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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郑和下西洋对当下意识形态传播的启示
朱光立，侯

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 上海 201602 ）

摘

要：在封建体制下，郑和下西洋作为一次主动输出意识产品的对外传播活动，无疑显得弥足珍贵。 因此，探究其中

蕴含的对外传播策略，对当下有启发意义。 从传播学的角度，挖掘这一历史壮举与意识形态输出的关联，搜寻些许启示，以
为当下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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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世界航海史来看，每一次航海活动都是一次全方位的交流与传播。不论是侵略式的海外扩张，还是和
平友好的海外交流互访，传受双方都带有各自的利益。600 多年前的郑和七下西洋，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历
史上，有意识地对外“推销”本国文化与思想的范例。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不仅给各国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
具和生产技术，而且带去了优秀的中华文化，间接地促进了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普及。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已然成了各国之间博弈的“无形战场”。意识形态斗争日益表现出隐蔽性、渗透性、
全球化等特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挖掘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壮举与意识形态输出的关联，并从其中搜寻些许
启示，可以为当下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提供借鉴。
1
1.1

郑和下西洋的基本情况

背景
从 1405 年（明永乐三年）始，郑和奉明成祖的旨意远赴西洋，开启了一段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航海壮举。

至 1433 年（明宣德八年），其七下西洋，遍访国家和地区 30 余个，最远地区抵达非洲东岸。

图1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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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航行迟了 87 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迟了 92 年，麦
哲伦的环球航行更要到 116 年以后才实现。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洲际航海活
动，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的航海事业走向巅峰，更有价值的意义在于，作为封建时代中国海上活动的“稀世珍
宝”
，郑和下西洋对于唤起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有重要意义。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各家之言皆有所异。梁启超在其著作《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引述道：
“旧史
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亦有研究表明，郑和下西洋是明朝统治者“欲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成祖朱棣也曾称要“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
可见，其重要目
的之一是要防止外来威胁。此外下西洋还有重要的商业目的，即拓展海外贸易。明史专家吴晗，在其《明初的
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一文中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从国际贸易的收入上来解救当前的”财政困难的。
1.2

过程

1405 年 7 月 11 日，奉成祖命，郑和偕王景弘率 2.78 万人第一次下西洋。沿途各国人民热情欢迎中国使
者，纷纷派遣使节随中国宝船来华访问。在回航途中，船队于旧港遇到了海盗陈祖义的袭扰，郑和从容自若
地指挥全体探险队员奋力回击，一举歼灭海盗，并活捉头领陈祖义，将其押解南京，斩首示众，首次用兵就为
东南亚海域铲除了祸患。船队满载着象牙、胡椒、香料和药材，于永乐五年九月初二顺利回国。
明成祖朱棣对第一次的航行十分满意，并又下旨要他们再度下西洋。郑和船队于 1407 年第二次下西
洋。第二次下西洋，除了已到过的地方外，还到了真腊（今柬埔寨）、迄罗（今缅甸）、加异勒、柯枝、甘巴里、阿
拔巴丹等地，于 1409 年正月又抵达了古里，同年 8 月回国。
1409 年 10 月，郑和又奉旨第三次下西洋。船队到锡兰，不料，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垂涎郑和船队携带的
财物，预谋陷害，幸亏郑和及早察觉，率领所有船只悄悄驶离锡兰国，才免遭不测。1411 年 5 月 6 日，郑和船
队平安返回祖国，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押解南京皇宫，听候明成祖发落，后其被宽大处理，放回锡兰。
郑和一行经过三次下西洋的远程探险，均至古里国，打通了中国与印度南部的海上航道，为日后更加遥远的
海上航行积累了经验。 郑和船队在完成了对古里的三次探险后，休整一年。
1413 年，郑和奉命第四次下西洋。这次航程比以往三次都远，除了东南亚各国外，还到了溜山等地。溜山
（今马尔代夫群岛）是一个岛国，其间岛屿众多，海流复杂，船只路经此地，必须十分谨慎，一旦遭遇风暴，走
偏了航向，就有触礁覆舟的危险。郑和的船队凭着多年航海经验摸索着通过了溜山，继续西航，直趋波斯湾
的忽鲁漠斯。公元 1415 年，郑和一行偕一些外邦使节回到南京。这次忽鲁漠斯之行，他们首次越过印度以西
来到波斯湾一带，新辟了中国至波斯湾的海上路线。
1417 年冬，明朝天子再下圣旨，要求郑和船队第五次下西洋。郑和率队沿着前几次开辟的航道，先抵满
刺加，然后将船队分成若干小分队，分头行动。有几支小分队沿途前往锡兰、古里、忽鲁漠斯诸国；郑和则亲
率大部人马穿过马六甲海峡，经锡兰国，又往西挺进，准备横渡印度洋，直接去非洲。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船队
所做的第一次横渡印度洋的航海探险活动。这次远洋探险终于打通了中国与非洲东岸各国的海上航道，郑
和也成为有史以来横贯印度洋、远航赤道非洲以南第一人，创下了世界远航史上的奇迹。
1421 年，郑和第六次出使，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船队的访问在亚洲、非洲沿海国家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也激起这些国家对明朝的强烈向往。他们想看一看中国，想见一见明成祖。当时，渤泥和满剌
加的国王和王后都到过南京，明成祖盛情接待了他们。东非的麻林国王哇顿亲自率众访问中国，不幸在福州
病逝。另外，在 1421 年，有十六国使臣抵达南京。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主要使命就是护送忽鲁漠斯等十六国
使臣返回自己的国家。
1431 年，明宣宗朱瞻基命郑和再次出使西洋。这是最后一次航行，对郑和个人来说，是最大的幸福和安
慰。船队穿过曼德海峡，沿红海北上，驶往他日夜向往的天方圣地麦加（今属沙特）。当郑和吻着那日思夜想
的圣石时，不禁热泪盈眶，发出由衷的感叹。从少年时代立下朝觐麦加的誓言，在此刻总算有了一个圆满答
复，几十年藏于心底的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也是世界航海业发展的里程碑。郑和时代的中国，真正承
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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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素”的对外输出

有形符号的物质载体输出
意识活动总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发挥作用。传播活动也是一样，总是通过一定的物质符号达到传播

效果。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撑起整个封建时代，同时创造了璀璨的文明成果。郑和船
队七下西洋，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业生产技术传到海外各国，譬如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
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等。同时，船队还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麝香、金属制品和书籍等
运往国外，直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在认识形成之前，这些带有“中国标志”的产品，就是具体形象的代表。它
们凝结着中华民族劳动智慧和精神，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生产发展，而且改变着他们的劳动思维和生产模式。
现在当地的生产活动中，依然明显保留有中国的影子。
2.2 “新华侨社会”衍生
郑和下西洋带来的不只是直接的经济刺激，还间接促成了一个新群体的形成，为进一步根植中国的文
化和价值观念创造了必要条件。郑和船队规模之大，人员数量动辄上万，构成类别复杂。每次下西洋，便有些
不堪生活所迫或是生活无望的水手，到达当地之后，就趁上岸时机，偷偷地留在了当地，并和当地的女子成
了婚，安了家。郑和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因为他们一路成长的历程，让他深谙这些人之苦。航海路途中不
少人因病丧生，这些“逃亡”
的人，就被记入黑名单之列。归去时，皇帝自也不会追究。长此以来，东南亚各地
华人聚集的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华人群体，被称为“新华侨社会”。后来郑和所至之处，皆受到
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当时的东南亚地区，对郑和的评价之高，以及现今人们依然立碑纪念着郑和，都与这
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到东南亚各国去定居的人与日俱增。到了明朝后期大约有十几万华侨散居在南
洋各国。华侨为开发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暹罗在十八世纪成为印度支那半岛商品的集散中
心，与华侨关系极大。所以后人说道：
“西洋之迹，著自郑和”，当非溢美之词。[1]
郑和下西洋最重要的还是它悠久的后续效应：首先是促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联系，为中国移民大
量向外迁移创造了条件；其次是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郑和的成功，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移居海
外，大量聚居而形成较为稳定、完整的华侨社会；第三是为华人迁移提供了便利条件，郑和下西洋不仅打通
了海外通道，开辟了多条航线，而且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航海资料和途经各地的详细记载，对华人移居海外有
着很大的帮助。对此，梁启超先生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曾作了充分肯定：
“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
岛，当不下五百四、
五十万人，加上与土著人杂婚者，当及七百万人。”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海外华侨社会职业构成的变化。之前，海外华侨主要从事贸易、航海、翻译、向导等活
动，之后，由于中国商货供不应求，海外华侨纷纷转向种植以及开采矿山等，融入当地的经济开发。同时，下
西洋促进了海外唐人街的形成。唐人街的真正形成始于郑和下西洋，这是因为郑和下西洋大大提高了“唐
人”在国外的地位，并打响了中国货的品牌，丰富了当地市场，为唐人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物质基
础。郑和下西洋还带去了中国先进文化，使得海外华侨更加坚定了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信念，作为其重要
载体的唐人街便应运而生。郑和下西洋还吸引了大批的中国移民前往东南亚，为华侨开拓东南亚提供了人
才资源。他们中不少人为开发东南亚做出了贡献，其姓名事迹流传至今，如开辟旧港的梁道民、施进卿、张
琏，开辟柔佛槟榔屿的叶来，开辟浡泥边地的林道乾等。华人在海外的聚集，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和意识形态，
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在封建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人们，骨子里不仅根植着传统的儒学思想，而且外在的技能
包括节日习俗等，都根植在血液里。这些都可以从今天找到影子，比如儒学在东南亚地区的普及，各地逐渐
兴起的孔子学院，以及对中国文艺（书法、绘画、篆刻等），节日风俗的效仿甚至演变成争夺文化所属权的戏
剧场面。长久的影响，可见一斑。
2.3 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的传播
几千年的积淀，中华民族逐渐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思想体系。中华文化有着深邃的精神内涵，其
核心表现为“仁”和
“礼”。即在与邻关系上，讲究以礼相待、
礼尚往来，与邻为善，传播和平友好平等的观念。
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和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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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的古代文明。郑和下西洋，向海外传播科学文化、典章制度、文教礼仪、宗教艺术等中华文明，将中国在
建筑、绘画、雕刻、服饰、医学等领域的精湛技术带入亚非国家，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推广
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推行货币、
历法、度量衡等。同时，亚非国家的文明成果也传入中国。郑和七下
西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郑和下西洋，推行亲仁善邻，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
的友好关系。明朝中期的中国，是一个综合实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但中国人没有恃强凌弱，郑和下西洋
是世界上公认的和平之旅；28 年间，郑和船队始终奉行“共享太平之福”的对外政策，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
系，在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 郑和下西洋，展示了中
华民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开放进取、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600 年前，面对人类还知之不多的广阔无垠的海洋，面对险象环生的长途远航和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郑和
与他的船队没有退缩，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继汉、唐、宋、元各代与世界各国人民陆
上交往的不断扩大，又开辟了中华民族从海上走向世界的新纪元，将中外交流提高到新的水平。郑和的航海
壮举客观上对于唤起东南亚海上国家的海权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3 对当下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启示
3.1 当下意识形态传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主动出击的意识不够。部分主流媒体跟不上步伐，传播的时效滞后。导致宣传效果下降。以微信公
众号为例，在信息的发布和更新时效上，主流媒体的反应速度明显滞后。当然，现在在语言风格、内容表现形
式等方面，主流媒体改变了不少，但是现在的传播一定角度上看就是时效的比拼，谁掌握了“第一时间”
，谁
就可以主导话语权。因此，在“主动出击”与“被动还击”之间，传播活动还没有找准着力点。
二是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较低，主流色彩太过明显，导致传播效果不佳。以文化宣传片为例，过往的成
片，要么偏重主题性，突出政治色彩，导致人情味不足，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要么是刻意求技术本身，
比如在画面质量、拍摄技巧等方面投入过多精力，导致扣题不紧，缺乏战斗性。虽然近些年来，我们在对外文
化产品的输出上，积极向世界学习，相较之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上述问题依然存在。
三是定位不准，互联网意识和用户思维差，媒介定位高高在上，存在脱离用户和实际的现象。提到“意识
形态”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灌输”。这种刻板印象的产生与现在的传播模式是分不开的。许多传播者，依
然把自身定位在主导的地位，以为自己传播什么，受众就会接受什么，不注重反馈和换位思维，自然导致效
果不好。应当看到，信息条件下尤其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下，受众不再是被动的角色，在传播活动中，他们的
反馈和发声，对于传播者的策略和内容有着重要影响，当前社会正迈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受众正向
用户转变。意识形态传播如果不时刻树立用户思维，传播的产品就会失去消费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3.2 郑和下西洋对意识形态传播策略的启示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不仅仅是一次震撼世界的航海活动，它的价值在于其持久性，在于它播撒的文明种
子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今天，从传播的角度挖掘其意义，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树立文化自信。在郑和下西洋之前，
“中国的封建王朝，凡强大者，皆以‘天朝’
‘上国’
自诩，傲视邻邦
[2]
国家，视其为蛮夷之邦。”
这种中国封建时代的大国思想是根深蒂固的。郑和下西洋也是在“宣教与外”
“耀

兵异域，示中国之富强”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诞生的。不论是经济上的来往，抑或文化上的交流，郑和船队都是
带着一种文明优越感进行的。中华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创造了璀璨的文明成果，有理由为我们的文化
感到自信。这一点在今天的意识形态传播中是欠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人根深着一种“外优我劣”的思
想，衍生了诸如“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等荒谬之谈，到现在这种思想依然存在。断续出现的到国外疯抢商
品的闹剧，也就不难解释其原因了。意识形态传播是一种说服性的工作，就是要让你相信我说的，相信你看
到的。如果传播者自身缺乏自信，自己对自己的说法都不够坚定，怎么能让更多的人去接受你的观点？
（2）寻找意识的物质载体。意识是抽象的东西，缺乏一定的物质载体，意识活动就无法进行。郑和下西洋
意在
“宣教于外”，传播中华文明，统治者通过瓷器、丝绸等极具中国元素的实物，让海外各国知道，这些是强
盛的明朝才能生产出来的东西，由此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和上国的思想。这些凝结着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
实物，在当地人民的生活中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意识形态就得以在思想中固化成型。现在条件下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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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传播活动，必须以一种平等的，甚至树立用户至上观念的方式。要从物质形态上入手，找准对方的兴趣
点，传播也要“入乡随俗”。虽然郑和那个年代，落后的生产力导致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输出的产品极易被
接受，这种交流也只是一种单向的传播。但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今天，意识产品必须符合传播对象的实际需
求，才能产生最大的传播效益。
（3）建立平等传受关系。郑和的年代是封建王朝鼎盛之时，朝贡的关系决定了对外交往的不平等性，然
而在具体交往时，郑和是高擎着和平、友好、团结的大旗，来处理与沿途所经各国的关系。郑和交往的有不同
的国家，众多的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他都能妥善处理，其宗旨是：国家共处，民族团结、宗教和谐。新的时
代条件下，尤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人们的平等自由观念、渴望被尊重的思想更加凸显，传播者们因
此纷纷转变思维，在对待受众的态度上，从过去的“你听我说的”到现在的“我说你需要的”。郑和时代，对外
传播交流虽然仍受制于统治者和封建制度，但已经萌发出这种思想，这对于当代的传播活动是有启示的。
（4）创新“航路”。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之所以在封建时代的航海史上熠熠生辉，最根本的是它打破了思
想上的封闭，主动走出国门向外输出自己的观念。除了直接地输出产品和价值观念外，郑和下西洋映照出的
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人之不为，将中国的航海事业推向顶峰，在中国
甚至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是行人所未至，开辟了从中国通往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地的
新航路，打通了海上交流航线；三是敢于突破规则，在对待当地居民的具体做法和政策上有自己独到的思想
等。今天，创新已经成为一种风潮，在各行各业都贯穿着这一理念，传播领域是最需要创新的，对于不同的对
象、
面对不同的传播内容，都需要具体分析情况，拿出不同的方法。意识形态传播活动要开拓新的局面，要把
握好
“融合”二字，与新的媒介环境相融合、和新的受众特点相融合、同新的价值观念相融合。突破传统思维，
寻找多样化的途径，意识形态这个
“航程”才会一帆风顺。
4 结束语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是一次主动输出意识产品的对外传播活动，加强了“中国元素”的
对外输出，以有形符号的物质载体促进了当地的生产发展，改变了他们的劳动思维和生产模式，促使了“新
华侨社会”的衍生，传播了中华文化精神内核。从传播学的角度挖掘这一历史壮举与意识形态输出的关联，
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的传播需要树立文化自信，寻找意识的物质载体，建立平等的传受关
系，创新“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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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nlightenment of ZHENG He’s Voyages to the Western
Oceans on Current Ideology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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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feudal system, ZHENG He’s Voyages to the Western Oceans as an initiative to export
ideological products to the outside world was undoubtedly precious.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external communica－
tion strategies contained in it is instructive for today’s ideological strugg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
tion science, the link between historical feats and ideological output is explored to search for some inspirat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urrent ideological communic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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