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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government White Paper, the Report on Government Work is treated a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This paper is aimed to employ the theory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Halliday’s 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 to analyze the government’s image hiding behind
the Report on Government Work fo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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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政府白皮书，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是语言学领域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旨在用批评话语分析(CDA)
的视角，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作为理论支撑，来剖析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语言内容和形式背后所展现
的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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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是国务院依据法律规定，由国务院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
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大会主席团、与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对本届政府任职期间一个年度的工
作情况与下一年度工作部署所作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所含内容包括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关乎民族
大计，对国内外均会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它也是政府呈报任职期间政绩，展现政府形象的重要渠
道之一。政府工作报告形成过程复杂、严格，在立足于事实的基础上，展现了政府对于社会民生的关注
和部署，是政府意图传达的重要方式，也是政府树立自身形象的重要窗口。
目前，对于政府工作报告的研究分为两大方向：1) 翻译方面，分为翻译实践(蒋丹，2013；巩雨，2013；
等)和翻译策略(谢玲，2012；等)两个角度，研究集中于对比译文与原文的异同；2) 文本语言特征分析方
面(于涵静，2013；刘玉坤，2012；张振华，2012；等)，主要通过运用微观语言学理论进行对语篇或具体
用语进行分析。文献中缺少通过批评话语分析进行文本解读的文章。本文基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尝
试对《2015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探讨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形象塑造与表达。

2. CDA 理论和系统功能语法
2.1. CDA 理论
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语言，语言反应出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批评话语分析(CDA)认为语言并非
一种客观透明的交际媒介，并对社会发展过程具有干预作用；批评话语分析旨在揭露和阐释语言背后所
包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辛斌高小丽，2013) [1]。Fairclough (1992)指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从各
个角度反应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由此看来，批评话语分析就是分析和揭示
文本中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分析从话语入手，这需要借用一定的语言学理论。正如 Harrison 和 Young
(2003: 2)所说，CDA 在性质上既不是研究方法，也不是语言学理论，而是对表现在话语中的社会问题进
行审视的一种角度。辛斌(2005: 54)也认为，“批评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二十几年，我们还不能说它
已经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论。可以说它在语篇分析的方法上主要还是采取‘拿来主义’
，无论是哪派的
理论方法，只要能用于分析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产生令人信服的结果，它都不会拒绝”。目
前，最为语言学家所接受的三种方法是系统功能语法分析(Halliday, 1978)，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Bakhtin,
1981)和话语历史背景分析(Faircault, 1966)。论文中选取系统功能语法作为理论方法，原因在于，CDA 在
探讨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时，侧重语义分析，即对语言功能性的分析，这种分析角度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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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语法所包含的语言三大元功能不谋而合，因此系统功能语法在语言功能方面的理论框架对于分析文
本的语言功能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侧重研究写作者对于体裁的选择及其达到的交
际目的，研究重点在于文本体裁(纪玉华，2001) [2]而话语历史背景分析则侧重从历史语境分析文本，与
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学科联系更加紧密。

2.2. 系统功能语法
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SFG)，“以语言使用的倾向或原则为基础，强调语言使用
的社会性，着眼于功能性”(肖璇，2013) [3]。韩礼德认为，语言具有三大元功能(metafunctions)：概念功
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其中，概念功能是代
表或反映或解释世界的功能，主要由及物系统来实现。Halliday 认为，及物系统是人们用语言描述现实的
基石，它把人们的行为和见闻描述成不同过程，并指明各种过程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现实世界的同一
过程，在语言上却可以用及物性系统中不同类型的过程来叙述，如何安排与选择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
识形态。人际功能涉及语境中发话人和受话人的互动关系以及发话人对他所说的话、所写的东西所持的
态度。语言建立维持社会规则，包括由语言本身造成的交际角色——例如提问者和回答者的角色通过提
出或回答问题来实现；“……通过此功能……社会团体被划分，个人也得到了识别和强调，因为通过人
们间的言语互动，自身人格得到了表达和发展……”(Halliday 1970, in Lyons 1970:143)。语篇功能是用各
种语言手段将语篇中的各个句子连接成一篇连贯的文章的功能，(方琰，2005) [4]，即建立语言和语境的
关系。
基于系统功能语法，海兰德(2004)提出了人际元话语理论(interpersonal metalanguage)。他认为，“元
话语分为交互维度(interactive)和人际维度(interactional)两种。交互维度的元话语体现受话人的存在，目的
在于构建人脑中的思维框架；人际维度的元话语旨在外显作者的意图和目的，将受话人纳入交际活动
中”(鲁英，2012) [5]由此可知，人际元话语理论在吸取了系统功能语法三种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受
话人和说话人的角度，突出了语篇信息的传递过程。

3.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府形象分析
3.1. 概念功能所展现的政府形象
概念功能由两个子功能组成，分别是经验功能(Experiential Function)和逻辑功能(Logical Function)。
本节主要运用经验功能中的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 System)，从及物过程类型的选择对 2015 年政府工作
报告进行深入分析。及物过程是由主小句来表现的，按照胡壮麟(1990)在其小句和复句一文中对小句的划
分法，报告可划分为 1997 个小句(胡琦婉，2013: 50) [6]。分析发现，除言语过程外，及物性系统六大过
程均出现在了语篇中，统计如表 1。
从表 1 中可以得出，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重点使用了物质过程，占去《报告》大
半篇幅；除言语过程外，其他过程都有少量使用。政府工作报告旨在回顾成就、总结经验、为未来制定
蓝图(胡琦婉，2013: 50) [6]，客观展现政府在各领域的作为，所以物质过程被大量使用。本节将以物质过
程为切入点，着重分析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物质过程动词使用情况及其呈现的政府形象。
3.1.1. 物质过程动词的选择与坚决务实的政府形象
物质过程表示做某事的过程，包括动作动词、动作发出者和承担者，而动作动词在其中起关键的连
接作用，体现说话人的作为。笔者对《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主要动词进行了如下统计(见表 2)。
从表 2 数据可知，本届政府任重道远，工作量大且覆盖面广，惠及民生的方方面面；“发展”(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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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ix processes of transitivity system in the Report on Government Work for 2015
表 1.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及物性系统六大过程
过程类型

物质过程

关系过程

心理过程

行为过程

存在过程

言语过程

数量

753

62

21

2

8

0

百分比

37.70%

3.10%

1.05%

0.10%

0.40%

0

Table 2. Frequency of verbs in the Report on Government Work for 2015 (unit of frequency: count)
表 2.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主要动词使用频数统计表(频数单位：次)
动词

频数

动词

频数

动词

频数

动词

频数

动词

频数

加快

35

发展

134

引导

8

减少

10

推广

5

加大

17

改革

86

落实

20

缩减

4

鼓励

12

增加

25

完善

28

创新

38

降低

5

推进

52

扩大

27

促进

35

实施

37

减轻

2

保障

20

加强

46

推动

26

完成

11

简化

2

健全

12

提高

35

保持

15

坚持

24

清理

2

纠正

3

深化

26

支持

23

着力

9

取消

6

实施

37

提升

13

调整

13

把握

4

停止

1

狠抓

4

强化

7

扩展

1

巩固

5

下放

6

扶持

2

次)、“改革”(86 次)是本届政府工作的主流；本届政府工作轻重有度，有所强化，有所坚持，还有所缩
减，工作进程井然有序，全面高效。详见表 3 分析。
表 3 数据显示，李克强总理使用了大量积极有力的动作动词，如“加大”、“加强”、“深化”等，
向与会人员及广大人民展现出本届政府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建设的魄力和决心；政府从宏观布
局，重点强化现有工作(83.93%)，表明其对发展效率和质量的高度重视；同时兼顾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对工作实行适度简化删改，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体现出政府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虽然在 2014
年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本届政府仍继续完善或进行着大量宏伟任务，折射出政府直面发展问题和挑战
的勇气和信心。
3.1.2. 物质过程动词指向特征与积极进取的政府形象
物质过程多由动作动词表示，物质过程展现的动作可分为两类：创建动词和非创建动词。前者涉及
新目标，创建新对象，也就是说，创建动词所涉及的物质过程对其目标产生影响；有些目标代表的人或
物是由过程带出来的(李静，田海龙，2009: 21) [7]，如“新设试验区”；非创建动词指向原有目标，所涉
及的物质过程的目标则是过程出现前就存在的，如“保持平稳的增速”。分析全文，统计如表 4。
由表 4 可知，非创建动词出现频率(705 次)远远高于创建动词(48 次)；
《报告》中 2014 年工作总结部
分和 2015 年工作部署部分创建动词涉及领域各有侧重。
据此分析如下：
1)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2014 年工作的总结和 2015 年工作部署，这其中大量的工作是
政府已完成或者需要不断完善的，所以非创建动词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创建动词。非创建动词的高频使用，
展现了政府在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持续努力和积极进取，努力向更好更完善的方向
发展。此处选取两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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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nalysis of verbs in the Report on Government Work for 2015
表 3.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主要动词分类分析
动词使用频数

占物质过程比重

动词举例

强化类

632

83.93%

发展、加快、加大、加强、提高、提升、深化、强化、增加等

坚持类

59

7.83%

保持、坚持、保障

缩减类

41

5.44%

减少、缩减、降低、减轻等

Table 4. Functions of verb in the Report on Government Work for 2015
表 4.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动词指向归类
创建动词

非创建动词

2014 年总结

2015 年部署

2014 年总结

2015 年部署

出现次数

16

32

108

597

所占比重

0.80%

1.60%

54.08%

29.89%

涉及领域

定向调控、货币政策、创
业、政务监管等

投资、法律、收费、医改、 经济建设、社会改革等其
互联网等
他常规方面

经济建设、社会改革等其
他常规方面

(注：上表均以小句为单位统计。)

例 1：加快发展社会事业；
例 2：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这两例都是动词连用的情况，且多属褒义色彩的词，这样的“双 V”结构使政府意图和目的表达得
更明确简洁、直接有力，展现出政府全面进行社会建设的积极态度。
2) 《报告》中 2014 年工作总结部分和 2015 年工作部署部分创建动词使用领域的差异，反映出在 2014
年和 2015 年政府新增工作的差异性，显示出政府的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进取完善。
例 1：推出创业引领计划；(2014)
例 2：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建立长效机制；(2014)
例 3：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2015)
例 4：启动科技资金管理、考试招生、户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等改革”等。(2015)
综合上述分析，李克强总理通过《2015 年工作政府报告》大量物质过程的陈述，向国内外各界人士
传递出了一个积极进取、坚决务实的政府形象。

3.2. 人际功能所表达的政府形象
K. Hyland (2005: 37)认为，“元话语在本质上是一个由开放性的语言单位集合实现的意义系统”。他
将元话语分为交互维度和人际维度两种。交互维度的元话语体现受话人的存在，目的在于构建受话人脑
中的思维框架，尽量引导他们按照发话人的意图理解话语；人际维度的元话语旨在外显作者的意图与目
的，将受话人纳入交际活动中，凸显话语的互动性。
《政府工作报告》旨在向民众传达明确工作目标并得
到人民意志与行动上的支持，实现双方互动合作，因而其中所包含的话语更多体现在人际维度层面。因
此，本文采用海兰德的分类框架，基于人际维度的元话语，从模糊标记、强化标记、态度标记、自我提
及和涉入标记共 5 个方面分析政治语篇的元话语。
3.2.1. 模糊标记(Hedges)与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政府工作报告第二部分是政府对于今年的工作部署，因此需要考虑到未来不可控或非确定因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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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在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时，恰当地通过模糊标记的使用将既定目标进行一定程度的模糊化，从而实
现为日后工作目标的达成留有余地。政府在工作报告中从不妄下海口，这不仅展现出政府对待未来工作
的谨慎性，更充分体现其负责任的态度与工作作风。
模糊标记凸显发话人的主体地位，它使信息以观点而非事实描述的状态呈现。发话人在陈述话语时
要考虑到断言的准确性、可靠程度、以及被推翻可能性的大小。因此，模糊标记体现出发话人的话语是
基于似是而非的推理，而非确定知识，为受话人提供商讨空间，进而为主体间性的建构提供了空间(鲁英，
2012: 53) [5]。由于考虑到未来工作的极大不确定性，政府报告在工作部署部分使用了大量模糊标记。
模糊标记在工作报告中主要有三种形式：数字的百分比形式、具体数值形式、其他措辞形式。本文
通过对工作总结、部署两部分的三类模糊标记出现次数统计发现，模糊标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关
于“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中使用尤为频繁。如表 5 所示。
通过表格数据可知，三类模糊标记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工作部署”部分的出现频率均是远大于“工
作总结”部分(见表 5)。这是因为，“工作部署”是对于未来的计划，不确定因素较多，因而更需要谨慎
对待。模糊标记在此部分的恰当使用，恰好是谨慎性的体现。与之相对的是“工作总结”，该部分是对
过去成绩和活动等既定事实所做的反思与总结，不确定因素较少。除去因数据统计较为困难，可能会用
到少量模糊标记来保证其严谨性外，很少会再用到更多的模糊标记。
从上述表格统计和举例中可以发现政府报告一大显著特点，即同时融合具有很强说服力的具体数字
和类似“左右、基本”等模糊词语。一方面是政府为今年工作设定的明确目标，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未来
不确定因素而留有的余地。在上例中，报告使用了多数模糊性成分，为断言内容的确定性留有商讨余地。
一定意义上，这也可被视为报告语言准确性的体现。这说明政府在设定明确目标的同时并没有妄自菲薄
或盲目自信，而是充分考虑到不可控因素。语言的严谨性折射出的是政府作风的严谨性，体现政府对工
作和民众负责任的态度。
3.2.2. 强化标记(Boosters)与果决的政府形象
政府报告作为新一年工作走向的指导，必须在民众面前展现出足够明确的目标。我国政府工作报告
通过强化标记的使用，完美展现了政府对于今年工作部署坚定、果决的态度。
与模糊标记相反，强化标记体现的是发话人对陈述内容的确定性，是发话人对陈述内容拒绝商谈的
态度表现。强化标记表明发话人在发话前意识到陈述立场存在多样性，但发话人根据自身的意向性缩小
立场的选择范围，从特定的角度选用肯定的态度表达。
在工作部署以及工作重点部分，政府报告中使用了大量强化标记。强化标记的使用主要分为三种形
式：“必须、一定要”形式，形容词、副词形式以及特殊句式形式。上述三种标记在“工作部署”部分
的使用情况如表 6 所示。
表 6 反映出我国政府强化标记的频繁使用。其中还包括少量特殊句式的使用，从中折射出政府强化
工作目标的特点。例如：对腐败行为，无论出现在领导机关，还是发生在群众身边，都必须严加惩治。
“无论…还是…都…”这一特殊句型的使用，充分体现政府打击腐败行为的坚决。强化标记的使用凸显
发话人对陈述内容的肯定态度，表明发话人决心，使得受话人对陈述内容没有商谈余地。政府正是借助
强化标记，突出强调今年的工作部署，从而使民众自觉跟随政府工作重心的指导发展，这充分展现出我
们的政府是强有力的政府。
模糊标记与强化标记共同构成了一个连续统，分别各执一端。前者倾向于互动，留有协商的可能；
后者则屏蔽受话人的反对意见，尽量避免协商的发生。由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模糊、强化标记的平衡使用，
显示出发话人也就是政府愿意考虑其他选择的程度(鲁英，2012: 53) [5]。所以，二者在体现发话人对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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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Hedges in the Report on Government Work for 2015
表 5.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模糊标记
模糊标记形式

“工作部署”次数

“工作总结”次数

举例

百分数

14

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

具体数值

29

4

城镇新增就业 1000 万人以上，拟安排财政赤字 1.62 万亿元

其他

17

3

基本实现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联网，取消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

总计

60

15

Table 6. Boosters in the Report on Government Work for 2015
表 6.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强化标记
强化标记形式

“工作部署”(次数)

举例

必须、一定要

19

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一定要严格环境执法

形容词、副词形式

23

一切执法不公正不文明的现象都必须纠正，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

特殊句式

2

对腐败行为，无论出现在领导机关，还是发生在群众身边，都必须严加惩治

总计

44

内容的确定性以及对受话人的维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概括的讲，强化标记有助于凸显发话人的主体性，
而模糊标记则更多体现了主体间性。
从上述两个表格可以发现，在“工作部署”部分，模糊标记的使用总次数大于强化标记的使用次数。
这是由“工作部署”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工作部署是基于对之前工作经验的总结和现阶段工作情况的分
析，而做出的对于未来工作的计划与安排。因此，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工作部署中所提出的目标具有
很大影响。正是考虑到这种不可控因素，政府才需要将计划目标进行一定程度的模糊化，从而为日后可
能存在的未能完成目标的风险留有余地，这是政府谨慎的体现。但是如果民众看到的全是模糊化的语言，
工作部署就失去了其作为日后工作指导的价值。不过上述表格反映出，政府在工作部署同时也使用了大
量的强化标记。这就使工作目标虽然在小范围内存在模糊性，但事实上却是一个确定的大范围，并且这
一范围作为工作目标还通过强化标记的使用得到了强化，确定范围的存在体现出政府对于工作安排是果
决的，对民众更是负责的。综上，政府工作报告通过恰当的使用模糊和强化两种标记，在民众面前展现
出严谨负责且果决的政府形象。
3.2.3. 自我提及(Self-Mentions)与负责、有号召力的政府形象
一般情况下，机构目的的表达采用的都是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如“我们”、“我们的”，单数第
一人称多用于个人目的的表达，如“我，我的”，报告中的自我提及主要有“我国”和“我们”两种形
式(见表 7)。在报告中，发话人顺应机构目的，在最后的总结部分多次使用了“我们”等包括受话人在内
的自我提及标志，这样进一步压缩了受话人对陈述内容的协商空间，使得互动双方的主体间性变小，从
而达到政府号召的目的。这种带有祈使语气的自我提及向发话人展示了一个重视互动的、亲民的、有号
召力的政府形象。
不过还有多次的自我提及“我们”、“我国”“我(代表…)”是发话人代表自身机构整体做出的表
达，(报告中这种自我提及出现 30 次左右，主要在工作总结陈述部分出现较多)，这时的自我提及就是一
种自我陈述的表达，向受话人展现了机构的工作目标，从而达到取信受话人的话语目的。这种陈述表达
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做实事、负责的政府形象。此外，在这种自我提及中，还有类似“在结构性矛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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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Frequency of self-mentions in the Report on Government Work for 2015 (unit of frequency: count)
表 7.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自我提及使用情况(频数单位：次)
“我们”，“我国”自我提及使用情况

次数

举例

包括受话人在内的自我提及，体现亲民形象

16

“我们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代表自身机构整体的自我提及

30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
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我们将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巩
固两岸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

的情况下，我们积极作为，有扶有控……”的具体表达，这时的主语“我们”作为动作者，借助各类动
词向听众展现了政府的工作成果和目标，从而展现政府的效绩，体现政府的可靠务实性。
综合来看，这种自我提及与受话人之间的不同程度的主体间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发话人在陈述
工作以及未来展望过程中的不同目的，后者将受话人纳入其中，更加注重互动性，前者客观阐述自己的
工作部署，立场鲜明，态度客观，增强了自己的可信度。
3.2.4. 涉入和态度标记与有效率、立场鲜明、客观的政府形象
涉入标记(engagement markers)主要作用是外显受话人的存在多为第二人称代词你、你们等，在报告
中，最典型的同时也是惟一的涉入标记是“各位代表”。全文出现了 7 次，并且都出现在段首。一次在
报告开头，一次在 2014 年工作总结的结尾，另外 5 次都在最后总结陈词部分。人际元话语将语言视为人
际互动得以实现的方式(注重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也是涉入标记的意义。
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中的人际功能中将人际意义对应于语旨，即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社会角色关系。
例如文中的“各位代表”的表达，除了在段首起强调作用，还通过揭示说话人和受话人的不同社会角色
关系，使得发话人的发话目的更具针对性。发话人在每说完一段有号召力的独白后，用“各位代表”来
做呼语，不仅体现了鲜明的立场，即将角色划分体现出来，而且赋予了受话人深深的使命感，通过这一
语言使用策略，我们可以看出有效率、立场鲜明的政府形象。
我们认为比较自我提及与涉入标记的使用情况，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发话人对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的选择倾向，通过对比分析可以揭示，发话人的意向状态，展现发话人在突出自身观点与引发受话人思
想呈现之间的取舍(鲁英：2012) [5]。也就是说，自我提及与涉入标记的使用是发话人意向与目的的体现，
发话人会根据自身的目的决定人际元话语的使用策略，进而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
态度标记(attitude markers)主要表达发话人的个人情感因素，而不是理性的判断。如“我们愿与世界
各国携手并肩，维护更加持久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的世界。”态度标记主要是个人情感的表达，而在
政治语体中，发话人大多以机构目的为主，最大限度的隐去个人的观点态度，因此，态度标记在该文本
中使用较少。这一点体现出严肃客观的政府形象。

3.3. 语篇功能所展现的政府形象
根据 Halliday，语篇功能“作为一种’相关功能’主要表现为语篇的完整性、一致性和衔接性”(严世
清，2005：48) [8]；语篇功能包括三个子系统，即“主位–述位结构、语篇信息结构和衔接系统”(张振
华，2002) [9]“语篇功能使语言与语境发生联系，使说话人能生成与情景相一致和相称的语篇。”(胡壮
麟，朱永生，张德禄，2003) [10]概括来说，语篇功能包括两个要点：1) 语篇功能的作用是使语言和语境
相互联系，让说话人与说话场合发生关联，最终达到说话人传达意图的目的；2) 在语篇功能实现过程中，
有三种具体实现手段，其将语篇中的信息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信息链条。本节将主要通过语篇功能中
的两种连接系统，主位–述位结构和语篇信息结构，对文本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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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位–述位(theme-rheme)结构中，“主位(theme)往往是句子的第一个成分，说明谈话的主题，从而
成为句子其余部分叙述内容的起点。……述位(rheme)则是对主位的叙述和说明，它是叙述的核心内
容”(黄国文，2003) [11]其所表现的语篇功能在于，“主位推进模式(patterns of thematic progression)表达
的内容应该反映出该语篇的结构”(宋雅智，2008) [12]。作为行文脉络表现方式，主位推进模式主要有以
下三种类型：平行模式，即第一句为语篇的主位，余下各句沿用第一句为主位，对主位进行补充；线性
模式，即前一句的述位在下一句中成为主位，信息不断在主位与述位的交错变化中组合；衍推模式，即
前一句的主位和述位一起，在下一句中合并成为主位。这三种不同的推进模式在语篇组织形成的过程中，
“有助于语篇的连贯，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宋雅智，2008) [12]。
经统计，《2015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无论从文本整体角度出发，还是从文本内部，不同层
级话题展开模式来看，平行式主位推进模式都是语篇谋篇的主要方式。从语篇整体的行文角度来说，
《政
府工作报告》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2014 年工作回顾”、“2015 年工作总体部署”，工作部署中又分
为五个平行部分“把改革开放扎实推向纵深”、“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持续推进民
生改善和社会建设”以及“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每个部分的展开都呈现平行结构。以文本第一部
分“2014 年工作回顾”为例，这一部分主要说明我国去年发展面临严峻环境，但社会发展总体平稳；随
后从六个不同角度说明了政府在保障社会平稳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分别为：“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
定向调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深化改革开放，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增强发展后劲”、“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增进人民福祉”、“创新社会治理，促进和谐稳定”以及对
外交成果的总结。这六个方面呈现平行模式，覆盖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内容全面，条理清晰，表现出
政府在社会总体发展过程中，考虑全面，部署周全。
如果将文本再细分，即每一自然段的话题同样也多是依照平行模式展开，具体统计数据可见表 8。
以“把改革开放推向纵深”这一部分中关于行政部门体制改革的论述为例。这一部分呈现平行推进
模式，即(T1)-(R1)-(R2)-(R3)-(R4)-(R5)，论述思路清晰，表明政府在改革行政部门体制时兼顾各个方面。
一方面表现出政府在该项改革方面考虑全面、细致，另一方面也表现政府在改革方面的决心。
从整体而言，
《2015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在整体语篇的谋篇方面大量使用平行式主位推进模式(见
表 8)，不仅在语言逻辑上达到了条理清晰，更体现了政府在总结工作、部署工作时考虑全面，树立了一
个周全细致的政府形象。

4. 结语
本文运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中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对 2015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
行文本解读。分别通过对工作报告中物质过程的分析；模糊、强化、自我标记等特征标记的统计；以及
主位推进模式的分析，勾画出了一个严谨型、亲民型、创新型、负责任的中国政府形象。
Table 8. Three patterns of thematic progression in the Report on Government Work for 2015
表 8. 三种主位推进模式统计表
主位推进模式

所占段落数量

所占全文百分比

平行模式

79

82.3%

线性模式

8

8.3%

推衍模式

9

9.4%

段落总数

96

100%

(注：本统计表所涵盖的自然段不包括以“各位代表”开头的呼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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