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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近年

多次隨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

世界各地，展開「第一夫人外交」的親善探訪活動。

這位中國第一夫人的時尚衣着、大方談吐及高雅氣

質，使得全球媒體目不轉睛，爭相報道。有輿論說，

彭麗媛正向外界展現新中國的活力形象，而且在外交

上發揮前所未有的影響力。究竟何謂「第一夫人外

交」？其在中國的興起歷程如何？「第一夫人」彭麗

媛又在此「新興」外交中發揮甚麼關鍵作用？下文將

作詳細探討。

■葉淑蘭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柔性外交

1.根據上文，解釋「第一夫人外交」，以及說明它的作用。

2. 參考上文，舉例討論中國第一夫人外交的演變歷程。

3.「歌藝家喻戶曉」和「致力公益慈善」是彭麗媛在推動第一夫人外交過程中的關鍵助力嗎？解釋你
的答案。

4. 試舉例評論彭麗媛第一夫人外交的影響。

5.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第一夫人外交有助中國展現新大國形象」這個觀點？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並非公職，但在
內政或外交中扮
演重要角色。

．不參與國家間的
正式談判。

．在文教、醫療和
關注弱勢群體等
領域發揮影響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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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與作用

中國演變歷程

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創先河

江澤民夫人王冶坪變成常態

胡錦濤夫人劉永清繼承前者

彭麗媛展現新中國形象

彭麗媛推動
第一夫人外交歷程
．首次出訪南非，在國內外迅
速颳起「第一夫人旋風」。

．打破「習奧會」悶局。
．米歇爾訪華，教她寫書法，
其間即席揮毫，大獲好評。

．訪韓時稱習主席年輕時很像
韓劇男主角都敏俊。

第一夫人外交
（First Lady Diplomacy）

「第一夫人」（一般指國家領導
人和高級外交官的夫人）與「第一
夫人外交」均是西方概念。美國人
經常把總統家庭稱為「第一家
庭」，總統夫人因而被稱「第一夫

人」。本質上，第一夫人並非公職，只是尊稱。
因為第一夫人角色的特殊性，其言談舉止、交往
活動常被外界視為某種政治訊號。在第一夫人外
交中，第一夫人並不參與國家間的正式談判，但
在教育、文化、醫療、社會服務和關注弱勢群體
等領域都發揮重要影響力，在加強國家間的民眾
交流、增進國家間的情感關係等方面均起不可替
代的作用。第一夫人外交是首腦外交的重要組成
部分，尤其在當今全球化與信息化時代，成為公
共外交、公眾外交的新形式。

對於第一夫人外交，
中國共產黨早年形成
「出訪社會主義國家不

帶夫人，出訪非社會主義國家方偕夫
人以示對等」的慣例。在外派大使過
程中，一些大使夫人對第一夫人外交
相當不適應。但第一夫人外交的缺
位，也給中央的對外交往活動造成頗
多不便。外交部長陳毅曾說：「外國
領導帶夫人來了，如果我們只招待男
國賓，無人招待他們的夫人，就不合
規格。」

為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並與國際
接軌，中央決定加強第一夫人外交。
1962年，時任第一夫人王光美陪同時
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北京會見時任印
尼總統夫人哈蒂妮。1963年，王光美
陪同劉少奇出訪印尼、緬甸、柬埔寨
及越南，給中國外交進程帶來一股清
新之風。

江澤民訪歐 夫人最注目
王光美開啟中國第一夫人外交的先

河。其後，李先念在擔任國家主席期

間也多次與夫人林佳楣一起出訪，鄧
小平夫人卓琳也曾陪同鄧小平出訪美
國。而真正把第一夫人外交常態化和
制度化，始於江澤民時期。1994年9
月，江澤民攜夫人王冶坪出訪歐洲三
國，此次出訪被視為「最引人注目之
處就是他夫人王冶坪的隨行」。2003
年5月，胡錦濤和夫人劉永清訪問俄
羅斯。第一夫
人外交已成為
中國外交進程
的重要內容。

彭麗媛是家喻戶曉的歌唱家和藝術家，還長期致力於公
益事業，具非常良好的公眾影響。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曾
評價說：「彭女士成為世衛組織親善大使，她的同情心、
她的聲音還有表演風度將會得到許多回饋，給人帶來許多
好處。」
有利展現國家新形象：彭麗媛以第一夫人身份陪同習近

平出訪，展示中國第一家庭的新形象。彭麗媛打扮得宜，
所穿的中國本土品牌爆紅網絡，成為引領時尚的指標。她
在外交中扮演中國「形象大使」角色。如《華盛頓郵報》
所評論：「一個國際知名的第一夫人可以幫助中國改變以

往粗糙的國際形象，而且也標誌着中國為贏得世界注意所
作努力的成功。」

與元首外交有力互補：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夫人希拉里曾
說：「我做『第一夫人』那些年學到最重要的就是，國事
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但這種關
係要求不斷『栽培』和各種非正式對話。」這種領導人之
間「個人關係」的經營和維護，需要「另一半」的貢獻。
彭麗媛在公共服務、慈善活動、關注弱勢群體方面具非常
好的個人形象，與元首外交形成有力互補。
推動醫教環保等發展：如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

王帆所言：「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是對官方外交的一種非
常好的補充，第一夫人更多地承擔在官方
演講和會談之外的一些活動，發揮第一夫
人的特殊作用。因此第一夫人具有公共外
交的成分。」彭麗媛的第一夫人外交是公
共外交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推動中國醫
療、文教、環保等事業的發展。

中國的第一夫人外交雖然由
來已久，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
一夫人外交範圍有限，影響力
也不大。中國媒體和民眾對第
一夫人外交的關注源於國家主
席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的外訪
活動。
去年3月22日至30日，彭

麗媛陪同習近平出席在南非舉
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
晤，並訪問俄羅斯、坦桑尼
亞、南非和剛果。這是彭麗媛
作為第一夫人的首次出國訪
問，她訪問孤兒學校和歌舞
團，參觀祖魯文化，在布拉柴
維爾出席恩古瓦比大學圖書館
啟用和中國館揭牌儀式。她精
心設計的服裝、良好的個人形
象，展現當代中國嶄新的國家
形象，在國內外迅速颳起一股
「第一夫人旋風」。

破「習奧會」悶局
助增中美友誼

同年6月，中美元首舉行
「習奧會」，彭麗媛陪同習近
平赴美，展開充滿魅力的「第
一夫人外交」，她訪問棕櫚泉
藝術博物館，到奧巴馬總統在
南加州的「陽光之鄉」安納伯
格莊園。在少數美國媒體渲染
中國網絡安全的負面輿論中，
彭麗媛的來訪「增進棕櫚泉與中
國的友好關係」，打破「習奧
會」開始的沉悶氣氛。雖然美國
總統夫人米歇爾未能與彭麗媛見
面，但她委托奧巴馬轉交她將攜
女兒們訪華的親筆信。

教米歇爾書法
妙筆爆好評

彭麗媛第一夫人外交最受矚
目的還是圍繞米歇爾訪華展開
的柔性外交。今年3月20日，
米歇爾攜母親和女兒訪問中
國，為美國第一夫人首次單獨
正式訪華。3月21日，彭麗媛
與米歇爾共同參觀北京師範大
學第二附屬中學。她們參觀美
術教室的中國書法課，仔細觀
看學生練字。米歇爾饒有興趣
地拿起毛筆，在彭麗媛教授

下，臨摹漢字「永」，並把字
送給彭麗媛。學生邀請彭麗媛
寫字，她欣然答應，書寫「厚
德載物」，並贈予米歇爾。彭
麗媛的書法引起好評，她通過
「厚德載物」書法，展示中國
柔性傳統文化的特點。
本月初，彭麗媛陪同習近平

訪韓，其間參觀首爾昌德宮
時，提及熱爆韓劇《來自星星
的你》，稱習主席年輕時很像
該劇男主角都
敏俊，引起韓
媒廣泛報道。

程虹
「克強軟實力」
今年5月，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首次偕夫人
程虹展開8天非洲之行。抵達當地機場
後，兩人並肩走出專機艙門，向歡迎
人群揮手致意。身材高挑勻稱的程
虹，身穿淺藍色上衣和黑色及膝裙，

頭髮微微挽起，形象十分自信大方，
有學者風範；而身邊的李克強則是黑
色西裝白色襯衣，佩戴寶藍色的領
帶，兩人的衣着貌似十分默契的
「黑＋藍」情侶配。程虹的獨特人格
魅力被海內外媒體譽為「李克強的軟
實力」，成為李克強非洲之行的最大
亮點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第一夫人外交

第一夫人（彭麗媛）影響力
．有利展現國家新形象。
．與元首外交形成有力互補。

華東師範大
學政治學系歷
經 60 餘年的
淬礪，為國家
培 養 大 批 學

界、政界與商界精英，並確立在全國政治學學科
中的領先地位。香港《文匯報》與華東師範大學
政治學系合作推出通識專欄，從多角度探究中國
各方面的內政外交與國際關係的風雲變幻，為本
港通識科高中生提供最實用的「現代中國」單元
學習材料。

文匯─華東師大
通識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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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藝家喻戶曉 致力公益慈善

王光美開先河 王冶坪成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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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全球化

■彭麗媛每次陪同習近平出訪都會成為亮點。 資料圖片

■■第一夫人有助推動國與國第一夫人有助推動國與國
間的民眾交流間的民眾交流。。圖為彭麗媛圖為彭麗媛
探訪中美兒童探訪中美兒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彭麗媛具備非常好的個彭麗媛具備非常好的個
人形象人形象，，與元首外交形成與元首外交形成
有力互補有力互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克強及程虹的衣着是李克強及程虹的衣着是
「「黑＋藍黑＋藍」」情侶配情侶配。。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米歇爾訪華期間，彭麗媛教她寫書
法。 資料圖片

■■彭麗媛向外界展現中國彭麗媛向外界展現中國
的新形象的新形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