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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 study the multimodal representations of time based on the corpus from domestic 

documentar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ime is 

constructed by metonymy and metaphor. The source target of the former is the sun and sunlight, 

lighting facilities, faded colors image and ring bells, while source domain of the latter is TIME 

MOVING IS THE MOVING OF SHOTS, THE MOVING THE MOVING OF OBJECTS and TIME 

IS PLACE. These representation methods are motivated which are rooted in people’s daily 

experiences.  

认知视角下国产电视纪录片中时间的多模态表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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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央视纪录片《一带一路》为语料，系统考察了时间概念的多模态表征方式，并

阐释了其体验基础和认知效果。研究表明，语料主要通过概念转喻和概念隐喻来构建时间概

念，前者以“太阳及光线”、“灯烛等照明设施”、“灰色画面”和“铃声”通过单域内的映射表征时

间；后者以“时间运动是镜头运动”、“时间运动是物体运动”和“时间是空间”的跨域映射表征时

间。分析表明，这些表征手段并非是任意的，而是基于普遍的认知体验基础之上，具有认知

理据性。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 时间表征 认知多模态

“时间”表达万物生灭的顺序，是万物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先决条件，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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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成为各个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在认知语义学的研究领域，研究

者在大量语言证据的基础上，从概念隐喻的视角，对时间概念的语言符号的表征方式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Coëgnarts[1]等人以电影为例，考察和分析了其中时间的多模态表征，这

些研究拓展了时间研究的视野。但是，仍存在几方面的不足：（1）囿于时间概念的隐喻表征，

忽略了其他表征手段；（2）研究者偏好定性研究，忽视了定量研究的价值；（3）研究对象局

限于西方电影，忽略了其他体裁类型和文化语境，其结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受到质疑。

综上，我们以中央电视台制作和播出的大型纪录片《一带一路》这一集图像、光线、声

音、语言等多种模态于一体的动态性艺术为研究对象，将语料拓宽到纪录片这一多模态领域，

从认知机制入手，对“时间”的多模态表征方式和协同构建特征进行系统考察和分类，并结合

观众的解读过程，分析时间概念的多模态认知构建和体验。

一、理论框架

20 世界 80 年代，认知语言学家 Lakoff 等人的研究标志着隐喻研究摆脱了经典隐喻理论

的束缚，促进了认知隐喻理论的极大发展，奠定了概念隐喻在认知领域，特别是认知语言学

研究中的支柱性地位。其基本观点：“隐喻是用一个具体的概念域（源域）去理解另一个不同

的抽象的概念域（目标域）”、工作机制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跨域隐射”、本质是“认知工具和

思维手段”等经受住了大量语言证据的强力支持，对诸多语言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也得到

普遍认同。[2-3]随着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集视觉、听觉等多种不同符号于一体的多模态

在人际交往和信息传播中的主导性地位得以确立，概念隐喻的研究对象随即扩展至多模态符

号领域的研究。[4-5]（Zbikowski 2017，赵秀凤 2017） 

概念转喻是另一重要的认知手段，具有指代功能，通过两个实体之间的映射，达到以一

个实体（源域）去理解另一个实体（目标域）的目的。其源域和目标域属于同一概念域，映

射机制为同一概念域内的“单域映射”，这一点上区别于概念隐喻。多模态符号的表征机制业

已成为概念转喻的重要研究对象。[6-7] 

二者将多模态符号纳入到自身的研究范畴之中，扩展了认知研究的对象，对多模态符号

的意义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更加夯实了其理论基础。然而，目前的研究对电视纪录片这

一“记录人类自身存在的印证和写照”的关注不够，更未涉及时间这一表达“事物生灭排列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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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多模态符号的表征研究。因此，本文以中央电视台制作和播出、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的

纪录片《一带一路》为研究语料，对“时间”这一重要而抽象概念的多模态表征方式进行系统

考察和分类研究，并结合观众的体验过程，分析“时间”体验的多模态认知构建过程和体验，

以期补充目前研究的不足。

二、语料与研究方法

纪录片《一带一路》由中央电视台制作，并于 2016 年 9 月在电视频道和网络媒介同步播

出，是首部以全面解读“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构想和内涵的大型纪录片，该片以小故事阐

述大战略，用事实和事例印证“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一经播出，便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该片制作精良，质量上乘，是国产纪录片的

代表作品之一，故本文选取该《一带一路》作为研究语料。

该纪录片一共分为 6 集，每集除去 2 分 56 秒的片头片尾，每集正片的时长约为 52 分钟。

我们选择中央电视台的官方网站的播放渠道，首先对全部 6 集纪录片进行逐一详细赏析；截

取其中涉及时间表征的部分，并对图像、文字、镜头运动方式等信息进行标注；然后对此进

行记录、分类、整理； 后对该纪录片中时间的多模态表征方式进行归类、统计，共发现 252

处有关时间的多模态表征。隐喻性表征占 154 处，其中表征将来时间的隐喻达到 101 处，占

总数的 66%，占时间隐喻的表征的绝对优势；过去时间的隐喻性表征为 53 处，占 34%；转喻

性表征 98 处。详见表 1： 

表 1 时间的多模态转喻和隐喻表征 

转喻表征 隐喻表征

概念隐喻 运动方

向

目标域 频次 百分

比

源域 频次 百分

比
时间运动

是镜头运

动

右→左 过去 13 8.4% 

太阳及太

阳光线

33 33.7% 

左→右 将来 9 5.8% 

灯烛照明 后→前 将来 5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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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18 18.4% 

黑白灰画

面

44 44.9% 

时间运动

是物体运

动

右→左 过去 9 5.8% 

铃声 3 3.1% 左→右 将来 6 3.9% 

后→前 将来 25 16.2% 

前→后 不远将

来

4 2.6% 

时间是静

止的空镜

头

无 过去 31 20.1% 

小计 98 100% 小计 154 100% 

三、时间的转喻多模态表征

分析发现，语料中时间概念的转喻表征方式可分为三类：“以因转果”，由于太阳的存在

和地球的自转，才产生了时间的昼夜交替变换，故“太阳及光线”和“灯烛等照明设施”来转喻

时间的昼夜分别；“特征转喻”，灰色具有某些与人类对过去事件的体验相吻合的特点，因而

“灰白色画面”通常用来转喻过去的时间；“铃声”作为一种符号，与目标域“时间”之间存在指称

关系，被称为“指称转喻”，用来转喻时间，此类表征方式在语料中出现的次数不多。 

1 时间的多模态转喻表征 

（1）太阳及光线

该表征方式通常用来转喻白昼时间，此类表征方式共 33 处，使用频率为 33.7%。纪录片

通常以这几种方式表征时间的变化和流逝：（1）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如升起或落下，来转

喻早晨或黄昏；（2）以太阳和地面物体形成的投影的变化转喻时间的流逝；（3）以画面光线

的明暗、强弱变化转喻时间变化。“特写”镜头的运用，排除了了周围其他可能对这一源域造

成的干扰，使得画面以“太阳及光线”为图形，并占据画面的大部分空间，从而使源域得以突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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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表征方式源于人们对太阳的普遍体验。由于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初升和将落的太阳，

其光线比正午太阳直射，太阳高度角为 90 度时更加柔和；人们根据太阳和地面物体投影之间

的角度的变化，推测不那么精确却在生活中实用的时间计算法，逐渐地人们发现太阳在天空

中不同的位置及光线明暗强弱变化与昼夜的关联。因此，太阳作为天然的时间变化的参照物，

以非常高的频率出现在纪录片中时间概念的表征中，这并非偶然。

（2）灯烛等照明设施

该表征方式通常用来转喻入夜或夜间的时间变化，语料中的出现次数为 18，频率为 18.4%。

地球的自转造成了昼夜的依次交替变化，夜间的黑暗，会给人们造成诸多的不便和不安全感，

因此人类发明了灯具等照明设施，不论古时的火把、还是现代的电力照明。夜间各色璀璨灯

火是现代城市 突显的特征，也是人们 普遍的体验之一，因此《一带一路》中，该表征方

式是使用 频繁的时间表征手段。此外，在表征由夜入昼或由昼入夜的变化中，太阳及光线

与灯烛等照明设施常常一起配合使用，来转喻昼夜的变化。

（3）灰白等画面

此类表征被用来转喻历史时间或过去的时间，，在语料中出现的次数为 44，频率为 44.9%。

除了特别的事件，我们的记忆，尤其超长时间的记忆，对事物事件的细节、甚至对事件本身

变得模糊，我们的认知机制会对过去诸多类似的事件进行结构化表征，从而形成图式，储存

在记忆中，并在新事件的认知体验中发挥作用。灰色的饱和度为降为零、亮度降低，反光度

减弱，因此造成视觉上的模糊感，这种画面视觉的模糊感与人们对过去经验的图式化相吻合，

故而用以灰色的画面转喻过去时间发生的事件。

（4）铃声

这类表征主要转喻特定的时间，在语料中的出现次数 少，在整个预料中仅出现 3 次，

频率为 3.1%。相比前三种转喻表征，这种符号（铃声）和所指（特定时间）之间存在特定的

指称关系，它的使用场合、时间、群体较少，使用频率也 低。

语料中时间概念的转喻表征方式的选择和使用，具有选择突显性、认知体验性、以及目

标域时间与其他四种源域之间的可及性，基于人们的认知体验之上的，具有认知理据性。转

喻的映射时间多模态转喻的构建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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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时间转喻的映射图示 

四、时间的隐喻多模态表征

时间是抽象的概念，人们的感知觉器官无法直接感知到，而空间则是我们熟悉的存在。

我们通常以自我为指示参照点，身体站立时，将面所朝的空间定为前，相反的空间定为后，

左手边的空间定为左，右手边的空间定为右，形成了前、后、左、右等基本的空间概念；物

体也是我们熟悉对象，我们周围的环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物体。我们把对空间和物体的体验

映射到时间概念的构建中，形成了“时间是空间”和“时间是物体”的概念隐喻。语料中的隐喻

性表征可归入这两个概念隐喻的范畴，它们在多模态中以镜头和物体的运动得以实现，即“时

间运动是镜头的运动”、“时间运动是物体的运动”。时间隐喻的多模态映射图如下所示： 

源域 目标域

镜头/物体 时间

镜头/物体运动 时间流逝

镜头/物体运动方向 不同的时间

镜头/物体运动路径 时间流逝过

程

图 2 时间隐喻的映射图示 

1 时间运动是镜头运动 

镜头在左右、上下或前后方向上的运动与过去、将来的时间表征方式相一致。该隐喻至

时间

太阳及光线

灯烛照明设施

灰白画面

铃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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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包括以下的隐喻蕴含：过去是镜头从右向左运动；将来是镜头从左向右运动以及向前方运

动。

（1）过去是镜头从右向左运动

这类表征方式在语料中的出现频次为 13，频率为 8.4%。画面是由摄像机镜头从右向左移

动拍摄而成的，然后加上作为字幕的时间指示语，如“一个月后，2013 年 10 月”，以文字、图

像和摄像机运动方向三种模态共同表征过去的时间。

（2）将来是镜头从左向右运动

该表征在语料中的出现次数为 9 次，占隐喻表征方式的 6.9%。画面由摄像机从左向右运

动拍摄，外加作为字幕的时间指示语，同样以文字、图像和镜头的运动来表征将来的时间。

这两种镜头移动的方式与时间的表征，源于人们的书写体验。在现代书写体系中，绝大

多数书写的空间顺序是从左到右，左边总是已经书写过的信息，具有已知性的特点；而右边

是尚未书写的信息，具有未知的特点。这种书写体验通过跨域映射到摄像机在时间的表征过

程中，摄像机从右到左的移动，构建过去的时间，而从左向右的移动构建将来的时间。

（3）将来是镜头向前运动

将来时间的表征多使用该隐喻，一共 57 处，占隐喻表征总数的 38.5%。画面以摄像机镜

头的向前运动拍摄，外加字幕时间指示语，如“将为中国西北内陆和中亚国家打造出便捷的海

陆通道”。这种表征方式源于人们在三位空间里的运动体验，人类 普遍、 基本的运动是走

路，从后向前运动是人们习惯的运动方式。在该运动体验中，前方总是尚未完成的运动路径，

后方是已经完成的运动路径。因此，前方被用来表征人们尚未经历过的、未到达的将来的时

间。

2 时间流逝是画面中物体的运动 

除了使用镜头的运动来表征时间外，固定镜头中运动的物体也频繁用来表征时间。固定

镜头的表征方式中，摄影机机位、镜头光轴和焦距都固定不变，因此，画面所依附的框架不

会变动。语料此类时间表征方式的数量为 44 处，频率为 28.5%，通常以人、汽车等交通工具、

云朵、太阳的运动等来表征时间的流逝。

值得注意的是，人或物体的运动方向与不同时间之间的存在着一定关联，即：过去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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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从右向左运动（9 处，占 5.8%）；将来是物体从左向右运动（6 处，占 3.9%）、或者从后向

前运动（9 处，占 6.1%）。 

此外，在表征将来的时间时，似乎离现在较远的将来，经常用物体从后向前的运动来表

征，而距现在较近的将来（9 处，占 6.1%），则通常以物体向镜头运动的方式来表征（4 处，

占 2.6%）。 

3 时间是静止的外景图像 

该隐喻在语料中用来表征过去的时间，通常涉及到画面中静止的有关空间位置的外景图

像，如建筑物、天空、树木，配上字幕时间指示来表征过去的时间。此类表征方式的使用也

31 次，频率为 20.9%。在该隐喻中，目标域是语言符号，而源域是文本和图像共同呈现的，

属于多模态表征方式。

五、结语

我们以纪录片《一带一路》为语料，研究了国产纪录片中时间的多模态表征手段。研究

表明，时间概念不仅可用语言符号构建，也可以由图像、光线、镜头运动、文字等多种模态

的符号协同构建。国产纪录片中时间概念的主要构建通过概念转喻和概念隐喻等手表征段，

其中“太阳及光线”、“灯烛等照明设施”、“灰白画面”和“铃声”构成了时间的转喻表征；镜头运

动方式、物体运动、画面图像等，为时间概念隐喻构建提供了实现的途径；二者共同构建起

了国产纪录片时间概念的多模态表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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