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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研究】

周恩来外交话语权的语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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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周恩来外交话语权的语体分布可以从政权意识、主权意识、人权意识等三个方面作系统分析。基于政

权意识的外交话语权主要以外交报告和外交讲话为语体。基于主权意识的外交话语权主要以外交声明和外交发
言为语体。外交谈话、外交会谈、答记者问、外交致电、外交致信的共同点是外交人员以个人的话语权为基点。不
同的外交语体有着不同的交流类型，适应不同的外交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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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的通俗释义是说话权，
包括说话的

话语权的形势、本质、作用、争夺等四个方面。

资格和说话的权利。福柯《话语的秩序》认为：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形势分析，
檀有志认为： “从

话语，
一方面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思维符号和合

目前的世界形势看，
各种国际组织和政体对国

乎逻辑的交际工具，
另一方面也是人们日常斗

际话语权的竞争性的较量，
日益出现常态化、
白

争中最便捷的工具和最易得的目的，
并能直接

”张志洲认为： “最近一些年，
热化。
话语权已经

体现为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社会权力和个人

成为国际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种越来越重

权力。笔者认为，有说话的资格不一定等于有

要、
越来越突出的表征，
世界政治经济在一定程

说话的权利。譬如，
公民有言论自由的资格，
但

”关
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话语权政治经济。

是行使这个权力必须具备一定的生理心理和社

于国际话语权的本质分析，陈正良、周婕、李包

会条件。

庚认为： “如今的国际话语权，
不但是一个国际

外交话语权的简明释义是在外交活动中或

组织或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说话的资格和权利，

以外交为内容的说话权。当今国际社会的日常

而且也体现说话的有效性与某种具有象征意义

政治生活里，
权力伦理的主要载体之一是外交

的威力，
本质上，
是一个国际组织或一个国家在

话语权。周恩来的外交理念是“和平合作，共

世界权力结构中的政治地位及其影响力的体

［1］

同发展” ，
周恩来在行使外交话语权时，始终

深刻反映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力关系，
是一
现，

遵循这个外交理念。这个外交理念，对当今中

个国际组织或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有效构成与

功能、
获取等方面仍然有
国外交话语权的界定、

”张焕萍认为： “国际话语权，
集中体现。
是国际

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政治权利关系的一种反映； 国际利益的博弈体

一、外交话语权的研究综述
外交话语权研究，
是近十几年来才出现的。

现为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国际话语权来源于一
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的实力、
素质与国际传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作用分析，
播渠道和能力。

学界主要是从国际话语权一般现象、
中国外交

田军亭认为： “国际话语权，涉及到国家利益与

话语权、
国际外交事务话语权等三个方面入手

安危，
是国家政治经济安全与文化软实力传播

研究的，
其中，
中国外交话语权是其重点。

的重要构成，
它能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带来丰厚

国际话语权一般现象研究。主要分析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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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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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争夺国际话语权分
或一个地区的政权。
析，
李包庚认为： “各种各样的国际话语权的争

”侯中军认为： 在甲午战前“争取
正当性之上。

”熊蕾
夺战实际上就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

国际舆论及欧美支持的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

认为： 为什么争外交话语权，向谁争外交话语

日本的国际法话语体系战胜了中国的宗主权话
”逸文认为： 外交话语权的后盾之一是
语体系。

权？ 有没有争夺外交话语权的意愿？ 在哪些问

游移于各大洋的大型航母。国别研究方面，主

题需要争外交话语权？ 靠谁来争？ 这是争夺外

美国等。王程认为： 日本的“价值
要涉及日本、

交话语权的四个基本问题。

观外交的本质是一种国际合作性的话语权构
”吴一帆认为： “美国在近代外交的一大特色
建。

中国外交话语权研究。分为形势分析、战
略分析和事务分析等三个方面。关于形势分
析，
张剑荆认为： “邓小平提倡韬光养晦、不当
头。目前，
推动重大热点的国际问题和全球性

是其传媒和公共外交上对国际话语权的努力掌
握，
这种优势和趋势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对世界舆
”
论的广泛影响，
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

是中国
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问题的妥善解决，

综上所述，
中国外交事务话语权研究的成

外交的新政策，
这使得中国的国际战略逐渐变
”陈以定认为： “当代中国
得更为积极和主动。

果比较丰富，
国际外交事务话语权研究较少，
外

的世界话语权的建构，
要务是妥善地构建中国

交话语权的理论研究偏少。
毋庸置疑，外交话语权的“权”涉及政权、

外交话语的体系、
推进外交话语权的理论研究、

主权和人权。话语权的行使与语境密切相关。

拓展外交话语权的平台和创新外交话语权的表
”郑永年认为： “目前中国外交的重大
达方式。

语境是对话语有影响的人、
事、
物等环境。在实

使命是，
如何构建起一个得到国际社会全面认

语境的核心要素。在语言交际中，传递信息的

可的政治价值体系，
从而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外
”关于战略分析，
交政策的系统的国际话语权。
王义桅认为： “中国发展路线（ 即‘中国模式’） ，

语境的内容。可能传递信息的语境是潜在语

际对话中，
语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人始终是
事物是语境的形式，
事物传递出的某种信息是
境，
正在传递信息的语境是现实语境，
传递历史

及其作为全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而卓有成效的

传递当代现实信息的
信息的语境是历史语境，

创举和中国对世界的丰富的历史性贡献，
将成

语境是现实语境。语境增值是指语境传递的信

为中国的外交话语权建构的一个重要的突破
”阮宗泽认为： “中国新外交坚持高举和平
口。

息越来越多，
语境衰减是指语境传递的信息越

与发展的鲜明旗帜，
运作稳定区域性的国际安

来越少。
本文结合语境理 论，从 政 权 意 识、主 权 意

全协调大机制，
构建世界发展环境的崭新格局，

识、
人权意识等三个方面，
研究周恩来外交的话

实际上是在努力打破西方国家长久以来主导的
”关于事务
在世界事务中的强势的话语霸权。

语权与语体之间的关系。研究的具体材料是
《周恩来外交文选》里的 80 篇文章［2］。

分析，
陈向阳认为： “核峰会外交十分有效地提
”范为认为： “中国目前十分
振了中国话语权。

二、基于政权意识的外交报告和讲话

需要关注自己在世界气候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
”胡洋认为： “中
地位问题，
增加话语权的分量。

外交话语权首先表现为执政者的话语权。
外交话语权的基础是政权意识。政权层面的外

国大力开展网络公共外交将有利于改变中国国
”龙小农认为： “中国一旦走进
际话语弱势地位。

其现实语境是国内，
语境的核心是国
交话语权，

非洲遭遇的西方舆论建构的威胁论以及新殖民

会。基于政权意识的外交话语权主要以外交报

论的外交困境，
亟需协助提升有关非洲国家事务
”张屹峰认为： 万隆会议“为
的国际外交话语权。

的外交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这一类的外交话

新中国建构崭新的、
独立的外交话语权，
提供了
一份积极有力的政治遗产和历史记忆”。
国际外交事务话语权研究。涉及文化话语

内的外交人员和政治人物。潜在语境是国际社
告和外交讲话为语体，
修辞的受众主要是国内
语权是以外交为内容的对内的说话权，而不是
基于对外的外交活动本身。外交报告和外交讲
话，
相辅相成，
各有特色。外交报告和外交讲话

权、
战争话语权、航母话语权、国别话语权等。
胡荣荣认为： “文化外交的最高目标是，
掌握话

的交流类型都是单向的一对多。

语权，
意味着把政治实力建立在文化的正义或

单位，
向外交大会报告近期的外交工作。外交

外交报告一般用于报告人代表一级组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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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具有比较固定的结构，
一般是先报告外交

杜尔总统驾驶直升机送周总理到首
迎周恩来，

工作方方面面的情况，
然后指出外交中存在的

都科纳克里，把周恩来作为“自己人”看待，那

几个突出问题，
最后提出下一步外交工作的打

么，
周恩来能在几内亚做外交讲话也是可以理

算和计划。外交报告语体的基本要求是内容客

解的。

观、
语言准确。外交报告的用词应庄重严肃，
不

这里以 1949 年 11 月 8 日周恩来在外交部

但在阐述外交观点的
能随便搞笑或插科打诨，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为例。在这次讲话里，周恩

时候，
也可以根据对象不同、
领导人的不同要求

来讲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些基本问题。他分析了

或就事论事，
或引经据典，或尽情
或个人好恶，

任务、
后盾、
战略、
战
我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

阐述。外交报告的内容力求全面。外交报告要
用规范的书面语。《周恩来外交文选》里报告

术和 外 交 纪 律。 其 中，新 词 语“外 交 学 中 国
化”，
反义词“联合”和“斗争”等，“星星之火”

有 9 篇，
例如：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周恩来在全国政
的全体干部会上的重要报告、

“跪倒在地上办外交”摹状，
“人心不同
等比喻，
“文打”仿词，
这些修辞方法
各如其面”等引用，

协委员会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周恩来在

的运用，
提高了讲话的修辞效果。与外交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

外交讲话可以有一些生动的
的平实修辞不同，

八次常务委员会上的报告，等等。这些报告分

修辞。

析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形势，
语言准确。
以 1950 年 3 月 20 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

跟国内执政党的地位密切相关。时过境迁，周

上的报告为例。在这次报告中，周恩来分析了

恩来的外交报告和外交讲话的核心价值并没有

中苏缔约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先报告外

改变。

交工作情况： 中苏缔约的意义； 再分析外交中存
在的问题： 中苏缔约的国际形势； 最后分析下一

外交报告和外交讲话的语境增值与衰减，

三、基于主权意识的外交声明和外交发言

步的外交工作打算： 新的外交工作任务。这个

外交话语权的核心意识是主权意识。外交

报告是执政党的报告。报告多次引用毛主席的

话语权主要表现为主权者的话语权。基于主权

外交语录。报告全文采用平实修辞。

意识的外交话语权主要以外交声明和外交发言

外交讲话是没有特定形式规范的公文语体

为主要语体，
修辞的受众主要是国际社会和外

之一，
主要用于外交领导人关于某一时期的外

国人员。这一类的外交话语权是基于外交活动

交工作或某外交问题表明一定的观点、
提出某

本身的话语权。这类语体的共同点是： 周恩来

些具体的要求等。从层次上看，外交讲话是介

直接以主权国家的象征身份，作为修辞主体。

于外交报告与外交致辞、
外交演讲之间的一种
“领导语体”。外交讲话具有比较灵活的结构，

其修辞的现实语境是相关的国际社会。修辞的

但内容往往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有所侧重。外

交发言的话语需要适应进而掌控这种弹性语

交讲话的核心目的是积极动员、
认真部署外交

境。这是高难度的外交修辞。不过，由于外交

工作，
语言要有适度的激情，能打动人； 外交讲

声明和外交发言都是事先充分准备的，因而它

话既要有气势，
也要生动活泼。为此，
外交讲话

们的难度被缓解。外交声明和外交发言的交流

可以运用一些适当的修辞手法，如排比、比喻、

类型都是单向的一对多。

潜在语境是不相关的国际社会。外交声明和外

对偶等，
这样可以形象生动地阐述外交问题、
摆

外交声明是指就外交事务做公开表态或说

明外交观点，达到教育外交人员、说服外交人

明。例如： 关于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

员、
鼓舞外交人员的目的，
从而使外交人员按照

声明、
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

外交领导意图去行事。外交讲话有时可以旁征
博引，
天南地北。《周恩来外交文选》里有讲话

声明、
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发表的声明，等等。
1951 年周恩来得到中
根据《周恩来外交文选》，

8 篇，
例如： 周 恩 来 在 外 交 部 成 立 大 会 上 的 讲
话、
外交学会年会上的讲话、
在一次我国驻外使

央人 民 政 府 的 授 权，以 外 交 部 长 名 义 起 草 了
《关于美英 对 日 和 约 草 案 及 旧 金 山 会 议 的 声

节会议上的讲话，等等。周恩来在塞古·杜尔

明》，
发表在当年 8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上。

总统举行的文艺晚会上的讲话有点特殊，
修辞

这篇声明主要用长句。一般认为，长句结构比

语境是几内亚。因为几内亚以最高规格礼遇欢

较复杂、
层次比较多、
容量也很大，可以用来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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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表达丰富的思想内容。长句的类型最常见

有的观点和原则； 外交会谈的内容往往是具体

的有三种： 一是修饰语较长，二是插入语较长，

问题，
需要集体会商。

三是包含几个并列的主语、谓语或宾语。笔者

答记者问是外交人员直接回答记者提问的

认为： 外交声明用长句，
便于逻辑推理，也是为

一种报道形式，
基本特点是记者发问的突然性

了表达庄重的语体效果。

和外交人员回答的及时性，
交流类型是双向的

外交发言一般是书面发言，发言稿是外交

答问的内容，
是有关国
一对一或一对多。提问、

人员为了在外交会议或重要外交活动上表达自

际人员亟须了解和关心的问题，
或外交人员需

看法或汇报思想工作情况而事先准备
己意见、

解释外交事务的问题。通
要向广大群众宣传、

好的文稿。例如：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

常情况是： 就某项外交事件，
由记者请有关外交

印度支那问题的发言、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

人员正式发表意见，
随后以问答记录形式公布。

关于朝鲜问题最后会议上的发言，等等。外交
发言也多用长句。理由也是为了严密的逻辑推

例如： 周恩来在新德里答记者问、
在开罗答记者
周恩来于 1960
问等。根据《周恩来外交文选》，

理和庄重的语体效果。

年 4 月 19 日至 25 日在印度进行友好访问，在

外交发言和外交声明的修辞主体是基于主

然
招待会上首先发表了一个正式的书面谈话，

权意识的外交人员的象征身份。这类语体的语

后回答了记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篇答记者
问刊载于 1960 年 4 月 30 日《人民日报》。从外

境增值与衰减，跟中国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
周恩来的外交发言和外交声明的历史作用是不
言自明的。

四、基于人权意识的外交谈话、
外交会谈、答记者问和致信、致电
外交谈话、
外交会谈、
答记者问、
外交致电、

交官的角度来看，答记者问有三种情况： 可以
（ 或必须） 正面坦率回答的外交问题； 需要暗示
或隐晦地回答的外交问题； 需要不置可否或需
要委婉回避的外交问题，
这要根据说话人本人
的意图和具体的外交情况而定，
不可一概而论。
外交致电和致信是指外交人员因某事给对

外交致信的共同点是： 外交人员以个人的话语

交流
方打公开的外交电话或写公开的外交信，

权为基点，
作为修辞主体，
来实现友好的语体效

类型是单向的一对一或一对多。例如： 周恩来

果，
交流类型是一对一或一对多。以个人的话
语权为基点，直接目的是压缩现实语境 （ 修辞

致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电、
周恩来致萨尔瓦多·

主体） ，
扩展潜在语境。压缩现实语境，
可以缩

阿连德总统的信，
等等。
外交谈话、
外交会谈、
答记者问、
外交致电、

小外交事件的影响范围，
提高外交效率。其中，

外交致信的语境增值与衰减，
跟修辞者的地位

外交谈话、
外交会谈、
答记者问的语境的动态性

密切相关。

很强，
需要高超的修辞艺术。外交致电、
外交致

五、余论

信则是事先准备的，
对语境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但不是面对面的交流，
而是单向的表达，
互动性
较弱，
适用的范围较小。
外交谈话是指用谈话的形式发表的外交意

基于语境创意的外交语体是外交修辞的重
要方法。不同形态的外交语体适用于不同性质

交流类型是双向的一对一或一对多，
显得亲
见，

的外交 话 语 权。周 恩 来 对 中 国 新 时 期“大 外
［3］
交”格局的形成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笔者

切友好，
这是周恩来外交话语最常见的语体。

认为，
这种贡献也包含对外交语体的高效运用。

例如： 周恩来同印度代表团谈话、
同日本国会议
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的谈话、
同英
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谈话，等等。外交会谈是
以重要人物为核心的外交团队之间的面对面的
谈话，
交流类型是双向的多对多。例如： 周恩来
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的会谈、
周恩来在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期间会谈，等
等。外交谈话和外交会谈还有一个重要区别：
外交谈话的内容往往是基础性的问题，
申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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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Research Situations and Several Major Areas Needing to be Emphasized of Chinese Science of
Ancient Capitals
ZHU Shi-guang
( Institute of the Northwest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summarizes some new development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new century of Chinese science of
ancient capitals a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appeared in the early 1950s and formally formed in the 1980s， and then its multi-faceted major academic values and application values are specifically emphasized． Secondly， three currently major areas that should
be studied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deep exploration and study of ancient capitals in the early historic period， deep exploration
and study of ancient capitals in the peripheral area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political center as well as deep exploration and
study of culture and theory of science of ancient capitals． Finally， a few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ience of ancient capitals for reference by the government， academia and civil．
Key words: Chinese Science of Ancient Capitals; New Research Situations; Major Areas needing to be Emphasized
Style Distribution of Zhou Enlai's Diplomatic Discourse Power
XIE Zheng-ming
( School of Literature，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300)
Abstract: The style distribution of Zhou Enlai's diplomatic discourse power can b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from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ower， consciousness of sovereign and consciousness of human rights． The diplomatic discourse power based on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ower mainly takes diplomatic reports and diplomatic talks as the style， while the diplomatic discourse power based on consciousness of sovereign mainly takes diplomatic statements and diplomatic speeches as the style． The diplomatic
staff takes with the individual discourse power as a starting point in diplomatic talks，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s， and answers to
reporters' request， diplomatic calls and diplomatic letters． Different diplomatic style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cation can adapt to different diplomatic occasions．
Key words: Zhou Enlai's Diplomacy; Discourse Power; Style; Communication Type

The Essence and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Kuhn's Paradigm
—Understanding the Idea of Paradigm from Kuhn's Argument with Popperian

WANG Rong-jiang
( School of Marxism，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001)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and criticizing the four modes of expression of Popper's scientific view， Kuhn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s scientific view and Popper's． Popper is subjectively seek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logic of discovery"． However，
Kuhn thinks that， in the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cience， what's really needed to do and able to do is value choice on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Doing this， the idea of paradigm is more real and effective than general rules of logic， and is much
more open-ended and explanatory power． In Structure what the idea of paradigm really expresses is， in the one hand， against the
opinion in the past on science theory: scientific theory is self consistent and complete and is mainly established by mean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gical rules． Kuhn thinks it as a kind of expression of an imaginary ideology． To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ience in above way is false． In the other hand， to distinct his own idea from the expression way of traditional theory，
Kuhn uses paradigm rather than theory to express paradigm's precedence over logical rules， which show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paradigm thought and logical thought， popular in the past， and the essence and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paradigm． In the west， the idea of paradigm not only is accepted by more and more people， but also gains more and more room for
use．
Key words: Kuhn; Mode of Expression; Rule; False， Paradigm， Precedence， Essenc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Analysis on Concept of Scientific Problems Viewed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Kuhn's Paradigm
TAN Ke-hua
( School of Marxism，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001)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is to analyze how the changing from "Paradigm" causes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and the analysis on "scientific problems" is almost the entry point and the key clues to all the Kuhn's analysis．
Kuhn analyzes the scientific problems in the framework of "Paradigm"，and explains how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occurs by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problems． He divides scientific problems into "normal problems" and anomalies． "Normal problems"
is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problems，and anomalies are divided into the finding of "new facts" and the invention
of "new theory"． "Normal problems" and anomalie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results on problem solving．
Key words: Kuhn; Paradigm; Scientific Problems; Normal problems; Anomalies

Family Heritage， Jiangnan Context and Feeling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ultural Genes of Ge
Liang's Literary World
GAO Shan， SHI Jun
( School of Literature，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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