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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对峙新闻话语策略研究

◎陈文涛

1  引  言

1962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21 日爆发的中印自卫还击战，我国采取了诱敌深入、

重点打击的灵活战术，最终一举歼灭了来犯之敌，取得了巨大成功，狠狠打击了印度的

嚣张气焰，遏制了周边蠢蠢欲动的敌人，为中印争取了几十年的发展机遇。（殷杰，

2020）然而，中国和印度自 2017 年 6 月 18 日起在边境的军事对峙持续了两月余，引起

了全世界的关注。居心叵测的国家和组织也在暗中推波助澜，助长了印度的嚣张气焰。

我国政府立场坚定，据理力争，最终成功促使印度撤军，化解了中印自 1962 年边境冲

突以来最大的危机。印度总统莫迪也积极参加了厦门金砖会晤。虽然中印对峙最终避免

了军事冲突，但是两国的边境增兵无疑带来了经济损失，其间的“口水仗”也为今后的

中印关系埋下了不良种子。2018 年 2 月以来，印度在居心叵测的国家指使下，主动调整

与我国的关系，严重影响了中印友好发展的趋势。（李兴明，刘万义，张婧宇，2019）

中印主要新闻机构对此事件的报道对危机的化解及今后的两国关系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中印主流媒体机构的话语并非反应对峙的客观存在，而是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向国

际倾泻国家意志，研究其新闻话语表征具有积极意义。研究中印边境对峙期间的主流新

闻话语表征有利于研究印方的立场和意识形态，洞察话语表征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国

家意志和政治策略，开辟新闻话语分析的新视角，拓宽话语分析的视野，促进话语分析

研究的发展，构建我国主流媒体的话语策略，从而有利于我国掌握中印交流的主动权。

2  文献回顾

一般而言，话语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下具体的语言交际事件。话语是

与语境或实际生活相关的语言活动，是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活动。（施旭，2010：129）

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际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契合，体现意识形

态，展示国家、集团或个人的话语权。新闻话语能指和所指严密结合，是实现意识形态

日常生活化的理论途径，其编码越巧妙，越能展示主导的意识形态。（吴学琴，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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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还具有建构性特征。话语在其实践过程中不断建构社会和个体意识，建构积极的社

会媒介，而非反应客观存在。因此，研究话语实践，需要透过客观存在洞察隐藏的意识

形态，分析话语构建意识形态的表征。（纪卫宁，辛斌，2009）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除了用来研究语言本体成分的形式和意义外，也

用来研究话语篇章表现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陈平，2017）一个社会中的主流

意识形态往往是占统治地位阶层的意志体现，一般具有高度的融合力和强大的传播力

（王清，2013）新闻话语表征为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研究的重点。（Fowler，1991；

Fairclough，1995）批判话语研究得以超越了单一学术理论或方法的范畴，成为一种追

求社会进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武器。（常江，田浩，2018）然而，批评语言学

视域下的新闻报道很难做到完全客观和公正，新闻媒体总是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统治

阶级立场服务，其对新闻事件的加工能够加强意识形态对人们的统治地位，促进特定

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Fowler，1991）因此，研究新闻话语表征有助于我们了解

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和特定立场，揭示话语、权力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Kuo	and	

Nakamura，2005；辛斌，1996，2005），并据此建立我国对印度的话语战略，掌握中印

事务主动权。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旨在揭露话语背后隐藏的消极因素，如意识形态、国家

意志和机构倾向等，而积极话语分析理论试图发现话语传递的积极因素，如和平谈判和

协商解决意向等。批评话语分析和积极话语分析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胡壮麟，2012）

综合运用两种分析理论有助于客观、真实地理解话语信息。

3  理论框架

语言可视为社会实践的形式。语言为社会的组成部分，非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语言

是种社会过程，是受社会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调节的过程。因此，话语的三维性是指

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不同社

会环境中的语言体现的语言使用者的权力具有不均衡性。语言反映不同的意识形态及其

支配的社会权力。话语实践协调文本和社会实践的关系，话语分析旨在探讨文本、话语

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揭示隐含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Fairclough,	1993）探

讨语言的人际功能也有助于话语分析。

语言人际功能是指语言具有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表达和理解人的情感、态度和

判断的功能。（Bloor	and	Bloor,	2004:	14）交流者通过情态表达对交流过程进行评价，

实现语言交际与交流。情态动词是表达情态常用的词汇。情态动词可分为三个等级，即

低强度、中等强度和高强度。低强度的情态动词：might,	may,	could,	can,	dare,	needn’t,	

didn’t	need	 to,	doesn’t	need	 to；中等强度的情态动词：is/was	 to,	would,	will,	 should,	

isn’t/wasn’t	 to,	won’t,	wouldn’t,	 shouldn’t；高强度的情态动词：must/mustn’t,	

ought/oughtn’t	to,	has/have	to,	haven’t/hasn’t/hadn’t	to,	can/couldn’t。此外，话语历

史背景分析法也是重要的新闻话语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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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的进展与话语的发展紧密相连。话语分析离开历史进程将是无果之花、

无米之炊。话语分析糅合入历史事件分析将给其带来鲜活的生命，基于历史事件的话语

分析更具历史张力和说服力。话语、权力、历史事件密切关联，为规范化的语言表现形

式。话语深植于历史长河中，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对历史的表征、分析和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Falrclough	and	Wodak,	1997）历史因素，尤其是意识形态、权力地位和实力

影响话语分析的发展，决定其最终成就和社会历史价值。

4  研究方法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中，语料库对等是研究的基础。（洪岗，2001：43）《中国日报》

是我国权威的外宣英文媒介。（胡美馨，黄银菊，2014）《印度新闻》是印方外宣的主

流媒介。该课题拟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自建语料库，分析中印主流媒体在

中印边境对峙阶段的新闻话语。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辅助分析、批评和积极话语分析法（Partington,	2004），结合定

量的语料库分析和定性的话语功能和历史背景分析，以求增强研究结果的效度。

本研究基于两个平行的专门用途语料库：《中国日报》语料库和《印度新闻》语料

库。这两个语料库包含了 2020 年 5 月 27 日至 2020 年 7 月 22 日中印边境对峙期间中印

双方全部相关新闻报道。前者收集71个新闻语篇，36	979词，后者收集43个新闻语篇，

37	690 词，共计 114 篇，74	669 词。采集语料的标准为与中印边境对峙事件相关；所采

语料为发生在中印边境对峙期间的新闻报道。

基于上述两个专门用途语料库，结合话语历史背景分析法、批评话语和积极话语分

析理论，该文的研究对象为：①语料库中相关词的共现频率对比；②研究三个具有代表

性的不同强度的情态动词，即 must,	might,	 should 的出现频次；③采取话语历史背景分

析方法研究中印边境对峙的参与方、参与方的主要特点、话语中专有名词的命名以及话

语立场的强化和弱化。

5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分为两部分，即运用 Wordsmith4.0 获得的研究结果与采取话语历史背景

分析方法获得的研究结果。

5.1  语料库中相关词的共现频率对比

运用 Wordsmith4.0 检索两个语料库中下列动 / 名词的共现频率：threaten（威胁）、

intrude/intrusion（入侵）、negotiate（谈判）以及 One	Belt,	One	Road/The	Belt	and	Road

（“一带一路”），分析其共现情况，对比分析中印主流媒体报道中印边境对峙事件的

语言与文化论坛 -2020-第四辑.indd   93语言与文化论坛 -2020-第四辑.indd   93 2020/12/7   11:57:202020/12/7   11:57:20



- 94 -

语言与文化论坛  2020 年 （第四辑）

话语表征及我国新闻宣传应采取的用词策略。另外，本研究还检索了情态动词（must,	

might,	should）来探讨中印双方的人际交流与情感表露（表 1）。

表 1  语料库中相关词的共现

共  现 语料库

...the	PLA’s	border	 troops	will	 become	more	 competent,	which	New	Delhi	 fears	would	

threaten	its	illegal	control	of	Southern	Tibet,	historically	a	Chinese	territory...	

中国日报

But	 the	 tensions	 resulting	 from	 the	 intrusion	 will	 surely	 grow	 if	 there	 is	 not	 a	 total	

withdrawal	of	the	Indian	troops.	

India’s	 intrusion	 into	 the	Chinese	 territory	 under	 the	 pretext	 of	Bhutan	 has	 not	 only	

violated	China’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but	also	challenged	Bhutan’s...

China	will	 never	 negotiate	with	 an	 invading	 force	when	 its	 national	 territorial	 integrity	

remains...	

...it	provides	an	understanding	of	why	China	has	refused	to	negotiate.

...there	is	a	need	to	reach	strategic	consensuses	with	India	on	“one	belt,	one	road”.	Indian	

troops’	transgression...

...and	at	a	time	when	it	is	proceeding	with	the	Belt	and	Road	programs...

Alth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een	proposed	by	China,	it	is	also	in	the	interest	

of	others.

If	India	narrow-mindedly	attempts	to	disrup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would	not	only	

be	making	a	 strategically	myopic	move,	but	also	a	politically	 reactionary	 step	and	end	up	

losing	in	the	end.

The	two	countries	must	join	hands	in	a	durable	friendship	to	rejuvenate	an	Asian	Century.

Indian	troops	must	‘back	out’	from	borders,	Foreign	Minister	says.

This	suggests	 India	might	be	preparing	 for	a	war	with	China,	or	pretending	 to	go	 to	war	 in	

the	hope	of	forcing	China	into	making	concessions.

India	 should	 respect	 the	 provisions	 in	 the	 boundary	 convention,	 before	 the	 situation	

deteriorates	and	leads	to	more	serious	consequences.

...terrible	in	china.	finally	i	know	the	reason	now.	Because	roads	are	security	threaten.

印度新闻

Moreover,	China	 can	militarily	 threaten	 the	 strategically-vulnerable	 and	narrow	Siliguri	

Corridor	just	about...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road	at	 the	border	plateau	China	can	militarily	 threaten	Siliguri	

Corridor	if	the	road	is	constructed...

...their	 rivalry	 for	 global	 influence	 and	 fears	 of	 containment	 by	 the	 other	 threaten	 to	

overshadow	those	aspi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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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现 语料库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ccused	India	of	intrusion	at	borders...

印度新闻

...Bhutan	has	strongly	protested	the	intrusion	on	its	territory.

...he	said.	“There	is	no	room	for	both	sides	to	sit	down	and	negotiate	because	the	(Chinese)	

precondition	is	very	clear,”	the	expert	said.	“	

Indian	wariness	 about	 the	motives	 behind	Beijing’s	 flagship	“One	Belt,	One	Road”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which	includes	a	key	component	in...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there	has	not	 been	 any	 incident	 of	 firing	 along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for	the	last	50	years.

India	must	build	a	railway	line	to	Bhutan,	an	expert	said.

China	might	use	other	means	to	ensure	there	is	no	formal	talks	on	the	border	issue	before	its	

precondition	about	troop	withdrawal	is	met.

India	should	do	more	than	merely	stopping	Chinese	troops	from	taking	away	border	plateau	

from	Bhutan.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表意功能，而及物系统是实现表意功能的重要语言结

构。（Falrclough,	1995）及物系统是人们描述、阐释、理解现实的重要媒介，是人们描

述现实的重要语言功能的体现，它明确动作的施与者与接受者，也能把社会事件、心理

情感、意识形态描述为多种多样的过程，并阐明过程的参与者及其周围环境（Halliday,	

1994）及物系统中的动作的施与者可以凸显施与者的权力、社会地位及其意识形态，而

动作接受者则展现一种被动接受的社会地位和较弱势的权力分配，其意识形态也难逃动

作施与者的阴霾。

由表 1 可见，印方屡次使用“threaten”一词明确动作的施与者与接受者，描述中

印边境对峙事件，以表达印度对中国在边境地区修路的担忧。印方担忧其对西里古里走

廊造成现实威胁；而中方则表明修路旨在增强边境能力，应对印度对中国固有领土藏南

地区的控制所带来的威胁。可见，双方在边境地区存在利益冲突，均用“threaten”凸

显施与者的意识形态，展现己方的被动接受，表达了双方的忧虑。

中方使用“One	Belt,	One	Road/The	Belt	and	Road”表明其欲与印方达成战略性合

作，互利互惠的愿望，解释“一带一路”有利于利益各方。如果印方试图阻挠“一带一

路”倡议，这将不仅是印方欠缺远见的举动，也是政治上保守的体现，最终会饱尝失败

之苦。中印双方由于边境利益冲突带来了双方对“一带一路”迥然而异的看法，可见中

印双方的合作共赢、互利互惠尚有较长的路要走。

本研究选择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情态动词（must,	might,	 should）来探讨中印双方的情

感表征。印方使用了 18 次“must”表达强烈的情感表征，强调印度必须建设一条直通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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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的铁路，但同时强调中印边境已经有 50 年时间未发生军事冲突事件，表达了其对

此次事件和平解决的愿望。而我方通过 22 次使用“must”强调印度必须从中国边境地

区撤军，但也强调中印双方应该携手共创亚洲友好纪元。我方 10 次使用“might”表达

较弱的情感表征，暗示印度可能正在准备战争。而印方使用 15 次“might”暗指中方可

能在领土问题上拒绝谈判，除非印方撤军。值得注意的是，中印双方均大量（中方 92

次，印方 69 次）使用“should”表达中等强度的情感表征。中方主要表达印方应该尊

重边境条约，避免情势恶化，产生严重后果；印方却表明其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而非

仅仅派遣部队阻止中方侵占边境地区，其言论明显违背了边境条约，否定了边境为中国

领域的合法事实。虽然双方在边境问题上各执一词，但是在情感表征上均避免太多使用

“must”等高情感强度的词汇来表达强烈的情感表征，而选择使用如“should”等表示

中等强度的情感词汇来表明己方的诉求。可见，双方对此次对峙事件均持克制态度。

5.2  采取话语历史背景分析方法获得的研究结果

该研究采取话语历史背景分析方法，从四个方面对话语进行历史背景分析，

（Wodak，2001；季丽珺，2013）即中印边境对峙的参与方、参与方的主要特点、话语

中专有名词的命名以及话语立场的强化和弱化。

5.2.1  事件参与方

本文基于语料库语言学原理，使用 Wordsmith4.0 检索相关词汇的频次，从而确定

事件参与方。中印对峙期间，《中国日报》和《印度新闻》均以维护本国利益为主要目

标，围绕边境地区的修路和军队对峙描述了事件发生的过程及各方采取的行动。在该语

料库中，《中国日报》语料里出现了642次“China”（1.67%），585次“India”（1.52%），

151 次“Border”（0.39%）；《印度新闻》语料里出现了 708 次“China”（1.83%），

592 次“India”（1.53%），267 次“Border”（0.69%）。可见，中印对峙事件主要参

与方为印度、中国及其边境地区。

《中国日报》151 次提及边境地区，宣称并强化了我国从容不迫地主张在我国边境

地区修建公路及其他相关合法权利。而《印度新闻》267 次提及我国边境地区，明显多

于《中国日报》提及的次数，反映了印方企图阻止我国在边境地区修路等合法权利，从

而气急败坏、屡屡提及、欲盖弥彰的国家意志。而我国对边境地区拥有世界公认的、正

当合法的所有权，无须通过多次强调来伸张所有权，故仅仅用几近印方一半的提及次数

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样，《印度新闻》216次提及不丹，远多于《中国日报》的107次，

揭露了印方旨在使不丹卷入纷争，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博取国际社会同情，赢得对峙

主动权的企图。而积极话语理论认为，我国较少提及不丹，即使提及也是对印方多次提

及的被动回应，体现了我国试图缩小冲突范围，力图将对峙限制在可控范围内的目标。

5.2.2  参与方的特点

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不丹成为该对峙事件被动牵入的参与者，而中印双方是

主要的利益冲突者。该事件的性质是边境地区能否修路的问题，背后隐藏的国家意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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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方认为我国的修路威胁其边境安全，而我国认为在自己的领土修路是正当、合法的行

为，无意威胁任何国家或地区。中印双方解决事件的主要手段为军事对峙基础上的外交

谈判，运用的话语理据主要为卫星照片、历史演变、国际法和逻辑推理。积极话语理论

认为，中印之间相隔喜马拉雅山，不应成为利益冲突的主体，而应团结协作，互利共

赢，主流媒体话语亦应聚焦求同存异，和平解决边界争端。

5.2.3  话语中专有名词的命名

中印双方展示的证据主要是站在各自国家利益角度，以各自的语言学规则命名地理

位置或专有名词。《中国日报》语料中 63 次用“Border”指称边境（0.16%），88 次用

“boundary”指称边境（0.23%）；而《印度新闻》用“Border”指称边境，全部指称达

267 次（0.69%）。运用批评话语理论分析，“boundary”是侧重于分界线，而“Border”

是英语词汇，我方更多地用汉语拼音来指称边境地区，宣称了我国对该地区的合法所有

权，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而印方用英语来指称该地区，不用汉语拼音来指称，企图淡

化我国的合法权利，揭露了其仇视我国合法权利的意识形态。积极话语理论认为，印度

曾经为英国殖民地，英语较为普及，所以用“Border”来指称我国边境地区实属语言文

化传统使然；而运用“boundary”来指称边境地区亦属语言传统所致。

5.2.4  话语立场的强化和弱化

双方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提出不同的主张，其立场在谈判中经历了尖锐对峙、缓和

及达成谅解的过程。印方多次使用“Border”指称、提及我国边境地区，强化了其企图

制止我国合法修路的话语立场，而我方交替使用“Border”和“boundary”指称、提及

边境地区，且次数明显少于印方，弱化了话语立场。可见，我国媒体偏向于构建积极的

话语策略，而印度媒体倾向于批评话语策略，探讨我国媒体的话语策略势在必行。

6  话语策略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迅速崛起，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国际摩擦事件在所难免。中

印边境对峙事件吸引了国际新闻媒介的浓厚兴趣，国际心怀叵测的媒体机构趁势兴风起

浪，宣扬中国威胁论，印度媒体亦步亦趋，对我国媒体的新闻话语策略提出了严峻挑

战，建构相应的话语策略迫在眉睫。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纷争，掌握与印度交往的主动

权，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我国主要新闻机构在产出话语时可以采用如下话语策略：

（Wodak，2001；季丽珺，2013）

6.1  提名策略

提名策略是通过分类的方法将某个社会事件参与者归之于一群体。可使用自然化

或中性化的隐喻，或者借代的修辞手法达到构建群体的目的。该策略旨在委婉表述中

印边境问题，缓和中印利益冲突，如我国主流媒体可以使用借代的修辞手法，用“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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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hi”（新德里）来指代印度，避免直接使用印度一词，以免给对方造成沉重的政治

压力。

6.2  谓语指示策略

该策略是通过在谓语成分中使用有否定意义或者肯定意义的修饰语，如形容词、

同位语、介词短语、关系从句、连词性从句、不定式从句和分词从句和短语，赋予社

会行为和事件正负面或褒贬的含义。例如，将“Indian	border	 troops	obstructed	Chinese	

border	troops,	who	were	conducting	normal	patrols	in	the	Pangong	Lake	area...”改为“Indian	

border	 troops	 illegally	 obstructed	Chinese	border	 troops,	who	were	 conducting	normal	 and	

legal	patrols	 in	 the	Pangong	Lake	area”，则能揭露印度军方的非法举动，强调我国在固

有领土巡逻的合法性。

6.3  论证策略

该策略是指通过习惯用语和谬误分析来调整和质疑话语中对事实描述的正当性。

《中国日报》在谈及印度抵制我国产品进口时，引用了一篇文章的说法：“In	 the	short	

term,	 the	boycott	 is	more	harmful	 for	 India	 than	China”。如果将该句话改为“In	the	short	

term,	the	boycott	swims	against	the	tide”，就能更为生动地质疑印方的抵制行为，更明确

地说明印方的抵制行为是逆潮流而行的。

《印度新闻》在描述印度阻止我国合法修路行为的时候说：“The	stand-off	 in	 the	

Himalayan	 region	began	when	 India	 sent	 troops	 to	 stop	China	building	a	 road	 in	 the	 remote,	

uninhabited	territory	of	Border,	claimed	by	both	China	and	Bhutan.”该陈述属于一种谬误分

析，犯了矛盾前提（Contradictory	Premises）的逻辑错误。该说法的谬误在于：因为边

境地区无人居住且中印双方都主张所有权，所以我国对边境地区就没有所有权。而实际

上该逻辑前提就是错误的。即使无人居住，印方也主张所有权，也改变不了边境隶属我

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是我国固有领土的合法事实。如我国媒体进行类似的谬

误分析，逐一驳斥印方的荒谬逻辑，则能增强话语说服力，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6.4  话语表征的视角化和框架化策略

该策略有助于话语创造者选择适合话语目标的视角，并构建适当的话语框架，

融入自己的观点，点缀相应的话语表征，维护话语目标，彰显或隐藏话语意识形态，

从而报道、描述、陈述或者转述社会事件，达到话语阐述的最终目标。我方时而使用

“Border”（63 次），时而使用“boundary”（88 次）指称我国边境地区；而印方一直

使用“Border”指称边界线（267 次）。我方对边境地区的交替指称不利于话语表征的

视角化和框架化形成，反而给印方可乘之机，拿边境做文章，也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我国

立场不坚定的印象；印方坚持使用“Border”和我方的交替使用形成了鲜明对照，造成

边境地区的视角错乱、框架凌乱，给印方造势提供了口舌，国际社会也潜移默化地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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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对边境地区的合法权利，不利于我方维护国家利益。如果我方持之以恒地使用汉

语拼音“boundary”来指称我国边界线，则能形成醒目的话语表征视角，框架化并强化

我国对边境地区的合法权利，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使印方混淆视听的企图功亏一篑。

6.5  强化或者弱化策略

话语论证效果的强化和弱化策略可通过话语表征和标记来实现，从而强化或弱

化读者的话语印象，使读者对社会事件的认识得到加强或减弱，提高言后效力，促

成话语目标。例如，《中国日报》仅仅 107 次提及不丹，而《印度新闻》216 次提及

了不丹，造成了新闻话语强度的不平衡，减弱了我方对印方企图的揭露。相反，如果

我方对不丹的提及次数相当于或者多于印方的提及次数，则有利于我方强化话语目

标，揭露印方企图卷入不丹的企图。另外，在提及中印边境对峙事件时，少用诸如

“conflict”“confrontation”等表达尖锐矛盾的词，多用“standoff”之类的词有利于弱化、

缓解双方敌意。

名物化为一种语法化的语言形式，指在语篇中用名词来表征动词体现的过程和形

容词体现的属性（Halliday，1994）。名物化能弱化乃至隐藏动作的施与者，淡化或隐

匿动作施与者的权力、地位和意识形态，并将动作接受者的弱势地位和权力结构委婉抬

高，起到将锐利的锋芒内敛化和将悬殊的地位含蓄化的作用。

《印度新闻》用“intrusion”指责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控印度入侵了中国边境地

区，并企图将不丹卷入纠纷中，声称不丹强烈抗议中方侵犯了其领土。《中国日报》洞

穿了印度卷入不丹的企图，严正声明印方以不丹为借口入侵中国边境地区不但侵犯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也挑战了不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intrusion”具有强烈的感情

色彩，双方均使用该词表明了对边境问题的坚决态度。但是，双方均将“入侵”通过名

物化用词“intrusion”表达出来，体现了双方试图弱化动作施与者，淡化入侵动作，缓

和对峙局势的心理。另外，中方还使用“negotiate”一词表明了领土问题不可谈判，而

印方也用该词表明其意识到中方的坚定立场。

7  结  论

该研究通过语料库辅助分析法和话语历史背景分析法，研究中印边境对峙事件中的

新闻话语表征，探讨中印新闻话语的区别，研究隐藏于其中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制

定我国对印度的话语策略，使我国在与印度的国际交流处于不败之地，占据主动地位，

也有助于我国选择适当的话语策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有意义的是，该研究基于自建语料库，检索其中的重要词汇和短语，深入揭示了中印

主流媒体话语的特点与不同，并进一步提出了五大话语策略 :提名策略、谓语指示策略、论

证策略、话语表征的视角化和框架化策略、强化或者弱化策略，为我国新闻机构提供了重

要的话语策略参考。另外，该研究结合了批评话语与积极话语分析法，力求话语评价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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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避免话语分析的偏激，客观探讨了中印主流媒体的话语表征及相应策略。

不足之处在于语料库的局限性。中印边境对峙时间持续了 70 余日，可采集的相关

新闻话语较为有限。虽然该研究选择了中印有代表性的权威媒体《中国日报》和《印度

新闻》，也难免有疏漏的新闻话语。

未来的话语分析研究可以深入结合批评话语与积极话语分析法，挖掘话语背后隐

藏的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制定适合我国发展现状的话语策略，不断提升我国的大国地

位，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塑造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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