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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移动互联网为主导的新媒体的崛起标志着人类已步入超模态时代。超模态是多模态与超

文本性的融合，是新媒体的特征之一。根据Ｌｅｍｋｅ的观点，多模态符号同时表达三种意义，即表象意义、取

向意义和组织意义。连续网页或超文本语义单位之间构建的关系大抵有三类，即表象的、取向的和组织的

关系。多模态与超文本二者供用特征的结合为人们提供了创造意义的机会和摆脱独语、容纳多声的平台。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日报》英文官方网站为例，分析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超模态语境下如何自塑国家（虚

拟）形象并提出加强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有效策略，即：形象目标，定位明确；内容选择，异源合流；方式手

段，技术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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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体现，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品位和精神价值取向，是

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已成为国家间博弈的重要变量①。以数

字技术、智能手机终端和移动互联网为主导的新媒体的崛起打破了媒体介质之间的壁垒，消融了地域和

行政之间、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边界，构成了当下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新语境，人类已

步入超模态时代。在超模态语境下，如何有效塑造国家形象，提升传播效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争取国

际舆论话语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

超模态是多模态与超文本性的融合，是新媒体的特征之一。本文基于符号学的相关理论，探讨多模

态符号的三种意义（表象意义、取向意义和组织意义）以及超文本语义单位之间的三种关系（表象关系、

取向关系和组织关系）。以《中国日报》英文官方网站为例，结合以上提及的三种意义和三种关系，分析以

互联网为代表的超模态语境下国家（虚拟）形象的塑造并提出加强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有效策略。

一、网络空间中的国家形象

形象是人们对于外部事物的主观看法。它不仅表征事物的外观、形态与特征，还包含着个体通过理
性思考和整合才能把握的内容，如事物的精神、品格等。形象建立在客观具体事物与主体印象两者的基
础之上②。国家形象是“形象”这一概念在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应用。关于国家形象的概念，

国内外学者仁智互见。管文虎③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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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李
正国①认为，国家形象由“我形象”“他形象”和“错位形象”三个基本方面构成。“我形象”主要以综合国
力为基础，“他形象”是一种国际社会的整体想象物。国家形象的自塑和他塑都伴随着受众主体的个人
认知。他者形象的形成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他者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自己，也照见了他人。一个
国家的自我形象是在与他国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国家对自身的认识是其他国家对于自身看法的反映。
国家形象是自塑和他塑相互博弈的结果，取决于自塑力和他塑力各自作用的方向和力量的大小②。

美国著名政论家沃尔特 · 李普曼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拟态环境（ｐｓｅｕｄ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问题。拟态环境虽然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但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式摹写，与现实环境存
在一定程度的偏离。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媒时代，人们的行为与三种现实紧密相关，即客观现实、媒介
现实（即拟态环境）和主观现实。对应这三种现实，国家形象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实体形
象、国家虚拟形象和公众认知形象。国家虚拟形象（即媒体国家形象）是国际舆论对某国的总体评价或
总体印象。一般来讲，公众认知形象同国家虚拟形象基本一致，但同国家实体形象往往有出入③。由此
可见，一个国家的形象兼具主观性和客观性，具有二重性。

人们在认识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以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为中介形成主观现实。这种经由中介形
成的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产生了偏移，成为一种“拟态”现实。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现实
（ｒｅａｌｉｔｙ）总是虚拟的，因为现实总是通过象征而被感知的，而这些象征以其逃离严格语意定义的某种意
义而架构了实践”④。在新媒体时代，人们生活在爱德华·索杰提出的“第三空间”中。在此空间中，主
观与客观、实体与虚幻并存⑤。在互联网这个开放多边、多重面向的真实虚拟场域内，国家形象的塑造
与传播是一个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不断认知、编码、对比、解码的复杂过程。国家形象并非一个国家完
全真实客观的反映，或者说，它并非“源像”，而是政党、民众、大众传媒等多个构建者对客观存在的概括
和抽象。“国家形象实际上是在客观存在、建构者、传播对象三者构织的庞大网络中互动形成的……它
既包括对国家客观存在的认识、提炼、建构、传播，也包括在特定认知状态下对国家客观存在的实体性改
造以及由此进行的再认识、再提炼、再建构、再传播。”⑥

在真实与虚拟并存的新媒体时代，如何有效塑造国家的虚拟形象？如何透过他者形象反观自身，进
而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这些都是值得学界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网络空间的特点：超模态

曼纽尔·卡斯特指出，“……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互动式的网络中。换言之，通过‘超文本’
（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和‘后设语言’（Ｍｅｔ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的形构，历史上首度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态整
合到一个系统里。通过人脑两端即机械与社会脉络之间的崭新互动，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重新结合起
来。将文本、意象与声音整合进入同一个系统，在开放且可以获得读取路径的条件下，于不同的地点和
选定的时间里在全球网络上互动，这种做法确实彻底改变了沟通的特性”⑦。本段文字涉及两个关键
词，即“超文本”和“多模态”。大多数交际事件都是多模态的，单一的语言模态无法满足全球化和信息化
的需求，新媒体因此应运而生。互联网就是一个大型的超文本，它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向度：空
间与时间。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穿梭于流动的空间中和无序的时间中。

“超模态”这一概念是纽约城市大学的Ｊａｙ　Ｌ．Ｌｅｍｋｅ在他的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ｍｏｄａｌｉｔｙ一文中使用
的。超模态是指超媒体（即符号学人工制品）中基于文字、图像和声音的新的意义交互方式。其中，不同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正国：《国家形象构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０—３２页。

李群山：《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及其应对之策》，《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９２—９８页。

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８—１２页。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６２页。

Ｅｄｗａｒｄ　Ｗ　Ｓｏｊａ，“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ｐａｃｅ：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ａｌ－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ｄ　ｐｌａｃ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

ｐｐ．６．
刘明：《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３页。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４０７页。



组合结构的能指被连接在复杂的网络中①。超模态是多模态和超文本性的融合。各种大小不一的文本
单位之间彼此联系，并且文本大小、视觉元素和声音单位之间也彼此相关。这些都超越了传统多模态默
认的常规类型。超模态不是多模态，超文本也不是纯文本。超模态不仅将图像、文本和声音并置，同时
图像、文本和声音之间还存在着潜在的或明确的多重互联。链接使超文本具有多序列性②。超文本网
络有诸多可能的轨迹或遍历（ｔｒａｖｅｒｓａｌｓ）。

超模态拓展了人类互联的空间，丰富了人际交流的手段。在以超模态为特征的新媒体时代，意义如何
建构？意义建构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国家形象该如何塑造？这些都是值得深思却鲜有学者涉足的问题。

三、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塑造的理论基础：多模态＋超文本

（一）多模态的意义建构
从根本上说，所有的符号都是多模态的③：所有能指都是物质现象，任何一个具有对比特征的意义

建构和分析系统都不能穷尽其能指潜力。多模态建构的意义潜势、意义资源能力是符号资源系统各成
分能力的逻辑乘积④。每种模态都来自不同的符号系统，具有各自的意义潜势。多模态复合体的意义
是各模态相互融合和协作的结果，其整合意义远大于各单独模态所表达意义之和。

Ｌｅｍｋｅ认为，所有符号都同时表达三种意义，即表象意义（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取向意义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和组织意义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这是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起初对语言符号进行的
跨模态概括，这些符号具有意义潜势。人们构建意义时，同时呈现事态、表明取向、连接他物，并由此创
建相关元素的组织结构。当完全采用语言资源时，这三个功能分别对应韩礼德提出的语言的三个元功
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每个文本和图像都具有表象、取向和组织意义。这三个广义符
号功能是多模态符号产生潜在倍增混合意义的共同特征⑤。

表象意义是指呈现某种事物状态的意义，人们主要通过文本的概念内容来解释事件的状态，即文本
对过程、关系、事件、参与者和环境的描述。它解释了符号参与者和过程之间的关系，相当于语言的表征
或命题功能（韩礼德的“概念”或“经验”元功能）。它界定了人们谈论某事、构建主题或话题、做出预测和
进行论证时所传达的意义。用语言学的术语讲，这意味着人们利用语法和词汇资源，指定某个过程或某
种关系及其语义参与者（施动者、受动者、工具等）和环境（何时、何地、为何、如何、在何种条件下等）。在
视觉描述中，这是一种具象或表征功能，它向人们呈现了一个场景，人们能够根据该场景的典型脚本，理
解元素彼此之间的关系，告诉对方正在展示什么，什么应该“在那里”，将要发生什么，或者呈现的元素之
间正在构建什么关系。

取向意义向人们表明在交际关系中发生了什么，以及它的参与者对彼此和对所呈现的内容可能采
取的立场。在每一种意义创造行为中，产出者都为阐释者构建了对事件采取的立场。取向意义还包括
在可能的话语社会空间中和在对事态的观点中产出者和阐释者（在场的或想象的）之间社会关系的构
建，或更笼统地讲，产出者和文本（符号产出或多媒体产品）之间的相对定位。人们在行动和感情上彼此
定位，在观点、态度和价值观上和社区定位，这是语用或互动功能（韩礼德的“人际”元功能，包括“态度”

意义）。通过此功能，人们在交际事件中扮演角色，并构建言语行为的性质（告知、询问、命令等）以及与
受话人的社会关系（欺凌、恳求、许诺、威胁等）。这是在更大的社会关系和群体的背景下进行的，超越任
何特定交际事件或文本⑥。

组织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性和背景性的，它能使表象意义和取向意义更具复杂性和精确性。

最重要的是，组织性的意义资源能让人们辨别其他的哪些符号资源组合成了更大的单位。它们可能是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ａｙ　Ｌ　Ｌｅｍｋｅ，“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Ｖｉｓ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Ｎｏ．３，２００２，ｐｐ．３００．
Ｊａｙ　Ｌ　Ｌｅｍｋｅ，“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ｐｐ．３００．
Ｋｒｅｓｓ　Ｇ　ａｎｄ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　Ｔ，“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６．
Ｊａｙ　Ｌ　Ｌｅｍｋｅ，“Ｔｒａｖｅｓｌ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ｐｐ．３０３．
Ｊａｙ　Ｌ　Ｌｅｍｋｅ，“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ｐｐ．３０４．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Ｒ　ａｎｄ　Ｖｅｅｌ　Ｒ，ｅｔ　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ｌｙ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ｒｂ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ｅｘｔ”，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８．



结构单元，在文本和图像空间中是连续的，通常包含功能不同的元素（句子的主语／谓语，图像合成中的
前景／背景等）。它们也可能是衔接的或链状的，可能是分开的而非连续的。特征的相似性和相似性内
部的对比将篇幅更长的文本或更大范围的图像黏合成一个单位或整体（韩礼德的“语篇”元功能）。

在多模态符号中，人们通过整合每个相关模态的表象（取向、组织）对整体表象（取向、组织）的贡献，

得出跨模态的表象（取向、组织）意义。在符号模态中，这三种意义并非彼此完全独立，可能的组合形式
也并非以相同的概率出现。从功能上讲，每一种组合都有助于解释其他的组合。人类的符号学解释既
是完型的，又是迭代的。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平行处理的方式处理不同来源、不同种类的信息时并没有
意识到任何顺序逻辑。当注意到并将新信息整合进先前的模式时，人们会完善他们的感知和解释。

（二）超文本的意义链接
超文本（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是运用超链接的方法将不同空间的文字信息组织在一起的网状文本。美国学

者纳尔逊将其定义为“非顺序性文字”。超文本以计算机储存的大量数据为基础，将原来的线性文本变
成非线性文本，通向四面八方。读者可以在任意节点上停下来，进入另一个文本，然后再点击链接进入
又一个文本。这样一来，单一文本就变成了无限延伸的、扩展的超级文本、立体文本。超文本完全颠覆
了传统印刷文本，是一种活的、开放的文本。文本的边界消除了，每一个文本都向其他所有文本开放。

读者可以自由地穿梭于文本网络之间，可以随意地在某个地方停下来，从一个页面进入另一个页面，从
一个语境进入另一个语境，不断改变、调整和确定自己的阅读中心，获得属于自己的意义。同时，电子媒
介让普通民众在超文本中拥有改变超文本以及和文本对话的权利①。胡壮麟将超文本的语篇特征归纳
为以下六点：没有起点与终点的流动性；不分读者与作者的融合性；没有中心与边缘的无中心论；在政治
和伦理决策中的协作性、民主性；口述与读写并重的电子话语；空间扩展导致的开放性②。

Ｌｅｍｋｅ③ 认为，连续网页或超文本语义单位之间构建的关系大抵如下：

表象的：

将一组特定主题的语义关系与另一组相连接，其连接方式和这些集合的内部连接方式相同，如：活
动对施动者、物体对品质、事件对方式、由普通施动者链接的活动或反之亦然。

扩展与投射的逻辑关系：重述、详述、例证、评论；添加、例外、替代；条件性、因果性、语境化；引用，

意见④。

进一步明确逻辑关系的修辞关系，如让步、反对、分离、问题—解决、原因—结果、提案—证据、事
件—总结等⑤。

取向的：

提供和答复（接受、考虑、异议、拒绝、驳回、还盘）；需求和响应（遵守、拒绝等）；提供／需求—信息、行
动和响应；提供／需求的程度：引诱、建议、提议、坚持⑥。

状态和评估（可信度、意愿、重要性、规范性、惯常性、可理解性、幽默感）；评价传播链元素；多声联盟／

反对。

组织的：

此类结构元素之间的功能关系，如：名词词组、小句、复合词，修辞形式、体裁⑦。

协变量链元素：基于表象性或取向性特征的相似链、并列下义词链、共整体部分词义链⑧。

多模态的供用特征与超文本的供用特征相结合时，有可能抵制传统体裁的单一声音。其方式有二：

其一，通过不同符号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同的供用特征，视觉媒介提供呈现非本质细节、关系复杂性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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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萍：《中国形象传播的“超语篇”》，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４—２５页。

胡壮麟：《超文本及其语篇特征》，《山东外语教学》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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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意义的机会。其二，通过不同观点、话语、图像等超文本的交叉链接，让用户有机会创造出非作者
或设计者的隐含的或明确结论的意义①。非线性的超文本所提供的是多重的，甚至是矛盾的声音，没有
一个超文本语篇是一语独霸的，它总是充斥着不协调的声音。通过不同观点、话语、图像等的交叉链接，

超文本为用户提供创造意义的机会和摆脱单一声音、容纳多重声音的平台，引领读者进入多声、话语多
样性和冲突的通道。这样，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总是与其他观点发生冲突，它惯常的独语不断被
隐含的对话所颠覆。在超文本的媒介中，冲突与合作、颠覆和授权都能得到最充分的供给。在超模态中
一道穿梭，人们可以创造意义，以新的、更深刻的方式看待事物和表达思想。

四、《中国日报》英文官方网站国家形象塑造案例分析

互联网兼具多模态和超文本的优势，拥有巨大的动能。首先，在互联网中，多元主体交汇、多元文化
和社会思潮交融。其“去中心化”特征瓦解了一家独大的话语体系，为重塑国家形象提供宽松的舆论环
境。其次，互联网的传播能力超过任何类型的传统媒体，成为国际话语权领域最大的变量。再次，互联
网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传递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受众取得联系，在移动端和大数据的支持下，

最大限度地实现精准投放。在此背景下，行之有效的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策略有利于提升国家形象②。

基于以上理论，下文将以《中国日报》英文官方网站为例，分析超模态语境下该网站如何自塑国家形象。

（一）《中国日报》英文官方网站国家形象自塑分析
《中国日报》网（英文版）是中国最大的英文资讯门户，为国家级重点新闻网站之一，是海内外读者赖

以了解中国的窗口，已经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网上桥梁。其下设栏目包括：中国（Ｃｈｉｎａ）、世界
（Ｗｏｒｌｄ）、经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生活方式（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旅游（Ｔｒａｖｅｌ）、视频（Ｗａｔｃｈ　Ｔｈｉｓ）、体
育（Ｓｐｏｒｔｓ）、观点（Ｏｐｉｎｉｏｎ）、地方（Ｒｅｇｉｏｎａｌ）、服务（Ｓｅｒｖｉｃｅ）、论坛（Ｆｏｒｕｍ）、报纸（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和移动端
（Ｍｏｂｉｌｅ）。

图１　《中国日报》英文官网主页 　　 图２　“除夕年夜饭”网页

在浏览网页时，人们通常会首先注意到其整体布局。在主页左上角处是网站横幅，即大写的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字样。为了凸显网站的名字，ＣＯＭ．ＣＮ．的字号小于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的字
号。在ＣＯＭ．ＣＮ．上方有“中国日报网”的字样。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和“中国日报网”英汉两种
不同的语言通过意义对应产生衔接，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同义重复（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在网站图标右手的中
间位置是一个长方形的网站搜索栏，里面有英文提示Ｓｉ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右侧的放大镜图案表明了搜索功
能，此处的图标对文字进行补充说明。放大镜右侧是习近平主席的头像，在头像右侧有英文 Ｘｉ'ｓ
Ｍｏｍｅｎｔｓ，与其下方的汉字“学习时代”通过意义对应产生衔接（重复），点击汉字或英文都可进入下一层
页面。此处习近平主席的头像和汉语拼音Ｘｉ产生跨模态衔接。头像属于视觉模态，拼音Ｘｉ属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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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两者构成跨模态搭配。“学习时代”中的“习”是个双关，既可以表达“学习”之意，也可以表达“学习
习近平主席思想”的涵义。由此，“Ｘｉ”和“习”通过修辞手段紧密衔接。

其下方是菜单栏，此栏中的文字既表明该栏目所涉及的领域，同时也起链接作用，点击文字即可进
入下一层链接。下一层链接依然是一个菜单栏，显示上一层单位下设的子栏目。以第一层菜单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为例，点击该词就会进入下一个菜单栏，具体包括时尚（Ｆａｓｈｉｏｎ）、名人（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ｉｅｓ）、人物
（Ｐｅｏｐｌｅ）、美食（Ｆｏｏｄ）、健康（Ｈｅａｌｔｈ）、视频（Ｖｉｄｅｏ）、照片（Ｐｈｏｔｏ）、趋势（Ｔｒｅｎｄ　Ｗａｔｃｈ）等子栏目，点击
任意一个单词即可进入第三层页面。这三层页面体现了超文本的特点，其实质是一个整体部分关系，即
整体通过部分来实现。超文本的优势是整体意义大于部分意义相加之和。第三层页面是对第二层页面
的阐释（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或例示（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以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为例，整个页面采用纵向垂直设置，三分之二的纵向空间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对应第二
层菜单栏中的各个子栏目。右侧三分之一的纵向空间大体上分为一个或两个纵向空间，大多以图文结
合的方式呈现，也有部分内容以简短的文字介绍作为链接进入下一个页面。在主页上用鼠标点击文字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进入下一层页面，在中间纵向空间中题为Ｔｏｐ　１０的内容中出现以下文字：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ｓ　Ｅｖｅ，同时下方配以图片补充说明。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例子。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ｓ　Ｅｖｅ是简短的文字说明，表明下一页面即将出现的主要内容。配图中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红色背景，和文字说明中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ｓ　Ｅｖｅ相呼应。红红火火在中国文化中
象征着喜庆和吉祥，由此图文构成跨模态搭配（文字和颜色搭配）。图片中心位置的“除夕年夜饭”五个
字和文字说明中的Ｆｏ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ｓ　Ｅｖｅ对应，汉语和英语通过意义对应产生衔接（重
复）。“除夕年夜饭”几个字上方是几个盘子，盘子里装着中国人过年时喜欢吃的食物如鱼（代表着年年
有余）等，呼应了Ｆｏｏｄｓ一词，图文衔接。图片下方有６个人的头像，代表了老、中、青三代人，象征着阖
家欢乐、团团圆圆。数字６在中国文化中是个吉利的数字，代表着顺顺利利，这是一种隐含的象征意义。
整张图片是三代人围桌而坐、阖家团圆、举杯共饮、红红火火过大年的场景。此处的图片是对文字内容
的进一步阐释（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图片中蕴涵的中国文化元素克服了单纯文字表达的局限，给人留下了诸多
想象的空间。图文结合所传达的意义往往比单一模态的图片或文字所传达的意义更深远、更耐人寻味，
这是多种模态融合产生的倍增意义使然。

从表象意义上讲，本例中不同页面间的关系更象一种例示关系（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或上下义关系
（ｈｙｐｏｎｙｍｙ）。第一层页面提供了整体范畴，第二层页面展示范畴个例，第三层页面是对第二层页面的
展示、扩展（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或加深。从组织意义来看，点击并按照链接的指引进入下一层页面是一种行动—
结构连接。从语义上讲，这是个由两部分构成的关系。第一个部分（ａｎｃｈｏｒ）确定了第二个部分（ｔａｒｇｅｔ）
中将要呈现的信息（ｄａｔａｓｅｔ）。本例中出现了多种衔接方式，如重复（不同语言通过意义对应衔接）、跨模
态搭配和修辞衔接等。那么，本例中的取向意义是如何体现的呢？链接本身就是一种暗含的提供
（ｏｆｆｅｒ），受众有多种选择，如接受或拒绝、行动或响应。点击链接进入下一页面意味着接受或响应。链
接、标题和阐释代表了纯粹的信息提供立场。从视觉上讲，本例中的图片表达了以下立场：可信度（抽象
的体现，并非真实的照片）、意愿（阖家团圆、红红火火、丰衣足食）、惯常性（常规意象：年夜饭与团圆）、重要
性（一年中最重要的团圆日）。从背景颜色的选择到图片元素的呈现，无一不体现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

在本例中，在网络超文本链接和多种模态的协同作用下，该网站通过对除夕年夜饭的介绍较成功地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年”元素的介绍，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独特内涵。
采用接地气、亲民的话语表达，再现了中国人永远的“家”情节，易于引起受众的共鸣，有助于塑造中国文
明古国的文化形象。符号不但能够突破语言的屏障，还能在特定群体中形成有效的传播链路。因此，视
觉传达在国际传播中的功能不容忽视。

（二）《中国日报》英文官方网站存在的问题
作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窗口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渠道，《中国日报》英文官方网站还存在以下

问题：

１．缺乏明确的国家整体形象定位，统筹性不足
作为中国形象自塑的重要门户之一，在明确国家整体形象定位的基础上，网站主页上应体现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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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旨，并将中国形象建构的主要元素设置为大类板块，从总体上展现国家形象。整个网站的设计应围
绕目标定位及其宗旨展开。但在该网站的主页上，没有表达网站主旨的ｌｏｇｏ（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传播中国 影响世界），大类版块设置缺乏统筹。

２．版块划分标准不统一，缺乏逻辑性
该网站根据形象塑造国和受众国的区分，设置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版块；按照国家形象构成

元素，设置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ｒａｖｅｌ和Ｓｐｏｒｔｓ版块；依据信息呈现方式，设有Ｏｐｉｎｉｏｎ，Ｆｏｒｕｍ
和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版块；按照媒体类型，分为 Ｗａｔｃｈ　Ｔｈｉｓ和 Ｍｏｂｉｌｅ版块。同时，Ｃｈｉｎａ大类版块下设的栏
目按国家形象要素和新闻报道类型进行划分，而 Ｗｏｒｌｄ大类版块下设栏目却按地域和国家来划分。无
论是大类版块还是二级版块都存在划分标准不统一，板块设置逻辑不清晰等问题。

３．内容设置不完整或有交叉，缺乏科学性
主要体现为：（１）内容不完整、设置分散：Ｃｈｉｎａ大类版块作为国家形象的缩影，最能体现国家形象。

此大类版块下设以下栏目：新闻、社会、改革、香港／澳门、海峡两岸、报导、照片、环境、健康、军事、视频。
涉及社会热点问题的有社会、改革、环境、军事栏目，而其他国家形象要素如经济、生活、文化、旅游、体育
等则设置为大类版块；（２）内容有交叉重合：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三个大类版块中，Ｒｅｇｉｏｎａｌ可以归
入Ｃｈｉｎａ或Ｃｕｌｔｕｒｅ中。在主页中有Ｃｈｉｎａ大类版块，在经济大类中有Ｃｈｉｎａ　ｄａｔａ栏目，体育大类中有

Ｃｈｉｎａ栏目。相关的栏目版块缺少合理整合，层次较乱。
同时，该网站缺少必要的链接，缺少互动和评论。

五、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策略

行之有效的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策略有利于国家形象的提升和中国国际社会话语权的获得。针对
《中国日报》英文官方网站存在的问题，结合新媒体时代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现状，提出以下策略：

（一）形象目标：定位明确
一个国家需要精心定位、传播和维护自己的形象，才能在当今世界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中国应

善于借助互联网的优势，把自身的发展理念、发展经验向全世界宣传，实现中国价值的世界传播。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形象定位具有“两级目标”和“两种关系”。“两级目标”即整体目标形象和侧面

目标形象。“两种关系”是指整体形象与侧面形象间的相互建构与相互支撑关系。这样的层次构成了中
国形象战略定位的基本思路。在两级目标中，整体形象建构相对抽象，各个侧面的形象建构则更加具
体。一个自由、进步的整体中国形象是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悠久、社会和谐等不同侧面的中国形象
互构的结果①。因此，中国形象的建构应包含政治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社会形象等“子”形象。国
家形象的定位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内涵为支撑（侧面目标），以世
界各国人民的认同为目标，最终塑造文明大国形象、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
大国形象（整体定位）。

（二）内容选择：异源合流
美国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Ｅｄｗａｒｄ　Ｈａｌｌ）提出高语境文化（ｈｉｇｈ－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与低语境文化

（ｌｏｗ－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概念。高语境文化的特点是大部分信息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于交际者的
思维记忆深处，显性清晰的编码所负载的信息量相对较少。在低语境文化中，大量的信息通过显性直白
的编码承载，隐性的环境传递出相应的信息和情景，暗示的信息较少②。

传统的国际传播内容基本都具有高语境特征，强调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虽然能
彰显中国特色的强大国家形象，但常常因为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无法得到外国受众的认同，甚至产生
刻板印象，这些都不利于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塑造。国际传播的内容应关照受众的需求，更具变通性。其
内容设计应更具人性化，走亲民路线，消除国界、阶层以及文化等的隔阂，寻求异质文化中的“共同意义
空间”。在国家宏观叙事图景下呈现个人叙事以及由个人故事构建国家叙事话语的双重呈现不失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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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明智的选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高语境文化正经历着向低语境文化的演变，高低语境的“异
源合流”有利于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三）方式手段：技术赋能
新媒体的特点之一是全息性多模态成为交际的主流，交际基本都是图文结合，图、文、声、动同步进

行①。多模态聚集了多种模态的供用特征，可以充分利用所有新媒体来参与交际过程，不仅可以通过网
络、社交媒体进行即时传递，也可以全方位地传递多种信息。同时，多模态交际还可以利用多种手段进
行链接、联系，使不同片段的信息整合为一个整体，从而提高信息传递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网络媒体的独特优势和巨大影响力不断凸显。长期以来，我国习惯利用传
统媒体宣传国家形象，对世界新格局和媒介新业态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传播手段单一、传播技术匮
乏、传播渠道狭窄，缺乏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忽视了年轻群体广泛应用的媒介平台，未能及时接轨新媒
体传播载体。对于脸书、推特等新媒体的新途径应用不够充分②。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新媒体布局，
推动传统媒体的转型升级。利用互联网、微信、微博、抖音等媒介平台，打造新时代的传播矩阵，整合平
台优势形成合力，利用网络空间和技术赋能扩大中国形象的认同范围。

结　语

新媒体时代超模态语境拓展了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场域，消弭了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国
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呈现出开放性的态势。在互联网这个巨大的超文本中，多声共存，众声喧哗，为国家
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开放的、对话性的平台。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应顺势而为，充分
发挥新媒体的优势，整合各种资源和传播要素，有针对性地提升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效度，努力塑造民
主负责的政治友好形象、健康富强的经济形象、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形象和美丽和谐的社会形象，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一个文明富强、和平发展、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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