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1, 9(6), 1450-1455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1.96198

政治语篇的概念隐喻研究
——以2021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为例
郝悦宏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2021年10月26日；录用日期：2021年12月2日；发布日期：2021年12月9日

摘

要

隐喻在政治语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家们常用简明的话语来阐释抽象的政治概念。
《政府工作报告》
是代表中国政府政治方针的重要政治语篇。本文以概念隐喻为理论框架，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分析2021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隐喻使用类型、特征及其作用，以揭示政府所传达的政治
理念和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发现：2021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隐喻使用十分丰富，隐喻类型呈现
出多样性，其中建筑隐喻和机器隐喻使用较多；领导人使用概念隐喻让人们通过熟知的事物来了解复杂
的政治术语，成功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理念，对政治话语和概念隐喻研究具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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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aph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ticians often use concise discourse to explain abstract political concepts. The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is an im文章引用: 郝悦宏. 政治语篇的概念隐喻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1, 9(6): 1450-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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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nt political discourse representing the political polic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ing
conceptual metaphors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uses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etaphors used in
the 2021 Chines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and their effect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olitical ideas
and social ideologies convey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use of metaphors in
the 2021 Chines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is very rich and shows a diversity of metaphor types,
among which architectural metaphors and machine metaphors are used more often; leaders use
conceptual metaphors to let people understand complex political terms through familiar things
and successfully realize their political ideas and concepts. It has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conceptual metap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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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隐喻是我们基本的认知方式，是我们更好地生成语言、理解语言的途径。乌尔曼指出：“一种语言没
有转喻和隐喻是不可以思议的：这两种支配力是人类语言基本结构所固有的。”在人们的认知中，隐喻只
是传统修辞学中一种普通的修辞格。直到 1980 年 Lakoff 和 Johnson 在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到，
隐喻不只是语言现象，而且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和从事认知活动的工具[1]。自从著作问世以来，隐喻研
究便成了语言学的热门研究问题，语言学家们不再仅仅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格而开始将转喻看作是一种
认知方式，并且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对隐喻进行研究。隐喻是说话人指称特定的人、某个具体事物或
抽象概念时常用到的方法。在政治语篇中，政治家们常用通俗易懂的日常话语来解释抽象复杂的政治概
念，为方便民众更好地理解其想传达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意识形态。Thompson (1996: 185)曾提到政治缺少
了隐喻，就像鱼离开了水一样；隐喻之于政治正如水之于鱼[2]。由此可见，政治话语离不开隐喻。近年
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开始从概念隐喻的视角来研究政治语篇中的隐喻，因此政治
语篇中的概念隐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对英文政治语篇中的隐喻研究较多，反观汉语政治文本中
的隐喻研究寥寥无几。因此，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框架，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和探
讨了 2021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隐喻的使用类型、特征以及作用，试图揭示政府所传达的政治理念和
社会意识形态。

2. 理论框架
2.1. 概念隐喻研究
人们一直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方法，与日常语言相区别的不寻常的语言，(Lakoff & Johnson, 1980)
[1]。人们常常将隐喻视为单纯的语言现象，与人类的思维毫无关系。因此对隐喻的研究常在修辞学的范
畴。1980 年，Lakoff 与 Johnson 将隐喻研究从传统的修辞学拓展到了认知语言学的领域[1]。他们认为，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概念隐喻比比皆是，概念隐喻不但在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起着构建作用，同时也影
响着人的思维和行动活动。Lakoff & Johnson 将概念隐喻分为三类：结构隐喻、本体隐喻和方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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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治语篇中的概念隐喻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问世后，学界掀起了政治语篇研究热潮，其研究常属于修辞学的范畴。Lakoff
(1990)指出：“政治就是语言，同时语言就是政治”[3]。政治话语具有专业术语多，内涵抽象复杂的特
点，与日常话语差异较大。政治家为向民众传达自己的政治意图，通常在语篇中使用大量的隐喻表达来
阐释观点，将晦涩的政治术语用民众熟悉的日常语言代替，进而清晰准确地表达政见。Lakoff (1996)在他
的著作中在认知层面探讨了政治文本中的隐喻[4]，随后学者们逐渐开始研究政治语篇中概念隐喻。放眼
于国内的隐喻研究，汪少华(2014)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剖析了美国政府不同主题政治话语的架构和隐喻
[5]。霍颖(2018)从三个维度阐释了两篇就气候变化协定发表的总统演讲中概念隐喻及其形成机制[6]。武
建国(2020)运用批评隐喻分析的模型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演讲中的政治隐喻进行分析，并尝试揭示特朗普真
正的政治意图。随着隐喻研究的不断深入，多模态隐喻给隐喻研究提供了新思路[7]，马廷辉(2020)基于
中美贸易战的话题，分析了美国政治漫画中的多模态隐喻，并尝试政治漫画多模态隐喻构建与分析模型
[8]。然而，目前的隐喻研究大部分是在西方政治文本上进行的，汉语的政治语篇研究较少。因中外在政
治意识形态上的概念系统具有差异，所以汉语政治文本中的概念隐喻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3. 研究方法
本文以 2021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隐喻为研究对象，分析其隐喻类型、特征及功能，尝试回
答如下三个研究问题：
(1) 2021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的隐喻类型有哪些？
(2) 2021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的隐喻特征是什么？
(3) 2021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的隐喻所发挥的作用？
本研究选取 2021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为语料，建立一个字符数 16,434 小型语料库。首先，细
读文本，人工标记出所有隐喻；接着，笔者将标记的隐喻进行分类；最后，以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
方法对文本中出现的隐喻类型、特征和作用进行分析。

4.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概念隐喻分析
经对 2020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隐喻使用进行统计，笔者发现 2021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
中共出现建筑隐喻、机器隐喻、战争隐喻、旅途隐喻、河流隐喻、和拟人隐喻六种隐喻类型，并统计出
语料中不同类型出现的频次(见表 1)。
Table 1. The metaphors in the 2021 Chines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表 1. 中国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概念隐喻
隐喻类型

隐喻表达式

频次/次

频率/%

建筑隐喻

巩固、建设、扎实、支撑、基础、构建、基层

78

27.3

机器隐喻

推进、推动、平衡、启动、驱动、动力、运行

71

24.9

战争隐喻

战略、统筹、斗争、保卫战、攻坚战、坚守、胜利

58

20.4

旅途隐喻

历程、步伐、稳步、引领、引导、协同、探索、引导

40

14.0

河流隐喻

冲击、流通、流向、涌现

22

7.7

拟人隐喻

安心、领导、走、克服、培育、激发、健全

16

5.6

285

10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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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可知，2021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隐喻使用十分丰富，隐喻类型呈现出多样性。其中
建筑隐喻居于榜首，共出现 78 次，占隐喻总频次 27.3%。下文笔者将对上述六个隐喻类型逐一分析，探
究其在报告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领导人如何通过概念隐喻来传达自己的政治目的。

4.1. 建筑隐喻
政府工作报告中领导人使用最多的隐喻是建筑隐喻。建筑隐喻是指把与建筑方面有关的术语应用到
国家治理方面。政治家运用建筑隐喻论述国家发展战略，暗示某种有价值的社会目标的发展(张蕾，2018)
[9]。在建筑隐喻模式下，中国好比一幢高楼，国家领导人就是国家建设的设计师，人民百姓就是建造者。
以下是来自报告中的例句：
(1)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教育改革。
(2)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3) 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
“建设”和“巩固”是建筑隐喻中出现次数较多的表达式，例(1)中，将高质量教育体系隐喻为建筑。
建筑概念域中的设计师、建造者、砖瓦等各种成分指代教育体系概念域中的领导者、教师等各个成员。
建筑需要设计师和建造者共同修建和完善，教育体系也一样。领导人进行规划，人们群众配合执行，才
会把中国的教育水平提上来，国家才能持久发展。例(2)中，“巩固”一词表达了党和政府领导中国人民
同心奋斗，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决心。例(3)将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艰难险阻比作“壁垒”，体现
了党和政府始终和民营企业众志成城，共渡难关。

4.2. 机器隐喻
(4)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5) 优化存款利率监管，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
机器隐喻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频次位居第二。例(4)将经济发展比作机器运行，机器是源域，经
济发展是目标域。在机器隐喻模式中，经济发展好比机器中的程序，控制着机器的中枢神经，有条不紊
的运行着，也暗示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地位之重。例(5)中，国家干预比作是机器的推手，“推动”了利率
的降低，体现了国家的主导用作用。使用机器隐喻能够使民众直观地了解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理念以及
政府工作的强大动能，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4.3. 战争隐喻
(7)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8) 我们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报告中在疫情防控方面使用了大量战争隐喻，例(7)和例(8)将“新冠疫情”隐喻为战争，生动地体现
了中国人民抗疫过程的艰辛，形象地表达了党和领导对抗疫胜利的决心。“部署”和“统筹”将党中央
具体化成战场的将军，指挥中国人民打好这场抗疫战，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切和爱护，并鼓
舞了士气激发了民众团结情绪。通过战争隐喻的使用，让人民理解到这一年来战胜疫情的不易和国家为
同人民一起战胜疫情做出的不懈努力。

4.4. 旅途隐喻
(9) 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
(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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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导平台企业合理降低商户服务费。
旅途隐喻在报告中的运使用也很丰富。旅途隐喻把政治目标隐喻成在党中央的指引下，全国人民携
手奔向目的地的旅途。例(9)中的“稳步”将“一带一路”建设隐喻为一段旅程，领导人对“一带一路”
建设寄予了美好的期望。从例(10)中“迈出”新的一大步可以看出中国实现了“十三五”规划这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重要环节，并且距离终点越来越近。每段旅程都会有一个目的地，我们这一旅程的目的
地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引导”一词生动形象地把党和政府比作旅途中的领头人，引发民
众的共鸣，鼓励广大人民为实现目标共同努力。

4.5. 河流隐喻
(12) 帮助受冲击最直接且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难关。
(13) 使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更多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对受疫情持续影响行业企业给予定向支持。
例(12)中，领导人使用河流隐喻，把经济损失比作洪水冲击，“冲击”形象地体现了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遭受的经济亏损之大。“渡难关”指党和人民始终在一起，体现出在面对困难时中华民族团结
一心并肩前行。例(13)将资金投入隐喻河流流动，“流向”可以看出党中央对全国经济发展的大力支持，
河流隐喻的使用直观地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向，更好地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蓬勃生机。

4.6. 拟人隐喻
根据 Lakoff 与 Johnson 对概念隐喻的定义，拟人也是一种概念隐喻，属于本体隐喻的范畴(Lakoff &
Johnson, 1980)。本体隐喻是将抽象的概念看作实体，而拟人是将抽象概念看作人。判断一句话是否为拟
人类隐喻，与该句的主语有关。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拟人类隐喻大多与党政机关、政策机制、
社会机构等有关，如“党中央”“中国”“文化产业”“市场”“企业”等。
(14)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15)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与活力。
(1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根据权威线上汉语词典——汉典的解释，“健全”的本义为“身体健康而无缺陷”。“健全”一词常
用于形容人，因此例(14)是将“文化产业体系”看作人。体现出文化产业是一个系统，像人的身体一样需
要各部分协调运行，才能健康发展。据汉典的解释，“活力”的本义为“旺盛的生命力”，通常用来形容
人，因此例(15)是将“发展”看作人。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背负着新的发展任务。在此背景下，发展的动力更是不可以松懈，
因此要为其注入活力，激发出更大的动力。这句话体现出中国的发展正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一样焕发
着活力。据汉典的解释，“领导”本义为“率领、引导”。领导是属于人类社会的一种主体之间的互动行
为，因此例(16)是将“党中央”视为人。领导者通常发挥着引导他人实现某种目标的作用。因此将“党中
央”视作人不但体现了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也体现了党的“三个先锋队”作用。

5. 结语
本文以概念隐喻为理论框架，结合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分析 2021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隐
喻使用类型、特征及其作用，以揭示政府所传达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发现：2021 年中国《政
府工作报告》中的隐喻使用十分丰富，隐喻类型呈现出多样性；其中建筑隐喻和机器隐喻使用较多；报
告中的隐喻使用通过简洁的日常话语把抽象复杂的政治概念形象生动地传达给民众，同时推动构建了良
好的政府形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希望本研究对今后政治语篇的概念隐喻研究具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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