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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韩国在朝鲜半岛引进美国“萨德”系统为背景，对中国非官方微信公众号所发布的

文章进行了分析，探讨中国大众的东亚地缘政治观，尤其是涉及中国、韩国以及美国之间的国际政
治观。 对经筛选后的 75 篇高阅读量文章进行分析后得到结论如下：(1)中国大众对“萨德”在韩部
署这一事件涉及的地缘政治观首先体现在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表征。 在此基础上，大众文本建
构了负面的美韩同盟形象；(2)“
萨德”在韩部署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大众的爱国主义情绪，一定
程度上助长了中国大众对韩国“
不负责任”这一国际形象的建构，助燃了中国大众对韩国的厌恶情
绪；(3)美韩在朝鲜半岛部署
“
萨德”系统这一政治和军事事件敦促中国大众对“萨德”进行了了解，
在此基础上强化了美国、韩国威胁东亚区域安全以及中国国家安全的事实；(4)以“萨德”为切入
点，中国大众在韩国
“
不负责任”国际形象的基础上更加关注韩国国内的负面新闻，从而进一步恶化
了韩国的形象。 借助微信强大的传播能力，这些大众文本与东亚地缘政治局势、美韩同盟威胁区域
与其他国家安全的事实以及中国官方态度交相呼应，在日常生活领域对美国和韩国进行了施压。 鉴
于此，本文不仅尝试弥补了国内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不足，还紧贴时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批判地缘政治；
“
萨德”；东亚地缘政治；中韩关系；微信；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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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战后，朝鲜半岛以北纬 38 度线为界被划为南、北韩两个敌对政权。 冷战以来，韩国一

直奉行
“亲美抗朝”的外交策略，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部署的急先锋。 2016 年初，朝鲜成
功发射了
“光明星 -4”人造地球卫星并多次进行核试验，使得朝鲜半岛局势更加紧张[1]。为了
应对朝鲜的核威胁， 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将在韩国部署由美国研制的末段高空区域防御
系统（即“
萨德”反导系统，下文简称“萨德”）。 然而，作为配备现今功能最强的陆基移动雷达
之一的“萨德”体系，其探测、搜索和识别范围远远超越了朝鲜半岛的地理范围（超过了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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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甚至覆盖到中国绝大部分城市和远东地区[2]。 这引起了朝鲜、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等
国家的高度关注，朝鲜半岛局势因此再度紧张。 从这个意义来讲，“萨德”的部署对于东亚地
缘政治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是本文的一个主要切入点。
“
萨德”体系入驻朝鲜半岛，其影响不仅局限于美国、韩国、朝鲜、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
之间的地缘战略博弈，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具体来讲，韩国作
为中国的海上邻国，曾是我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在 2016 年发
布的《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韩国是 2015 年度中国大众出境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之
一。 我国大众对韩国的地理想象往往是美好的，如自然风光独特的济州岛、免税店众多购物
方便的明洞以及极具韩国特色夜景美丽的首尔塔等[3]；再者，韩国自推行“文化立国”政策以
来，国家对于文化产业的大力支持使得近年来其文化输出势头强劲，并使得文化输出成为建
构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途径[4-5]。 然而随着“萨德”系统在韩部署的推进，韩国在中国大众眼
中的国家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化。 具体来讲，我国大众通过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传播对“萨
德”系统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的了解。而在这个过程中，“萨德”往往被呈现为威胁中国国家
安全、损害中国利益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关于“萨德”的报道大都与美国和韩国不负责任
的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 这种迅速传播的美韩国家形象甚至延伸到人们日常生活行为中对
美韩的抵制。 例如，一部分中国人甚至到乐天超市（韩资企业）拉横幅并爆发了小规模冲突，
甚至还有一部分中国民众到韩国餐厅和商铺寻衅。 这些行为与上述比较积极的韩国国家形
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韩国形成了来自民间的压力，与中国对美韩以及
“萨德”体系的策略形成了呼应。
在已有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对
“
萨德”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6-7]以及东亚地缘政治格局[8-9]进
行了分析，然而鲜有研究从上述日常生活的角度对
“
萨德”体系及其影响展开分析。 鉴于这种研
究视角的缺乏，本文将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视角[10]出发，以“萨德”体系入驻朝鲜半岛为切入
点，以对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的地缘政治现象分析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展开分析中国大众的东
亚地缘政治观。 具体来讲，本文提出以下问题：我国大众对
“
萨德”系统引入韩国以后的东亚地
缘政治观以及中美韩各国家之间的国际政治观是什么样的？其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与中
国对美韩以及
“
萨德”体系的态度有何关系？ 本文将流行文化视为一种建构韩国国家形象的场
所，从日常生活角度探讨韩国部署
“
萨德”系统对我国大众的东亚地缘政治观的影响。

１ 文献综述
本文以批判地缘政治为主要理论出发点。总体来说，批判地缘政治学说是对古典地缘政
治学说的批判[11-15]。 基于“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对现代全球范围内的领地划分依据，尤其是对
“国家中心主义”全球政治体系的强调[16]，古典地缘政治主要探讨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自然
资源对于该国、该区域甚至是全球政治活动的影响[13]。例如，在古典地缘政治研究中，麦金德
提出了陆权论；马汉提出了海权论[13]。虽然古典地缘政治在地缘政治学说发展过程中影响深
远，然而其本身也有一定的不足：首先，古典地缘政治学说过于强调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而
忽略了人文环境同样也对政治活动有着重要影响；其次，古典地缘政治学说过于强调地理知
识的客观性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人在表达具体地理景观时的主观性和差异性；
再者，古典地缘政治学说将国家作为唯一的政治参与者，而忽略了其他的行为主体，随着经
济全球化的推进，跨国企业等参与者对于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古典地缘政治学说的不足

24

世

界 地

理

研 究

27 卷

之处也无法继续满足政治地理学的研究[17-18]。
批判地缘政治对古典政治学说的不足进行了完善与补充。具体来说，批判地缘政治主要
以福柯的
“权力与知识的联系”（the nexus between power and knowledge）为基础，强调知
识生产对权力运用的左右[19]。 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批判地缘政治往往以文本为分析对象，
讨论文本对特定地方（主要是国家）的地理想象及其对国际政治活动的影响[20]。 因此批判地
缘政治研究充满了强烈的“建构主义”思想，往往以对文本的解构（deconstruction）作为最
基本的方法论[21]。鉴于此，不少批判地缘政治研究都以对文本的话语分析作为最基本的分析
框架，包括对政府文件、智库资料、专家报告等文本对地缘政治知识生产的分析[22]。 例如，
Gerard Toal 等分析了冷战阶段美国国会和白宫的新闻稿[23]。 分析发现，由于东西方意识形
态的对立，新闻稿内容对东方的描述掺杂了大量的非客观的地理知识[23]。 Gerard Toal 以冷
战后白宫的政府公告为分析对象，讨论了布什政府对冷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想象，认为布什
政府继续将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思维带入到当前的外交政策中来[24]。 此外，Simon Dalby[25]
和 Klaus Dodds[26]等分别以美国电视节目和英国外交部文件为分析对象讨论了美国对苏联
和英国对阿根廷的地缘政治想象。
除了上述来自“正式／官方”（formal）渠道的文本外，批判地缘政治研究对流行文化和
大众媒体文本也非常关注，这类研究被定义为
“
流行地缘政治”（popular geopolitics）[27-29]。
官方文本体现了国家层面的话语权，而随着市民社会的推进、大众媒体及流行文化的发展，
以非政府为主体的大众文本也起着生产地理知识的重要作用[30]。 大众媒体与政府官方文本
的主体差异使得两者的话语有着本质的差异， 但大众文本的描述与表征也通过对读者的自
我认同与身份建构使得政府官方文本在大众中合法化。 从实证的角度来说，Joanne Sharp
分析了冷战之前、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不同阶段的美国流行读物《读者文摘》，她认为其内
容的表征使得美国大众构建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形象，从而强化了美国大众
的身份认同[27-29]。 Klaus Dodds 对著名的英国间谍类电影 007 系列展开了分析，他发现电影
作为大众媒体的一种手段， 在娱乐大众的同时， 也加强了大众对于本国国际关系的关心程
度，而且还使得大众把国际关系与日常生活相联系[31]；Colin Flint 研究发现，通过大众媒
体的传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的多起爆炸在美国各处都人人皆知，伊拉克“令人害怕”的
形象在美国大众的心中建构起来， 使得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在美国大众眼中变成了拯救
当地人民的“
正义”战争[32]。 此外，Jason Dittmer[33]，Andrew Boulton[34]，Ian Shaw[35]还分别
以漫画、流行音乐和电子游戏作为生产地缘政治知识的载体对它们展开分析。
然而，上述批判地缘政治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如 John Agnew 所强调的，鉴于近几十年
以来的地缘政治研究大都围绕冷战和反恐战争展开， 当前地缘政治研究相关的知识具有明
显的地理差异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霸权特征[36]。 此外，从中国国内地缘政治研究的情况来
看，国内研究大多围绕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经济学说展开，而批判地缘政治学说更多地
关注了官方文本，对流行文化和大众媒体的研究则相对较少[37]。 其中，相关研究对流行文化
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探讨杂志[38]、电影[39]和音乐[40]等媒介对地缘知识的生产。 近年来，微信迅
速普及并快速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生活中获得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是人们必不
可少的社交软件之一。但是目前在我国的批判地缘政治研究中，微信公众号文章对大众地缘
政治观念影响的研究视角还是比较缺乏的。鉴于上述不足，本文以非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
推送文章为分析对象，借用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探讨大众媒体对于中国大众地缘政治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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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和影响。 具体而言，本文以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为背景，紧贴时事探讨我国大众对于东
亚地缘政治格局，特别是中美韩各国之间的国家政治观念的影响。 总体而言，本文不仅具有
弥补国内、外批判地缘政治学说研究不足的理论意义，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非官方公众号发布的微信文章。 微信公众号大致有三种分类： 服务
号、订阅号、企业号。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大众媒体的地理表征，本文主要关注了每天均可发送
文章至读者的订阅号类公众号。结合批判地缘政治的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关注了这些非官方
注册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以
“萨德”为主题的文章。由于公众号种类繁多，实时讨论的文章也
很多，本文以阅读量 3 万以上的原创文章且发布者为非官方公众号为筛选条件，以 2017 年
3 月 23 日前发布的微信文章为对象，以“萨德”系统、中韩关系、乐天等为搜索的关键词，收
集了来自中国个人公众号影响力排名前 100 的文章。基于上述方法，搜索并筛选了非官方公
众号的文章共计 75 篇。 文章被筛选后，笔者复制文章全部内容，包括其中的图片，以公众号
名称、标题和阅读量为名保存文档，用于后续分析。
对 75 篇筛选后得到的文章进行分类，分别为“萨德”对东亚国家经济的影响、东亚国家
军事政治的较量、我国大众爱国主义情绪、“
萨德”系统介绍、韩国国内新闻、抵制乐天与赴韩
旅游等。 结合对文献的查阅，笔者随后对文章进行深入阅读，并将初步分类的六个主题进行
归类组合，最终归纳总结出“萨德”对中国大众的东亚地缘政治观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大众
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表征等四个方面。

3

研究发现

对上述 75 篇 3 万以上阅读量的非官
方微信公众号关于
“萨德”的文章进行文本
分析发现：中国大众由“萨德”话题衍生而
来的地缘政治话题主要包括中国大众对东
亚地缘政治格局的表征、 中国大众的爱国
主义情绪、中国大众对“萨德”系统的理解

表 1 中国非官方微信公众号文章对
“
萨德”的理解情况
Tab.1 The understanding of "THAAD" from unofficial
Wechat organizations
主题

篇数①

中国大众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表征

45

中国大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宣泄

43

中国大众对
“萨德”系统的理解

21

及中国大众对韩国国内政治事件的关注等
中国大众对韩国国内政治事件的关注
10
四个主要部分（表 1）。 其中，“东亚地缘政
治表征”主要是指“萨德”系统部署的背景下，大众对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影响的判断，
或分析利益相关各国在应对
“萨德”系统的外交态度与政策的改变；“
中国爱国主义情绪的宣
泄”主要是指针对“萨德”系统在韩部署这一事件我国大众所引发的爱国行为和爱国主义情
绪；“对萨德体系的‘科普’”则指文章中对于“萨德”系统及其军事和政治内涵的介绍；“对韩
国国内政治的关注”指的是近段时间内韩国国内与
“萨德”系统有关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新
闻的总结等。
3.1 中国大众对东亚的地缘政治表征
韩国以韩朝武器危机为由引入美国的“萨德”系统，对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有着重大的
影响。“萨德”系统的部署不仅仅是韩、朝两国之间的军事和政治对话，其在本质上牵涉了更
① 有的文章涉及几个主题，因而重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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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泛的包括中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各政治势力之间的政治较量。因此，本文
关注的 75 篇文章中，涉及最多的主题也是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讨论。
有的文章把此次事件与古巴导弹危机进行对比，用历史事件引喻当今的东亚地缘格局。
例如，公众号“瞭望智库”认为：“55 年前美国曾与如今中国一样，尴尬地担任着被劝说该系
统是防御性质的角色，而如今美国却做出了一样可耻、混蛋的行为”；公众号
“周小平同志”则
将 55 年前美国政府强硬的态度与我国进行对比，并认为美国强硬的态度是其成功解决古巴
导弹危机甚至最终取得冷战胜利的原因。微信公众号将这两次事件进行类比，形象而直观地
刻画了美国政府企图借用“朝韩危机”而干涉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尤其是企图借此削弱
中国和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的事实和野心。此外，这些文章还隐藏地建议中国和俄罗
斯等亚太力量采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回击，以期打破美韩的地缘政治野心。
有的微信文章抛开了韩国，直接深入分析美国欲重回东亚的政治意图。 首先，从经济的角
度而言，中国的崛起和大国复兴战略使得在国际上屡屡出现“
中国威胁论”的阴谋论，而中韩
欲建立自贸区必定会使得中韩经济联系加强，最终伤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 这些种种的迹象
都使得美国更加迫切地重回东亚。 如公众号
“
国科环宇”提及的：
“
美国正故技重施，希望通过
政治手段恶化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而弱化我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最终确保美国
在国际舞台的大国地位”。 其次，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美国正极力阻碍中国与邻国的友好关系，
例如，公众号
“
历史百家争鸣”分析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剿：
“
美国对我国实行
‘
岛链式’包围
战略，但随着中泰克拉运河的推进、中巴铁路的建设、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的编制成型
等试图冲破岛链包围的举动都使得美国在寻找其他的方式继续遏制中国的崛起”。 而中国的
“
一带一路”倡议使得我国与中亚各国关系日益紧密，加上俄罗斯与中亚各国的历史渊源，美
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下降。 以朝鲜核威胁为由，美国在韩部署
“
萨德”系统，其对我国导弹的监控
力度将大大提升，遏制我国发展的政治战略得以延续。 这些大众表征显示了大众认为
“
萨德”
部署的本质并非是为了韩国遏制朝鲜武器威胁，而是美国重回亚太战略部署的一个步骤。
有的文章针对
“萨德”事件利益相关最大的东亚四国（中、韩、美、俄）目前的外交关系，以
及我国对
“萨德”系统的应对进行了分析。 首先，这些文章讨论了中韩关系。 美韩借口朝鲜的
核威胁而部署“
萨德”，但韩国的经济发达区却不在其保护圈内，韩国对美国战略意图的支持
致使中韩关系跌至冰点。如公众号“
占豪”认为韩国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我国，却选择了美日
韩同盟，打破了原本平衡的东亚局势；其次，中俄关系也是这些文章分析的热门之一。“
占豪”
的另一篇公众号文章指出，“
萨德”的部署会使得中俄关系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的
合作，并预测东亚局势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三三对抗”；而公众号“直通港澳台”则认为，中俄
联手才是应对美韩部署“
萨德”系统的最好方法。公众号“励剑中”认为，虽然中国在黑龙江边
境部署东风 41 导弹，而俄罗斯的“沃罗涅日 -M”系统也能探测中国导弹，但由于中俄的战略
伙伴关系和战略平衡的维持， 两国反而逐渐加强合作关系以应对美国的政治战略。 除此之
外，部分公众号还对我国的军事实力以及反应做出了深入的讨论。 例如，公众号“
观察者网”
引用了中国军网的一则小小新闻开篇，认为我国的军事实力突飞猛进，我国已经拥有了具备
可靠的实战末段高空拦截能力的战备值班部队。
总体来讲，在涉及东亚地缘政治的 45 篇文章中，中国均以极其正面的形象出现，对中国
的描述主要是一个反对核武器与防御性使用核武器的国家，而俄罗斯也被表征为我国的“盟
友”国家，大多数文章将其描述为一个与我国合作助东亚重返和平的国家；相反，美韩联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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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以
“具有威胁的”他者形象出现在文章中，“萨德”系统的部署目的在于监控中俄，美国被表
征为意欲重返东亚的西方大国。而韩国则被表征为一个损害我国利益的、依附美国的东亚国
家。阅读量 3 万以上的非官方微信公众号文章意味着较高的认可度和传播程度。而这部分的
文章频繁地以东亚地缘政治为主题展开对“
萨德”系统在韩部署的论述，反复地刻画美、韩的
负面的国家形象。其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大众对美、韩国家负面的国家形象的认可度
较高。而这样的地缘政治格局表征在很大程度又与现实层面的美韩同盟不负责任地部署“
萨
德”进而威胁亚太地区区域安全及其他国家安全的事实形成了呼应。
3.2 中国大众的爱国主义情绪
除了对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表征之外， 还有大量公众号文章涉及中国大众的爱国
主义情绪。 参见表 1，共计 43 篇文章涉及这个话题，其中包括号召抵制乐天企业（韩资）、抵
制赴韩旅游以及其他爱国主义情绪等。 乐天企业因支持韩国政府部署“萨德”系统而遭到了
中国大众的强烈抵制。这种抵制主要表现在公众号对韩资企业的网络声讨，抵制韩资企业的
行为因此被贴上了爱国主义标签，如公众号
“美国移民家园”写道：
从今天开始，从一举一动开始，从衣食住行开始，我们会将乐天集团在我们生活中的一
切痕迹都消除，直到敌人哭喊着服软为止！
文章不仅表达了抵制乐天企业的想法，更是出现了“
敌人”的字眼，把乐天企业建构为我
国敌对者。 抵制乐天企业被认为是爱国的表现，将其与爱国主义画等号。 非官方的公众号文
章对于乐天企业以及韩国旅游业的现状进行了报道，例如公众号“嬉游”针对我国各大在线
旅行社纷纷下架韩国旅游的现象进行了报道。在客观陈述现象的同时，文章往往也会运用一
些较主观的词语对此现象进行评论，如公众号“冯站长之家”的文章写道：
让我们一起记住：你每踏进乐天门店一步，都是在给乐天伤害中国的行为，进行鼓励！你
在乐天门店的每一次消费，都是在给乐天伤害中国的行为，作了一次赞助！
通过这些具有煽动性和感染力的话语，大众在阅读文章的同时，会不自觉地受公众号的
影响。 此时，乐天产品变成了一种符号，不再仅仅是商品，在中国大众眼中，抵制它更是爱国
主义的一个标志。虽然乐天企业仅仅是韩国的一个企业，对于韩国的经济没有更多实质性的
意义，但它具有表明中国民间态度的深刻意义，一切欲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在中国民间都
会坚决被抵制。
同样，赴韩旅游也受到了我国大众的抵制，韩国旅游业受到重创。 有的公众号（如“
观察
者网”）引用外交部新闻稿，认为国人不赴韩旅游和消费是爱国行为的体现。 鉴于此，我们可
以得知大众旅游消费的行为已经大大地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而这完全是民众自发、自愿
的行为。换而言之，大众阅读非官方公众号的文章时，通过文章中对不去韩国旅游、拒绝购买
乐天产品与爱国主义相挂钩的表达，接受了中国对韩国外交的强硬态度，使得我国对韩的外
交政策、外交态度在大众心中合理化。
除了上述较为激进的表达方式，也有一些公众号展示了理性爱国的态度。一部分非官方
的公众号文章纷纷对各种坊间传言辟谣。 例如，公众号曾专门针对砸车、连云港市民抢购乐
天货物等新闻进行辟谣，并呼吁大众应该理性爱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爱国，并要尊重
每一位公民自己的选择。在宣扬理性爱国的众多公众号文章中，“
植竣妈妈”等家庭教育类公
众号，认为父母应该结合
“萨德”系统的时事新闻，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怀，关心国家大事，理性
爱国，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 此类公众号认为父母要把爱国主义教育在小孩身上延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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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大众媒体对我国民众的影响范围通过父母的家庭教育进一步扩大。 小孩对于“萨德”系
统的印象会导致其对韩国的国家形象发生改变，甚至会继续影响后代的地缘观念。还有部分
的公众号在呼吁大众理性爱国的同时，认为真正的爱国并非仅仅是抵制乐天企业，更是把我
国民族企业做大做强，在世界竞争中更占优势，同时还呼吁大众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例如，公众号
“粉笔公考”写道：
对于普通人最大的爱国、最能体现爱国的地方不是喊口号，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在点滴的努力和担当中，为社会国家创造价值，才是对国家的真爱。
比起喊口号，诸如“粉笔公考”一类的公众号，更强调我国公民的日常行为，在日常行为
中创造价值、奉献祖国，是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的体现。
3.3 中国大众对
“
萨德”系统的理解
在本文搜集的 75 篇文章中还有一定比例的文章对“萨德”系统的理解进行了描述。其中
有 21 篇文章以文字或者漫画的形式向大众介绍了
“萨德”系统。这些文章有的介绍了“
萨德”
系统的历史由来、构成、作用等，而有的文章为了让大众更加直观地了解“萨德”系统，对其进
行了类比，其中 X 波段雷达是被比喻得最多的。 例如公众号“K 萤”以漫画的形式，将 X 波段
雷达的监视功能比喻为“
隔壁邻居偷看自家媳妇”和“吓唬自己的孩子”（图 1）。

(a)
图1

(b)

公众号
“K 萤”对“
萨德”系统 X 波段雷达（a）及其强大威力（b）的类比

Fig.1 The analogy of the X radar(a) and the power (b) of the THAAD from K Ying’s wechat article

这两个比喻将韩国比喻为“隔壁的邻居”，“望远镜”比喻为“萨德”系统中 X 波段雷达检
测导弹发射的功能，“
弹弓”则比喻“
萨德”系统的震慑作用及其对东亚地缘政治的重大影响，
可以使大众清晰直观地了解
“萨德”系统的军事用途和 X 波段雷达强大的监视功能。此外，该
公众号的表征也明显地带有负面的论述。图中的文字出现了
“傻逼邻居”的表达，作者认为韩
国引进并部署“萨德”系统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而“偷看自己媳妇”“吓唬你家孩子”等则是违
背我国的传统道德的行为，会一定程度地激发大众消极的情感。另外有部分公众号通过一些
词语向大众表达他们的立场，例如，公众号“
神吐槽”文章中将“监视”变作“
奸视”。“
监视”的
情感色彩是中性的，是对
“
萨德”系统客观的描述与评价；在字典中并没有
“
奸视”这个词语，由
于
“
监”与
“
奸”的汉语拼音相同，作者创造了
“
奸视”这一词语。“
奸”在新华字典的意思均为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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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有着
“
阴险虚伪，不忠于国家或自己一方的人，以及和男女发生不正当的性行为”等意思。
虽然仅一字之差，但这其中其实表达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情感色彩与对
“
萨德”系统的负面
印象，并通过该文章的发布将此印象与立场传达于大众。
公众号的文章通过不同的形式在介绍“萨德”系统的同时，运用不同的方式，将“萨德”系
统表征为一个监测我国导弹系统、威胁我国安全的形象。 大众在阅读公众号文章时，不自觉
地受到公众号的影响，接受并加强了“萨德”系统威胁我国安全、损害我国利益的形象。 我国
大众对于执意在其境内部署“萨德”系统的韩国也必定会产生不满情绪，韩国也在这个过程
中逐渐被贴上了威胁我国安全的地理标签。 大众媒体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使得大众对于
韩国对区域安全以及他国安全不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得到了加强。 作为一种新兴的和极其有
效的信息传播途径，微信用漫画这种生动的形式使得中国大众对“萨德”体系尤其是“萨德”
体系部署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迅速进行了了解，进而建立起中国大众的反对情绪，这样的情绪
很大程度上又与东亚地区中国、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地缘博弈的现实相互呼应，进一步提升了
中国对韩国部署
“萨德”的话语，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对韩国决策进行施压。
3.4 中国大众对韩国国内政治事件的关注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建构之外， 微信公众号也有少量高阅读量文章以韩国国内政治为
切入口进行讨论。在此期间，韩国国内局势动荡，前总统朴槿惠因丑闻被弹劾下台；而乐天企
业同样因贪污受贿的丑闻遭韩国警方调查。“萨德”系统能否最终部署成功，与韩国国内政治
形势也有一定的关系。虽然公众号文章对于韩国局势的分析并不多，但在这 10 篇文章中，对
于韩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描述均以丑闻的形式呈现，如闺蜜干政事件、乐天受贿事件和韩国民
众集会抗议等。
由于乐天企业既涉及了
“
萨德”系统部署又与朴槿惠政府的受贿丑闻有关，公众号对于乐
天企业的新闻较为关注。 其中公众号
“
老刘的心灵鸡汤”对乐天企业的历史背景、内部斗争以
及最近贪污受贿等事件进行了梳理。 该文章指出，乐天企业有着日本的背景，在韩国众多民族
企业中并不受欢迎，而其市场主要针对中国消费者。 此文章向大众呈现了一个自私自利的企
业形象，使得大众加强了乐天企业为利益向韩国政府让地部署
“
萨德”系统的负面形象。 塑造
乐天负面的企业形象的文章最后一般会呼吁我国大众抵制乐天企业，认为乐天企业在赚中国
人钱的同时支持韩国政府的行为，损害我国的利益。
此外，还有的文章对韩国现今国内政治经济现状进行了描述。如公众号“平凡的企业家”
在文章中概括了韩国最近的负面新闻，其中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使得我国大众
对韩国的印象逐渐负面化，从而改变了我国大众以前对韩国的国家印象。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韩国引进美国“萨德”系统为背景，对中国非官方微信公众号所发布的文章进行

分析，探讨大众文本的传播对于中国大众地缘政治观的影响。 本文对经筛选后的 75 篇文章
进行文本分析后得到以下结论：（1）中国大众对“萨德”在韩部署这一事件涉及的地缘政治观
首先体现在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表征， 在此基础上， 大众文本建构了负面的美韩同盟形
象；（2）
“萨德”在韩部署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大众的爱国主义情绪，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
国大众对韩国“不负责任”这一国际形象的建构，助燃了中国大众对韩国的厌恶情绪；（3）美
韩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系统这一政治和军事事件促使中国大众对“萨德”进行了了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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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强化了美国、韩国威胁东亚区域安全以及中国国家安全的认识；（4）以“萨德”为切
入点，中国大众在韩国“
不负责任”国际形象的基础上更加关注韩国国内的负面新闻，从而进
一步恶化了韩国的形象。
另外，文化相似等原因使得韩国曾经是我国大众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大众对于韩
国的国家印象也曾较为美好。但由于
“萨德”系统部署的推进，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军事干预的
野心日渐突显，美韩同盟对东亚区域安全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
些地缘政治事实推动了我国大众文本对“萨德”、美韩同盟、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以及美韩不负
责任的国际形象的讨论，因此中国大众中对于韩国的国家印象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与上述这
些事实相互呼应，中国大众文本对于韩国的地理表征使得韩国逐渐被贴上了损害我国利益、
威胁东亚地缘安全的地理标签。 随着大众媒体的传播， 韩国的这些地理标签逐渐变得大众
化。 韩国在大众文本中均被表征为一个他者，在这个特殊时期，大众均把抵制韩国与爱国主
义相等、自觉自发地抵制韩国产品和赴韩旅游、对韩国内外政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而另一方
面，对于韩、美执意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系统，我国通过外交渠道坚定地表明了立场，称
“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美国强化全球反导系统的一部分，也关乎东亚地区和平
稳定”。“中方再次要求有关方正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的合理关切，也从自身根本利益
考虑，停止相关部署进程”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我国官方文本中韩、美两国在朝鲜半岛部
署
“萨德”系统也是威胁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是损害了东亚各国利益的。中国非官方的微信公
众号树立起来的负面的韩国国家形象，大致上是符合东亚地区因“萨德”部署所引起的国际
政治纷争的事实、符合中国官方文本中韩国的国家形象，并使得官方文本中的韩国形象大众
化，最终使得我国外交政策在民众心中合法化与大众化。
本文以“萨德”系统在韩部署的时事为研究背景，探讨“萨德”系统部署对我国大众东亚
地缘政治观的影响。 大众的地理表征对于国家政策制定、 两国的民间交往等有着重大的影
响，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大众媒体的表征对于我国大众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发挥大众
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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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AD” and Chinese mass’s geopolitical view of East
Asia: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rom critical ge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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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uth Korea’s deployment of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gh-reading Internet
articles (with over 30,000 clicks) from unofficial Wechat organizations and by
so doing discusses the mass Chinese’s understanding of the East Asian geopolitics, in particular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the inter-state relations among
China, the US and South Korea.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 and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these 75 articles chosen from the top100 influential wechat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is article has four conclusions:

(1) the mass Chinese’s

discussions of “THAAD” firstly focus o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East Asian
geopolitical patterns, and on this basis these wechat discussions construct a
negative image of the Korean-US alliance; (2) the deployment of “THAAD” to a
notable extent ignites the Chinese people’s patriotic emotion thereby promoting the mass Chinese’s 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 Korean as a “
irresponsible
state”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disgusting emotion; (3) the South Korean and
the US’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ctivity of deploying “
THAAD”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ve forged the mass Chinese to know about this military system, and
on this basis such representation ha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geopolitical
realities that the US and the South Korean have threatened reg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East Asia; (4) taking“THAAD” as an entry point, the
mass Chines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e news of the South Korean and
thus worsened the national image of South Korea. The negative geopolitical
representations of “
THAAD”, the US and South Korea is echoing with facts of
the US and South Korea’s threats to East Asia and is echoing with the official
attitude of China. Such an echo to a great extent have given pressure on the
US and South Korea. Moreover, this echoing also makes the official attitude
towards “THAAD” and South Korea be legitimated and popularized within China.
In this sense, this paper can be read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hortage of
critical geopolitical study in China, and certainly it also has significance
on the practic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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