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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2 年 11 月召開之「十八大」標誌著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的上

台。是次會議不久，作為總書記的習近平旋即提出所謂的「中國夢」一詞。

此一表述，一方面代表習近平主政下，對於如何進一步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所提出的實踐目標；另一方面也標誌著「習李體制」所強調之「四個

全面」戰略佈局的核心，成為當下中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道路上的

重要根基。爰此，中國夢儼然成為當前中國宣傳體制下，各級相關機構與新

聞媒體遂行組織動員及愛國主義宣傳報導的核心。然而伴隨著中國經濟、社

會環境的變化與資訊科技水平的進步，中共宣傳政府越發承受到宣傳成效不

彰的壓力。傳統主流輿論陣地的流失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缺乏，令宣傳

體系需要因應外部情勢的變動而有所調整和適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

境下，當前中國夢的宣傳出現了以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為特徵的創新宣傳模

式，此種創新模式正是中共宣傳機器在習近平主政的時代下，對其宣傳方式

與時俱進進行調適的具體表現。公共文化服務產品以公益廣告和網路影片為

具體形態，以更貼近中國公民與網民的方式，政治性的架接黨國與人民共享

的中國夢，為政府宣傳服務。這種新模式雖以黨國思想為其最高的指導原

則，並以黨國利益為其最終的依歸，但就學理和實務而言，威權體制下的中

共宣傳機器已愈加隨著外部形勢和內在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調適，其宣傳工作

亦在兼具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多重宣傳渠道下，廣泛結合包括個人、網民在

內的社會力與活躍的市場經濟力，以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為其新特徵的宣傳工

作於焉展開並將持續。 

關鍵詞︰網際網路、中國夢、宣傳、公共文化服務產品 

* * * 

                                               

* 本研究接受行政院科技部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而完成。研究計畫名稱：「習近平主政以來的中國宣傳體

系治理—網路科技時代下宣傳機器的衝擊、調適與創新」（104-2410-H-006-039-MY3）。作者相當感謝

兩位匿名審查者對此論文悉心審閱，並給予諸多寶貴的建設性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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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自習近平於 2012 年 11 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簡稱中共「十

八大」）正式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以來，其所提出的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與「四個全

面」，不僅成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重要統治理論，亦是新時期中共黨國政府的一種政

治意識形態。習近平在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藉由在 2012 年 11 月 29 日參觀北京中

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的展覽中，首度提出了中國夢的政治話語，認為「實現偉

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最大夢想」（人民網 2012a）。在 2013 年 3 月的第十二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習近平不僅成為中國國家主

席，也完成了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政治任命。在是次會議的閉幕會上，他進一

步對中國夢的理論構想發表講話，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

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習近平 2013a）。 

甫一上位的習近平旋即提出中國夢，冀望為當前習李體制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道路，進行新一輪的理論闡釋，並推進意識形態思想工作，強化現階段的統治

正當性。爰此，習近平主政下的黨國「宣傳政府」（propaganda state）（Lynch 1999），

一方面對中國夢在既有國情下，進行治理理論上的構建和完善，另一方面也在實踐中

國夢的道路上，持續創新與摸索如何更能有效地對廣大群眾進行宣傳和教育。 

在中國夢的理論構建與完善上，習近平立基於此前有關中國夢的理論闡釋，進一

步於 2014 年 12 月提出了一套宏觀而權威的「四個全面」說法（新華網 2014a）。輔以

黨機關報《人民日報》以「評論員」泝之高度，於 2015 年 3 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政

協「兩會」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次會議開幕前，連

續五日發表重要評論員文章，將中國夢的治理理論完善為「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與全面從嚴治黨（人民日報 2015a; 

2015b; 2015c; 2015d; 2015e）。亦即，「四個全面」儼然成為習主政下推進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中國夢的社會主義未來圖景。 

在宣傳和教育中國夢的實踐作法上，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主管宣傳和意

識形態工作的劉雲山，在「深化中國夢宣傳教育座談會」上曾指出：「深化中國夢的宣

傳教育，要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宣傳教育結合起來，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結

合起來，同做好當前各項工作結合起來…」（新華網 2013a），與此同時，他也強調，

                                               

註 泝 基本上，《人民日報》的評論性文章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社論或評論員文章，由《人民日報》高

級記者集體寫作，從未以個人署名，且內容往往涉及高度重要議題，代表黨政官方觀點與立場的直接

體現；第二類為針對特殊時期、特殊情況或特殊事件的評論文章，是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指導下，由

《人民日報》內部寫作組創作，以集體筆名署名，如任仲平（諧音「人重評」，指人民日報重要評

論）、皇甫平（指「黃浦江評論」，有「輔助鄧小平」之意）等；第三類是（一般）讀者的評論性文

章，並不直接反映官方立場。參閱（Tsai and Kao 2013, 39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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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國夢的宣傳教育融入各級各類學校教育教學之中」（新華網 2013a）。因此，推進

中國夢的宣傳教育正成為目前黨國體系推進意識形態工作的軸心。在中共各級宣傳部

門主導下，黨政各級部門、組織和學校正推動以中國夢為主題的宣傳教育與學習動員

活動，試圖將黨國意志不斷地嵌入、融合於中國公眾的社會生活中。 

據此，有關中國夢的各種宣傳報導、廣告和出版，不僅沿用強勢／主流媒體進行

大肆宣傳、大規模地見諸於電視、報刊等傳統平台、大面積且大範圍地出現於城鎮和

鄉村的許許多多角落，形成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都會城市，

乃至各鄉鎮的街頭巷尾，幾乎處處可見以中國夢為主題的「講文明，樹新風」或「社

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公益廣告宣傳畫（新華網 2012）。尤有甚者，宣傳部門亦巧妙地

運用網路媒介，特別是網路論壇（BBS）、博客（Blog）、微博（Weibo）、微信

（WeChat）等新媒體，藉由建立相關網路專題、相關主題活動網站，以及發佈相關視

頻影片等方式推動中國夢的宣傳教育，這突出了網路虛擬世界不僅是中國政治宣傳的

新場域、新陣地，更是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宣傳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此背景下，本文探究之問題意識在於：習主政的黨國威權政府，如何在全球化

網路時代下推進中國夢的宣傳工作？此宣傳工作又較之以往呈現何種新特徵？ 

在內文的架構安排上，首先梳理比較威權政體的理論脈絡下中國威權政體之意識

形態與網路之關係；其次，就中國夢的政治內涵進行分析，並據以劃分中國夢三個階

段的發展；再次，本文將宣傳工作梳理為傳統與創新二個模式，並在習時代下的創新

宣傳模式中，就如何推進中國夢的實際宣傳工作中，凸顯兩個具體形態：主題公益廣

告與網路宣傳影片；最後，藉由提出公共文化服務產品，進一步申論當前創新宣傳工

作的新型態與新特點為何，並做出本文的結論。 

貳、比較威權政體理論下的中共意識形態與網

路之關係 

本文之問題意識主要在探討習主政下的黨國政府，如何在全球化網路時代中，推

進中國夢的宣傳工作，以及此宣傳工作又較之以往呈現何種新特徵。鑑於此研究議題

關乎中國威權政體的意識形態控制與網路之關係，從而，本文將在比較威權政體的理

論脈絡中，探討意識形態控制對威權統治的功能，以及中國在這方面的特色，從而展

開當前黨國宣傳政府如何適應網路時代以進行調適和創新。 

關於比較威權政體的研究，一直是比較政治學理論範疇中的重要課題之一。對於

如何區分不同的威權政體，Linz 和 Stepan（1996）在他們的經典研究中，將廣義的威

權政體劃分為極權主義政體（totalitarian regimes）、後極權主義政體（post-tatalitarian 

regimes）、威權主義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s）和蘇丹式政體（sultanistic regimes）

四種類型，並且認為這些不同的威權政體類型之間，在民主轉型與威權鞏固層面都存

在較大差異。在 Linz 看來，威權政體與民主政體的最顯著區別有三：其一、威權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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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元化的，而民主政體是多元性的；其二、威權政體需要為其威權統治找尋正當性

（legitimacy）基礎，如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經濟發展、國家安全等；其三、威權政

體限制了民眾對於政治的參與（Linz 2000, 171-174）。其中提及意識形態是威權政府

維護和鞏固其威權政體正當性的重要來源之一。 

根據 Linz 的論述，中國黨國威權體制被細緻地稱為後極權威權主義政體（post-

tatalitarian authoritarian regimes），劃入後極權主義政體這一類型（Linz and Stepan 

1996, 41）。但是由於中國並未經歷過民主化進程，故而此種劃分方式在學術界尚存在

一定爭議。例如，另有學者 Diamond 就以「政治封閉的威權政體」（politically closed 

authoritarian）這一概念更具象地描述中國的威權形態（Diamond 2002, 33）。不過無論

如何解釋和劃分中國威權政體，都不可否認意識形態與宣傳工作是中共黨國政府獲取

正當性的重要根源。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自 1921 年成立以來即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工作。馬克思列寧

主義做為中共第一個官方意識形態，顯見在意識形態發展歷程中，中共不僅深受馬克

思主義影響，更有列寧主義及其黨國體制的雙重作用。在此基礎之上，中共乃依據主

客觀形勢的變化與現實環境的需要，進一步賦予各式各樣的統治意識形態，這統稱為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據此，由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之

「毛澤東思想」，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端。儘管許多中國問題研究者認為毛澤

東思想已相當偏離了馬克思、乃至列寧主義的原教旨，但中共官方仍將其列為中共第

一代集體領導對馬列主義的重要發展（Shambaugh 2008, 104）。隨著 1980年代改革開

放的政策，「鄧小平理論」做為第二代領導人的統治意識形態，大幅推進了中國的改

革開放進程，並接續開啟了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以及第四代領導人胡

錦濤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這些思想與理論均一一列入中國共產黨的黨

章。時至今日，習近平近來提出「中國夢」與「四個全面」做為現階段中共黨國政府

的統治意識形態，官方亦表述為最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鮮明例證。 

關於中共黨國體制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中國社會學者孫立平（1993）認為，作為

一個整體性的黨國體制社會，其穩固性在於政治中心、經濟中心與意識形態的三位一

體。雖然經濟中心具有重要意義，但政治中心才是真正處於核心與支配地位；它不僅

擁有決策權，更能對意識形態進行權威式的解釋。孫立平的見解相當程度地表明，無

論當前中共發展至何種階段，其所面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又為何，確保黨國體

制能夠有效的運轉，在很大程度上仍仰賴於一套具有（政治）說服力的意識形態，俾

以調和其做為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關係，期使最終能為實際的政治控制而服務。 

不可諱言，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 1994 年接入國際網際網路以來，其經

濟、社會、乃至於政治環境出現了巨大的變化。伴隨著媒體產業的商業化、集團化，

以及通訊科技的不斷更新與網路的快速普及，中國公眾在接收資訊的渠道與內容上愈

發多元且紛雜，自上而下的官方資訊內容正與自下而上的民間社會訊息快速匯流、甚

至衝擊中。各種資訊流和（網上）表達自由度的日漸提升，正不斷強化著民間或公民

社會在維權意識乃至民主理念上的啟蒙、覺醒與行動。特別是民間力量正運用包括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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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微信、QQ、博客、貼吧、論壇等各種網路通訊媒介在內的傳播形式，進行更大程

度的水平式傳播與串聯，從而常常出現對各式議題的「圍觀」，而這更反過來促進民

間的維權意識與維權行動，進而對黨國政府產生來自草根、自下而上的政經與社會衝

擊。 

在此背景下，中共黨國政府也因應其內外部條件、形勢與環境的快速變化，持續

地更新、調整並強化意識形態與思想宣傳工作；藉由治理包括網路空間在內的新舊媒

體和宣傳機器，與時俱進地進行主動和被動的完善與調適。例如 Lynch（1999）就指

出，改革開放後，市場化的傳媒運作方式也進入中國社會；由於資訊相對發達以及文

化多元化，導致宣傳體系對於媒體管控權力下放和控制效果下降，黨國宣傳政府走向

失落。而 Kalathil 和 Boas（2003）則不盡然同意 Lynch 的觀點，特別是在網路層面。

他們認為，至少在網際網路接入中國的前 10 年中，北京政府企圖控制和制約網路的一

系列作為，例如利用資訊篩選設備（filtering material）和嚴定法規、監管與懲罰性措

施來促進「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等策略，相當成功地有效阻止、拒斥網路對

威權政體所帶來的政治影響（Kalathil and Boas 2003, 14, 26）。 

然而，Shambaugh（2007）在對中共黨國宣傳體系的機構（ institutions）、進程

（processes）及其有效性（efficacy）進行了整體的描述與深入的剖析後，認為中共宣

傳體系在資訊革命與全球化的壓力下遭逢極大的打擊，並試圖在 21 世紀力求復興。

Lagerkvist（2008）則提出了「意識形態娛樂化」（ideotainment）概念，指出中共宣傳

部門已將以網路及手機做為載體的流行文化元素納入其意識形態與愛國主義宣傳之

中。Brady（2009）則提出當下黨國宣傳體系已經開始在全球化市場經濟的網路時代宣

傳、行銷其專政（marketing dictatorship），並提出中共宣傳政府業已重生（rebirth）

的觀點。 

Hung（2010）則藉由以網路為中介的 2008年貴州甕安群體性事件，來探究網路評

論員在輿論引導與宣傳工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他的論述中，進一步探討了網路科

技時代下中共宣傳體系如何運作與調適，以及此種嬗變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政治性意涵

（洪敬富 2013）。MacKinnon（2011）進一步提出「網絡威權主義」（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來論證威權政體的網路化。她指出，網路時代下的新威權主義者，已

經開始利用網路延伸對虛擬空間的控制，以加強其自身的正當性（MacKinnon 2011, 

33）。 

本文透過比較威權政體脈絡下之意識形態控制與網路關係的相關理論與文獻梳

理，深入了解意識形態對於威權政體，尤以對中國黨國體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進而

探討黨國宣傳政府在不同時期因應條件、情勢與環境的變化所進行必要的調適與創

新，並進一步深入探索全球化網路時代，習近平所主導的黨國威權政府，如何推進

「中國夢」的宣傳工作，以及此宣傳工作又出現何種新特徵。 

在既有的比較威權政體理論脈絡下，意識形態及其宣傳工作做為中共黨國威權體

制的核心機制，但由於全球化、資訊化和市場化的內外在環境的變化和形勢的發展，

特別是當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快速衰落，伴隨著網路科技所帶來對原先封閉言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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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重大衝擊，促使中國這種「政治封閉的威權政體」（亦即不存在任何有意義的競

爭式選舉，且其政治和社會自由程度處於低度或不自由），藉由中央到地方各級宣傳

機器，大量啟動意識形態與思想工作，俾利在全球化科技時代中，對於宣傳工作進行

必要的調適、修正與創新。這可從下文對習近平政府的中國夢宣傳活動，一種以「公

共文化服務產品」為特徵的創新宣傳模式作為重要的檢證。此種創新宣傳模式，發軔

於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混合性環境之中，廣泛兼容社會力與市場力，依託傳統媒體

與網路新媒體的多重管道來遂行其宣傳工作，具體呈現了新時期中共宣傳體制的調適

與嬗變。 

質言之，從學理的角度而言，在相當程度上，本文補足並增進了對 Diamond 所述

中國「政治封閉的威權政體」在面對全球化、市場化、以及資訊化外部環境的挑戰和

衝擊下，根基於中國特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混合性環境中，在既有的社會主義民主

（即黨國體制和不具意義的競爭式選舉）和市場經濟（即商品化邏輯及其衍生之低度

社會和政治自由）下，如何推進意識形態與宣傳工作，強化中共政權的正當性，並進

而鞏固其威權政體。本文從意識形態（宣傳工作）與網路關係的研究角度出發，有其

重要的理論意涵：它從理論上推進了中國威權政體在面對內外在資訊環境、形勢下的

一種理論上的反思。究竟當前中國仍是否為一種政治封閉的威權政體？還是可能存在

一種兼具沒有民主化的後極權主義政體和政治封閉的威權政體之「混合式」（hybrid）

威權政體？此種威權政體是否隨著網路科技時代的推進，正漸漸地過渡到一種經濟和

社會愈加多元、分化，但根本上仍欠缺政治上的多元、民主，且其意識型態和思想工

作仍牢牢地支撐、強化著此種混合威權體制？本文正試圖沿著此種理論脈絡中加以開

展論述。 

參、中國夢的政治內涵及其三階段的發展 

本文認為，自習近平於 2012 年 11 月首次提出中國夢以來，根據客觀形勢的演變

及相應宣傳工作的調整，至少歷經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這三個階段也都影響著中國

夢宣傳的內容、類型、特點，以及如何推動。 

一、第一階段：中國夢的提出（2012年 11月－2013年

2月） 

在中共十八大結束不久後，習近平攜新當選的六位政治局常委於 2012 年 11 月末

前往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參觀題為「復興之路」的常設陳列展。

此一展覽旨在回顧性地介紹近代以來中國各個階層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進行的努力，

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

光輝歷程」（中國國家博物館網 2012）。在參觀完「復興之路」展後，習近平首次提出

了中國夢，並將此視為一種「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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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

想…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

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人民網 2012a） 

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的講話固然對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政治宣示

意義，但在此一階段，黨國政府尚未對如何推進中國夢提出具體而清晰的實際內涵。

中國夢的提出於焉開啟了廣大知識分子、意見領袖，乃至於尋常百姓對其內容的諸多

想像，包括了中國夢同美國夢、他國夢、甚至世界夢的異同比較，更觸發了民間社會

對中國夢實踐內容的熱議。肇始於 2013 年初的《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簡稱「南

周事件」），即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案例。 

事實上，「南周事件」正顯示中國民間與知識階層有別於官方中國夢話語的另類想

像、理解和詮釋，更體現來自底層、一種自下而上（bottom-up）的非官方話語對黨國

政府由上而下（top-down）宣傳議程（agenda）的衝擊。固然《南方周末》報社所屬的

南方報業集團受廣東省宣傳部領導，其實質亦屬於廣義上的官方媒體，但其在中國媒

體的光譜中較為側重和偏向於民間／公眾話語。故而，「南周事件」就其本質而言彰顯

了官式的中國夢宣傳工作在全球化網路時代，正面臨著來自非官方的民間／公眾或知

識階層另設議程、修正黨國話語的多方挑戰，甚或官民間對中國夢話語權的一種爭奪

與博弈。 

「南周事件」起因於 2013 年元旦《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爭議。在習近平提

出中國夢後的數日，他另於北京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即「八二憲法」）公佈施行 30 週

年大會的講話中，強調要「更加自覺地恪守憲法原則、弘揚憲法精神、履行憲法使

命。（人民網 2012b）」在此背景下，具有自由派色彩的《南方周末》編輯群將中國夢

同「憲政夢」連結起來，並試圖出版於 2013 年度的「新年特刊」。該特刊一方面呼應

習近平此前有關恪守、弘揚與履行憲法的主張，卻另一方面對如何踐行中國夢推進了

《南方周末》指出的方向。易言之，在黨國尚未明確中國夢的實質內容和方向前，《南

方周末》即提出該週刊和一些知識界、民間對「中國夢即憲政夢」的話語議題設定，

在其新年特刊中將中國夢和憲政夢並立起來，預先搶佔黨國對中國夢權威、神聖、壟

斷的話語權，並在如何推動中國夢上，另設了非官方的議題設定（BBC 中文網

2013a）。然而，最終《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在廣東省宣傳部飭令下未能順利刊行，

在遭致大幅刪改後，以重置官方核定的新版本刊出。 

廣東省宣傳部的此一舉動，引發《南方周末》內部員工的強烈不滿。南周編輯部

在發佈聲明澄清事實與立場（BBC 中文網 2013b）的同時，部分編輯記者人員於 2013

年 1月 7日宣佈罷工，以表達對宣傳部門的抗議（BBC News 2013）。在這場中國媒體

從業者罕見的公開示威行動中，他們的抗議訴求激發群眾對「南周事件」更大程度地

關注和熱議，成百上千的民眾前往南周廣州總部和北京分部門外表達支持和聲援。他

們的聲援表達了民間／公眾對於宣傳部門粗暴審查的抗議和對言論自由的訴求（Wong 

2013），同時也代表了民間／公眾不排斥甚至認同、支持南周在「新年特刊」原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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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另設的非官方中國夢議題設定。 

在此背景下，中共黨國宣傳體系不僅未對「南周事件」所引發的爭議和抗議進行

回應與解釋，反而進一步加強了對新聞媒體從業人員的管控措施，以因應此一事件帶

來的影響，意圖重奪中國夢議題的話語權。相應管理與控制舉措包括:進行首次全國性

記者考核考試，只有參加相關培訓且通過考試者，才能繼續獲得記者從業資格，而考

試內容主要涉及官方之馬克思列寧主義新聞觀及輿論引導（Freedom House 2014, 

126）；全國範圍內換發新聞記者證，並且要求記者與其服務單位簽訂「保密承諾書」

和「職務行為信息保密協定」，以限制新聞媒體記者報導所謂國家秘密和未公開披露的

資訊（Woo 2014, 162）。在黨國宣傳政府此等強勢的「棍棒」作為之下，中國自由派媒

體及相關從業的編輯、記者陷入寒蟬效應。 

「南周事件」不僅觸動了中國公共輿論和知識界於 2013 年展開一場曠日持久、攸

關「憲法／憲政」的大爭辯，在深層意涵上更凸顯全球網路時代下，一場官民間的話

語權強佔與爭奪。但是，黨國宣傳體系為確保輿論對中國夢的一致性認識，既加大中

國夢的宣傳力度、加強組織和動員群眾對中國夢的教育學習外，也進一步縮緊民間偏

離「政治正確」地認識及自由議論中國夢的言論空間。 

二、第二階段：中國夢的進一步闡釋（2013年 3月－

2014年 11月） 

在「南周事件」發生後不久，習近平在 2013 年 3 月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上順利接班成為中國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繼而成為真正黨、政、軍「三位一體」

的中共政權最高領導人。在權力相對穩固後，且為因應「南周事件」內外在客觀形勢

的變化，習近平進而更加體系化地對中國夢進行理論闡釋，並對隨之開展的工作重新

擬定宣傳議程和相應的調適作為。 

相較於此前中國夢是一種宏觀卻疏略的政治宣示，習近平在進一步鞏固其政治權

力後，開始對中國夢提出更為全面而系統的論述：中國夢的目標是要「實現國家富

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中國夢的實踐必須走「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

路；與此同時，也要弘揚「中國精神」，強調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並凝聚

「中國力量」－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習近平 2013a）。在律定中國夢做為一種

主旋律的宣傳內容後，中共各級宣傳體系及其從屬媒體機關於焉開啟一個新階段的宣

傳議程和新一輪的宣傳工作。 

在此階段中，犖犖大者莫過於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一系列評論員文章所

揭櫫的中國夢宣傳內涵和工作重點。於是，緊接著習近平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的講話後，《人民日報》於 2013 年 3 月 18 日發表題為「開啟實現中國夢的新征程」的

社論（人民日報 2013a），並隨之連續而密集地發佈以「同心共築中國夢」為主題的九

篇評論員文章：一論「中國道路」，強調中國共產黨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迎

來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二論「中國精神」，提出愛國主義和改革創新是實現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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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偉大夢想的重要精神力量；三論「中國力量」，認為中國力量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大

團結的力量；四論「發展」，再次強調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並闡明加快經

濟社會發展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然要求和根本途徑；五論「民生改善」，就是要經濟社會

的不斷發展，奠定復興之本和夢想之基；六論「與世界共發展」，直言堅持和平發展是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而中國夢是復興之夢、發展之夢，也是和諧之

夢、和平之夢；七論「人民的夢」，闡明中國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

人民造福；八論「黨的引領」，指出信仰堅定、堅強有力、清正廉潔的中國共產黨將團

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國夢，開創更加美好的未來；九論「我們這代人的使命」，

揭示這代人要不負歷史責任、擔起時代使命，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同心共築中

國夢，為中華民族迎來一個更好的明天（人民日報 2013e; 2013f; 2013g; 2013h; 2013i; 

2013j; 2013k; 2013l; 2013m）。 

有鑑於中國夢在第一階段僅為宏觀的政治表述，進而出現「南周事件」中，民間

對黨國宣傳內容的衝擊與宣傳議程的爭奪、強佔，在習近平權力日趨穩固後，隨即提

出更為具體如何理解中國夢、實踐中國夢和共築中國夢，對於民間各種各類對中國夢

的不同想像與諸多國計民生、內政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差異化主張，黨國體制予以相當

之政治吸納並轉換成黨國政府得以遂行之宣傳議程。 

此種吸納與轉換最直接體現在黨國宣傳政府對公共知識分子（簡稱「公知」）和網

路「大 V」沴採行吸納、打壓或打壓後吸納的胡蘿蔔與大棒策略，以此將民間非官方的

輿論導向至官方中國夢的主旋律議題設定內，來增進其宣傳成效。2013 年 8 月 10 日

舉行的「網路名人社會責任論壇」，召集網路名人沊協助官方「傳遞正能量、抵制謠

言、構建健康的網路環境、網聚中國夢」（人民網 2013a）。具體而言，網路大 V 們重

要的工作使命之一即是在共守官方議訂的「七條底線」沝下，協助其推進中國夢的網路

宣傳、學習和動員。 

而一旦僭越官方設定之宣傳底線，黨國政府的威逼壓制並隨之而來（ The 

Economist 2013）。這種「棍棒」策略背後其實也往往伴隨「胡蘿蔔」而來，亦即黨國

威逼打壓網路大 V 和公知後，仍欲對其進行吸納以為黨國體制服務。首先，2013 年

8、9 月間，中國政府藉由對網路微博大 V 的打壓，來收緊對網路社交媒體的控制

（Buckley 2013）。這一行動導致大 V 們噤若寒蟬，或不得不發表一些維護黨國利益的

言論，微博的網民參與數量和活躍程度都出現了大幅下降。沀其中以涉嫌聚眾淫亂和嫖

                                               

註 沴 通常「網路大 V」特別是指向「微博大 V」，意旨已通過微博網站官方認證（Verified）過的網路名

人，他們大都擁有幾萬、十幾萬或更多網路粉絲（fans）的網路意見領袖，具有強大的網路話語權。 

註 沊 這些網路名人包括了：紀連海、廖玒、陳里、潘石屹、古永鏘、陳彤、周小平、薛蠻子、徐世平、齊

向東、孫健、胡延平、張國慶、高龍等。 

註 沝 所謂「七條底線」是指：1.法律法規底線；2.社會主義制度底線；3.國家利益底線；4.公民合法權益底

線；5.社會公共秩序底線；6.道德風尚底線；7.信息真實性底線。參閱（人民網 2013b）。 

註 沀 英國《電訊報》（The Telegraph）委託華東師範大學所做的調查顯示，中國政府對微博大 V 的打壓，

致使微博發帖數量驟減 70%。詳情請參閱（Moor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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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的罪名被關押的薛必群（微博認證用戶：薛蠻子），取保候審後在微博發言中表態：

「〔要〕發揮正能量…做好我的老本行天使投資，幫青年人實現他們的創業夢、中國

夢…」。泞薛蠻子的例子正凸顯出其由先前直言批判至遭政府威逼壓制，最終順從於黨

國體制；而黨國將其吸納後並使之為其服務、為其宣傳。 

這充分體現於前揭《人民日報》的社論與一系列評論員文章，期使民間社會能修

改、摒棄固有之話語和議程，團結於官式中國夢主旋律之下，全國人民心往一處想、

勁往一處使地接收黨國宣傳內容及議程。 

三、第三階段：中國夢理論建設的深化與完善（2014年

12月－） 

在《人民日報》推出九論同心共築中國夢後，黨國機器與理論宣傳家於數年間逐

步推進攸關中國夢的理論建設並構建適應的話語體系。隨著國內外政經與社會情勢的

變化，黨國政府在歷經幾次黨的重要會議，如十八屆三中全會（2013 年 11 月）、泀十

八屆四中全會（2014 年 10 月），洰以及黨的重要組織改造，如組建「國家安全委員會」

（2013 年 11 月）、「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3 年 11 月）及「網絡安全和信息化

領導小組」（2013 年 12 月），對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國」等發展戰略目標，結合習近平於 2014 年 12 月間提出的「全面從嚴治黨」，泍

將中國夢的宏大理論敘述，以具體可操作的「四個全面」泇理論呈現，從而完善對中國

夢的話語體系建構和戰略佈局，一方面為中國夢解夢，另一方面也展現第五代中共中

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總體框架。 

自「四個全面」理論提出以來，對中國夢的理論建設臻於完善，其權威性、至高

性也不斷地予以奠定和鞏固；對中國夢的宣傳議程更以「四個全面」的話語體系加以

                                               

註 泞 參閱薛蠻子於 2014年 4月 19日 15時 46分及 15時 47分在其個人新浪微博中所發表的訊息。 

註 泀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面對新形勢新任

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質言之，該全會一方面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強調「道路自信、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的「三個自信」。參閱（人民日報 2013b）。 

註 洰 2014 年 10 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提出：「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參閱（人民日報 2014a）。 

註 泍 2014 年 12 月於江蘇鎮江的考察時，習近平在既有「三個全面」的提法之外，新增了「全面從嚴治

黨」的說法，首度將「四個全面」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治國理念。參閱（新華網

2014a）。 

註 泇 《人民日報》自 2015 年 2 月 25 日起，連續五天於其頭版刊出評論員文章，對「四個全面」詳加論

述：開篇題為「引領民族復興的戰略布局」，接下來四篇分別就「四個全面」予以分述。參閱（人民

日報 2015a; 2015b; 2015c; 2015d; 201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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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使之成為當前宣傳工作的軸心和主旋律。然而，面對經濟全球化和網路科技環

境更為趨於直接、水平、互動，甚至發散式的傳播形態，黨國宣傳體系也隨之進行必

要的調適與嬗變，在堅定主旋律的政治指導下，揉合固有傳統與現代新媒體、垂直指

令和水平自發的傳播議程，兼以多樣化的傳播媒介和渠道，推進一種更為貼近中國公

眾和網民的傳播形式，俾利黨國政府獲致預期之宣傳成效。 

綜上所述，隨著內外在形勢的變化，中國夢歷經三個階段的發展和演進，儼然已

經成為習近平主導下的黨國政府，所積極構建的話語體系、戰略佈局，以及治國理政

的總體框架。與此同時，它也為當前統治意識形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提供思想養

分，形塑著習近平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和道路。自此，黨國宣傳體系，伴

隨著各級黨、政、軍系統，企業、事業單位，媒體部門，教育、科研、文藝等機關，

全力開展對中國夢如火如荼的宣傳、教育、組織和動員活動。 

肆、中國夢的傳統宣傳模式 

2013 年 8 月，習近平參加了自上台後的首次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是次會議

中，他不僅提出新時期下對意識形態和思想工作的全面部署，更揭示了當前中國夢宣

傳工作的核心。他指出： 

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前

所未有，必須堅持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激發

全社會團結奮進的強大力量…宣傳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作

為基本職責，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找準工作切入點和著力點，

做到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人民日報 2013c） 

習深知，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與手機通訊革命的演進，中國宣傳體系的成效和作

用正呈現衰退和弱化的現象（Shambaugh 2007），所以，做好當前主旋律的宣傳工作更

需要「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並團結全社會一切可能奮進的所有力量。在

經濟全球化、社會分殊化和價值多元化的多重影響下，中共宣傳體系不僅要堅守「黨

管媒體」、「黨管宣傳」和「黨管意識形態」原則，要求電視電影、報章廣播等傳統喉

舌機關固守輿論陣地，更要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與技術條件的精進，善用網路新媒體

來進一步強化宣傳機器，調適傳統的宣傳思維與宣傳模式（pattern），與時俱進地兼採

主流媒體和新媒體的宣傳渠道、更廣泛地結合官民多方的社會力與經濟力、揉合來自

民間、自下而上的公眾話語和中共政府的黨國、由上而下的宣傳議程，大力開展習時

代下的中國夢宣傳作為，俾利形塑和強化黨國統治的正當性，且在全球化新媒體環境

下，持續鞏固黨國正面而親民的良好公關形象。 

爰此，習時代下的中國夢宣傳活動即從二個基本模式加以開展：其一、傳統宣傳

模式；其二、創新宣傳模式。其中，創新宣傳模式將於下一節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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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宣傳模式中，中國夢的宣傳工作、教育學習和組織動員，乃由中共中央精

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簡稱「中央文明委」）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簡稱「中宣部」）

指導下展開，並落實以中共黨政軍系統、傳媒、教育／科研／文藝單位、企事業單位

及其他行業為主體，進行推動當前中國夢方方面面的宣傳工作。 

一、黨、政、軍系統中的中國夢宣傳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種列寧式政黨屬性的政治團體，「以黨領政」不僅是中共政治權

力運作的重要表徵，更是遂行其政策的核心機制。在推行中國夢的宣傳活動中，黨、

政、軍系統內的組織動員，是政治宣傳教育中最為顯著且重要的一環。下表 1 簡述了

中央與地方各級黨、政、軍系統所開展中國夢的宣傳活動。 

表 1 黨、政、軍系統中的中國夢宣傳活動 

發起日／ 

活動期間 
活動主題 單位／部門 範圍 活動內容 

2013 年 4 月

26日至 9月

24日 

中國夢網上系列談活

動 

中宣部宣教局、中央

對外宣傳辦公室網絡

新聞宣傳局、央視網

、中國網絡電視台 

全國 邀請城市社區幹部、文化藝術界人士、教

育工作者、農村代表、企業幹部職工、大

學生舉辦六場中國夢座談，匯聚社會共識

，深化宣傳教育（央視網 2013a）。 

2013 年 5 月

10日 

北京市「我的夢，中

國夢」百姓宣講團宣

講活動 

北京市委宣傳部、首

都文明辦、北京市委

講師團 

北京 普通民眾就自己的理解，講述其心中的中

國夢，以及實現中國夢的故事（人民網 

2013c）。 

2013 年 6 月

18日 

廣東居民中國夢概念

認知情況調查 

廣東省委宣傳部委託

、廣東省情調查研究

中心、騰訊大粵網 

廣東 瞭解廣東省民眾對中國夢的認知情況，俾

利宣傳教育工作的開展（騰訊大粵網 

2013）。 

2013年7月9

日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

中國夢宣傳教育系列

報告會 

中宣部、中央直屬機

關工委、中央國家機

關工委、央視網、中

國網絡電視台 

國家 

機關、

部委 

國家七部委（環保部、人社部、發改委、

文化部、農業部、計生委、教育部）首長

及國防大學副校長演講，闡釋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宣傳各部委在實現中國夢中的作

為（央視網 2013b）。 

2013 年 7 月

10日 

上海市「中國夢」先

進典型座談會 

上海市委宣傳部 上海市 交流如何把實現個人抱負與踐行中國夢結

合起來，彙聚起實現中國夢的強大力量

（東方網 2013）。 

2013 年 9 月

至11月 

「凝聚正能量，共築

中國夢」寧夏網絡文

化系列活動 

寧夏自治區委宣傳部

、寧夏自治區互聯網

信息辦公室、寧夏互

聯網新聞中心 

寧夏 

回族 

自治區

以網路作品、徵文、政務微博評選等活動

方式展開，推動寧夏網路文化發展，宣傳

中國夢（新華網 2013b）。 

2014 年 2 月

17日與 9月

22日 

中宣部、中央組織部

（簡稱「中組部」）黨

員幹部學習推薦書目

（中國文明網 2014） 

中宣部理論局、中組

部幹部教育局 

中共 

全體 

黨員 

幹部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宣部、中組部推薦第八

、九批書目中，包括《習近平關於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摘編》、《道路自

信：中國為什麼能》等中國夢宣傳讀物（新

華網 2014b；2014c）。 

2014年10月

1日至7日 

「中國夢，龍江情」

－「中國夢」主題文

藝創作美術書法攝影

作品展 

黑龍江省委宣傳部、

黑龍江省文化廳 

黑龍 

江省 

展出200餘件美術、書法、攝影作品，以

此獻禮新中國65週年國慶，鼓舞和激勵人

們以更加豪邁的熱情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中國夢而共同奮鬥（新華網 2013c）。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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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夢宣傳中的媒體及宣傳機構作為 

改革開放以來，全球化、市場化及網路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國傳播媒體正呈

現一種相對多元的報導樣貌與運作形態（Zhao 2008）。然而，黨國宣傳體制中的「黨

管媒體」原則並未產生根本性的質變。正由於習近平主政以來對思想工作與意識形態

尤為重視，廣泛運用包含傳統媒體與網路新媒體在內的多樣化的傳播媒介和渠道，正

將中國夢的宣傳工作帶來一個新的發展格局。這體現於下表 2 列舉的一些宣傳活動

中。 

表 2 媒體暨宣傳機構的中國夢宣傳活動 

起始日／ 

活動期間 
活動主題 媒體／部門 範圍 活動內容 

2012年12月

20日 

「夢」被評為「2012

中國年度漢字」 

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

研究中心、商務印書

館、中國網絡電視台

全國 經過網民推薦、專家評審、網路票選等3個

評選階段，「夢」一路領先成為2012年度最

受關注漢字，「十八大」、「正能量」等入選

年度十大流行語（中國新聞網 2012）。 

2013年3月7

日 

2013「兩會」－百名

代表、委員共述中國

夢 

人民網、人民微博、

復興論壇 

人民網 超過100位的各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透

過「人民微博」，結合個人經歷談對中國

夢的理解與期待（人民網 2013d）。 

2013 年 4 月

16日起 

新聞媒體－為實現中

國夢傳遞正能量倡議

活動（新華網 2013d）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

協會（簡稱「中國記

協」）、各新聞單位 

全國 

媒體及

從業者

「中國記協」在北京召開「我為實現中國

夢傳遞正能量－記者社會責任」主題討論

會，各媒體透過組織討論、開展主題活動

跟進和響應（中國記者協會網 2013）。 

2013 年 4 月

至11月 

「出彩人生：中國夢

，我的夢」徵集與展

播活動 

中央電視台、央視網

、中國網絡電視台 

全國 結合中央電視台的視頻製作優勢與網路媒

介的傳播優勢，透過全民參與和講故事的

形式，凝聚中國夢共識、豐富中國夢內涵

（央視網 2013c）。 

2013 年 4 月

29日 

「我的中國夢」紀錄

片欄目 

湖南衛視 全國 該欄目分為「微型紀錄片」與「高端人物

訪談」兩個版本，分別講述普民眾與成功

人士的中國夢（金鷹網 2013）。 

2013年5月2

日 

「實現中國夢，傳遞

正能量－記者社會責

任」專題研討會 

求是雜誌、求是理論

網 

求是雜

誌社及

其下屬

媒體 

相關記者、編輯人員，就新聞媒體的社會

責任與如何傳遞正能量進行研討交流，認

為「為中國夢的實現『鼓與呼』，就是媒

體當前最大的社會責任」（游瀟 2013）。 

2013年5月3

日 

「青春夢，中國夢」

光明日報社青年座談

會 

光明日報 光明 

日報社

報社的全體幹部和部分青年代表參與座談

，提出該社「要對中國夢作出獨特貢獻…

在新聞出現嶄新格局的情況下…引領時代

思想潮流」（李可、馮蕾、甄澄 2013）。 

2014 年 2 月

11日起 

「中國夢，追夢故事」

集成報導 

新華社 全國 徵集關於中國夢的夢想事蹟並選擇一些「

追夢故事」進行報導（新華社融合發展中

心 201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三、教育／科研／文藝單位的中國夢宣傳活動 

對中國夢宣傳實踐作為，除了前述黨、政、軍系統內部的組織動員，以及官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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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媒等各級宣傳機構廣為運用多元渠道和形式外，教育、科研、沰文藝泹等單位亦扮演

重要推手的角色，是中共黨國政府在思想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這表現於下表 3 所

列舉的一些宣傳活動中。 

其中，中共宣傳體系歷來重視政治教育工作，畢竟教育是做為一種推進思想工作

與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項重要機制（Landsberger 2001; Yan 2014）。固然改革開放卅

多年來，教育工作和意識形態愈發受到全球化、市場化和資訊革命的衝擊與挑戰，然

習主政下的黨國宣傳體制仍高度重視教育在中共意識形態陣地建設的積極作用。從

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於 2015 年 1 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

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再次重申：「意識形態工作是黨和國家一項極端重要

的工作，高校作為意識形態工作前沿陣地，肩負著學習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培育和

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

援的重要任務」。 

表３ 教育／科研／文藝單位的中國夢宣傳活動 

起始日／ 

活動期間 
活動主題 單位／部門 

地點／

範圍 
活動內容 

2013 年 1 月

31日至12月

31日 

我的中國夢－青春勵

志故事（中國青年網

2013a） 

共青團中央、國家互

聯網信息辦公室 

全國 

高校 

例如「中國夢‧西部情」西部計劃大學志願

者談中國夢活動（中國青年網 2013b）。 

2013 年 3 月

起 

各級各類學校「我的中

國夢」主題教育活動

（中國新聞網 2013） 

教育部 全國 

教育 

系統 

例如「我的中國夢‧最美中國」全國大學生

攝影及微電影創作大賽（人民網 2013e）。 

2013 年 3 月

25日 

教育部召開高教系統

中國夢教育活動座談

會 

教育部 全國 

高校 

「教育夢」是中國夢的重要部分，學生個人

夢想要與中國夢緊密結合（中國教育報

2013a）。 

2013 年 3 月

27日 

教育部召開中小學「

中國夢」主題教育活

動座談會 

教育部 各地教

育部門

與全國

中小學

開展「中國夢」主題教育對引領中小學生

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踐行者、理論

信仰者、制度擁護者具有重大意義（中國

教育報 2013b）。 

2013 年 4 月

17日起 

在青少年中部署開展

「我的中國夢」主題

教育實踐活動（新華

網 2013f） 

共青團中央、教育部 全國 

青少年

各中小學舉辦「我的中國夢」主題活動，

學習「『中國夢』青少年教育讀本」（中國

教育報 2013c）。 

2013 年 5 月

14日起 

中國夢研究納入2013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

目招標課題 

各高校、社科研究單

位 

全國 全國社科界以課題研究、學術研討等形式

開展對中國夢的理論闡釋（吳楠、張傑、

張清俐 2013）。 

 

                                               

註 沰 例如中宣部部長劉奇葆曾強調中國國家社科基金要把研究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作為當

前首要任務。參閱（新華網 2013e）。 

註 泹 歷來中共極為重視文藝，因為文藝是共產黨階級鬥爭的武器，是要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因此，毛澤東

曾發表經典的評述，指稱「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習近平也於 2014 年 10 月 15 日的一項「文藝座談

會」中，指出「文藝」在高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有其不可替代性。參閱（毛澤東

1991；人民網 20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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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日／ 

活動期間 
活動主題 單位／部門 

地點／

範圍 
活動內容 

2013 年 7 月

26日 

「中國夢與儒家文化

」學術研討會（光明

網 2013） 

中國孔子基金會、中

央黨校社會發展研究

中心 

山東 

濟南 

主辦單位聯合山東社會科學院、山東大學

儒學高等研究院等當地科研機構，以孔子

與儒家思想探討中國夢理論基礎（中國孔

子基金會等 2014）。 

2013年12月

8日 

中國夢的世界對話國

際研討會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

辦，中國外文局、上

海社會科學院承辦 

上海 中國夢與世界各國的夢存在很多共通點，

中國夢的內涵符合當今世界「和平、發展

、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其目標與人

類社會的共同追求一致（光明日報 2013）

。 

2014 年 3 月

10日 

「炫彩北京情，共築

中國夢」－2014首屆

百名藝術家創作暨大

型國際精品書畫展 

北京市委宣傳部、中

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

、首都圖書館 

北京 百位知名畫家的126幅精品力作，通過對

北京風土人情、生活場景的描述，呈現了

北京的歷史文脈、時代風貌和城市精神，

共築「中國夢」（光明日報 2014a）。 

2015 年 2 月

12日 

網絡春晚－「中國夢

娃秀」 

中國網絡電視台 全國 以「夢娃」此一具有象徵意義的形象作為

吉祥物，成為傳播中國夢的載體（冷淞、

王曼秋 2015）。 

2015 年 2 月

18日 

2015年中國中央電視

台春節聯歡晚會 

中國中央電視台 全國 該晚會以中國夢、「中國情」為兩大主線

（李舫 201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四、企／事業及其他單位的中國夢宣傳活動 

在黨國體制下，共產黨可以廣泛利用各種政治、經濟與司法等機制與網絡，來對

各類各級公有制企業、事業單位或其他民間單位進行較為全面的指導和監督。從而，

中國夢做為當前一種主旋律的宣傳工作，亦在企業、事業及其他單位中展開。下表 4

羅列了一些宣傳活動。 

表 4 企、事業及其他單位的中國夢宣傳活動 

起始日／ 

活動期間 
活動主題 單位／部門 

地點／

範圍 
活動內容 

2013 年 3 月

27日至4月2

日 

「發揮宗教正能量 

攜手共圓中國夢」研

討會、座談會 

國家宗教事務局、全

國各大宗教團體 

宗教組

織 

學習、解讀習近平之中國夢，討論如何在宗

教界踐行中國夢（中國政協新聞網 2013）。

2013 年 6 月

起 

「民營企業家與中國

夢」活動 

全國各地黨政機關 全國 溫州舉辦「永遠跟黨走，共築中國夢」民

營企業家談「黨建」活動（人民網 2013f）。

2013 年 7 月

13日 

企業夢、品牌夢、中

國夢－「中國品牌先

鋒工程」 

中國中小企業投資會 全國 強調中國企業想要發展，必須走品牌之路

，實現將我國的中小企業推出去的中國夢

（中國企業報導 2013）。 

2013 年 8 月

起 

「新國企‧中國夢」

活動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

管理委員會 

全國國

有企業

例如「新國企‧中國夢」網上影像大賽

（央視網 2013d）。 

2014 年 7 月

16日 

「追尋中國夢－慶祝

『中國文聯』成立65

週年」全國文聯美術

書法攝影展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

會、中國美術家協會

、中國書法家協會、

中國攝影家協會 

全國 紀念「中國文聯」成立65週年，並推動社

會主義文藝以實現中國夢（中國文藝網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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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日／ 

活動期間 
活動主題 單位／部門 

地點／

範圍 
活動內容 

2014 年 7 月

26日 

「中國夢電力情」中

國電力主題日活動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 全國 

電力 

企業及

其員工

展現電力行業發展成就與實現中國夢的企

業社會責任成果（中國電力網 201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伍、習時代中國夢的創新宣傳模式 

繼前一節有關傳統宣傳模式下之中國夢宣傳活動外，習時代尤為重視如何在新媒

體環境下，提高網路輿論引導的水準和能力，鞏固並壯大積極健康向上的主流輿論，

俾利實現中國夢的強大力量（新華網 2015）。 

事實上，中共宣傳政府早在「胡溫政府」的時期，就已經將網路視為重要的宣傳

資源。2008 年 6 月，胡錦濤在視察人民日報社時發表講話稱：「必須加強…新興媒體

建設，形成輿論引導新格局…我們要充分認識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的社會影響

力，高度重視互聯網的建設、運用、管理…（人民日報 2008）」在此一思路的引導

下，為因應網路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黨國宣傳體系在胡錦濤時期所開創的「網路評

論員」（「五毛黨」）泏策略，達到了一定的輿論引導與宣傳成效，是對傳統宣傳體制的

補充（洪敬富 2013，3）。 

相較於胡錦濤治下之黨國宣傳體制所採行的「被動接招」方式之策略，當前習近

平所主導的中國宣傳政府應對網路新媒體新形勢，則運用的「主動出擊」方式之作

為。據此，在中國夢的創新宣傳模式中，主要是在黨國政府指導、支配下，援引傳統

文化、網路媒體和多方的社會力與經濟力，如中華美德、網路名人（網路「大 V」）或

民間機構，以及具有公益性質的廣告和影片等，大範圍且多層次地輔助傳統模式下之

宣傳活動，並突出了兩個顯著而創新的形態：一、中國夢的主題公益廣告；二、中國

夢的主題網路宣傳影片。 

一、圍繞中國夢主題的公益廣告 

這些廣告宣傳畫大量出現在中國大大小小的城鎮和農村街道，並以「愛黨愛國」、

「傳統美德」、「道德模範」、「環境保護」為宣傳主軸，以「中國夢‧我的夢」、「社會

主義好」、「德耀中華‧仁義誠敬孝」、「助人為樂」、「關愛地球之肺」等宣傳文句，具

體地呈現中國夢同中華文化、與當前社會的相互輝映、廣泛結合（中國文明網

                                               

註 泏 「網路評論員」策略受商業上企業進行營銷與公共關係的「網路水軍」啟發，只是雇主改成了中共各

級宣傳部門。大抵而言，網路評論員在網路上每發一個帖子，有關宣傳部門便會發給人民幣五毛錢

（0.5 元）以為報酬，因此網評員同時也被戲稱為「五毛黨」。表面上他們是普通網民，但實際作為是

藉由發表對黨國政府有利的言論，意圖影響和引導網路輿論，以達成宣傳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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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具體而言，這些中國夢廣告宣傳畫出現兩種互為影響、互為作用的重要表徵： 

其一、公益廣告的「宣傳主體」由全然而直接的黨國機構向黨國支持、支配的

「準官方」機關過渡。傳統上，黨國宣傳體制主要是以中宣部及其下屬各級宣傳部門

為主體來規劃並指導下級機關來推動，其宣傳品往往由明確的宣傳機關署名製作，往

往城市中的街道辦事處就成為執行各式各樣宣傳畫、宣傳廣告的基層宣傳主體。然

而，現階段的中國夢宣傳畫卻易於隱其黨國宣傳部門主導，淡化官方出資色彩，替換

以較具彰顯公益性質、具有官民合作屬性的準官方機關來推動。 

於是，在眾多大規模、高強度的中國夢公益廣告宣傳中，鮮見各級宣傳部門直接

主導、運作，並於 2013 年 4 月 22 日，改由中宣部、中央文明辦、中共中央對外宣傳

辦公室（簡稱中央外宣辦）、工業與信息化部（簡稱工信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

（簡稱國家工商總局）、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六部委」泩聯合指導下，成立「全

國網絡公益廣告製作中心」，並接受中國網絡電視台的領導（新華網 2013g）。藉由網

路電視台在視聽、互動且面向全球／國內快速傳播等優勢，整合各部委的政經資源和

優勢條件，「製作和推出有社會影響力的網絡公益廣告精品，推動網絡公益廣告宣傳常

態化（中國網絡電視台 2013）。」 

中國網絡電視台繼之於 2013 年 10 月發起成立「公益廣告藝術委員會」，結合包括

藝術家、民間藝人、廣告專家學者、導演、文學家、評論家、書法家、作曲家等權威

藝術專家或具社會影響力的意見領袖，支持並扶植如天津泥人張彩繪工作室和天津楊

柳青畫社等民間藝術機構，泑戮力共同參與中國夢廣告的策劃和創作，協力構建公益廣

告的發佈平台，意在使當前公益廣告創作與傳播更為「精品化、系統化、組織化、常

態化。（人民日報 2013d）」 

準此，在宣傳推進中國夢公益廣告上，全國網絡公益廣告製作中心得力於公益廣

告藝術委員會的設立，隨後並開展以「中國精神、中國形象、中國文化、中國表達」

為廣告主體，結合中國各地民間藝術作為公益廣告的多元素材。炔於是，這開創了一種

新形態的公益廣告宣傳活動。 

其二、公益廣告的「宣傳內容」由黨性、制式口號和嚴肅意象（image）的剛硬樣

                                               

註 泩 成立「全國網絡公益廣告製作中心」的戰略思考，不僅是要納入傳統上主管意識形態與思想工作的中

宣部、中央文明辦、中央外宣辦部門，更要隨著中國客觀形勢的總體變化與現實需要，借重包括傳統

媒體（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負責中國新聞出版與電台電視廣播媒體管理）、網路新媒體（工業與

信息化部，主管工業與資訊化發展）和工商業機關（國家工商總局，主管市場監督管理和有關行政執

法工作）在內的攸關部門，齊力推進「中國夢」的宣傳活動。 

註 泑 例如天津泥人張彩繪工作室製作的一件「村官」泥塑，就廣為官方在中國夢公益廣告宣傳中的經典樣

版。該作品呈現一位女大學生村官與老鄉交談的形象。參閱（人民日報 2014b；人民網 2015）。 

註 炔 據中國官方統計，全國網絡公益廣告製作中心至少採用中國 36 個地區、8 種民間藝術做為創作題材，

並製作了「平面、手機、展板、圍擋、LED、遵德守禮引導牌六類 36 種規格共 3400 多個公益廣告作

品。」參閱上註。再者，在「中國夢」的公益廣告宣傳畫中，常常帶有許多中華傳統文化與美德的諸

多元素，這多方表現於民間剪紙藝術的卡通人物與勤勞節儉的勞動形象，或呈現書法中如「夢」字的

藝術造型，或展現傳統孝道美德的版畫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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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更兼具人性、靈活易懂及生動活潑的軟性宣傳形態過渡。質言之，當前這種公益

廣告，較之以往已不再全然由黨機器政治操縱下的語言、符號和圖像組成；反之，一

種更廣泛借重並結合民間（藝術）人士的創作力量，從其根本上能夠服務於黨國利益

的傳統中華文化、世俗文化宣傳畫產品，在中共政治內在機制下正應運而生。 

細數中共政治宣傳發展史，廣告宣傳畫在改革開放前，特別是在毛澤東文化大革

命時期，極大程度上承載著神聖的政治教化、愛國（主義）教育和意識形態的使命。炘

往往在各式各樣的宣傳畫中，尤為投射（毛）領袖崇拜、群眾路線和階級敵人的一種

明示或暗寓的政治語彙、圖案和意象。炅然在習近平時代，全球化商業邏輯和資訊革命

環境下，更為貼近普通公眾或網民的歷史記憶、文化情感和生活體驗的宣傳畫，用較

為直白清新且輕鬆有趣的文字、圖像形式，佐以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具有人性化的泥

人、泥塑、剪紙和版畫等傳統藝術（小）品，相為映襯來呈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圓夢」等宣傳訴求。 

二、圍繞中國夢主題的網路宣傳影片 

除了製作中國夢公益廣告外，創作網路宣傳影片（視頻）來輔助公益廣告，一方

面能活化既有宣傳模式，另一方面則豐富傳播渠道，在網路手機多媒體環境下，推進

對公眾輿論和網路陣地的宣傳成效，尤顯其在當前宣傳工作中特有且創新的時代意

義。 

此等網路宣傳影片又可依其不同的製作單位／個人而細分為兩種形式：其一、具

有「準」官方背景工作室製作的網路影片；其二、由官方扶植的網路大 V 製作的網路

視頻影片。 

在第一類「準」官方背景製作的網路宣傳影片中，由「復興路上工作室」炓推出的

《中國共產黨與你一起在路上》是個經典實例。此一部時長 3 分鐘的影片以中國文化

遺產長城故宮、秀麗山川、廣袤農田、高速鐵路列車、城市高樓大廈等正面形象拉開

序幕，卻同時並存擁擠都市、密集車流、煙囪濃煙等負面視頻。影片開篇雖承認在一

個擁有 13 億人口國家的人民，不管是學生、農民、工人、運動員、舞蹈家、快遞員

等，都懷有各自不同的夢想，但卻也突出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

                                               

註 炘 關於此方面的論述，可參閱（Brady 2009, 35-39; Mittler 2008）。 

註 炅 關於這方面的學術討論，Perry Link對毛時代的政治宣傳有極其深刻的論述。他指出中國語言表現在各

種不同形式的「韻律」（rhythm）和「隱喻」（metaphor）上會有各異其趣的政治（宣傳）作用和效

果。參閱（Link 2013）。 

註 炓 復興路上工作室為一網路影片製作工作室，自 2013 年 10 月起陸續製作推出《領導人是怎樣煉成

的》、《中國共產黨與你一起在路上》、《跟著大大走博鼇篇》等網路動畫宣傳短片。雖然該工作室

的具體背景從未被真正披露，但由於這些影片所傳達的內容與主旨均與主旋律宣傳一致，數據引用皆

很正面、權威，且該工作室之命名與中國國家部委與中央媒體林立的北京復興路高度重合，故中國國

內諸多媒體揣測該工作室具十足官方背景。唯鑒於無任何直接、公開的資料佐證其為黨政機關部門

（一環），本文將其視為具「準」官方背景。有關例證可進一步參閱（南方周末 2013；搜狐網 2013；

Aredd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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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目標。」炆這個奮鬥目標表現於「8000 萬中國共產黨黨員與 13 億中國人民一起，為

了每一個人的夢想，為了給每個夢想搭建一座舞臺，為了每座夢想的舞臺上都有人生

出彩的機會，都有夢想成真的快樂，匯聚每一份舞臺上的精彩，凝聚成 13 億的中國力

量，創造一個又一個奇跡，迎接一次又一次挑戰，追夢的路上，我們並肩前行。（央視

網 2013e）」 

就《中國共產黨與你一起在路上》宣傳影片而言，一方面，它豐富了既有影視傳

媒的傳統主流媒體傳播渠道，藉由網路輕鬆小品的活潑樣態，迎合來自虛擬世界多元

的話語形式和分雜的話語內容，藉此擴大黨國在網路世界的話語權，並增強其在網民

間的議題設定能力。另一方面，它在相當程度上也活化了傳統宣傳模式。棄以刻板、

教條的官式宣傳基調，改採柔性、同理心地接納差異化的「個人」中國夢，但仍強調

習主政下的中國共產黨已將每個中國百姓的夢想做為自身戮力奮鬥的目標，高度重合

了「個人」的中國夢與「黨國」的中國夢（光明日報 2014b）。 

就其實質而言，該影片甚少直接提及中國共產黨，但卻以創新、技巧地製片手

法，僅僅在部分畫面右下角落顯現黨徽，或在影片結尾處出現黨徽圖案，並不高調突

出中國共產黨的地位或角色。與此同時，影片也將中共歷史畫面和諧地融入當前生活

影像，並構後的圖像反覆出現於影片背景中。犖犖大者如標誌中共成立的一大

（1921）會址、第五代領導集體於十八大後和中外記者見面的場景（2012）等。易言

之，隨著中國社會趨於多元化價值和利益分殊的網路時代中，軟性、人性而較少黨性

的實際生活訴求能貼近庶民、網民，亦能更與時俱進地活化當前的宣傳工作中，黨仍

居關鍵主導地位但非鎂光燈聚集焦點的軟宣傳手法，開啟一個創新的宣傳形態。 

第二類網路宣傳影片則為黨國扶植下的網路大 V 製作發行。由於他們往往是一些

網路名人，在網路世界中具有更大的話語權和言論影響力，黨國體制冀望他們能協助

當前中國夢的宣傳工作，在網上輿論陣地發揮重要輿情引導作用，從而吸納、扶植包

括網路大 V 在內的多方社會力與經濟力，進而能為黨國（宣傳工作）所用的網路名

人。 

中共宣傳體系深知，當前網路科技和新媒體環境正「改變著文藝形態，催生了一

批新的文藝類型，也對文學藝術在弘揚核心價值觀方面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

日報 2014c）。」據此，在習近平出席並主持的 2014年 10月 15日北京文藝工作座談會

上，他特別表揚兩位網路「大 V」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能保持與黨一致地創作正

能量文藝作品，捍衛輿論陣地，進而鼓勵更多文藝工作者能創作更多具正能量的作

品，畢竟「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文藝的

作用不可替代（人民網 2014a）。」 

對網路大 V 的吸納與扶植，彰顯了當前黨國政府不僅對網路名人或網上異議份子

施以打壓或封鎖等強硬手段，更能將這些網路意見領袖進行收編、吸納，並給予相應

利益而為其所用。如此創新型宣傳模式，體現於周小平在參加完文藝座談會後備受官

                                               

註 炆 該文句直接重述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閉幕會上答記者問時的原話。參閱（人民網 20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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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關注、鼓舞（張賀、徐蕾 2014）；他開始以一種新媒體宣傳／宣講家的角色，頻繁

地出現於主流媒體和網路場域中，並創作更多具「正能量」的文藝作品，從純然一介

網路（部落格）「寫手」向網上影音延伸，擴大虛擬世界的主旋律宣傳。 

於是，《Hi, I’m China》便於 2015年 2月由周小平團隊主導的「海角網視」網路視

頻平台製作播出。該片以英文《Hi, I’m China》為題，並以英語配音，輔以中英文字幕

來面向網民觀眾。該片甫一發佈於中國網路視頻網站（如優酷、騰訊等），立即引發眾

多網民關注、熱議，並多所轉發至全球網路平台，如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吸引

更多人士注目、圍觀。 

影片故事講述著當代中國的時代劇變與發展機遇：「過去…〔用黑白畫面襯托著解

放前，舊社會的中國百姓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下受壓迫的

悲慘境景〕，現在…〔襯映繽紛色彩的錦簇花團〕，她百病纏身〔承認多所存在傾塌的

豆腐渣工程〕，她也朝氣蓬勃〔凸顯絢亮高樓林立的大廈〕；她老舊凋敝〔承認多所存

在的破舊、落後機械廠房〕，她也煥發新生〔凸顯高新技術的遠洋造船〕；她令人揪心

〔承認多所存在的村民聚集申冤、抗議非法拆遷〕，她也讓人安心〔凸顯習近平主政下

的親民作風，訪察農村、看望農民〕（央視網 2015）。」影片並以「2015 中國與你一起

前進；你光明，中國便不黑暗」落下帷幕。此時的「中國」正是「黨國」的意象化

約，黨國在 2015 年以及未來將與中國人民一起前進；也正因為人民有了光明的前景，

中國（黨國）便不再黑暗，也同享光明，走在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道路上。 

同《中國共產黨與你一起在路上》宣傳影片，《Hi, I’m China》亦在豐富傳播渠道

之餘，創新且活化了既有的宣傳模式，協力推進中國夢的宣傳工作。雖然《Hi, I’m 

China》將中國的正反發展實情並列展開，也以庶民的心思、角度和出發點來呈現中國

人的夢想，更強調人民有了光明，國家才不會黑暗（原文：你光明，中國便不黑暗）；

固然追尋中國人的中國夢想道路上會充滿這樣或那樣的困境，但代表「中國」的「中

國共產黨」會與你「一起」前進的（原文：2015 中國與你一起前進）。換言之，《Hi, 

I’m China》較先前《中國共產黨與你一起在路上》更為貼近包括廣大網民在內的人民

群眾，強調人民為國家發展的一個主體，而國家（中國共產黨）是附屬於人民而存

在，但人民也同樣需要國家來一同前進，這是一種相伴共生的中國國情。 

如上所述，在當前習近平政府所開展的中國夢創新宣傳活動中，突出了「中國夢

主題公益廣告」和「中國夢主題網路宣傳影片」兩個與網路新媒體緊密結合的宣傳形

態。其中「中國夢主題公益廣告」由 2013 年成立的全新機構－「全國網絡公益廣告製

作中心」－所主導，該機構依託於中國網絡電視台此一重要媒體平台，在六部委聯合

指導之下進行運作。而「中國夢主題網路宣傳影片」則不同於由各級宣傳部門或官方

媒體所製播的傳統宣傳影片，由具「準」官方背景工作室或網路大 V 製作，置於網路

及新媒體平台進行播放並得以傳播。此兩種創新宣傳形態均出現在習近平上台後所正

如火如荼進行的中國夢宣傳活動中，是當前中共黨國宣傳工作的調適與創新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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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創新宣傳工作：公

共文化服務產品的興起 

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特別是自 1990 年代中國網路服務與世界連網、接軌以來，

人們的經濟與社會生活隨之產生巨大的變化。經濟制度、經濟結構和總體的經濟發展

不僅促進了私營經濟的勃興、勞動生產轉變，和國民經濟與所得的快速累積與增長，

它更帶來空前的社會劇變，一個存在兼具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多元中國

社會。生活在經濟物質環境更為富庶、充盈，且充滿社會活力的環境下，人們對於生

活周遭既存的各式各樣問題，舉凡環保健康、醫療保險、住房教育、退休養老等，展

現對事物公平與正義的追尋，更對方方面面問題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等「四權」展現主觀的意願與行動的能力。 

網路與智慧型手機等網路通訊科技的廣泛使用，一方面對中國公眾在當前四權的

行使上，給予可能的增權或賦權（empowerment）助益，炄另一方面它也不斷蛻變、驅

動著黨國體制變革（與調適）的一個重要外來變項，對庶民帶來一種新樣態、新風貌

的政治生活。此種新樣態的政治生活，不僅體現於維權（維護權利）意識的高漲、炑維

權抗爭事件的頻仍，炖更是對於黨國的固有的權力機制、統治作為、意識形態和思想工

作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誠然，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都出現了一種翻天覆地的變

化，而網路科技和手機革命正進入黨國體制長期封閉、壟斷的政治場域，衝擊威權政

府的政治高牆，開啟庶民的公眾參與與政治生活，進而對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產生可

能深遠的意涵。而隨著經濟情勢和社會環境的變化，以及科技水平的進步，中共宣傳

政府也愈發感受到既有宣傳成效不彰、主流輿論陣地的弱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的普遍認同欠缺。在習近平推進中國夢的同時，他也深刻認識到，當前思想工作與意

識型態教育上，需更能與時俱進地隨著內外在形勢的遞變，進行必要而相應的調整與

創新。因此，中宣部、網信辦等機關為了更加推進當前的宣傳工作，在堅持社會主義

                                               

註 炄 相關論述，請參閱（Anderson and Cornfield 2002; Shane 2004）。 

註 炑 例如可參閱 O’Brien and Li有關中國農村合法抗爭廣泛興起的論述。參閱（O’Brien and Li 2006）。  

註 炖 根據官方數據，1993 年中國境內發生群體性事件 8,700 多起，至 2005 年，該年數據成長了 10 倍，達

到 87,000 多起；而 2006 年則逾 90,000 起。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於 2014 年 12 月公佈的《2014 年社會統

計年度資料》顯示，公安機關受理「擾亂單位秩序」、「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尋釁滋事」、「阻

礙執行職務」等四類案件最新的數據已大幅成長至 71萬 8,600起，查處的亦達 70萬 6,650起。這顯示

群體性事件發生的頻率在黨國威權體制下呈爆炸性的增長。參閱（Wang 200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

統計局網 2014）。另關於中國維權抗爭的經典研究，可進一步參閱（Benney 2013; Tong and Lei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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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的基本國情下，炂一種新形態的思想工作，以創新型「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為

特徵的宣傳模式於焉興起。 

質言之，全球化網路時代的中國宣傳工作是以勃興中的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為其重

要特徵，它折射出在既有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雙重「混合性」外部環境中，宣傳機

關創造出一種宣傳的「接觸區」，來政治性地架接中共黨國文化和虛擬網路世界。 

這種混合性的外部環境主要是突出了庶民的政治生活和公眾參與的可能。在社會

主義時代下，群眾的政治生活是一種集體的學習、教育和組織動員，但在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下，市場不僅僅在經濟生產過程中，持續扮演資源分配的決定性角色，恰好正

因為市場及其背後蘊含的市場機制、價值體系與意識形態，正使得人們的社會生活、

乃至於政治生活不斷地遞變中。換言之，社會主義經濟中，一種純然以「集體」為核

心的生產概念，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儼然地更以「個人」，至少是「非群體」的

意識，正在轉軌中；它標誌著中國庶民的公眾／政治場域和政治生活愈發不再完全地

以黨國的意志為其意志，集體的邏輯正讓位於個體的思維（或利益），從而，當前的宣

傳工作也需隨著宣傳受眾的不同本質而有所調適，往一種仍以黨國體制為主體，但能

同時兼具草根（grassroots-oriented）和公民（civic-oriented）取向的方式進行創新。 

再者，隨著經濟改革持續的深化，在此種混合性的環境中，黨國和公民（網民）

的接觸區設置便成為黨宣傳機器在全球化時代，為能兼具黨國主體和公民取向所進行

的一種創新宣傳作為。就其實質，接觸區並非指涉一個實體存在的空間或區域；它是

一個抽象的概念，是用來解釋並傳達一個以黨國利益為前提，在黨國認可、默許下，

以一個能更具（商業或資本）市場導向或公民取向的靈活宣傳模式，對現實世界中的

中國公民和網民，政治性地進行架接黨國意志的宣傳工作。 

不容忽視，網路正創造並促進（facilitate）了一個黨國－公眾宣傳接觸區的存在。

由於黨國政府為維護其統治正當性，強化政府正面形象，鞏固領導權威，在維持經濟

成長的同時確保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從而同治理傳統媒體般，廣泛而全面地推進包括

網路和手機在內的新媒體監管與治理。從而，一個「網路威權主義」（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社會也逐步形成中（MacKinnon 2011）；這種網路威權主義也凸顯了

當前中國「開放網路、封閉政體」（open networks, closed regimes）（Kalathil and Boas 

2003, 13-42）的社會事實。職是之故，宣傳接觸區的創設便是在中國特殊的混合性外

部環境和網路威權主義的環境下應運而生，是黨國宣傳機器隨著外在形勢的變化與不

同物質條件下所做的一種有意（deliberate）調適，其目的仍以黨國利益為其根本前

                                               

註 炂 中共十四大時即指出「市場在社會主義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

律的要求。」參閱（新華網 2003）；此外，習主政後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更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

中起決定性作用…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

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參閱（人民日報 2013b）。而中國官方所

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卻被西方世界普遍認為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形態，

這可進一步參閱《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於 2012 年出版有關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特輯（The 

Economis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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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期能以更貼近群眾和網民之黨國－公眾宣傳接觸區的存在，俾利更加推進宣傳成

效的一種創新型宣傳模式。 

立基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混合性環境和源自於宣傳需要而設置的接觸區，公共

文化服務產品就成為習時代下，推進中國夢宣傳模式的一種新特徵；它是以黨國思想

為指導核心，由準官方或官方扶植的民間機構與個人亦得為宣傳主體，兼容部分市場

經濟中的商業廣告和公共關係手法，俾利以更貼近宣傳受眾的情境和感受，所積極開

展的一個新形態思想工作。 

在推進當前中國夢的思想工作中，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的推出可以從四個進一步細

化的宣傳脈絡來理解：公共、文化、服務和產品。在公共的宣傳脈絡中，它凸顯的宣

傳內容並非長期以來攸關黨和國家的宏大敘事，而是返回以公民（庶民）宣傳受眾為

主體，以貼近公民共同經驗及具有公共利益的一種宣傳內容。然而，對何種公民經驗

和公益內容的選取，以及如何呈現，這些問題的最後決定仍繫於黨宣傳機器自身，黨

國的議程設置來決定的，是以黨國利益為最終依歸，而非純然以市場經濟邏輯下的個

人或市場力來決定。換言之，這種表面看似具有公共性質的宣傳，就其實質，仍是由

黨國來主導，但創新之處在於借用市場機制，廣泛運用社會力與經濟力來創造一個接

觸區，將宣傳內容表現成一種非黨國、或是弱化黨國宣傳色彩，而改用一種具有普遍

公共、公益性質的中國夢宣傳形式，最終仍是服務於黨國體制的根本利益。 

在文化的宣傳脈絡中，宣傳內容不再是一種馬列主義的文化觀，一種以階級鬥

爭、群眾路線、意識形態和工農兵為主體的文化敘事；相反的，它愈加凸顯了一種以

庶民活動與平民經驗為主體的文化敘事，以傳統文化、美德和道德等能更貼近公眾成

長經驗和生活背景的中國元素來推進宣傳工作。事實上，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

習時代下，黨國文化已在更大程度上兼容並蓄傳統文化及其價值體系，庶民對個人價

值與一般文化的追尋不再與黨國文化存在必然的扞格和對立。易言之，當前黨國體制

的宣傳工作上有意識地吸納一切能為黨國所用之中國元素與庶民文化，創造一個黨國

－公眾宣傳的接觸區，靈活運用具有中國文化底蘊的內容敘事，以較活潑且親民的表

現樣式，試圖政治性地對接黨國與人民共有、共享的中國夢。 

前述所舉有關中國夢的公益宣傳畫和網路短片即是明證。在公益宣傳畫所彰顯的

一些勤勞、道德、仁義等傳統文化與道德中，相當程度已為黨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所吸納、整合，不管是宏大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如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或

是中觀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抑或微觀公民個人層面的

價值準則，如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炚因此，在看似由市場經濟力與社會力所推出

的宣傳畫與網路影片中，固然以更貼近公民生活、更具公益性質的宣傳內容來靈活地

                                               

註 炚 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委主任，並曾任中宣部長 10 年（2002-2012）之

久的劉雲山於 2013 年 4 月參加一項有關中國夢宣傳教育的座談會中表示：「深化中國夢的宣傳教育，

要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宣傳教育結合起來，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結合起來」。再者，他也強

調「每個中國人…都是中國夢的參與者、書寫者，大家心往一塊想、勁往一處使，就能夠彙聚起實現

中國夢的強大力量。」參閱（新華網 2013a）。 



54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9 卷 第 1 期 民國 105 年 3 月 

 

呈現，然就其實際，它仍是黨國機器隨著外在形勢的變化和需要而進行的有意調適。

這些宣傳畫與網路影片內容既為黨國所應許，亦與黨國宣傳議程是相符一致的，是廣

泛地結合市場力與社會力來政治性地架接黨國意志以進行中國夢的宣傳工作。 

在服務與產品的宣傳脈絡中，它凸顯了在混合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宣傳工

作的主體不再僅由黨國機關全面支配和壟斷，它也是可以廣泛地結合在經濟和社會領

域上的菁英或團體來協同推進的。再者，這種具有高度政治屬性的宣傳工作，傳統上

是經由政治學習、政治運動和政治動員等一系列的政治手段來推動，但在全球化網路

時代，得以在確保仍維繫高度政治屬性的宣傳工作中，注入部分帶有市場經濟手段的

宣傳活水，以市場服務替代或淡化黨國指令，以宣傳產品替代或淡化黨國文宣，更好

地創造一個有利於黨國、服務於黨國的黨國－公眾宣傳接觸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的環境中，政治性地嫁接黨國意志並遂行中國夢的宣傳工作。 

準此，包括街頭宣傳畫、網上宣傳影片在內所有公益廣告即在此脈絡下，協力共

同推進當前中國夢的宣傳工作。這也是體現了習近平在 2014 年 10 月一項文藝工作座

談會上，一再強調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宣傳教育中，文藝作品扮演一個

至關重要的角色。因為公益廣告做為文藝作品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既是要為人民

服務、反映人民的心聲，更要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方向。從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的混合性外部環境下，公益廣告充任黨國與公眾間的一種服務性產品，它是一種集

聚「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文藝〕作品」。炃換言之，為了獲致中國夢宣傳的

社會效益，公益廣告的產製可以與市場機制並行不悖，牪是可以借用市場經濟中的服務

和產品概念來活化既有之宣傳模式的。 

因此，做為全國網絡公益廣告製作中心的上級指導單位－中央文明辦曾直言媒體

公益廣告在傳遞中國夢正能量上的積極作用，並宣示：「將來媒體刊播公益廣告應該成

為一個常態，作為一個公共文化服務產品，政府直接投入，政府購買服務，委託媒體

通過競標公開扶持，給予稅收政策的支持，媒體在這個過程中〔並〕可以稅收抵扣，

〔以〕吸收社會力量共襄盛舉（新華網 2013h）。」至此，包括中央級媒體在內的許多

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狖便在推動中國夢宣傳下，藉以刊播公益廣告之名，向廣大民

間或社會組織委購多樣的宣傳畫、宣傳廣告，俾利做為推進中國夢主旋律宣傳的重要

補充。狋 

                                               

註 炃 習近平曾言：「一部好的〔文藝〕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

效益相統一的作品。」參閱（人民網 2014b）。 

註 牪 例如《人民日報》廣告部副主任孟傳剛曾表示：「儘管始終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但〔中國夢

的〕公益廣告並不能忽視經濟效益，而是要在社會效益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經濟效益。」參閱（晉雅

芬、趙新樂 2013）。 

註 狖 例如中國中央電視台廣告經營管理中心黨總支副書記陳榮勇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明白表示：「中

央電視台這些年一直非常重視公益廣告的刊播，並撥付大量經費根據主題創意自己策劃製作或投入資

金聘請專業公司製作公益廣告。」參閱上註。 

註 狋 例如《人民日報》自 2012 年底中國夢活動開展以來，投入至少逾 4,800 多萬人民幣於 30 類題材、360

餘部的平面公益廣告中。而長期以來公益廣告的刊播大戶《中央電視台》亦在短短數月（4 個月）

內，累計製播（含委製）中國夢「講文明，樹新風」電視公益廣告達 38,606 次，時長亦有 18,796 分

鐘。參閱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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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與科技環境的不同，黨國宣傳政府也愈發感受

到宣傳成效不彰、主流輿論陣地的弱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欠缺，它也需隨著

外在形勢的變化與發展而有所調整與適應。於是，根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共服

務文化產品，是習時代黨宣傳機器與時俱進地調適其宣傳方式的具體呈現。以公益廣

告和網路影片為表現形式的公共文化服務產品，正是在傳統的宣傳模式中，挹注宣傳

的活水，以創新的宣傳模式來貼近中國公民和網民，俾利政治性地架接黨國與人民共

有、共享的中國夢，最終為黨國利益而服務。 

柒、結 論 

由於世界經濟格局快速地變動，自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施行 30 多年來，

中國正走向一個更具價值多元且利益分殊的社會。伴隨著網路暨通訊科技的革命的推

進，中共領導人仍不斷強調意識型態和政治教育的積極作用。習近平就曾在面對新形

勢、國內外複雜變化格局時，深刻表達對蘇聯政權瓦解，以及蘇聯共產黨解散的根本

原因即在思想領域的潰散，亦即對黨的領導幹部和人民對共產黨的信仰、理想和信念

產生了根本性的思想動搖（Cohen 2013）。 

從而，在當前傳播快速、資訊量大且廣，以及高互動性等新媒體時代中，黨國宣傳

機器既在深化運用電視、廣播與報章雜誌等主流傳媒進行輿論導向和思想工作的同時，

也持續捍衛黨國政府在虛擬空間的輿論陣地，藉此消解新媒體在政治教育和意識型態中

所帶來的嚴峻挑戰。與此同時，黨國體系更適應於新媒體環境，且運用新媒體工具來為

其宣傳工作服務：一方面兼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多樣宣傳渠道，另一方面結合民間多

方的社會力與經濟力，與時俱進地創新和構建公共文化服務產品模式以適應新媒體時代

的宣傳需要，大力開展習時代的中國夢宣傳活動，俾利在全球化和新媒體環境下，形塑

黨國正面而親民的良好公關形象，並藉此墊高共產黨持續統治的正當性。 

以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為特徵的創新宣傳模式，作為一種更為細膩的宣傳手法，其

對於當前中共威權鞏固的功能有二：其一、此種宣傳模式的運作不再由黨直接操作，

而是將固有「自上而下」的威權鞏固模式轉化為一種結合經濟力、社會力與網路新媒

體的「自下而上」新模式。換言之，在此種模式之下，威權鞏固作為黨國利益不再僅

僅攸關黨國自身，而是成為一種公共利益，在無形中人民及社會各界共同幫助黨國維

護了其統治權威。其二、此種創新宣傳模式吸納經濟力、社會力進入宣傳場域的同

時，分擔、降低了黨國投入宣傳的成本，而其宣傳效果與影響卻可能更好且廣泛，增

加了宣傳收益，更大程度地鞏固威權政體。 

此外，此種創新宣傳模式對於威權鞏固亦可能受到特定時空、特定環境等條件限

制。其一、若非處於當前中共威權體制治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混合性環境，而是在

其他威權政體中運用，則以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為特徵的宣傳模式很難具有適用性。其

二、如若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出現更多變化，那麼該模式的限制就更為明顯。

換言之，如果中國目前的混合性市場環境被消解或打破，則以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為特

徵的宣傳模式將可能既無法降低宣傳成本，又無法達成宣傳成效。故而其在短期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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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習近平時代）將極有可能促成宣傳成效的提升，但就長期來講則將遭致更多的

挑戰和衝擊。 

在以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為特徵的宣傳模式下，這些公益廣告和網路宣傳短片滋養

於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混合性環境中。此種創新宣傳模式雖以黨國思想為其最高

的指導原則、黨國利益為其最終的依歸，但就學理和實務而言，威權體制下的中共宣

傳機器已愈加隨著外部形勢和內在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調適，其宣傳工作亦在兼具傳統

媒體和新媒體的多重宣傳渠道下，廣泛結合包括個人、網民在內的社會力與活躍的市

場經濟力，以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為其新特徵的宣傳工作於焉展開並將持續。 

 

 

* * * 

 

 

（收件：104年 5月 24日，接受：105年 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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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ighteen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ld 

in November 2012, ushered in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leadership of China 

who is set to govern the decade ahead until the 2020s. Shortly after the 

Eighteen Party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slogan 

of “China Dream” to highlight fundamental objectives for realiz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uring his reign. Effectively, China 

Dream serves as the core of Xi’s governing ideology: Four Comprehensives. 

The Chinese propaganda regime has consequently launched campaigns to 

promote a series of renewed patriotic education via various party 

organizations,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schools, and military, in the hope to restore the ever-declining political trust 

in the Party-State and their rhetoric. However, in the wake of deepe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s, as well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Chinese propaganda regime is now confronting insurmountabl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primarily from the cyberspa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yet given in. Rather, they have been learning quickly to adopt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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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ganda tactics,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ly heavy-handed Internet 

surveillance, regulations, and intimidations, to incorporate arguably more 

effective propaganda practices for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thought work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this sense,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product,” amidst increased forces of globalization, 

market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to 

better capture new traits and scenarios utilized by the Chinese propaganda 

machine. This explanatory concept is being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the current 

China Dream campaign in this paper. It is argued that this updated, 

grassroots-oriented, and nuanced publicity techniques is now emerging as a 

dominant propaganda patterns in the Internet era that it will certainly bear 

both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Chinese Party-State in 

the decades ahead. 

 

Keywords: Internet, China Dream, propaganda,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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