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

———延安时期中共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多重叙事

王海军

【内容提要】 争取对外话语权ꎬ 构建对外话语体系ꎬ 向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的声音ꎬ 既是延安

时期讲好 “中国共产党故事” 的重要前提ꎬ 又是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化塑造的重要保证ꎮ 该时期为

打破国民党污化宣传ꎬ 澄清国际社会猜疑ꎬ 中国共产党采取多样化对外话语叙事策略ꎬ 书写多层面

进步革命话语主题ꎬ 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探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

党革命话语权的争夺及其话语的国际化传播ꎬ 对我们今天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启发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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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对外话语权ꎬ 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ꎬ 向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的声音ꎬ 既是延安时期讲好

“中国共产党故事” 的重要前提ꎬ 又是中共形象国际化塑造的重要保证ꎮ 该时期国民党实施严密新

闻封锁ꎬ 为向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的真情实貌ꎬ 推动 “中国共产党故事” 广泛传播ꎬ 中共灵活采取

多种策略塑造积极正面国际形象ꎬ 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 经济自立、 舆论自由、 积

极抗战的核心革命话语ꎬ 使国际社会客观认知中国共产党真实政治形象及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ꎮ 近

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该时期国共两党话语权争夺问题的研究整体而言较为薄弱ꎬ 主要体现在: 第一ꎬ
对该时期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社会语境方面研究不够全面ꎻ 第二ꎬ 对外话语构建途径方面史料的挖掘

和运用不够深入ꎻ 第三ꎬ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传播内容的探讨有待拓展ꎻ 等等ꎮ 本文试图立足

于较为详细的历史档案资料ꎬ 从中共党史学、 新闻传播学等学科视阈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对

外传播话语体系问题进行系统梳理ꎬ 以期为今天更好讲好中国故事ꎬ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ꎬ 实现

与国际社会的有效沟通提供有益借鉴ꎮ

一、 何以构建: 中共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缘起

延安时期ꎬ 国民党实施严密新闻统制ꎬ 致使国际社会对中共猜疑不断ꎮ 该时期中共合法争取对

外话语表达ꎬ 积极 “发声” 展示进步政策主张ꎬ 有其较为复杂社会历史语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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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打破国民党 “污化” 共产党反动话语宣传的迫切需要

延安时期ꎬ 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识和了解主要源于国民党的污化宣传ꎬ 致使中共被国际社会严

重误读ꎮ 国民党操纵新闻机构对中共进行歪曲宣传ꎬ 极力造谣和诽谤中共高层领导人、 中共领导下

的政权、 军队和抗日根据地ꎬ 使中共形象被妖魔化ꎮ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ꎬ 蒋介石发表 «中国之命运»ꎬ 竭

力鼓吹 “一个主义” “一个党”ꎬ 对中共进行诬蔑ꎮ
国民党利用 «中央日报» «扫荡报» 等反动宣传媒体对中共进行 “污名化” 传播ꎬ 把中共和抗

日军队描写成 “共匪” “匪党” “赤匪” “共产党匪帮”ꎬ 将中共政权和抗战政策妖魔化为 “共产”
“共妻”ꎮ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ꎬ 国民党大肆宣扬中共 “专打友军、 不打日本”ꎬ 诽谤共产党 “游而不

击”、 实行 “封建割据” 和 “破坏政令军令”①ꎬ 故意破坏中共形象ꎮ 国内外媒体沿用国民党反动话

语ꎬ 在海外建构了中共的负面形象ꎮ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ꎬ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加强对美 “特种宣传”ꎬ 在

海外新闻机构发表 «中共破坏币制的统一» «中共的鸦片政策» «中共征粮人民反对» 等文章ꎬ 严重

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正确认知ꎮ 中共要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塑造真实的国际形象ꎬ 迫切需要

构建对外革命话语体系ꎮ
２. 开展对外革命话语宣传ꎬ 积极争取外援的现实考量

在国民党严密新闻管制形势下ꎬ 我们党深刻认识到 “打哑巴仗”② 是要吃亏的ꎮ 因此ꎬ 构建对

外革命话语体系ꎬ 向外界宣传中共进步性和抗战事业正当性ꎬ 是该时期我们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ꎮ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ꎬ 国民政府断绝了对中共的军饷援助ꎮ 为增强抗战力量ꎬ 我们党提出了 “以自

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③ 的原则ꎬ 而美国 “是最有能力给予中共以经济援助的国家”④ꎮ
该时期中共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外话语宣传ꎬ 积极争取外援ꎮ 通过苏联 «真理报» 和法国 «人

道报» 积极宣传中国抗战ꎬ 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ꎬ «共产国际» 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呼吁国际社

会对中国进行支援ꎮ 毛泽东多次会见英美等国记者ꎬ 请他们向国际社会 “争取外援”ꎬ “取得国际直

接援助”⑤ꎮ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ꎬ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及国际援助对于革命斗争的必要性ꎬ “我们

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⑥ꎮ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ꎬ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认为当前紧急任务是: “善于

运用有利的国际条件ꎬ 争取一切可能和必要的外援ꎮ”⑦ 通过努力ꎬ 中共获得了来自外界的医疗、 军

事、 经济等方面的援助ꎬ 有力推动了革命事业发展ꎮ
３. 粉碎国民党文化统制的客观需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ꎬ 国民党除在军事上 “围剿” 革命根据地外ꎬ 还在文化领域实施文化专制

而进行 “文化围剿”ꎮ 为将话语权纳入其一党管制之下ꎬ 国民党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规ꎬ 宣称

“一个信仰、 一个领袖、 一个政府”⑧ꎬ 声言 “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⑨ꎬ 对于 “所有思想庞

杂ꎬ 淆乱人心之谬论ꎬ 固应严加取缔ꎬ 以杜流传”ꎮ 其用三民主义作为思想钳制的唯一工具ꎬ 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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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纯正的三民主义” 来统一思想ꎮ 该时期ꎬ 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专门强化意识形态统治的反动

法令法规ꎮ １９３８—１９４５ 年ꎬ 其发布的反动法令、 法规达 ２００ 余种ꎬ 如 «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修正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等ꎮ 这些法令禁止宣传三民主义以外之一

切主义ꎬ 进一步加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统治ꎮ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ꎬ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 “停止赤化宣传” 等 “根绝赤祸”① 措施ꎬ 再度加强新

闻管制ꎮ １９３９ 年 ４—６ 月ꎬ 蒋介石秘密发布 «防制异党办法» «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ꎬ 严禁共产党

单独设立机关报与杂志②ꎬ 充分暴露了 “一个政党” “一个主义” 的统制思想ꎮ 面对国民党严密新闻

管制ꎬ 中共必须积极争夺革命话语权ꎬ 构建自己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ꎬ 将抗战实情告知世界ꎬ 彻底

粉碎国民党文化统制ꎮ
４. 中共对外宣工作的高度重视提供重要驱动力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ꎬ 认识到扩大国际影响的极端重要性ꎬ 将外宣工作正式提到日程上来ꎮ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ꎬ 中央 “为加强对外联络、 宣传、 外交等事宜”ꎬ “特在西北办事处下设立外交部”③ꎮ
当时邓小平提出要 “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ꎮ 要通过文艺作品、 报告文学、 新闻通讯、 摄影、 绘

画等ꎬ 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ꎬ 流传到华侨中去ꎬ 传播到大后方去”④ꎮ 周恩来多次

强调对外宣传工作要采取 “宣传出去” 和 “争取过来” 的方针⑤ꎮ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ꎬ 中央决定组建海

外工作委员会ꎮ
我们党通过灵活制订系列外宣政策ꎬ 充分利用文件、 公开报道等资料向外界讲述边区政治纲领、

经济状况、 文化教育等ꎬ 使外界对边区的了解更加客观和全面ꎬ 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各种不实报道ꎬ
促进了对外话语传播能力建设ꎮ

二、 如何构建: 中共对外革命话语传播的叙事策略

充分利用话语资源夺取革命话语权ꎬ 积极对外开展革命话语传播ꎬ 是延安时期中共构建对外话

语体系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举措ꎮ 为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和政治污蔑ꎬ 中共采取多种叙事策

略构建对外话语体系ꎬ 把党的声音有效传递到国际社会ꎮ
１. 组织建构: 设立专门外宣机构ꎬ 打开对外话语传播 “窗口”
该时期中共领导成立专门承担外事宣传工作机构ꎬ 主要有延安交际处、 长江局国际宣传组、 南

方局对外宣传组、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等ꎬ 负责向外界宣传中共抗日政策和主张ꎬ 促进对外进步革命

话语传播ꎮ
中共对国际统战工作颇为重视ꎬ 在早期就成立了 “中俄通信社” 和 “华俄通信社” 等对外新闻

宣传机构ꎮ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ꎬ 西北办事处专设外交部ꎬ 博古兼任部长ꎬ 负责对外联络ꎮ １９３７ 年年底ꎬ 中

共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ꎬ 任务是 “宣传出去、 争取过来”ꎮ 交际处接待的国际友人包

括新闻记者、 作家、 社会活动家和国际援华组织代表、 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 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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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表等 (见表 １)ꎬ 对外展示了中共良好形象ꎮ

表 １　 延安交际处接待的部分外国著名记者和友好人士 (１９３８—１９４７)

接待时间 接待对象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接待加拿大援华医生白求恩及其率领的医疗队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接待新加坡 «星洲日报» 华侨女记者黄薇和 «南洋商报» 记者胡守愚ꎬ 毛泽东接见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 接待访问延安的世界学联代表团即国际青年访华代表团一行ꎬ 安排他们与毛泽东会面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接待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一行 １１ 人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接待印度著名援华医生柯棣华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 接待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一行

１９４６ 年 接待访问延安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ꎬ 并安排了她与毛泽东的谈话

　 　 数据来源: 根据 «新中华报»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解放日报»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１９４６ 年 ８ 月) 相关报

道整理ꎮ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ꎬ 中央在武汉筹建长江局ꎬ 设立 “中共最早的外交机构” ———国际宣传组ꎬ 由周恩

来兼管ꎬ 主要负责对英美等国的宣传ꎮ 南方局主要工作对象是外国驻华媒体及通讯机构ꎬ 其领导的

«新华日报» 和 «群众» 周刊刊发大量进步文章ꎬ 成为外国人士了解中共政策的重要窗口ꎮ 皖南事

变发生后ꎬ 为让国际社会了解真相ꎬ 南方局广泛联系英美苏驻华使馆官员ꎬ 使他们了解国民党反共

真相ꎬ 并将秘密准备的材料交由外国记者带往国外发表ꎮ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ꎬ 中央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ꎬ
负责向海外宣介中共抗战事迹及根据地建设情况ꎮ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ꎬ 国际宣传委员会创办国际报道社ꎬ
出版 １３ 份不定期外文刊物ꎮ

２. “宣传出去”: 领导创办外文期刊ꎬ 架设对外话语传播直接平台

延安时期中共在海内外创办的各类期刊ꎬ 成为对外进步革命话语传播的重要媒体平台ꎮ 为传递

抗战救国革命话语ꎬ 中共积极创办报刊ꎬ 在党的国际形象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一方面ꎬ 积极创办国内对外宣传期刊ꎮ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ꎬ 延安创办中共首个在根据地出版的外文刊

物——— «中国通讯»ꎬ 每期用蜡纸刻印ꎬ 用英、 法、 俄三种文字出版ꎬ 对增进国际社会了解八路军、
新四军抗战事迹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情况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晋察冀军区主办外文画报 «晋察冀画报»ꎬ
创刊号上刊登有杨成武支队行军、 白求恩大夫到边区、 美国驻华大使馆卡尔逊到边区考察等多幅英

文新闻报道照片ꎮ 画报托国际友人转送到苏联、 美国、 英国、 印度及东南亚一些国家①ꎮ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ꎬ 中共在上海创办对外宣传英文刊物 «新华周刊»ꎮ

另一方面ꎬ 直接在海外开辟对外宣传平台ꎬ 主动向国际社会发声ꎮ 影响较大的有 «先锋报» 和

«救国时报»ꎬ 这两份刊物被誉为 “西半球华侨爱国反帝的两面鲜明的舆论旗帜”②ꎮ 为宣传中共领导

革命ꎬ 消除国民党国外创办反革命报纸的不良影响ꎬ 早在 １９３０ 年 ４ 月ꎬ 中共党员就在纽约创办了

«先锋周报»ꎬ １９３４ 年改名为半月刊 «先锋报»ꎮ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ꎬ «先锋报» 刊发 «中国共产党中央北

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ꎬ 阐明中共为实现自己抗日救国的目的ꎬ 直接对日作战ꎬ 与全国爱国人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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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致保障中国领土之完整ꎮ
为宣传抗日主张ꎬ 号召各国民众支援中国抗战ꎬ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ꎬ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机关成员

吴玉章等在法国巴黎开展抗日宣传工作ꎬ 创办 «救国报»ꎬ 在欧美亚 ４３ 个国家和地区宣传党的抗战

理念ꎮ １０ 月ꎬ «救国报» 将 “八一宣言” 向国外传播ꎮ «救国报» 大量刊载中共领导人理论文章ꎬ
如发表了体现党的政治民主、 革命前途、 统一战线等理论观点的 «毛泽东发表关于停战抗日之重要

谈话» «毛泽东先生宣称必须更加团结坚持抗战» 等报告和文章ꎬ 还刊载或转载许多国际通讯ꎬ 有

效推动了中共抗战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宣传ꎮ
３. “争取过来”: 将外国记者 “请进来” “借口说话”ꎬ 发挥对外话语建构中介作用

外国记者既是中共革命话语对外传播的首要对象ꎬ 也是中共形象国际化塑造的重要中介ꎮ 作为

“全世界人民的眼睛”ꎬ 外国记者对陕甘宁边区实景式、 全方位的客观报道ꎬ 为中共对外话语传播提

供了重要渠道ꎮ
１９３６—１９４７ 年ꎬ 先后有英、 美、 苏、 加、 德、 印、 朝、 波等十多个国家百余位人士ꎬ 冲破国民

党封锁ꎬ 奔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ꎬ 有效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同和支持ꎮ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北之行被称为 “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① 的标志ꎮ １９３６ 年ꎬ 斯

诺进入陕北采访毛泽东、 周恩来等中共重要领导人ꎬ 获得了关于中共和中国革命疑问的权威解释ꎬ
毛泽东同他讲述了政府内外政策、 抗战形势和方针等问题②ꎮ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ꎬ 周恩来会见艾格尼丝
史沫特莱ꎬ 向她阐述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③ꎮ 美国 «星期六晚邮报» «美国亚洲» «密勒氏评论报»、
德国 «法兰克福日报» 等陆续刊登他们的报道ꎬ 在欧美引发了强烈反响ꎮ １９４４ 年ꎬ 伊斯雷尔爱泼

斯坦以 «纽约时报» 记者身份参加外国记者西北访问团ꎬ 看到边区民主政府受到物质封锁与新闻封

锁ꎬ 决心把这些事实告诉全世界的人ꎬ 因为这对世界人民是有益的ꎮ
记者报道在欧美国家广泛传播ꎬ 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共领导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ꎬ 塑造了中共及其

领导的抗战在西方国家最初的国际印象ꎮ 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的 «红色中国内幕» ( «续西行漫

记» ) 和 «延安采访录»、 冈瑟斯坦的 «红色中国的挑战»、 詹姆斯贝特兰的 «华北前线»、 爱泼

斯坦的 «人民之战» «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的 «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 «八路军

在山东»、 史沫特莱的 «伟大的道路» «中国的战歌» «打回老家去»、 哈里森福尔曼的 «红色中国的

报告» ( «北行漫记» )、 美国军官卡尔逊的 «中国的双星» «中国的军队»、 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夫妇

的 «与中共相处两年» ( «新西行漫记» ) 等ꎬ 为中共对外话语传播与形象塑造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ꎬ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访问延安ꎬ 中央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ꎬ 围绕中共抗战和

边区经济建设向外国记者进行了介绍ꎮ 外国记者积极撰文ꎬ 在美国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纽约时

报» «民族» 杂志、 印度 «政治家» 日报、 英国 «泰晤士报» 等报刊发表多篇关于中共领导边区抗

战和建设的专题报道ꎬ 把一个政治民主自治、 经济独立自主、 军事积极抗战的延安介绍给世界ꎬ 提

高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ꎬ 赢得了同国民党争夺话语权的重大胜利ꎮ 除记者外ꎬ 还有来华的外国政要

和国际友人ꎬ 如美国总统特使居里、 威尔基ꎬ 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等ꎬ 南方局都会向其积极介绍

中共政策主张ꎬ 使他们获得中共第一手材料ꎮ
４. 影像记录: 通过戏剧、 电影、 摄影等艺术形式传递对外革命话语

“文化军队” 在中共对外话语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ꎬ 该时期ꎬ 通过戏剧、 电影、 摄影、 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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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等艺术形式ꎬ 向国外展现了中共是抗战事业的真正践行者ꎮ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ꎬ 中央成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 (后称 “延安电影团” )ꎬ 把党的良好形象融入

电影作品ꎬ 有效增强了对外话语的传播ꎮ 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电影和纪录片有 «白毛女» «陕甘宁边

区生产展览会» «秧歌运动» «新四军的部队生活» 等ꎬ 生动塑造了中共领导的抗战事业ꎮ
党的正面形象和革命话语通过珍贵照片得到集中展现ꎮ 当年毛泽东将反映延安军民火热战斗生

活的照片给斯诺ꎬ 建议斯诺将之公之于世①ꎮ «先锋报» «救国时报» 多次刊发中共领导人照片ꎬ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ꎬ 斯诺在 «密勒氏评论报» 上发表采访革命根据地的报道——— «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会

见记»ꎮ １９３７ 年年初ꎬ 美国 «生活» 画报以 «首批游动无定的中共党人的照片» «占据中国西北的

中共军队» 为题ꎬ 分两期连载斯诺于保安拍摄的有关中共军民生活的 ７５ 幅照片及其文字简介②ꎮ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ꎬ 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出版摄影画册 «大地»ꎬ 刊有中共领导人领导根据地建设的照片ꎮ
１２ 月ꎬ 合众社记者杰克贝尔登拍摄大量新四军战斗生活的照片ꎬ 通过其长篇报告 «新四军» 将根

据地的战斗生活生动展示在世人眼前ꎮ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ꎬ 晋察冀军区主办 «晋察冀画报»ꎬ 发表了许多

配有详细英文说明的照片ꎬ 通过各种渠道在世界各地发行ꎮ
５. 有声叙事: 创建对外广播ꎬ 让世界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电台广播成为根据地 “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③ꎬ 中共利用红色电波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ꎬ 拓

展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ꎮ 新华社开设英文口语广播ꎬ 让美国、 法国等西方国家关注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的抗战事业ꎬ 开启了对外革命话语传播新篇章ꎮ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ꎬ 新华通讯社正式成立ꎬ 以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进行对外广播ꎮ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ꎬ 延安

广播电台开设日语和英语对外广播ꎬ 增强了中共革命话语的宣传ꎮ １２ 月ꎬ 中共在延安开办口语广

播ꎬ 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ꎬ 这是我们党建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ꎬ 是党的广播事业的发端ꎬ 播音稿件

主要包括党报社论和中央文件等ꎮ 中共重视电台工作ꎬ １９４１ 年 ５—６ 月ꎬ 中央相继发布 «中央关于

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 «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ꎬ 强调发展无线电广播对党的外宣

的极端重要性ꎬ 提出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对外广播宣传中共领导的抗战ꎬ 向世界传递中共声音ꎬ 破

除国民党的歪曲宣传ꎮ 美军观察组通过红色电波将延安真实情况向美国国内广泛传播ꎬ 让西方世界

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ꎮ
为更好向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声音ꎬ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ꎬ 新华社英文广播部在延安成立并试播ꎬ 这是

新华社历史上正式对外报道的开端ꎬ 负责播发 «解放日报» 和新华社英文文字电讯④ꎮ 毛泽东在党

的七大上作的 «论联合政府» 的报告ꎬ 就是由英文广播部最早翻译后播发的ꎮ ９ 月ꎬ 首次使用英语

将信息从延安传播到美国、 英国、 印度等地ꎬ 传递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中共军队勇敢作战

情况ꎮ 红色电波越过重重阻碍把党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ꎬ 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共抗日政策ꎬ 报道中

共领导人民顽强抗敌事迹ꎮ 它突破了时空限制ꎬ 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架起一道桥梁ꎬ 使中共对外

话语传播变得多维度和多元化ꎮ
６. 国际统战: 发动民主人士及海外华侨推动话语传播

全面抗战爆发后ꎬ 在中共领导下上海成立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 和 “国际新闻供应社”ꎬ 在

救亡协会内专设负责对外宣传的 “国际宣传委员会”ꎮ 在香港ꎬ 中共领导建立了 “全民通讯社”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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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 香港分社等带有统战性质的进步媒体机构ꎬ 这些机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外宣传党的抗战事

业ꎮ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ꎬ 党的侨务机构 “保卫中国同盟” 成立ꎬ 其重要宣传阵地是英文刊物 «新闻通讯»ꎬ
负责对外介绍党领导抗战的方针政策、 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以及党领导根据地建设情况等ꎮ

为保护受国民党迫害的民主文化人士ꎬ 中共将他们转移至香港或者菲律宾、 新加坡、 印尼等国

家和地区工作ꎮ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留在这些地方从事抗日宣传工作ꎬ 中共制定的许多重要方针政策

主要通过他们传递到国际社会ꎬ 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ꎮ
中共积极借助海外华侨力量开展对外话语宣传ꎬ 华侨主动跟国际社会建立联系ꎬ 成立华侨抗战

救国统一组织、 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带有国际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ꎬ 这些组织在海外创办

«纽约新报» (美洲华侨创办)、 «星洲日报» (新加坡华侨创办) 等报刊ꎬ 抨击国民政府反动政策ꎬ
促进了革命话语的国际传播ꎮ

三、 构建什么: 中共对外核心革命话语的书写

抗战时期ꎬ 中共是人民利益的无私捍卫者ꎬ 是抗战事业的忠实实践者ꎮ 该时期通过多种形式的

革命叙事ꎬ 首次系统、 全面地将代表中华民族希望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呈现给世界ꎬ 为国际社会尤其

是西方国家架起一座了解中共的桥梁ꎮ
１. “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信仰ꎬ 坚信 “各种政策的成功基本上依靠这种哲学”①ꎮ 美国

记者罗斯认为ꎬ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无比信心ꎬ 同时允许极大的思想和批评自由ꎮ 斯诺的 «西行

漫记» 为国际社会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形象ꎬ 认为中共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ꎬ 将中

共视为马克思主义改革者ꎮ 毛泽东指出ꎬ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共产主义思想方法ꎬ 对于中共创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领导革命事业具有极端重要性ꎮ 中共自建党始ꎬ 就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

仰ꎬ 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ꎬ 正确运用于近代中国社会ꎬ
领导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各项方针政策ꎬ 指引中国抗战不断向前发展ꎮ 为此ꎬ 冈瑟斯坦指出: “共
产主义在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彻底中国化ꎮ”②

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抗战实际相结合ꎬ 成功找到了指导中国抗战的正确理论ꎮ 在西方记者

看来ꎬ 中共领导的抗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ꎮ 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是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的光明前途ꎬ 在抗日根据地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实行自己的 “民主政治”ꎬ 这种

民主政治完全有别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ꎮ
抗战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ꎬ 该时期毛泽东的 «实践论»

«矛盾论» 等系列著作的发表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ꎬ 他们高度评价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成果ꎬ 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了③ꎮ
２. “抗战事业的中流砥柱”
抗战宣传是中共同国民党争夺话语权和自身抗日救国形象国际化塑造的核心ꎬ 旨在使国际社会

客观认识中共ꎬ 从而塑造自身国际形象ꎮ 史沫特莱的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斯诺

的 «红星照耀中国» 及冈瑟斯坦的 «红色中国的挑战» 等著作ꎬ 彰显了延安时期中共抗战爱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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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ꎬ 充分展示了中共在战争中的正义性ꎬ 为抗战赢得了更多道义支持ꎮ
中共还安排外国记者赴前线考察ꎬ «泰晤士报» 记者福尔曼对八路军抗战给予积极宣传ꎬ 并指

出ꎬ 在中国已经证明了ꎬ 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ꎮ 美军观察组领导人包瑞德认

为ꎬ 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是中国的 “新力量”ꎮ 国外记者通过亲身访问ꎬ 发表许多宣传中共

抗战的新闻通讯ꎬ 如 «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 «中国解放区军民合作目击记» 等ꎬ 客观报道

了中共的抗战、 团结、 民主理念ꎬ 粉碎国民党对共产党 “游而不击” 的诬蔑ꎮ
该时期ꎬ 一批美国新闻摄影师以影像方式记录中共领导人民军队抗战ꎬ 如美国摄影师邓汉姆的

纪录片 «中国要给予还击» (１９３６ 年)、 荷兰尤里斯伊文思的 «四万万人民» (１９３８ 年) 等ꎬ 高

度肯定了中共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ꎮ
３. “有温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者”
中共领导层品质优秀、 信仰坚定、 才干杰出ꎬ 是一个胸怀理想、 英勇奋斗的领袖群体ꎮ 在与外

国记者的接触中ꎬ 中共领袖展现了平易近人、 正直诚实、 生活简朴、 关心百姓的真实面貌ꎮ 毛泽东

的超凡智慧和深刻洞察力ꎬ 周恩来的温文尔雅和卓越外交才能ꎬ 朱德的谦虚平和等ꎬ 都是对中共形

象的一种极佳宣传ꎬ 赢得了国内外对中共领袖的广泛赞誉ꎮ
外国记者笔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绝非国民党所污蔑的 “强盗” “土匪”ꎬ 而是具有强烈民族使命感

和进取革命精神ꎬ 与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无能、 专制跋扈形成鲜明对比ꎮ 毛泽东个人的独特魅力是展

示中共形象的一面重要旗帜ꎬ 斯诺的 «毛泽东自传» 首次向国统区和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共领袖的真

实生活与战略家风范ꎮ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ꎬ 卡尔逊在 «中国的双星» 中对毛泽东作出高度评价ꎮ １９４６ 年ꎬ
爱泼斯坦在纽约发表采访毛泽东的文章ꎬ 认为毛泽东思想深邃、 自信谦恭ꎬ 又有幽默感①ꎮ 在冈

瑟斯坦看来ꎬ 毛泽东平易近人ꎬ 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和人民领袖ꎮ
厄特利认为ꎬ 周恩来温文尔雅、 处事机敏ꎬ 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和最令人信服的人ꎮ 海伦斯

诺认为ꎬ 朱德谦恭宽厚、 言语温和ꎮ 关于八路军战士ꎬ 卡尔逊、 福尔曼等人认为ꎬ 八路军是纪律最

严格、 训练最有素的部队②ꎮ 可见ꎬ 中共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ꎬ 因为有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特

殊优秀的领袖群体ꎬ “他们不是一般的中国人ꎬ 他们是新中国的人”③ꎮ
４. “一批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革命战士”
中共领导下的军队艰苦朴素ꎬ 纪律严明ꎬ 清正廉洁ꎬ 有着良好军民关系ꎬ 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

美德ꎮ 他们是外国记者所见过的最有军事素养的革命战士ꎬ 同国民党军队的贪污腐化形成鲜明对照ꎮ
在西方人看来ꎬ 中共创建的军队和领导下的政府ꎬ 在近代中国史上是罕见的ꎬ 因为这是真正属

于人民的政府和军队ꎮ 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 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ꎬ 中共军队训练有素、
纪律严明ꎬ “共产党领导地区的简朴和国民党官员的奢华形成鲜明对比”④ꎬ “官兵一致ꎬ 官民一致ꎻ
军人士气高昂ꎬ 纪律严明ꎻ 共产党的首领可以在住满士兵、 农民的街道上或城郊随意散步ꎬ 无须警

卫人员”⑤ꎮ 军队自觉遵守纪律ꎬ 他们行军经过村庄时ꎬ “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⑥ꎮ 福尔

曼认为ꎬ 老百姓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军队ꎬ 是因为军队纪律严明ꎬ 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支具有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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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觉悟的军队ꎬ 他们不侵犯农民幸福ꎬ 而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去作战ꎮ 这支军队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武装下ꎬ 有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ꎬ 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甘愿献出一切ꎮ 贝特兰认为ꎬ 八路军将士

在战场上临危不惧ꎬ 知道怎样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ꎮ
５. “一切为老百姓福祉着想”
革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ꎬ 中共特别注重党群关系ꎮ 延安时期中共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尊敬和支持ꎬ

纽约 «先锋论坛报» 记者斯蒂尔通过亲身经历ꎬ 认为中共是真正能够做到为老百姓利益着想和为人

民服务的政党ꎮ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ꎬ 魏德迈将军政治顾问鲁登指出ꎬ 共产党在根据地是真正得到老百姓拥

护的ꎮ １１ 月ꎬ 美军观察组成员戴维斯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认为ꎬ 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在于中

共ꎬ 而蒋介石政府置人民于水火之中ꎬ 其腐败无能和专制统治难以得到老百姓支持和认可ꎮ
中共革命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ꎬ 凸显了宗旨的人民性和执政为民的政党形象ꎬ 这也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ꎮ 在西方记者看来ꎬ 中共将革命事业同人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ꎬ 将为

人民服务看作革命事业的重要目标ꎮ 该时期中共为边区经济、 社会、 文化等各方面事业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ꎬ 改善了边区人民生活水平ꎮ
６. “人民当家作主”
自由和民主是中共对外话语构建的主要形象ꎮ 斯诺强调中共革命的重要目标是唤起老百姓的人

权与民主意识ꎬ 为建立平等、 正义、 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而斗争ꎮ 贝特兰认为整个边区是中国最接

近于完全民主的地方ꎬ 他用 “选举权、 普选、 乡村议会、 县乡直接选举、 真正民主” 等词汇描述了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制度ꎮ
中共党内政治民主ꎬ 保证言论自由ꎮ 中共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ꎬ 不断完善制度和政策ꎮ 林迈克

在 «延安哪里有缺点» 报告中指出ꎬ 延安完全不同于重庆ꎬ 因为延安真正实行了 “知无不言ꎬ 言无

不尽ꎻ 言者无罪ꎬ 闻者足戒”①ꎮ 国外记者认识到中共民主实质ꎬ 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共治理下的新社

会模式ꎮ 斯坦指出ꎬ 中共领导下的民主是真正彻底的ꎬ 党的领袖与党员之间相互信任ꎬ 政见一致ꎬ
实施民主管理ꎮ “这种进步的改革制度已经为共产党人和他们的统一战线的主要合作者赢得了人民

群众的积极支持ꎬ 其程度是中国任何一个政权未能达到过的”②ꎮ

四、 构建价值: 中共对外话语构建的成效与影响

延安时期中共经过对外宣传领域话语权争夺ꎬ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ꎬ 国际社会认定中国的希

望在延安ꎬ 因为延安有中共ꎬ 助推了中共从延安走向世界ꎮ
１. 彻底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和政治污蔑

中共通过各种路径构建与传播革命话语ꎬ 彻底打破了国民党新闻封锁和政治诬蔑ꎮ 党的抗日政

策得到国际社会一定程度认可ꎬ 使党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ꎮ
中共对外革命话语的传播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阴谋ꎬ 国外记者在著述中客观记录了中共军队的

抗战形象、 社会面貌和中共领导人的优秀品质ꎬ 打破了外界对中共的偏见ꎮ 斯诺指出: “事实是探

索真理的路标ꎮ 红色苏区分明是个文明友善之邦ꎬ 哪里是什么 ‘匪’? 我这次苏区之行ꎬ 我的工作、
我的事业良心、 我的报导ꎬ 必定会使国民党电台、 报刊在世界上的谎言、 欺骗破产ꎮ”③ 爱泼斯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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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指出: “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ꎬ 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ꎮ 这个中国充满希

望ꎬ 没有饥饿ꎬ 没有失败主义情绪ꎮ 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ꎮ”① 这些著述向国际

社会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有希望的政权ꎬ 使中共开始走向世界ꎮ
２. 使西方国家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期待彻底幻灭

中共革命话语的构建与传播ꎬ 使一贯支持国民政府的西方记者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贪污、 腐败和

低效的代名词ꎮ 在国外记者看来ꎬ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是两重天地ꎬ 一个是民主中

国的代表ꎬ 另一个是封建中国的代表ꎮ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ꎬ 美国左翼作家毕恩来在 «远东观察» 发表 «中
国在盟国联合作战中的作用»ꎬ 文章指出ꎬ 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是封建落后的ꎬ 因为那里的政权

独裁、 人民不自由ꎬ 实施落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ꎬ 军队腐败ꎬ 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地区ꎻ 在共产党

领导下的根据地ꎬ 军民和谐ꎬ 经济发展ꎬ 政治表现出新气象ꎬ 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ꎮ
据当年国民党驻伦敦办事处研究报告ꎬ 英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在国共两党态度上倾向于支持中

共ꎮ 从 １９４５ 年上半年英国报刊报道情况来看ꎬ 有越来越多的文章介绍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ꎬ 其

中ꎬ 爱泼斯坦对中共正面宣传的文章在英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力ꎮ 斯坦因在美国 «外交事务» 发文指

出ꎬ 中共拥有广泛民众ꎬ 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ꎬ 它解决了国民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ꎬ 那就是在根

据地经济发展ꎬ 政治进步ꎬ 社会稳定ꎬ 这使得中共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ꎬ 即使发生内战

也无法将强大的中共消灭ꎮ
３. 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治认同感ꎬ “他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经过采访考察ꎬ 西方记者看到中国的希望和未来ꎬ 对中共作出高度评价ꎬ “他们就是中国ꎬ 他

们就是中国的未来”②ꎬ 认为中共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的建设力量ꎮ
外国记者积极宣传中共ꎬ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ꎬ 英国 «泰晤士报» 刊载毛泽东和记者团的谈话ꎬ 强调中

共领导下的军队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ꎮ 美国 «纽约时报» 发表 «中共领导下的军

队是强大的»ꎬ 指出中共军队的英勇抗战ꎬ 强调中共军队是美国有价值的盟友ꎮ 旧金山电台在 «美
国之呼声» 盛赞陕甘宁边区军民ꎬ 报道八路军不依赖政府ꎬ 实行生产自给ꎬ 盛赞边区民主政治ꎮ

抗战以来ꎬ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记者撰写文章和出版书籍ꎬ 宣传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ꎬ 在国

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ꎮ 据当时统计ꎬ 仅 １９３８—１９４６ 年出版的中译本ꎬ 如 «打回老家去» «西北特区

特写» «华北前线» «西战场的苦英雄» «西行漫记» «续西行漫记» 就达 ２５ 种③ꎮ
４. 为中共走向世界舞台树立正面形象

据统计ꎬ 该时期美、 英、 苏、 德等十多个国家主要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百余位国际友人到延安

采访和考察④ꎮ 外国记者报道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形象的负面认识ꎬ 很大程度消除了西方国家对

中共的偏见ꎬ 提升了中共的国际形象ꎬ 使中共逐渐被国际社会所了解和接受ꎮ
通过采访考察ꎬ 国外记者见证了中共独特的领导风范ꎬ 开始关注中共及其方针政策ꎬ 给国际社会

留下了执政为民、 自由民主、 抗日救国的正面形象ꎮ 白修德在 «中国的惊雷» 中高度赞扬了中共领导

军民英勇抗战ꎬ 对推动中共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ꎮ 爱泼斯坦在印度 «政治家» 报发表 «我所看到的

陕甘宁边区»ꎬ 强调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所在ꎮ 中共在海外创办的 «先锋报» «救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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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等ꎬ 把中共光辉形象传播到海外ꎬ «先锋报» 刊载的 «朱德的故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

东同志小史» 长篇通讯ꎬ 刻画了中共团结友爱、 信念坚定的形象ꎮ 国外记者关于中共及其革命根据地

的宣传报道ꎬ 使西方国家了解到真实的中共ꎬ 为中共走向国际舞台产生了积极影响ꎮ
借鉴历史经验ꎬ 汲取历史智慧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基本遵循ꎮ 延安时期中共同国民党革命话语

权的争夺及其国际化传播ꎬ 对我们今天讲好中国故事有非常重要的启发ꎮ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今天ꎬ 我们要遵循积极主动、 开放包容的态度ꎬ 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ꎬ 向国际社会展现真实、 立

体、 客观的中共形象ꎮ 要充分利用国外媒体发声ꎬ 在自身发声 “走出去” 的同时ꎬ 还要学会 “引进

来”ꎬ 主动邀请国外媒体采访和报道ꎬ 请他们替我们发声ꎮ 要立体化讲好中国故事ꎬ 不仅讲好 “厉
害了ꎬ 我的国”ꎬ 还要讲好我们有很多领域不如西方发达国家ꎻ 不仅要讲中国物质文明发展ꎬ 更要

讲我们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提升ꎬ 通过介绍建党百余年来伟大成就以更好

展现大党风范与责任担当ꎮ

参考文献:

[１] 牛军: «从延安走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ꎬ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ꎮ

[２] 王真: «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ꎮ

[３] 陈日浓: «中国对外传播史略»ꎬ 北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ꎮ

[４] 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ꎬ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ꎬ ２０１８ 年ꎮ

[５] 郑师渠: «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ꎬ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ꎮ

(编辑: 张晓敏)

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刊已许可专业网络学术传播机构 (如中国知网、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以数字化方式

复制、 汇编、 发行、 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ꎮ 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网络著作权使用费ꎬ 所有署名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ꎮ 如有异议ꎬ 请在投稿时说明ꎬ 本刊将按作者说

明处理ꎮ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７２１

“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