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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9 月﹐我參加第一個中國女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訪問美

國。在一次招待我們的晚餐會上﹐有人介紹我認識了坐在我旁邊

的一位年輕的獨立製片人﹐說她是羅伯特‧肯尼迪的女兒﹐也就

是前總統肯尼迪的姪女。 
我心中湧起對肯尼迪小姐的同情﹕她的父親和伯父都是慘遭

暗殺身亡的﹐父親死時她還不大懂事。幼年喪父﹐這該是怎樣的

一種人生不幸﹖ 

                                        
1 本文是李希光﹑劉康等﹕《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第二章中的三節﹐為印《香港傳

真》﹐作者恢復原稿標題。 



但我怎麼也沒想到﹐我們剛剛握過手﹐彼此還沒有寒暄一下﹐

她就不客氣地劈頭問道﹕“你認為中國有資格申辦奧運會

嗎﹖”— 當時北京正在蒙特卡羅角逐 2000 年奧運會的主辦權。 
坦白地說﹐我個人對北京申辦奧運會並不贊同。主辦一次奧

運會﹐雖然會使北京和中國名聲大振﹐也會產生鉅大的民族向心

力和凝聚力﹐但是我認為無論是在申辦過程中還是申辦下來之後﹐

整個活動都會過於加重政府財力和老百姓的負擔。然而這位肯尼

迪小姐的問題卻讓我感到一種侮辱。我反問她﹕“這是什麼問

題﹖中國憑什麼沒有資格申辦奧運會﹖” 
她似乎很奇怪我會有此一問﹐怔了一下﹐說﹕“中國的人權

記錄那麼不好﹐比如監獄裡對犯人的虐待……” 
我說﹕“第一﹐中國政府的政策並不允許虐待犯人。至於個

別地方有違反﹐那是哪個國家都免不了的﹐美國的警察和監獄也

有體罰犯人的情況﹐不是嗎﹖”她點了點頭。我又說﹕“第二﹐

中國絕大多數人並沒有生活在監獄中﹐也沒有感受到你們所說的

那些人權問題。為什麼在你們的眼裡﹐只有關在監獄裡的才是中

國人﹖”她愣了﹐坦白地說﹕“我從來沒想到過這一點。”我也

誠懇地對她說﹕“如果國際奧委會認為北京的體育場館的設施以

及整個城市的環境﹑交通等條件不夠理想﹐達不到主辦奧運會的

要求﹐那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有人以所謂人權問題為口實﹐說

中國沒有資格申辦奧運會﹐我絕對不能同意。中國申辦奧運會的

資格不比任何國家差。”肯尼迪小姐承認這樣講很有道理﹐點著

頭說﹕“我還沒有從這個角度想過這個問題。” 
那天晚上﹐我們談得很愉快。我認為﹐像肯尼迪小姐這樣的

美國人﹐還是挺正直的。她們受美國媒介對中國的歪曲和片面報

道的影響﹐對中國有不少先入為主的成見。但是她們並不固執己

見﹐願意瞭解事實。如果你能用事實和道理說服她﹐她會放棄她

 2



的成見。 
不能放棄這種成見的是那些主流媒介。誰都知道﹐中國是世

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是美國人口的將

近六倍。然而在美國新聞媒介中﹐你能見到的作為正面形象出現

的中國人﹐往往就那麼幾個﹐即所謂“異見分子”﹐或曰“持不

同政見者”。其實說白了﹐就跟我們中國“文革”時期那種“鬧

而優則仕”的人一樣﹐誰鬧騰得最歡實﹐誰就會像勇士一般以勝

利者的姿態頻頻出現在西方媒介中。 
我中學時代同年級的同學魏京生﹐就是一個例子。作為老同

學﹐我不想說他什麼。不過我很同情他。不是同情他別的﹐而是

覺得他被西方媒介已經捧得沒有了退路。西方媒介人為地把他弄

成一種偶像﹐使他不能不硬挺下去。否則﹐他好像就沒有了價值。

說實在的﹐西方媒介和某些西方政界人士把他搞成中國政治的一

個“晴雨表”﹐一有風吹草動﹐就拿他來說事﹐真是害了他。 
我曾跟美國某大報的駐京記者討論過這個問題。他也覺得我

的看法不無道理。但是他說﹐他不能不把焦點對著這些“異見分

子”﹐因為在其他西方媒介都關注著他們的時候﹐如果他不發出

這方面的報道﹐他的報紙就會很難堪。也就是說﹐那些媒介需要

中國有這樣的人存在。 
於是﹐出現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主流新聞媒介中的中國人﹐就

儘是一些所謂“人權鬥士”了。於是﹐中國申辦奧運會的“資格”

就有了“問題”。於是﹐中國的“人權記錄”就“糟糕”起來。 
問題是﹐人權是否意味著煽動顛覆政府﹑出賣情報﹑製造動

亂的權利﹖一個主權國家的司法機關有沒有權利依據本國立法機

構通過的法律處罰那些觸犯刑律的人﹖大多數中國人是不是認

同﹑是不是需要這樣的“異見分子”和“人權鬥士”﹖ 
1994 年 3 月我去紐約開會時﹐看到那個叫“中國人權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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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一份期刊﹐居然把因向境外一家報紙出賣機密文件而被判

了 15 年徒刑的北京某新聞機構的一位記者﹐描繪成為爭取“新聞

自由”而犧牲的戰士。這算哪門子“人權”﹖ 
順便交代一下﹐據一位旅居美國多年的朋友介紹﹐“中國人

權觀察”的“母組織”﹐即“亞洲觀察”﹐其很大一部分資金是

由“國際民主基金”提供的。這個“國際民主基金”﹐則是美國

中央情報局於 1983 年創辦的﹐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顛覆別國﹐首

當其衝的就是所謂“與美國敵對”的國家。這位朋友說﹕“我們

碰到這些‘人權’組織的人﹐跟他們爭論起來﹐一提這個背景﹐

他們就蔫了﹗” 
就在我寫到這裡的時候﹐一個攻擊中國的所謂“人權問題”

最起勁的組織﹐“大赦國際”的一個法國人來找我。說實在的﹐

我若事先知道她是從這個組織來的﹐根本就沒有興趣見她了。但

是她在電話上只說她在北京世婦會期間見過我﹐這次又來北京參

加國聯第 96 屆大會﹐想再見見。待到見了面﹐得知她的真實身份﹐

我真有些感到像吃了蒼蠅一樣膩味。因為這個組織經常用一些子

虛烏有的案例﹐誣衊中國“踐踏人權”。而且他們還發動很多或

是不明真相或是別有用心的各國方方面面的人﹐給中國有關部門

和人士大量寄信請願﹐為一些社會渣滓或根本不存在的“冤案”

說項。我的一位擔任一家報紙副總編的好友說﹐世婦會前﹐這樣

的信件她一天能接到上百封。世婦會期間﹐這個組織的人又借機

組織示威﹐將某些因觸犯了中國法律而被判刑的人說成是中國的

“人權鬥士”﹐公開為他們鳴冤叫屈﹐公然無視中國的司法主權﹐

更不顧事實。如果說一般中國人過去對這個組織不大瞭解﹐那麼

他們在世婦會期間的表演﹐可引起了不少中國與會者對他們的極

大反感。而且這個組織和西方那些主流媒介的關係特別密切。按

我們跟美國老師所學的西方新聞的原則﹐新聞媒介對送上門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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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應當持懷疑態度﹐應當向被批評或被攻擊的一方核實﹐然後

才能發表。可是西方主流媒介對“大赦國際”攻擊中國的材料﹐

似乎從來沒有懷疑﹐也沒有核實﹐總是來者不拒。 
我雖然不喜歡這個組織﹐但既然誤打誤撞地見了他們的人﹐

也不好就趕她走。且聽聽她說什麼。沒想到她竟訴起委屈來﹐說

無論是中國官方還是非政府組織﹐沒人願意答理他們。我老實不

客氣地告訴她﹐那是你們自己的問題。你們總是憑一面之詞﹐以

一些未經核實的材料﹐誣衊中國。大家都認為你們是敵對組織﹐

當然不願意理你們。要想改變這種狀況﹐首先你們必須做出改變﹐

最起碼要實事求是吧。 
我不能奢望這些話會起什麼作用。但是這位不速之客的突然

造訪﹐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這個打著關心“人權”的幌子﹑

經常干涉我們內政的組織在中國搞到沒有人願意答理的地步﹐他

們自己都覺得怪沒趣的了。 
我並不認為中國沒有人權問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又是

一個有著 12 億人口﹑公民的平均教育水平還相當低的大國﹐中國

不可能沒有人權問題。但是﹐且不說作為中國人﹐我們的切身感

受與西方媒介常常報道的“人權問題”之間的差距有多麼大﹐單

是他們開始“關注”起我們的“人權”的時間﹐就使我對他們的

動機很有懷疑。 
1927 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致使第一

次國共合作失敗。在蔣介石“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口

號下﹐成千成萬共產黨人和愛國志士慘遭屠殺﹐“白色恐怖”籠罩

了全中國。請問﹐那個時候﹐中國的人權有沒有問題﹖那時美國等

西方國家的主流新聞媒介對中國人權的關心﹐體現在什麼地方﹖ 
抗戰時期﹐美國《時代》週刊駐當時的陪都重慶的記者白修

德﹐發回很多揭露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腐敗統治﹐搞得人民群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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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聊生的報道。當這些報道以白修德的署名發表在雜誌上時﹐已

經面目全非﹕那些抨擊和揭露都不見了﹐代之而來的是對蔣介石

和國民黨統治的讚頌。後來﹐白修德不得不在他重慶辦公室的門

上貼了一個聲明﹕“以本記者名義在《時代》發表的任何報道﹐

如果與本人觀點相符﹐純屬偶然。”再後來﹐他遭到解僱。請問﹐

那個時候﹐中國的人權有沒有問題﹖那時西方國家的主流新聞媒

介對中國人權的關心﹐又體現在什麼地方﹖ 
還有渣滓洞﹑白公館﹑“中美合作所”﹐還有那裡面種種殘

酷折磨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的美式刑具﹔還有那些幫助國民黨打

內戰﹑讓中國人自相殘殺的美式武器和裝備……請問﹐那個時候﹐

中國的人權有沒有問題﹖那時西方國家的主流新聞媒介﹐又是如

何關心中國人權的﹖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人民翻身得解放。但是美

國卻對我們實行封鎖和禁運﹐一次又一次把戰火燒到我們的家門

口﹐還在朝鮮戰爭期間向我們的東北地區投擲過細菌彈。請問﹐

那個時候﹐西方國家的主流新聞媒介是怎麼關心中國人權的﹖ 
可以說﹐在新中國的歷史上﹐人權記錄最糟糕的時候應該是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當時﹐不要說普通老百姓﹐就連共和國

的主席和創立共和國的一代元勛﹐都沒有人身安全可言了。然而

中美關係偏偏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解凍﹐走向正常化的。那時﹐

我們並沒有聽說哪個西方國家的主流新聞媒介以中國的“人權問

題”為口實﹐反對中美兩國政府領導人的這一舉措。 
西方新聞媒介開始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是在 80年代末﹑

90 年代初。這是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人

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空前提高的時代。當然﹐我們在經濟轉型期

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諸如腐敗問題﹑社會治安問題﹑通貨膨

脹問題﹑剩餘勞動力問題﹑就業再就業問題﹑貧困問題﹑社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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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問題……但是我們中國人並沒有忽視這些問題。我們通過人代

會﹑政協﹐通過新聞媒介﹐通過種種渠道﹐探討著解決這些問題

的辦法。我們在盡一切努力﹐使我們的生活更美好。在這個過程

中﹐我們當然需要來自國外的批評﹑意見和建議。然而﹐西方主

流媒介對我們的“人權”的關注﹐卻使我感到厭惡。因為那完全

是虛偽的關注。那種關注﹐並不是因為確實有這個問題存在﹐更

不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身。他們的關注是為了需要﹐為了仇視

中國的需要。 
英文《中國日報》1996 年 8 月 19 日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題目

是〈美國媒介熱衷於憎恨中國〉﹐寫得很有意思。文章開頭寫道﹐

美國一家報紙的駐京記者一天晚上在和作者私下閑聊時談到﹕

“坦白地說﹐進入 90 年代以來﹐中國在改善人權狀況方面比前十

年已經進步多了。”作者當即問道﹕“那你為什麼不寫點什麼﹐

告訴你的美國讀者這些實情呢﹖”文章沒有講這位美國記者對這

個問題是如何回答的。但那並不難想像。即使他寫了﹐他的報紙

也不會登出來。因為這樣對中國的正面報道﹐儘管是事實﹐卻不

符合美國新聞媒介仇視中國的需要。 
看起來﹐如今的美國記者﹐不要說同埃德加‧斯諾相比﹐就

連當年《時代》週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的勇氣都沒有。白修德明

知他的報道有悖於他的雜誌﹐或者說他老闆的政治立場和編輯方

針﹐卻仍然堅持寫出真實的情況﹐儘管那不為他的老闆所喜歡﹐

而且最終影響到他的飯碗。 
 

 
 

從 1996 年 9 月 1 日起﹐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發佈會做了改革﹐

取消了英語翻譯﹐問答完全用中文進行。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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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引起美國等西方國家一些駐京記者的不滿。有的說這表明中國

的開放政策“有所改變”﹔有的說這是中國新近湧現的“反美情

緒”的一個體現﹔美國《新聞週刊》甚至以漫畫嘲諷這一舉措。 
我不知道這些記者有沒有在他們本國的政府機構採訪過。我

訪問過的歐美國家﹐新聞發佈會一律用本國語言問答﹐決沒有任

何外語翻譯。有的北歐國家至多提供一些譯成英文的文件。但是

外國記者若想提問﹐對不起﹐你只能講駐在國的官方語言。至於

美國﹐新聞發佈會不僅沒有外語翻譯﹐而且在白宮和國務院之類

的部門﹐只有本國記者參加新聞發佈會才有座椅﹐並且誰坐在哪

裡都是固定的。外國記者要經過嚴格的報批手續﹐才能進來旁聽﹐

還只能“打站票”﹐連提問的資格都沒有。1988 年﹐我和其他幾

個亞洲國家的記者作為美國東西方中心的“傑斐遜學者”訪問白

宮時﹐曾就外國記者不能平等地參加白宮新聞發佈會的問題﹐向

接待我們的白宮新聞辦公室官員表示過不滿。那位官員卻不在乎

地說﹐外國記者有外國記者中心嘛﹐他們可以在那裡通過閉路電

視看到白宮新聞發佈會的實況。 
按照對中國外交部的改革感到不滿的那些西方記者的邏輯﹐

白宮新聞發佈會如此安排﹐是否表明了美國政府的“閉關自守”

呢﹖是否表現出美國的“反華情緒”或反對其他國家的情緒呢﹖

為什麼西方記者對此不置一詞呢﹖最起碼﹐中國還沒有將外國記

者排除在新聞發佈會之外﹐用“外國記者中心”來打發他們。如

果中國完全按照美國的方式行事﹐不知那些西方記者又會作何感

想﹖英文本不是中國的官方語言﹐更何況中文還是聯合國的五種

工作語言之一。中國的外交部在中國首都使用中文來開新聞發佈

會﹐既順理成章﹐也符合國際慣例。可是﹐在這種問題上﹐美國

等西方國家的那些記者就不做橫向比較了﹐非把這麼一件自自然

然的事說成是“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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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僅僅是最近發生的一件小事。就是這件小事﹐也可以反映

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新聞媒介對中國抱有多麼大的偏見。他們很

少能做到“換位思維”﹐即從他們的報道對象﹐也就是我們中國

人所處的實際情況﹐來認識和理解別人面臨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

思路。他們一味從自己的價值觀念出發﹐幾乎對中國的一切都抱

有懷疑或敵意。 
這種懷疑和敵意﹐有時簡直不可理喻。我親身經歷過的一件

事﹐可以說就很典型。那是 1982 年 10 月﹐全國記協邀請中外記

者參觀採訪清華大學﹐瞭解當時中國高等學校如何為建設高度的

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培養人才。那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

之後﹐第一次大規模組織外國駐京記者採訪中國的大學﹐參加那

次活動的外國記者很多。我作為新華社記者﹐也參加了這次活動。

為便於大家採訪﹐在清華大學領導介紹情況之後﹐記者們被分成

若干組﹐與各系的學生代表座談。座談之後﹐學校準備安排記者

去看學生們每天下午的體育鍛煉和其他課外活動。 
我參加的那個組有幾個美國和西歐記者。座談伊始﹐這幾個

記者劈頭就問學生﹕“你們一定是經過挑選來接受我們採訪的。

你們是怎樣被挑選出來的﹖”“你們對這次採訪一定做了精心的

準備。你們準備我們會問什麼問題﹖你們認為最難回答的問題是

什麼﹖”學生們被這些無禮的問題激怒了﹐也很不客氣地說﹐我

們是為促進理解和交流而來﹐如果你們對我們連起碼的信任都沒

有﹐那就不必在這裡浪費時間了。你們可以自己到校園裡去走走

看看﹐願意找誰就找誰。一時間﹐室內的氣氛頗有些緊張。後來

其他真心要瞭解情況的記者開始了正常的提問﹐採訪才又進行下

去。結果那幾個挑起不快的記者也沒有走﹐他們後來又問起學生

們知不知道魯迅的孫子為和一位臺灣姑娘結婚﹐去了臺灣的事。

大多數學生都說不知道﹐少數學生說﹐聽 BBC 或“美國之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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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說過這事。一位美國記者馬上抓住這一點﹐說﹐這是否說明﹐

你們不能從中國官方的新聞媒介中充分得到你們想知道的新聞信

息﹐而不得不從外國廣播中去獲取消息。對此﹐學生們回答說﹐

我們聽外國廣播﹐主要是為了練習和提高英語聽力。至於你們感

興趣的消息﹐大家的新聞價值觀念不一樣﹐你們認為有價值的新

聞﹐我們並不一定認為有價值。 
那次活動已過去十多年﹐我依然記憶猶新﹐的確是因為那幾

個西方記者在採訪中表現出來的傲慢和無禮給我留下了太深的印

象。根據我所學的新聞採訪原則﹐記者是不應當輕信的。然而不

輕信並不等於可以對採訪對象毫不尊重﹑肆意挑釁。就這次採訪

活動而言﹐如果認為安排不當﹐可以向中國記協和清華大學校方

提出意見﹐甚至可以拒絕參加。既要參加﹐卻又對無辜的學生動

以顏色﹐將對主辦者毫無來由的敵意發泄到學生身上﹐未免也太

過分了。我見過不少西方記者對他們本國的各階層人士進行採訪﹐

卻沒有見過一例詰難被採訪對象接受採訪的資格的提問。 
很多訪問過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中國人都感到那裡的人對

中國很不瞭解。一般西方人所瞭解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差距之大﹐

往往令我們中國人吃驚﹐甚至氣憤。許多訪問過中國的美國和其

他西方國家的人也感到﹐他們親眼見到的中國﹐與他們在本國媒

介中讀到看到的中國﹐大不一樣。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想主要的

原因﹐還在於媒介 — 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媒介出於慣常的敵

意﹐只報道中國負面的﹑消極的東西﹐使中國只能以可憐﹑可笑﹐

乃至可惡的形象﹐出現在西方公眾面前。 
1995 年 3 月﹐我和其他幾位中國女新聞工作者應邀去美國依

阿華大學參加“世界婦女與傳媒研討會”暨各國非政府組織在紐

約聯合國總部為籌備“95 論壇”召開的第三次磋商會。東道主安

排我們訪問了一系列新聞機構﹐其中有美國廣播公司（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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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C﹑一些地方電視臺﹐以及一些大學的新聞傳播院系。和我們

座談的人﹐包括不少資深記者﹑編輯﹑主持人﹑教授等﹐問起中

國﹐他們幾乎無例外地只提出兩個問題﹐即所謂西藏“沒有人權”

和中國政府“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大規模溺殺女嬰”的問

題。這兩個問題提得如此之多﹐以至於後來一聽到它們﹐我們都

不怒反笑了。我們問對方﹕“除了這兩個問題﹐你們對中國還知

道些什麼﹖”這時他們很多人就會無言以對。 
西方媒介對中國這種偏狹的報道﹐不僅使我們中國的新聞工

作者﹐也使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同行非常不滿。在依阿華大學的那

次研討會上﹐在一場與中國並不相干的專題討論中﹐一位美國記

者在提問時又突然提出﹐世界傳媒應當對中國所謂的“西藏問

題”和“溺殺女嬰”問題予以關注。她的話音剛落﹐未等我們中

國人站起來﹐印度婦女特稿社的社長阿尼達便搶過話筒﹐憤怒地

質問﹕“為什麼有些發達國家的記者一提到中國﹐便只是這兩個

問題﹖”他們對發展中國家沒有﹐也不願有真正的瞭解。他們同

發展中國家的記者和人民有很大的隔閡。 
誠然﹐東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加上

中國和西方國家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本來是客觀存在。

我以為﹐正因為有這些差異存在﹐人們才需要彼此瞭解和溝通﹐

以求同存異﹐使我們共同生存其間的這個世界大環境能夠和諧一

些。新聞記者和媒介﹐本應是這種溝通和理解的橋梁。 
既要溝通和理解﹐那就有個怎樣對待這些差異的問題﹐也就

是怎樣對待別人與自己的不同的問題。就拿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來說﹐中國有 12 億人口﹐是美國的近六倍﹐而耕地面積只有美國

的二分之一。我們現在已經在消耗下幾代人的資源。為了我們和

我們的後代今後的生存質量﹐中國的人口當然不能沒有計劃﹑沒

有節制﹑沒有控制地增長。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因而得到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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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多數人民的理解和擁護﹔而且這個政策在實行中是按照分類

指導﹑因地制宜的原則﹐儘量做到合情合理。但是﹐由於中國各

地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幹部的水平素質良莠不齊﹐在執行計

劃生育政策的過程中﹐難免有一些偏差和失誤。這些消極的東西﹐

決不是計劃生育工作的主流﹐更不能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我們

的計劃生育工作﹐正是在不斷克服這些偏差和失誤﹐不斷解決問

題的過程中發展的。但是﹐西方媒介對中國計劃生育的報道﹐專

在溺殺女嬰上做文章﹐專門把個別地區個別人的偏差和失誤說成

全局性的﹑受到政府肯定的行為﹐導致很多西方人對中國的計劃

生育工作誤解極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前不久﹐西方媒介又在中國的糧食自給

問題上大做文章﹐宣揚中國在下個世紀將不能養活自己﹐會大量

進口糧食﹐從而對世界的糧食供應造成“威脅”。這也是他們宣

傳的“中國威脅論”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他們卻沒有想一想﹐

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正是為了確保能夠養活自己而採取的一個重

要措施。這不僅是對中國的未來﹐也是對世界和人類的貢獻。西

方媒介對這兩個密切相關的問題的報道如此顧此失彼﹐恰恰說明

他們對中國的報道缺乏實事求是的誠意﹐而是出於偏見和敵意。 
美國新聞界和政界似乎很在乎他們所謂的中國最近出現的

“反美情緒”﹐尤其是年輕人中的“反美情緒”。幾個年輕人寫

的《中美較量大寫真》和《中國可以說不》﹐引起了他們相當的

重視。然而﹐他們在對這兩本書的報道和評論的字裡行間﹐往往

透出這些書是“有背景”﹑“有來頭”的意思﹐好像中國民間不

可能自發地湧起“反美情緒”﹐這種情緒必定是來自政府的煽

動。就連遠在海外的中國學生和學者抗議 NBC 在奧運會報道中誣

衊中國和其他國家運動員的活動﹐也被他們說成是有中國官方組

織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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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個結論仍是出自他們的偏見和敵意。第一﹐無論寫

這些書的幾個年輕人﹐還是廣大的中國老百姓﹐都不存在什麼“反

美情緒”。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同美國保持友好關係﹐符合

中美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國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我自

己的老師中﹐就有兩位美國人﹐很令我敬重﹔我還有不少美國朋

友﹐待人都很真誠﹐我很喜歡他們。正因為如此﹐我們才不能接

受美國政界和主流媒介對中國的那種傲慢﹑偏見和敵意。難道對

這種態度表示反感﹐就是“反美情緒”﹖難道只許美國對別的國

家頤指氣使﹐別人對此只能逆來順受﹐卻不能有所不滿﹖中國的

一句古話說得好﹐“不平則鳴”。對中國充滿偏見和敵意的報道﹐

影響了美國輿論對中國的看法乃至對華政策﹐令一些中國人憤憤

不平﹐他們把這種不平表達出來﹐乃是理所當然﹐談不上什麼“反

美情緒”。第二﹐如果說所謂的“反美情緒”有什麼人煽動的話﹐

那麼煽動起這種情緒的﹐不是別人﹐正是美國人自己。若不是美

國的一些政客和媒介在中國申辦 2000 年奧運會問題上搞小動作﹐

在臺灣問題上干涉中國的內政﹐若不是美國的主流媒介總是那麼

起勁地誣衊攻擊中國﹐中國人怎麼會有“反美情緒”呢﹖與其抱

怨別人“反美”﹐何如檢點檢點自己的言行﹖只可惜美國的政客

和主流媒介﹐太缺乏自我批評的精神了。 
1996 年年初﹐中國在自己的內海進行了一次軍事演習﹐引起

西方媒介一時嘩然﹐譴責之聲不絕於耳﹐美國更是十萬火急調兵

遣將﹐竟派了兩個航空母艦作戰群來威懾。然而僅僅數月之後﹐

日本仗著新簽訂的美日安全體系撐腰﹐先是首相帶頭參拜靖國神

社﹐繼而一筆勾銷當初與中國達成的對釣魚島“擱置主權﹐共同

開發”的默契﹐派人上島立標﹐公開吞並釣魚島﹐居然出動軍艦﹑

飛機驅趕中國船隻﹐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對日本的這等海盜行

為﹐美國和其他西方媒介及其政府竟然裝聾作啞﹐一聲不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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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威脅﹐日本人以武力強行解決領土爭端﹐比中國人在本國領海

內演習﹐是不是更具威脅性﹖主張“公平”﹑“正義”的西方媒

介為什麼不譴責呢﹖中國在歷史上就備受日本和其他西方列強的

侵略﹐今天在釣魚島再次遭受欺淩﹐分明是受害者﹐卻揹上“中

國威脅”的黑鍋﹔真正的侵略者和強盜卻逍遙法外﹐這算是什麼

“公平”和“正義”﹖更奇怪的是西方媒介對臺灣的態度。臺灣

可是被西方輿論認可的“民主社會”。當臺灣海峽形勢緊張時﹐

西方媒介一邊倒地對臺灣表示同情和關切﹔而當臺灣島內輿論也

要保衛釣魚島時﹐對臺灣的支持就不見了蹤影。一位名叫黎陽的

旅美學子在互聯網上發表的一篇題為〈釣魚島風雲背後〉的文章

中說得好﹕ 
 

 
 

釣魚島事件激得全球華人同仇敵愾﹐抗日保釣情緒空前一

致。西方媒介對這些幾乎沒有任何報道。有的報刊有所提及﹐卻

是在最不顯眼的版面。可是﹐如果這些華人的情緒是針對中國政

府的﹐這些媒介就會不惜時間和版面﹐大肆宣揚﹐惟恐中國不亂。

對此﹐一位名叫馬修‧多林的英國人也有同感。他通過互聯網發

出一封公開信﹐對全球華人的“保釣”運動表示同情和支持﹐對

英國廣播公司（BBC）在這個問題上對中國的態度感到悲哀。多

林在信中寫道﹕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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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他說﹕“BBC 的路線就是﹐‘除非我們能夠給中國抹黑﹐否

則就別提中國’。”應該說﹐其他西方主流媒介的方針也是一樣的。 
以這樣的方針報道中國﹐究竟是促進對中國的理解﹐還是在

播種對中國的仇恨﹐那是可想而知的。 
 

 
 

種種事實表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主流新聞媒介﹐

的確對中國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偏見和敵意。他們對中國的報道﹐

與他們自己的新聞學原則都是違背的﹐更談不上客觀公正了。 
那麼﹐他們的偏見和敵意究竟從何而來呢﹖ 
就美國的主流新聞媒介而言﹐我以為﹐這種敵意可謂源遠流

長。1983 年﹐我在美國進修時﹐一位美國歷史老師向我介紹了美

國學者哈羅德‧伊薩克為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劃分的七個階段﹕

第一階段﹐尊重階段 — 從美國建國前後到 1848 年﹐一個歷史幾

乎為零的國家對一個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自然產生了敬意﹔第

二階段﹐輕蔑階段 — 從 1848~1905 年﹐老大的中華帝國裹足不

前﹑日益衰敗﹐使咄咄逼人﹑正在擴張的美國滿心瞧不起﹔第三

階段﹐“仁恕”階段 — 從 1905~1937 年﹐義和團起義之後﹐美

國作為出兵鎮壓義和團起義的八個列強之一﹐利用滿清政府對美

國的庚子賠款﹐出資在中國辦學堂﹐以為這是對中國的“仁恕”﹔

第四階段﹐讚美階段 — 從 1937~1944 年﹐這是因為中國的抗日

戰爭與美國的利益一致﹐美國需要中國的力量﹐因而對中國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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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短暫的讚佩﹔第五階段﹐失望階段 — 從 1944~1949 年﹐這

是由於美國寄予莫大希望的國民黨反動政權腐敗無能﹐土崩瓦解﹐

引起美國的極大失望﹔第六階段﹐仇視階段 — 從 1949~1972 年﹐

因為中國共產黨奪取了政權並領導著中國﹐這對於把共產主義視

為洪水猛獸的美國來說﹐是不能容忍的﹔第七階段﹐從 70 年代初

到 80 年代中期﹐中美關係雖已解凍並建立了外交關係﹐但由於兩

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美國對中國該採取何種態度﹐還猶

疑不定。 
伊薩克對今天的中美關係如何看法﹐我沒有去瞭解。但是根

據美國政界和輿論界的現實表現﹐人們不難看出﹐當今美國政界

和新聞界決策層有相當多的人﹐對中國仍是敵視的。同時﹐按照

伊薩克劃分的這七個階段﹐我們可以看到﹐從 1848 年以來將近一

個半世紀中的絕大部分時間﹐美國對中國都是輕蔑的﹑仇視的﹐

即使是“仁恕”﹐也帶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性質。這一切﹐都是從

“美國中心主義”出發﹐對中國沒有平等可言。要知道﹐“人人

生而平等”﹐可是寫在美國《獨立宣言》裡的。為什麼對中國人﹐

就不講平等了呢﹖ 
美國歷史學家威廉‧威廉姆斯在他的《美國外交政策的悲劇》

一書中指出﹐許多美國人以為﹐“其他國家的人民除非走美國的

路﹐否則就不能真正解決他們的問題﹐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

“把創造出並欣賞著一種不同（於美國）的生活方式的外國人視

為低下﹑落後﹐應當按美國模式來教育和改造”。可以想見﹐在

這樣一種“美國中心主義”的影響下﹐美國人對世界的看法﹐該

會多麼偏頗。 
歷史是美國新聞專業學生的必修課。我在美國進修時﹐專門

學過美國外交史。當時的第一感覺是﹐美國這方面的專著種類之

多﹐確實令人驚訝。無論是研究的題目還是觀點﹐各種各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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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的材料來源似乎也十分豐富。然而時間稍長﹐我便感到在那

眾多的史書中﹐缺了點什麼。因為那些教科書﹑參考書﹐都是美

國歷史界和政界人士撰寫的﹐儘管他們彼此觀點不同﹐有些甚至

對美國政府抱有相當激烈的批評態度﹐但終究都還是從美國人的

立場﹑角度來看待問題﹐解釋問題的。非美國人的著作極少見到﹐

更不要說用做教材了。像中國人﹑朝鮮人﹑菲律賓人﹑越南人﹑

墨西哥人等等﹐對他們各自的國家在歷史上與美國的衝突是什麼

看法﹐在美國的歷史教科書中很少能得到真實完整的反映。而這

些國家的人在歷史上﹐有的現在仍然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犧牲品。

受著這樣一種歷史觀的陶冶﹐美國新聞界對中國的態度﹐怎麼能

做到客觀公正﹖ 
從“美國中心主義”出發﹐美國主流媒介有著強烈的泛美主

義思想。這一點﹐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被視為美國統治階級最有

權威性的代言人之一﹑對美國政治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的新聞類

週刊《時代》的創辦人之一亨利‧盧斯。盧斯於 1898 年生於中國

的山東煙臺﹐父親是一位傳教士。盧斯成長的時代﹐正是美國開

始在世界擴張﹐一步步走向帝國主義的時代。可以說﹐他是和美

國的擴張主義政策一起長大的。盧斯全身心地支持這個政策﹐是

最先提出“20 世紀是美國世紀”的人之一。早在 1920 年﹐22 歲

的盧斯就在給耶魯大學校刊寫的一篇文章中激勵他的同齡人“燃

起民族自豪感﹐振奮民族精神”。他在文中寫道﹕ 
 

20

 
 

 17



從這一立場出發﹐盧斯和與他共同在 1929 年 3 月創辦《時代》

週刊的布里頓‧哈頓在創刊號上直言不諱地宣佈﹕ 
 

 
 

出於這種“理想”和“偏見”﹐盧斯對凡是阻礙美國的“經

濟理想得到承認”﹐也就是說對阻礙美國在世界擴張的國家﹐當

然抱著敵視的態度。妖魔化的工作早在 30 年代就已開始了﹐不過

那時首當其衝的對象是蘇聯﹐是斯大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儘管

後來成為獨裁者﹑法西斯頭目﹐但由於他被盧斯視為反蘇盟友﹐

《時代》週刊仍不惜筆墨﹐為他粉飾。而對斯大林﹐則是另一種

態度。且看當時《時代》對這兩個人的形容﹕墨索里尼一出現﹐

總是“面色紅潤”﹐“愉快”﹐“笑逐顏開”﹔斯大林則“面容

露出殘忍的神色”﹐面孔“儼然是東方人無情的堅硬面罩”。墨

索里尼“著裝整潔”﹐斯大林是“衣冠不整”。講起話來﹐墨索

里尼是“宣佈”﹐“命令”﹐“說”﹐而斯大林只要一開口﹐就

是“吼叫”﹐“厲聲喝道”。大群人的出現﹐在意大利是“群眾”﹐

在蘇聯就成了“暴民”。就連天氣和景物﹐蘇聯的也必然是“凜

冽”﹐“單調”﹐“荒涼”﹔意大利則是“溫暖”﹐“明朗”﹐

“親切”。 
盧斯早已作古﹐蘇聯也已經解體。但是﹐美國主流新聞媒介

在冷戰時代形成的思維定式卻沒有隨著冷戰的結束而改變。盧斯

的陰魂不散﹐他的手法仍在被沿用。在長達 40 年的時間裡﹐美國

等西方國家的新聞媒介一直在按照東西方對峙的框架理解並解釋

世界的衝突﹐追隨他們本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將共產黨領導的﹑

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一概視為對手或敵人。在他們的字典裡﹐

共產黨﹑社會主義﹐就是“極權”﹑“專制”﹑“反民主”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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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給被他們敵視的國家扣上這些帽子﹐似乎就顯得他們的敵

視“合乎情理”了。蘇聯和東歐國家共產黨的垮臺﹐被他們視為

“民主”的勝利﹐因而他們對仍在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

制度的中國愈發不能容忍。他們不理解﹐也根本不想理解﹐這是

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和建設的考驗﹐做出的符

合中國國情的抉擇﹔他們不明白﹐也不想搞明白﹐中國共產黨與

東歐很多國家共產黨的區別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特色。 
其實﹐美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也已感到這種思維定勢已經落

伍。1993 年﹐美國大西洋委員會兩主席之一羅薩恩‧李奇微針對

一些人主張美國的外交政策應從以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為主

題轉向以“推進民主”為主題提出懷疑﹐說﹕“推進民主給了我

們一個目標﹐但是不能給我們一個對世界的理解。它不能解釋﹐

我們為什麼要在海外捲入（他人的事）。” 
可悲的是﹐美國新聞界總是樂此不疲地向全世界推銷空泛的

美國式“民主”﹐即使那種“民主”已在不少地方引起長期的動

亂。然而﹐他們卻很難糾正他們“從針眼裡”看世界﹐以至於在

他們的報道中常常歪曲世界的狹隘。 
從另一方面來說﹐敵視中國﹐也是出於美國統治階級利益的

需要。冷戰期間東西方的對峙﹐造就了美國龐大發達的軍火工業

和戰爭機器。如今雖說冷戰已經結束﹐但他們仍然需要有一個敵

人﹐以為自己繼續生存下去的理由。中國的社會制度﹑地理位置

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他們很方便地找到了敵視中國的口實。

此外﹐他們把中國看作敵人或潛在的敵人﹐還出於他們制止亞洲

崛起﹐維護美國在世界上為所欲為的霸主地位的需要。新加坡資

政李光耀曾告誡美國改變心理狀態﹐容忍亞洲的崛起。但是美國

根本不能允許這種局面發生。而制止亞洲崛起的關鍵便是遏制中

國。美國媒介緊跟這一方針﹐儘管中國的發展並沒有妨礙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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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國奉行的是獨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他們仍然要製

造“中國威脅”的輿論﹐散佈對中國的敵視情緒。 
另外﹐做“秀”的心理﹐也影響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媒介對中

國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有些西方記者與其說是在中國採訪﹐不

如說是在做戲﹐在顯示他們的“英明”與中國人的“愚昧”和

“醜陋”﹐以博得他們主子的賞識。也有些記者生怕被人說成“被

洗了腦”﹐因此不敢實事求是地做與中國有利的報道。 
凡此種種﹐造成了一種“輿論一律”— 在西方的主流媒介

中﹐對中國只能說壞﹐不能說好。這是在標榜“新聞自由”的原

則下的輿論一律。這是打著“民主”招牌的輿論一律。這種輿論

一律﹐封堵了真理的聲音﹐阻礙了西方公眾對真實世界的正確瞭

解。新華社前駐華盛頓首席記者李延寧曾經說﹐比較一個月美國

報刊對中國的報道和中國報刊對美國的報道﹐你會感到中國媒介

比美國媒介客觀得多。我對此深有同感。 
我曾經在中國的研究生院跟美國的新聞教授學過新聞﹐又在

美國學習過美國歷史﹐也訪問過不少美國新聞機構。我仍然認為﹐

美國新聞界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很多。同時﹐我也認為﹐這世界

在變﹐而這變化並不一定是按照美國人和其他西方國家的人的意

願來的。他們需要對世界有正確的瞭解﹐而媒介在這其中起著重

要作用。為此﹐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媒介如不改變他們的那種

偏狹和對中國等國家毫無道理的敵意﹐必將遭到越來越多的人的

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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