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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ultural Network of Global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national TV Media  

基于跨国电视媒体视角的全球城市文化网络研究

引言

从全球城市的发展规律看，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其文

化影响力也越显著。中国亦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

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中国一线城市的功能定位正在从生产制

造转向生产服务，科技、文化等软实力愈发受到重视。

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北京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版城市

总体规划都明确将城市性质定为“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

（首都职能）。在近几版的总体规划中这种定位还在不断强

化，呈现出从国家走向国际、从相对静态走向相对动态（交

往、创新）的趋势（表 1）。上海的变化更为有趣。1983 版

的总体规划将上海定位为“全国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及

国际港口城市”。1999 版总规响应国家对上海经济外向功能

的期许，定位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

虽然没有了“文化”，但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开始制定从

生产制造向生产服务转型的发展战略。在 2018 年版的总体

规划中，上海又提出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在 1999 版四

个中心的基础上，增加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职能，“文化”

再次回到了这座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市”（表 2）。
比较 2017 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 2018 版上海城市总

体规划，两个城市在“城市性质”方面新增的关键词不谋而

合：北京为“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上海为“科

技创新中心”“文化大都市”。可以预见，“创新”“交往”“文

化”将是这两个中国大都市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的“文化回归”带有很强的国际

视野。无论是“文化中心”（北京）还是“文化大都市”（上

海），在全球城市的竞争格局中都需要从“国际交往”的视

角来审视。北京是古都，是首都，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上

海曾经是东亚地区的文化大都会，近年来在文化产业方面的

投入不可谓不多——但它们的文化影响力在多大程度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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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上海等中国一线城市正处于“建设全球城市、提升国际

文化影响力”的关键期。文化影响力从“内向型”转向“外向型”也

是未来中国城市重要的发展战略。我们采用全球跨国电视媒体数据，

借鉴城市网络分析方法，建立了基于跨国媒体视角的全球城市文化网

络。网络分析显示，当前中国城市的对外文化影响力无论在“广度”

还是“深度”方面，与全球顶尖城市仍存在较大差距。基于“综合国

力是决定文化影响力的根本因素”的判断和顶尖城市的经验，本文提

出“文化领域的选择性发展”“全球与区域的分层次发展”以及“媒体

产业空间选址”三方面的发展建议。

Abstract: The first-tier cities in China,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are currently 
in the crucial period of “building global city,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influence”. Turning cultural influence from internal-oriented to export-
oriented is the significant cultural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in the future. In this study, we build a global urban culture network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national media, adopting the data of 
multinational television media and the method of urban network analysis. 
In the analysis, it is shown that the external cultur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ities, considering both its ‘breadth’ and ‘depth’, is still far less than the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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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历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性质

总体规划版本 城市性质

1983 版 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1993 版（1991—2010） 伟大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

2005 版（2004—2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

2017 版（2016—2035） 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资料来源：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1983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

表 2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历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性质

总体规划版本 城市性质

1983 版 中国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之一，是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

1999 版（1999—2020） 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和航运中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将逐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

2018 版（2017—2035） 我国的直辖市之一，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并将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83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以辐射全球？它们在全球城市的文化网络中究竟处于何种位

置？在制定国家和城市文化战略之前，我们应当首先对这些

基本问题建立一个科学理性的认识。

本文采用跨国电视媒体数据，借鉴城市网络的分析方法，

尝试建立“基于大众传播视角”的全球城市文化网络。通过

网络分析，对主要城市的文化影响力进行排序，描述其影响

的范围（广度）和程度（深度）以及接受国家的开放度。最

后借鉴全球城市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城市未来的对外文化战

略提出发展建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采集

1.1  研究方法
（1）网络研究方法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自 1990 年代末以来，

城市网络研究的方法与应用正趋于成熟 [1-2]。在衡量城市在网

络中的等级、地位时，通常需要定量计算城市“对外发生”

的关系。这种“对外关系”可以来自多种维度，例如企业分

支机构 [3-5]、航空运输流 [6-10]、新闻信息流 [11-12] 等。

城市提供的文化产品服务也会发生“对外关系”。以电

视媒体为例，总部设于城市 A 的媒体可以为本国服务，也可

以为国外提供相关的产品与服务。总部设在该城市的所有媒

体，为国外（境外）提供的所有产品与服务的总量，可以视

为这个城市的媒体文化产业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所发生的“对

外关系”（图 1）。克拉特克（Krätke）[13-14] 针对 33 个媒体公

司的办公分布地点进行过实证研究，发现纽约、洛杉矶等城

市是全球媒体的服务中心。霍勒（Hoyler）[15] 也选取部分大

型跨国媒体公司的办公网络数据，对全球城市在大型跨国媒

体公司办公网络中的节点地位进行了测度。

（2）媒体办公网络与传播网络的差别

上述关于“媒体网络与全球城市关联性”的研究多聚焦

于媒体企业分支机构所在地的分布网络。但这一方法的主要

缺陷是，某些“二线”全球城市，可能拥有较多的“一线”

全球城市的媒体分公司——但这显然不代表该二线城市在全

球文化网络中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原因有两点：（1）该城市

的媒体分公司“文化影响”的实际输出端为一线全球城市；

（2）媒体办公地点不等于文化传播地点。一线城市的媒体公

司在二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可能是采访、编辑、制作等“非

传播型业务”（这种情况在跨国大型媒体公司中相当普遍），

并不一定会直接提供媒体产品与服务。也就是说，分支机构

的数量并不等同于文化影响力。因此，媒体办公网络与媒体

传播网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后者才能更准确地测量某城

市在全球城市文化网络中的实际影响力。本文就是针对媒体

公司实际的传播网络进行的一次研究尝试。

（3）指数计算方法

本研究借鉴城市网络研究的方法，聚焦城市内的总部电

视媒体的跨国传播服务，衡量跨国传播发生的服务量。显然，

图 1  总部位于城市 A的媒体跨国传播结构示意图

城市 A

媒体 1

国家 1 国家 2

计算跨国传播量 计算跨国传播量

国家 i 国家 n

媒体 2 媒体 1 媒体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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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需要同时测量跨国电视媒体的“输出端”和“输入端”：

“输出端”即媒体总部所在地，需要所在地的国名和城市名；

“输入端”即媒体提供的产品的服务地，需要服务地的国名，

以及市场容量。

我们提出一个指数（CityIndex），用来衡量一个城市在

全球网络体系中的文化影响力，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以下公式

所示：

CityIndex =
i=1

n SumCi × Popui

SumPi
∑

其中：CityIndex 即该城市在全球文化网络体系中的影响

力，本研究以跨国电视媒体为视角。i 为电视节目服务商的

序号。SumCi 为电视节目服务商 i 中，总部设在该城市的跨

国传播频道数量（一个服务商一般拥有多个频道）。Popui 为

电视节目服务商 i 所服务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单位

为亿。SumPi 为电视节目服务商 i 所服务地区的服务商总数。

需要指出的是，本指数计算考虑了跨国电视媒体服务国

家（地区）的人口规模，以及多家服务商共同竞争的情况。

1.2  研究范围与数据
（1）跨国电视媒体数据

跨国电视媒体数据采集自 LyngSat 网站（https://www.

lyngsat.com/index.html），数据采集时间为 2017 年 6 月。我

们从该网站获取了全球 215 个卫星电视服务商的所有电视频

道数据，共约 3.7 万条数据，有效数据 3.4 万条①。同时还

获取并完善了所有服务商的服务国家（或区域），以及频道

所属公司的媒体总部所在城市，用以甄别筛选出跨国传播频

图 2  服务商数据采集区域 图 3  全球排名前 50 城市分布图及其跨国影响指数

① 有效数据筛选自 KU 波段。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选的服务商为商业服务商，类似于有线电视节目的服务商（如上海的“东方有线”），是直

接面向观众用户终端的服务，一般是需要付费获取服务。广电系统的差转、中继信号的频道不符合本研究所需的数据范围，因而不予采用。

② 中国广电总局批准的、合法转播境外电视节目的平台为“中视卫星”（旧称“统一平台”），该平台提供 CNN、BBC、NHK、National Geography

等境外电视频道。该平台可以面向电视观众直接服务，但是审批较为严格，且费用相对较高。该平台转播的境外电视节目经广电部门审核，符

合中国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其境外节目源为中国境内唯一的合法信号源。若中国境内的其他电视节目服务商需要转播境外节目时，必须采用“中

视卫星”的节目信号源，例如深圳地区的有线电视服务商。中国境内经广电总局批准的合法传播的卫星电视服务商还包括“户户通”和“村村

通”，其平台传播的节目完全为境内节目。此外，中国境内实际上还有“数码天空”和“艺华卫视”等服务商面向终端用户提供卫星电视服务，

其转播节目以国内频道为主（包括部分港澳台地区节目）。本研究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考虑了上述多家服务商客观存在的情况。

道，共计约 1.0 万条跨国传播频道，覆盖全球 155 个国家和

地区，共计人口 69.2 亿②（图 2）。
（2）行政区划与人口数据

根据研究需要，我们获取了 2017 年的全球分国家（地

区）行政区划的 shp 文件，并获取了各国家（地区）的人口

数据（2016 年或 2017 年），用于估算市场容量。

2  跨国电视媒体视角下的全球城市文化网络

2.1  总体排名及指数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而得的跨国电视媒体视角下的全球城

市文化网络影响力（前 50 名）如表 3 所示。排名前 50 的城

市中有 12 个是美国城市，其中，前 10 名的城市有 4 个是美

国城市，显示出美国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文化影响力的优

势显著。纽约、洛杉矶、华盛顿占据了前三的地位，在全球

城市文化影响力中处于支配地位。观察指数数值（根据公式

的定义，该指数值具备直接进行数值比较的意义），第一名

的城市的数值是第 10 名城市的 10 倍以上，显示出顶端城市

的相对优势明显（表 3, 图 3）。
亚洲城市中，最靠前的城市为印度孟买（第 6 名），其

次为中国香港（第 8 名）、卡塔尔多哈（第 10 名）、中国北

京（第 11 名）、日本东京（第 16 名）和韩国首尔（第 17 名）

等。中国城市排在前 50 名的城市除了香港和北京外，还有

台北（第 31 名）、上海（第 45 名）和长沙（第 46 名）（表 3，
图 4）。香港和北京的排名与其他中国城市拉开较大距离，体

现出这两个一南一北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在中国的优势。

欧洲城市中，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法国巴黎（第 4 名）和

图例 图例
5~10
11~50
51~100
101~300

301~662

服务商采集区域
有数据

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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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跨国电视媒体视角下的全球城市文化网络影响力（前 50 名）

排名 城市英文名 城市中文名及所属国家 指数

1 New York 纽约（美国） 661.58

2 Los Angeles 洛杉矶（美国） 572.75

3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美国） 415.95

4 Paris 巴黎（法国） 278.33

5 Atlanta 亚特兰大（美国） 198.04

6 Mumbai 孟买（印度） 188.17

7 London 伦敦（英国） 128.05

8 Hong Kong 香港（中国） 87.95

9 Johannesburg 约翰内斯堡（南非） 61.04

10 Doha 多哈（卡塔尔） 60.19

11 Beijing 北京（中国） 55.17

12 Lisbon 里斯本（葡萄牙） 36.58

13 Bristol 布里斯托尔（美国） 36.17

14 Moscow 莫斯科（俄罗斯） 35.75

15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瑞典） 32.43

16 Tokyo 东京（日本） 32.03

17 Seoul 首尔（韩国） 26.53

18 Chennai 钦奈（印度） 24.72

19 Berlin 柏林（德国） 24.17

20 Karachi 卡拉奇（巴基斯坦） 22.79

21 New Delhi 新德里（印度） 20.97

22 Singapore 新加坡（新加坡） 18.90

23 Mexico City 墨西哥城（墨西哥） 18.35

24 Manila 马尼拉（菲律宾） 16.74

25 Miami 迈阿密（美国） 16.33

26 Madrid 马德里（西班牙） 15.01

27 Lyon 里昂（法国） 13.26

28 Knoxville 诺克斯维尔（美国） 12.82

29 São Paulo 圣保罗（巴西） 11.06

30 Dubai 迪拜（阿联酋） 10.64

31 Taipei 台北（中国） 10.33

32 Rome 罗马（意大利） 9.95

33 Luxembourg City 卢森堡（卢森堡） 9.40

34 Munich 慕尼黑（德国） 9.17

35 Birmingham 伯明翰（美国） 9.09

36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8.37

37 Manchester 曼切斯特（英国） 7.28

38 Dallas 达拉斯（美国） 6.80

39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荷兰） 6.71

40 Denver 丹佛（美国） 6.36

41 Montreal 蒙特利尔（加拿大） 6.29

42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巴西） 6.04

43 Orlando 奥兰多（美国） 6.04

44 Kuwait City 科威特城（科威特） 5.73

45 Shanghai 上海（中国） 5.69

46 Changsha 长沙（中国） 5.69

47 Redditch 雷迪奇（英国） 5.65

48 Milan 米兰（意大利） 5.56

49 Lahore 拉合尔（巴基斯坦） 5.17

50 Philadelphia 费城（美国） 5.11

图4  全球排名前50城市分布图及其跨国影响指数（亚洲部分）

英国伦敦（第 7 名），其次为葡萄牙里斯本（第 12 名）、俄罗

斯莫斯科（第 14 名）、瑞典斯德哥尔摩（第 15 名）、德国柏林

（第 19 名）等。巴黎和伦敦一般都是欧洲地区全球城市前两

位的城市，其文化网络影响力的排序与之相匹配（表 3，图 5）。
北美洲的城市中，排名前 50 的城市主要为美国城市，

美国以外的城市只有墨西哥城（第 23 位）和加拿大的蒙特

利尔（第 41 位）。除了洛杉矶等城市外，美国城市多集中于

该国东部地区（表 3，图 6）。
南美洲的上榜城市只有 3 个，分别为巴西圣保罗（第 29

名）、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第 36 名）和巴西里约热内卢

（42 名）。

非洲只有一个城市排名前 50，即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第

9 名）。

图5  全球排名前50城市分布图及其跨国影响指数（欧洲部分）

图6  全球排名前50城市分布图及其跨国影响指数（北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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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8 个城市的影响区域分析
从总体指标及排名并不能看到具体城市的影响区域情

况，因而我们选取排名前 12 的城市分析了其影响的区域和

分区域的影响指数。分区域的影响指数的计算方法与前文的

总体指标的计算方法相同。一个城市对于世界各国（地区）

的影响指数的总和等于表 3 所列出的总的影响指数。

我们试图从影响“广度”（范围）和“深度”（程度）两方

面对前 12 位城市中的 8 个城市进行进一步分析（图 7—图 14）。

图 7  纽约影响区域及指数 图 11  亚特兰大影响区域及指数

图 8  洛杉矶影响区域及指数 图 12  孟买影响区域及指数

图 9  华盛顿影响区域及指数 图 13  伦敦影响区域及指数

图 14  北京影响区域及指数图 10  巴黎影响区域及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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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区域的广度

从区域影响的广度来看，美国的 4 个城市表现最好，覆

盖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亚特兰大虽然排名第五，列在巴

黎（第四名）之后，但是亚特兰大的影响区域广度明显好于

巴黎。巴黎在中南美洲的影响较弱。

类似地，排名第七的伦敦在影响区域的广度好于排名第

六的孟买，甚至好于排名第四的巴黎，这说明虽然伦敦总体

指标表现不算突出，但是其影响区域的“均衡性”较好，没

有明显空白的区域。

第八名至第十二名间的城市中，影响区域的广度表现最

好的城市是排名第十一的北京。除了北京，其他城市的“短

板”区域明显。香港的“短板”区域为东北亚、中亚、欧洲

和拉丁美洲。约翰内斯堡的影响区域只及非洲的中部和南部，

其余地区几乎是空白，其影响区域是前 12 个城市中范围最

小的。多哈则在东北亚、中亚、中美洲等地区有空白。里斯

本在整个亚洲和北非地区几乎都是空白。

影响区域的广度与总排名差异较大，这说明另一个维度

的因素影响也较为明显，那就是影响区域的深度。

（2）影响区域的深度

区域影响的深度即影响指数的数值，反映了媒体的数量

和区域的人口规模以及服务商竞争情况。纽约、洛杉矶、华

盛顿、亚特兰大这四个美国城市在拉丁美洲的影响深度好于

非洲地区。

巴黎在非洲地区的影响深度则显著好于拉丁美洲地区

（加勒比海地区除外）。孟买则对其邻国（尼泊尔、孟加拉

国、斯里兰卡）以及东非地区、英国的影响深度较高。伦敦

的区域影响深度显得相对均衡。香港对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

影响较深。约翰内斯堡对中南非洲的影响较深。多哈对印度、

印度尼西亚、中东、南欧等地区的影响较深。北京则对东非、

东南亚和北美的相对影响较深，但总体影响深度已经较低。

里斯本对东南非洲和巴西的影响较深，总体影响深度也较弱。

（3）小结

总体来看，美国的几个城市在区域的影响广度和深度上

表现均较好。伦敦虽然总体指标弱于美国城市，但是其在影

响广度和深度的表现上比较均衡。其余城市虽然在部分地区

的影响深度表现较好，但是以牺牲区域影响广度为代价的。

巴黎和里斯本的表现可能与殖民历史和语言有关，巴黎

影响深度较高的区域，即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历史上部分

区域是法国的殖民地，这些区域不少国家和地区现在仍以法

语作为第一或者第二语言。巴西和南部非洲部分地区历史上

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部分地区现仍以葡萄牙语作为官方

语言或者通用语言，这些可能是里斯本在这些区域的影响深

度较高的原因之一。

香港、孟买和约翰内斯堡均表现出了对邻近国家和地区

影响深度高、优势明显的特征。这些城市似乎都把周边地区

作为了重点影响区域。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我们把表 3 中排名前 50 位的“文

化输出城市”与“输入国家”（跨国电视媒体的接收地）关

联起来，利用网络分析工具（Gephi）就可以得到全球城市

的文化影响网络（图 15）。在这张网络图中，我们不仅可以

看出处于中心位置的文化传播主要城市（纽约、洛杉矶、华

盛顿、巴黎等），还可以看到文化接受方面开放度较高的国

家（印度、巴西、英国、墨西哥、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尼

日利亚等）。

3  借鉴与发展建议

3.1  文化领域的选择性发展
作为文化影响大国，美国城市的影响输出体量巨大，其

区域影响广度和深度均首屈一指。仔细分析美国排进前 50
的城市，可以发现，从跨国媒体文化领域来看，各城市有明

显的特色。

• 纽约较为综合，覆盖新闻、财经、影视、科学、少儿、

音乐、生活、时尚等节目；

• 洛杉矶主要是影视节目（如 WB、Fox、Disney、AXN

等）、娱乐（E!）、体育；

• 华盛顿主要是科学教育类节目（Discovery、National 

Geographic 等）； 

注：  红色圆圈的大小代表该城市的文化影响力，绿色圆圈的大小代表

该国家的文化开放度。

图 15  全球城市的文化影响网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2017年跨国电视媒体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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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特兰大主要是新闻（CNN）、体育（NBA TV）、卡

通（CN、Boomerang）节目；

• 丹佛主要是户外节目，如 Outdoor Channel ；

• 诺克斯维尔（Knoxville）主要是生活类节目，如

HGTV，Fine Living ；

• 布里斯托尔主要是体育节目，如 ESPN。

综上，除了纽约是名副其实的综合类文化对外输出城市，

其余城市的文化输出均有一定的专业特色。这说明，除了像

纽约这种全球城市的顶端，其他城市很难在所有文化领域都

有出色表现。因而，对于尚处于文化影响培育阶段的中国城

市来说，更有必要根据自身的文化特色，重点发展优势领域，

逐步在全球城市的舞台上形成影响力。

3.2  全球与区域文化影响力的分层次发展
本文的研究表明，除极个别排名较前的城市，其他城市

还很难说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有效的文化影响，更多是区域

性的影响。中国幅员辽阔、城市众多，也可以考虑两个层面

的对外文化战略 ：少数一线城市，可以以全球文化影响力为

远期目标 ；其他的区域性大都市可以结合自身的文化与地缘

优势，重点选择周边邻国和地区作为文化产品的输出地，例

如广州、昆明之于东南亚，乌鲁木齐之于中亚，延边、丹东

之于朝鲜半岛等。

此外，人口优势可以是目标市场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

孟买、约翰内斯堡的媒体影响力排序靠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其对外传播的重点区域多是人口总量高的新兴国家和地区。

这些国家和地区集中在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地区。

3.3  大都市区的媒体总部分布
我们在整理跨国电视媒体总部的资料时，注意到在很多

大都市区域，不少跨国媒体总部并没有选址在市中心，而是

选择在距离市中心 10~50 km 之间的区域（图 16, 图 17）。这

一现象可以给中国城市的媒体文化企业选址提供借鉴。文化

传媒产业并不像一般商业公司那样，对于集聚办公有较高的

要求。从选址上看，它们对于“中心地段”并不敏感。因此，

中国大都市的近郊地区（距离市中心 10~50 km 的区域）可

能是发展文化传媒产业的机遇地区，特别是对外交通便利的

区域，如国际机场附近，这一优势更为明显。

4  结语：进一步思考

彼得 · 霍尔（Peter Hall）指出，全球城市的发展经历了

“技术—生产创新”“文化—智能创新”“文化—技术创新”

三个阶段，在后两个阶段中，文化因素的效果将愈发明显——

这种文化既包括城市内生的文化属性，也包括城市对外的文

化影响力。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城市的对外

文化影响力远超其他国家。GDP 排名全球第三的国家日本，

其首都东京对外电视媒体文化影响力仅排名第十六，显然与

其国家经济地位不符。

除了经济因素，影响文化影响力的其他重要因素可能包

括语言、外交关系（包括殖民历史）。从里斯本和巴黎的表

现来看，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在旧殖民地的文化影响已

不明显 ；而法国首都（巴黎）在部分旧殖民地的影响力虽然

高于里斯本，但与强势的美国文化相比，法国文化在上述地

区的传统优势也在逐渐丧失——这进一步证实了综合国力才

是决定文化影响力的根本因素。

对外文化传播不一定是内部文化传播的简单延伸。不能

简单用生产对内文化产品的思维去生产对外文化产品。对外

文化产品要达到好的市场接受度，则必须要针对目标市场进

行“本地化”处理。以国外的几个大型跨国媒体公司为例，

如 National Geography、Discovery 等媒体，它们在进行跨国

图 16  洛杉矶都市区跨国电视媒体总部集聚地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谷歌地图绘制

图 17  纽约都市区跨国电视媒体集聚地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谷歌地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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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版权，媒体公司在购入部分节目的播放或转播权时，通常有播送地区的限制。例如 CCTV5 购买并转播的赛事通常只有中国大陆地区版权，
所以该频道不可以直接传送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传播时，都会推出进行针对目标市场地区的本地版本。本地

版本考虑了目标市场的语言、风俗习惯、受众偏好、时差、

版权的因素，这比直接使用总部所在地的国内原版传播效果

要好，中国媒体目前也在做类似的尝试①。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采用跨国电视媒体网络作为城市对

外文化影响力的测量方法仍存在三方面的局限：首先是文化

影响力的内涵要远比跨国电视媒体丰富，后者只是前者的一

种表现方式；其次，本文未考虑收视率的问题，以上分析是

基于媒体生产数据而非真实的消费数据 ；最后，电视媒体正

受到互联网媒体的冲击，虽然传统电视媒体也在积极转型，

两种平台提供的文化产品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互通（譬如部

分赛事转播与影视产品首播），但未来互联网媒体的优势可

能会进一步放大，取代电视媒体也未可知。尽管如此，基于

跨国电视媒体数据的网络分析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认识

和评估全球文化影响力的全景模型，后发国家（如中国）能

否抓住机遇，借助新的传播平台扩大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文

化影响力，值得期待。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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