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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翻译概述

翻译活动在人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在任

何国家、任何时代,随着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翻译工作出现并逐渐

发展起来,它们不愧为各个民族之间的 “友谊大桥”,使得各民族之间的距离逐步缩

小......

第一节 翻译简介

一、学科特点和性质

（一）学科特点：

翻译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语言活动，是"把一种语言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用另一

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 " 1, 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

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 2。翻译虽为个体所承作，却是一种社会活动，一门

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有丰富的实践内涵。

就前者而言，翻译经过千百年来各国翻译家的共同努力，已经在语言学、文

学、文化、心理学、人类学、哲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套理论体

系，并在具体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跨文化和语言转换模式 。随着科学的

日益进步，这种体系和模式正处在不断地完善之中。

就后者而言，翻译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翻译理论与实

践的关系是辨证的；翻译理论产生于翻译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实践转过来又

丰富翻译理论。可以说，没有社会实践就不会有翻译理论的产生；没有翻译理论作

为指导，翻译实践就会难免走弯路。因此，学好翻译既要重视翻译理论的学习，又

要加强翻译实践；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我们学好翻译的必由之路。

（二）翻译的性质：

什么是翻译？回答这个问题由于人们认识的角度不同，所以答案也就不一。有

人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有着自己的内在科学规律；也有人视翻译为一门艺

术，因为翻译好比作画，先抓住客观人物的形态和神态，然后用笔表现在画上；还

有人将翻译认作是一门技能，因为就其具体操作过程而言总是离不开方法和技巧

1 范存忠："漫谈翻译"《翻译理论与技巧》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p.80
2 谭载喜：《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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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总的看来，翻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因为它集语言学、文学、社会学、

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信息理论等学科之特点于一身，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已

经拥有了它自己的一套抽象的理论、原则和具体方法，形成了它自己独立的体系，

而且在相当一部分的语言材料中这些方法正在逐渐模式化。由此可见，视角的不同

可以导致对翻译性质认识的差异。下面是部分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的定义：

"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种语言文本来替代另一种语言文

本的过程。"（J.C 卡特福德； JC Catford，1994）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

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巴尔胡达罗夫；А. С. Бархударов，

1985）

 "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原语信息尽可能接近、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

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E.A 奈达；Eugene A. Nida，1969）

 "翻译乃是与语言行为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 。"（沃尔

夫拉姆.威尔斯; Wolfram Wells，1982）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 （吕俊，

1997）

哪种定义更准确、贴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翻译活动本身。

翻译的具体形式很多，有口译、笔译、机器翻译等，从翻译的物质形态来

说，它表现为各类符号系统的选择组合，具体可分为四类：

（1）有声语言符号，即自然语言的口头语言，其表现形式为电话通讯、内外

谈判和接待外宾等；

（2）无声语言符号，包括了文字符号和图象符号，其表现形式为谈判决议、

社交书信、电文、通讯及各种文学作品等印刷品；

（3）有声非语言符号，即传播过程中所谓的有声而不分音节的 "类语言"符

号，其常见方式为：说话时的特殊重读、语调变化、笑声和掌声，这类符号无具体

的音节可分，语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信息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得以传播的，

比如笑声可能是负载着正信息，也可能负载着负信息，又如掌声可以传播欢迎、赞

成、高兴等信息，也可以是传递一种礼貌的否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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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声非语言符号，即各种人体语言符号，表现为人的动作、表情和服饰

等无声伴随语言符号，这类符号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性，比如人的有些动作，在不

同的民族文化中所表示的语义信息完全不同，不仅如此，它还能强化有声语言的传

播效果，如在交谈时，如果伴有适当的人体语言，会明显增强口头语言的表达效

果。

这四大类符号既可以表达翻译的原码，也可以表达翻译出的译码，它们即可以

单独作为原码或译码的物质载体，也可以由两种、三种、四种共同组成译码或原码

的载体。

从翻译的运作的程序上看实际包括了理解、转换、表达三个环节，理解是分析

原码，准确地掌握原码所表达的信息；转换是运用多种方法，如口译或笔译的形

式，各类符号系统的选择、组合，引申、浓缩等翻译技巧的运用等，将原码所表达

的信息转换成译码中的等值信息；表达是用一种新的语言系统进行准确地表达。

翻译的形式和内容如此纷繁复杂，从中抽出一个具有哲学高度的翻译的定义也

是一项非常艰难的重任，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对此作出了许多努力，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活动作出了概括和总结。

在众多的定义中，有些学者（如，吕俊，1997）将翻译纳入传播学的研究范

围，将翻译学视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这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它更明确了翻译学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充分注意了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

影响作用的其它诸多因素，如传播方式、传播渠道、传播目的、传播的不同对象

等，它可以更广泛地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或对其它学科的研究起到 影响和指导

的作用。

上文的诸多翻译形式，我们可以归纳为一点，翻译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信

息传播。整个翻译活动实际上表现为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

道、受者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关系。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是在两种文化之

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但

其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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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译的科学基础 3

人类的各种自然语言都是人们表达交流思想的工具 ,都是音义结合的符号体

系。这是语言总的特点。语言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是全人类所共有的。马克思说: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类的语言也同样有相似的地方。因此,就为不同的语言

之间进行对比提供了基础。 这是各种语言的共性 ,也是我们进行两种语言对比、翻

译的基础和条件,没有这种基础,我们就无法对比和翻译。

（一）语言对比分析

从语法来说,各主要语言都有词类。各种语言的句子都有主语、谓语、定语、

状语等,句子都有单句和复句 ,只是句子形式有不同。从人类的思维、人类对客观事

物的认识来看也有相通的地方 ,彼此可以勾通 ,互相能够了解。各种语言,对同一客观

事物都有一定的概念 ,汉语中的 “树”,日语中的 “木”(き),俄语中的 “дерево ”,越语中

的 “c©y”,这个词在四种语言里是一一相对应的 ,通过翻译就能明白彼此的意思。

各种语言都有比喻的用法。有些比喻相同或相似 ,中国人和越南人都以狐狸比

喻狡猾。各种语言都有成语,有些成语的意思相同。例如:

汉语 越语

有血有肉 Cã x¬ng cã thÞt

一朝一夕 Mét sím mét chiÒu

大鱼吃小鱼 C¸ lín nuèt c¸ bÐ

但是,由于各个民族的自然环境 ,社会背景,风俗习惯以及文化内涵不同,语言各

有各自的民族特点。从语音、词汇、语法到修辞、用语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和规

律。正是因为各种语言都有彼此相同的一面 ,我们的语言对比和翻译才有基础 ,翻译

才有可能;也正是因为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差异 ,我们的语言对比研究和翻译才有必

要。

1、词类平面对比分析

词汇的本质是人们对宇宙间的一切现象的分类、归纳和命名。人们在客观世

界里找到了认识的对象 ,就把它称之为名词 ,人类认识到主体对客体的支配关系 ,就用

动词来表达 ,人类要判断这一事物与那一事物的区别 ,就用形容词等等。这就出现了

不同的词汇,而每一种语言的词汇都自成系统。各种语言的词汇都有共性的特征。这

3
参阅阮友求《翻译理论教程》 1 9 9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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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彼此能够沟通与交流的基础。 汉语的“吃”、越语的 “¨n”、俄语的 “кушать”

和日语的 “たべる”这个动词,不论它是什么语音形式 ,也不论它有没有形态变化 ,都指

的是 “把食物等放到嘴里,经过嘴嚼咽下去”这样同一个行为。这就是各种语言词语的

共同特征。但由于每一种具体的语言都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产生和发展 ,所以其

词汇在意义、用法、搭配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这些给我们的翻译工作带来一

定的难度4。

从汉越词类进行对比分析看 ,两种语言词类数量及名称有所不同 :

(1)汉语词类5: 实词 (名、动、形、状态、区别、数、量、代)八

种和虚词 (副、介、连、助、语气、叹、象声词)七种。

(2)越语词类6:实词(danh tõ,®éng tõ,tÝnh tõ,sè tõ,®¹i tõ)五种

虚词(®Þnh tõ, phô tõ, quan hÖ tõ, trî tõ, th¸n tõ ) 五种。

2、构词法平面对比分析

要进行构词法对比分析 ,就要从语素着手。语素是语音、语义相结合的最小语

法单位。据意义是否实在 ,可以分为实语素和虚语素 ;根据能否独用 ,可分为独用语素

和非独用语素。

词是由语素构成的,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法单位 (造句单位)。现代汉语的构

词法基本原则有两条:复合法和附加法。

(1)复合法(词根+词根)有五种类型:

(1)联合词: 人民 东西 帮助 开关 伟大 大小  Nhµ cöa  ®Çu tãc   xinh ®Ñp

(2)偏正词：牛奶 铁皮 热爱 闹钟                    Hép quÑt   mÆt trêi

(3)动宾词：出席 出色 司令 到底                    Phßng bÖnh   lµm duyªn

(4)动补词：推翻 扩大 改善 缩小                    Bãp mÐo

(5)主谓词：地震 自卫 年轻 面熟                    Tuæi trÎ

(2)附加法(前缀+词根,如:老拳:词根+后缀,如:桌子:词根+叠音语素): 汉语里头前缀很

少,后缀在发展。此外的词根产生新词能力往往较强 (如：党性、周转率、足球热、

体坛、知名度等)

越语构词却没有附加法。汉越两种语言构词法是大同小异的。7

4 《Kü n¨ng dÞch  c¬ së lý thuyÕt vµ ph¬ng ph¸p rÌn luyÖn》NXBGD 04 tr.8
5
马真《简明实用汉语语法教程 》北大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6 Héi gi¶ng d¹y tiÕngViÖt phæ th«ng《 T I Õ N G  V I Ö T  T I Ó U  H ä C 》N X B  g i ¸ o  d ô c 1 9 9 8
7

词法对比分析必须跟句法联系在一起 。词的语法功能主要是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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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句法平面对比分析

词法学研究词的组合规律、词的变化方式、词的语法类别等内容。句法学研

究短语、句子的组合规则 ,研究它们的组合类型、语法功能等内容。现代语法学还研

究大于句子的单位(句群、段落8、篇章9)。

每一种语言都 有 一 定数量的语法范畴 、句 法连接手段等等。每一种语言

都有自己的词汇单位特点、语法特点和结构特征。这些特点和特征在译成另一种

语言是不容易保存下来的 。

汉语和越语都属于孤立语类型 , 两种语言都分具有较强独立性的词法和句法

两部分, 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 比如 , 词本身没有表达附加的语法意义的可能性  ;

语法意义只能用虚词和词序来表现 )。翻译过程中必须重视它们的个性 , 原因是翻

译过程的困难常常出现在个性这个问题上。

众所周知, 汉语和越语都重视词序 , 但就在这一点上 , 它们又各有具体的表

现。拿个例子来说 , 越语下面两个疑问句 , 尽管用的是相同的词 , 但由于次序不同,

表现的意义就不大相同了：

 MÑ lóc nµo vÒ ?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 还没回来！）

 MÑ vÒ lóc nµo ?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的？（已 经 回 来！）

状语“lóc nµo”放在动词‘vÒ ’ 前边就表示将来, 放在动词后边就表示过去。

在汉越两种语言里,虚词和词序是重要的语法手段。因此句子中使用的虚词不

同或者句法成分的单位更换都可以引起意义或意义色彩的变化。

任何语言中都存在着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  ,它们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  ,但又必

须知道汉语里这个距离特别大。这个特点是和汉族人的文字  表意文字有密切

关系的。汉语里 , 很容易遇到与老百姓口头语言完全隔绝的语句。对句法层级进行

对比分析为翻译打下良好的基础。

进行句法对比分析必须考虑词的组合能力。词的组合能力受到一定的语言系

统语法与语义关系的制约。哪些词语能搭配,哪些词语不能搭配:

(1)要看意义上有没有联系 ,讲不讲得通;

1、词的组合能力 ,即能跟什么样的词发生关系 ,不能跟什么样的词发生关系 。

2、充当句法成分能力 ,即能不能充当句法成分 ,能充当什么样的句法成分 。
8 đoạn
9 b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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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看意义上有没有矛盾 ;

(3)要看合不合乎习惯。合乎语言习惯也有在事理上讲不通的。例如:

 一锅饭吃四个人 → Bèn ngêi chÐn hÕt nåi c¬m

 老头晒太阳 → Cô giµ ph¬i n¾ng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 ,新词新语越来越多。例如:

 B¸o l¸ c¶i→ 下流小报；LuËt rõng→ 绿林道

 皮包公司→ C«ng ty chØ trá ；温情解剖→ PhÉu thuËt nô cêi

词组缩减构成新词,这也给翻译带来了不少困难。例如:

 等待就业 →待业 ；打击假冒伪劣品→打假

 Ng©n hµng ph¸t triÓn nhµ ë Hµ Néi → HABUBANK

 C«ng ty ®iÖn tö Hµ Néi → HANEL

汉语里词的音节数量特征也跟句法组合能力有一定的联系 :

 进行+调查(研究、讨论、协商......)

 进行+调查(研究、讨论、协商......)

 加以+证明(控制、考虑、克服、推广......)

四语素(音节)组合方式也是汉越两种语言的典型。例如:

 发生效力(生效)、投入资本(投资)、保护森林(护林)

 VËn ®éng phô n÷ →phô vËn；VËn ®éng nh©n d©n →d©n  vËn

在翻译过程中 ,句子是最小单位。现代语言学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句子 (结构、

成分的位置、信息内容与目的、口语形式的语调、停顿、书面形式的标点符号 ),大

于句子的语言单位(句群、段落、语篇)在翻译时特别注意明确、完整的语义信息 ,语

篇关联词语(连词、副词与其他词语),语义逻辑以及广义语境。

4、短语平面对比分析

对短语作对比分析 ,应该从短语的结构和短语的功能着手。必须注意的是短语

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最简单的短语,由两个词直接组合或借助于助词、连词组合

而成。短语跟词一样 ,也是语法备用单位。按功能分类,短语可以分为名词性短语、

动词性短语和形容词性短语三类。短语对比分析要注意语义的组合(义项的搭配,语

义和语境)。

（1）自由短语 （自由词组 /非固定短语 )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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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短语以外的短语都是自由短语 。自由短语的组成成分可以自由

更换 ,其语义就是其构成成分的语义组合 。

正如词法对比分析所涉及的 ,汉越两种语言的名、动、形容词有时没

有严格的区分。因此 ,对比分析时短语的对应关系也比较复杂 :

汉语 越语

富有经验 (动词性 ) Giµu kinh nghiÖm (côm tÝnh tõ)

生命危险 (名词性 ) Nguy hiÓm ®Õn tÝnh m¹ng (côm ®éng tõ)

一个语言内句法成分的位置不同 ,语法关系也不同 ,但是语义却相等。

比如 :

 Lµm viÖc tÝch cùc  tÝch cùc lµm viÖc；Tin tëng tuyÖt ®èi  tuyÖt ®èi tin

tëng；

 非常热闹 热闹非凡、十分糊涂 糊涂透顶

理解汉语短语语义时必须消除同形结构所产生的歧义 。如 “热爱人民

的军队 ”这个短语 ,可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分属两种不同的结构 :

·（热爱 人民的） 军队 热爱 （人民的）军队

(Qu©n ®éi yªu quý nh©n d©n) (Yªu quý  qu©n ®éi cña nh©n d©n)

偏 正 述 宾

述 宾 偏 正

汉语词在组成短语时 ,可能同邻近的词 (人民 )组合 ,也可能同邻近的

短语 (人民的军队 )组合。在越语里 ,这两种结构的表述是不同的 ,是两个不

同的短语。例如 :

 ¤ t« nhËp khÈu(偏正) — nhËp khÈu « t«(述宾)

理解越语短语语义时也必须消除同形结构所产生的歧义 。如 : “ thiÕt bÞ

tèt ”这个短语 ,可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 分属两种不同的结构 :

·ThiÕt bÞ ( tèt) (2) ThiÕt bÞ tèt

         (好 ) 设备 设备 好

正 偏 主 谓

（2）固定短语 (固定词组 ,熟语 )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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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短语组成成分不能随意变换 ,组合方式也固定不变 ,其语义往往不是其构成

成分语义的简单相加 ,整个短语在句子中像一个单词似的使用。这种短语汉越语都有 ,

而且是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固定短语又可分为:

A.专用的:表示人或事物的特定名称的 ,这种固定短语是人为的或有一定的人为

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外、§¹i häc Hµ Néi、Bê Hå......

B. 非专用的:指语言中自然形成的固定短语 (包括:汉语的成语、俗语、谚语10、

惯用语、歇后语11、 熟语12)。

在这方面,汉、越语各有特色。汉语非专用的固定短语里 ,有大量的四言词组。

如:百花齐放、不约而同、大公无私......

越语的非专用固定短语中 ,有不少不符合造句的语法规则 ,但已约定俗成,大家都

这样用。如:nghÌo rít mång t¬i、rång léi ao tï、r¸n sµnh ra mì......

总之，汉越两种语言大同小异，这给我们翻译工作者带来了许多方便。

（二）语义对比分析

语言单位有语素、词、短语、句子等。这些语言单位都有一定的语言形式 ,

也都有与它们语音形式相对应的语素义、词义。语素、词和熟语(固定短语)的语义

称为语汇语义;自由短语、句子的语义称为超句语义。句法语义和超句语义都是由语

汇语义组合而成的更为复杂的语义。

1、语义平面对比分析

(1)语义的性质

(a)语义的社会性

语义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而是某异种语言或方言社团共同拥有的财富。语

言化的过程,个人在理解语义时,必须遵从社会和规约 ,否则就不能进行语言交际。

语义的社会性还表现在不同社团不同时代的语义差异上。 “你吃饭了吗?”汉

语中可以作伪见面语来表达打招呼的语义 ,英语中类似的句子则不具有这种语义。这

10 民间流传的简练通俗而富有意义的语句
11 由两部分组成的固定语句 ,前一部分多用比喻,像谜面,后一部分是本意,像谜底,通常只说前一部分,
后一部分不言而喻
12 指常用的固定短语。如:乱七八糟、不管三七二十一、死马当作活马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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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语义的民族差异。 “§¶ng chÝnh trÞ”、 “m¸y l¹nh”、 “vi tÝnh”、 “c«ng ty”......是古代

所不可能有的词语。

语义的各方面差异导源于人们因生活环境、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等不同所建

构的 “人化世界”的差异。

        (b )语义的开放性

语义是个开放的系统。根据开放的需要 ,人们可以创造新的语义 ,从其他语言

系统借入新的语义 ,原有语义更新造成补义。人们可利用原有的语义单位进行不同的

组合,从而表达不同的交际内容。语义不可能完全掌握 ,而要不断学习吸收。因为语

义的量几乎是无限的 ,而且语义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较快地发展变化。语义只有

具有开放性,才能使语言更好地发挥其交际工具的作用。

            (c)语义的模糊性

语义具有模糊性。不仅语义本身具有模糊性 ,而且语义与语义之间的联系也具

有模糊性。比如, “青年”和 “中年”, “蔬菜”和 “水果” 等人们是难以把它们清晰地区分

开来的。

语义的模糊性虽然普遍存在模糊度存在着差异性。科技述语的意义 ,度量衡词

语的意义,模糊度要比一般词语低一些。语义的模糊性来源于客观世界的模糊性 ,人

们一般的语言交际都是带有一定模糊性的交际。因此语义的模糊性提供了这方面的

方便。

            (d)语义的系统性

语义有较强的系统性。各语言单位相互联系 ,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语义网 络。

最典型的是语义联系 ,反义联系,语义场。

( 2 )语义的类型

语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这里则从语义与客体、语

义与语言使用者两个角度把语义分为 :

       (a)理性语义(概念语义)

理性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务、现象的指称或者理性认识在语言中的反应 ,是语

义的基础内容。这种意义分为日常理性意义和科技理性意义两种。

        (b)色彩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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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语义是理性意义的附加意义。色彩意义可以分为感情色彩 (褒贬色彩),语体

色彩(口语色彩、书面色彩和中性语体色彩 )。要特别注意带有色彩意义(口语和书面

语)的词语和句法格式。语体色彩常常与感情色彩有联系。

      ( c )联想语义

人们根据自己的阅历 13和经验对语言通过联想而得到的意义称为联想语义。联

想意义分为:

 形象联想意义:是指通过联想而得到的各种感官 14 形象(词语、比喻、拟人、

借代等是产生形象联想意义的重要手段 )。

 时空联想意义:是指通过联想而得到的有关时空联想 (历史词语、外域样货、

各地的风土人情)。

 社会联想意义:是指通过联想而得到的有关社团身分等角色的联想。

 文化联想意义:是指因文化传统而联想得到的语义。如 ：

“喜鹊” —— 好消息, “乌鸦” ——不吉利, “猪” ——肮脏、贪吃......;có——

h«i，vÞt —thÊp，tiªn ——®Ñp，bôt ——hiÒn 等。

2、词义平面对比分析

词是由语素构成的最小的造句单位。词义是确定的 ,通常能表示一个明确的概

念。语素义往往不明确、不稳定。语素义只有在它构成的完整的词里才能确定 ,把它

单独抽出来就不确定。每个词都有固定的语义结构方式 (即所含有语素及其组合方

式)。词义比语素义概括 ,尽管词义有时跟语素义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可以通过语素

分析来理解、掌握词义,同义词辨析也可以由语素义对比分析显示出来的。比如汉语

中~鬼、~虫、~蛋等语素都含附加意义。

语言系统中语义单位之间由于理性意义相关 ,相同或相反等联系而形成一种聚合

体。这是单义词、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等现象。科学述语、外来词、实物名

词、人名、地名、名胜之类的专有名词都是单义的。多义词是单义词词义发展的结

果,其目的是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交际需要 ,同时也使语言显得丰富而经济。单义

词必须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才能明确它的意义。此外,两种语言对应的多义词义项间

13  Tõng tr¶i
14  Gi¸c 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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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派生关系也不尽相同 ,这反应了各民族不同的联想心里特征。一个语言或者两个

语言间的同义词也是选择词语翻译的难点。

3、句义平面对比分析

仅仅对词义进行分析是不够的 ,因为交际的基本单位是句子 ,只有对句子作出语

义解释,才是语义研究的中心任务。

句义分析与词义分析具有联系又有区别 ,词义对句义的构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

但句义不是组成具体句子的有关词义的简单总和 (相加)。句子的意义不单纯由词来

决定,还必须有结构来参加。所以说任何一个句子的意义都离不开词和句法的规则 ,

这两者是句义的基础。由于多义词、同音词、同书词的存在,由于词语间的语义关系

往往不只一种 ,以及人们为了某种需要而采用的特殊表达方式 ,口语、书面语中有一

些句子存在如何把握句义的问题。

4、修辞平面对比分析

修辞学同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既有密切联系 ,又有明显区别。语言是以语

音、词汇、语法三部分组成的一个体系。修辞是对语言所有组成部分的具体运用 ,它

是把语言的三要素作伪材料 ,构成修辞手段的。修辞学则是研究语言所组成的综合运

用规律的。修辞对比分析必须考虑 :

A、 词语的感情色彩

有些词除了表示一定意义以外 ,还能同时表示某种感情态度。这种词语就带

有感情色彩。词语的感情色彩,主要有褒贬两种。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来源:

1、词语本身固有的,如:果断、自豪 (带有褒义);武断、伎俩 ……(带有贬义)

2、是引申而来的:有些词语的基本意义不带感情色彩 ,但是它的引申意义却带有

感情色彩,如:

 狭窄(中性词) 心胸狭窄(贬义)

 Gai gãc(中性词)Chñ ®Ò gai gãc;con ngêi gai gãc(贬义)

3、通过语素显示出来的。(参看《词义对比分析-1》)

4、是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的。有些词语没有感情色彩 ,如果把它运用到特定的

语言环境中也会临时带上某种感情色彩。例如:

 他有什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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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词语的感情色彩主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褒贬色彩也有变化。如 “勾

当”本来是中性词,现在只用于坏事情,成了贬义。

B、语体色彩

语体一般可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两种。口头语体中包括谈话(trß chuyÖn)语体

和演说语体;书面语体中包括事务(hµnh chÝnh)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和文艺语体。

词语的语体色彩和感情色彩往往有联系的。翻译时要特别注意。 如：

 “H«m nay sao u vÒ muén thÕ?”

“Cã viÖc g× thÕ vËy?”

“Th× u h½ng vµo trong nhµ ®· nµo，u h½ng ngåi lªn giêng lªn giÕc chÜnh chiÖn c¸i

®· nµo. ” （Kim L©n ）,或者以下这段对话：

 “C¸i NhÝm xinh l¾m，mµy ¹. Bè nã kh«ng cho nã ®i ®éi thuû lîi ®©u. ”

 “T¹i sao thÕ nhØ? ”

 “BiÕt ®©u ®Êy. Con chim ®Ñp ngêi ta muèn nhèt trong lång th× sao”.

C、修辞格

修辞格是语言艺术化的重要手段。这使得词语既有表情达意的作用 ,又在美感上

进一步加强和突出词语的表意作用。必须掌握各种修辞格的基本格式及内容。

1、比喻

用相似的事务打比方去描绘事物或说明道理 ,这种词格叫比喻。比喻里被比方的

事物叫 “本体”,用来打比方的事物叫“喻体”,联系二者的词语叫 “喻词”。本体和喻体必须

是性质不同的两个事物 ,利用它们之间在某一方面的相似点来打比方 ,就构成了比喻。例

如：                                Chßng chµnh nh nãn kh«ng quai

Nh thuyÒn kh«ng l¸i ，nh ai kh«ng chång . (Ca dao)

比喻的作用有三: ①使深奥的道浅显化,帮人加深体味; ②使抽象的事物具体化 ,叫

人便于接受; ③使概括的东西形象化 ,给人鲜明的印象。其常见种类有:

（1）明喻: 明喻构成的方式是本体、喻体都出现,中间用 “像、如、似、仿佛、犹

如、有如、一般”一类的喻词......越文的 “dêng nh, nh......”,例如:

 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向广场。

                           T×nh anh nh níc d©ng cao

T×nh em nh d¶i lôa ®µo tÈm h¬ng  (Ca 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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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暗喻: 暗喻又叫“隐语”,本体和喻体都出现,但用 “是、变成、成为”等喻词。这

种比喻直接指出就是(或者成为)喻体。例如:

 时间是金钱。

 Quª h¬ng lµ chïm khÕ ngät

Cho con trÌo h¸i mçi ngµy.  (§ç Trung Qu©n)

（3）借喻: 借喻不说出本体,或不在本句说出,而是借用喻体直接代替本体。

 柔嘉到底是个女人，对于自己管辖的领土比他看得重。（钱钟书《围城》

比喻有各种灵活的用法 ,根据喻词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类: (1)没有喻词的比喻: 泉边

的花呀,有了春天才开放。咱们贫苦牧民哪,有了共产党才得解放 ;(2)程度不等的比喻: 汗

珠亮晶晶,洒遍十三陵;一粒汗珠一颗星,星星不如汗珠明;(3)否定方式的比喻: 困难不是铁,

困难不是钢,困难是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2、比拟

根据想像把物当作人或把人当作物写 ,或把甲物当作乙物来写 ,这种词格叫做

比拟。被比拟的事物称为 “本体”,用来比拟的事物称为 “拟体”。拟体种类包括:

（1）拟人: 把物当作“人”来写,赋以 “物”以人的言行或思想感情。例如:

 春风放胆来梳柳;

夜雨瞒人去润花。

 时雨点红桃千树,

春风吹绿柳万枝。

 V× s¬ng nªn nói b¹c ®Çu

   BiÓn lay bëi giã hoa sÇu v× ma. (Ca dao)

  ¤ng trêi næi löa ®»ng ®«ng

Bµ s©n vÊn chiÕc kh¨n hång ®Ñp thay

…………………………………………

ChÞ tre ch¶i tãc bªn ao

Nµng m©y ¸o tr¾ng ghÐ vµo soi g¬ng

B¸c nåi ®ång h¸t bïng boong

Bµ chæi loÑt quÑt lom khom trong nhµ     (Buæi s¸ng nhµ em  9岁 陈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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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拟物: 把人当作“物”来写,也就是使人具有物的情态或动作 ,或把甲物当乙物

写。把人当物的,例如:

 那肥大的荷叶下面 ,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那不是水生吗?  (孙

犁《荷花淀》)

 Giã to vôt ng· mÊt nhiÒu lóa qu¸. (T« Hoµi)

 Mét sµo ruéng ë ®ång Phóc Êm ®¸nh ng· hai sµo ruéng ë ®ång Tróc ChuÈn. (T«

Hoµi)

       3、借代

不直说某人或谋事物的名称 ,借同它密切相关的名称去代替 ,这种词格叫借代,也

叫做 “换名”。如用 “红领巾”代替少先队员。

 ¸o chµm ®a buæi ph©n ly

CÇm tay nhau biÕt nãi g× h«m nay.

被代替的事物称为 “本体”,用来代替的事物叫做 “借体”。借代的种类包括:

（1）特征、标志代本体: 用借体(人或物)的特征、标志去代替本体事物的名称。

例如:

 你们这一车西瓜,也不必过秤,一百张 “大团结15”,我们包圆儿了。

                               (刘绍棠《柴禾妞子》)

（2）专名代泛称: 用具有典型性的人或事物的专用名称作借体代替本体事物的名

称。例如:

 中国人民中间 ,实在有成千上万的 “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

“诸葛亮16”。

a、具体代抽象: 用具体事物代替概括抽象的事物。例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用小米加步枪 17,打跨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

治。

b、部分代整体: 用事物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代替本体事物。例如:

 几千双眼睛都盯着你,看你穿上战士的衣服 ,看你挂着银质的奖章。

(李株《这样的战士》)

15 10 元一张的人民币上印有表示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图案 .
16 三国时代历史人物的名字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已成了智慧的代称 /代替有智慧的人
17
军需供应和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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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结果代原因: 用某种事情所产生的结果代替本体事物。例如:

 孔乙己一到站 ,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

上新伤疤了!”            (鲁迅《孔乙己》)

句子中各义项组合时出现不能搭配的现象 ,这样就构成奇特句(语义奇特的句子),

其句义据想像去体会。例如:

 树叶们都轻轻地叹气。

在翻译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到修辞格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间的关系 ,每一种

语言的形象联想意义有所不同。如越语的说法:

 Tr¾ng nh cét nhµ ch¸y.(反语)

 Lµm ruéng ¨n c¬m n»m

Nu«i t»m ¨n c¬m ®øng

上述只是部分常见修辞格，是为了提高修辞行为的效果而运用的组织语言材

料的策略性方法。此外还有夸张、双关、映衬、拈连、仿拟等修辞格侧重语义变

化，是追求语言形象上的创造的策略；对偶、排比、回环、顶真、反复等修辞格侧

重语形的呼应变化，是追求语句组织上的创造的策略，因为篇幅关系省略不谈。

总之，翻译要再现原作风貌，能否处理好修辞是翻译成败的关键。如何将

符合原文习惯的原著翻译成符合译文表达习惯的句式,是越汉互译中必须注意的问

题。译者要运用修辞技巧来删减词语, 进行词性转换,重排句子语序,以求得译文

与原文在深层次结构上的对应,使得译文规范流畅而又忠实于原著。译者要尽量保

持原文的修辞格, 改变修辞格或更换比喻形象的办法,使译文保持生动形象、精练

简洁、韵律优美、寓意深刻,保持原文的语言表现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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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外翻译理论史 18

在谈翻译理论之前，我们应该了解世界翻译理论史。为此，这一节就介绍这

个问题。

（一）世界翻译理论史

世界翻译理论史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古代时期：

从公元前一世纪前后的罗马帝国到十八世纪末，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翻译家

们直接根据自己的实践对翻译作了初步的分析与论述 （斯坦纳 Steiner，1987：

32），其代表人物有古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Cicero 前 106~43）、古罗马诗

人与文艺批评家贺拉斯、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  前

65~8）、古罗马宗教作家、《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主要译者杰洛姆(Jerome)和德

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路德（Rood 1483—1546）等。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

正确地翻译希腊文学典籍以及基督教《圣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语文学的，主

要注重原文的文学特征，热衷于讨论译者是该让读者向原文靠拢（直译）还是让原

文向读者靠拢（意译）的问题。标志着这个时期结束的是英国历史学家与翻译理论

家泰特勒 (A.F.Tytler1747~1814）于其中提出著名的翻译三原则的著作《论翻译的

原则》（1791）。

2、近代时期：

从十九世纪初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Schleiemacher 1768—1834）

发表题为《论翻译之方法》（1813）的论文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时期翻

译研究的重点是在语言与思想的大范围内讨论原文的理解问题 ，代表人物除了施莱

尔马赫以外，还有德国文艺理论家与翻译家施雷格尔（E.Schlegel 1767~1845），以

及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4）。他们力图通过一般的

语义模式来说明理解一段话语的过程，所采用的是带有浓厚哲学色彩的阐释学方法

（斯坦纳，1987：34）。

18
参阅郭建中编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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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当代时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这是一个翻译活动本身日益受到社会的注意与重

视、翻译理论研究也在深度与广度两个方向上快速向前发展的时期 。二十世纪世界

文化发展中的两大思潮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由于受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自然

科学辉煌成就的影响，社会科学在整体上出现了自觉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趋势，力图

以纯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对象。从二十年代翻译理论的发展也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沿着

这条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路子走。

这个时期里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流派：

①语言学派：现代翻译理论是从语言学派开始的，该派兴起于五、六十年代，

它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对语言结构所作的严密分析为基础，研究原

语和译语之间在词法与句法上的一系列对应和转换规则，追求原文和译文的等值，

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卡特福德（Catford John C. 1965）、早年的奈达 19（A.Nida

1964）和前联邦德国的威尔斯（Wolfram Wilss, 1982）。由于翻译总是牵涉到至少

两种语言，因此人们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是十分自然的；对于初习翻译者

来说，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可能是最切近于他们的学习经验、因而也是最能够对他们

提供启发与实际帮助的。

②交际学派：交际学派出现于七、八十年代（以 Nida & Reyburn, 1981 为代

表），其理论渊源是信息论（又称通讯理论或交际理论）和社会语言学。该派认

为：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信息系统；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它同其

他种类的信息传递一样，遵循着信息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交际学派深刻地分析

了翻译中信息传递的种种困难，突出了接受者的重要性；它所提出的“翻译即交

际”的命题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它的欠缺在于没有研究不同话语层面上语言符号

的特点，也没有很好地分析语言和文化间的深层关系。

19
尤金 A.奈达(Eugene A.Nida/1914~),出生于美国中南部的俄克拉荷马 (Oklahoma)城,从小信仰基督,

并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1936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洛杉矶加州大学。1939 年获希腊语《圣经.新

约》研究的硕士学位。1941 年,奈达进入密执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主修描写语言学、文化人类学、

古英语等课程。1943 年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自 1946 年起担任圣经翻译部的执行秘书 ,专门从事组

织和指导圣经的翻译,创造了富有自己特色的翻译理论。至今他已发表了 40 多部著作,260 篇论文,可

谓是著作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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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六十年代初，美国爱奥瓦(Iowa)大学首次开设翻译

培训班，在其主任、诗人安格尔（Paul Angel）的积极倡导与推动下，耶鲁(Yale

school)、普林斯顿(Princeton)、哥伦比亚、德克萨斯(Texas)、扬伯瀚(Brigham Young)

大学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等著名高校都先后设立了翻译培训班以及各种层次的翻译专

业。美国文学翻译协会也于七十年代后期成立，并出版了题为《翻译》的学术杂

志。一个围绕着翻译培训班的学派随之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诗人兼翻译家庞德(Ezra

Pound）等。该派以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兹（I.A. Richards, 1929）的理论为依归，注

重文学翻译实践，以及通过翻译研究来理解文学作品，其研究重点和方法与古代时

期的语文学派比较相象。

④文学文化学派：包括两个有相似地理与文化背景的学派，即七十年代

初发祥于低地国家（荷兰与比利时）的“翻译研究”派和七十年代末兴起于以色列

的多元体系派。它们都起源于地处当代世界主流文化边缘的小国家，且其理论渊源

都是本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翻译研究”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荷兰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大学翻译教授霍姆斯（James Holmes, 1972）、比利时学者、后移居美

国并任教于德州 (Texas)大学奥斯汀 (Osteen)分校的勒费维尔 （André  Lefevere,

1978a）和英国学者、沃里克(Warwick)大学教授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 1980）。

该派认为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和主要方法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无助于增进人

们对于文学翻译的了解，因而沿用了近代翻译时期的阐释学方法，从意义的传递开

始，研究翻译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如何既影响到译文及其文化（如美学规范）的发

展，又影响到原文及其文化的延续，试图以此将各种文学翻译的理论统一起来，建

立一种能够指导产生译本的理论。近年来该派更加重视考察译作与政治、历史、经

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⑤解构学派：产生于六十年代后期处于政治与社会动荡之中的法国，其思想

积大成者为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78, 1985b）。严格说

来，解构学派并未提出具体的翻译理论，但是由于它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哲

学，认为古往今来所有哲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翻译这个概念 ，并且站在与西方

思想传统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借助对翻译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语言和哲学的重

大问题，所以它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我们在前面述及的所有流

派的理论都是以一个基本的假定为前提的，那就是：存在着原文和它在译语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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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现。而解构派的理论却完全否定了这个假定，它认为原文并不存在，文本中并

没有什么深层结构或预先决定的意义。它拒绝任何类似于“原文”与“译文”、

“语言”与“意义”的划分……（Gentzler, 1993：145-149）。

⑥社会符号学派：产生于八十年代末，其代表人物是奈达（见 Waard &

Nida,1986）。首先提出“符号学20”的名称以及第一个全面的符号学研究纲领的是

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S. Peirce, 1839~1914 ）。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莫里斯

（Maurice  Taylor, 1901）对符号学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他区分了符号关系

的三个方面，明确地指出：符号与其所指称或描写的实体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是语义

关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是符号句法关系，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是符

号用法关系。

在自然语言中，与这三种关系相对应的是语言符号（包括音素、字素、音

节、词素、词、短语、分句、句子乃至话语）的三类意义，即指称意义、（语）言

内（部）意义和语用意义。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活动的全过程牵涉到五个重要的因素，即：①原

文信息、②原文作者、③原文接受者（包括作为原文第一读者的译者以及译文读

者）、④沟通原文作者与原文接受者的交际渠道（包括具体的交际场景、交际媒介

和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⑤语言代码。

二十世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领头羊是语言学。语言学为翻译研究的

系统化提供了理论和语言工具（Gentzler, 1993：43）。

近年来，中国译学界的一些学者认为：思想方法上的分析性思维属于西方文

化，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方法是综合性思维；要建立中国的翻译学就要注重采用综合

思维。其实，分析与综合是两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认识方法。要建立一门严谨

的学科，这两种认识方法都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相信：该理论将对翻译实践产生可以把握的实际指导作用，同时也将对

整个翻译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俄国的翻译理论史

20 Ký hiệu họ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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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翻译理论在世界的翻译理论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俄国对翻译

理论的研究,十月革命后从文学翻译开始。

1918 年高尔基 21在列宁的支持下创办了文学出版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семи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任务是介绍世界名著 ,提高翻译艺术的水平 ,培养年轻

的翻译工作者。有近百名教授、作家参加了这一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世界文

学出版社成了苏联培养翻译人才和研究翻译理论的摇篮。

1930 年《文艺翻译的原则》被收入楚科夫斯基( Ц уковский)的《翻译

的艺术》（Искусство перевода）文集。其中提出了翻译工作者必须了解社会环

境。此外,还探讨了原文结构特点的传达问题 ,以及翻译的原则表达等等。1934 年

翻译理论家斯米尔诺夫（Смирнов A、A、） 在《翻译》Перевод 词条中,首次提出

了“等同翻译”这一概念。

1936 年洛金斯基（Лозинский М、Л、）在全苏翻译工作者会议上所作

的报告《译诗的艺术》（Искусство стихотвор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中指出：译诗应当

使读者产生与原诗读者同样的感受 ,也就是说,诗应当在美学方面同原诗等值 ,突出了

在文艺翻译方面同原诗等同性的美学功能。

20 世纪 30 年代,某些高校教师和翻译工作者为了总结教学和翻译工作经

验并将之传给自己的学生或同事 ,也曾致力于翻译理论的研究工作。50 年代起开始

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理论的新时期 ,其主要特点是把翻译理论同对比语言学联系

起来,在对比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现象的基础上 ,揭示两种语言相互对应的规律。

1953 年费奥多罗夫（Федоров А、В、）的《翻译理论概要》（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一书问世,这本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了较系统、

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翻译理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翻译问题只能在语言学领域内

求得解决,因为任何题材作品的翻译都要借助于两种语言的对比。规定了“翻译”

概念的内容,翻译理论研究的对象、内容等,分别论述了翻译的词汇问题 ,语法问题和

文体问题。

21 [Maksim Gorky] (1868—1936) 前苏联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生于下诺夫戈罗德

(今高尔基城)一个木工家庭。仅读过二年书。1899 年开始发表作品。后期的主要作品有《母亲》、

《我的大学》等。1934 年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1936 年 6 月 18 日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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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 科 萨 罗 夫 (Kосалор) 的 《 翻 译 理 论 （ 语 言 学 方 面 ）》

（ТеорияПеревод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一书问世,该书在序言中明确指

出,翻译理论是对未来的翻译工作者,外语教师,以及其他语言工作者进行一般语言培

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教科书,该书的目的是介绍翻译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原则。

1973 年科米萨罗夫（Комиссаров В、Н、）《论翻译》（ Слово

опереводе）一书中提出了其独特的有关“等值层次”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话语

的意思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在内容上可以分出若干层次 ,即语言符号层次、话

语层次、通报结构层次、情景描述层次和交际目的层次。在翻译过程中 ,译文对原

文的等值原则上应建立在这些层次上。

1975 年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 Л、С、）出版了《语言与翻译》

（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一书,这本书的问世,在苏联翻译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被认为是

苏联 70 年代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一部代表作。

1976 年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娅（Черняховская Л、А、）发表了《翻译与

语义结构》（Перевод  и смысловая структура）一书,这是苏联唯一一部论述翻译

中传达句子逻辑终点和实义切分的著作。

1977 年柳比莫夫（Любимов Н、М、）在《翻译是艺术》（Перевод

искусств）一书中突出强调了文艺翻译是一门艺术 ,它追求的应是艺术上的确

切,而不是文字上的奴隶式的忠实。与此同时还提出 ,词作为语言的单位只有在语言

中,或通过语言才能体现 ,因此语言存在的客观现实是作品的整体——话语。翻译的

基本范畴是话语。

1978 年维诺格拉多夫（Виноградов В、С、）在《文艺散文翻译的词汇

问题》（Лексическуе вопросы Перев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ы）一书中提出,词

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因此,它同时也就是翻译过程的出发点。

1980 年明亚尔、别洛鲁切夫（Миньяр Белоручев Р、К、）出版了《翻

译通论与口译》（Общая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иустный Перевод）一书。书中把翻译

学视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理由是：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术语；认为翻译学的研究

对象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 ,它是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社会学交叉点上的一门

科学,探讨的主要问题适用于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提出了话语信息论、翻译

的主要方法和翻译中的语言手段分类等等。该书第一次把口译作为翻译理论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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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20 世纪 80 年代文艺学派在翻译理论探讨方面的突出事件是在《文学评

论》（Лу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рение）杂志上连续展开的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 ,内容涉

及：翻译理论的必要性,如何克服逐词确切和过分自由两个极端 ,如何对待原作的美

学、时代色彩,翻译能否传达“原文的精神”以及译者的创作个性等问题。

从以上可以看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翻译理论的探讨,除了继续深入以

外,还出现了专业化倾向 ,即按本题材和形式研究翻译理论。如,文艺翻译理论 ,政治

翻译理论,科技翻译理论,以及口译理论等等。

苏联的翻译理论就是这样从无到有 ,从零星到系统,不断丰富,不断深入一步

步地发展起来的。

最近 20 多年來,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

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 ;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这两种倾

向的结合,就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翻译研究领域中的这种文化转向可追溯到外语教学领域中的文化转向 。

在美国,这一转向以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22在 1957 年出版的《跨文化语言学》

(Lingustics Across Culture)为标记。他的这本书是为外语教师写的。这是一本比较

语言学的著作。作者认为外语教学应建立在本国语与所学外语的比较研究的基础

上。但罗伯特.拉多的比较,不仅局限于语言特征方面 ,而且涉及该语言所属的社会文

化特征。罗伯特.拉多把语言的社会文化特征称之为文化交流和外语教学中的 《盲

点》。要学好外语,达到顺利的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就必须克服这种《盲点》,而这正

是一切语言教学的目的。尽管拉多的这本书要谈的是外语教学 ,但他书中关于文化

比较的部分,对我们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是颇有启发的。而且,我们认为,《跨文化

语言学》为后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23

22
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是密执安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23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将翻译史分为:

1、从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106~43 B.C.)到德国荷尔德林(Friedrich Hoderlin,1770~1843),其译论

主要是译家的经验之谈;

2、从荷尔德林至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1747~1814),是理论和阐释的探索期,具有哲学和

诗学的特点,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

3、从泰特勒到 20 世纪 60 年代,是现代理论发展的现代期;20 世纪 40 年代末第一批机器翻译论文

的发表,俄国和捷克学者和批评家继承了形式主义运动,把语言学和统计学应用于翻译研究。奎因

(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的《词语与对象》(1960)则描述了形式逻辑与语言转换模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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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和越南翻译理论研究简介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在中国，佛经的翻译子后汉

至宋代，历一千二三百年，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晋代

道安（314-385）主张质，即直译。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是中国翻译历史上

集大成的人，文质并重，但是以质为主。明代末期，西学东渐，翻译工作更活跃

起来。但此时翻译的方向已经完全改变，不再是印度的佛经，而是欧洲的天文、

几何、医学等方面的典籍，中国翻译史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翻译活动又 逐渐兴起，在中国翻译史上形成又 一个新阶

段。马建忠（1845-1900）强调译事之难。梁启超（1875-1929）鼓吹佛典翻译之高

明。毕生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翻译的严复（1853-1921）在几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

译中遵循的原则。

“五四”运动以后，第一个重视翻译的人是鲁迅。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

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

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

就是脑筋有些糊涂。”

比较欧洲和中国翻译的历史，以及翻译的理论，可以看出，东西双方探讨的

问题基本相同。但是双方也有不同之处。西方谈翻译理论，偏重于可能与不可能

的问题，以及可能的程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文学翻译难，科技翻译易。中国

偏重于直译与意译之争，所谓文与质者就是。中西双方的思维方式不同，在这里

也表现出来。

汉译越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些时期曾经形成过所谓翻译的 “黄金时代”,

不少典范的译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光荣地被流传下来。这些译品一方面对我们

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和丰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也为建立翻译理论科学奠定

了实际基础。公元头几个世纪 ,我们祖先除了汉语以外曾接触过梵语 (Sanskrit/tiÕng

Ph¹n)和爪哇(印度尼西亚)语。当时的交州是佛教中心之一。由于水道方便 ,不少印

度僧侣早到这里进行传教并从事佛经翻译工作。如今,还没有充足的资料可以正确

描述当时的汉语教学以及汉译越的实际情况。但是马克思的论断外语初学者总

的关系。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信息论被介绍进翻译研究的领域,在西方语言界和翻译界引起了相当大

的影响。费道罗夫(A.V.Fedorov)的《翻译理论概要》在 1951 年发表。而鲁本.布劳尔(Ruben Brauer)

《论翻译》(1959)和威廉.阿罗史密斯(William Arrosmith)和罗杰.沙特克(Roger Shattuck)《翻译的

技巧和上下文》则代表了翻译研究的新方向。

4、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翻译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表现在对沃尔特.本亚明(Walter)《译者的任

务》一文的重新发现和海德格尔(Heidegger)等一批哲学家的加入,重新复活了阐释学,并对翻译和

阐释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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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外语翻译成本国语可以断言,早在我们祖先第一次同汉语相

接触的时候就出现过汉译越的实践过程。

等到八、九世纪后,在一次又一次巨大胜利振兴了民族精神时 ,汉译越工作才大

规模地发展起来。胡季离(Hå Quý Ly)主张把书经的一章以及诗经全部翻译过来当

作侣女们学文化的教材。这显然是那位具有雄心大意和强烈民族意识的政治家的

意义重大的探索。

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文化家阮 (豸/Tr·i )对其后民族文化复兴事业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在汉译越方面,他是我国历史上从保存下来的可靠史料看第一个成

绩卓著的翻译家。他的译法标志着我国历史上头几个世纪的主要翻译风格,即所谓

“直译法”或 “逐字翻译”。

阮与的 “传奇漫录”(TruyÒn kú m¹n lôc)译文是我国汉文翻译史上的另一重要标

志。

十八世纪是我们民族文学史的重要阶段。随着越语文学的日益成长壮大 ,它在

整个民族文学舞台上取得了主导地位 ,翻译工作也获得了许多新的重要成就。 “征

妇吟”的译诗一方面是越语表达能力的空前提高 ,另一方面是译述思维的发展和进

步。 “征妇吟”译诗标志着越南文学作品翻译史的 “黄金时代”。通过许多著名译者

的实际工作,对他们的译品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研究就可以总结出某些翻译经验,

概括出某些理论命题。

正如其他各种活动一样 ,翻译活动需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因为没有理论指导

的活动是盲目的活动。理论的作用就在这里。

总之，翻译作为世间一事物，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历史上看，翻译活动

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而从广义上说，翻译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但

翻译作为一个现代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与以前并不相同，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已历

经数千年的演变，而且这种演变现在仍没有停止。要深入进行翻译研究、把握其

精神实质，就有必要对翻译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追溯和梳理，并深入揭示其

涵义。这也是翻译科学研究以及翻译本体论研究的必然开端。

(四)翻译的学习与研究

如果说外语学习的开始就伴随着翻译实践的话 ,那么,到高年级后翻译课的学习

则是对以往所学知识（包括外文和母语）的一次总检查、总提高。如果说外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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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初期的自觉与不自觉的翻译实践还局限于对翻译的感性认识的话 ,那么,高年级的

翻译课则是要把翻译作为一门科学 ,使大家对翻译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 ,由不自

觉的学习转变为自觉的学习 ,由不系统的学习方式转变为系统的 ,并略带点研究性质

的学习方式。翻译课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学生初步具备的翻译才能发生质的飞跃 ,成

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外语工作者。

那么,应该怎么样去学习、研究翻译呢？翻译本身又有什么特点呢？作为一门

科学,它是否拥有自己的体系呢？下面我们从与精读、语法等课程的对比角度 ,谈几

点看法:

第一:我们应该搞清楚的是 ,翻译课不同于精读课 ,虽然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 24

的联系。但是,在课程的性质上却有着不同的“个性”, 不能混为一谈。精读课的重

点是打好学生的外语基础 , 进行听、说、读、写四方面的全面训练 ,并比较系统地讲

授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的知识。但是对精读课而言 ,翻译,无论是越译汉,还是汉译越,

都不过是其教学的辅助手段 ,用以帮助学生完成听说读写诸方面的学习和训练。

而作为一门科学 ,翻译又有它自身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这首先体现在

它是建立在宏观的基础上的。它的特点是从大到小、从全局到局部 ,先见森林,后见

树木。也就是说,翻译学习与研究的着眼点应该是从全文到段落、从段落到句群、从

句群到句子、再从句子到词组和单词。

第二: 怎样学习、研究翻译,不仅是学生,而且是翻译课教师的一项重要工作 ,同

时也是翻译教程编者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精读课、语法课不可能去考虑的问题。

然而,由于在语言学习的初级阶段 ,翻译经常成为解难释疑的重要手段 ,不仅课文

的难点教师经常通过翻译来了解学生的理解程度 ,同时,翻译在词汇学习、语法学

习、句型及惯用语的学习中也充当着特殊的角色、起着发蒙解惑的作用。但是,由于

这种做法完全把翻译当作教学的辅助手段 ,无形之中会使学生产生一种错觉 ,以为翻

译不过是语言学习中的一个工具 ,没有内在的系统性、科学性。因此,有的学生把翻

译理解成语法的诠注 (quan2zhu4) 25、词汇的释义、混淆不同学科间的区别 ,认为翻译

就是研究“Së dÜ...lµ v× ”的翻译、“Tuy...nhng”的翻译、“Sù” 的翻译、“也”的 翻

译、“因为......所以...... ”、“不但......而且......”的翻译以及各种句型、句式的翻译等

24
gi© y m¬  rÔ m¸ / ch»ng chÞt

25
chó g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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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实,这些从词语、语法出发的学习与研究固然是翻译研究的一部分内容 ,却不

是主要的部分。如果始终局限这些微观问题的学习与研究 ,则不免有捡了芝麻丢了西

瓜26 之嫌, 同时也不可能真正学会翻译 ,迅速提高翻译水平。

第三:与精读课、语法课等相比

需要注意的是 ,进行对照阅读时 ,一定要摆脱译文对人的引导 ,不能被译文牵着

走,而应该紧紧抓住原文 ,从原文的角度来考察、分析、研究译文,或欣赏或批评。简

言之,就是紧跟原作者 ,而不能追随翻译者。然而,在学生中,有不少人被译文所左右 ,

从译文的角度来看原文、来理解原文。他们不是先说原文是什么意思 ,而是先说译

文是什么意思,并由译文推导出原文的意思 ,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这种现象较为普

遍,可以算作翻译研究中的一个误区 ,严重影响对原文的准确把握 ,使对照阅读失去意

义、走上歧途。

翻译课与精读、语法等课程的不同还体现在对译文语言的高要求上。由于课型

的不同, 精读等课程不可能多花时间去提高学生的译文文字水平。只有翻译课,不仅

需要,而且必须把学生的语文 27 水平（包括中越文）的提高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

来认真对待。

译者和一般读者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从语言符号 ,从语汇的外形,或者用语言学

的术语来讲。译者同读者走的方向同作者写作原文时的走向恰恰相反。译者和一般

读者间有个明显的区别：一般读者领会了话语的内容 ,就算到达了旅程的终点。而译

者从一开始他就打定了注意不停留在这个地方。他要接着再跋涉一段相反的路程。

这段路程和原作者的行进方向是相同的 ,只是进入的地域不同：是从原文的内容走向

译文中能够表达这个内容的语言符号。

译者因为要把自己的理解用译文转述出来 ,所以他的阅读要更加精细。译者不

能满足于一般读者的理解程度 ,而要力争尽可能接近于完全理解原作。对译者来说,

要想深入领会原文的内容 ,要非常细心地反复阅读原文；粗粗一读,是不能胜任翻译

工作的。

人们在阅读的时候 ,总是一边阅读 ,一边不知不觉地、迅速地进行着语义分析 ,

这样才能读懂。这种语义分析包括三个方面：词汇 形态分析,形态句法分

26 tham mét ®Üa, bá c¶ m©m/ sai lÇm lín
27 语言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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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超语言,或者叫语外分析（指话语所论及的事物和话语的背景情况）。一旦遇到

障碍,弄不懂时,就要自觉地运用其中的一种、两种、甚至三种分析法。这种语义分

析在阅读外语时,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不能停留在词、句的层次上,他还应该注意对全文总体

上的领会。为此,译者在动手翻译之前 ,至少要三读原文。

阅读与翻译是两种思维。阅读应以段为单位，可以一目十行；翻译则必须以

句为单位，遇到关键词还得查经据典确定其真正意义。若目的仅仅是阅读，则不必

考虑翻译，保持外语思维，定可提高速度。若目的是翻译，阅读不可能很快，必须

彻底读懂，完全理解，方可进入语言转换，并争取让译文读者达到等值感受；当

然，在选材时应当速读。当你发现曲解了外文意思时，说明你没有彻底读懂。同

样，当你发现你的母语译文不通时，一般来讲也说明你没有彻底读懂原文。

结语

当前翻译概念的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同时说明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翻

译的认识正在不断地深化。概念是发展变化的，这一过程与人类认识过程相始终，

也就是说，概念的形成过程是内涵与外延是演变性和确定性的统一的过程 。随着客

观事物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概念的涵义和适用对象也是不断变化的。 我们应

当勇于不断地修正传统的概念，使之逐步准确、完善、合理。准确的和完善的概念

就是内涵与外延高度统一概念。

总之，翻译不可能只是语际的或只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起码在哲学、逻辑学和

认知科学的意义上都不是；如果我们漠视了这一点，那就恐怕永远也看不到翻译的

真谛。

思考题 :
一、 请谈什么是翻译？

二、 世界翻译理论史的发展,可分为几个时期?请简单介绍一下儿?

三、 翻译课与精读、语法等课程的不同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