国家治理之中,从而显示出中国国家品牌纠偏的高效性。 从党的建设历史实

践来看,遵义会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
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危难关头挽救了中国革命。 延安整风运动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彻
底扫清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思想上的残余。 邓小平倡导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

际上也是在全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并引导中国走出“十年内乱”的泥沼,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34] 。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党

中央坚定推进从严治党,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

之风。 习近平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
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 要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加强对权力

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坚持反腐败无

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 可以说,中国体制的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能力,有效地提高了国家的国际形象,显示出中国国家品牌具有可持续、高效的自我纠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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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强起来的国家品牌互惠性

“整合营销传播之父”唐·舒尔茨指出,品牌主的目的是为了与消费者建立一个良好的互惠关

系,即一个品牌要想取得成功,品牌主就必须为消费者创造一定的价值。 同时,消费者也必须提供一

定的价值给品牌主。 如此,品牌就成为双方共有的、可供双方分享的价值。 当“品牌对于顾客的价

值”和“顾客对于品牌的价值”趋于平衡时,品牌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成长并形成双方均持续

获益的桥梁。 但如果不能达到双赢,任何商品、服务、要素、理念或其他东西都不可能赢得“品牌”这
个称号[35] 。 可以说,品牌本身以及品牌传播秉承的总是双赢理念与双赢效应。 那么,就国家品牌而

言,其建构的本身则需要秉承互惠互利理念。 尤其是近代以来,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发展早已突破

了民族的地域性局限。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

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

失”“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

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6] 如此,互惠性就成为国际交往和国家品牌

的重要取向与特性。
而要实现这种双赢效应,其前提就是自身强大、具备互惠前提与行动能力。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标志着今日中国已站在“强
起来”的新时代节点上。 对于“强起来”的中国品牌,习近平描述:“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

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
文明的狮子。” [37]习近平不止一次地阐明: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不搞零和游戏。 相反,中国只会将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既推进与大国之

间的协调合作,又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并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同发

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中国无疑在国家品牌建构与传播中自觉坚守了互惠互利、共赢共享的原则,而
这也是中国国家品牌区别于其他世界大国的鲜明特性。

习近平关于中国国家品牌互惠性的论述具体还体现于以下具体理念和实践中:
2013 年 3 月,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了《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

演讲。 演讲谈到,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纪元。 从那时起,中非人民在反殖反帝、争
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诚合作。 进入本世纪,中国成功开

创了中非合作论坛这一新合作模式,在对非洲交往平台建设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习近平提到,
截至 2012 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累计超过 150 亿美元,50 年来累计派出 1． 8 万人次的医疗人

员。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三年中方将着力实施“十大合

作计划”,包括中非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减贫惠民、公共

卫生、人文、和平与安全合作计划。 习近平指出,中非关系的本质特征是真诚友好、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共同发展。 2014 年 6 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谈到,千百年来,丝
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 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坚持

合作共赢。
2013 年,习近平在 20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发言指出,一个强劲增长的世界经济来源于各国共同

增长。 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
合作中共赢。 “强起来”的中国在为全球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 IMF)和世界银行测算,2013—2016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 31． 6% [38] 。 同期,美
国贡献了增长的 17． 8% ,欧元区贡献了 5． 3% ,日本贡献了 3． 8% 。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突出表现

在几个方面,包括中国消费结构升级形成了 13 亿人的全球大市场,不仅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

力,还为全球经济复苏发挥强大推动力;中国连续 8 年保持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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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对华出口、搭乘中国经济快车的机会;中国日益扩大的海外投资为越来越多

的国家弥补了资本缺口;中国制造为全球提供了大量商品;中国近 30 年发展起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模

式、技术是全球最高效的,为众多国家改进基础设施做出巨大贡献等。 其次,中国为全球减贫做出了

巨大贡献。 中国贫困人口从 1990 年的 6． 89 亿下降到 2017 年底在 3000 万左右,减少了 5． 69 亿;且
将在 2020 年全部实现脱贫,这无疑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标杆,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在解

决本国贫困问题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减贫合作,与亚非拉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签订了减贫合

作协议,加强减贫经验与知识分享[39] 。 中国的减贫成绩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70% ,在过去的 30
年,中国为减贫做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40] 。 第三,中国模式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西
方中心主义”者曾把西方文明解释成为人类文明的普遍的、唯一的形式,将西方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视

为整个人类必须效法的“典范”,把西方文明说成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41] ,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

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唯一具有潜在全球价值的意识形态,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历史的终结[42] 。
而中国发展模式解构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着眼于人类协同发展,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贡献了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中国

方案。 2012 年习近平在与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首次提出:“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

业。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3] 此后,习近平多次提及并深刻阐

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 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

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

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44]2017 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更清晰地阐述:“最近 100 多年

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 然而,这项任务至今远远没有完成。 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45]目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逐渐成为全球

共识。
在行动上,中国不再是韬晦涵养的姿态,而是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以行动扛起了国际合作、互惠

共赢的大旗。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

议。 “一带一路”的精神理念,源自中国对外交往史上辉煌的丝绸之路,蕴含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内涵,是向欧亚大陆乃至世界各国贡献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具有

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基本特征,是新时期中国追求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生动实践[46] 。 自提出以来,已有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

和参与。 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 “一带一路”逐渐从

理念转化为行动,由中国倡议变成全球共识。 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共同推进加强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已开始显示丰硕的成果。

以上阐述充分表明了中国自始至终坚持践行和平发展道路,抱持“天下大同”的世界观。 “人类

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理念诞生在中国无疑就是延续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滋养孕育的自然结果。
《论语·学而》中讲到:“礼之用,和为贵。”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素来秉承“以和为贵” “讲信修睦”的处

事原则,还辩证地提出“和而不同”的理念,承认多样和差异,求同存异。 中国处理国际关系一直坚持

协和万邦、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和而不同”原则;而在中国“强起来”的基础上,这种相互尊重、相
互包容,建构平等协作、互惠互利的国家品牌互惠性显得更加坚实有力,令世人瞩目。

国家品牌是一种全新的目标凝聚、舆论导向、国际合作、国际传播的话语,它超越了意识形态,也
超越了阶层利益与国家利益,上升为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共赢的理念。 而我们对于习近平关于中

国国家品牌论述的研究,则在于学习习近平对于中国国家品牌的内涵特性的揭示与概括,明确中国

国家品牌传播信源价值所在,而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的新闻传播的事实基石。 而结合学习习

近平关于中国国家品牌建构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实践历程的表述,则能深刻把握与三大

历程对应的国家品牌“独立性”“高效性” “互惠性”的特性及其内涵,为我们在新时代创新性地履行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正价值导向地进行中国国家品牌传播提供富有国家品牌自信的理论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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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Xi Jinping’ s Thoughts on National Brand

Shu Yongping,Zhu Xiaotong(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National brand”has become a symbol for country image which is positive value- oriented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societ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crossed the threshold into a new
era. In this new historic juncture,Chines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hould conve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Chinese spirit and construct symbol of the main body of our nation which could be approbated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ople:“Chinese national brand” . As a state leader,Xi Jinping ha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brand. He had lots of expres-
sions on it as well,which formed systematic thoughts on national br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nation-
al brand are derived from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process. At the 19 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Xi Jinping precisely summarized the process of China’ s development into three
stages which are “ standing up, growing rich and becoming strong” . This paper elaborates Xi Jinping’ s
national brand thought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the independence generated as China stands up,
the high efficiency generated as China grows rich and the reciprocity generated as China becomes strong.

Key Words:Chinese national brand;brand communication;independence;efficiency;recipr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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