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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公共外交

舌尖上的公共外交

——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

扬州是淮扬菜的发源地，以美食闻名天下。

经过2500年的发展，扬州形成了“材简技精、崇尚健康、开放包容、底蕴厚

重”的扬州美食文化。近几十年来，扬州美食文化逐渐开始向国外传播。

“材简技精”是淮扬菜食材和技艺的基本特点；“崇尚健康”不仅指的是淮扬

菜的功效取向，更是世界饮食发展的重要趋势；“开放包容”是指淮扬菜不仅是国

内南北文化交融的产物，同时也是可以和世界各种饮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底蕴

厚重”指的是淮扬菜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是淮扬菜走向世界的文化

基础。

本报告认为，扬州美食文化从三个层面上得以体现。

首先，在器物层面，扬州美食文化以扬州美食为物质基础，它与淮扬美食互为

表里相互推动。淮扬美食的发展推动了美食文化的形成，美食文化则又推动了淮扬

菜不断的发展创新，为淮扬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次，在制度层面，扬州美食文化是扬州美食传承机制的体现。扬州是中国最

重要的厨艺培训基地，这座城市培养了从普通厨师到烹饪学博士的各类烹饪人才。

这种多层次、大纵深的培训机制，正是扬州美食文化“开放包容、底蕴深厚”的制

度基础。

最后，在精神层面，扬州美食文化是扬州文化精神和世界饮食文化潮流交汇碰

撞的结果。扬州的发展源于沟通南北的独特地理位置，这种地理位置造就了这座城

市“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扬州美食的形成来源于南北饮食文化的交汇与碰撞，

而现在它正在与世界饮食文化的发展不断融合，更凸显出自己“材简技精、崇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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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开放包容、底蕴厚重”的文化内涵。

扬州美食文化不仅体现了淮扬菜的特点，更是和扬州的城市文化、淮扬菜的历

史积淀、世界饮食文化的发展趋势相结合，具有强大的国际传播潜力。

战略原则：依照不同受众，采取不同形式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扬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扬州市烹饪协会及扬州市相关企

业就开始了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经过不断摸索和尝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美

食文化国际传播思路。

 如图1.1所示，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分为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两种形式。

这两种形式各具特点、相互补充，形成扬州美食文化国际传播的完整网络。

直接传播是指采用“面对面”的方式，通过向外国人展示淮扬菜的精美菜品

和烹饪技法，讲述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深邃思想，借以传播扬州的美食文化。

间接传播是指利用书籍、视频或媒体报道等中间媒介，向外国各界人士传播扬州

美食文化。

与直接传播相比，间接传播的成本更低、传播面积更大，但由于不能直接品尝

到扬州美食，受众对于扬州美食文化的理解可能不够深刻。因此，直接传播与间接

传播相互补充，共同促进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事业。

扬州美食文化
的国际传播

直接传播

间接传播

出版发行

媒体合作

自主传播

合作传播

图1.1  扬州美食文化国际传播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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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传播

在直接传播中分为“自主传播”和“合作传播”两种形式。

（一）自主传播

自主传播是指扬州市政府各有关部门、扬州厨师协会等有关NGO组织以及扬

州有关企业主办或多家合办相关活动或以其他形式在国际上推广扬州美食文化，其

突出特点是“以我为主”。自主传播充分体现出扬州市政府、NGO和企业对外推

广美食文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所有自主传播的实践中，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对其进行分类。一个维度是直

接传播的发生地点在国内或者国外；另一个维度则是针对淮扬菜的技法、文化内涵

等进行短期的“展示”，或者是在某地通过长期 “经营”传播扬州美食文化。

从方式上来看，展示性活动是在短期内对扬州美食文化进行集中展示，优点

是容易制造新闻话题，进而吸引媒体进行传播，形成外溢效应，但是缺点在于时间

较短，和国外受众的接触不够充分，无法使外国人深刻体会扬州美食文化的精髓；

相对的，经营性活动更优于长期的“润物细无声”的传播，让外国人在长时间接触

中更深刻地理解扬州美食文化，但缺点在于投入较高，维持需要更多的智力、人

力与物力。无论是中国淮扬菜博物馆、留学生的培养或是冶春在新加坡开店，都需

要克服各种困难才能将这项事业长期经营下去。短期困难可以各种特殊的方式予以

解决，但是长期困难就需要结构性的解决方案，并综合考虑成本与收益等一系列因

素。总体上来看，经营性活动开展的难度更大，但更容易将一个亲切的扬州美食文

化润物细无声地传播出去，效果更好。

从传播的地点上来看，在国内传播的难度明显小于在国外传播，“走出去”需

要面临活动组织、人员调配、食材获取等一系列问题，“请进来”要比“走出去”

更简单。但通常情况下，国内传播效果不如国外传播，在国外我们可以让更多外国

人体会到扬州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这一途径也更加直接与方便。

所以从效果上来讲，国内展示﹤国外展示，国内经营﹤国外经营。由此，我们

也可以看出，扬州在推广美食文化上的不断进步。

根据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画出以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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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1所示，从1999年中国扬州首届国际友城美食节开幕，到2009年中国淮

扬菜博物馆的开馆和扬州“红楼宴”代表团赴美表演，再到2015年初新加坡冶春的

营业，扬州市已经走出了一条“从国内展示，到国外展示和国内经营，再到国外经

营”的美食文化国际传播的成熟路径。

下面我们将对每一种方式进行逐一分析。

1.国内展示

扬州通过在国内举办美食节等一系列活动，在短时间内，将扬州美食文化的相

关内容直接展示给参加活动的外国人。

早在20世纪80年代，扬州就已经通过在国内举办各式美食节的方式传播扬州

美食文化。扬州厨师协会、扬州市外事办公室和扬子江集团等都分别主办或联合主

办过美食节。每次美食节都有外国人参加，通过向他们展示淮扬菜的技艺和文化内

图2.1  扬州美食文化的自主传播

经营

展示

国外国内

2009年，
中国淮扬菜
博物馆开馆。

1999年，
中国扬州首届
国际友城美食
节开幕。

2015年，
冶春新加坡
店正式营业。

2009年2月中下
旬，扬州“红楼
宴”代表团赴美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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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推广扬州美食文化。尽管当年这些美食节都不是以在国际上推广扬州美食文化

为目的，但在客观上起到了这种作用。1999年9月24日，“中国扬州首届国际友城

美食节”开幕，这是扬州首次以“美食”的名义举办节庆活动并进行中外文化交流

的有益尝试。首届美食节邀请了当时扬州市已正式结好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

6个国家8对友好城市代表团以及与扬州市有美食文化交流的韩国、法国、德国、比

利时等其他国家友好交流代表团共360余名国际宾朋参加。美食节上进行了各种展

示，包括中外美食技艺、宴会菜品等一系列展示活动，体现了淮扬菜的技艺精湛、

底蕴深厚。外国友人对扬州美食大加赞赏，表示将向本国公众介绍扬州美食。

2009年举办的第19届中国厨师节和近年来举办的素食节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

客。相比10年前的美食节，19届中国厨师节和2013—2015年的三届素博会，参与人

数更多、举办时间更长。在活动中，对于美食文化的推介也从简单的展示变成了展

销结合，加上美食品鉴、美食文化讲座等一系列活动，美食节的内容更加丰富。特

别是素食节还邀请了外国志愿者参与到素食节的工作当中，让他们在参与推广活动

的过程当中更好的了解扬州美食文化。素博会的举办体现了扬州美食文化崇尚健康

的特点，也体现了扬州崇文厚德的人文特质和清新优美的生态环境，同时提升了扬

州城市的知名度。

2.国外展示

除了在国内展示淮扬菜吸引外国人品尝，扬州还将展示的舞台放到了国外。

2009年2月中下旬，扬州“红楼宴”代表团在美国洛杉矶金都凯旋皇宫大酒

店，举办了为期5天的演示，而这5天内所有宴席很早就被订完。

更重要的是，这次活动将扬州美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红楼宴中的所有菜都

有出处，都和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的中国著名古典名著《红楼梦》息息相关，可谓

底蕴深厚；红楼宴的所有菜名看起来都很名贵，其实所用材料都非常简单，如“姥

姥鸽蛋”其实就是鸽子蛋，完全可以在市民家庭推广，只是做法更加精致，可谓材

简技精。此次展示，扬州厨师还在烹制技法上与当地饮食文化相互结合，如美国

没有鳜鱼、青果等原材料，就用当地出产的东星斑、开心果等材料替代。此外，为

与美国餐饮文化结合，美版的“红楼宴”还将传统红楼宴中的“香烤鹿肉”变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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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烤鹿排”。这些改变凸显出扬州饮食文化的开放包容。

在国外展示淮扬菜，让扬州美食更大范围、更直接地与外国人接触，传播扬州

美食文化，也提升了扬州的知名度，促进了扬州旅游的发展。

3.国内经营

扬州通过在国内的长期经营，将扬州美食文化介绍给外国人。其中,扬州各大

专院校的留学生培养和中国淮扬菜博物馆的传播最具有代表性。

（1）外国留学生的传播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日本、美国等国的厨师代表团或美食研究学者来扬州

学习淮扬菜。时至今日，外国人来扬州学习淮扬菜可以分为三种方式：

三天左右的短期游学。有太多的外国人选择这种方式来扬州学习淮扬菜，多到

难以统计。几天的时间里，他们边吃边学，体会淮扬菜的文化。

一周左右的交流项目。扬州大学和日本等外国机构合作举办时长为一周左右的

交流项目，这种项目已经开展了数十年。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学员们专门学习淮

扬菜，更好地领会淮扬菜的深厚文化。

三年以上的学历教育。在扬州，想拿到淮扬菜相关的正式学历并不简单，留学

生们经常要付出三年艰辛的努力。但是即使难度不低，还是有3000余名留学生在扬

州拿到了学位。

这些留学生在扬州学成归国后对淮扬菜的国际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以在扬州学

习的韩国留学生为例，他们当中三分之一回国后自己开店，淮扬菜成为他们店中很

受欢迎的菜品；三分之一会在中餐店打工，将淮扬菜的文化在韩国发扬光大；三分

之一则在韩国调味品企业做咨询，将淮扬菜的味道融合进韩国调味品中，这也展示

了扬州美食文化开放包容的特点。

外国留学生来扬州学习厨艺不仅是扬州美食文化国际传播的方式，其本身就是

对于扬州美食文化国际传播效果的一种认可。这种方式的传播，无论是深度还是广

度，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2）中国淮扬菜博物馆的传播

中国淮扬菜博物馆对于扬州美食文化的展示、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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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菜博物馆是2009年4月由中国烹饪协会批准在扬州建立并授牌的。博物馆由主馆

（展示区）和副馆（体验区）构成。主馆（展示区）通过实物、资料的展示全面展

现扬州的美食文化；副馆（体验区）则围绕盐商文化，主推各式盐商宴席，给参观

游览者提供体验淮扬菜的机会。自2009年开馆以来，中国淮扬菜博物馆每年都会接

待数千名外国游客来到博物馆参观，至今已有三万余人次。而他们其中又会有很多

人到副馆（体验区）用餐，体验扬州的美食文化。

中国淮扬菜博物馆本身是一种长期的经营行为，可以满足人们多次参观体验的

需求。一边是展示区，体现出“底蕴深厚、开放包容”；另一边是体验区，感受到

“崇尚健康、材简技精”，这种展示与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更多的外国人更深刻且

直接的理解了扬州美食文化的特点。

4.国外经营

在国外开展长时间的经营活动，可持续地传播扬州美食文化是扬州最近探索出

来的新方式，而扬州著名餐饮企业冶春则是这种实践的先锋。

冶春新加坡店于2015年1月开业。饭店以传统淮扬菜为基础，结合一些当地菜

肴为经营特色。目前经营情况良好，不仅在当地落了地，还生了根，已日益成为传

播扬州美食文化的重要窗口。在这期间，他们做好了三个方面的磨合：

一是扬州厨艺与当地食材特性的磨合。因为农副产品存在流通障碍，因此，在

制作上，冶春茶舍就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就地取材，且不失本味。例如扬州干丝，

冶春找当地的豆腐供应商按冶春的要求定制；新加坡的猪肉肉质和扬州有区别，冶

春通过调整肥瘦比例和缩短烹饪时间以达到原来的品质。淮扬菜的材料要求不高，

可以通过当地化来完成；食材有区别的地方则用精湛的技艺加以弥补，这也体现出

扬州饮食文化的“材简技精”。

二是淮扬菜肴的口味特点与当地人饮食习惯的磨合。到海外发展，必须注重

对传统挖掘和调整，以适应当地需求。所以，冶春在传统的基础上调整原有的烹饪

方法，更加注重“绿色”“本味”，符合当地人生活习惯和养生需求，而“崇尚健

康”本身也是淮扬菜的追求。

三是大陆经营思维与当地消费理念的磨合。冶春调整营销方式，针对特定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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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习惯，开发特色服务，以吸引顾客。通过不断磨合，他们让淮扬菜在当地“水土

皆服”，得到了顾客的认可，并逐渐适应并融入当地市场。例如，通过当地的美食

网站进行销售和宣传；在新加坡建国50周年，部分菜肴推出特价促销。

同时，为了更好地经营与发展，他们认真学习和熟悉掌握当地的各项法律法

规，在劳工使用、税务稽核、安全卫生等方面努力做到与当地要求接轨。并充分借

助当地的资源，努力实现企业本土化经营。在新加坡，由于劳工的限制，除了总经

理和主厨从扬州派出，其他如店长、财务、人事、前台、所有服务人员以及辅厨均

雇佣当地人。主厨用扬州人可以保持淮扬菜的原汁原味；用当地员工容易与顾客沟

通，也容易按照当地风俗办事。

冶春在新加坡开店，克服了很多和当地磨合的困难。这体现出扬州美食甚至

是扬州这座城市本身“开放包容”的特点，扬州的餐饮企业可以适应当地的各种条

件，而不是封闭固守不去与当地磨合。这些特点将扬州美食文化的内容展现得淋漓

尽致，冶春的努力正是“润物细无声”地传播扬州饮食文化的绝佳代表。

（二）合作传播

合作传播,是指扬州市政府、NGO和企业，利用与其他机构合作的机会，传播

扬州美食文化，也可谓是“借台唱戏”，合作传播的方式也有很多种。

1.利用政府外交平台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淮扬菜作为国宴的重要菜品之一，一直备受国家领导人和

外国友人的欢迎。淮扬菜频频出现在国家外交的重要场合，扬州也就借此机会向外

国政要传播了美食文化。

自20世纪70年代起，来自各国的领导人在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访问扬州，领略

扬州美食文化的魅力。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前主席金日成、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等，都无不赞叹扬州美食技艺精湛、

美味可口、文化深厚，并表示会向自己国家的人民推荐扬州美食。

扬州厨师还在国宴中展现身手，向外国贵宾推广扬州美食。我国各驻外使

馆都纷纷邀请扬州大厨到使馆烹制晚宴，招待驻在国贵宾，并借此机会宣扬扬

州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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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外国传播平台

自20世纪80年代起，扬州厨师经常应外方邀请出国，利用外方平台推荐扬州美

食文化。

他们的足迹遍布亚欧非美等各大洲，通过交流、展示或参加研讨会等形式，传

播扬州美食文化，受到外国人的好评。特别是居长龙大厨，他旅居日本25年，一直

致力于淮扬菜和扬州美食文化在日本的推广，可谓居功至伟。

除了交流和展示，扬州厨师在各种国际烹饪比赛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02

年，周晓燕等大厨参加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中国烹饪大赛，获冷、热菜特

金奖、团体奖。这些奖项奠定了扬州美食之都的地位，也传递了“扬州美食甲天

下”的形象。

3.利用国际组织平台

国际组织是扬州美食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国际组织集合了不同国家、不同肤

色、不同信仰的人，在国际组织中传播扬州美食文化常常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无论

是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是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扬州都积极参与活动，展示美食文化。

2015年，周晓燕大厨曾参加2015中国非遗美食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

活动，出任代表团副总厨师长，现场展示扬州炒饭、文思豆腐、莴笋素烧鸭等经典

淮扬菜，并以“中国饮食文化”为题作主题发言。

扬州烹饪协会积极参加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的活动，并于2014年10月在扬州举

行“世界中餐名厨扬州行”活动。

间接传播

间接传播分为“出版发行”和“媒体合作”两种方式。扬州在两种方式上都做

了大量工作。

（一）出版发行

扬州通过书籍、视频等一系列出版物推动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这些出版

物中，有扬州市政府和扬州市烹饪协会共同出版的书籍，也有配合其他出版方出版

的书籍，并利用其平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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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籍发行

在扬州市政府的直接参与领导下，扬州市烹饪协会出版了《中国淮扬菜新风

集》《吃在扬州》《玩在扬州》等书籍和大型画册《中国淮扬菜》，作为政府礼品

书馈赠来扬的各位嘉宾，弘扬扬州美食文化。

2013—2014年，扬州市烹饪协会接江苏省委宣传部委托函，编著《符号江苏 

淮扬菜 口袋本》，作为《符号江苏 口袋本》首批首册。该书有中、英文两种版

本，于2014年在英国伦敦国际书展举行首发式。

聂风乔的《蔬食斋随笔》很早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圆桌》杂志上连载，影响

甚大。日本饮食文化研究者称聂凤乔为“中国烹饪原料第一人”。邱庞同《中国面

点史》出版后，日本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专家木村春子曾以此为依据，编写了《中

国面点之文化》，在日本《专门料理》杂志上一月一篇，连续三年共发表三十六篇

文章。

2.视频发行

早在1987年5月，新西兰“专题”制片有限公司艾伦•林赛先生和夫人，专程到

扬州拍摄专题片《淮扬菜系》，作为反映中国饮食文化概貌的中国四大菜系专题片

其中的一集，在新西兰播放。

更为著名的是，2012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风靡海内外。这部纪录片

第五集《厨房的秘密》反映的是各菜系大厨的厨房风采、刀功火功、烹饪技法，它

用 9 分 42 秒介绍扬州传统菜式。《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扬州美食

文化的国际传播，很多来扬州旅游并品尝美食的外国游客都会提到这部纪录片对他

们的影响。

但是扬州的探索还不局限于此，周晓燕大厨等人还在制作纪录片《美食与科

学》。这部纪录片将扬州美食与科学相结合，以科学的方式解读扬州美食的神奇之

处。通过科学的桥梁，让外国人对于淮扬菜有更清晰明确的认识，更好地体会到淮

扬菜技艺的精湛。

（二）媒体合作

扬州在美食的国际传播中，特别注意与媒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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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扬州市邀请国内外媒体对于所主办的活动进行报道和推广，也乐于与

媒体合作、接受采访，推广扬州美食文化。例如，《华盛顿邮报》早在20世纪80年

代就对扬州厨师赴美参加烹饪表演进行了报道。居长龙大厨在日本时，用日语在日

本的电视台作烹饪技艺表演，为日本同行传经解惑，发扬光大扬州美食文化。

另一方面，扬州市也善于利用自媒体推广美食文化。例如，中国淮扬菜博物馆

利用微博、微信平台结合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二十四节气”挖掘健康饮食的相关知

识，推动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

成功传播的三大因素：官民结合、文化特点和多种手段

经过几十年的传播，扬州美食文化已经享有了较高的国际知名度。这种成功的

原因可以总结为：

“政府支持，民间出面”方式的关键作用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扬州市政府、扬州市厨师协会等NGO组织、冶春

集团等企业、扬州大学等高校、甚至扬州大厨个人都为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

做出了贡献。扬州市政府和厨师协会举办了各种美食节并派出厨师交流、比赛；冶

春集团将扬州的餐饮企业开到了新加坡；扬州大学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

生。扬州在传播美食文化的过程中，不同性质的行为主体各有分工、相互合作、扬

长避短，避免了政府参与过多带来的外国公众的不信任。

但是，扬州市政府依然在整个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处于核心地位。扬

州市政府发挥其政府职能，支持扬州市厨师协会等NGO组织举办美食节推广美食

文化，支持扬州厨师走出去对外交流，支持并服务于走出去的扬州餐饮企业在国

外展开经营活动，不断吸引外国留学生，对整个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政府支持，民间出面”的方式，对于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起

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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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美食文化的自身特点推动传播

经过多年的发展，扬州形成了“崇尚健康、开放包容、技艺精湛、底蕴厚重”

的扬州美食文化。这种美食文化本身就蕴含着国际传播的无限可能。由于这些特

点，扬州美食文化经常在国外产生自发性的传播，效果显著。

“崇尚健康”体现出了全球饮食文化的基本趋势，淮扬菜清淡清鲜、健康少

油的特点非常容易被世界人民所接受。我们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寻找双

方的共同点，这样才有交流的可能，也才能将双方不同的文化传播给受众。扬州美

食文化中“崇尚健康”的特点，正式构成了文化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跨文化沟通最

初、最基本的桥梁。

“开放包容”一方面指的是淮扬菜对材料要求不高，可以和众多美食流派相

结合并共同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指扬州在推广美食文化的时候，善于与当地的

风俗文化、法律制度结合的推广方式。冶春在新加坡的推广正体现了这一特点的作

用，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完成了扬州厨艺体现与当地食材特性的磨合、淮扬菜肴的

口味特点与当地人饮食习惯的磨合、大陆经营思维与当地消费理念的磨合，使冶春

在新加坡生存下来。与当地特性的磨合，缩小了当地饮食文化与扬州美食文化的差

异，使当地人更容易接受扬州美食文化。

“技艺精湛、底蕴厚重”则使当地人对扬州美食文化更有兴趣。寻找扬州美食

文化与当地美食文化的相同点只是扬州美食文化国际化的第一步，这也就意味着扬

州美食文化不能停留在“求同”阶段，只有让外国人理解到扬州美食文化与当地的

美食文化“同中有异”，而那些“异”的部分是他们应该学习与吸收借鉴的，他们

才会对扬州美食文化产生持续兴趣。而“技艺精湛、底蕴厚重”则构成了扬州美食

文化不同于其他国家美食文化的部分，通过精湛的技艺和厚重的底蕴，外国人更能

理解中餐团聚性特点，更能理解中餐美味背后的文化内涵，也就更加深刻的理解扬

州的城市特点和中国的国家形象。

丰富多样的传播手段保证对外传播

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摸索，扬州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传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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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1中可以看出，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考虑的是有无传播媒介。自主传播

与合作传播考虑的是主动还是传播，自主传播的两个变量：“国内与国外”考虑

的是传播地点的空间因素；“展示与经营”考虑的是传播时长的时间因素。“出版

发行”与“媒体合作”考虑的是间接传播所利用的载体不同。可以说，这张图从媒

介、时间、空间等方面将传播方式划分出了多个维度。扬州美食文化国际传播的实

践可以将每个维度都填充上，可见扬州传播美食文化的手段之丰富。

由于每种手段各有其优势与劣势，各种手段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不相

同。因此，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自身资源的多少和接受方特点的不同选择不同的传

播方式。正是由于手段的多样，扬州总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去传播扬州美食文化，也

就总能取得不错的成效。

在传播初期，我们需要的是大面积的普及性传播。采用间接传播的方式，通

过出版书籍、视频或者和当地媒体合作的方式对扬州美食文化进行初步普及是最好

的选择；初步普及之后，就可以采取直接传播的方式，逐步通过在当地办美食节的

“国外展示”方式，和将饮食企业开到当地的“国外经营”模式让扬州美食文化彻

底影响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三个层面的启示： 国际、国家及城市

作为美食之都，扬州的美食文化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扬州美食文化的国

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层面来讲，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促进了世界饮食文化的发展和世界

饮食文化的多样性。扬州饮食文化以其开放包容、底蕴深厚等特点，为世界饮食文

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动力。淮扬菜本身清淡清鲜、健康少油的特点也日益

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为世界各国人民贡献了一道道健康饮食。加之淮扬菜

开放包容的特点，极易与各民族饮食相融合，推动各民族饮食的发展，促进世界餐

饮行业的健康化、精致化。

从国家层面来讲，美食是一国公共外交的重要资源。美食是各个国家共通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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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传播自身的美食文化，并借此宣扬

国家形象。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就推动了中国开放包容、底蕴深厚的国家形象

的对外传播，促进了我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

从城市层面来讲，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以促进扬州城市的国际化发展。

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前来旅游、

留学、经商，促进了扬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但是城市的发展不仅仅在于经济的发

展，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还促进了扬州美食文化自身和扬州文化的发展，丰

富了扬州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每一位扬州市民都体会到幸福与快乐，促进扬州

城市的全面发展。

不仅如此，扬州美食文化国际传播的成功经验对于其他城市的城市文化国际传

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首先，要深入挖掘城市的特有文化。经过多年的发展，扬州形成了“材简技

精、崇尚健康、开放包容、底蕴厚重”的美食文化。这一美食文化既体现了淮扬菜

的特点和扬州悠久的历史文化，又体现出国际饮食文化发展的趋势。这样的特色文

化在对外传播时既让外国人能很好的接受而不感觉怪异，又能满足外国人的切实需

要，有着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

其次，要坚持“官方搭台、民间唱戏”的传播主体模式。在对外传播城市文化

的时候，不具备官方背景的企业、NGO更具有优势，更能被外国人所接受。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企业传播城市文化的意愿不强，国内NGO的力量又有限，因此特

别需要政府各部门予以支持。因此，政府需要的是退居幕后，在背后推动城市文化

的传播。扬州就采取了“政府支持、民间出面”的方式，支持扬子江集团、扬州厨

师协会和扬州大学对外传播扬州美食文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再次，在对外传播中要注重与媒体合作。媒体是对外传播城市文化的重要媒

介。对外传播城市文化，要注重与媒体合作，特别是与国际知名媒体和传播对象

国的主流媒体之间的合作。有调查显示，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他获取信息的主要

渠道就是国际知名媒体和祖籍国的主流媒体。居长龙大厨曾在日本的电视台用日语

介绍淮扬菜，这种方式就值得我们学习。此外，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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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公共外交

一个重要的平台，通过国际知名自媒体平台和传播对象国的自媒体平台传播城市文

化，引发相应话题，实现自媒体内部自发的传播效果。

最后，要注重传播效果的分析。对外传播城市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我们要针对传播的效果进行分析，通过舆情分

析、问卷调查、访谈座谈等一系列方式，对地方文化传播的效果进行调查和梳理，

从而不断修正我们的传播方式，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力争根据不同受众、不同

时间和不同地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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