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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文本（co-text）是赵毅衡教授在《符号学》一书中提出来的。伴随文本控制着符号文

本的生成与解释，是文化与文本的联系方式，既提供了文本建构意义的路径，也为接收者对文本

解读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背景和可能。因此，标志的符号表意，包括标志的意义建构与解释都离不

开伴随文本。

本文以“伴随文本”理论为框架，探讨标志文本符号表意过程中，前文本、副文本、型文

本、元文本、链文本这几种伴随文本对其产生的影响，以及它们对标志文本符号意义的生产与解

释又发挥出了怎样的作用。

一、伴随文本的内涵

赵毅衡将“伴随文本”界定为：“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着大量的社会约定与联系，

这些约定和联系往往并不显现在文本之中，而仅仅是被文本‘顺便’携带着的。”这些成分

“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是文本的边缘，但却积极参与文本意义

的构成，严重地影响着意义解

释”。他还根据文本间建立关系

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副文本

（框架因素）、型文本（类型因

素）、前文本（引用因素）、元

文本（评论因素）、链文本（链

接因素）、先后文本（续写因

素）六小类，又将之合并为显性

伴随文本、生成伴随文本和解释

【摘 要】一直以来标志都是作为一个设计的符号，研究多从操作和技术层面入手。然而，标志作为传达信息、

表现质量、区分差异、彰显特性的一种象征性传播符号，在现代社会中扮演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伴随文本决定

着文本的生成与解读，了解伴随文本的影响因素，对标志符号的生产才具有真正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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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伴随文本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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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文本三大类。[1]（如图1所示）这其中，生成性伴随文本、显性伴随文本和解释性伴随文本

与符号表意过程中的符号生产、符号传播、符号解释相对应。赵毅衡将这种与文本存在文本间

关系的，统称为伴随文本。

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的伴随文本，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生成与解释的方式，对符

号文本的表意过程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符号接收与解释，积极参与标志意义建构，直接

影响标志意义解释，并且隐藏在标志文本之后、文本之外和文本的边缘的就是标志的伴随文本。

综上所述，“伴随文本就是那些伴随着符号文本，一同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2]这些

因素本身并不构成文本,它们只是参与到符号的表意之中,与符号本身结合起来构成了文本。所有

的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使文本不仅是符号的形式组合，还成为一个

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造。[3]

本文以奥运会会徽，特别是北京、伦敦和东京奥运会会徽为例，探讨伴随文本是如何影响标

志文本生成与解释的。根据标志文本本身的特点，笔者选择对标志文本生成与解释影响比较明显

和突出的几种伴随文本来进行阐述。包括前文本、副文本、型文本、元文本和链文本，其中，由

于型文本总是以副文本的方式指明，所以本文将型文本纳入到副文本中一并论述。

二、前文本是标志符号生产的灵感来源

一个新的符号文本的生成，离不开前文本对它的启发。从广义上来说，前文本的定义几乎可

以广泛到等于“语境”，是文本生成时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压力，相当于人类全部的文化史。但

是与语境不同的是，前文本更强调它作为文本的存在。从狭义上来讲，前文本“是一个文化中先

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是文本生成时各种条件留下的痕迹。” [4]

前文本是典型的生产型伴随文本。如果没有前文本，符号文本便与先前文化相隔绝，成为

一个全新的，无人理解的东西。[5]正如同诗人T.S.艾略特说过：“我们时常会发现：在他的作

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连最具有个性的部分都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

方。”由于一切文本处于相互影响、转换、交叉、重叠之中，因此纯粹的原创并不存在，所以，

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在结合先前文本后转化为新的文本形式而已。

（一）奥运会标志的前文本影响

前文本直接影响符号文本的生成与解读。标志符号在生成时会受到之前全部文化史（包括艺

术史、设计史）的意义压力。但是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于先前同类

型的标志文本。

如果把艺术史、设计史以及文化史这三个大的方面作为标志

符号生产的前文本，那么艺术、设计和文化中所有的流派、风格

以及这些流派全部的作品都将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我们在生成一个新的标志符号时，一定会参考之前的其他

同类型标志。这样做的必要性体现在两点：首先，从同类型中的

符号中吸收一些可以借鉴的表意形式，开阔思路，提供灵感；其

次，避免雷同和近似。因为当标志符号所指对象的属性相似时，

受前文本影响，我们会调动相近的符号储备。

通过对历届奥运会标志的对比与分析，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前文本对标志文本生成的影响。从1896年到2016年，一共举办了

31届现代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受战争影响，1916、1940和1944

年奥运会停办），包括已经发布的2020年日本东京奥运会会徽，

一共有29个标志文本符号可供研究。笔者将这29个标志，根据标

图2：雅典奥运会会徽（18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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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符号形式的变化分为四个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招贴画形式的会徽阶段（1896—1928）。在这

个阶段，除了1924年法国巴黎奥运会会徽，其他奥运会会徽基本

上是以招贴画的形式出现的。

第二个阶段：徽标形式的会徽阶段（1932—1960）。受到

1924年法国巴黎奥运会会徽的影响，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会徽的

整体结构也采用了盾徽形式。巴黎奥运会会徽（1924）成为了洛

杉矶奥运会会徽（1932）的前文本。

第三个阶段：抽象的几何元素形式的会徽阶段（1964—

1984）。1964年日本东京奥运会会徽是由日本现代平面设计之

父龟仓雄策（Yusaku Kamekura）设计的，这是第一个几何结构

的奥运会徽。这个会徽从上到下依次由日本国旗（红色圆形图

案）、奥运五环标志、代表地点的TOKYO（东京）和代表年份的

1964组成，整个标志简洁、信息表达清晰，非常具有层次感。这

个标志被认为是奥运会史上最经典且影响最深远的一个设计，掀

起了日本设计走向全球的高潮。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几何图案的

奥运会徽占据了主流。它还作为前文本直接影响了一批我们现在

非常熟悉的日本设计师如原研哉、深泽直人等。

第四个阶段：多形式语言并存的会徽阶段（1988—2020）。

这个阶段以韩国汉城奥运会徽为起点。对比汉城奥运会会徽和

洛杉矶奥运会会徽不难发现，汉城奥运会徽从色彩到元素都受到了洛杉矶奥运会会徽的影响。首

先在色彩上，洛杉矶奥运会采用了蓝、白、红三种颜色，从五角星延伸出来的横线条产生一种速

度感。汉城奥运会也采用了三种颜色作为标志的基本色：红、黄、蓝。图形呈旋涡状，并在顶端

通过横条纹展现动感。受到洛杉矶和汉城奥运会标志的前文本影响，之后的奥运会徽色彩越发丰

富，形式也更显动感。其中，巴塞罗那和悉尼奥运会不仅采用了红黄蓝三原色，标志的图形也都

为抽象的运动着的人形。以人形为元素的还有北京奥运和今年举办的里约奥运。

从第一届雅典奥运会到今天一百多年的奥

运历史中，标志的每一次发展大概都经历了30

年左右的时光。这些标志不仅受到之前文化中

各种有关奥运的历史、典故和神话的影响（半

裸男性运动员、月桂枝、希腊女神等），每一

届奥运标志形式都会影响到之后标志文本的生

产，甚至影响着其他运动比赛的标志生产。比

如在中国，特别常见的就是红黄蓝组合成的动

感人物。虽然形式过于雷同，但是因为前文本

的影响，受众看到这类标志会直接联想到各种

运动比赛活动。

总之，前文本可以为标志文本符号注入意

义也可以引导意义，但是对于标志而言，前文

本最大的影响是在形式上。

（二）对前文本不同的态度产生不同的标志形式

不过，对先前文本的使用要适度，不能过分依赖。适度的使用前文本是一种借鉴，如果过

分的依赖前文本则为抄袭。米歇尔•施耐德（Michel Schneider）认为：“‘文为他用’就是抄

图3：法国巴黎奥运会会徽（1924年）

图4：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会徽（1932年）

图5：日本东京奥运会
会徽（1964年）

图6：韩国汉城奥运会会徽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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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文下之文’是隐文，‘文如它文’指仿作”。[6]阿拉贡认为：“‘粘贴’指的是把别人

的、已经成型的思考引入我写的作品里”。[7]在这里，他用“粘贴”来比喻互文。所以，借鉴和

抄袭是有着本质不同的。可见，对待前文本不同的态度也会影响到标志符号的生产。

笔者从奥运史上30个标志

中（包括了被弃用的2020年日

本奥运会标志）选择出2008年

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

会和2020年日本奥运会这三届

的标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这

三届标志文本符号因为对前文

本的不同使用态度造成的不同

视觉表现形式（见图7）。

从这三个标志的形式上来

看，北京奥运会的最传统，伦

敦奥运会的最另类，日本奥运会的这个会徽因为涉嫌抄袭被弃用。这些都体现出来前文本对新符

号文本的影响。

上图最左边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标志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印章元素作为标志的整

体结构。大红色“印章”上面北京的“京”字变形为一个正在向前奔跑的运动员。为了与之协

调，“Beijing 2008”这几个字用的是毛笔字风格。可以看出，举办方十分想把中国传统文化与

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结合起来。标志整体散发着浓浓的“中国味”，体现出对我国悠久传统文化的

重视、尊重和骄傲。也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前文本素材，所以，在进行标志符

号生产时可以信手拈来。不过，在见惯了这类表现形式的部分中国民众眼里，这个标志“毫无创

新”、“乏善可陈”，动辄就拿出传统元素来博取外国人的好感似乎想要表达中国除了传统文化

再无可以值得骄傲的。

中间的是2012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三十届奥运会的会徽。这个会徽于2007年发布，一经发

布便争议不断，反对者认为这个标志是有史以来“最丑”的标志，而支持者则认为会徽大胆而惊

人的形式非常好地体现了反传统以及对文化的包容性。纵观奥运史和我们的标志设计史，这样的

标志确实罕见，它不仅是对之前历届奥运会徽形式上的挑战，还挑战了当下全体受众的审美接受

程度。

2015年7月24日，东京奥组委公布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标志，采用日本著名平面设计师佐野

研二郎的设计方案。但是不久，2020年东京奥运会徽设计被曝与比利时列日剧场的标志极为相

似，并被两名欧洲设计师分别指控该标志属抄袭。

对比图8中两个标志能够非常清晰地发现问题，

左边的是比利时列日剧场的标志，右图为2020年东京

奥运会前标志，两个标志的主体部分几乎一致。就算

这样的情况是个巧合，但是奥运会这么隆重的世界性

的体育盛事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剧场标志雷同也令人

唏嘘。受到比利时列日剧场标志这一前文本的影响，

受众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会徽的接受程度大大降低

了。虽然2012年伦敦奥运会会徽过于前卫的形式让人

一时还不能“消化”，但是似乎大家更加不能接受一

个涉嫌抄袭的标志符号作为奥运会的标志。迫于压

力，日本奥组委最终宣布弃用该标志。

由此可见，前文本对一个新符号文本的影响会有

图7：北京奥运会会徽、伦敦奥运会会徽、东京奥运会会徽（已被弃用）

图8：左图为比利时列日剧场的标志，右图为
2020年东京奥运会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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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的影响是指，前文本提供了大量的可参考素材，扩充了我们的符号储

备，使我们有充足的资料可以借鉴，在符号的生产和解释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消极的影

响则体现在，当我们在创作一个新的符号，特别是像标志这种符号时，受前文本影响经常难以摆

脱过去习惯和常见的形式，这就产生了新符号不新，看上去好像总是在哪里见过的情况。如果过

于依赖前文本，新符号还会背负抄袭的嫌疑。而放弃前文本的束缚，想要摆脱前文本对新符号的

影响，也会承担不被受众认可的风险。

三、副文本是标志符号表意的关键

标志符号表意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决定了标志在表意时需要通过其他因素对意义进行确定，

副文本的作用得以体现。在众多伴随文本中，副文本可以帮助确定符号文本的意义，吸引受众的

注意力，还能影响到标志文本符号的命运。

（一）标志符号中的副文本因素

副文本一般会在文本的表现层上显露出来，如一个人的穿着打扮；书籍的标题、题词、序

言、插图、出版文本；一幅画的裱装、印鉴；装置的容器；电影的片头片尾、唱片的装璜；商品

的价格标签；饭店的装修风格等等。某些例如歌曲、交响乐之类的符号文本类型，其作者身份和

标题等框架因素，需要通过戏单，CD封套等文本渠道来提供。[8]这些对于其他文本来说，显现在

外的伴随文本，很难体现在标志文本中。标志文本符号与小说、电影、唱片不同：标志文本没

有标题、封面，没有序言，也不会在标志出现的地方出现设计机构或个人的名字。根据标志文

本符号的内在属性，标志的副文本主要指的是品牌，而“品牌符号文本与其他符号文本的一个重

要区别在于，品牌符号文本的两要素互为副文本。”[9]这也就是说，标志与品牌名称出现在广告

画面、产品包装和产品上，因此广告画面、产品包装和产品是标志的副文本，反之，当我们把广

告、产品和包装作为文本时，标志就成为它们的副文本。

品牌作为副文本，对标志文本符号表意的影响巨大：标志所属品牌的实力、口碑决定了受众

对标志的接受度。大品牌的标志更容易让人喜爱，虽然有许多大品牌的标志符号与不知名品牌的

标志符号水平相当，但是因为大品牌的良好信誉，让受众对标志的水平也产生了一定的信任度。

许多知名品牌的标志非常简单，除了利于传播以外还因为，品牌作为副文本已经赋予了非常多的

意义，所以在标志上反而不需要过多的体现。

标志文本的作者（设计师或者设计机构）虽然并不显现在文本框架内，但仍然是标志文本的

副文本，有时还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是因为，设计师或者设计机构的知名度会使受众对标志的

接受度产生影响。越是知名的设计师设计的标志越容易得到赞美。这就是所谓的“名人效应”。

不管副文本如何显现,它们都有可能对文本的意义起决定性作用,例如标价高的商品会被认

为质量优异，是信得过的产品，便宜货经常被等同于“质次”；名牌就一定好，用名牌护肤品就

一定有奇效；一听说是冯小刚的贺岁片,大家就一定要去电影院观看；苹果在9月份刚刚发布的新

手机，大家都趋之若鹜地去购买。这些都证明了副文本因素的影响力：读小说不可能跳过作者名

字；买东西不可能不在乎品牌、价格和包装；听歌不可能不在乎歌手是谁。“副文本就是为更好

地表现文本本身的意义，从而有意添加的为文本服务的附加文本。”[10]这些都说明，我们对文本

的解读,是不可能脱离这些副文本因素而局限于文本本身的。

（二）奥运会徽中的副文本分析

奥运会徽与我们平常所见的品牌标志的不同在于，它们的副文本部分显现在文本框架中。

凡是活动标志（世博会、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等等）都有副文本伴随在文本中。比如，奥运

会徽中的五环标志、年份、举办城市等等。对于接受者来说，完整的奥运会会徽表意是十分清晰

的。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副文本所表达的含义。而这些副文本自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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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会首次被使用之后，一直被沿用至今。我们难以想象，

如果奥运会的标志中不再出现五环标志，我们该如何与其

他运动会进行区分。我们也不能想象，没有举办城市名称

和举办年份的奥运标志在被解读时会是多么的困难。

副文本帮助奥运会标志清晰地指出了标志的属性。对

于这类重大活动，设计师作为副文本对标志表意的影响远

远大于其他。比如，伦敦奥运会会徽（见图10）就体现出

了副文本操作。伦敦奥组委选用沃尔夫•奥林斯公司为2012

伦敦奥运会设计会徽，这个公司承接过非常多重大活动的

设计工作，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所以，当这个标志被

口诛笔伐的时候，伦敦奥组委顶住压力，并表示在之后的

应用中会让人耳目一新，不会令人失望。我们可以认为，

在如此重要的活动面前，伦敦奥组委更加重视设计机构的

副文本（口碑、名气），与消费该公司设计的标志文本相比，他们更加在乎的是该公司作品中体

现出的符号意义。副文本与符号意义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副文本对标志文本符号意义的生成也起

到了不小的影响。

副文本对文本符号意义有着积极作用的一面的同时，也会有

消极的、负面的影响。比如前面提到的2020年日本东京奥运会会

徽的“抄袭门”事件，因为事态严重、反响恶劣，东京奥组委决

定更换标志。

日本奥组委采用日本知名平面设计师佐野研二郎的设计作

品，本意与伦敦奥组委一样。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使这次奥运会

会徽的发布成为奥运史上的丑闻。而且一个“抄袭门”事件又引

发出其他的抄袭事件。虽然设计中的借鉴是家常便饭，但是一个

曾经被扣上抄袭的设计师，会使人条件反射地认定借鉴不是借

鉴，而是抄袭。这是对设计师职业操守的完全否定。如果说，

声誉作为一个设计师的副文本，对设计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

么，当这个副文本受到破坏，则直接导致设计师声誉的坍塌，随

之，与这个设计师有关的一切都将会被怀疑和被否定。

2012年伦敦奥运会会徽与2020年日本东京的奥运会徽都受到了来自各方各界的负面评价，但

是因为副文本的作用，这两届的标志结果截然不同。

（三）型文本决定标志意义解读的方向

任何一个文本都携带着型文本。型文本也就是文化背景规定的文本“归类”方式，指明文本

所从属的集群。比如同一个作者的同一批文本、同一个演员、同一个流派、同一个风格、同一个

题材、同一种媒介等等。[11]不过，型文本常常以副文本的方式指明，所以本文将型文本并入副文

本中来阐述。

根据型文本的定义，标志的型文本主要包括了标志的题材、同一类品牌的标志、同一个设计

师（设计机构）创作的标志、同一风格的标志、同一个时期的标志等等。而型文本不仅能够影响

我们对标志文本的解读，也会影响设计师对标志文本的生产。

其中，体裁是最明显，也是最大规模的型文本范畴。标志文本最主要的型文本（体裁）就是

“标志”，这一型文本将标志文本与绘画、插图、标识等区分开来。由于受到体裁的限制，在对

标志文本进行创作的时候，就必须考虑这种文本体裁的特点与要求，选择相应的型文本。

另外，型文本主要侧重的是对文本的解释环节。文本的解释者对于型文本的选择具有比较大

的自由空间。由于文本解释者主观能动性和个体差异，在对文本进行解读的时候很有可能选择的

图9：奥运会中标志形式的互相影响

图10：伦敦奥运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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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不同于作者（设计师）的型文本，这样就会产生不同的解释意义。

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徽，之所以有非常多的人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个标志文本与期待的相

差太大，就是因为奥运会这一国际体育盛事作为型文本，影响了我们对标志文本的期待。对于这

样一个大型活动，我们认为标志文本应该更有代表性，应该更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如果北京

奥运会徽这个文本是一家名字里有“京”字的任何一个公司的标志，评价则会不同。对于一家普

通公司，这样的标志还是不错的。同样，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标志文本形式用在一个时尚潮流品

牌的标志上，也不会引发如此之大的争议。

因此，我们怎样去解读一个标志文本是受到型文本的引导，从而有意识地选择某种型文本进

行文本的解释，而这个型文本能够唤起解释者对符号文本的某种阅读期待。

四、元文本塑造标志文本意义

标志意义的建构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元文本的帮助。标志符号的元文本主要指的是，在标志生

产之前和生产之后出现的对标志文本的内容、标志所属的品牌、标志的设计者等等的讨论。标志

元文本会提高标志文本被关注的程度，引导标志文本的解读。有时还能起到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引

导的作用。

赵毅衡将元文本纳入他的伴随文本理论中，在伴随文本理论中，元文本指的是“关于文本的

文本”，包括此文本及其作者的新闻、评论、八卦、传闻、指责、道德或政治标签等等。[12]元文

本并不一定产生在文本生成之后，也可能在文本生成之前就出现，比如标志的征集活动就是在标

志文本被生产出来以前的与之有关的信息；元文本也不一定是在文本被接收之前才发生，比如我

们看到了对某一标志的评价之后，再去有针对性地对文本进行接收。

（一）元文本提高奥运标志的关注程度

元文本可以提高文本被关注的程度，对于追求关注度的标志文本，元文本在其表意的过程中

非常重要。比如在不同媒介发布关于标志征集活动的信息，公布征集的结果，这种引导全民参与

的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受众对奥运会标志的关注度，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宣传作用。

但并不是所有的关注带来的都是正面的影响，还有许多关注引发的负面信息会对符号文本造

成巨大的压力。比如2020年东京奥运会涉嫌抄袭事件，就是由元文本引发的关注，并导致了标志

最终被弃用、设计师名誉扫地的下场。

网络上发布的信息可以算得上当今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元文本了。在媒介还不发达的

过去，没有元文本的宣传，一个标志就算抄袭了另外一个标志也不容易被发现，如果双方都没有

特别的知名度，“抄袭”也难以引起关注。

（二）元文本帮助把握奥运标志的真正含义

元文本是受众接受到标志意图意义唯一的渠道。比如最后确定的东京奥运会会徽就是通过

官方发布的信息，使我们了解到标志文本所表达的含义。这个标志是以“组市松纹”（意为组

合的市松纹，英译为协调的棋盘图案）为主题。把江户时代被称为“市松模样”而流传的格子花

纹用传统“蓝色”描绘出纯粹的日本风情。不同形状的3种四角形，代表了国家、文化、思想的

不同。而正是这些差异的结合体现了“多样性和协调性”，寓意着以相互连结的世界为目标而努

力。如果没有官方的这一解释，我们无论如何也联想不到“以相互连结的世界为目标而努力”这

层意义。

元文本具有非常强的造势功能，一方面能够起到非常强的宣传作用，一方面能够把文本的意

义直接传达给解读者。尽管理解能力各不相同，但是元文本提供的信息非常好地控制了解释的方

向。



132

五、链文本强化标志文本意义

有时候，受众对一个符号文本的认知来源不仅仅局限于文本本身，还来自与文本相链接的元

素。这些元素被赵毅衡称为“链文本”，也有人称之为“超文本”。

链文本（link-text）是接收者解释某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与某些文本“链接”起来，被

一起阅读和接受的其他文本，例如延伸文本、参考文本、注解说明、网络链接等；链文本在网

络上体现最为具体。在网页文本上，文字、图片，以及“界面”（interface）上各种关键词链

接、友情链接、评论栏、跟帖等，都是链文本元素。链文本和文本之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连

接”关系。[13]有时候文本的意义会通过链文本进行强化。链文本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链

文本指的是“已链”文本，也就是那些“具有已‘链接’性的其他各种文本”或者“某一特定文

本接受实践中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其他文本”，这些文本只存在于一次特定的文本接收实

践中；而广义的链文本可以被看做是“文本接收时所面临的全部文本语境”。这个时候的链文本

范围大到可以包含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后文本、元文本在内的全部伴随文本，当这些伴随

文本要影响受众对文本的解释时，都需要通过向其转化的方式来实现。[14]不过，我们对文本进行

研究时，考察广义的链文本必要性不大，因此都是在狭义的链文本概念下进行研究的。

奥运会标志文本中的链文本关系非常明显，分为直接链文本和间接链文本。直接链文本指的

是和标志文本本身密切相关的文本，间接链文本指的是能与标志文本联系在一起的文本。同时，

奥运会标志文本意义不仅受到这些链文本的影响，同时它也作为链文本影响着奥运会。

（一）奥运会徽的直接链文本

从大的层面来看，与奥运会相关的全部信息都可以与奥运会标志文本相链接，这些文本虽然

并没有直接的和标志文本发生联系，但是也起到了对标志文本解读的促进作用。比如奥运会的开

幕式、闭幕式、比赛项目、各个比赛项目的比赛时间、参赛运动员等等。由于对文本链接关系分

为主动与被动，所以不同的人看到同一标志文本时，所链接的文本也是不尽相同的。2016年里约

奥运会开幕之前，只要看到里约奥运会的标志，大家就会与未建好的亚运村和体育场馆等信息链

接起来。这些与之相关的文本构成了一个大的语境，共同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文本意义，并且强化

了这个文本意义。

图11：北京奥运宣传画中的标志应用

图12：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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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链文本操作上，与会徽直接产生链接关系的有形象宣传片、海报、口号、吉祥物、围绕会

徽开发的各种纪念品等等。

以北京奥运会徽为例，北京奥运会在会徽推出之后，相继推出了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

以及宣传海报和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等（见图11，12）。

宣传海报以及口号加强了我们对背景奥运会徽的认识与理解，吉祥物福娃的形象与传统的标

志形式相结合，加深了我们对标志文本“传统”这一印象的理解。

（二）奥运会徽的间接链文本

与奥运会徽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也能影响到我

们对奥运会徽理解的这些文本可以被视为间接链文本。

间接链文本有可能是其他的标志文本、也有可能是之前

奥运会标志的文本、还有可能是与标志文本相关的评论

和态度；甚至是与标志文本本身并没有关系的其他的文

本。

仍然以北京奥运会为例，北京奥运会徽是以传统印

章为基本形式的一个文本符号。当我们接受到这个文本

符号的时候，作为中国人都会把它和传统印章这一类文

本链接起来一同理解（见图13）。

把传统印章作为一个链文本对北京奥运徽进行解

释，可以在奥运会徽原本的意义基础上强化传统文化、

悠久历史等含义。但是如果把同样采用了印章形式作为

标志的其他标志作为链文本与北京奥运会徽链接起来，

就会让人解读出来“没有新意”、“缺乏创造性”等负面意义。

我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更倾向于接收我们熟悉的、喜爱的、价值观相近的信息。但是过于

熟悉的形式会让我们产生审美疲劳，所以，在中国人眼里的这个“俗气”标志对于外国人而言很

有可能则是完全不同的评价。

可见，链文本的作用是为解释者提供了一个语境，并且将语境中的某些信息和意义能够转嫁

到文本解读的过程中，从而影响着文本解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解释。

六、结语

伴随文本影响着标志文本生成与解释。伴随文本从具体的现象出发，为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

路径。不仅如此，伴随文本中的链文本还能将其他伴随文本一并纳入其中，形成一个大的语境空

间。所以，对伴随文本的考察其实相当于对语境元语言的具体化研究。

通过对伴随文本的研究，笔者认为，讨论对一个文本的生成与解释首先要在具体的环境中，

脱离环境的生产与解释是不科学的。其次，文本本身的体裁限制了我们对文本的创作与解读，所

以在对文本进行生产和解释时，不能脱离文本本身的体裁限制，不然解读出来的意义则失去实际

意义。最后，因为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标志符号表意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不同受众

的解读能力。个人因素是最复杂的因素，是文本意义之所以千差万别的根源。因此，对这三者的

了解使我们在文本表意中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尽量避免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

图13：图章（上）和图章式标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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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echnology environment. With a case study of Google Books copy infringement case, two 
conclusions could be drawn. (1) This case impelled the law system to mak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fair use": when determining "the purpose and character of the use" of copyrighted works, a 
key consideration is whether the use of them is "transformative" ;"fair use" is tended to be seen 
as positive right.(2) The "fair use" does not mean a reasonable benefit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compensating idea in Settlement Agreement, the identification of "fair use" as positive right could be 
accepted more easily by copyright owners.
[Key Words] digital library; Google Books copyright infringement case; Industrial Economics; fair 
use; balance of interests

125  The Influence of Co-text on the Gene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Logo: A Case Study of the 
Olympic Games Emblem

· XIONG  Zheng-zheng 
[Abstract] For quite a long time, logo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symbol of design, and the study of 
logo has always been done at the operational and technical levels. But as a symbol of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logo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cating message, highlighting quality, 
distinguishing differences and manifesting characteristic in modern society. Co-text determines the 
gene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ext and guides the production of logo, as a result, it is critical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text.
[Key Words] co-text; logo; meaning

135  Cognition and Practice of Expert Journalism Personnel in the New Media Age

· HUANG Hu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epa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Internet and new media 
technology have pushed us in to an age of new media. The coming of this age not only brings the 
br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methods and media, but also totally chang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mmunicators and the audiences. The new media age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communicators and the audiences to unit as one. The journalistic activities used to be monopolized 
by the professional pressmen now has become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fe. Therefore, to go with the 
tide of this new media age, the journalism educational circles should emphasize the cultivation of 
both all-media journalism talents and the expert journalism personnel. Actually, the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journalism educational circles have got an insight into the expert journalism personn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