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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期间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成为西方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本文从语料库辅助话语分

析角度，利用语料库在线分析工具 Sketch Engine 对 2011 至 2015 年英国媒体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闻报道进行话语分
析，
探索英国媒体对“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话语构建的态度倾向，并分析这种倾向背后的意识形态及社会原因。研究
发现，英国媒体在构建中国经济话语时态度复杂且矛盾，并通过议题转移策略借环境问题质疑中国经济发展，集中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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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rpus- assisted Analysis of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UK Press
Li

Jing

（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127，China）
China’s quick economic growth from 2011 to 2015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n which the Western press feels worthy of considerable focus． This paper aims to identify the attitudes of UK press toward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2011 － 2015） and the
various social or ideological reason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Studies （ CADS） ． Drawing on the salient
linguistic patterns identified by Sketch Engine，we find that the attitudes of UK press are very complicated． Through transferring
of issues，the UK press criticizes China’s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at the pric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onstructs a negative image of China for its im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China’s economy； CADS； UK press； attitude

1

引言

2011 至 2015 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时期，

界的广泛关注，
国际媒体争相对中国进行报道。
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新闻大国之一，
英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以及世界经济增长速

国媒体的舆论倾向在西方媒体中具备一定的代表

度减缓等复杂局面，
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取得举

性。英国媒体如何构建“十二五”期间的中国经

2011 至 2014 年经济年均增长近
世瞩目的成就，

济发展话语，
在报道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倾向如

8% ，
明显高于同期全球 2． 5% 左右的年均增速；

何？ 迄今为止，
此类实证研究尚不多见。在这种

中国占全球经济比重由 9． 2% 上升到 13． 3% ，
对

背景下，
笔者认为，
解读英国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经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25% 。中国作为全

济的报道对于研究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形象的构

球经济大国的地位得到持续提升，
并引起全球各

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形象的媒体建构与话语变迁”（2017SJB1149） 和扬州大学人文社

科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形象在英国媒体中的表征研究”（206510898）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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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它们不同的报道策略和态度；Cheng 和 Lam

2

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

Fairclough 将话语分析分为“批评性”与“非
批评性”，
与社会紧密相连的话语分析方法是“批

（2013） 考察西方媒体对香港在回归中国前、
后的
话语构建。研究发现，
在香港回归之后西方媒体
态度发生改变，
持肯定态度的较多。

评性”的 （ Fairclough 1992：12 ） 。因此，批评 性 话

国内外学者还从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视角对

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
着眼于语言、
权力和意识形

多元性别话语、
气候话语等进行分析，
如 Baker 和

态之间复杂的关系，
旨在研究社会权利的滥用及

Levon （2015） 利用语料库技术对关于男子汉气概

不平等如何在社会政治环境中通过语言来实现，

的新闻话语进行语料库和定性对比分析，
得出基

以期揭露并最终消除这种不平等（ 转引自颜琪琳

于语料库的辅助话语研究更为客观的结论；Baker

李勇忠 2017：63 － 67） 。由于当今国际社会的全

（2014） 以词频为切入点，
利用 Sketch Engine，
三角

球化及国家间的博弈，
新闻语篇中所体现的话语

显示出将语料
印证等方法考察语言与性别的话题，

权与其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倾向引起越来越多学者

库技术与性别话语分析相结合的可能性；杨娜、
吴

的关注，
他们提议对新闻话语进行批评性分析研

鹏（2012）以基于语料库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
从新

究，
解析新闻话语如何表征和构建现实，
分析其在

闻话语的话语风格、
修辞策略等角度再现出美国主

表征和构建现实过程中所做的语言选择，
并揭示

流媒 体 对 华 女 性 的 话 语 身 份 构 建； Nerlich 等

表达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

（2012）通过自建语料库，
对比研究美国、
英国媒体

语料库与话语分析研究相契合的语料库辅助

关于气候报道的话语，
探究两国媒体报道的异同；

话语分析（ 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Studies，简称

钱毓芳（2010 ） 探讨将语料库与媒介话语分析相

CADS） 为探索新闻语篇中的话语权与意识形态问

结合的意义，
并实证考察英国《太阳报》对本·拉

题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范式。CADS 以语料库自然

登话语的构建；Partington（2009） 基于语料库分析

真实的大数据为基础，
对从大规模语料库中提取

考察媒体对战争的评价和立场；
伊拉克战争话语，

出不断重复、
但肉眼却无法察觉的语言搭配进行

Partington （2003） 对克林顿执政早期白宫幕僚们

分析研究。这些重复使用的语言型式为研究者分

和狼群记者团的话语进行研究；唐丽萍（2011） 从

析话语提供切入点和大量语言搭配的使用实例，
帮

可能性及实施方法等角度阐释语料库语言学在批

助研究者辨别语篇中隐含的意义。语料库技术不

评话语分析中的作为空间。

仅能检验研究者通过直觉内省得出的语言特征，
而

由此可见，
目前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主要用于

且能展示出研究者“预想不到”的语言型式，
得出

分析政治、
环境、
多元性别及战争话语的构建，
考察

更全面的结论。（Baker 2006：10 － 12）
更可靠、

各媒体构建话语时的态度及立场，
但从语料库辅助

CADS 可以有效地打破定量与定性分析的界

话语分析角度对经济话语构建的实证研究还很少

限，
在研究方法和分析途径上更为科学，
所以被越

见。因此，
本 文 拟 以“十 二 五”规 划 （2011 － 2015

来越多国内外学者应用到各类型话语分析研究领

年）期间英国 10 种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经济的新闻

域。其中，
基于语料库的政治话语分析一直是研

报道为研究语料，
从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的视角进

究的重中之重。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推动

行研究，
以揭示英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经济发展时所

者 Paul Baker 教授与多位学者合作，
对英国新闻

表现出的态度倾向，
并分析这种倾向背后所隐藏的

媒体进行一系列研究，
如 Baker 等（2013） 采用语

意识形态及社会原因。

料库研究方法和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工具，
多维度

语料及分析方法

考察英国报纸对伊斯兰及穆斯林的话语构建，
旨

3

在揭示英国报纸对伊斯兰及穆斯林的态度及立

3． 1 语料

场；Baker 等（2008） 用同样的方法考察英国媒体

LexisNexis 是世界知名数据库，
内容涵盖法律、

对 ＲASIM （ refugees，asylum seekers，immigrants ＆

新闻和商业等领域，
全文收录世界各地主要报纸、

migrants） 群体的报道，
研究显示英国报纸总是以

国际型杂志及学术性期刊，
资料每日更新。本文分

一种消极的语气来构建难民。其它类似研究包

别以 China’s economy 和 Chinese economy 为检索

括：Branum 和 Charteris-Black （2015） 利用关键词

词在 LexisNexis 中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分析比较英国《卫报》《太阳报》和《每日邮报》对

月英国 10 种报纸（ 如 The Guardian，The Times） 中

斯诺登和国家监控等话题的报道，
研究发现各种

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报道 2600 篇，
自建中国经济

报纸在意识形态、
新闻价值及读者等方面的差异

572，
279词）。
新闻语料库（总型符数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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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分析方法

中 economy 共 出 现 2，801 次，其 中 有 超 过 一 半

词语搭配是词汇使用的重要信息，
不仅能反映

（51． 3% ） 的可能性是与这 5 个形容词中任一个

词汇的各种常见用法和组合，
而且决定话语的意

搭配使用。具体考察索引行发现，
多家英国媒体

义，
体现说话者的态度和评价。（ Stubbs 2001：105）

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些短语来描述中国经济，
如例

因此要分析西方媒体对 China’s economy 的态度和

①例②。

评价，
可以观察其周围的搭配词并分析这些词语的

表1

评价意义。然而，
常用的词语搭配测量工具（ 如互
T 值）存在自身的缺陷，
信息、
不能突显词语搭配的
有时输出结果甚至容易引起误解。（ 转自梁
信息，

按照 Sketch Engine 的算法得到
China 的最常见搭配（ 部分）

语法关系类型及其显著性

茂成等 2010：162） Sketch Engine 是 Lexical Compu-

economy，growth，bank，sector，rate，lead-

ting 公司推出的在线语料库查询系统，
它改进传统
的词语搭配算法，
利用系统内置的“词语速描功

搭配词（按显著性大小）

er，market，GDP，datum，slowdown，facto1

China’s． ． ．

0． 33

ry，product，system，activity，surplus，in-

能”（Word Sketches） 计算和汇总检索词的语法及

flation，emissions，policy，expansion，rise，

搭配特征显著性，
因而能为研究者提供检索词的语

demand，city，figure，move，boom，export

法及搭配特征全貌。本文首先将自建的中国经济
China 与 economy；利用 Word Sketches 查询并归类

have，be，grow，face，overtake，become，

verbs with

新闻语料库载入 Sketch Engine，
分别检索关键词

2 “ China ” as 0． 27
subject

它们的语法及搭配特征，
人工提取显著语言搭配，
周围词语的意义，
辨别西方媒体对 China’s econo-

4

3

“China”and /
or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经济话语分析

port，remain， want， build， take， lead，
use，show，see，go，seem，hold，hit
India，Brazil，economy，US，Japan，Ｒus-

结合检索行等语料库技术分析 China 和 economy
my 的态度和评价。

need，release，move，do，cut，slow，re-

sia， Europe， states， Korea， America，
0． 14

world，country，Taiwan，Asia，consumer，
Germany，rest，Singapore，Indonesia，Africa，prospect，Philippine，Australia

用 Sketch Engine 的 Word Sketches 功能查询
China 的语法关系，
结果显示，
该词可以用于 11 类

① The Chinese economy is the second biggest

语法关系，
各类中又包括若干个搭配词，
按照搭配

economy in the world，behind the US． （ Daily Mail，

的显著性大小排列。本文提取该词具有意识形态

2012 － 8 － 10）

意义的 3 种语法关系 （ 见表1 ） 及相关搭配词 （ 粗
体所示） 进行分析。
表1 显示，第一类语 法 关 系 China’s． ． ． 的 搭
配词均是实词，
按语义特征可以分为经济活动及
变 化 类： economy， bank， sector， rate， market，

② China，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saw its service sector slow sharply in July to its
lowest level in nearly nine years． （ The Guardian，
2014 － 8 － 6）
在例①中，
连系动词 is 直接将“中国经济”等

GDP，datum，factory，product，surplus，demand，

鲜明地表达出报道者
同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figure，export，growth，slowdown，inflation，expan-

的态度和立场。例②中的短语 the world’s second

sion，rise，move，boom； 社 会 类： leader，system，

largest economy 用作 China 的同位语结构，
这不仅

activity，policy，city 和环境类：emissions． 由此可

体现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属性，
还为读者提供相关

以看出，
英国媒体的报道主要包括中国经济、
社会

也体现出报道者对中
新闻报道事件的背景信息，

及环境污染等议题，
其中经济活动及其发展变化

国经济地位的评价和判断。

是报道的焦点，
而环境污染成为英国媒体评价中
国经济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用 Sketch Engine 查询语法关系 China’s． ． ．

英国媒体对中国经济地位的描述还体现在他
们从多角度对中国与世界其它经济体进行比较。
表1 中第三类语法关系“China”and / or 的搭配词包

的高频搭配词 economy 发现，
该词用于 9 类语法

括亚洲、
美洲、
欧洲及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名称，

关系，
显著性最高的是 modifiers_of “economy”，
在

按显著性大小排列的国家（ 前 5 个） 分别是 India，

这类关系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组搭配词表达式为：

Brazil，US，Japan，Ｒussia，
这不仅暗示中国与世界

economy 2，801 ＜ large， second-largest， second，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建立经济联系，
已是世界经

second-biggest，major ＞ 51． 3% 。即在该语法关系

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员，
而且说明中国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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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美国、
日本和俄罗斯 5 国的经济关系尤为密

大中国的经济实力。为了获取更多有关中国经济

切。例如，
英国媒体 多 次 使 用 缩 略 词 BＲIC （ 224

增长的上下文信息，
我们提取第一类语法关系中

次） 指代 Brazil，Ｒussia，India，China 4 国，认为

的高频词丛 China’s growth 的索引行，
如表2 所示。

BＲIC 是一个发展迅速 （ fast-growing） 的新兴经济

表2

给世界经济提供很多机
体（ emerging economies） ，
会（ vast opportunities） ，
中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

1

国。而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则由 overtake 一
词可以说明：overtake 是 China 的高频搭配实义动

2

词，
其显著性仅次 于 grow 和 face，有“超 越”“取
代”等意，其宾语主要是 United States （ America /

3

US） 和 Japan，
意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
或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
英国媒体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对中国
体。很显然，
实现概念预设
经济的世界地位进行描述和分类，

4
5

有关 China’s growth 报道的索引行

What everyone agrees on， China’s

will slow down and that，

though，is that
． ． ． downside forecast for

growth
China’s

in terms
could drop by as much as

the global economy，
． ． ． offset weakness in more

growth
China’s

4 percentage
is slowing rapidly． India

developed economies．
． ． ． Central bank gover-

growth
China’s

and Brazil
faces relatively big down-

nor，said on Monday that
Mr． Schwarzman said he

growth
China’s

ward
may lead to a backlash

is concerned that

growth

from

（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并通过不断地重复
将读者框定在他们设置的话语框架中，
由此构建
中国“经济大国”的形象。

通过这些与 China’s growth 紧密共现的词语
我们发现，
英国媒体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确实不

China 做主语时搭配的实义动词 （ 按显著性

像数据表现得那么乐观。事实上，
他们认为中国

大小排列前 3 位） 分别是 grow，face，overtake． 据

经济增长减速明显，
呈严峻下行态势，
甚至有人暗

上文分析可知，overtake 一词 体 现 出 英 国 媒 体 对

示中国经济增长会遭遇到抵制。另一高频词丛

中国经济地位的认可，
那么选择使用动词 grow 和

China’s economy 的索引行信息也证实英国媒体

face 体现出英国媒体怎样的态度和评价？ 在考察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消极态度。他们认为，
中国经

动词 grow 的索引行时，
我们发现该词右侧常接各

济正面临着经济硬着陆（ a hard landing） 、
高通胀

种数据，
如例③、
例④和例⑤。

（ high-than-forcast inflation） 及结构性衰退（ a struc-

③ ． ． ． while a state-backed thinktank has forecast that China will grow by 8% next year． （ The
Guardian，2012 － 12 － 14）

tural slowdown） 等问题，
并预言中国经济的衰退根
本无法避免，
而且会殃及全球经济。
研究同样发现，
动词 face 及其左右的搭配词

④ Many economists believe China needs to

也显示出一定的消极语义趋向。作为 China 的谓

grow by at least 6% a year just to keep pace with

face 右侧偏向于与表示困难和危机的词
语动词，

population growth． （ The Guardian，2015 － 11 －

搭配，如： financial pressures，economic problems，

21）

threat，collapse，risks，criticism，challenging 等，
这
⑤ China is expected to grow by 7． 3 per cent

些具有相同语义特点的词项与 face 高频共现，
产

and India by 6 per cent． By contrast，growth in the

生一种消极的语义韵，
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中国经

United States looks like being around 2． 2 per cent．

济发展前景堪忧的话语构建。为了确保这种语义

（ The Independent，2014 － 11 － 16）
van Dijk 认为，新闻命题要想增加它们的真

组合不局限于本研究语料，
我们又在大型英语语
料库 BNC 中对 face 进行检索，结果发现，face 作

实性或可能性，
就会“大量使用数字、
选择信息来

为动词后接宾语 （ 显著性 ＞ 7． 0 ） 显示为：face 2，

源…… 尤其是有较高可信度的个人和机构的观

243 ＜ charge，problem，challenge，difficulty，compe-

点”（ van Dijk 1988：94） 。报道者在上述几例中都

tition， crisis， dilemma， trial， opposition， fine，

引用数据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但仔细

threat，pressure，prosecution，death，test ＞ 78． 3% ，

看，
竟无一处交代具体消息来源，
更不用说可信度

243 条，
说明 BNC 中 face 后接宾语的搭配共计 2，

较高的机构或个人。这些媒体或采用匿名信源，

其中有高达 78． 3% 的可能性是和这 15 个表示消

如 a state-backed thinktank has forecast，many e-

极的词语中任一个搭配使用，
这证实 face 右侧偏

conomists believe，
或是采用零信源，
如例⑤。英国

向于与产生不好联想意义的词搭配，
使整个语境

媒体出于某种原因选择使用匿名信源不仅降低消

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消极语义气氛。而 face 一词

息的可信度，
而且使我们怀疑他们是否在故意夸

的时态使用情况也值得注意，
英语里的时态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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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时间概念外还有其它功能，
如现在时很多情

有媒体无视西方工业化国家 200 年来的碳排

况下并不表示时间，
而是表示普遍性真理、
始终存

放，
却认为中、
印等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承担全球暖

在的状 态、习 惯 性 或 连 续 性 的 行 为 和 过 程 等。

化的大国责任，
将中、
印等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新

Face 在语料库中共出现 43 次，其中现在时使用

闻舆论的焦点上，
如例⑦。

次数最多，
共 29 次，
过去时和现在进行时分别使

⑦ Even if developed countries cut their emis-

用 6 次和 8 次。英国媒体频繁使用 face 这一具有

sions to zero，that would not be enough to halt runa-

并借助现在时表达出这样
消极语义倾向的动词，

way climate change —because emissions from rapidly

一种观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暗淡，
发展过程中会

industrialising economies are now so high． Green-

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
而这些问题并非暂时性的，

house gases from economies such as China，South

它们始终无法得到解决。不难看出，
英国媒体真

Korea and India that have industrialised rapidly in

并随时可能崩塌的
正要构建的是一个危机四伏、

the past two decades now make up the bulk of the

中国“经济大国”形象。

world’s carbon emissions． （ The Guardian，2012 －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议

12 － 4）

因此中
题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不断被凸显，

还有媒体热炒中国“第一碳排放大国”的论

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关

调，
对中国经济减速幸灾乐祸，
暗示中国经济增长

的全球暖化、
减排限排及能源议题也成为英国媒体

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唯一原因。他们将

报道的焦点之一。语料库中 China’s． ． ． 的搭配词

中、
美两国的减排目标进行比较，
批评中国有能力

emissions 共 出 现 476 次，主 要 与 greenhouse gas，

但却没有像美国那样及时制定与国力匹配的减排

carbon dioxide，carbon 共现，
涉及 59 篇与中国相关

目标，
如例⑧。

的新闻报道，
其中大报报道 54 篇，
小报仅 5 篇，
说

⑧ A slowdown in China ’s economic growth

明英 国 大 报 更 加 关 注 中 国 的 环 境 污 染 问 题 （ 见

helped the world to a pause in the upward rise in

图1 ）。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last year． Last November，
the world’s two biggest emitters—the US and China—
jointly announced their commitments under the UN
process． The US has pledged a cut of 25% to 28%
by 2025， compared with 2005 levels．

China has

pledged that its emissions will peak by 2030，a goal
that the European Union’s former climate chief told
the Guardian was “very late ”compared with what
China is capable of． （The Guardian，2015 － 3 － 13）
作为英国主流媒体或舆论的“风向标”，《卫
报》的报道会导致国际舆论对中国环保责任的误
解，
影响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形象的认知。
图1

英国大报涉华环境报道的态度

具体考察索引行发现，
在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
事实上，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上应承担的是

问题上，
英国大报对中国的整体报道以负面态度为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但英国媒体却迫使中国

其中正面报道有 2 篇，
占 3． 7% ；中性报道有 11
主，

制定与美国类似但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减排措施和

篇，
占 20． 4% ；负面报道 41 篇，
占 75． 9% ，
这些负面

指标，
这无疑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行为。

报道主要集中在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
减排目标的

结束语

多家英国媒
制定及全球暖化的归因等方面。例如，

5

体强烈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因《京都议定书》占

对 2011 至 2015 年中国经济新闻的语料库辅

便宜，
没有承担相应的减排责任，
如例⑥。
⑥ Under the protocol，developing countries—even major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and India—were
under no obligation to cut their emissions． （ The
Guardian，2013 － 9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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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都表明英国媒体利用各种话语手段和其国际

时报》对华 妇 女 报 道 为 例［J］． 国 际 新 闻 界，2012

主流媒体的优势，
在国际受众间构建一个要发展

（9） ．

不要环保的中国“经济大国”形象。他们对中国
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度复杂且矛盾：一方面因中国
经济在“十二五”期间取得的卓越成绩给中国贴
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标签，
把中国视为世界
建立中国“经济大国”的世界
经济复苏的拯救者，

Baker，P． Using Corpora in Discourse Analysis［M］． London：
Continuum，2006．
Baker，P． Using Corpora to Analyze Gender［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4．
Baker，P．，Gabrielatos，C．，Khosravinik，M．，Krzyzanowski，

期待；另一方面却质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唱衰中

M．，McEnery，T．，Wodak，Ｒ． A Useful Methodological

国经济发展前景、
抓住环境问题大做文章。他们

Synergy？ Combin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将经济议题置换为环境议题，
认定中国经济的高

Corpus Linguistics to Examine Discourses of Ｒefugees

将全球暖化的主要风
速发展是因牺牲环境所得，

and Asylum Seekers in the UK Press［J］． Discourse ＆

险责任归因于中国，
使中国的环境问题演变为新

Society，2008（3） ．

的“中国威胁论”，成功构建一个不环保、不负责

Baker，P．，Gabrielatos，C．，McEnery，T． Discourse Analysis

任的“经济大国”形象。由于西方国家始终控制

and Media Attitud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

着全球意识形态话语权，
英国媒体对中国经济发

versity Press，2013．

展及环境问题的负面解读不仅不能准确客观地阐

Baker，P．，Levon，E． Picking the Ｒight Cherries？ A Compa-

释中国现状，
还会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重大障

rision of Corpus-based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News

我们应大力发展中国国际传播能力，
与
碍。因此，

Articles about Masculinity［J］． Discourse ＆ Comunica-

西方媒体平分话语权；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

tion，2015（2） ．

思考，
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大而不强”，全球影

Branum，J．，Charteris-Black，J． The Edward Snowden Affair：

响力远未达到欧美等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水

A Corpus Study of the British Press［J］． Discourse ＆

平，
国际社会中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势力仍存在。
鉴于各种因素制约，
本文只收集到英国 10 种

Communication，2015（2）．
Cheng，W．，Lam，P． Western Perceptions of Hong Kong Ten

主流报纸作为研究语料，
并不能代表英国所有的

Years On： A Corpus-driven Critical Discourse Study

媒体；同时，
由于英国报纸的报道风格、
政治立场

［J］． Applied Linguistics，2013（2） ．

及意识形态差异很大，
整体语料库的分析也很难
体现各媒体之间的差异。若能按照报纸的风格

Fairclough，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

（ 如大报和小报） ，
或者英汉双语建立平行语料库

Nerlich，B．，Forsyth，Ｒ．，Clarke，D． Climate in the News：

并进行对比研究，
则能更具体地揭示不同媒体在

How Differences in Media Discourse Between the US and

各自意识形态驱使下报道相同主题时的态度及策

UK Ｒeflect National Priorities［J］． Environmental Com-

略差异，
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方向。

munication： 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2012（1）．
Partington，A． The Linguistics of Political Argument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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