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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Kress & Leeuwen提出的多模式话语理论为基础 ,运用功能语言学的方法 ,对卫生部新闻办公室

2003年 5月 9日发布的病例报告进行批评性分析 ,提出多模式话语参与社会实践的特点是形成合力 ,其多模

式之间的关系亦呈现出相互补充、相互增强、并以一种模式为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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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上半年 ,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发生了

非典型肺炎。非典型肺炎也称 SARS,最初发生在

广东省 ,后蔓延到内地 26个省市自治区。到四月

下旬 ,北京的病人急剧增加 ,许多医护人员受到感

染。尤为严重的是 ,由于人类还未认识其传播规

律 ,还未掌握治疗的技术 ,这种恶性传染病不仅夺

去人的生命 ,并使更多的人染病 ,而且给人们心灵

造成了极大恐慌和不安。面对疫情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行政部门积极制定应对措施 ,全国上下团结一

致 ,众志成城 ,抗击非典。到 5月中下旬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6月 24日 ,国际卫生组织解除对北京

的旅游警告 ,全国的抗击非典斗争取得阶段性胜

利。

在抗击非典斗争初期 ,由于对非典袭击的准备

不足 ,措施不到位 ,渠道不畅通 ,全国各地对非典病

例的统计不够准确。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抗击

非典斗争的顺利进行。针对这种情况 ,卫生部新闻

办公室从 4月 21日起每天发布全国病例报告 ,准

确、真实的报告全国非典病例数字。病例报告以表

格数字的形式向公众公布病例的变化 ;同时 ,病例

报告还以文字语篇的形式向公众介绍疫情的发展。

准确、真实的报告全国非典病例数字 ,在当时对稳

定群众情绪、制定对应措施、以及表明我们战胜非

典的信心都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新闻办公室积

极利用符号和话语资源进行话语实践 ,通过对信息

的调控指导抗击非典斗争的发展 ,对取得斗争的胜

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田海龙 , 2004)。本文从多

模式话语的角度 ,进一步研究病例报告的话语实

践。主要回答两个问题 ;多模式话语如何共同参与

社会实践 ,以及话语多模式在社会实践中关系如

何。具体来说 ,病例报告的文字语篇模式和表格数

字模式在抗击非典社会实践的合力如何形成以及

这种合力有何特征。

一、理论背景

对话语进行分析始于语言学家不满足于把语

言作为孤立、静止的抽象系统进行研究。然而 ,对

话语的研究虽都属于索绪尔的“言语 ”或乔姆斯基

的“语言运用 ”的研究范畴 ,声称话语分析的语言

学家也是各具特色。形式主义认为话语是超出句

子的语言单位 ,与词素、小句一样同属语言的等级

系统之中 ( Schiffrin, 1994: 24) ,其话语分析仅局限

于话语的内部结构上 ,把话语的理想化形式作为研

究的对象。功能主义认为话语即语言运用 ( Fa2
sold, 1990: 65; B rown and Yule, 1983: 1) ,其对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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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虽摈弃了形式主义注重结构分析的方法 ,却

仍然将话语置于一个孤立的直接的情景之中 ,试图

归纳处于主导地位和非主导地位的话语参与者分

别使用的构成话语连贯的语言形式。从社会的角

度看话语 ,话语则是社会实践的形式 ,是社会实践

的符号成分 ( 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这

种话语分析将话语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之中 ,研究话

语的产生和对社会实践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 ,话

语不仅反映社会现实 ,而且折射社会现实 ;话语不

仅成为社会权力斗争的焦点 ,而且成为社会变革的

力量。社会机构、政党、新闻媒体都可以运用话语

参与社会变革。

然而 ,以研究话语参与社会变革为己任的批评

话语分析多局限在以文本形式体现的话语研究方

面 ( Fairclough, 1989, 1992, 1995)。随着科学技术

的进步和发展 ,社会分工与社会交往已不再单一、

固定 ,界限也越发模糊。社会分工的界限不清使得

社会成员成为多面手 ,而且 ,其社会交往与信息交

流的模式亦趋于多种多样。这一切在多媒体技术

的促进下更显日新月异。社会进入后现代时期 ,话

语已不仅仅以文本模式体现 ,而且以图画、动画、声

音、图表、颜色、编排等多种模式同时出现。例如 ,

一则广告 ,已不局限于文字语篇 ,而是与颜色、字

体、甚至版面编排一起产生效果 ,感染消费者。话

语 ,作为居于社会之中关于客体的知识形式

( Kress & Leeuwen, 2001: 20) ,已成为社会实践活

动中的所有符号成分 ,包括有声的、无声的和视觉

的符号 (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38)。研究

话语的多模式性以及话语以多种模式共同参与社

会实践的特点已成为必要。在这方面 , Kress &

Leeuwen (2001)提出一个多模式话语的研究框架。

在内容方面 ,他们区别出话语和设计 :话语是居于

社会之中关于客体的知识形式 ,设计是符号产品和

事件的概念化形式 ,它运用符号资源 (模式 )来同

时实现话语和各种活动。在表达方面 ,他们区分出

生产和分配 :生产指符号产品或事件以物质形式

(无论是原型还是最终产品 )出现 ,分配则是指利

用物质资源 (媒体 )对符号产品进行在编码。Kress

& Leeuwen认为 ,符号产品在交际过程中不仅被创

造 ,而且被解释和使用 ,进而这个经过设计的产品

和环境也是交际的一种形式 (2001: 20)。

Kress & van Leeuwen的多模式话语研究框架

的基础是他们认为在社会文化环境中 ,同样的“意

义 ”可以用不同符号模式来表达 ( 2001: 1) ,因此 ,

与他们以前对图像的符号分析 ( Kress & Leeuwen,

1996)不同 , Kress & Leeuwen ( 2001)旨在研究多种

话语模式在社会实践中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合

力 ”。话语不是以单一模式参与社会实践 ,而是集

多种符号资源于一体 ,共同在交流中发挥作用。本

文以抗击非典为社会背景 ,以 2003年 5月 9日的

病历报告为分析样本 ,研究文字语篇 (附录一 )和

表格数字 (附录二 )多模式话语共同参与抗击非典

社会实践的合力。病例报告之所以被认为是多模

式话语 ,不仅是因为“多模式 (multimodal)指的是

除了文本之外 ,还带有图像、图表等的复合话语 ,或

者说任何由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

本 ”(李占子 , 2003) ,也不仅是因为文字语篇模式

和表格数字模式同时出现在报刊和网络等媒体 ,更

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复合话语构成一种合力 ,共同发

挥作用 ,参与社会实践。我们首先以功能语言学为

分析工具 ,说明文字模式与表格模式一样客观再现

病例现数字 ,多模式话语形成的合力方向一致 ;之

后讨论多模式话语参与社会实践的特点〔1〕
,它与

单模式话语参与社会实践有何不同 ,在参与社会实

践中话语多种模式之间的关系如何。

二、非典病历报告的功能分析

在试图建立语篇与社会实践的联系方面 , Hal2
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特别是 Halliday把语篇的功能分成三个纯理功能 :

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为我们分析语篇

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工具。而且 ,这些纯理功能也为

社会符号学分析提供了基础 , Kress & Leeuwen

(1996)就比照这三个纯理功能从再现的、互动的

和构成的三方面建立起图像的分析框架 (李占子 ,

2003)。与 Kress & Leeuwen运用功能语法的方式

不同 ,以下对病例报告多模式话语的分析 ,重点不

在表格模式的符号学分析上 ,而是在认定表格统计

的病例数字真实的前提下 ,对文字语篇模式进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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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析 ,证明文字语篇模式同样真实再现客观事

实 ,进而说明病例报告这一多模式话语形成方向一

致的合力。

1. 概念功能分析。概念功能由两个部分组成 :

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Thomp son (2000)也称这是

两个独立的功能。经验功能里的一个重要概念是

及物性 ,指用语言谈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中的事

物、时间、情态以及对世界的认识 (包括感情、信念

和思想等 )。这样 ,思想和动作过程之间就建立起

某种联系。例如 ,“发现 ”这个动词表示一种物质

过程 ,即做某件事的过程 ;“报告 ”这个动词表达言

语过程 ,即言谈过程。动词“是 ”表达关系过程 ,即

表“是 ”或“属有 ”关系的过程。关系过程进一步分

成修饰型 (具有修饰 /描写功能 )和认同型 (具有认

同 /定义功能 )。其它动词过程包括心理过程、行

为过程和存在过程。表 1是 5月 9日病例报告文

字语篇模式各动词过程的数量、所占比例和例词。

由于英汉语体现各动词过程的事件词不尽相同 ,我

们在划定各动词过程的动词时参考了彭宣维

(2000)的研究成果。

从表 1对 5月 9日病例报告语篇模式中动词

过程的统计结果看 ,占最大比例的是关系过程

(85. 54% ) ,其中认同型占 66. 27% ,如 :

报告有疫情的省份为 25个 (内包型 )

截至 5月 9日 10时 ,全国内地非典型肺炎疑

似病例累计为 2566例。

临床诊断病例中 ,北京 48例 , ⋯⋯治愈出院

16例 ,死亡 2例 (省略“是 ”)

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 2993 例。 (省略

“是 ”)

另外 ,修饰型的关系过程占 19. 27% ,如 :

安徽、上海、湖北、湖南、甘肃、宁夏等省份 ,累

计临床诊断病例在 10例以内。

全国内地 14个省份有非典型肺炎病例报告。

福建已经连续 31天没有新发病例报告。

仅次于关系过程 ,言语过程占全部动词过程的

比例为 12. 05% ;只有“报告 ”一个动词 ,出现 10

次 ,如 :

5月 8日 10时至 5月 9日 10时 ,全国内地共

报告新增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 118例 (其中

62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 ,治愈出院 53

例 ,死亡 6例。

物质过程有两个动词体现 ,各出现 1次 ,占全

部动词过程的 2. 41% ,如 :

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新疆 6个省份未

发现疫情。

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 2993例。

根据功能语言学的理论 ,各种不同的动词过程

以及与其相关的结构再现人们的各种思想及人们

观察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以关系过程为例。关

系过程一般表示状态和稳定 ;其中 ,修饰型关系过

程则有描述的功能 ,而认同型关系过程则在定义事

物的准确性质方面发挥作用。除此之外 ,动词的关

系过程在更大程度上表明所述事物的真实 ,表明它

具有“客观性 ”( Kong, 2001)。病例报告的文字语

篇模式中大量使用关系过程 (85. 54% ) ,表明报告

人在客观地陈述表格中的数字。统计数字是一种

客观真实 ,文字语篇也是客观真实的一种再现。

2. 人际功能分析。人与世界的关系可以通过

语言来建构 ,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可以通过语言来

建构 ,后者是功能语言学中的人际功能。人际功能

由“语气 ”和“情态状语 ”来实现。根据功能语言学

的观点 ,语气由句子“主语 ”和“限定成分 ”构成 ,情

态状语分成“评论状语 ”和“语气状语 ”,语气状语

又有惯常性和归一性之分。对病例报告文字语篇

模式的功能分析包括语气分析和情态分析。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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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分析中 ,句子的主语被分为有生命的主语和无生

命的主语 ,并对各自出现的频率进行了统计 ;对情

态状语的分析 ,分别统计了评论状语和语气状语各

自出现的频率。统计结果见表 2。

　　统计结果表明 ,文字语篇的病例报告通篇无一

个有生命的单词做句子的主语 ,全是无生命的单词

做句子的主语 ,如 :

其余 17个省份报告没有新的病例。

5月 8日 10时至 5月 9日 10时 ,全国内地共

报告新增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 118例 (其中

62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 ,治愈出院 53

例 ,死亡 6例

截至 5月 9日 10时 ,报告有疫情的省份为 25

个。

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 2993例。

选用无生命词汇做主语表明信息发布者在与

读者保持着距离 ,不使自己卷进所发布的信息中

去 ,以免影响信息的客观真实。信息发布者置自身

于信息之外的意图在情态状语的使用方面更加明

显。从表 2看出 ,对整个信息表示态度的评论状语

在文字语篇中没有出现 ,这明显说明信息发布者元

元本本地将信息传递给公众 ,没有掺杂任何自己主

观的意见。语篇中使用的情态状语全部是语气状

语。这些状语与语气系统中的归一、情态、时间和

语气等意义有密切联系。在语篇病例报告中 ,归一

性状语出现三次 ,均为否定词。惯常性状语出现

11次 ,表示经常的意义。

有生命主语和评论状语的零出现 ,与无生命主

语和语气状语在语篇中的出现率为 100% ,虽形成

鲜明对照 ,但作用完全一致。一方面信息发布者与

读者保持距离 ,另一方面对所发布信息不掺杂个人

意见 ,同时也不以信息发布者的地位居高临下地发

布信息 ,这些保证了信息的真实客观。

3. 语篇功能分析。在建构人与世界的关系和

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同时 ,作者还要不断地向读者表

明他所陈述的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语篇

功能。语篇功能可以通过主位成分的选择来建构。

主位是在语篇层次起到信息出发点作用的成分 ,它

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交流的最终目标 ,导向作者所

强调的信息。由于主位在结构上居小句之首 ,所以

有时与主语重叠 ,称为“无标记主位 ”;在不与主语

重叠的情况下 ,称为“标记主位 ”。主位与主语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 :主语是一个在句子层次有意义的

结构或语法成分 ,而主位不仅在结构方面而且在概

念方面也具有意义 ,它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上的出发

点。

对病例报告语篇功能的分析 ,我们统计了病例

报告语篇中主位的类别 ,各自所占的比例 ,见表 3。

根据功能语言学 ,主语应该是小句的自然主

位 ;所以 ,非主语作主位 ,即标记主位 ,是说者刻意

引导听者注意其“意义 ”的一种选择。分析病例报

告中的主位结构 ,发现平均 1. 4个独立小句就有一

个主位是标记主位。标记主位如此高的出现率说

明新闻办公室在对病例数字重新编码的过程中有

意引导人们注意他所强调的信息。那么 ,新闻办公

室在强调什么呢 ? 仔细分析这些标记主位 ,发现

90% (9个 )的标记主位与非典病例的时间和地点

有关。如 :

5月 8日 10时至 5月 9日 10时 ,各地报告新

增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 144例。

截至 5月 9日 10时 ,报告有疫情的省份为 2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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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有疫情的省份中 ,黑龙江没有临床诊断

病例报告 ;

临床诊断病例中 ,北京 48例 (其中 28例为疑

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 20例为新发病例 ) ,治

愈出院 16例 ,死亡 2例 ;

安徽、上海、湖北、湖南、甘肃、宁夏等省份 ,累

计临床诊断病例在 10例以内 ;

5月 9日 ,全国内地 14个省份有非典型肺炎

病例报告。

作主位的时间状语“5月 8日 10时至 5月 9

日 10时 ”在当天的病例报告中出现 3次 ,“截至 5

月 9日 10时 ”出现了 3次 ,它们都是被用来报告病

例出现的时间段。作主位的地点状语“在报告有

疫情的省份中 ”出现 1次 ,“临床诊断病例中 ”出现

1次 ,它们被用来报告病例出现的地点。“5月 9

日 ,全国内地 ”这一主位将时间和地点在病例报告

的一开始就突显出来。这样一分析 ,就明显地看到

新闻办公室所强调的信息是所报告的病例发生的

时间范围和地点分布。这当然是病例报告的主要

任务。

　　三、多模式话语的社会实践

以上对病例报告文字语篇模式的功能分析表

明 ,文字语篇与图表数字都客观真实的再现了病例

事实。这是多模式话语参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多

模式话语指含一种以上模式的复合话语 ,这些模式

彼此形成合力 ,共同参与社会实践 ,才可形成比单

一模式要大的作用。就病例报告话语而言 ,仅以图

表的模式公布病例数字 ,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则显

力度不够大 ,效力不够高 ;如果仅有文字说明 ,没有

数字表格相依托 ,则会导致人们对其客观真实度的

怀疑 ,效力也会大打折扣。表格数字和文字语篇两

种模式都具备 ,但文字说明如果渲染 ,主观评论笔

墨多多 ,也无法形成一致的合力 ,结果只会收到相

反的效果。所以 ,多模式的话语只有形成方向一致

的合力 ,其社会实践的效力才比单一模式的话语实

践效力大 ,效果好。

另外 ,多模式话语参与社会实践 ,其模式之间

的关系也有一些特点。首先 ,话语多模式之间彼此

相互补充。这种补充可以反映在效力方面。就病

例报告参与社会实践而言 ,数字表格和文字语篇各

自的说服力可以相互补充。这种补充也可以反映

在读者群方面。对数字敏感的读者可以从图表模

式中获得信息 ,对文字敏感的读者可从语篇模式中

获得信息。多模式话语可以获得更多的读者。

其次 ,话语多模式彼此相互增强。语篇有了数

字的依托 ,效力可以增强 ;而语篇也可以使一些数

字得到更大注意。例如 :

5月 8日 10时至 5月 9日 10时 ,全国内地共

报告新增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 118例 (其中

62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 ,治愈出院 53

例 ,死亡 6例。

全国内地报告新增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

的总数是图表的最后部分 ,在语篇模式中被放在了

第二段的段首 ,这样 ,语篇将一些数字信息重新编

码 ,使一些信息被突出出来 ,增强了这些信息的效

力和作用。

第三 ,多模式话语参与社会实践以一种模式为

主。多种话语模式共同参与社会实践 ,彼此相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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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相互增强 ,形成合力 ,但还是以一种模式为主。

就病例报告而言 ,多模式话语发挥其作用还是以语

篇模式为主 ,因为语篇毕竟是话语参与社会实践的

主要模式 ,它有着更多的读者 ,表达更细的信息。

3 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03BYY024)和天津商学院

科研培育基金对本研究的支持。

注 :

〔1〕多模式话语参与社会实践的特点与单模式话语完

全不同 ,所以 ,虽然本文的讨论只涉及文字和表格两种模式

的话语 ,我们仍采用多模式话语这一通用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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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卫生部 5月 9日通报全国内地非典疫情 (附表 )

http: / /www. sina. com. cn 2003年 05月 09日 16: 00中国网

卫生部新闻办公室 5月 9日下午通报全国内地非典型肺炎疫情。

5月 9日 ,全国内地 14个省份有非典型肺炎病例报告 ,其中 8个省份报告有新增临床诊断病例和疑似病例 , 1个省份报

告有新增临床诊断病例 , 5个省份报告有新增疑似病例。其余 17个省份报告没有新的病例。截至 5月 9日 10时 ,报告有

疫情的省份为 25个。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新疆 6个省份未发现疫情。在报告有疫情的省份中 ,黑龙江没有临床

诊断病例报告 ;安徽、上海、湖北、湖南、甘肃、宁夏等省份 ,累计临床诊断病例在 10例以内 ;江苏、浙江、重庆、福建、辽宁、江

西、山东等省份 ,累计临床诊断病例在 5例以内。福建已经连续 31天没有新发病例报告 ,湖南连续 18天没有新增临床诊断

病例报告 ,山东连续 15天没有新增临床诊断病例报告 ,广西连续 7天没有新增临床诊断病例报告 ,宁夏连续 6天没有新增

临床诊断病例报告 ,江西连续 5天没有新增临床诊断病例报告。

5月 8日 10时至 5月 9日 10时 ,全国内地共报告新增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 118例 (其中 62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

床诊断病例 ) ,治愈出院 53例 ,死亡 6例。临床诊断病例中 ,北京 48例 (其中 28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 20例为

新发病例 ) ,治愈出院 16例 ,死亡 2例 ;天津 9例 (其中 5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 ,死亡 1例 ;河北 9例 (其中 4例

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 ,治愈出院 2例 ,死亡 2例 ;山西 11例 (其中 6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 ,治愈出院

15例 ;内蒙古 20例 (其中 10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 ,治愈出院 3例 ,死亡 1例 ;福建治愈出院 1例 ;河南治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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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1例 ;广东 17例 (其中 7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 ,治愈出院 15例 ;四川 2例 (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 ;

陕西 1例 ;甘肃 1例。截至 5月 9日 10时 ,全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 4805例 (其中医务人员 925例 ) ,累计治愈出

院 1582例 ,死亡 230例。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 2993例。

5月 8日 10时至 5月 9日 10时 ,各地报告新增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 144例。其中北京 54例 ;天津 11例 ;河北 6例 ;山

西 14例 ;内蒙古 10例 ;上海 4例 ;江苏 1例 ;安徽 2例 ;山东、湖北各 1例 ;广东 38例 ;四川、陕西各 1例。

5月 8日 10时至 5月 9日 10时 ,各地还报告排除疑似病例 164例 ,其中北京 87例 ;广东 36例 ;山西 22例 ;内蒙古 5

例 ;上海 4例 ;河北 3例 ;宁夏 2例 ;天津、浙江、山东、广西、陕西各 1例。截至 5月 9日 10时 ,全国内地非典型肺炎疑似病

例累计为 2566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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