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第 6 期

外语学刊

总第 205 期

FOＲEIGN LANGUAGE ＲESEAＲCH

2018，No． 6
Serial No． 205

●非通用语研究： 纪念“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专题（ 主持人： 文秋芳）
意大利语、
德语、
日语和俄语优势，
本栏目刊发 5 篇论文。文章作者充分运用各自精通的阿拉伯语、
从语言学视角分别对沙特阿拉伯、
意大利、
日本、
俄罗斯主流媒体和德国智库刊发的有关“一带一路”倡
议的报道进行深入分析，
揭示出这 5 个国家的政界、
商界和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动态性、
多维
性和复杂性，
并为我国政府和媒体对外更有效宣传“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积极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为全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
是阳光工程，
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
重要举措。随着这一倡议的推进，
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和互联互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作为外语教
师，
特别是非通用语教师，
我们应充分运用自身的语言优势投身到服务国家的语言研究中去，
为我国经
济、
政治、
文化的发展，
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
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
贡献自己的力量。
自 2016 年起，
北京外国语大学依托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这一平台，
将全校外语教师，
特别是非通
用语教师组成跨学科、
跨院系、
跨语种学术共同体，
从语言学视角，
研究与国家战略相关的课题。经过两
年努力，
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2017 年，
共同体成员围绕“多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致
辞”共发表 15 篇论文； 今年我们聚焦“外国媒体和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陆续发表多篇论文。
本栏目刊发的论文是这批成果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这些论文的发表能够为外语教师、
特别是非通用语
教师提供很好的研究范例，
期待更多青年外语教师参与到为国家服务的语言研究中来。

沙特阿拉伯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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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以沙特阿拉伯 3 大日报《利雅得报》《麦地那报》《半岛报》有关沙特国王访华报道中涉及“一带一路”

倡议的新闻语篇为语料，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本理论框架，从话语人际意义的角度，考察语篇语气、情态系统，并结合
语篇中的评价词汇分析，综合解读沙特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研究发现，沙特主流媒体从本国视角强调
沙特在倡议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将其塑造为“一带一路”的“密切关注者”“重要参与者”及“互利共赢者”。从语篇
角度解读沙特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可以为分析其他海湾国家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情况提供样例，进一
步为增强“一带一路”相关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提供有效建议，也有助于推动我国与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进一步开
展更加良好的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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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stream Media＇s Perception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in Saudi Arabia
Meng Bing-jun
（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ersonal meaning with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taking Saudi Arabia＇s three major daily
newspapers Al Ｒiaydh，Al Madina and Al Jazirah as corpora，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aluative vocabulary in the news abo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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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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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in the relevant reports of the Saudi King＇s visit to China，so as to understand the mood and modality of the
discourses． The study shows that Saudi＇s mainstream media emphasizes the Saudi＇s important position and role in the initiative，
projecting Saudi＇s image as a country that is paying close attention，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and achieving mutual benefit in the
initiative．
Key words： Saudi Arabia； mainstream media； the perception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interpersonal meaning； subjective modality； objective mod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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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气系统中意义的建构（ 韩礼德 2010： 91） 。在交

沙特阿拉伯王国与中国分别位于亚洲西、
东

际中，
语气中的主语所包含的语义不仅是命题主

两端，
古丝绸之路将两国相连，
开启两国悠久的交

位信息，
也是语篇生成者在构建命题主位时选择

往史。近几年，沙特实施“向东看”战略，积极同

的主要关注点或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语气”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开展互访与合作，
外交

“情态”对主语基本语义做出
和“情态”相互作用，

这与“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
战略中心逐渐东移，

补充和限定（ Bybee 1995： 2） ，
主语语义成为“带有

合。2016 年，沙特提出“2030 愿景”改革发展规

情态责任的语义”（ 李战子 2005： 15） 。这也就是

划，
明确着力发展非石油经济，
实现经济多元化，

Thompson 提出的“情态责任”（ modal responsibili-

加强国际间合作。沙中双方迅速找到扩大双边合

ty） ，
即说话人在表述主观评价过程中体现的承担

作的战略新契机，
以推进“2030 愿景”与“一带一

相关表述责任的程度大小，
主要包括认知型情态和

路”倡 议 的 战 略 对 接。2017 年 3 月 15 日 至 18

责任型情态： 认知型情态体现不同程度的可能性、

日，
沙特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

通常性、
能力等； 责任型情态确认不同程度的合适

阿勒沙特访华，
此次访问成果丰硕，
双方签署价值

性、
正常性、
坚持性。按照主语的类型和位于肯定

涉及能
约 650 亿美元的合作协议与合作备忘录，

与否定两极之间的过渡等级，
可分为“显性主观情

科技等多个领域，
为实现战略对接、
扩大双边
源、

态”“隐性主观情态”“隐性客观情态”“显性客观情

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4 种类型（ Thompson 1996： 62） 。
态”

本文 以 沙 特 3 大 日 报《利 雅 得 报 》（ Al

具有情态责任功能的语气结构，
不仅能完成

《麦地那报》（ Al Madina） 、
《半岛报》（ Al
Ｒiaydh） 、

语义构建，
也能体现说话人对相关话语做出的判

Jazirah） 在 2017 年 3 月 15 日至 3 月 22 日其间有关

断、
评价等，
因此具备评价意义，
构成评价资源中

沙特国王访华的新闻为语料，
体裁涉及消息、
跟踪

的一种话语手段。评价意义也是人际意义的一个

报道、
评论等，
选取其中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新

重要方面，
分析评价词汇或其他多种评价性话语

闻语篇，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中，
从话语人际

可以揭示话语使用者的态度、
立场、
观点，
态度表

意义的角度，
综合考察小句语气、
情态系统，
并结

述的强烈程度或表述方式是否直接、
明确，
以及态

合语篇中的评价词汇分析，展现新闻语篇对“一

或存在他人声音的
度是否来自话语使用者本人、

带一路”倡议的基本描述，从而解读沙特主流媒

参与等。从人际角度综合描写话语的语气结构、

体对该倡议的态度与认知。

情态系统，
并结合评价性词汇的分析，
有助于了解
语篇生成者对陈述或提议内容的确信程度、
认真

2

理论框架和语料来源

人际功能指人们使用语言与他人进行交往、

程度等，
了解其对相关命题的认知和态度。
沙特国王访华期间，
沙特主流媒体对此次访

交际，
或用语言建立、
维护人际关系，
或用语言影

问进行过较为集中的报道。2017 年 3 月 15 日至

响他人、
表达对外界的认知等（ 黄国文 2001： 79） 。

22 日，
沙特《利雅得报》《麦地那报》《半岛报》的

语气和情态是人际意义的两大基本元素，
语气结

相关报道数量近五十篇（ 包含转载中方报道） ，
体

构主要包含主语和定式成分； 主语主要承担话语

裁包括消息、
深度报道、
社论、
署名评论文章等，
包

互动行为责任； 定式成分，
也可称为定式操作词，

含“一带一路”关键词的有效语句 67 句。本文首

用来表达时态、
情态等功能，
或表现为实义动词的

先以小句包含主要信息为导向进行分类，
确认沙

一部分，
主要限定、
落实话语行为相关命题，
主语

特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基本认知内容和关

和定式成分共同完成话语的语义功能。情态附加

注方向，
再逐一分析各类别中典型小句的语气系

语也是时常出现在语气结构中的重要成分之一，

统，
描写其主语、
定式成分以及情态附加语、
评价

包含语气附加语和评论附加语，
共同参与或影响

词汇的使用，
分析语篇生成者如何通过具体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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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段落包含两个完整句。第一句确认一个
过去式的陈述语气，其主语是“沙特”，定式成分

3

对沙特主流媒体“一带一路”认知的解读

总体而言，
沙特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

与动词合并，
由“重视”一词的过去式、主动语态
形式体现，
提供“沙特曾经重视”的陈述命题。语

持欢迎态度，
对其前景评价肯定。在相关报道中，

气系统中包含一处时间附加语“长期以来”，“非

沙特媒体多从本国视角出发，
着重强调沙特在倡

常重视”为阿拉伯语语法中的“程度状语”，对动

议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沙特密切关注“一

特征等做补充说明，
从语义和功能
作本身的性状、

带一路”倡议的动向，积极、平等地参与“一带一

上看，
属于描述动作强度和完成程度的评价性词

路”倡议的建设，
并通过推动“一带一路”与“2030

汇，
表明动作频率和概率都实现最高值。句中的

愿景”战略对接，
实现沙中双方互利共赢。

语气附加语和强烈程度的评价性词汇共同实现对

3． 1 沙特是“一带一路”的“密切关注者”

小句心理过程“关心、重视”的评注功能，体现出

沙中关系历史悠久，
明代郑和率领船队曾抵

语篇生成者对该行为过程所表达情感的注解，
其

达今日沙特境内的麦加、
吉达等地区，
古丝绸之路

使用本身具有积极的投射意义。一方面，
在一定

为沙特接受“一带一路”倡议提供
也从这里经过，

另
程度上折射出认知对象的优越性和正面意义，

历史积淀。“一带一路”的提出，
不仅符合沙特本

一方面也体现出语篇生成者对该过程的信任和对

外交战略的宏观要求，
也能助推
国未来经济建设、

过程对象的价值鉴赏，
即沙特媒体高度认同沙特

地区、
全球经济的互动与发展，
这又为沙特积极响

政府一直以来对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各

应“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现实条件。在沙特主流

突显语篇生成者对已构建话
项政策的重视程度，

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多次强调沙特政府对“一带

语的认可和信任程度，
构成显性客观的认知型情

一路”的重视。在 67 个有效语句中，
体现该信息

态责任。第二句同样确认一个过去式的陈述语

的小句有 18 个，
这些小句的语气系统构建包含两

气，
其主语是“重视”（ 名词） ，
过去式动词“增加”

个主要特征： 一方面，
各小句均为陈述语气，
定式

承担语气中的定式成分和谓语功能，提供“重视

成分多与现在式主动语态动词“重视”合并，
动词

增加了”的肯定命题。值得一提的是，
主语“重视”

主语多为“沙特”或“沙特政府”，
共同完成“沙特

一词使用动词词根形式，
在阿拉伯语中，
动词词根

重视”“沙特当前重视”“沙特始终重视”等陈述性

具备普通名词的语法功能，
是实现动词“名物化”

命题； 另一方面，
小句语气系统中多处包含体现动

的基本手段之一，
刻画出沙特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关

词强 烈 程 度 的 评 价 性 词 汇，如“非 常 ”（ 重 视 ）

注和重视是长期存在的基本属性，
且在“2030 愿

“很”（ 重视） 等，
同语气系统相结合，
共同构建高

景”提出之后，
这种重视程度不断地提升，
进一步凸

强度的、
显性客观的情态责任。例如：

显沙特对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基本政策的
关注和欢迎。由此可以看出，
沙特一直以来都关心
特别是相关国家政策、
战略、
倡议
中国的发展进程，
因为这更能直接体现国家定位以及社会
等的提出，
“一带一
未来发展方向。同时，
在沙特的认知中，
“中国制造 2025”计划同“对外开放”政策
路”倡议、
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
它很好地体现出中国“走出
去”的基本战略构想，
也是中国参与地区、
国际各领
域建设的重要平台。例如：

译文： 长期以来，
沙特非常重视中国提出的三
大经济倡 议 和 基 础 性 战 略，分 别 是“对 外 开 放”
“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
自去年“沙特 2030
愿景”提出之后，这种重视程度又有所增加 ……
《利雅得报》，
2017 － 03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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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中方对它 （ 指沙特“2030 愿景”） 及 其
能够带来的崭新投资机会表示重视与理解，
同时，
沙方也重视中方“一带一路”倡议，
特别是倡议中
2017 － 03 －
与经贸领域相关的内容。（ 《半岛报》，
19）
例②中出现的“尤其、
特别是”，
是动词句“我
特别要指出的是”的省略形式，即省略动词及其
包含的默认 主 语“我”，保 留 动 词 词 根“尤 其、特
别”作为该省略动词的“程度状语”，并引导原动
词宾语，
交待具体所指。从语义和功能来看，
该句
其主语“我”是语篇
构成一个现在式的陈述语气，
生成者，
定式成分与动词合并，由“特别指出”一

译文： 沙特强调，
它已准备好作为建设“丝绸

词的现在式、
主动语态形式来体现，
提供“我特别

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参与

指出”的陈述命题，构成显性主观的认知型情态

者，
并成为其在西亚地区的主要支点，
支持中方举

责任，
且表现为最高情态值。这种语气结构实现

办“一 带 一 路”国 际 合 作 论 坛。（ 《利 雅 得 报 》，

语篇生成者对关联语义之间关系的判断，
即前者

2017 － 03 － 19）

的语义范畴包含后者，
后者是对前者话语范畴中

从句子结构看，
例③是一个完整大句，
它包含

这种揭示是语篇生成
某个具体语义内容的揭示，

3 个完整小句，
分别充当完整大句的第一、第二、

者站在自我立场和认知角度做出的主观性解读，

第三并列宾语，
共同受到大句语气成分的制约和

体现他的判断和评价。这表明，
语篇生成者认为

限定。大句中确认一个现在式的陈述语气，
其主

沙特政府关注“一带一路”，
更确切地说是关注倡

语是“沙特”，
定式成分与动词合并，
由“强调”一

议所包含的经贸领域合作机会或发展前景，“一

词的现在式、
主动语态形式来体现，
完成“沙特强

带一路”将 进 一 步 拓 宽 双 方 已 知 的 经 贸 合 作 维

调”的陈述命题。该语气系统中并不包含情态附

度，
更大地发挥双方经贸往来、
互惠互利的地区大

加语，
但由于动词本身的肯定和强调意义，
属于具

平台作 用。同 时，该 语 气 结 构 突 显 主 观 评 价 的

有评价性性质的词汇（ 李战子 2005： 18） ，
使定式

“介入”程度，
在相对客观的陈述性语境中引入自

成分也具备一定程度的情态倾向，表明主语“沙

己的判断，
同时突出和强化该判断，
限制其他可能

特政府”对该陈述命题的主观朝向的确认程度，

判断的表达（ 李基安 2008： 62） ，
有力地实现主观

对信息的正确性、
合适性承担主要责任。在 3 处

观点的传递。

并列宾语中，
前 2 个小句为信息相关小句，
分别是

3． 2 沙特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者”

“作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 21 世纪海上丝绸

沙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并认同作

之路＇的国际参与者”“成为其在西亚地区的主要

必将在倡议的实现
为该倡议的重要参与国之一，

支点”。两个小句的语气系统结构相近，确认为

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这种认知一方面源

陈述语气，
现在式动词承担定式成分和小句谓语

于沙特占据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一带一

表明沙特“正在成为”或“即将成为”“参与
功能，

路”的重要支点国家，也是“一带一路”面向中东

者”和“支点国家”。由于受到大句语气系统的影

地区推进的东大门； 另一方面，
沙中之间的务实合

响，
这种身份说明或角色定位也得到沙特政府的

作始终具有良好的互补性，
这也决定沙中两国彼

确认。

此都是对方对外合作中重要的合作伙伴。在相关
报道中，
沙特主流媒体突出本国的地域和能源优
势，
强调将平等地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并发
挥重要作用。在 67 个有效分析语句中，
体现该信
息的小句有 9 个。上述信息通常以附加语的形式
出现在小句语气系统中的剩余部分，
语气部分多
通过主语和体现确定、
确信等意义的实义动词共
同构建。例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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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倡议包含巨大

它会在很
中必然包含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计划，

的可能性和机会，
沙特有连接亚、
欧、
非枢纽的独

“2030
大程度上支持沙特的“2030 愿景”，
同样地，

特地理位置，
将使它在倡议中发挥核心的重要作

2017 －
愿景”也会服务“一带一路”。（ 《半岛报》，

2017 － 03 － 20）
用。（ 《麦地那报》，

03 － 22）

例④是一个完整名词句，
其中包含两个动词

例⑤中包含“一带一路”同“2030 愿景”互利

小句。名词句由“毫无疑问”引导，
发挥评论附加

关系的信息小句有 3 个，
其中一个非完整小句，
两

完成对语义命题的正确性判定，
承担显
语的作用，

个完整小句。非完整小句的语气成分包括隐含的

性客观的认知型情态责任，
情态值较高。该附加

指示语篇生成者的交际主语“我”和实义动词“认

语完成对其引导的两个陈述语义命题的推定，
分

为”，
构成“我认为，
其中必然包含中国‘一带一路＇

别是“‘一带一路＇带来机会”“沙特会在倡议中发

倡议计划”的陈述性命题。介词短语“肯定是、
一

挥重要作用”，表明语篇生成者认可上述命题内

定是”承担评论附加语的情态责任，是对表述命

容，
认为其具有明确的真实性和正确性，
体现语篇

题真假值作推定性判断，
同语气成分相结合，
构成

生成者的正面态度和评价。同时，
该附加语出现

显性主观的认知型情态责任，
且表现为最高情态

一方面通过强烈语势级别的话语引
在语篇开头，

“一带一路”可以改变当前
值。语篇生成者指出，

起受众的注意，
另一方面直接插入语篇生成者的

的国际经贸格局，
附加语的使用确定语篇生成者

判断话语，
限制或减少其他如质疑、
不确定等评价

对“一带一路”全球性影响的认知和判定，
认同该

意义的介入，
完成主观立场的确定。

倡议能够推动全球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附加语

3． 3 沙特是“一带一路”的“互利共赢者”

语势级别高，
表述直接，
展现语篇
肯定意义强烈，

沙特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国，
中国是沙特

生成者对命题的自信，强化命题内容的正确性。

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双方合作基础扎实。近几

该附加语在确定“一带一路”全球性影响意义的

年，
两国元首互访，
两国关系逐步升温，
这证明两

同时，
也确定“一带一路”与“2030 愿景”之间的

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此次沙特国王

互利作用。在构建“一带一路”支持“2030 愿景”

访华期间，
双方签订一系列多领域合作协议，
必将

命题时，
语篇生成者使用第二处情态附加语“在

开拓中沙两国未来合作的广阔前景，中国“一带

很大程度上”用来描写“支持、贡献”的程度和范

一路”倡议、
沙特“2030 愿景”的提出为推动两国

围。该附加语的评价意义整体上趋于积极、
乐观，

关系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语境”。一方面，
沙中

表明语篇生成者对“一带一路”和“2030 愿景”实

双方努力实现“2030 愿景”与“一带一路”战略对

现对接、
互利抱有乐观态度，
但其聚焦意义稍显模

“一带一路”将
接，
在多领域展开合作； 另一方面，

糊，
表明语篇生成者在表述“支持、贡献”的具体

给双方带来实际利益，
助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情况或结果时还不够确定，
呈现较为谨慎的态度，

“战略伙伴”“寻
在沙特主流媒体相关报道中，

这种评价符合客观现实。当前，
沙中双方仍在为

强调“2030 愿景”与
求契合点”等关键词频繁出现，

实现“一带一路”和“2030 愿景”战略对接积极努

“一带一路”的互利关系。在 67 个有效分析语句

各领域合作正处于起步阶段，
未来具体结果和
力，

中，
体现上述相关信息的小句有 11 个。例如：

成效仍然未知。
此外，
沙特主流媒体在相关报道中，
也对“一
带一路”未来合作空间给予积极评价。例如：

译文： 沙特与多国构建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参与多项经贸类项目，
将改变国际贸易的现状，
其

译文： 我们意识到，
我们面前是一个清晰的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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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它会进一步强化两国关系，
特别是两国未来将

努力实现二者的战略对接和在多
作用。可以说，

依赖于 沙 特“2030 愿 景”和 中 国“一 带 一 路”倡

领域展开合作将给双方带来实际利益，
并推动两

2017 － 03 － 19）
议。（ 《半岛报》，

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两个完整小句是现在式陈

在例⑥中，语气附加语“尤其、特别是”一方

述语气，
提供“伙伴关系进程加快”与“相交点体

面明确 展 现 语 篇 生 成 者 对“一 带 一 路 ”倡 议、

现为”的陈述命题，语气系统的主语呈现为客观

“2030 愿景”对沙中关系产生影响的态度，
表达两

事物，
是已知的、
普遍接受的事实真相，
因而完成

铺就美好未来的观
个战略将助推两国关系发展、

显性客观的情态责任。

点； 另一方面，
聚焦“一带一路”及“2030 愿景”与

结束语

两国关系的关联性，
将其同国家未来发展相并列，

4

确认其会对未来关系产生重要的铺垫和支持作

近年来，
中沙关系发展迅速，
各领域、
各层级

体现语篇生成者对两大战略地位和重要性的
用，

交往频繁，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沙特重视中国在

认同，
有助于提升语篇受众的认知高度。

积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和影响力，
极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
大力支持并踊跃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本文以沙特《利雅得报》《麦地
2017 年 3 月 15 日至 3 月 22 日涉
那报》《半岛报》
通过研究
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新闻语篇为语料，
发现，
在“一带一路”相关报道中，沙特主流媒体
着重强调沙特在倡议中的重
多从本国视角来看，
要地位和作用，
将沙特塑造为“一带一路”的“密
切关注者”“重要参与者”“互利共赢者”。“翻译

译文： 两国元首互访期间（ 指 2016 年习近平

是一种文化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建

主席出访沙特和此次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中

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国） ，
两国间伙伴关系发展进程加快，
达到历史最

构想，
已成为国家新的重要发展战略。响应国家

高水平，
特别是在面向未来发展的准备过程中存

发展战略。制定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我国翻译

在相交点，
即沙特“2030 愿景”和中国的“一带一

政策，
是当前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中不容忽视的

2017 － 03 － 17）
路”。（ 《利雅得报》，

”（ 董晓波 胡波 2018： 86）
一个重要议题。

例⑦不仅指出沙特“2030 愿景”与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对各自国家未来发展进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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