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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方面，全球化提高了媒介产品的生产效率，这对于媒介产品的消费者（观众，

听众和读者）、对于媒介公司所在国家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全球化加剧了生

产主流节目的市场压力，进而降低了媒介内容的多样化。这对于少数族裔是很不

利的，因为这使他们参加国内和国际公共交流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与此同时，

多样性的缺失损害了国家的团结和适应性，增加了那些感到自身被排挤在公共话

语之外的国家和团体的危险性。而这些沉默的少数的声音以及他们在公共社会中

的弱势很可能会导致分离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为了防止这种恶果的出现，有

必要建立这样一种传媒体制。这种传媒体制要包括少数族裔在内，可以增加一国

之内不同团体以及国际间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达到这个目

标，首先是弱化媒介市场中的按市场规则行事的成分；其次是加强非商业媒介的

声音，比如公共广播电视，社团广播电视以及非商业在线网络服务等。 

 

关键词： 

全球化/媒介市场/公共传播（交流）/媒介监管/国际媒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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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媒介市场的全球化媒介市场的全球化媒介市场的全球化媒介市场的全球化：：：：高效率与高福利高效率与高福利高效率与高福利高效率与高福利    

在经济术语中，全球化是指市场（空间上）的扩张。这种扩张意味着市场从一个

小的地区、民族或国家，扩展到跨国，或者更恰当地说，世界范围的市场。新技

术、新制度以及政治改革是全球化发展的推动力量。而数字化技术则成为媒介市

场全球化的加速器。 

这种市场扩张通过降低媒介生产的平均最低成本（比如复制每份报纸的成本和生

产每小时的电视节目的花费），来最优化媒介产品的产出。如此不仅提高了媒介

消费者福利，也使媒介公司获得了利益。对于成功的全球性媒介公司而言，全球

化还意味着更多的消费者和利润，以及为所在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这一点来看，全球化战略对公司和消费者都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自由贸易

的推动者，比如世界贸易组织 WTO，也像对别的产业一样，给媒介全球化给以

正面的评价。他们支持那些把视听产业视做与其他产业一样，纳入 WTO 关于保

护和扩大世界范围的自由市场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一般贸易

协议”(GATS)和“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框架之中的各项努

力。 

媒介在经济上的潜力（指创造高额利润-译者注）来自于它本身的一个经济特性，

即“消费的非独占性”（the non-rivalry of consumption，，，，这个概念与消费的独占

性相对，后者指那些像面包一样只能消费一次，并且一个人消费了另一个人就不

能消费的产品，而广播电视产品正好相反-译者）。如果我们暂时忽略那些通过数

字化就可以大幅降低的储存和发行的可变成本（variable costs），我们就能够发

现导致单位成本急剧降低的主要因素就是媒介产品“消费的非独占性”。（就是

说，）如果一个（媒介产品的）成品（指音像制品的第一版）被生产了，在提供

给其他用户的时候，基本上不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或附加成本。对于节目制作者

和广播电视公司而言，虽然面临着由于观众稀少而导致成本无归的风险，但是同

样面临着赢得超过收支平衡点的观众而获得巨大收益的机会。  

表 1： 

电视节目的非独占性消费：全球化降低了单位观众的收看成本并且增加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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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我们假设：如某一个电视节目的生产成本是 400万美元，有 100万个观众

收看这个节目，那么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平均成本便是 4 美元；如果观众人数增加

到 200万，那么每个人的平均成本便是 2美元；观众如果增加到 400万的话，那

么每个人的成本会是 1美元；如果能将观众数量增加到 1000万的话，那么每个人

分摊的生产成本便是 0.4 美元，等等。如果（该制作机构）从每个受众（或是付

费电视，或是商业电视）处得到的平均收入是 1 美元，而这个节目的观众只有

100 万人的话，那么这个公司便要损失 300 万美元；如果有 200 万观众的话，那

么该公司便损失 200 万美元。但是，如果观众数字达到或超过了收支平衡点 400

万时，其利润便会逐步增加。另外比如，成本为 600 万美元的节目，它的收支平

衡点是 1000万观众收看，或者 1600万美元成本的节目，收支平衡点为 2000万观

众，而投入 9600万美元，至少要 1亿观众收看才不会亏本。  

二二二二、、、、媒介市场的全球化媒介市场的全球化媒介市场的全球化媒介市场的全球化：：：：更多的市场力量和更多的市场力量和更多的市场力量和更多的市场力量和（（（（难以控制的难以控制的难以控制的难以控制的））））政治力量政治力量政治力量政治力量 

（媒介产品的）“非独占性消费”的经济特性解释了为什么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媒介产品呈现出单位成本越来越低，并且竞争力越来越强的趋势。这不仅使媒介

公司受益，与此同时，观众、听众和读者在相同条件下也可以得到实惠：花费更

少的钱，或者（在消费过程中）收看、收听、阅读更少的广告。另一个方面，这

也揭示了为什么随着媒介公司产量的逐步增加，媒介公司数量却不断地减少（指

集中化的趋势-译者注）：越来越少的公司生产着越来越多的产品（更多的新闻

纸、更多的电视播出时间，更多的站点）。 

图 1： 

广播电视数字化和全球化带来的产出增加、平均成本降低和生产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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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我们假设了这种成本功能（cost functions）。以肥皂剧为例，在 2000年

最佳的电视用户为 2亿 3000万。如果整个世界的肥皂剧市场有 10亿观众，那么

就需要有多于 4 家的制作机构进入这个市场提供服务。在技术和经济发展从而推

动全球化的过程中，到 2005年，成本功能将有所变化，呈现出更低的平均成本

以及更大规模最佳产量（那时有大约 4亿 5000万肥皂剧观众）：于是在 2005年

，将有少于 3 家的制片公司还生存于市场中（而在 2000年还有超过 4 家的制片公

司），到 2010年，平均成本进一步降低，最佳产量进一步放大（当时大约有 8亿

观众），那时只需要 1 家（垄断寡头）公司提供所有的服务。（图中我们预测了

2050 的理想情况，在同样的条件下，仅考虑不变成本，而不考虑可变成本，比如

存储和发行费用） 

就如在其它产业中一样，这种集中化对消费者来说并不是好事。当市场中供应者

之间的竞争要比理想状态疲弱的时候，占据垄断和独占地位的公司就会滥用他们

的市场权力。这会导致媒介消费者只能得到更昂贵的和（或）低质量的媒介产品

。而且这个领域与其他产业不同：市场的力量可以经此进入编辑和政治的领域。

这就会导致一个额外的和负面的结果：媒介公司可以推动不平衡的和片面的舆论

，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通过放大自己的议程来影响公众的态度。众所周知，在民

主国家和独裁国家，媒介都是政治系统中的核心因素。但是，尽管媒介在社会中

占有这样的核心地位，多数国家却并没有通过公共手段控制媒介公司，而是仍然

把他们看作是与汽车、钢铁和服装一样的行业。 

如上所述，由于全球化促进了媒介大规模集中，并且增加了新的问题，即那些全

球化媒介公司对于公众和政治的难以控制的、往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有必

要通过各种手段调控和防止媒介的集中化。如果（遏制跨国商业媒介的）低竞争

政策无效，或者跨国媒介公司有意接受一个本地媒介公司的市场力量，并希望从

上文所提优势（高效率和高竞争力）中获得利润，这些媒介公司应该至少被公共

控制（比如在报道责任、产权的透明化，拒绝政治捐助等方面）。达到这个目标

则需要国内和国际的制度调整。或者说，企业的国际化活动要求监管的力量同样

大幅提升。但是在欧盟，这个问题一直难有定论。 

 

三三三三、、、、媒介市场的全球化媒介市场的全球化媒介市场的全球化媒介市场的全球化：：：：多样性的缺失多样性的缺失多样性的缺失多样性的缺失 

除了集中化的趋势——即使这种集中化或者会由于国内和国际适当的竞争政策而

被遏制——“消费的非独占性”特点还会导致另一个结果。无论媒介产业呈现出

垄断或者是原子的结构，无论媒介公司的大小如何，他们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更重

视大众内容，或者“主流内容”（main stream content），这类节目的单位成本要

大大低于那些小众节目的成本。在高度的规模经济的背景下，小众节目是难以和

主流内容竞争的，即使有人愿意付出更多的钱来收看小众节目，情况也不会改变

。 

表 2显示，拥有 100万观众的小众内容（比如对本地事件进行的电视报道）被拥

有 1000万观众的主流节目（比如一场国际足球赛）所排挤，即使前者的每位观

众愿意付出 1美元（见第 5项），而后者的每位观众只愿意付出 0.5美元；即使

前者的制作总成本只有 40万美元，只是后者的 10%（400万美元，第 3项）。在

这种条件下，主流内容被所有可利用的节目时段所乐见，只是因为它可以比小众

内容（60万美元）产生更多的利润（100万美元，第 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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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媒介产业经济规律催生的主流电视节目 

 

全球化加剧了这种“随大流”的固有倾向。当媒介市场扩大了，观众倾向于增加

那些已经在地区或者全国市场流行的节目，比如体育赛事，电视电影，每日肥皂

剧，或者国际流行音乐。相反，那些迎合地区或国内少数人群的节目，比如本地

事件，地区或者本国文化，或者那些在本地或者地方区域使用方言制作的节目，

不大可能接触到更广泛的观众，即使他们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更容易获得。 

表 3： 

媒介市场全球化加剧的主流电视产品的出现 

 

表 3里我们假设：在全球化过程中，主流内容（再以足球比赛为例）观众从 1000

万上升到 1亿，而小众内容（本地报道）的观众从 100万上升的 1000万（见第 2

项），足球赛的巨大的经济规模导致了广播电视机构利润的不断增长（从 100万

上升到 4200万美元），而小众节目的利润仅仅从 60万增长到 920万美元（见第

7项）。相对于小众节目，全球化在增加主流节目的利润方面更加有效。“随大

流”（足球）导致了更高的利润，而两者的比率值 R 在全球化之前为

1.00/0.60=1.7（见第 8项），全球化之后则变为 42.00/9.20=4.6，进一步放大。如

果说在全球化之前两者利润的区别还不是那么明显（r = 1,7 < 2），那么在全球化

之后，主流节目变的更加有利可图：即使将足球观众分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获

得的利润都会超过地方新闻（r = 4,7 > 4）。于是，全球化进程中将会出现节目更

加主流化而小众节目将被商业机构更加排除在市场和节目选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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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缺乏多样性的媒介市场缺乏多样性的媒介市场缺乏多样性的媒介市场缺乏多样性的媒介市场：：：：危害国家内部的公共交流危害国家内部的公共交流危害国家内部的公共交流危害国家内部的公共交流 

媒介市场多样性的降低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公共交流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

国家的框架内，降低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族裔表达自己意愿和态度的机会越来越少

。公共的讨论逐渐为主流思维、或者迎合主流的人们和社群所控制。在国家集团

被划分为亚社群，比如通过人种、宗教、民族或收入来区分的情况下，这会危及

国家的公平，团结和稳定。 

媒介多样性的缺失同时降低了一个国家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的灵活性。正如

物种的多样性是生物世界适应环境变化的核心前提一样，多样化的观点、建议、

争论以及讨论是一个社会能够寻求合适的和一致的解决方案的前提，这对于一个

国家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或者制度结构尤其重要。第一步并且最为

关键步骤，就是通过大众媒介，进行开放、公正和多元的公共交流，这是保证所

有可能的解决方案被表达并且被讨论，并且及时地选择出最佳方案的前提。 

从这个角度看，降低多样性将对于所有社会成员产生不利影响。但是，这种危害

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当小众的声音难以听到，而主流态度充斥于耳的时候

。对于主流社会的成员来说（比如他来自于最大的人种、宗教、民族或者政治团

体），他们的立场被优先进行讨论和辩护；而对于少数族裔的成员来说，他们的

观点几乎没有可能影响公众讨论。对于一个联邦架构内国家的亚社群来说，这个

大小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来自当地大地区和联邦州的权威人士和市民会有更多的

影响力，而来自于小地方则逐渐失去影响力并且被边缘化。 

由于上述原因，有必要保证不只是由那些市场的经济原则来决定由谁来参与公共

的交流和传播。一些无政府组织已经认识到这一点：2003 年日内瓦举办的世界信

息峰会便是一次反对市场控制，呼吁建立公共传播系统的平台。 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为例，即将面世的《保护文化多元性国际公约》

3
，就是对近年来媒体领域

商业化和全球化趋势进行的制衡手段。  

归纳起来，有两种手段可以化解市场的统治：首先是加强私营媒介公司的公共管

制。比如，要求商业机构必须播放不营利的公共利益内容，（即不能按照市场规

律来提供），但是能提高节目多元化的内容，比如保留时段给特定的地方少数族

群，小的政治党派，残障人士，少数族裔和方言人群。他们还必须播出特定的特

别内容，比如本地的、宗教的或者文化的节目。同时，保证参与频道分配的公开

性（比如规定有线电视网络“必须传送”的有关规则），这些措施可以在全球化

加强市场力量的时候，削弱和化解市场的逻辑，并且保证弱势人群保留其必要的

参与公共交流的途径。但是（应该注意），（人们）对私营媒介的监管，也给予

了媒介转向政治化的机会，因此监管者的政治独立性尤为重要。议会，甚至政府

都持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是恶劣的监管者。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议

会，政府监管大众传媒的话，媒介的权力往往被滥用于不公正的政治目的。一些

国家因此建立了独立于政治的机构来进行媒介监管。 

第二个将媒介从经济力量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的途径，就是保证公共传播非市场

的财政收入的合法机会。就是说，媒介公司并不是一定要获得最大化的利润，而

是能够从事非营利的使命，以及那些最大化公共利益的使命。公共广播电视就是

这样的建构。他们全部或者主要的财政收入应该是公共收入，比如说来自收视

                                                 
3
  见 http://portal.unesco.org/culture/en/ev.php-URL_ID=11281&URL_DO= DO_TOPIC&URL_SECTION= 

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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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他们必须履行公共的目标，以及提供广泛的公共交流的平台，它的参与者包

括那些在市场制度中排除在外的群体。 

鉴于公共广播电视往往处在被政治目标滥用的危险之中，他们在进行节目决策的

时候，必须被保护不被国家和政府所干预，特别是在考虑政治内容节目的时候。

与私营媒介的监管者一样，公共广播电视的监管者必须保持政治的独立性。 

五五五五、、、、缺少多样性的媒介市场缺少多样性的媒介市场缺少多样性的媒介市场缺少多样性的媒介市场：：：：危害国家之间的公共交流危害国家之间的公共交流危害国家之间的公共交流危害国家之间的公共交流 

经济规律导致了本地内容为地区性内容所代替，地区性内容为全国性内容所代

替，同时小国内容为大国内容所代替。在媒介市场全球化的过程中，较小的，没

有影响力的国家被国际话语进一步排斥，他们的身份、话题、愿望和要求也被排

除在国际政治议程之外。这一部分因为大多数观众和读者对此不感兴趣，另一方

面，媒介更喜好其他的，更流行并且更赚钱的节目内容。 

就国际而言，这种多样化的缺失以及主流节目的泛滥，对公共讨论、对国际社会

的团结和稳定、对小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有同样负面的后果，就如在一个国

家之内对这个国家的团结和稳定造成的危害一样。 

我们前面介绍了在国家框架内采取两个弱化市场规则，保证公共交流多样性的措

施，他们同样适用于跨国或者说国际层面的问题。商业机构应该被管制，比如强

制要求他们播出特定国际公共利益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是不营利的（按照市场原

则是不被提供的）。人们应该了解，在国际层面，除了那些本地和地区社群，那

些小的和没有影响力的国家同样属于“空间上的小众”。为这些小众提供内容的

节目时段必须成为强制责任，就向在国家层面所建议的一样。 

这种商业机构国际规则的缺乏，一个主要原因是目前缺少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监

督体制。只要一些国家不同意这个全球性的管理体制，并且只要一些国家不执行

它，那么那些国际性传媒便很容易规避这些制度，他们只需要换一个国家即可。

只要那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大国权利而加强国际制度，那么这种制度

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将媒介从市场力量中解放出来、并且保证大家公平参与公共传播的机会的第二条

途径，就是非市场的财政来源，这确实是一条在跨国和国际层面解决问题的可行

之道。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非市场的收入方式：国营和公共广

播电视。国营媒介可能达不到媒介的多样化。只有大国和富国才有财力投入具有

国际使命的国家广播电视机构（比如美国之音，俄罗斯之声等等），国家投入的

国际性机构更倾向于增加大国和富国在国际话语中的统治。 

公共服务型的收入方式，作为非市场的第二种收入方式，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

是，实际上在国际公共传播中，他们的身影非常少见。在欧洲，欧洲文化频道

（ARTE）以及卫星频道（3.sat）是少见的跨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前者关注于

加强德国和法国的公共交流，后者关注于加强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公共交流，

德国之声是一个例外，这是一个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它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在

世界上许多国家播出。

4 

                                                 
4  见 www.dw-worl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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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广播电视在国际层面的出场率和影响力都比较低，一个原因是许多国家法律

限制公共广播电视于地方性使命。这一般被归结为经济困难。在这些国家，不仅

没有针对于其他国家的节目，而且也没有相应的技术设备。第二个原因是许多国

家认为对外广播是对外政策的一项内容，比如说是政府的一项工作，而不能委托

于多管闲事的公共广播，这应该由国营机构来执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国

际广播机构都是由政府运营；这同样解释了建立国际公共广播电视或者将现存的

国内的公共广播电视扩展制国际的困难程度。 

上面两个理由都难以成立。国家不应该漠视其责任，强调所谓经济上的困难或者

秉承更老一点的观点，将对外广播作为国家的宣传工作，拒绝将国际公共传播的

责任转给非商业和非政府的途径。这就为那些富有的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通过商业媒介来控制国际公共传播提供了条件。即使他们同样提供（一些空间

）——在他们的限度内——给那些较小的和较弱的国家。（人们应该看到，）世

界和平和福祉所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了该努力（建立国际公共广播机构）的成本

。而进一步减少这样的努力则意味着容忍现存的不平衡的国际商业媒介体制，而

它的后果，只会更加恶化。在国际传播中多样性的缺失，其可能的后果是更多的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离主义以及其他影响。最后，它的成本会远远超过人们

投入到国际公共传播中的一切。 

六六六六、、、、媒媒媒媒介市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介市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介市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介市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损者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这些优点（收益）和缺点（代价）都将加剧。（媒介领域）

更大的市场规模将会出现，全球化的媒介公司的效率和竞争力也将提升，这些公

司将同时在所在国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当然，与此同时，媒介的多样性将继

续降低，小众性的节目，比如说为小国、弱势文化、种族和宗教团体的节目将被

更加边缘化；而为“多数群体”，比如说为大的语言区、大国提供的节目，将占

据更加重要的统治地位，特别是那些拥有巨大的本国市场，并且允许通过市场力

量将节目输出到外国的国家。 

这些优点和缺点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多数群体，或者称之为“主流社会”将在媒

介的全球化进程中有所获益，而弱势群体则有所损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

越来越对立的争论，不仅存在与国家内部，也存在于跨国和国际层面

5
。在国际层

面，争论的平台就是 WTO 体制。在“一般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WTO

的成员必须表明立场。他们需要做出关于商品（由关贸总协定来规范，

GATT），以及服务分配（由一般服务贸易协定规范，GATS）的决定；在服务范

畴中他们必须决定将一些特别服务列入“服务领域的分类目录”。后者的重要性

                                                 
5  比如人们对于 WTO 将音像领域，特别是广播电视节目纳入一般贸易协定（GATS）的企图高度关注。他们主要来自于公民社会的非政府和非市场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就正筹备“保护文化产品及艺术表达多元化协定”（参见 http://portal.unesco.org/ culture/en/ev.php-

URL _ID=11281&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 =201.html），其主旨就是反对
WTO 制度。广播电视节目（以及其它音像产品及服务）并不被人们视为经济产品，而是国家的，区域的或地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应该允许 WTO 成员国从 GATS 中排除视听内容，而按其本国的法律加以管制。2003 年首次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将在今年（2005 年 9 月在突尼斯）举办第二届会议，这为人们自由表达其观点提供了一个平台。在何种程度上抵制世界范围的全球化、商业化和媒介集中化将引起人们的高度兴趣。而所谓全球化、商业化和集中化在世界多个地方是作为成本结构调整的结果而出现的（特别是数字化的结果）。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重要讨论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到了议事日程，见上面的网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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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一些项目（比如电信服务）比其他（比如音像服务）更加开放。在这个分类

目录的基础上所有成员国可以要求或者提供开放。目前正在就 2002 年提出的

“要求的初步方案”和 2003年做出的“提供的初步方案”进行协调谈判。 

在谈判中，成员国的立场取决于他们对于本国在市场和自由贸易方面相对能力的

看法，而媒介表面上的特点是作为商业和文化产品。另外，或更为首要的是，他

们的立场取决于国家在商业音像市场中获得利润的机会。因此，并不奇怪，像美

国和日本那样拥有发达的音像产业和巨大本土市场的国家力图将原本属于（较小

开放程度）的某些音像服务界定为（具有较大开放程度的）电信服务范畴。同样

不奇怪，这些国家在音像服务的范畴中也力图降低现存的自由贸易的例外情况

（称为“开拓”）。而拥有较小本国市场并且没有音像产业的国家，一般试图保

留本国对音像政策的自治权。这些国家于是希望对音像范畴有个更为宽泛的定

义，甚至希望将例外情况的数量和力度扩大至整个音像范畴。 

另外国家在 WTO 谈判中的立场还决定于大众媒介市场化和全球化对国民和社会

整体带来的影响。如果全球化媒介带来的主流内容与该国国民的观点和意识形态

相符（证实或加强它们），政府将认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较小。比如美国就不会

因为美国占据国际电影产业而烦恼，因为这些电影——用经济术语来说——与美

国国民“消费者偏爱”相一致。一个（为老百姓谋福利）的美国政府于是就应该

增强全球化（实际上一个权威的政府如果想保证自己的政治统治也乐于将与国

民、社会和政治思想一致的媒介全球化，从而保持现存政治制度的稳定） 

相反，全球化的代价就过高，即商业媒介全球化提供的主流内容与国民态度（或

者用经济学术语：消费者偏爱）相差过大。针对这种文化特性，媒介经济学家们

称之为“文化折扣”

6
。当然这种差别不只是来自文化差异性，而且来自社会和政

治态度。如果一个国家国民的政治态度与国际主流媒体提供的政治态度截然不

同，将可能导致社会的动乱和政治的变革。就是再亲民的政府也会认为代价过

高，更不用说那些独裁国家，（对他们而言）这种来自国外媒介的影响毫无疑问

会带来和平或暴力的社会变革。 

                                                 
6  如果受众（消费者）喜欢好莱坞以外的电影产品，那么电影产业进一步全球化会使得其生产成本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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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显示了这一特征。它将那些受到音像领域市场化影响的国家区分开来。 

A、横轴表示在更大程度媒介全球化中获得较高或较低收入（额外市场收入）的

国家； 

B、纵轴表示在更大程度媒介全球化中由于改变国民的文化、社会或政治态度带

来的（或者说消费者偏好）的较高或较低的代价。 

那些得到较高额外收入的国家并没有受到本身的文化身份的影响，他们更清楚地

表现出愿意进行音像领域的市场化，并且支持 WTO 的政策（如图 2 中的美

国）。那些得不到或者较少得到音像市场额外收入的国家受到了文化身份的巨大

影响，将抵制 WTO 的政策（如图 2 中的马来西亚）。 

法国是个有趣的情况：虽然它可能由于大语言区并且拥有巨大的音像（电影）产

业，容易从媒介领域的商业化中获利，但是它一直反对 WTO 关于开放音像领域

的企图。这个事实暗示在法国由于音像产品，特别是电影和电视产品国际化（美

国化）导致改变文化特征的压力极其巨大。 

德国的定位非常矛盾。有很多德国公司肯定会在音像领域的开放中获利，比如来

自音乐产业和电视机构的企业。这些公司于是就千方百计为开放寻找理由，赞成

WTO的政策。另一个方面又有来自公民社会组织的强烈呼吁，抵制音像领域的市

场化，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的分支机构Heinrich-Böll-Stiftung,或“德意志

文化委员会”。德国的公共电视机构对此同样表示关注。综上所述，目前很难为

德国进行非常明确的定位。而事实上，德国本国的定位又可能是不必要的，因为

各个欧洲国家并没有直接参与GATS的谈判，因为当前是由欧洲委员会代表所有

欧洲国家作出决定。当然，涉及到文化和语言的协议必须要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

才能够签署，因此所有相关国的利益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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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在这些类型中定位也是非常困难，并且比较有趣的事。考虑到与美国、印

度、日本同样巨大的本土市场，人们可能会猜测中国（或者应该是华人圈？——

译者）应该对音像领域的开放乐观其成吧。但是人们不能忘了以下的两个事实：

第一，（华语节目）只能影响到居住在海外的中国音像产品的观众和听众。这虽

然是个大的群体，但是比起中国本土的观众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了。第二，可能

更为关键的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政策不只是将世界市场开放给中国，同样，中国

也要对海外音像节目敞开大门，特别是美国（希望也有德国一份，虽然规模不会

太大）。人们可以想见与这些节目进口相关的，所谓“音像领域全球化对文化、

社会、政治的改变的代价”有多么巨大，特别是可能的对政治意识形态产生的影

响。 

中国因而与其他国家一样，必须仔细考量开放广播电视市场带来的优缺点，这也

是将来中国开放问题的重点环节之一。对于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对中国开放

（广播电视）市场的代价和收益的衡量过程进行研究是非常有趣的。人们不难理

解只要这个复杂过程一直持续下去，中国就很难有个明朗化的定位。 

无论中国和其他国家将来对 WTO 的政策以及 GATS 的谈判取何种立场，非常明

显，所有国家都将受到媒介的国际化公共传播的组织方式的影响。媒介产业将产

生更多的财富和工作岗位，更充分地影响公共传播，甚至影响到国家内部和国际

的政治交流（生活）。因此，仔细检讨国际传播政策形成的法律和实践过程是相

当重要的，这些政策与国家的媒介权利息息相关，比如竞争政策和文化政策。我

们需要手段和制度来防止那些可以从更大程度的全球化获利的大国垄断话语权，

为那些国家身份受到全球化威胁，而失去说话的权利的国家提供更大的话语空

间。这正是今年将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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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在经济术语中，全球化是指市场（空间上）的扩张。这种扩张意味着市场从一个

小的地区、民族或国家，扩张到超出国界的世界市场。新技术、新制度以及政治

改革是全球化发展的推动力量。而数字化技术则加速了媒介市场的全球化。 

这种市场扩张通过最小化媒介生产的平均成本（比如复制每份报纸的成本和生产

每小时的电视节目的花费），来最优化媒介产品的产出。于是，这不仅增加了媒

介消费者福利，也使媒介公司获得了利益。对于成功的全球性媒介公司而言，全

球化还意味着更多的消费者和利润，以及为母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这一点来看，全球化战略对公司和消费者都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自由贸易

的推动者，比如世界贸易组织 WTO，也像对别的产业一样，给媒介全球化给以

正面的评价。他们支持那些努力，即把视听产业视做与其他产业一样，纳入

WTO 保护和扩大世界范围的自由市场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一

般贸易协议”(GATS)框架之中。 

媒介在经济上的潜力来自于它本身的一个经济特性，即“消费的非独占性”（the 

non-rivalry of consumption）。如果一个（媒介产品的）成品被生产了，在提供给

其他用户的时候，基本上不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或附加成本。因此随着全球化的

进程，不仅是媒介产品变得更加廉价和有竞争力（上面提到的利益对媒介公司和

消费者同样有效），而且增加了媒介公司的产量规模，并且减少了市场中媒介公

司的数量：更少的公司生产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新闻纸，更多的电视节目时长，

更多的网站）。 

就如在其它产业中一样，这种集中化对消费者来说并不是好事。当市场中供应者

的竞争要比完全市场疲弱的时候，在市场中占据垄断和独占地位的公司可能会滥

用他们的市场权力。这会导致媒介消费者只能得到更昂贵的和（或）低质量的媒

介产品。而且这个领域与其他产业不同：经济的力量可以经此进入编辑和政治的

权利。这就会导致一个附加的和负面的结果：媒介公司可以推动不平衡的和片面

的舆论，以及放大自己的议程来影响公众的态度，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在民主国

家和独裁国家，媒介都是政治系统中的核心因素。尽管媒介在社会中占有这样的

核心地位，多数国家并没有通过公共手段控制媒介公司，而是仍然把他们看作是

与汽车、钢铁和服装一样的行业。 

“消费的非独占性”特点还会导致另一个结果。无论媒介产业呈现出垄断或者是

原子的结构，无论媒介公司的大小如何，他们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更重视大众内

容，或者“主流内容”（main stream content），这类节目的单位成本要大大低于

那些小众节目的成本。在高度的规模经济的背景下，小众节目是难以和主流内容

竞争的，即使有人愿意付出更多的钱来收看小众节目，情况也不会改变。 

全球化加剧了这种“随大流”的固有倾向。当媒介市场扩大了，观众倾向于增加

那些已经在地区或者全国市场流行的节目，比如体育赛事，电视电影，每日肥皂

剧，或者国际流行音乐。相反，那些迎合地区或国内少数人群的节目，比如本地

事件，地区或者本国文化，或者那些在本地或者地方区域使用方言制作的节目，

不大可能接触到更广泛的观众，即使他们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更容易获得。 

降低多样性以及不公平的分配危害了公共交流，以及国家内部的政治争论，意味

着少数族裔表达自己意愿和态度的机会越来越少。公共的讨论逐渐为主流的东西

所控制。媒介多样性的缺失同时降低了一个国家的团结、整合、公平以及适应不

断变化的内外环境的灵活性。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适当的措施加以化解，如对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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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加以规范，减少市场规则的影响，或者通过振兴非商业和非政府的媒介，比

如公共广播电视来解决。 

同样，全球化和商业化影响了国际公共和政治交流。小国越来越没有能力参与国

际交流并且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愿；相反大国和有较大政治影响国家的统治进一

步加强。在国际层面也一样，适当的对商业媒介公司的管制，以及加强非商业化

的媒介提供者可以解决这些市场的弱点。 

实际上，只有很少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承担着国际层面的使命，一个原因是许多

国家法律限制公共广播电视于地方性使命。这一般被归结为经济困难。在这些国

家，不仅没有针对于其他国家的节目，而且也没有相应的技术设备。第二个原因

是许多国家认为对外广播是对外政策的一项内容，比如说是政府的一项工作，而

不能委托于多管闲事的公共广播，这应该由国营机构来实施。 

上面两个理由都难以成立。国家不应该漠视其责任，强调所谓经济上的困难或者

更老一点的观点，将对外广播作为国家的宣传工作，拒绝将国际公共传播的责任

转让给非商业和非政府的手段。这就为那些富有的和影响力国家，通过商业媒介

来控制国际公共传播提供了条件。即使他们同样提供（一些空间）——在他们的

限度内——给那些较小的和较弱的国家。（人们应该看到，）世界和平和福祉所

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了该努力（建立国际公共广播机构）的成本。而进一步减少

这样的努力则意味着接受现存的不平衡的国际商业媒介体制，而它的后果，只会

更加恶化。在国际传播中多样性的缺失，其可能的后果是更多的恐怖主义，极端

主义，分离主义以及其他影响。最后，它的成本会超过人们投入到国际公共传播

中的一切。 

图 3： 

媒介全球化益处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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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总结了媒介全球化带来的多种影响，某些是正面的某些是负面的：一方面，

它创造了更高的效率，更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降低了多样性，

增加了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的矛盾（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它还给国内和

国际的公共交流造成了恶果。全球化的实际后果很难评估，并且在两类不同的国

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有些国家从现有的本地音像产业就可以获得

大量利润，并且不会因为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供需差异而受损；另一个方面，那

些音像产业没有竞争力的国家（不能产生高收入）并且在全球化条件下将扩大供

需矛盾。在这些国家，媒介全球化将对文化、社会和政治体制产生快速的、难以

控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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