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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赵毅衡伴随文本概念框架，通过分析新闻报道作为评论文本的标新意义，新闻报道副

文本的附加意义，以及链文本的嫁接意义，讨论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在国内主流中文新闻

媒体报道中的传播。研究发现：口译活动报道的生成与政治活动，尤其是中国政府“两会”密切相

关，是“两会”系列报道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口译活动报道着眼于多元化、有故事、

有温度的传播，体现了新闻传播的百姓视角；“两会”口译活动的新闻报道评论文本向前文本转化，

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媒体对其他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及其他政治活动、翻译活动的传播。本研

究有助于丰富对政治场域口译活动以及政府记者招待会新闻传播的认识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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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Reports on Chinese-Government-Press-Conference Interpreting 
Event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Text (1998-2016) 

 

Abstract 

This paper purports to discuss news reports on the Chinese-government-press-conference interpreting 

events by the mainstream Chinese media within the semiotic framework of co-text proposed by Zhao 

Yiheng. In particular, it focuses on three kinds of meanings of news reports, namely the renewed meaning 

of commenting-text, the added meaning of para-text, and the grafted meaning of link-text. The study 

present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News reports on interpreting events are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political activities, but also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reports about NPC and CPPCC as a whole; 2) 

Such reports reflect varied interest of the common people by telling a diversity of stories; 3) News reports 

on interpreting activities during NPC and CPPCC sessions have influenced news communication of 

interpreting activities on other political occasions and eve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this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s reports from commenting-text to pre-text. The findings may bring 

new perspectives to studies on interpreting in political settings and news communication of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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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政府记者招待会是政府部门“邀请记者参加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开特殊会议”，是政府“与媒

体和公众交流的最重要的方式”（Eshbaugh-Soha，2003：349）。口译是一种即时性的语言或非语

言符号转换活动。长期以来，口译员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传声筒，由于政治场域强大的

政治性和机构性权力，政治场域的口译活动更被认为是“隐身”的。政治和媒体语境中的口译研

究主要着眼于口译过程分析和语言文本分析，如政治和媒体因素制约下的译语特征、口译策略、

译员角色、口译规范等（如 Wadensjö，2000；Ibrahim，2011；Wang，2012；詹成，2013；张易凡

等，2015），少有研究将政治场域的口译活动作为一个事件，关注口译活动的效果延宕。Shäffner

（2010；2012a；2012b）曾开拓性地对比政府记者招待会现场口译译语和记者招待会新闻报道，

发现口译译语影响外国媒体引用政府发言人和提问记者话语时的语言表述，但其研究仍然局限于

语言文本对比分析，并未涉及口译活动的报道。中国外交部翻译司译员群体及其政府记者招待会

口译活动在国内媒体中有较高的曝光率，但尚未有学者关注口译活动的新闻报道传播，这一定程

度上局限了学界对政治场域口译活动实效的全面认识，也不利于政府记者招待会新闻报道传播的

全面分析。 

伴随文本是赵毅衡提出的符号学概念，指“伴随着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赵

毅衡，2012：143），伴随文本作为符号文本的周边符号，积极参与符号文本的意义构成，影响符

号文本的生成和解释。本文基于伴随文本概念框架，通过对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新闻报

道的评论内容，以及报道的副文本和链文本三个方面的分析，讨论伴随文本对口译活动及其报道

的符号表意和传播的影响，尝试总结口译活动新闻报道传播的特点，从而丰富对政治场域口译活

动以及政府记者招待会新闻报道的认识和解读。 

	  

二、分析框架 

赵毅衡的伴随文本概念兼具宏观和微观的指导意义。宏观上，伴随文本概念有助于揭示单个

符号文本意义的接受和解释与社会文化的动态关系。赵毅衡（2012）认为，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

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携带着与社会的约定和联系，而伴随文本正是文本的伴随因素，藏于文本

之后、处于文本边缘，或文本之外，提示着文本与世界的关系，因此符号文本总是文本与伴随文

本的共同体。伴随文本概念关注文本与文本的关系，但不同于克里斯蒂娃基于文学作品提出的“文

本间性”，赵毅衡理论框架中的文本是包含社会和文化的大文本。符号文本的表意过程是依靠伴随

文本而递进的，比如口译活动的相关新闻报道是其评论文本，影响口译活动的解释，而新闻报道

这一伴随文本又需要依靠其伴随文本来确定意义，这样层层推进，于是我们可以依据伴随文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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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口译活动在新闻报道中的表意和传播。其次，微观上，赵毅衡将伴随文本细分为显性伴随文

本、生成性伴随文本和解释性伴随文本三大类，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评论文本
1
、链文本和

先后文本六小类，每一类伴随文本均有稳定的指向，同时将伴随文本类型与伴随文本对符号意义

生成和解释两个环节的影响明确对应起来，这使得伴随文本概念作为一个分析工具，能为具体的

符号文本生产和解释提供可操作的指导。比如，我们可以找到口译活动的相关新闻报道，即其评

论文本，新闻报道的媒介类型、栏目等副文本，新闻链接等链文本，进而对符号文本与其伴随因

素共同发送的意义进行解读。 

参考李玮（2014：174-200）在赵毅衡伴随文本理论框架下对新闻文本中伴随文本的具体分类，

本文的具体分析框架如下： 

 

表 1 伴随文本分析框架 

类型 定义 具体应用 示例 

评论文本 评论因素 
关于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

的采访、报道 

《扬子晚报》“‘蘑菇头女神’翻译 5

上总理记者会”一文以总理记者会现

场翻译张璐为报道对象 

副文本 框架因素 

报道文本刊载的媒介机构

（机构性质、权威性等）、

刊载的媒介类型（如报纸、

网络等）、内容版块/栏目、

版面位置、版面空间、内

容页层级数等 

“‘蘑菇头女神’翻译5上总理记者会”

一文刊载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扬子

晚报》，省级都市报，刊载栏目为“全

国两会·总理记者会”，A09 版醒目位

置，占据大半个版面 

链文本 链接因素 
组合式报道、置于报道文

本周围的文本、超链接等 

“‘蘑菇头女神’翻译5上总理记者会”

一文为组合式报道，该期共 8 个版面

报道两会新闻，涉及两会《立法法》

的发布、总理记者会答问语录等。同

一版面还包括历年总理记者会精彩翻

译、其他记者会译员、翻译工作的准

备等 

	  

首先，评论文本是解释性伴随文本，指向文本的评论因素，为文本标新意义。新闻报道为口译

活动注入了新闻媒体的意义解读，为口译活动标新了符合新闻机构、新闻导向和政治舆论需求的意

义，对评论文本具体内容的分析有助于发现口译活动在新闻报道中的关注焦点。其次，新闻文本中

的伴随文本影响新闻文本的生成和解释。鉴于研究内容的相关性，本文不涉及新闻文本的体裁（型

文本）、新闻文本生成的全部文化语境（前文本）、新闻文本的演化（先后文本），主要讨论新闻文本

的副文本和链文本两种类型。副文本是显性伴随文本，伴随文本的生成，指向文本的框架因素，为

新闻报道附加意义。新闻报道的媒介机构、媒介类型、内容版块、版面位置等附加了文本之外的意

义，“以达到彰显或削弱新闻文本的某种价值的文本收受效果”（李玮，2014：185），对新闻报道副

文本的分析有助于剖析新闻媒体关于口译活动报道的价值选择。链文本是解释性伴随文本，指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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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链接因素，为文本嫁接意义。置于同一版面的报道、超链接报道、系列报道等，如果被受众附

带着一同接收，其文本意义将在一定程度上嫁接到口译活动报道文本上，影响受众对口译活动报道

文本的解释偏向新闻媒体引导的方向。对口译活动报道链文本的分析有助于明晰口译活动在新闻报

道中的参照背景。 

	  

三、语料搜集 

笔者掌握的资料中，国外媒体没有形成对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的系列报道，因此本

文仅分析国内主流中文媒体新闻报道。报道语料通过公开发布的渠道搜集，在媒体类型上兼顾传统

媒体，如报纸，以及新媒体，如互联网。报纸报道主要通过“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和“慧

科搜索”两大报纸数据库获取，前者“收录了全国各大报业集团的核心报纸近 500 种”（中国，时

间不详），后者“收录大陆及香港地区 800 余种报纸”（中国，时间不详）。最终共搜集 52 篇相关

新闻报道，建立中国政府口译活动国内中文媒体新闻报道微型语料库，该语料库包括 29 篇报纸报

道、22 篇网络报道，以及 1 个采访视频，时间跨度为 1998 年至 2016 年，容量（包括采访视频转

写文本字数）约为 8 万字，配图 101 幅。52 篇报道的来源媒体覆盖党、国家和各级政府机构主管

的党报、机关报、省市级都市报、国家及境内外主流门户网站，兼顾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绝大

部分为原创报道，且转载率较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笔者搜集到最早的

新闻报道为《浙江日报》1998 年 3 月 31 日第 7 版的“总理身边的女翻译”一文，本文将其作为语

料时间跨度的起点。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制度的逐步确立，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两

会”总理记者招待会始于 1991 年，国新办新闻发布制度始于 1993 年，自 1998 年朱镕基记者招待

会开始，“总理记者会不仅成为两会的重头戏，而且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政策和主张的重要窗口”

（总理，时间不详）。另外，《浙江日报》的这篇文章提到，由于译员朱彤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

出色表现，“许多负责人忽然意识到口译在中外交流中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人们在朱彤身上联想到

许许多多的东西”，可见，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在 1998 年以后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第二，筛

除不涉及政府记者招待会的其他场合口译活动报道；第三，初步筛选发现媒体之间相互供稿，因

此媒体报道语料的相似率、转载率和重复率非常高，存在同标题转载、更换标题转载、综合转载，

以及更换来源转载等几种情况。鉴于此，本文借用扎根理论中的“开放式登录”
2
和饱和原则搜集

符合需求的语料案例，尽量追溯至原始报道，剔除重复报道；第四，由于笔者主要针对原创报道

（包括由媒体综合整理的报道）进行“开放式登录”和搜集，本文的统计结果和讨论主要反映原

创报道的评论内容及其伴随文本情况，仅能侧面或间接反映口译活动新闻报道的整体情况，如转载

的报道一般会注明来源媒体，转载报道刊发的时间一般接近原创报道等。本文主要基于媒体报道语

料进行文本分析，辅以定量数据统计。 

	  

四、语料分析和讨论 	  

（一）新闻报道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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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文本是“关于文本的文本”（赵毅衡，2012：148），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的相关

新闻报道伴随口译活动文本发送，借由报纸、网络等大众媒介，传播新闻机构希望呈现给受众的

内容。对 52 篇主流中文媒体报道语料进行分析和归类统计发现，这些报道大致涉及 3 个方面的议

题（如表 2 所示），部分报道同时涉及 2 个或 3 个议题，其中涉及译语内容和译员个体两个方面的

报道均超过半数，进一步分析可知，同时涉及译语内容和译员个体的报道有 17 篇，约占 33%。显

然，译语内容和译员个体是口译活动媒体报道关注的焦点。 

 

表 2 新闻报道中与口译活动相关的主要议题 

类别 范围 报道数量/百分比 

具体的译语

内容 

政府发言人政治话语源语的内容、含义、

翻译策略、翻译的准备工作等 
30/ 58% 

作为个体的

口译员 

外交部翻译司译员的个人情况、成长经

历、当前的工作生活状态以及舆论评价等 
38/ 73% 

口译组织机

构及作为群

体的口译员 

外交部翻译司的机构概况、人才选拔政

策、政治和翻译要求、培训流程、政府记

者招待会口译活动组织和筹备工作等 

15/ 29% 

 

首先，关于译语内容的报道凸显口译活动与政府发言人政治话语含义的密切联系，一定程度

上引导受众对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政治话语的关注和理解。30 篇涉及译语内容的报道中仅列举源

语和口译译语进行对照的报道只有 2 篇，其余 28 篇（约占译语内容报道总数的 93%）均对译语质

量进行评论，同时解读政府发言人原话的含义。报道涉及的政府发言人话语内容主要有三类，分

别为诗词古训，如温家宝总理引用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接地气话语，如政协

发言人吕新华的回答“大家都很任性”；中国特色政治话语，如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其中温家

宝总理引用古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的含义及其现场口译在媒体报道中出现的

次数最为频繁，为 11 次。除此之外，一些看似平常的话语在政治场域可能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图，

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 年 4 月 22 日的报道“走进总理身边的女翻译：经历了‘淘汰式培训’”

（刘娜，2010）提及译员张璐在温家宝总理有意使用“一位欧洲领导人”而不指明其姓名时所做

的翻译处理，这一报道让受众得以管窥政府发言人的政治话语意图。从这一点来看，新闻机构将

其对政府发言人政治话语的理解和阐释，连同口译译语以及译语背后故事的呈现一起打包发送给

受众，标新了口译译语的意义。 

其次，关于译员个体的报道深度呈现政府译员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标新政府口译活动成为生

动有趣、有温度的标签。关于政府译员个体的新闻报道大部分为特写或深度报道（32 篇，约占译

员个体报道总数的 84%），如“人民网”2015 年 3 月 15 日的专题图片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答

中外记者问：记者聚焦女翻译”（国务院，2015）用高清镜头记录译员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工作状态；

《扬子晚报》2013 年 3 月 18 日 A12 版刊登的“从南外走出的‘总理翻译’，大学没毕业就被外交

部相中”一文用整版篇幅对译员的成长、生活以及与政府记者招待会相关的工作经历进行深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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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等。其中张璐在报道语料中出现的频次最高，为 19 次。值得注意的是，借力互联网的快速传播，

媒体的触角遍及政府译员的生活细节，包括家庭背景、求学经历、社会活动经历、个人社交网站、

爱好、英语学习方法等，“网上走红”、“网络红人”、“火了”等字样频频出现在语料中，这说明关

于政府译员个体的报道不限于政府记者招待会场合，也关注政府译员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性和娱

乐性。 

（二）新闻报道的副文本 

副文本指显露在文本表层的框架性因素，对符号文本的生成和解释均有影响，如文章的标题、

作者，商品的价格等。本文主要分析新闻报道的媒介机构、内容版块/栏目、发布时间、版面位置、

版面空间，以及内容页层级数等副文本，这些副文本反映了口译活动报道的附加意义，如报道的

性质、重要性、报道生发的背景等。 

第一，媒介机构的性质、主管部门、发行量等一定程度上影响读者对其刊载报道的理解和认

同。本文搜集的 52 篇新闻报道涉及 33 个新闻机构（见表 3），以党和国家主管的网络媒体和省市

都市报为主，体现出多元性和大众性特点。 

 

表 3 新闻报道的刊载机构 

类别 媒介机构 机构数量/百分比 

中央和国家部门 

主办或主管 

外交部网站、中国新闻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

国日报网、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光明网、中

国青年网、中国产经新闻报 

10/30% 

省市级党报或 

政府主管 
浙江日报、江阴日报、兰州日报、长江日报 4/12% 

省市级都市报 

法制晚报、北京晨报、兰州晨报、每日新报、新文

化报、扬子晚报、都市快报、现代快报、钱江晚报、

金陵晚报 

10/30% 

其他主流媒介机构 
新浪网、凤凰网、腾讯网、澎湃新闻网、新京报、

国防时报、国际先驱导报、南方都市报、新华澳报 
9/28% 

 

由上表可知，中央和国家部门主管的新闻机构和省市都市报所占比例均接近三分之一，其次

是主流门户网站和新锐报纸，省市级党报或机关报所占比例最小，其中党和国家主管的新闻机构

类型以网络媒体为主，另外，国家级党报和中央政府机关主管的报纸中未见相关报道。这一定程

度上表明，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总体上受到主流新闻机构关注，但口译活动报道主要配

合党和政府的网络媒体传播，以及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都市报、新锐报纸和门户网站对政治活动进

行深度报道和多元化采写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一段外交部网站“中国外交论坛”和新浪网论坛共同主办的媒体采访（外交部，

2007），该活动于 2007 年 4 月 27 日下午 3 点邀请外交部费胜潮等四位嘉宾进行网上在线访谈和交

流，由新浪网马骧主持，网友登录中国外交论坛和新浪网论坛均可参与。在新华网 2007 年 4 月 27

日对这次访谈和交流活动的报道“外交部优秀青年干部与公众在线交流外交心得”（刘兰香、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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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2007）一文中，费胜潮的身份不仅是译员，而且是外交官，活动的目的则明确为“为增进公

众对外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这可以视为是政府机构将译员作为政府代言人推向媒体平台，通过

译员在媒体中关于自身翻译工作的话语拉近媒体、公众与政府之间距离的案例，也是政府译员通

过媒体平台主动发声，参与外交活动新闻传播的案例。 

第二，口译活动报道所属的内容版块/栏目显示出与“两会”记者招待会系列报道的紧密联系，

从时间上看，口译活动报道主要集中在“两会”期间，在“两会”召开间隙也表现出一定的关联

效应。内容版块/栏目的设置和内容的置放，体现“话语类别的选择”（李玮，2014：177），凸显

报道内容的特殊性、主题性和重要程度，从而影响新闻文本符号价值的生成。本文新闻报道内容

版块/栏目的统计结果见表 4（8 篇报道没有明示其所在内容版块或栏目的名称，故统计总数为 44

篇）。 

 

表 4 新闻报道的内容版块/栏目 

类别 内容版块/栏目 数量/百分比 

两会记者招待会 

总理记者会 16 年·记者会花絮（2）、2012 两会

图片报道、2015 年两会图片、两会（2）、2015 全

国两会（2）、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答中外记者问、

两会专题报道、总理记者会·花絮、2013 全国两

会、全国两会·总理见面会揭秘、全国两会·总

理记者会、全国两会·报告、2015 全国两会、2016

全国两会·全国两会·总理记者会 

18/41% 

时事要闻 要闻时事、视觉聚焦、头条图片、李克强欧洲行 4/9% 

社会/综合新闻 

国内国际新闻、国内新闻、综合报道、中文国际·深

度、国内·社会、国际·特别报道、文体新闻、

教科卫新闻、社会记录、热线新闻、核心报道、

独家、科教·教育、重点、国内关注 

15/34% 

其他 
人物、双休日阅读、网人网事、环球、中国眼、

网友之声、中华大地 
7/16% 

 

如表 4 所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报道置于与“两会”记者招待会相关的版块或栏目中，所占比

例最大；另有约三分之一置于社会/综合新闻版块，作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新闻进入公众视线；除此

之外，少量报道置于时事要闻版，并作为头条报道。另外，从报道时间来看，52 篇报道中有 40 篇

在“两会”召开期间刊发（约占 77%），配合媒体对“两会”记者招待会的系列报道，而在其他时

间刊发的报道均提及相关译员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中的口译活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是对“两

会”走红译员或译员群体关注的延伸。目前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大致分为国务院新闻办和国家部

委定期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两会”期间集中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地方政府记者招待会三种情况，

外交部翻译司译员在前两类记者招待会中的参与度均非常高，但口译活动报道所属版块和报道时

间均与“两会”密切相关，这表明政府口译活动报道的产生与政治活动本身的受关注程度高度相

关，“两会”是最受民众关注的政治活动之一，同时，对“两会”走红译员的关注也延伸到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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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时间段参与的其他政治活动，如陪同领导人出访，以及参与其他政府记者招待会等。 

第三，从版面位置、版面空间和内容页层级数这三类副文本来看，口译活动报道受重视程度

较高，大部分报纸报道置于较容易被阅读的版位区域，拥有较大的报纸版面空间、较为醒目的版

面排版，网络报道则设置较容易抵达的内容页层级数。 

首先，报纸的版面位置也称“版位”，指文本“位于版面的哪一个位置”（李玮，2014：178），

版面空间指文本“所占据的版面的大小”（同上：179）。在报纸版面资源配置有限的情况下，版面

位置的安排和版面空间大小隐晦地表达了新闻文本重要性和地位，不同版面位置和版面空间也潜

在地影响着新闻文本符号表意的充分性和读者的关注度的高低。比如，一般来说，报纸版位的优

先阅读顺序为左上、右上、左下、右下（杨新敏，2006：14），而相对于角落版面的豆腐块报道，

整版报道的信息更丰富，更容易吸引读者注意。在本文搜集的 29 篇报纸报道中，8 篇为整版报道

（约占 28%），21 篇为部分版面报道，其中 15 篇位于版面的上半部区域（其中 10 篇覆盖整个上半

部区域，2 篇位于上半部中间，3 篇位于上半部左上角）、2 篇位于版面的下半部区域（其中 1 篇覆

盖整个下半部区域，1 篇位于下半部左下角）、4 篇位于版面的中部（其中 3 篇位于右侧中部，1 篇

位于整个版面的正中）。由此可见，口译活动新闻报道大部分处于版面的上部区域，为相对优先的

阅读版位。就版面空间而言，虽然也存在较小的“豆腐块”版面报道，但约 69%的报道（20 篇）

占据半版以上版面，约 72%的报道（21 篇）配有相应的图片，因而大部分报道从视觉上看较为醒

目。其中，8 篇整版报道全部配有图片，其中 6 篇配三张以上图片，2 篇配 1 张图片。图片内容包

括记者招待会现场的译员特写、译员与政府领导人共同出镜（如习近平和奥巴马会晤时译员在侧）、

政府领导人合影（如李克强总理与卡梅伦首相合影）、译员生活照等，除正文外均链接相关背景信

息，如领导人话语的中英文翻译、译员背景等，图文并茂，内容丰富。  

其次，网络新闻的内容页层级数指“从标题到正文所需的层级数”（李玮，2014：181），一般

来说，从标题到正文经过的层级数越多，受众所花费的精力越多，越不容易到达，因此越是重要

的报道，设置的层级数通常越少。对本文搜集的网络报道进行统计（由于其中 3 篇没有显示层级

数，最终统计 19 篇），大部分报道（13 篇，约占 68%）只需 3 层即可进入正文页面，如中国共产

党新闻网 2010 年 4 月 22 日发布的“走近总理身边的女翻译：经历了‘淘汰式培训’”一文的层级

数为“中国共产党新闻>综合报道>正文”。在网页层级的设置上，第一层通常为网站首页，第二层

为频道或栏目首页，因此，如果第三层即进入正文，说明该文的标题或直接入口实际上在首页页

面上即可找到，对受众而言费力程度很低。其余报道中，3 篇报道的层级数为 4 层，2 篇为 5 层，

1 篇为 7 层。 

以上分析表明，口译活动报道的生产与政治活动的受关注度密切相关，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

活动报道是“两会”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配合主流新闻媒体多元化、接地气的新闻传

播需求，同时“两会”口译活动报道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或称“外部收益”

（马锋，2006：46），即媒体和公众对“两会”译员的关注延伸到对译员参与的其他政治活动的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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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闻报道的链文本 

链文本指符号文本的链接因素，即文本接收者在对符号文本进行解释时，所受到的来自与文

本相链接的其他文本的影响，如文章的延伸阅读、注释说明、网络页面的超链接等。链文本在接

收者的阅读过程中为符号文本嫁接了来自另一文本的意义，影响接收者对符号文本的解读，通过

链文本，符号文本意义的解释范围就从其所在的意义网络节点延伸到与之相关或可由之联想到的

更广阔的意义网络中。本文的链文本主要为与口译活动报道位于同一报纸版面、同一网络报道页

面的报道，以及媒体采访的同一期节目，分析发现： 

第一，口译活动报道链接政治外交新闻。约三分之一的口译活动报道（19 篇，约占 37%）属

于“组合式报道”（李玮，2014：198），即由一组不同时间、不同类别或不同切入点的稿件来反映

同一个主题的情况。这些组合式报道都与政治活动有关，其中 18 篇为“两会”系列报道，包括图

片报道、两会花絮、总理记者会揭秘、两会报告等版面主题，1 篇为李克强总理出访欧洲的系列报

道。通过组合式报道，各报道对象之间互相补充和对照，形成对同一主题意义较为完整深入的挖

掘和解释，对于受众而言，阅读口译活动报道的同时也容易接收系列报道的其他政治活动信息，

如“两会”新政策发布，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等。除此之外，同一版面、页面或同一期节目

的链接报道还包括链接领导人话语内容，如《扬子晚报》2015 年 3 月 6 日 A3 版“李总理的‘任性’

是怎么翻译的”一文在同一版面链接了对李克强总理“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的解释和解读；

链接其他政治外交活动，如“中国日报网”2012 年 5 月 25 日对外交部翻译司报道的“超级链接”

为李克强副总理访问欧盟总部以及外交部发言人谈外交和政治工作的报道，外交部网站和新浪网

论坛共同举办的媒体访问除了采访译员之外也对几位外交官的工作进行了访谈。 

第二，口译活动报道链接社会娱乐、文化及其他翻译活动新闻。比如，《江阴日报》2010 年 3

月 18 日 A04 版“总理翻译张璐，一战成名”一文链接了关于老虎伍兹、李娜、周星驰、宋祖英等

的报道；《国防时报》2010 年 4 月 21 日第 5 版的“揭秘：外交部如何培养国家领导人翻译”一文

占据超过四分之三的版面，同一版面右下角刊登的一则转引自《环球时报》题为“法国亲朋聚会

避谈政治”的文章，与国内媒体和公众对政府译员群体和外交部组织机构津津乐道相映成趣；《金

陵晚报》2015 年 3 月 5 日 A6 版关于译员孙宁和张蕾的报道“两会火了一对翻译伉俪”旁边链接了

一组网友对“任性”一词的多个翻译版本，“中国日报网”2012 年 5 月 25 日关于外交部翻译司的

报道将关于网络流行语翻译和“啃老族”翻译的文章作为“超级链接”。 

第三，口译活动报道作为封面导读的链文本。笔者搜集的语料中有两个例子是内页相关版面

的口译活动报道作为封面导读的链文本出场，体现了口译活动作为重要新闻的地位。这两篇报道

分别为《都市快报》2013 年 3 月 14 日第 8 版的“两会冷艳美女翻译走红网络，她叫张京，杭外毕

业的”，以及《国际先驱导报》2014 年 12 月 19 日第 32 版的“揭秘中国领导人团队”。两则新闻的

标题均出现在报纸封面的显著位置，且邻近重要政治新闻，《都市快报》的相邻新闻为“今天上午

选举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国际先驱导报》为“世界在学‘习’”，深度报道《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一书在新西兰书展中展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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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普通大众对于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的评论也通过链文本参与到主流新闻媒体传播

中。比如 2010 年 3 月 16 日位于“人民网”强国社区版块“网友之声”栏目中的“温总理记者招

待会上的现场美女翻译为何受热捧？”（王淼之，2010），点击进入正文后，网页下方附有链接地

址，原文是署名王淼之的网民当日于人民网“强国论坛”中发布的一则同标题热帖。由此，口译

活动成为普通网民关注“两会”，关注政府记者招待会活动，并得以通过链文本在政府官方网站发

声的一个案例。 

总之，口译活动报道通过链文本一方面与政治活动，另一方面与社会文化活动联系起来，链文

本进一步为口译活动嫁接了政治性和社会娱乐性的双重意义。口译活动报道既可与硬新闻搭配，也

可与软新闻相配，成为政府记者招待会活动系列报道中富有人情味的一抹亮色，也成为普通大众参

与新闻传播的桥梁和话题。此外，从链文本的设置可以看出，译员对政府发言人妙语，如“铁帽子

王”、“你懂的”等的精彩翻译一定程度上引导大众对中国文化和流行语翻译的兴趣。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赵毅衡的伴随文本概念为框架，讨论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在新闻报道中的传

播，具体分析新闻报道内容聚焦的标新意义、新闻报道框架因素的附加意义，以及链接因素的嫁

接意义对口译活动报道生成、解释和传播的影响。研究发现： 

第一，口译活动报道的生成与政治活动，尤其是中国政府“两会”密切相关，是“两会”系

列报道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报道以译语和政府发言人话语解读为主要焦

点之一；报道所属版块或栏目，以及链接报道均与“两会”相关性最大；大部分报道的时间在“两

会”召开期间。口译活动报道受到党和国家部门主管的主流新闻媒体关注；从版面位置、版面空

间和内容页层级数等方面来看置于较容易被阅读的区域；甚至被作为封面导读的链文本，报道标

题在报纸封面置于重要政治新闻的相邻位置等方面，则体现出新闻媒体对口译活动报道的重视。

相对于国新办、国家部委和其他政府记者招待会，“两会”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尤其受到新

闻媒体关注，这与“两会”本身的高关注度有关，一方面说明新闻媒体对“两会”的报道较为深

入和多方位，关注“两会”记者招待会的口译活动，另一方面说明口译活动报道具有一定的政治

性，与政治活动紧密相联。 

第二，口译活动报道着眼于多元化、有故事、有温度的传播，体现了新闻传播的百姓视角。

主要表现为报道的另一焦点为译员个体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深度挖掘，报道内容还包括口译组织机

构的人才选拔政策和翻译训练；媒介机构以多元化、大众化的网络媒体和省市都市报为主；链接

报道包括社会娱乐、文化新闻等。由此可见，口译活动报道是政治活动系列报道中富有人情味的

一环，是刚硬的政治新闻的柔化剂，符合新闻传播对百姓视角、新闻温度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

“两会”报道中关于鲜活个体的特写不限于口译员，还包括与会记者、会场服务员、明星政协委

员等等，但都没有形成大规模系列报道，这显示出口译活动作为软新闻焦点的特殊性。此外，口

译活动成为连接政府、新闻媒体、大众的桥梁，如政府将译员推向网络媒体平台，与大众直接沟



11	  
	  

通其以翻译为核心的政治外交生涯；普通网民通过评论口译活动参与政府官方网站报道等。 

第三，“两会”口译活动报道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媒体对其他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及其

他政治活动、翻译活动的传播。主要表现为其他时间段的政府记者招待会或领导人出访口译活动

报道均提及相关译员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中的口译活动；口译活动报道以其他翻译活动作为链

文本等。此外，政府译员出席其他场合活动，以及译员的英语学习方法等也受到新闻媒体关注，

如“中国网”2015 年 12 月 12 日报道张璐出席翻译人才发展论坛发表演讲（张璐，2015），《长

江日报》2015 年 10 月 4 日第 4 版“习近平访美翻译有个武汉伢”一文详细报道跟随习近平主席访

美的翻译司译员周宇，“凤凰国际智库”2016 年 12 月 2 日转载报道孙宁主讲“商务青年讲堂”，

谈英语学习方法（商务，2016）等。这些报道由于没有涉及政府记者招待会，不符合本文语料筛

选条件而没有进入语料范围，但作为辅助语料一定程度上表明“两会”期间关于政府译员及其口

译活动的集中新闻报道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已经引起了大众关于译员个体和群体、外交翻译实

践及英语学习的更多兴趣。从伴随文本概念来看，评论文本具有向前文本转化的潜势，前一年关

于“两会”口译活动的新闻报道成为下一年“两会”及其他活动新闻报道的前文本，影响关于口

译活动的更多评论。 

总之，口译活动不仅在政府记者招待会现场起沟通作用，也作为政治活动系列报道的组成部

分实现了有温度的新闻传播。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对政治场域口译活动以及政府记者招待会新闻报

道的认识和解读，一方面将学界目光从口译活动的现场性转向其社会属性，关注新闻媒体对口译

活动的报道，另一方面拓展政治活动报道的研究维度，初步表明将口译活动纳入新闻传播分析的

可能性和可行性。 

 

	  

注释[Notes] 
1. 赵毅衡在《符号学》（2012）一书中沿用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热奈特的术语，将对文本进行评论的文本称为

“元文本”（赵毅衡，2012：148），但在《广义叙述学》（2013）中指出，“元”这一术语的使用太过广泛容易引起混

淆，因此改称“评论文本”（赵毅衡，2013：217）。本文采用赵毅衡修正后的“评论文本”表述。 

2. 扎根理论指自下而上从大量原始资料中发现规律。开放式登录指研究者以开放的心态对原始资料的内容进行编码，

直到饱和，即没有新的信息出现或信息开始重复。关于开放式登录和饱和原则的讨论，详见陈向明（2000：3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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