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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级英语>第一册中Bljcannia Ru邗￡11e耽啷一文是一篇新闻报道。文章标题无论从信息含
量还是从语言的修辞角度而言，都很巧妙。从这两方面分析这篇文章标题的成功之处．期盼读者在日后的英

语学习中对文章标题，尤其是美语新闻的标题多一份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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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张汉熙主编的《高级英语》是英语专业高年级的

主干课程，其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听、说、读、写、

译的能力，使之能对各类作品的主题思想、篇章结

构、写作风格和文体修辞等进行高层次的分析、鉴赏

和评价，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和自由表达思想

理念的语言知识。<高级英语》教材选的文章大多非

常经典，它们内容丰富，题材多样，结构严谨，语言优

美，其中也不乏精妙生动的修辞格运用。而这更使文

章内涵、韵味、境界全出。但是由于教学对象是英语

专业高年级的学生。因而所选文章无论从难度、长度

上来说对学生都有一定的挑战。而对于此类有难度、

长度的文章，标题的点睛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好的

标题有助于帮助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文章的

含义，使读者在阅读和学习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标题是文章的名称，也是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

人把标题比作人的眼睛，可以传神示意。暗示文章的

中心思想；有人把标题比作路标．引导读者一步步深

入理解文章内容，探索其内在主题；也有人把标题比

作旗帜，对文章主题画龙点睛，给读者一个鲜活突出

的印象。竹【l】好的标题是为文章本身服务的．与其内

容、文体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要分析一篇文

章的标题。需要透彻地分析文章的内容和文体。以此

来证明作者选择标题的正确性、对应性、启发性。对

B五t黝ja Ru鳕t11e Wav∞文章标题所包含的信息

及其修辞等特点进行分析。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全文。并启发读者在日后的英语学习中对英语文章

的标题，尤其是英语新闻的标题多一份敏感和领悟。

二、标题8rjfannja只u胬

纳e Wraves传递的丰富信息

胁j劬n厶Ru∞￡he彬_ay蜘选自强e L函6ener

(《倾听者>)，是一篇典型的新闻报道，文章从标题到

内容都带有英语新闻的典型特点。从内容而言，这

篇文章报道的是英国正渐渐失去海洋运输业的重要

地位的事实和原因，其标题为此内容起到了很好的

概括作用。

新闻或报道是人们掌握世界资讯的手段。不论

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人们都需读懂新闻或报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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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新的资讯。现代人生活节奏快．而当今的报纸

刊物成千上万，要想从头到尾篇篇都用心读完是不

可能的。这就决定了读者在读新闻或报道的时候。

更多的只是浏览一下标题，当遇到自己感兴趣或是

关注的话题时，才有可能接着读正文的内容。所以

标题对于英语新闻而言．不仅仅是吸引眼球的关键

所在，更兼顾着传播新闻讯息的重大作用，是人们

在读懂英语新闻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新闻

标题是新闻内容的缩影．也是映人读者眼帘的第一

条信息，它应该既简明扼要又生动醒目。

从包含的信息而言。此篇新闻报道的标题内容

简明，但信息含量却很丰富，并且因其内容新颖且

惊人觉醒，很能吸引读者眼球。众所周知，英国是一

个岛国．长期以来不论是英国海上军事力量还是海

上商队。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英国的皇

家海军享誉世界，是皇家海军使英国打败了荷兰、

西班牙、法国等曾经的海上强国，成为海上霸权国，

继而奠定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地位。进入20世

纪以来皇家海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

在一战、二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起到保家

卫国、抵抗外来侵略的作用。在经济上，由于英国独

特的地理位置。海上运输成为英国最重要的运输方

式。海运业是英国主要的经济命脉，每年可为英国

赚取大量的外汇。因此英国的海上力量无论是在战

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都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最重

要的力量之一。可以想象当读者看到这样的题目

Bd蛐胁拓Ru部曲e W么yes(“大不列颠望洋兴叹”田拼)

时，都会不由得为之一震，同时心生疑惑，这就使得

读者大有兴趣继续读下去。读者会不由得想知道究

竟英国人赖以生存的海上运输业出了什么问题。原

因又在哪里；这些问题又将如何得以解决；而英国

海上运输业的前途又会如何：谁又能够帮助英国人

解决这些问题呢?所有这些都吸引读者去读这篇文

章，一探究竟。因而从信息含量而言，这篇文章的标

题一语道出了文章的主题，吸引读者，尤其是英国

读者去阅读报道的内容。

三、标题8胁n几ja只ues价e Wayes的修辞效果

新闻标题是以醒目的文字和字号出现在新闻

之上的简短文字，要求语言文字简明扼要、生动形

象。嘟因此，作者常引经据典、巧用修辞使英语新闻

标题大为增色．产生新颖别致、引人注目、耐入寻味

的艺术效果。下面就从修辞的角度来分析这篇新闻

报道标题的特色。

新闻标题就像人的眼睛，读者能透过标题看到

文章的灵魂。一条生动的新闻标题能够迅速吸引读

者的眼球，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新闻标题要力求

准确、鲜明、生动，力求出神入化，言有尽而意无穷。

在新闻标题的创作过程中，修辞手法可以说是一把

利器。在新闻标题中灵活运用各种修辞手法。能够

对文章主题起画龙点睛的作用，给读者一个鲜活突

出的印象。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和语用价值。

而这篇文章的标题主要运用了仿拟这种修辞方法。

仿拟即英语p啪dy，源自希腊语p啪idia一词，
指有意仿照人们熟知的现成语言材料，诸如著名诗

歌、哲学名言、成语典故、创作风格等．根据表达的

需要进行改动，以使言语生动活泼或讽刺嘲弄或幽

默诙谐。因此，仿拟是一种有目的的摹仿，它破坏了

原有的固定的语言形式，根据新的语境创造出新的

表达形式。14】研

英国海军军歌Ruje。脚面n自1740年被创作
以来就一直在英国海军中广为流传．在英国国民中

有很广泛的流传度。它是对英国海军不可磨灭的地

位的歌颂，是英国海军的骄傲的体现。歌中有一段

是这样的：

W1len B商【ain fi璐t，at Heaven，s com眦nd'
Ar08e f如m out tlle azule main．

J11lis w鹪tlle chaner ofher l粕d．

And guardi粕angels姐ng tlle 8train：

Rule，Bri￡锄flia! Bdt肌n沁ml髓tlle w丑y髓!

Briton8 never 8hall be slaves．刚。

歌词中的BTit舳nia。11lles tlle wave81(大不列

颠统治海洋)霸气十足，一语道出了英国海军无与

伦比的地位。也道出了英国海军曾经的辉煌。

而这篇新闻报道的标题。运用仿拟的修辞手

法，将歌词中的Rule改成Rue．Rue与Rule读音几

乎一样．意义却相去万里，从“统治”【q1314变成了“感

到懊悔”，【曰13"如此鲜明的对比，让读者看了，有一种

触目惊心的感觉。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仿拟修

辞手法。这种对比意在讽刺日益衰落的英国海航运

输业，并且与其曾经的辉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

难想象富有幽默感的英国人看了标题会有何种感

受。这种仿拟修辞格虽是模拟现成的格式。但作者

用自己的语言，融入新的思想。在文章标题中运用

这种“谐音仿拟(只涉及同音或近音的模仿套用)”，川

万方数据



第2期 方梅：Bd协1西a Ru鄂che Wav部的妙用 ·87·

不仅能够使焦点信息更加突出。有助于读者快速准

确地理解文章的大意。还能给人以强烈鲜明的印

象，使语言新鲜活泼，造成诙谐、讽刺、幽默、风趣的

艺术效果。

四、结语

新闻标题是新闻的眼睛。读者对新闻是否感兴

趣，首先要看新闻标题能否吸引读者。因而，新闻创

作者在制作新闻标题时应尽量让其更具有诱惑性，

方法之一就是增添标题的新奇性，从而增加对读者

的吸引力。这篇文章的标题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

上无疑都是个成功标题的例子。作者运用仿拟这种

修辞手法，不仅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也更好地道

出了文章的主题，吸引读者的兴趣。“题好好一半”，

有了好的标题，文章的可读性便大大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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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的作用,所谓"点题”.作者通过高度概括的标题给出文

章的信息,强调作者的论点,切中问题的要害,从而使读者能够

推测文章的内容,获得查阅文献的线索.一个好的标题是作者

良好写作修养的体现.那么在文章命题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呢?

第一,不要采用过于繁琐、冗长的标题.国家标准GB

7713-87提出:"题名不宜超过20字”.国家标准如此重视标

题的字数,可见其重要性.20字的规定并不是"平均”要求,而

是上限要求,这是专家们根据大量的叙词标引经验和文献统计

结果所得的结论.20字足以涵盖文章的重要信息和主要论点.

实际上一般情况20字已嫌多了,但是今日之稿面有相当多的

标题超出了20字的规定.有的标题长达25字、30字,甚至看

到42字标题的记录.难道真的需要42字才能"点题”吗?为什

么有的作者能在20字以内拟就一个恰当的标题,而有的作者

做不到呢?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其一、作者不知道标题

有字数的规定,实际上就是不知道言简意赅的标题是客观要

求;其二、作者缺乏严谨的思维习惯和语言文字高度概括的能

力,即使使用了20字仍然没有信心概括自己的主要论点.国

标之所以有20字规定,除了标引、检索的需要以外,也是对作

者逻辑思维和文字功底的锻炼和检验,这是科技工作者应该具

备的基本素质和基本功训练.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出现冗长的

标题呢?首先,不要把标题造成完整的句子,特别是主谓宾

(补)成份复杂的句子更应避免;其次,不要用很长的定语来界

定某些名词术语;再次,如果认为一个标题不能涵盖不同层次

(或不同范畴)的语意,可采用副标题,例如主标题可以从学科

角度来"点题”,而副标题可以从地域或工程角度作补充说明.

主副标题同样要简洁;再再次,应避免使用没有信息价值的词

语,例如"试验分析研究”,"几点初步意见”,"一种计算方法”,

等等.以下示例供讨论:

例1 <×××工程地下洞室围岩稳定分析中的流变分析

中的一种数值计算方法>(31字).标题中"工程”,"一种”,"方

法”等词完全可删.稳定分析和流变分析似可浓缩为一个词:

"流变稳定分析”.如果认为必须强调数值计算方法,可径直写

成"…稳定分析数值计算”.

例2 <剪切模量沿深度线性变化介质中的桩在垂向力作

用下弹性分析的一种简便积分方程法>(37字).作者实际工作

是应用一维积分方程求解桩土相互作用问题.可是作者并未

强调这一基本点,而是用一个很长的定语说明"介质”.如果一

定要强调介质的话,不妨只写"变剪切模量”,而"沿深度线性变

化”是多余的.此外"弹性分析”、"垂向力作用下”亦可删.

第二,不要采用过于庞大、过于笼统,或有意"猎奇”的标

题.标题过大,则要讨论的问题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容纳的,甚

至要考虑作者的能力是否胜任.过大的标题往往名不副实,读

者看完文章,会感到失望(当然对专著的场合,稍大的书名不失

为一种好的选择).笼统的标题会使读者感到茫然不知所云.

新颖的标题对科普文章往往是必要的.但学术论文,重在信息

价值,重在文字的严谨、概括,为猎奇而选用的"新颖”标题可能

在读者心中产生负面印象.此外应切记不要用套话构筑标语

口号式的标题.再示例如下:

例3 <两次成拱>.作者命题出发点可能是取其简洁.但

读者很难从标题中猜出作者写的什么内容,也不知道作者的论

点.实际上作者是探讨散粒体对锚拉顶板的二次成拱效应.

例4 <论土工试验精度>.土工试验中有常规的、非常规

的、力学性的、物理性的,总共不下十几种.这不同范畴的试

验,怎么可能用同一"精度”来概括呢?其实作者并不想概括

它,而仅仅是探讨物理性试验中一个具体项目的试验精度而

已.

例5 <中国贵州红粘土>.标题失之空泛,"中国”两字似

多余.如果改成"贵州红粘土的工程性质”,将使读者检索的目

的更明确,也会更有兴趣.

例6 <热岩土力学>.作者定性地探讨了诸如地热发电以

及冻结施工方法的热传导问题.不排除会象冻土力学一样,在

理论成熟的时候出现新的岩土力学分支--热岩土力学.但

今日似尚未成熟,因此过早地定义热岩土力学,不一定为读者

接受.在理论成熟时作为专著定名"热岩土力学”未尝不可.

但作为论文,宁可采用更具体的标题为好,例如,某某土体的热

传导问题.

第三,不要使用非通用的、非熟知的外来语和缩写词,标题

中不应出现数学式、化学式及量的符号,一般不宜使用商品名

称.这些同样在国标中有明确规定,这些规定的必要性是显见

的.读者应在写作实践中加以理解、体会.

第四,除上述文章标题外,还应注意层次标题的构筑.所

谓层次标题,印章节标题.文章层次不要过多、过滥.各层次

的隶属关系要明确,不得相混淆.层次标题更应简洁.同一级

标题应尽量使用排比短语,即语法结构相似、字数相当、意义相

关、语气一致.这样的层次标题也便于读者对文章内容的理

解.



为了使读者进一步认识命题的重要性,特介绍以下标题,

以供参考.这些标题有的出自大师之手,有的就在本刊作者笔

下,也有的是编者体会.其中括号内的标题是根据某些作者的

思维定式虚拟的"假想标题”.

例7 <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例8 <再论问题与主义>.观点明确,文字简洁,针锋相

对,毫无妥协.

例9 <大哉,数学之为用>(<数学作为工具,在自然科学和工

程技术中具有广泛的应用>24字).标题新颖,不落俗套,简洁明

快,给人以深入浅出的亲切感,而且一望便知作者所要强调的

观点.

例10 <岩土工程的反思>(<岩土工程理论和实践中值得深入

总结的经验和教训>22字).文字严谨,沉着冷静,作者成功地通

过标题引导读者去思考.

例11 <粘性土断裂机理>(<粘性土土体拉伸试验中发生断裂

的力学现象初步分析研究>25字).文字简练,立论明确,显示了作

者所要探讨问题的理论深度.

例12 <编者札记之一--从署名谈起>(<本刊编者就本刊

作者署名情况谈几点初步意见>20字).

相信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标题得到有益的启示.编者体会

不足为训,但读者不会怀疑其他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这些标

题很值得揣摩,那就用这些标题来"抛玉引玉”吧?

本刊编辑部

200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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