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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文本框架下新闻文本的意义生产研究
—以中美女主播“越洋对话”为例

王亿本  蒋晓丽

摘要  新闻文本的意义生产模式制约新闻的传播力，新闻文本的意义生产研究容易仅局限于新闻文本本身，却

忽视不同伴随文本之间的关联性，而伴随文本决定着文本意义的生成与解读。本研究以中美女主播“越洋对

话”为例，分析其伴随文本对于新闻文本意义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其显性伴随文本预设新闻文本的表意角

度，生成性伴随文本拓展新闻文本的表意深度，解释性伴随文本延伸新闻文本的表意广度，突破单一新闻文本

表意不足的缺点，最终形成新闻报道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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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新闻表意研究多做单一文本的内容分析与文本的符号解读等，如视觉符

号的表意研究[1] ，数据新闻的图像表意研究[2] ，也有研究关注不同传播符号之

间的协同表意，如探索电视新闻的图像与声音符号之间的协同表意，合理编排

“演播室口播导语”、“画面”、“解说”、“同期声访谈”、“记者出镜”“图表字幕”等

表意符号，使新闻内部结构有序化，信息系统优化，从而提高新闻整体传播效

果[3]。另有研究者认为评论标题制作表意空间的有限性约束与表意内容的完

整性追求存在矛盾。[4]该文关注多个文本之间的关联性，却只局限于新闻标题，

未及新闻正文的伴随文本。新闻文本意义生产研究忽视新闻文本表意的复杂

性，尤其是多个文本之间关联性的探索。而新闻文本通常不是单一文本的独立

表意，而是多个文本之间协同表意，新闻文本的伴随文本深度影响其意义生产，

相关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

赵毅衡教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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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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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梓轩、汤嫣、王海.动态社交语言对表意功能的革新——探析“移动短视频社交应用”赋

予新闻传播的新空间[J].中国编辑，2015（5）：77-81.

[2]张艳.论数据新闻的图像表意与审美转向[J].编辑之友2015（3）：85-88.

[3]崔玉峰.试析电视新闻表意符号的运用——以央视《新闻联播》与凤凰卫视《时事直通车》

为例[J].现代传播，2011（3）：157-158.

[4]马少华.以“互文性”拓展评论标题的表意空间[J].新闻与写作，2011（1）: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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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着意义解释”[1]。这

样的文本就叫做伴随文本，也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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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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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而且是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

造。”[3]赵毅衡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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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文本三大类。[4]同时，赵毅衡教授认为生成

性伴随文本还包括同时文本，即文本生产过程中

同时出现的影响因素。[5]新闻文本同样存在多个

伴随文本，且相互关联，影响文本的意义生产与

解读。伴随文本的相关研究比较多，针对新闻作

品的伴随文本研究不多。新闻文本的表意同样具

有复杂性和独特性，新闻文本的意义生产同样受

多种伴随文本的影响，新闻文本的意义生产模式

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019年5月30日，中 国 国 际 电 视 台（CGTN）

女主播刘欣应约通过卫星连线的方式，作为节目

嘉宾出现在美国福克斯（FOX）商业频道的《翠

西·里根黄金时段》节目中，与女主播翠西·里根

(Trish Regan)就相关话题进行公开辩论。该新闻

文本在中美两国都产生较大反响，其符号文本的

意义生产与解释模式值得探索。本文以“伴随文

本”理论为框架，以中美女主播“越洋对话”为例，

探讨新闻文本表意过程中，几种主要伴随文本对

其意义生产的影响模式。

二、显性伴随文本预设新闻文本的表意角度
伴随文本不一定就是潜在的，包括副文本和

型文本都是暴露在外的。显性伴随文本在受众

未真正解读符号文本之前，就已经预设了文本的

表意角度。具体到新闻文本，包括新闻媒体的品

牌、新闻的标题、新闻的配图、主持人的风格及影

响力、稿件记者的知名度等，都可以作为“框架因

素”（即副文本）影响新闻文本的意义生产。同时，

新闻文本是作为消息还是评论，或者其他文本类

型也可以作为型文本影响新闻文本的意义生产。

（一）副 文 本：FOX与CGTN；翠 西 与 刘 欣；中

国与美国 

赵毅衡教授认为，副文本是文本的“框架因

素”，往往落在文本“门槛”上：文本的标题、题词、

序言、插图等；艺术作品的裱装、印鉴；电影的片

头、片 尾、插 曲 等；歌 的 词 曲 作 者、标 题 等。[6]新

闻文本的副文本还包括所在媒体的影响力、新闻

记者或主持人等新闻人的影响力、文字稿的消息

头、版位、版序、版面大小、电视栏目的片头等，在

受众还未接触到新闻文本之前就受其影响，进而

影响对新闻文本的意义解读。

本次“辩论”不仅是刘欣与翠西·里根之间的

个人交流，也是FOX与CGTN，甚至是中美两国观

点的交锋。在新闻文本之外，是FOX和CGTN各自

品牌优势附加的“框架因素”，是刘欣与翠西此前

媒介形象附加于新闻文本的意义生产。

翠西现年47岁，2001年进入美国传媒领域，

先后供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

全 国 广 播 公 司 财 经 频 道(CNBC)及 彭 博 电 视 台。

2015年，翠西加入福克斯新闻，迅速成为该媒体

的金牌女主播，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主打电视栏

目《翠西·里根黄金时段》经常发表对中国的攻击

性言论[7]，本次辩论的立场不言而喻。

同 样，刘 欣 的 身 份 特 征 在 此 次 辩 论 之 前 也

逐渐在网民间传播，家庭背景、学习经历、获奖情

[1]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1.
[2]赵毅衡.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J].文艺理论研究，2010(2)：2-8.
[3]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1.
[4]赵毅衡.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J].文艺理论研究，2010(2)：2-8.
[5]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5.
[6]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3.
[7]温燕、刘皓然.美国fox主持人翠西里根是谁 约辩刘欣的女主播什么来头资料[N].环球时报http://www.mnw.cn/，2019-
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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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工作经历等，也影响新闻文本的意义生产。诸

如英语女神、留法之旅、1997年进入中央电视台，

担任英语国际频道（CCTV-9）主播、瑞士日内瓦

驻外记者，主持新闻述评类节目《欣视点》等，都

增加了受众对于本次辩论的期待，以及对于刘欣

观点的认可。

研究认为，“新闻副文本与正文的修辞结构

关 系 有 详 述 关 系、评 价 关 系、背 景 关 系、重 述 关

系、解释关系等，……副文本不仅仅是正文的附

属，它具有独立的作用，是作者意图的一种实现

方式，反映了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关系”[1] 。本文

的《翠西·里根黄金时段》和《欣视点》一定意义

上都是借助于自己既有节目的公信力以及自身形

象，与自己的受众对话，说服受众接受自己的观

点。辩论双方的成长经历、供职媒体的特征等都

属于副文本，对于本次文本的意义生产与解读都

具有重要影响。

（二）型文本：辩论、对话与访谈；新闻与宣传

型文本是文本显性框架因素的一部分，它指

明文化规定的文本“归类”方式，最重要的型文本

是体裁。接收者得到一个符号感知，必须马上明

白它的体裁类别，然后才能解读出这究竟是美术

馆珍品、买卖广告、结婚照、喜宴标志、通缉犯画

像、追悼会画像等等：仅从画像文本本身无法作

意义判断[2]。

比如，辩论与对话之别影响受众对文本意义

的解读。本次新闻文本体裁决定文本生产者的

立场与角度。翠西强调是一场“辩论”，意在强化

对立；刘欣则认为是一次“对话”，凸显交流与沟

通。由此可见，体裁的归属也会影响文本信息的

解读。也人调侃，《中美女主播“约辩”成访谈，只

会提问的福克斯主持人还敢说赢了？》[3] 。“访谈”

则凸显该文本只是刘欣回答翠西的提问，却没有

刘欣提问翠西，暴露翠西缺乏辩论的底气。在理

亏的情况下，翠西言论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同时，新闻与宣传之别也比较关键。节目开

始前，翠西先跟观众强调，刘欣是党员，并提醒观

众，刘欣有立场，代表党说话。翠西的潜台词是

强调刘欣是作为中国宣传者的代表，宣传中国立

场，暴露出翠西对中国国际电视台的误读。而本

次对话呈现给中国观众的则是福克斯（FOX）商

业频道缺乏事实根据，情绪化地宣传美国观点，

其节目的宣传特征明显。与此同时，刘欣基于相

关事实信息回应翠西的问题，呈现给美国受众的

则是具有新闻价值的文本信息。

简言之，型文本在新闻文本生产以前就已经

预设了新闻文本解读的角度，是通过建构文本的

类型影响受众对于文本解读的偏向。

三、生成性伴随文本拓展新闻文本的表意深度
在文本生成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即为生成性

伴随文本。本次新闻文本的意义生产同样受相关

前文本的影响。即生成性伴随文本可以拓展单一

新闻文本的表意深度，让单一的新闻文本具有丰

富的表意深度。

（一）前文本奠定新闻文本的解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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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广义上来说，前文本的定

义几乎可以广泛到等于“语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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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次“越洋对话”的文本受到大量前文本的

影响，前文本为本次文本预先注入很多意义。首

先，本次辩论的起因是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女主

播翠西·里根在《翠西·里根黄金时段》发表对华

不实言论攻击中国。CGTN女主持人刘欣在视频

评论中针对翠西的言论进行驳斥。这是最直接

[1]黄小平.新闻副文本的修辞结构研究——以《人民日报》为例[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151-156.

[2]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4.

[3]HEDGE海聚留学《中美女主播“约辩”成访谈，只会提问的福克斯主持人还敢说赢了？》[EB/OL].http://m.sohu.com/

a/317538171_99913199，2019-10-07.

[4]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5.

[5]赵毅衡.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J].文艺理论研究，20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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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是最近的前文本。更大范围来看，此前美国

媒体的中国报道特征、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特征，

当前的中美贸易战，甚至是多年来中美两国复杂

的国际关系都是本次新闻文本的前文本，影响其

意义的生产与解读。

具体来看，翠西试图延续《翠西·里根黄金时

段》此前节目作为前文本的意义生产模式：节目

一开始就是带有偏见地强调刘欣“有立场，代表

党说话”、“知识产权遭到盗窃”、“中国应该降低

关税”、“国家资本主义”等。而刘欣本次对话的

重要价值在于，改变《翠西·里根黄金时段》此前

节目作为前文本的影响，转而植入中国国际电视

台前期相关节目作为前文本的正面影响，尤其是

《欣视点》对于翠西批驳的文本对于本次辩论的

积极影响。

（二）同时文本丰富新闻文本的多模态叙事

形式

与文本生产同时出现的，影响文本意义生产

的因素被称作“同时文本”。新闻文本在生产过

程中会配发评论、配图、视频弹幕或文本下方的

网友评论，这些文本与新闻文本同时进入受众视

野，影响受众对新闻文本的解读，具有同时文本

的特征。另外，在融合报道的情况下，“两微一端”

与网络媒体通常只报道新闻的核心信息，而传统

媒体跟进深度报道；文字报道注重理性分析，视

频报道则注重可视化的视觉传播效果，图片报道

侧重经典画面的瞬间永久。不同类型的同时文

本之间扬长避短，实现差异化竞争与合作的传播

格局，分工协作，共同表意，实现多个同时文本的

多模态叙事，丰富文本表意的复杂性。而针对同

一事件，不同媒体的报道同样具有同时文本的特

征，影响文本的意义生产。比如，针对中美贸易

战，中美媒体的报道焦点、报道风格等存在差异

性。美国媒体强调对美国有利，中国媒体则以数

据为依据，强调双输的结果。本次“越洋对话”后，

翠西和刘欣在推特上较早时间做出回应，相关媒

体也在第一时间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越洋对话”

相关信息。随后，多家主流媒体对此进行更为深

度的报道和评论，包括文字文本与视觉文本，以

及网络转载“越洋对话”的文字稿，通过多种类

型的同时文本实现多模态叙事，不同模态之间优

势互补，最终从整体上丰富了新闻文本的表意空

间。

四、解释性伴随文本延伸符号文本的表意广度
除了上述两大类伴随文本，还有第三类伴随

文本，就是解释性伴随文本。不同于前两类伴随文

本，解释性伴随文本是在符号文本生成之后出现

的，且对文本具有影响的伴随文本，主要包括评论

文本（也叫元文本）、链文本和先后文本等三大类。

这三类伴随文本并未改变符号文本本身，却从不同

侧面延伸符号文本的表意广度，让符号文本具有更

多解释的可能性。研究者强调，解释性伴随文本是

“文本发生后才带上的伴随文本”[1] ，也更加凸显其

对于符号文本意义生产的延伸功能。

（一）评论文本强调文本表意的深刻性

“元文本”是此文本生成后被接收之前，所出

现的评价，包括有关此作品及其作者的新闻、评

论、八卦、传闻、指责、道德或政治标签，等等。赵

毅衡在《广义叙述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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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文采用赵毅衡修正后的表述“评论文本”。

本次“越洋对话”之后，中美多家媒体的报道

和评论，以及刘欣和翠西在微博上的评论都可以

作为元文本，影响“越洋对话”文本本身的意义生

产。如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对

“辩论”给予较大肯定，中国的《新闻联播》、《新闻 

1+1》、《面对面》等节目以及两微平台也肯定本次

辩论的积极意义。再如《新民晚报》的报道突出

翠西的紧张，加深受众对于本次“越洋对话”文本

的解读：

“挑眉、微笑，克制的肢体动作以及比平时缓

慢的语速，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女主播翠西·里

[1]李玮、蒋晓丽.试对“伴随文本”理论进行修正与扩展——与赵毅衡教授商榷[J].甘肃社会科学，2012(4)：251-255.
[2]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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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今天不想‘那么情绪化’，但这场16分钟的辩论

中，她的紧张还是明显可见……当中国主播刘欣

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之时，翠西明显感到紧张：刘

欣不到30秒的开场白，至少被她打断三次……翠

西的紧张不是没有原因。她没有想到自己随意

点评中美贸易摩擦，会引来中国女主播的越洋批

驳，更没有想到‘约辩’会引发世界舆论高度关

注。因此，这次她是做了准备的。节目开始前，

她在推特上特意表示‘对辩论的期待’，强调‘自

己总是保持着倾听所有人意见的意愿’，并将‘倾

听’二字用大写的形式标出来。然而事实证明，

她很难做到。在对话中，翠西一直急于‘抛售’自

己的观点。此外，大概由于紧张，作为资深主播，

她在节目里多次翻看手里的资料，而连线另一端

的刘欣全程直视着镜头。”[1] 

经过上述评论，对于翠西的紧张就更容易理

解了。评论文本是对符号文本的解读，深化文本

的意义生产效果。符号文本已经发出，无法改变

文本结构。但是，可以通过评论延伸符号文本的

意义解读效果。《新民晚报》的评论引导受众更

准确地认知翠西的紧张表现以及紧张的原因，由

此强化受众对符号文本的解读效果，即评论文本

可以延伸符号文本的表意广度。

（二）链文本丰富文本表意的多样性

链文本是传播者在传递文本时链接与文本

相关的其他文本，帮助受众更准确、更全面地理

解 文 本 意 义，包 括 延 伸 文 本、参 考 文 本、注 解 说

明、对比文本等，都属于链文本要素。 

如新浪新闻《16分钟越洋对话“正面交锋” 

中美女主播说了什么》链接“延伸阅读”，包括三

大块内容：1.中美主播约辩，主要有《中美女主播

约辩结束 刘欣：欢迎Trish来中国看看》、《中美女

主播“跨洋交锋”（文字实录）》、《中美主播交锋：

翠西改撒泼做派 刘欣对话落落大方》、《刘欣“跨

洋交流”背后 传递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等12

条相关新闻文本；2.舆论热议，包括《港媒：中美

女主播“约辩”贸易战受期待》、《中美女主播“约

架”前 四名中外男学者也互怼一番》、《中美女主

播隔空互怼 到底发生了什么?》；3.主播背景，包

括《舌战美国女主播的她不简单 23年前就已是

“王者”》、《舌战美国主播的她 曾放弃保送复旦大

学的机会》、《和中国女主播约架的美国女主播 曾

碰瓷丹麦被打脸》、《跟CGTN女主播约辩的美国

女主播什么来头？》。

链接中美主播对话文本的重点部分、注解说

明性文本、舆论热议的话题，以及主播背景信息

文本等，可以多层次地展示文本内涵，帮助受众

更准确地把握文本的重要信息，更全面地认知文

本蕴含的意义，以及主播身份对于文本意义生成

的影响，最终延伸符号文本的表意广度。

（三）先后文本凸显新闻文本表意的延续性

先后文本是多个文本之间的承接关系，形成

连续的表意机制。新闻文本不会像小说那样续

写，但是有后续报道。如《焦点访谈》报道的社会

问题会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从而促成问题的解

决。后续跟进报道就是延续前文报道文本的表意

完整性，确保新闻报道有头有尾。同时，不同媒

体之间新闻文本的转载与改写，也具有先后文本

的特征。先后文本之间建立关联性则可以延伸单

一文本的表意效果。后文本延续先文本的核心内

容，并通过改写标题或导语等手段，突出文本的

关键信息。

本次“越洋对话”之后，《新闻1+1》节目中白

岩松采访刘欣，深挖本次“越洋对话”的相关细节，

一定意义上是本次符号文本影响力的延伸。同

时，后文本也是对前文本意义的延伸，让更多的受

众认识到本次符号文本的社会价值。再比如，受

众对于翠西再次邀请刘欣对话的期待，一定意义

上是本次对话意义的延伸。2019年6月，美国当地

时间6日晚（北京时间7日早），翠西·里根在推特上

说：“嗨，刘欣，你准备好参加第二轮（对话）了吗？”

如果第二次对话成行，则两次对话就具有先后文

本的衔接性。这样的两次节目主要是先文本影响

后文本，后文本会受制于前文本的影响。

当然，这一案例中先文本受制于后文本的特

[1]吴宇桢、齐旭.16分钟：跨越大洋的辩论让真理更明晰[N].新民晚报，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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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不够明显。原因是本次辩论是一次偶然性设

计，并未规划第二次辩论的后文本。倘若是提前

规划有后续辩论，则会考虑第一期节目与后续节

目的话题分配、叙述的承接关系等，体现先文本

受制于后文本的特征。例如一些连续报道或系列

报道就需要考虑先后文本的话题避让与风格统一

等问题。

五、结语与思考

综 上 可 见，新 闻 文 本 的 意 义 生 产 不 仅 是 单

一文本的独立表意，而是多个伴随文本的协调表

意，中国国际传播的传播力尤其需要建构不同伴

随文本之间的关联性，形成系统的表意机制，伴

随着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共同表意，影

响受众对于符号文本信息的接受和理解。

首先，显性伴随文本预设新闻本文的表意角

度。新闻文本的副文本包括新闻文本生产涉及的

新闻人及媒体机构的品牌影响力等，这也是很多媒

体注重品牌塑造与公信力打造的原因。新闻文本

的型文本包括新闻文本的类型，包括消息、评论、纪

录片、社交媒体的草根原创内容等。受众接触新闻

文本内容之前，对于不同文体的认可程度已经有所

预设。这些显性因素提前制约文本意义生产的基

调，引导受众对文本意义解读的立场与方向。

其次，生成性伴随文本主要是拓展新闻文本

的表意深度。同时，其文本包括文字文本配发的

照片、视频，以及“两微一端”的传播文本与传统

媒体的报道文本之间都属于同时文本。这两类文

本都是本次文本生成过程中受到影响的因素，都

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本次文本的表意空间。多种生

成性伴随文本需要相互避让与互补，实现整合传

播的整体效应，即表意的深度。

第三，解释性伴随文本主要是延伸新闻文本

的表意广度。符号文本生产完成后，还需要合理

借助于评论文本、链文本与前后文本等解释性伴

随文本延伸符号文本意义生产的广度，强化整体

传播效果。

新闻文本的生产与传播存在显性伴随文本、

生成性伴随文本和解释性伴随文本等三种类型，

分别从角度、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影响符号文本的

表意效果。从更广泛层面看，新闻文本生产不是

单一新闻记者或主持人的单独行为，而是受多种

复杂伴随文本的多重影响，也预示着新闻文本意

义生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新闻文本的生

产者，应做好符号文本生产前的角度预设、文本

生产过程中的深度拓展，以及文本生产后的广度

延伸。由此规避单一新闻文本表意不足的缺点，

最终形成新闻报道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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