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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以上海世博会会徽为例
田

璐， 刘泽权

（燕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秦皇岛
摘

要

）

多媒体时代的到来使语篇世界日趋呈多模态化。应运而生的多模态话语分析逐渐

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视觉图像语
年上海世博会会徽图像和会徽释义文字为例，进行多模态话语的社会
法为理论，以中国
符号学分析，揭示文字与图像共同作为社会符号的表意功能，以期对于读者多模态识读能力
的提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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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人
类交际活动中出现的多种符号现象越来越突出，人
类的语篇世界也呈现出数字化和多模态化的特点。
“图像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图像在媒体、教育和儿
童文学中的大量生产，使我们无法忽略多模态话
语。
” 社会进入后现代时期，话语已不仅仅以文
本模式体现，而且以图画、动画、声音、图表、颜
色、编排等多模态同时出现 。因此，胡壮麟
指出，在人类进入社会符号学的多模态化的新世
纪，对多模态识读能力的培养应引起重视。
世纪 年代中期以来，系统功能语言学者以
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为基础，把对语言社会符号性
（
） 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图像（ ’
）、声音（
） 、
动作（
） 等多模态的交际手段的研究。
其中最为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的是克瑞斯和勒文
（
） 所构建的分析视觉图像
的语法框架，从而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依
据和分析方法。
本文尝试运用克瑞斯和勒文的多模态话语分

年上海世博会会徽图像和会
析方法，以中国
徽释义文字为例，进行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
析，探讨图像作为社会符号和语言作为符合如何共
同作用构成意义的手段和方法，以期对于读者多模
态识读能力的提高有所帮助。

一、
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理论
多模态话语的定义
多模态话语（
）是一种融
合了多种交流模态（如声音、文字、形象等）来传
递信息的语篇 。李战子
认为多模态①指的是
“除了文本之外，还带有图像、图表等的复合话语，
或者说任何由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
本。
”曾蕾 指出“超出文字语言符号以上的多种
符号语篇”即为多模态话语①。简言之，多模态话
语就是由表达意义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模态所
构成的话语。
克瑞斯和勒文
认为语篇的多模态性是当今
世界人们交际中使用的各种语篇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数字化时代，一个具有多种技能的人应该可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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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和完成各种不同的交流形式，也就是具有良

伸到视觉模式，创建了以“再现意义”、“互动意

好的多模态识读能力。
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理论
） 主张社
韩礼德和哈桑（

义”和“构图意义”为核心内容的分析图像的视觉
语法（
）。简而言之，克
瑞斯和勒文 认为所谓的模态（视觉的、姿态的、

会符号学可看作是意识形态或学科的概念视角。从
该视角需要阐明的内容有：人类交往和社会过程的

动作的），像语言一样，在社会使用过程中形成社
会资源的模态，所以符号资源都具有社会意义。

特征、社会结构的符号性和社会成员建构社会符号
的语言过程。在这个基础上，豪治和克瑞斯（
）
归纳出用以指导阐释多模态话语的
两个理论前提
：
（ ）社会层面是理解话语结构和过程的首要前
提，也就是把社会结构和过程当作出发点来分析意
义。从该前提出发，仅关注语词是不够的，因为意
义不仅存在于语言系统，也存在于其他符号系统。
（ ）语言理论必须看作是社会实践的诸多符号
理论的一种，因为多模式是语篇的内在本质。如果
单种语码不与其他符号体系相联系就得不到充分
的理解。
由此可见，社会符号学为理解视觉化语篇提供
了一个总的描述的语法。
克瑞斯和勒文 创建发展的多模态话语的社
会符号学分析理论是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理论为基础，主张图像也是社会符号。因此，韩礼
德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图像的分析和
描述。
功能语法的主要出发点是把语法看成是制造
意义的资源，语言为我们对社会行动的经验和形成
的阐释编码。因此语法不再是决定对错的一套形式
上的规则，而是宽泛地指一种特定模式中元素间的
关系的结构或模式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结构随着
世界的流逝而被确立下来 。韩礼德 认为语言
系 统 中 有三 个 用 来表 示 功 能意 义 的 纯理 功 能
（
）。它们是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
篇功能。其中概念功能指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
（包括内心世界）中各种经历加以表达的功能；人
际功能是讲话者运用语言参加社会活动的功能；语
篇功能指语言用于组织信息的功能。
在克瑞斯和勒文的研究中，语法被延伸到包括
视觉模式。他们认为：“正如语言的语法决定词如
何组成小句、句子和语篇，视觉语法将描写所描绘
的人物、地点和事物如何组成具体不同复杂程度的
视觉的陈述。
” 在将图像也看作社会符号的前提
下，他们将韩礼德功能语言学中的纯理功能思想延

二、从上海世博会会徽分析看
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
中国

年上海世博会会徽图案形似汉字
”巧妙结合，相得益彰，表
“世”，并与数字“
达了中国人民希望举办一届属于世界的、多元文化
融合的博览盛会的强烈愿望。上海世博会会徽及会
徽释义的文字说明即构成一个多模态文本。

年上海世博会会徽，以
会徽释义：中国
中国汉字“世”字书法创意为形，“世”字图形意
寓三人合臂相拥，状似美满幸福、相携同乐的家
庭，也可抽象为“你、我、他”广义的人类，对美
好和谐的生活追求，表达世博会“理解、沟通、欢
聚、合作”的理念和中国
年上海世博会以人
为本的积极追求。
徽标图像分析
上海世博会徽标图像由意象、文字和数字组
成。形似汉字书法“世”的会徽图案位于图像的左
上方，并以绿色为主色调，以红色为点缀，这些构
”巧
成图像的意象部分。意象与美化的数字“
妙组合，连贯流畅。英文文字“
”在图像中
间右侧，以加粗、黑色印刷体出现。
“
”编排在图像最下方，以小号、黑色印刷
体出现，所有英文字母均为大写。
汉字书法的“世”字，在中文里可理解为“世
界”，也有“世博会”的含义，寓意着中国人民在
融入世界的同时，弘扬传统文化的不懈努力。会徽
图像中的意象以绿色为主色调，以红色为点缀，富
有生命活力，突出中国元素，增添向上、升腾、明
快的动感和意韵，抒发了中国人民面向未来，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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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
” 巧妙组合，
表现出强烈的中西合璧、多元文化和谐融合的意
境。
（ ）图像的再现意义
对应于功能语法的概念意义，克瑞斯和勒文

我们对关注的世界所做出的陈述的真实度和可信
度，其体现资源在图像中非常丰富。同在功能语言
学中一样，情态被归纳为高、中、低三类。
”
克
） 从色彩饱和
瑞斯和勒文（
度、色彩区分度、色彩调和度、语境化、再现、深
度、照明和亮度等八个视觉标记探讨了图像中情态

提出了多模态话语的再现意义。他们将再现意义区
分为叙事的和概念两大类。其中叙事的再现包括行

的现实意义量值的高低。
上海世博会徽标图像以绿色为主色调，以红色

动过程、反应过程及言语和心理过程三类。概念的

为点缀，英文文字以黑色为主色调。其中，高饱和

再现则相当于功能语法中所描述的关系过程和存
在过程。

度的绿色表示生机、美丽、大方，表达一种愉悦的
情感意义，具有高情态。另外，绿色是大自然的代

“在图片中，使图中的元素形成斜线，通常是

表色，象征着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主旋律，契

强烈的对角线，就形成矢量。矢量是叙事图像的标
志。
” 在叙事再现的行动过程中，动作者即为发

合世博会的主旨，也是历届世博会徽标所倾向使用
的颜色。点缀“世”字图形的红色含有丰富的中国

出矢量的参与者。在图像中，他们通常最为突出。
“这可以从尺寸、构图中的位置、与背景的对比、
色彩饱和度或显著性、聚焦程度，以及‘心理凸现
程度’（如人形，尤其是人脸对观看者来说都具有
心理凸现性）等方面来判断。
”

文化特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代表热烈、庄
严、喜庆等情感，有中国色的美称。这两种具有高
情态的色彩加在一起，赋予会徽图像以强烈的视觉
冲击力和远视性，富有生命力，增添了向上、升
腾、明快的动感和意蕴，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追求
可持续发展的创造激情和举办一届属于世界的、多
元文化融合的博览盛会的强烈愿望。
（ ）图像的构图意义
多模态话语的构图意义即对应于功能语法的
语篇意义。构图意义有三种资源：信息值、取景和
显著性。
信息值是通过元素在构图中的放置实现的。任
何特定的元素在整体中的角色取决于它是被放置
在左边还是右边，中间还是边缘，或者图片空间的
上方还是下方。在克瑞斯和勒文看来，上方与下方
具有不同的信息值。如果某些因素被放置于上方，
而其它因素被放置于下方，那么置于上方的是“理
想的”，而置于下方的是“真实的”。“理想的”指
它是信息的理想化的或概括性的实质，因此它是信
息的最显著的部分。“真实的”指更特定的信息，
如细节等，或者说更实际的信息。

在上海世博会徽标图像的意象中，中国汉字
“世”字图形隐含着行动过程的动作者。三个人形
图像可视为相对独立的参与者，他们合臂相拥，彼
此之间没有矢量连接，构成陪伴情境，好似一个幸
福美满的家庭。同时，三个人形图像作为一个整
体，其“目光”似乎又都投向右下方的“
”
和“
”等字样，从而形成反应过程，表现出全
中国，乃至广义的“你、我、他”即全世界人民对
本届世博会的关心和企盼。在整个图像中，“世”
字图形是最突出的参与者，被放置在图像左上方的
显著位置，用绿色色调这种高饱和的色彩填充，并
用红色点缀，充分突出了中国
年上海世博会
赋予全世界人民“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理
念，强调对“世”字图形隐含的动作者——人的重
视和以人为本的积极追求。
（ ）图像的互动意义
对应于功能语法的人际意义，在多模态话语中
体现为互动意义。“具体的说，互动意义是关于图
像的制作者、图像所表征的事物（包括人）和图像
的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提示观看者对表征事物
应持的态度。
”
在实现互动意义时，有四个要
素：接触、社会距离、态度和情态。本文着重分析
图像的情态要素。
“作为互动意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情态指

在上海世博会徽标图像中，绿色的“世”字图
形出现在图像的左上方，英文字母“
”及数
字“
”出现在图像的中部，英文字母“
”出现在图像的正下方。因此，图像
中的绿色“世”字图形象征着上海世博会所倡导的
以人为本的积极追求和全世界人民“理解、沟通、
欢聚、合作”的“理想”。“
”
是“真实的”，它提供的信息让人感觉可感、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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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

”及“

”是“中介”
（

），

意即通过中国
年上海世博会，世界人民能实
现上述理想，从而显现出世界多元文化和谐融合的

年

互动意义，采用“世” 字书法图形在上、英文
“

”和数字“
”居中，英文“
”位于底部的编排方式形象地表达了构图

意境。

意义。同时，此会徽图像的三大意义与会徽释义的

克瑞斯和勒文的研究发现，人与物被放置的
位置、前景或背景、相对尺寸、色调值的对比（或

文字说明所传达的意义相互作用，产生合力，共同
表达上海世博会“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理

色彩）、鲜明度的不同程度影响观看者的注意力。
所谓显著性指的就是以上元素在吸引观看者注意

念和以人为本的积极追求。
） 所言，传统的以读写
正如胡壮麟（

力的不同显现程度。取景则是指通过造成分割线

为主的识读能力在多媒体时代已不够用。本文力图

条、或实际分割框架的线条，割断或连接图像中
“世”字图
的元素 。在上海世博会徽标图像中，
”占几乎三分之二的图面，
形的意象及数字“

通过对上海世博会徽标的图像和释义文字的解读
赏析，以期对读者的多模态识读能力的提高有所帮

并用绿色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填充，从而十分显
”、
著。在意象的右方和下方，英文字母“
“
”全部由大写体字母拼写，非
常巧妙地使意象、文字和数字构成一个整体多模态
的语篇，传达上海世博会的理念和追求。
会徽释义的文字说明分析
会徽释义的文字说明全部为识别式（
）关系过程，并且文字说明全部采用陈述语气，
提供信息。其中，识别式关系过程包括“以
为
形”，“意寓”，“状似”，“抽象”，“表达”。被识别
者（
） 只有“会徽” 和“
‘世’字图形”
），小
两个。它们同时也是每个小句的标记（
句的其余部分为被识别者（
）。从以上分

助和指导。
注释：
① 李战子和曾蕾均把

翻译为“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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