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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翻译的作用和种类

一、 翻译的作用 1

翻译的作用至少可以指出下述三个方面：

(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人们进行交际是以必须使用同一语言为前提。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交际

活动就必须通过翻译来实现。因此,翻译在沟通操不同语言的各国人民的思想 ,加强各

国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促进科技、文化的交流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明显

的。

       (二)翻译对丰富和发展各国人民的语言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以汉语为例。翻译对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功绩,现代汉语不但

不同于古代汉语 ,而且与五四时期新兴的白话文也有很大的不同 ,这里面翻译起了重

大的作用。从东汉开始翻译佛经起直至今天 ,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翻译工作者不但

为中国人民介绍了外国的思想和文化 ,而且引进和创造了成千上万的词汇 ,吸收和增

添了许多表达方法。汉语现在常用的“干部”、“共产主义”、“逻辑”、“幽默”、“马

达”、“摩托”、“沙发”等等都是翻译工作者创造出来的。越语的 “cao xu (su)”、“c¸c

tut”、“®Çu c¬”、 “tù do tÝn ngìng”、“marketing”等也是翻译过来的。现代汉语长

附加语及倒装句逐渐增多 ,也多是受了翻译的影响。连今天使用的标点符号 ,也是借鉴

于外语而逐步形成的。今后随着与各国人民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 ,必然还会继续从

外语言中吸收汉语所需的成分 ,吸收外语的新鲜用语。当然,这种吸收必须符合规范 ,

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有损于译文的纯洁健康。

      (三)翻译也是外语教学的一种重要方法

五十年代在外语教学上曾经盛行语法—翻译法。六十年代初兴起听说法 ,对语

法—翻译法有所否定。 但实践证明,翻译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是不能否定的 ,甚至可

以说,翻译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特别是对于准备从事翻 译工作

和教学工作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通过翻译实践 ,可以对比外语与母语的异同 ,深入体会和掌握所学语言用词造

句的规律,提高对于所学语言的词汇 ,语法和修辞手段的运用能力。当然,翻译实践必

1 参阅 赵士钰 陈国坚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西翻译教程》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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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学习外语的一定阶段上 ,在掌握了一定词汇、语法和修辞知识的基础上才是可能

的和有益的。

此外，各国的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存在取决于翻译活动。英国文学教授斯态涅

(S.steiner)在论述翻译对世界文化所起的作用时曾经指出 : “各国的文化在历史进程

中的存在取决于翻译活动。我们可以毫无夸大地断言 ,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样或

那样的文明是因为我们学会了从另一时代翻译过来的方法。”2基督教的圣经曾有一

千二百多种不同语言的译本。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0~1880 年期间从事过多种语言的翻译活动。马克思自己

做了 《资本论》一书法译本的编辑、校订工作。 《共产党宣言》英译本是由恩格

斯亲自校订的。

列宁亲自翻译过不少英语、德语、法语等著作。列宁早在他的青年时期就翻译

了 《共产党宣言》。他曾经强调指出: “......先从外语翻译成俄语 ,然后反过来从俄语

翻译成外语。从自己的经验,我得出结论:这是学习外语的最合理的方法。”3 在《国

家与革命》一书的开端,他这样写过: “各段引文,我们只好由自己从德语原著翻译过来 ,

因为现有的俄语本显得不完整 ,而且有些地方不够正确。”4

胡志明在青年和壮年时期也搞过翻译工作。他亲手翻译过 “国际歌”和 《地下

省委会》 等著名作品。

二、翻译的种类

按译文的表达方式来分 ,可分为 :
（一）口译5

口译和笔译虽然同属翻译工作，但两者各有特点。其理论、技巧和要求也各

有不同。口译的最大特点是当场见效。它对措辞很少有时间进行推敲，甚至根本不

容推敲。而且，在大多数的场合下又是不可能借助任何工具书的。译员要善于在短

促的时间内准确地把握住两种语言的反复转换。口译常见的是随意谈话的和非随意

谈话语体两类：

2 Steiner “语言诸样式与翻译” Oxford/1975/英文本
3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 25 倦/第 358 页
4 同上/第 227 页
5 将一篇口头讲话或书面讲话口头译作另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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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意谈话的

随意谈话语体，谈话非常自由，事前没有准备，不受任何约束。语言表达朴素

自然，同时会有重复、停顿、拖延等不同的语速、语气，偶尔也会伴随着不同的面

部表情、手势和身势等参与表达:

A、随意谈话语体的语言特点：

第一、词汇方面：使用全民所用的语汇，常用一些叠音词、拟声词、方言、俗

语、谚语等，很少用关联词语和术语。如：NghØ x¶ h¬i, t¾m mét c¸i ®·...

第二、句法方面：多用短句、倒装句、省略句等。

第三、修辞方面：修辞上常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格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

B、随意谈话语体的语用特点

第一、语言的简略性。在一定的语境中不需要把话说完整，双方都能领会话语

的意思，所以在表达形式上省略的成分和数量都比较多。对话的结构可以十分简单，

省略句式特别多，有时可以省略到在意义上无法搭配的地步，甚至会违反逻辑规律，

但这些不影响交际。

第二、语言的多变性，一方面表现在句法结构、句式等方面的多样化，另一方

面也表现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跳跃性及话题的不断转移上。

C、随意谈话语体的优势：

第一、反馈优势。在谈话中，交际双方不只是说话，还要听声，察颜观色，看

动作。整个活动是一个信息输出、输入的交相反馈过程。受话人或点头，或摇头，

或面露赞同之色，或眉头紧锁，都会给发话人以信息。

发话人可随时调整自己的思路和说话程序，保持交际的同一性。

第二、语境优势。交际双方处在同一的语义背景和直观环境中，使谈话成为立

体的、多维的整体。言语态势贯穿于随意谈话的全过程中，动作、表情等，使谈话

更丰富更简练。这些优势使得随意谈话语体具有语言的简略性和多变性。

2、非随意谈话语体

非随意谈话语体与书面语体比较接近。这种谈话体一般用于比较严肃的社交场

合，或是事务性的谈话。如讨论会上的发言、演讲会或报告会上的即兴发言、教师

的课堂用语、上下级或同事之间有关公事的谈话等等，都是有目的、有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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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随意谈话语体的特点

第一、 在用词造句上多用通用词，少用方言词，避免不文雅的词汇和粗话。

第二、句法上一般比较完整，有时也用关联词语。

第三、语句之间，语段之间的逻辑性比随意谈话语体强。

第四、谈话内容不如随意谈话语体变化多，表达的意思比较完整，阐发的观点

也比较清楚。

3、口译的形式：

第一、交替传译/接续翻译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解释性”翻译)：也叫即

席翻译，指的是译员等讲话人用源语讲完一部分或全部讲完以后，在用译语把讲话

人所表述的思想和情感，以口头的形式，重新表述给听众的一种翻译实践。

第二、同声传译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dÞch ®uæi) 译员坐在口译箱中一边

听讲话人的讲话,一 边对着话筒口译所听到的内容。同声传译是译员在稍有时差的情

况下,与讲话人大体同步进行的 )：指的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和情

感，以与讲话人几乎同步的速度，用口头形式重新表述出来的一种翻译实践。同声

传译一般指的是会议同声传译。

第三、会议传译(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dÞch héi nghÞ)：即译员利用大会会

场的电讯设备，通过耳机收到发言人的讲话，随即通过话筒，用自己的语言把讲话

人的思想和情感译口头的形式传译给听众。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同传通常是这种会

议同传。

第四、耳语传译 (Whispering; dÞch thÇm): 俗称“咬耳朵”，一般适用于译员给

一个或者最多超过三个人同时进行口译，主要出现在与会的大多数都能听懂演讲

者的内容从而没有必要引入同传时所提供的一种特殊服务。

（第五、视译传译 (Sight Interpretation; dÞch ca-bin): 一般翻译成视译，指译员

在传译箱里已经拿了演讲者的内容，配合其速度翻译出来，一般内容涉及到国家外

交立场或者是跨国公司的商业机密，如果提前拿到稿子，则相对较容易些，但是如

果传译前才拿到稿子则困难非常大，因为书面字的信息量大，而且结构严谨，以口

译的方式翻译下来着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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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笔译6:

笔译是重新写作, 即将用一种语言写出的陈述内容再用另一种语言重新书面

表达出来。原文的形式是书面材料 ,但有时由于实际工作需要 ,也有口头翻译书面材料

的情形。更大的广义, 笔译应理解为由一 种语言的书面文献译作另一种语言的书面

文献, 将一篇即席讲话口译之后书写成文 ; 将一篇书面文献口译作另一种语言等三

种形式。7笔译则有较充足的时间可以做到字斟句酌 , 表达细致完整。笔译多用于书

面语体。

书面语体在口语的基础上经过加工而形成的语体。书面语最大的优势是有时间去斟

字酌句，谋篇布局，反复推敲，充分酝酿。可以调动语言多种要素，排除或避免多种非语

言因素的干扰，精心策划语言的形式美。汉语语书面语体都是如此。

1、书面语体的语言特点是：

①在表达形式上要清楚和合乎规范。

②语音方面，在某些文艺语体中对韵律的要求很严格，例如要押韵要讲究平仄等。

有些演讲属于书面语体，在写演讲稿时，也要考虑语言手段，在音节配合上要谐调。

③词汇方面，可按不同语体的要求来加以选择，如科技语体大量运用术语，政论语

体多用政治词汇，文艺语体多用修饰语。

④在句法上，书面语体用词造句要求规范化，句式完整，复句较多。

⑤在修辞方面，根据书面语体的不同类型，修辞格的选择运用也有所不同。

2、书面语体的五种类型：

（1）事务语体

事务语体也叫公文语体，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处理行政公

务所用的一种语体。这也是使用频率最高、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语体。事务语体的种类主

要有命令、指令、决议、指示、公告、通知、报告、批复、公函等。

事务语体的特点:

(A)实用性和时间性强，具有准确性、简明性、程式化等特点。

(B)用词力求准确浅显，经常使用一些事务公文语体中的专用词汇。

6 指一种语言的书面形式译作另一种语言的书面形式，参看《翻译过程的两个基本阶段》
7
 Ngôn ngữ viết được hiểu theo nghĩa rộng,bao gồm cả những lời phát biểu trên cơ sở một bài viết sẵ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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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句法上要求严格，句式周密严谨，句子结构完整。

(D)在修辞上，一般不用比喻、夸张、拟人等修辞格。

(E)在篇章结构上，事务语体有严格的规格要求。

（2）政论语体

政论语体是适应于阐述政治问题的一种语体，它的目的在于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

要求以理服人，并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巨大的号召力。政论语体的特点是:

(A)在阐明一种观点时可以摆事实、讲道理，特别注重词语运用的准确严密。

(B)政论语体所运用的语言材料要求广泛，可以适当运用形象化的词语。

(C)较少使用活泼幽默的修辞格式，多使用整齐对仗的修辞格式。

（3）文艺语体

文艺语体是用艺术形象来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语体，包括各种类型的文艺作品。文艺语体

的特点是：

(A)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语言的形象性。

(B)在用词上还追求词语的艺术化，句法比较灵活、寓于变化。

(C)多使用比喻、比拟、夸张等修辞格，而科技语体则很少使用。

（Ⅰ）散文体

散文体是指散文、小说等使用的语体。它在语言材料和修辞方式的选择上几乎不受什

么限制，讲求句子连贯流畅，句式错落有致，辞格不拘一格。

（Ⅱ）韵文体

韵文体包括诗歌、词曲等使用的讲究节奏对应、押韵上口等语体，其语言富有音乐美。

（Ⅲ）戏剧体

戏剧体指话剧、歌剧和地方戏等使用的语体。戏剧的语言特点是个性化、口语化和

动作性。

文艺语体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语体，和事务语体、政论语体、科技语体都有一定的差异，

它主要是借助形象思维，通过语言描绘形象向读者揭示作品所蕴含的意思，其他几种语体

则主要是借助逻辑思维，直接用语言向读者传递信息、说明道理。

（4）广告语体

广告语体就是借助媒体用来宣传自我形象或推销产品的一种语体，是一种新兴的语

体。广告语体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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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语言要求既新颖生动又严谨得体，因为广告既要吸引人又要受广告法的制约。

(B)广告语体要求在真实、合法的基础上，还要注意修辞的技巧，力求语言生动、醒

目、简洁。

(C)为加强语言表达效果，广告语言中多用一些如双关、反复、比喻、排比、对偶等

修辞格。

（三）机器翻译（又称自动化翻译）：

利用电子计算机按一定程序自动进行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 。20 世纪 30

年代初，法国科学家 G。B。Artsouni（阿尔楚尼）8提出了用机器来进行翻译的想法。

中国机器翻译起步于 1957 年，是世界上第四个开始搞机器翻译的国家。机器翻译的

研究是建立在语言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基础上的。语言学家提供合适于计算机

进行加工的词典和语法规则。数学家把语言学家提供的材料形式化和代码化。计算

机科学家给机器翻译提供软件手段和硬件设备，并进行程序设计。缺少上述任何一

方面机器翻译就不能实现。机器翻译的好块，也完全取决于这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迄今存在和正在研制的机器翻译系统按其加工的深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

第一类是以词为主的机器翻译系统；

第二类是以句为主的机器翻译系统；

第三类是以语义为主的机器翻译系统。

其中第三类机器翻译系统必须超出句子范围来考虑问题，除了义素、词、词组、

句子之外，还要研究大于句子的句段和篇章。由于语义研究还不成熟，建立第三类机器翻

译系统还有相当大的困难。

从翻译方法来看,有两大类:

(一) 直译(dÞch th¼ng):直译是典型的科学翻译 ,其中最常用的有两种操作方法 :

A.代借译法:常常是由于原文中有些新出现的词语 ,在翻译语言中还没有相应

的单位,译者可以直接代借这样的述语 ,另加注释。这样的外来词能够带来一定的外地

色彩,但滥用外来词就会妨害翻译语言的纯洁性。

B.逐字译法:持此观点者认为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实际上这

样的关系并不存在。因此逐字译法常常引起笑话。

8本世纪三十年代之初，亚美尼亚裔的法国工程师阿尔楚尼（GB Artsouni）提出了用机器来 进行语言

翻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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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与死译不一样。直译原文结构与汉语的结构是一致的，照译即可。但如

果原文结构与汉语的不一致，仍然采取直译的方法，就成“死译”了。

(二)意译(dÞch ý):填补语言中的词汇、语义空缺。这是一种常见的有效方法。如果某

一语言观象，在译文语言中用意义相同的不同语言形式来翻译时，那么就等于说译文

语言的形式中存在着一个 “空 缺”。比如，有许多词以及由这些词代表的思想概念，

最先只存在于某种语言中，当把这些词或概念介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时，我们可采取

音译，直译法，同时也可采用意译法，而且意译译文可从语音、语法、语义等方面都合乎译

文语言的规范，因此最易为读者接受。比如： communism， democracy,和 proletariat 等

外来词变成“共产主义”“民主”和”无产者”时，可以说最先是意译的结果。同时，由

于“共产主义”，“无产者”等完全是按汉语的构词规则，用汉语的构词材料构成 的。

因此，这种意译只不过是属于一种概念的借鉴而已。 意译最常用的是下面四种操作

方法:

A、用词性不同的或语法结构不相应的译文来表达原文的内容。如:

·孤掌难鸣 Mét c©y lµm ch¼ng nªn non

Ba c©y chôm l¹i nªn hßn nói cao

B、转调法:这个操作方法根据深入分析通报内容的低层意义的结果来进行翻

译。因此一种肯定形式的通报可以用一种否定形式的译文来表达。这常常涉及不同

民族的思维深层。例如:

 好不容易（否） khã kh¨n（肯）......

C、等值法:译者从具体的交际境遇中寻找答案。这种操作方法在民族文化传统

关系较为疏远、风俗习惯差别较大的两种语言对译时经常用到而且效果较为显著 。

D、改变法:这个操作方法可以说是翻译的最低限度了。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在

是翻译了。

如果把“意译”理解为凭主观意想来理解原文，不分析原文结构，只看词面意

义，自己编造句子，势必造成“乱译”。

思考题：

一、 翻译的作用是什么？

二、 翻译分成几类？具体每一类是什么？

三、 同传质量的标准包括哪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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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翻译标准 9

一、翻译的标准问题

翻译标准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 ,是我们在翻译工作中努力要达到的目标。

因此学习和掌握翻译的标准对于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在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一直是翻译的标准问题 。迄

今对中国翻译界影响最大的 ,是清末著名翻译家严复（1853-1921）提出的“信、

达、雅”三条标准。

自此以来,“信、达、雅”一直被大多数翻译者视为翻译的标准。然而在翻

译实践中人们也发现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尚有一些不足之处 ,

因而也一直为之争论不断。争论使人们对翻译的标准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 ,“信、

达、雅”也以新的意义被翻译界普遍接受并遵循。目前对于“信、达、雅”较为

普遍的理解是：准确、通顺、得体（或：忠实、通顺、易懂）。

九十余年来,虽然也有多位学者提出过自己的翻译标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没有哪一个翻译标准能够取代严复的“信、达、雅”,成为人们的共识。

(二)、翻译界关于翻译标准的研究同样如此 ,许多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提出了

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如泰特勒(Teitler)10的三原则、奈达(Nida)11 的三要求等,却没有

哪一家的观点得到普遍的承认或认可。

人类的翻译史已有两千余年 ,然而时至今日尚无走遍天涯海角、风行五湖四

海、被广为接受的翻译标准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

其中之一就是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如果改变视角来认识翻译 ,换一个角度来给翻

9
李建民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德汉科技翻译基础教程》第７页

10
英国泰特勒(Tytler,1747-1814) 在《论翻译的原则》中提出三大原则：

(一)翻译应该是原著思想内容的完整的再现；

(二)风格和手法应该和原著属于同一性质；

(三)翻译应该具备原著具有的通顺。
11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 1914-)曾对《圣经》的翻译提出过三项翻

译标准:

  (一)能使读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即“忠实原文”；

  (二)易于理解；

  (三)形式恰当，吸引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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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下定义的话 ,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 ,给翻译标准的研究带来转机 ,使其走出低谷 ,

进入新的研究时代。

这一新的角度就是同义句 ,从同义句的角度出发 ,便可以给翻译下这样的定义 :

翻译就是用异种语言文字替代原文语言文字去完成原文同义句的行为。

这个定义有两个要点 ,一个是“同义句”,表示翻译在实质上不过是同义句的创

作；另一个是“用异种语言文字”,表示翻译又不完全等于同一语言内的同义句创

作,因为它毕竟是用异种语言文字进行的 ,有自身的特殊性。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开阔视野、扩大研究空间,从同义句的角度看待翻译 ,翻译便不再仅仅是从一

种语言到一种语言之间的语言转换过程 ,它同时也是接近于同一语言内部的同义句创

作行为。翻译与同义句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不仅同义句的创作方法和具体的翻译

技巧有着惊人的相处之处 ,可以相互借鉴 ,而且翻译标准的研究和同义句成立条件的

探讨也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2、扩大、充实翻译标准的研究队伍。一旦把翻译标准和同义句成立条件的研

究结合起来 ,无形之中就大大扩大 ,充实了研究队伍,因为一大批以母语为主要研究

对象的语言研究工作者 ,尤其是从事同义句成立条件研究的专家、学者走了进来。

他们的研究思路、研究手段和研究角度往往不同于外语工作者 ,十分值得我们去学

习、借鉴、吸收,并把他们研究成果同翻译标准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3、从同义句的角度看翻译可以发现很多以往翻译标准研究中的“真空地带”。

具体地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考察同义句研究 ,就会发现迄今为止的同义句研究不重

视语境问题。而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语境的研究。

如果说翻译是用异种语言文字去完成原文同义句的行为的话 ,那么,翻译对象

本身就有一个相对语境和绝对语境问题 ,翻译者笔下的文字就有一个是原文的广义

同义句、还是狭义同义句问题。

例 1 a.所有的男孩喜欢一种运动。

b.每一个男孩喜欢一种运动。

a、b 两句很难成为同义句 ,因为两句表示的不是“同一指示对像”。

a 句中只有一种运动, b 句中则有许多运动。如果要使它们成为同义句组 , 首先要

使两句中的运动数量相等,成为“同一指示对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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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所有的男孩都喜欢王娟。

    b.每一个男孩都喜欢王娟。

下面再看一个例句:

例 2 a.李老太扶着王老太。

b.王老太扶着李老太。

例 2 的 a、b 句能否成为同义句不仅在于“他”和“自己”是否为“同一

指示对象”（如把“他”想象为另一个人 ,或把“自己”想象为女人本人的话 ,则

不可能同义）,而且也取决于主人公邵德龙自己的状态 ,即他知道不知道那个女人

恨。如果 a、b 句都知道,则是同义句组；如果 a 句不知道,b 句知道,就是意义相

差甚大的两句话。

      (三)、现代语言学将翻译的标准概括为“等值”一词。在“等值”这一总

的标准下面,又细分信息等值、形式等值、文体等值、功能等值、外延 12 等值、

内涵等值等等。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求译文在上述各个方面与原文建立一种对等

关系。这和“信、达、雅”中要求译文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如果说“信、达、雅”的提法较为抽象、模糊的话,那么“等值”的提法

则较为具体、清楚。然而,正如语言具有模糊性一样 ,作为语言换转工作的标准 ,尽

管细分了各种各样的单项等值 ,“等值”的概念也不可能非常具体。所以,这里所说

的“等值”与自然科学中的等值并不一样 ,很难对其进行定量分析。由于翻译涉及

的两种语言各有不同的体系 ,本身差异很大,也由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各处于不同

的文化背景之中 ,思维习惯也有所不同 ,所以译文和原文也很难在各个方面都做到

等值。因此,就像在“信、达、雅”三者不能完全兼顾之时 ,人们以“信”为重那样,

对待等值问题,一般也总是把信息等值放在追求的首位。

总之, 问题很多,困难也不少,但是,翻译标准研究和同义句成立条件研究的

结合是一条很有希望的研究之路。它很有可能给翻译标准的研究带来转机 ,使其走

出低谷,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几个典型语体的翻译

（一）文学语体

文学文体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这里我们只简单介绍小说和诗

歌的翻译。

1、小说的翻译

12
逻辑上指一个概念所确知的范围，如‘人’这个概念的外延是指古今中外一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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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运用语言的艺术，而文学中的小说这种样式，它更重视语言的运用。

小说的语言，分为人物语言和叙述人语言。人物语言包括作品中人物的对话、独白

等；叙述人语言则指作者在叙述事件、描写景物、刻画性格、抒发感情时所用的语

言。这两种语言，它们的任务都是为突出人物性格服务，但各自有特点。小说中，

这两种语言是常交织在一起的。翻译小说，主要要把原文的这两种语言准确地再现

出来。翻译这两种语言应注意的问题：

（1）叙述人语言

叙述人语言有很大的作用，它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景色环境进行描述

以后，能使读者看了有如临其景，如经其事，如见其人的效果。翻译时必须做到：

（a）文字要精练。小说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影响人、人的语言艺术。所以，

它特别注意用词的精练。这样做了，才能使这个艺术形象逼真。翻译时，首先就要

狠狠抓住这个问题。

（b）译倾向要鲜明。对于作品中人物的感情，作者往往通过叙述人之口，

鲜明地表达出来。翻译时，译者就必须选择最确切的词语，将这种感情倾向如实地

再现出来。

（c）译情态要逼真。所谓情态，就是人物在某种环境，遇到某些事情时，

他自己的内心情绪，就会在脸色上和表情上流露出来。原文的这种东西，译者不能

有一丝一毫的疏忽，而必须认真地揣情度理，把人物的那种喜怒哀乐，从睑上表现

出来，而且，这种情绪，应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

（d）译事要合事理。翻译原文的那种对情节、事件的叙述时，要合情合理，

不能自相矛盾，不能出现无法自圆其说的语句，不能出现前后失去照应的现象。

（e）译景要切景。翻译叙述人语言中的景物描写，要符合原文实况，要切

其景；要逼真，使读者看了有亲临其境的感觉；要通过译景反映出人物的情绪。

（f）译动作要连贯。翻译小说，还应注意对人物动作的表达。所译动作要环

环相扣，前后衔接，不能有丝毫的脱节，不连贯，不紧凑。译到人物的动作，译者

要先想象一下，那是怎样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怎样译才能连贯，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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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译形象要切人物特点。塑造形象，是小说的任务。人物形象的塑造决定

作品的成败。所以，翻译时．必须细心地体味原文含意，揣度人物的形象、个性，

然后选用确切的词语，将人物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使人有如见其人之感。

（2）、人物语言

人们常说，“言为心声”、“闻其言而知其人”，这说明一个人所说的话．代表

这个人的性格。而一个人所说的话，与其出身，社会地位、职业、文化、经历、环

境密切关联。翻译人物语言，必须将人物的这些特点体现出来，即一定要有个性，

防止于篇一律，枯燥乏味，苍白无力。翻译人物语言应注意的问题：

（a）切合口语特点。翻译人物语言，首先要切合口语特点，要求通俗易懂，简

单明了，可不用的词就不用，上下文已不言而明的意思，可略去一些词语，不要自

作主张地添加没有必要的词语，不要把口语译成书面语。

（b）切合人物性格特征。作家笔下的人物，由于出身、教养、性格不同，说话

方式，用语习惯也有所不同，这就是用语的个性。翻译人物语言，第二个要考虑的

就是要尽力反映这种个性，通过语言，再现人物性格特征，使读者听其声而知其人。

（c）切合人物身份。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言语;即使在同一

阶级里，也会因各人的道德修养、职业、文化、年龄、性别的差异，所用言语就有

文有白．有雅有俗的不同。

2、诗歌的翻译

诗歌是一种饱和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以直接抒情的方式，精练的词句，

鲜明的节奏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形式。它比其它文学体裁具更多的特殊性。所以，

翻译诗歌，必须抓住诗的特点，再现诗的特点。现在将译诗要注意的问题．简述如

下：

（1）讲究韵律。翻译诗歌，除要求忠于原文内容，译文语言规范化，保留原

文的风格外，还要求讲究韵律。这是与翻译其他文体的文章不同的地方。汉诗的韵

律与越南诗的韵律，有相似之点，但从总体来说，差别比较大。所以，翻译时必须

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韵律。大致可以采用这两种韵律：



3.第一章 翻译概述 -57 45 11/26/2006
************************************************************************************

第一，全新的译文韵律。译品是给京族人民看的，而京族人民喜欢或习惯的

是本族诗歌的韵律，那么，译者就得考虑到越南人的需要，放弃汉诗的韵律， 采用

越南诗的韵律。 汉诗译成越南诗，首先应采用越南韵律，用了，越南读音吟唱起来

才感到有诗味，才易于接受。例如：

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

不复理残机

思君如月滿

夜夜减光辉

张九龄 （678-740）

Từ ngày anh bước ra đi

Từ ngày anh bước ra đi,
Cửa canh bỏ dở, nghĩ gì sửa sang.

Nhớ anh như nguyệt tròn gương,
Tiêu hao ánh sáng, đêm thường lại đêm

Ngày Nay, số 116 (26-6-1938) Tản Đà dịch

第二，原诗韵律。越南人和中国人同生活在东方，生活上来往频繁，文化上

交流也近，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已经深入到各个方面；在欣赏诗的兴趣上，

共性自然也不少。因此，对一些汉诗的翻译，条用的韵律可以保留不变。

（2） 注重“神”似。所谓“神”似，就是要把原诗的意境，有声有色地再现出来。

要做到这一点，译者必须反复吟诵原诗，了解、捉摸透它的思想感情，使自己的感

情与原诗的感情、作者的感情汇通起来，并激起你像诗人一样的创作冲动。有了这

个基础，表达时就会自然而然地能传 “神”了。为了达到“神”似，表达时，可以摆脱原

诗的某些束缚，比如行数、字数可以增减，格式、韵律可以改变等等。翻译诗歌，

难度较大。但只要译者掌握写诗的基本知识技巧，熟悉诗的格式、韵律，有一定的

创作诗的感情认识，那 么，还是能够译好诗的。

3、文学语体的翻译标准：把握 “度”的艺术

为了“忠实、准确”（我们不加上“流畅”二字，因为如果原作中的人物没有文化，

语言错误百出，译文也必须力求反映出来，而不得使他成为一个文质彬彬的人——

这便是文学翻译的特殊要求。）地传达出原作的精神风貌，译家们提出了各种翻译

标准，如严复先生的“信、达、雅”，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傅雷先生的“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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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不重形似”，等等。尽管提法不一，但都是在提出一个翻译的“度”的问题。下面分

析一下对文学语体翻译中，“度”把握的 3 种情况：

（1）、过右的译文

这一类译文的特点是不注重原文的 “神韵”，过分拘泥于原文词句，成了死译、

硬译，结果是译文不可啐(cui4)读，自然谈不上传达原作精神风貌了。 这种译文看

似“忠实”，“紧扣原文”，实则违背了原文的精神风貌。

（2）、过左的译文

这一类译文的特点是译者自由发挥太大，主观随意性太大，违背了忠实于原

作的翻译原则。 前面说的“过右的表现”，但绝不能因此而“从心所欲”，进行“辉煌的

发挥”。 “翻译家的再创作，有别于作家的创造，作家创造可以‘从心所欲’，但翻译

家的再创造则要‘不逾矩’。” 13 把翻译说成“戴着镣铐跳舞”是再准确形象不过的了，

跳舞即再创作，我们绝不能“挣脱镣铐跳舞”，那样就不成其为翻译了。

（3）、适“度”的译文

译文的特点是忠实于原作内容和风格，但不拘泥于原文句法结构，注重传达

出原文的精神风貌，在“不逾矩”的原则下进行再创作。我们翻译的“度”要把握得很好，

译文不拘泥于原文句法结构，在“不逾矩”的前提下发挥语言优势进行再创作，出色

地再现原作的神韵。我们曾读到过许多篇文章，说文学语体翻译是选择的艺术，的

确如此。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每时每刻都在进行选择，看哪个词、哪种句子更能完

美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和风格。我们选择的结果，要么过右，要么过左，要么适“度”——

我们总是应该朝着适“度”的方向努力。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说到的“度”，绝不像

刻度表上的“度”那么绝对、具体、确切。文学语体翻译毕竟不是 1+1 的算术公式那

么简单，它传达的是思维活动，感情活动，对它的认识很复杂，涉及人的诸多因素，

如 ：学识、阅历、观点等等。尽管如此，真正优秀的译文总是会受到人们公认和赞

13
见 1995.5.6《文汇读书周报》许钧致许渊冲《关于<红与黑>汉译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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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的，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所以我们应该为之不懈努力，为崇高而艰巨的文学翻

译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14

（二）科技语体

对于科技翻译来说,“信、达、雅”中的“信”或“等值”论中的“信息等值”

是最为重要的标准：

（1）科技文章里,“信”非常重要,是由文章的任务特点所确定。文章的任务是

准确、清楚地论述科技问题 ,介绍科技知识与科研成果。因此,科技文章的写作就要求

做到语言准确,论述严密,表达清楚。译文必须准确转达原文信息 ,不能歪曲走样,不能含

糊不清,以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15,致使读者得到错误的信息 ,造成科研或生产上的损

失。

（2）“达”即通顺。译文如果不通顺 ,就会使文章的可读性变差 ,使读者望而却

步,不愿意看,或者看了也不懂,这样就会妨碍原文信息的传递与接受。有时遇到内容重

要的文章,读者很想了解其中的具体信息 ,但由于不懂外语 ,只好硬着头皮去啃不通不

顺的译文。在阅读中,读者不得不多花很多时间 ,并根据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以及所了

解的背景情况,对译文的语句反复琢磨 ,对译文所要表达的内容进行各种各样的猜测。

如果侥幸猜中了,理解对了,那还问题不大。要是猜得不对,误收了错误的信息,就有可能

对读者的工作产生不良影响。

（3）翻译在做到 “信”、 “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 “雅”。这个 “雅”是指得体对

于翻译文章而言,就是要得所译文章之体。具体来说,就是要求译文在遣词造句、行文

格式等方面符合原文所属类型之文章的语言特点 ,使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够产生像阅

读母语中该类文章那样的自然、顺利之感,从而顺利达到应有的交际效果。

总之 “信”、 “达”、 “雅”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同

一关系,既有难以三者兼顾的一面 ,又有相互补充、互为依存的一面。译文不通顺,使

读者看不懂,或产生错误理解 ,就会使“信”落空。若“达”尚不能及,“雅”就更无从

谈起。译文不得体,就达不到应有的交际效果,做不到交际功能的等值 ,这也会影响到

14 浏览 http://www.kuaihuilai.com.cn/html/fanyijiqiao/2006/0529/1017.html

15 Sai mét li, ®i mét d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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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实现。而且,不“雅”的译文想“达”也难。若仅通顺、得体而不准确,则

不能算是翻译,或只能说是乱译。

因此, 理 想的译文应是“信”、“达”、“雅”三者完美结合的同一体。我们不

妨试作如下解释：

“信”:忠实于原作,确切完整地把原作的思想内容表达出来。

“达”：译语言规范通顺,没有逐字死译、生搬硬套、文理不通等现象。

“雅”：译文与原作的体裁风格一致 ,尽量保留原作的民族风格 ,语 言 风格等,

用译者的风格来代替原作的风格。16

二、美国学者赫伯特.库欣.托尔曼（Herbert Cushing Tolman）的翻译标准

美国学者赫伯特 . 库欣. 托尔曼（ Herbert  Cushing Tolman ）的《 翻译艺

术 》,是美国翻译理论史上的第 一 部专著,属于西方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范畴。在

该书中, 托尔曼（Tolman） 把翻译标准 概括为:

1、忠实: 托尔曼认为, 所谓“ 忠 实 ”, 是指忠实于原作的精神。他说:“ 翻

译并不是把一种外语的单词译成母语 , 而应该是原文中的感情、生命、力度 和精神

的蜕变(tui4bian4) 17”。

      2、 通顺: 译文必须是地道的译入语。译文必须自然流畅。否则,译文怎么 能

接近我们的情感呢 ？其次, 原文的特殊风格也应该加以保留。要完成第一重任,译者

必须精通自己的语言:要完成第二重任, 译者又必须心领神会原作者的精神 ,并由此出

发来构造他的（ 母语）句子,注意避免机械地逐词翻译。

3、 风格:译作应再现原作的风格。他着重谈了选词 , 词序和修辞的问题。他

认为, 只有重视原作在词汇 , 词序和修辞上的特色 ,译作才能重视原作的风格。

总之,他认为,只要译入语的规范容许 ,译者应尽可能地在译文中重现原文中 的

修辞手段,译文才能重现原文的风格。

三、黄俊雄的“忠、优、美”翻译原则问世

16
参看上海外国语学院刘开古《 阿拉伯汉语翻译教程》1995 年版第 9 页

17
发生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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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加拿大中、英文作家、Seneca College 英文教授 Harry J. Huang （黄俊雄；

笔名 Freeman J. Wong)首先提出的新翻译原则。经多年使用并经论证后，由世界翻

译大国的最权威翻译理论杂志《中国翻译》于 2004 年第四期发表。黄俊雄的翻译原

则可以有效地取代争议性较大（“雅”字）、垄断中国翻译界 100 余年的严复的“信、

达、雅”翻译标准。

1. “忠、优、美”翻译原则的含义是：“忠于原文(L1)”，“优似主文(L1)”，“美如

客文(L2)”。与严复的“信达雅”的区别不言而喻。从整体论的角度上讲，译文若能称

得上“忠于原文”，就理所当然是“顺”，翻译目的即已大体达到。换句话说，一篇译

文“信”必“达”：“信”包含着“达”，“达”存于“信”。或者说，“信”“达”本为一体，不必

割离。因此可以说，“忠”包含着“信”“达”和某种程度的“雅”。 可以理解作，“忠”是

指导翻译活动的主则，“优”和“美”是衡量译文主体内容的附则。 “优似主文”指一篇

译文，除内容忠实原文外，其文风文采、语气格调等与主文（原文）一致或接近。

所谓“美如客文”指的是，译文应与客文（目的语）一样美，即在客文里达到原文在

主文中的同等水平。 当然，“忠、优、美”的含义决定于原文的质量。如果原文质量

低劣，应理解成“忠于原文”，“劣似主文”，“丑如客文”。译者的任务不同于编辑，

不是要提高原文的质量，而是要认真地反映原文。低劣的原文不必翻成优雅的客文。

否则，就是对原文不“忠”。 就功能而言，“忠、优、美”可比做一个平面图，主要是

用来指导翻译者的概念原则。套用在对译的语种时，“优”和“美”就更加具体化。越

译中时为“忠于原文”，“优似越文”，“美如中文”。中译越时为“忠于原文”，“优似中

文”，“美如越文”。

2. “体”“神”“表”平衡模式 与“忠、优、美”翻译总原则配套的既可以检验“忠于

原文”、“优似主文”、“美如客文”的标准，又可以用于指导翻译实践的“体”“神”“表”

平衡模式，可用来解释任何翻译活动，包括译文整体质量的分析与评估。“体”“神”“表”

平衡模式有两种平衡现象。一种叫做绝对平衡（absolute balance),另一种叫做相对平

衡（relative balance）。 理论上的绝对平衡由理想的译者产生。理想译者指精通 L1

和 L2 并能自如地用双语进行创作和准确无误地互译者，且翻译的是自己的作品。相

对平衡由只精通 L1 或 L2，或者两种语言都不精通的译者产生：译者不能自如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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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进行创作和准确无误地互译，且翻译的是他人的作品。“体”，指真意实义，原

作者以单句、段落、篇章为单位表达的思想内容等。“神”和“表”，指“体”以外的所有

成分。通过节奏、音步韵式、不同句型、句子平衡、语调语气，等在阅读、朗读、

听讲过程中，在听、视觉等方面给读者带来的语言艺术美（丑）感，称“表”。通过

心灵的领会或深层结构传递的思想和以篇章为单位衬托出来的内在美 （丑）等，谓

“神”。一篇译文，犹如一个人，有躯体、有灵魂、有外表。

理想译文的“体”“神”“表”与原文的“体”“神”“表”放在天平上处于平衡状态，象

征着翻译的绝对准确，对原文的绝对忠实。译文的“体”“神”“表”中的任何一方面略有

加减，主文和客文就会失衡，就意味着译文的绝对准确率或忠实度往下跌，称作实

际准确率。永远小于 1 的实际准确率可用百分比表示。 “体”“神”“表”平衡模式可以

篇章为单位、整体评估译文的质量，构成成分不需细分也能在翻译概念和原则上有

效地指导理论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

 “忠、优、美”原则和配套使用的“体”“神”“表”平衡模式的科学性、实用性和

应用性已在实践中的分析与评估中得到证实。“体”弱“神”则衰，“表”难扶本。“体”壮

“神”奕，“表”衬托。18

思考题：

一、 严复（1853-1921）提出的“信、达、雅”三条翻译的标准具体指什么？

二、 请谈文学语体的特征？

三、 美国学者赫伯特.库欣.托尔曼( Herbert Cushing Tolman ）怎么谈翻译标

准 ？

18
英文名字 Harry J. Huang（笔名 Freeman J. Wong），Seneca College 英文教授，中、英文作家，有

二十多年的英语写作教学、英语小小说创作和汉英文学翻译经验，受到中、港、台的许多著名作家的

尊敬。出生於中国广东省揭阳市，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现称大学)，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

学修过莎剧及英语写作三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研究生院。二十世纪 80 年代曾在中山大学教授过汉

译英和英语写作技巧等不同课程，80 年代末应加拿大政府邀请访加。之后，定居加拿大，至今一直

在多伦多 Seneca College 任英语教授。 在加拿大出版有直接用英文创作的小小说 130 多篇 (三集)。
翻译过高维晞、蒋子龙、冯骥才、周大新、欧阳山、秦牧、陶然、钟玲等 100 多位中国大陆、香港和

台湾的作家的各类作品 130 余篇(不含英译诗歌、歌曲)。除在加拿大外和中国外、也在英国、美国、

意大利和巴西等地发表过文章、作品。传略列入英国剑桥《世界作家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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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翻译工作者的修养

翻译工作者就必须具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和业务素质。译者素养与翻译标准密切

相关。翻译标准是对译文的要求 ,是指导翻译实践的原则。译文是译者翻译出来的 ,

译者的素养如何,直接关系到译文质量的好坏。所以说,译者素养是对译者的要求 ,是搞

好翻译工作、使译文达到翻译标准的先决条件。好的翻译员并不是一日造就的，为

了提高自己，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牺牲了无数别人用来玩乐的时间。

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往往比一般人多，既有专业知识而语言功底又好。任何商品或服

务都遵从一个规律，那就是：“价高未必真好货”，但是“便宜绝对没好货”。道理很简

单，优秀的翻译员要求得到的报酬也高，高水平的翻译员不会愿意干太廉价的翻译。

有关修养的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思想修养

1、翻译工作者首先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通晓基本的政治常识和马列主义

理论知识,以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事翻译工作 ,善于调查研究 ,克服主观主义和粗心

大意。这样,才能够分辨原作思想内容的健康与颓废 (tui2fei1)19、正确与谬误等,并通

过译文如实地表达出原作的是非、正邪,把握住褒贬、抑扬的基调。

2、只有热爱翻译事业,才能在翻译实践中积极进取 ,努力学习,对翻译工作精益

求精,不断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只有热爱社会主义,才能在对外科技交往、科研合作

与经济合作中立场坚定 ,起好桥梁作用。只有热爱祖国,才能积极投身祖国的现代化建

设,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积极、勤备、认真、负责地从事翻译工作 ,通过翻译介绍 ,

使国外的先进科技为我所用。一句话,只有牢固地树立起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和热

爱翻译事业的思想 ,才能使翻译水平不断提高 ,才能使科技翻译工作为我国地科技发

展和经济建设作出最大可能的贡献。

3、翻译工作和党和国家的其他各项工作一样 ,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

特别是从事汉语翻译工作的人 ,自前来说主要还是做外事工作 ,对外宣传工作和对外

文化经济交流工作。这些都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它要求翻译者热爱祖国 ,

19 ®åi tru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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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社会主义,具备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 ,懂得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否则,就不能

胜任工作。政治思想水平不高,往往会对原作或原话的内容理解不透 ,甚至于曲解,从而

造成政治上的差错。

翻译工作者还必须养成良好的思想工作作风 ,要有谦虚谨慎 ,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的精神。没有一个好的翻译作风 ,是无法保证译文的质量的。粗枝大叶不懂装懂是

翻译工作中最要不得的。

二、语言修养 20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要求翻译者具有较高的语言水平 (这里包括母语和至少一

种外语)是理所当然的。请看以下句子：

 对领导的批评意见,应该很好考虑。

 先生将何之？

 月蚀

这些句子,不精通汉语的人翻译时会有困难。翻译工作者必须具有扎实的语

言功底。在学术著作翻译过程中可能导致的最为严重的错误，是想当然地乱译一气，

从而让汉语世界的读者感到莫名其妙。

1、精通外语是翻译工作者的先决条件。没有坚实的外语基本功 ,要想做到准确

地理解原作的思想内容、风格等实属缘木求鱼21。精通外语,是为了正确地理解原文。

有了扎实的外语功底 ,就有可能 避免很多因理解错误而造成的不“信”译文。

2、要有较高的母语修养。精通母语,是为了恰当地重新 表达原文内容。初学

翻译者往往对母语水平的提高重视不够 ,以为这方面不会有什么困难 ,待到真正搞起

翻译来就会感到对母语运用能力的不足。译为外语时,对母语的原作往往并不是理解

得很透；译为母语时,译文常常不通顺,外语语风很重。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要不断提

高运用母语的能力,要研究母语用词、造句、以致修辞方面的特点 ,要对比母语与外语

之间的异同,以便精通它,更好地运用它。光有外语水平也不够 ,还必须具有较高的母语

水平,才能把理解了的东西完全、确切地表达出来。许多人忽视越 语学习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盲目地认为自己从小就学习越语 ,越语的水平已经不错了 。然而

20 Người dịch phải yêu công việc, yêu văn chương. Phải học hỏi để giỏi tiếng mẹ đẻ. Biết ngoại ngữ tất
nhiên là một yếu tố không thể thiếu. Đồng thời, người làm công việc dịch thuật phải am hiểu văn hóa, có
thói quen làm việc cẩn trọng, chịu khó tra cứu.. (dịch giả Hoàng Thúy Toàn- http://evan.com.vn)
21 ®¬m ®ã ngän 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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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非如此。在翻译实践中 ,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汉语的意思明明已经看懂

了。但就是无法用越语 清楚、准确、通顺地表达出来。这正是由于越 语水平不高

而引起的问题。

总之，对于汉越互译工作者来说 ,就是既要精通越语 ,也要精通汉语。精通汉

语和越语这两种语言对于汉越互译的重要性 ,基本上已经成了大家的共识 ,几乎没有

人会对此产生异议。然而,从对待越语学习和汉语学习的实际情况来看 ,汉语专业的很

多学生往往只重视汉语学习 ,而忽视越语的学习和提高。

事实上,在汉语学习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之后 ,在大家都能够正确理解原文的情

况下,译文质量的高低,就主要取决于译者使用越 语 的能力了。22

作为一个翻译要准备为之花费毕生的精力 ,要工作到老,学到老。否则,他是无

法胜任工作的。23

三、文化知识修养

1、文化知识修养是许多翻译工作者深感缺乏的一个方面。翻译工作,包括笔译

和口译,应尽可能地了解熟悉原作涉及的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

律、历史、地理、文教、卫生、体育、各种艺术、自然科学,以致日常生活的服饰饮

食、风土人情、宗教习惯等背景知识 24。只有这样,翻译工作者对原作的理解才会更

准确,译文的表达也会更畅达。例如,“你吃饭了吗？”“上哪去啊？”等等,都是中国

人常用的打招呼的话 ,但是见到英国人或美国人 25问：Have you eaten? Where are you

going? 他一定会感到很奇怪 ,甚至会产生反感 ,认为你不文明。又如,你对不太熟悉

22
参阅 李建民 编著《 德汉科技翻译基础教程》 第 15 页

23
参看 http://5nam.ttvnol.com/tiengviet/180171.ttvn

24 kiÕn thøc nÒn
25

英语交谈中的“八戒”

一戒：不问年龄。西方人的年龄是保密的。特别是 24 岁以后绝不会谈论自己的年龄。

二戒：不问财物。一个人的收入和随身所戴的财物都与个人的能力、地位、脸面等有 关。

三戒：不问婚姻。这属于个人隐私。让一位老大不小的外宾交待自己尚未婚配并不是 件愉快的事情。

四戒：不问住址。西方人认为给人留下住址，就得请对方到家作客。西方人是不喜欢 随便请人到家

里作客的。

五戒：不头号经历。这是对方的“老底”，也是商业秘密，西方人是不会轻易让人摸 到自己的底牌的。

外宾认为这是不友好的盘问，是干涉别人的私生活。

六戒：不问信仰。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都是非常严肃的。

七戒：不问行踪。

八戒：不问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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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妇女说“你长得很漂亮”,她就会怀疑你的用心,甚至会骂你一声“神经病！”。

如果请人到家里作客 ,主人让客人吃东西,一边说“请你尝尝”,一边用手把东西递给客

人。用左手还是用右手递 ,就应该注意。如果客人是印度或中东地区的 ,就绝对不能用

左手。他们认为左手是不干净的。

2.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在两种文化交往时,我们往往会以我们自己

的行为模式去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 ;当需要行动时 ,我们也以自己的行为模式在对方

的文化背景中行动。这就往往会造成文化误解。拉多（ Robert Rado ）26 提出以下

文化分析和比较的方法。例如斗牛之事。

形式: 一个斗牛士用一把剑和一件红披风武装自己 ,逗引公牛而杀 之。在西

班牙文化中,斗牛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象征艺术对公牛兽性的胜利。这是一种娱乐,

是一种勇敢的表现。可是外国观众对上述形式、意义的反应不同:在美国的观众来看,

这是一个有武装的人对“没有防卫能力的 ”动物的残杀。对公牛来说,这是“没有 体

育运动道德 ”的行为是对动物残忍的行为。所以斗牛是残忍的,观众也是残忍的。

误解: 在西班牙文化中,斗牛也有“ 残忍 ”的一面,但这不是指斗牛这种运动 ,

而 是指公牛代表了“ 残忍的势力 ”。而美国观众却认为 ,斗牛士和观众是“ 残忍

的 ”。

另外, 在西班牙文化中, 人在体力上没有公牛强大 , 但有智慧和技巧。公牛身

强 力壮, 但没有智慧和技巧。可是在美国文化中 , 人和公牛一样强壮。公牛也有智

慧, 它也有疼痛、忧虑和温情。公牛在决斗中应享有平等的机会应象人一样有权享有

体 育道德公正的对待。

上述情况说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以及观念和心理上的差别会带

来语言使用上的差别。如果不了解这些差别在翻译活动中会闹笑话或说出一些不符

合他们的心理特点,甚至出乱子。一般说来,在同一个国家内, 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共

性会反映到语言和语言的使用上来。因此一个人仅仅学会外语 ,还不就能胜任翻译工

作。译者对所碰到的事物完全不懂 ,就无法翻译,更不用说译得准确了。从事文学翻

26
美国文化语言学先驱— 罗伯特 . 拉多 是密执安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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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多指出外语学习者往往用本国语和本国文化的形式、意义

及其发生方式去理解和运用外国语和外国文化，从而造成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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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同志,更应具备相当的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 ,否则很难深切领悟原作的艺术境界 ,

翻译起来绝无法达到“传神”的地步。

因此,要想做到好翻译,就要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涉猎各种知识领域,提高自

己的文化修养。有了渊博的知识,高度的文化素养,才能对翻译工作胜任愉快。

“今日翻译”行政总裁齐林斯基尼说：“人们有时忘记了翻译员不只要翻译语言,

更要翻译文化。有时候,一种文化有的事物 ,未必存在于另一种文化。我是立陶宛人,

我们的语言中就没有 googly27这东西。”

四、其他方面的修养

1、翻译工作者更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做到对译文负责,对读者负责,对交际效果负

责。对译文负责,就是要保证译文能够准确完整地表达原文内容。 在翻译过程中,常

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疑难词句 ,一时看不懂,译不出。 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避开不译,也

不能贪图省力, 根据猜测随便乱译 , 而是要反复仔细地进行思考 ,查阅各种工具书 ,虚

心向别人请教 ,通过各种办法解决问题 ,最后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将原文内容完整准确

地翻译出来.

对读者负责,是指译者在翻译时要为读者着想 ,要使自己的译文尽可能让读者容

易看懂。若是手写译文,则应字迹整洁,不能潦草。用字要符合规范,即要使用国家规定

的字,也不生造新字。遣词造句,应使用普通话的表达方法 ,而不用方言俚语(li2yu3)28。

整个译文应做到文通字顺 ,清楚明了,不能给读者的阅读理解带来困难。

  2、翻译工作者还必须具有严肃认真、刻苦勤奋的工作态度。翻译时,力求一丝

不苟,勤查多问,不自以为是,严格保证翻译的质量。对交际效果负责,就是应保证译文

能达到应有的交际效果。这意味着要使读者在阅读译文之后能够真正获得原文所包

含的信息,产生正确的理解。例如一份操作说明的译文 ,就必须能够让操作人员在阅读

之后知道怎样正确操作。如果由于译文中含有错误或模棱两可之处 ,因而导致错误的

操作,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就可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3、应具备一定的翻译理论知识和翻译技巧知识。翻译工作者平时应多做有心

人,注意在两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进行比较 ,找出它们的异同 ,不

27
曲棍球

28
粗俗的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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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积累感性知识 ,吸取前辈的经验 ,进而掌握两种语言翻译的规律 ,并通过理论指导

实践,逐渐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29

从古代回到当今时代。根据学者们的披露，翻译界翻译质量严重下降，差错甚

至是常识性的错误百出，翻译作品令人不堪卒读，这种现象的产生，固然与翻译界

的学风不严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翻译人员自身素质水平不高和缺乏吃苦耐劳的

敬业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4、除了要具有扎实的越语功底和汉语功底之外 ,从事科技翻译的译者还必须具

备较广泛的科技知识。在翻译汉语科技文献时 ,常会碰到很多词句,单凭汉语知识难以

判明其意,必须借助于科技知识 ,才能领悟作者要表达的意思。

掌握科技知识有一个深度和广度的问题。就一般情况而言,外语专业出身的翻

译人员很难达到像科技专业人员那样在某个专业领域的知识深度 。然而,为了准确翻

译出某篇科技专业文章 ,译者却必须在该篇文章所涉及的专业领域的某个分支上 ,掌

握具有理解该篇文章所需深度的专业知识。对于每次翻译来说，这种知识并非全面

系统的专业知识,而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因而,只要译者积极努力,通过查阅有关专

业书刊、资料,请教专业人员,多数情况下还是有可能达到所需深度的。当然,这并不容

易。它需要极大的刻苦、勤奋与努力。这小部分的深度知识 ,通常要靠译者在翻译工

作中按需而学。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译者总是翻译同一专业领域的科技文献 ,那么时

间一长,也有可能渐渐地极点成面。

对于大多数翻译人员来说 ,实际上往往不可能总是翻译同一专业领域的科技文

献,而是每次翻译的文章往往属于不同的专业。而且,即使在一篇文章之内 ,有时也会有

涉及多种不同专业领域的内容。所以,译者一般都需要具备一定广度的科技知识。这

种知识,虽然在某一特定的专业领域 ,可能只是该专业中最基础的知识 ,最基本的常识,

但是它的面却应相当广阔 ,也就是说,应涉及尽可能多的专业。这种知识主要靠译者平

时积累,它要求译者兴趣广泛 ,博览群书。

科技翻译涉及大量的科技知识和其他知识 ,对于这些知识,译者不可能什么都

懂。尽管译者平时努力博览群书 ,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

29
参阅刘开古编著《 阿拉伯语汉语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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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对众多的专业领域 ,面对日益迅速增加的新的科技知识 ,译者几乎每次都会遇

到很多不懂的问题。

小结

1. 翻译涉及原语与译语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 ,有时非常复杂。所

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 ,常常需要字斟句酌 ,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

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 ,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

夫,乃至独具匠心。

2. 翻译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针对翻译的标准,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信、达、雅”这一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完整的三字这一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反映

了翻译的一些主要特点与规律 。

3. 翻译的标准必须明确 ,并且切实可行,不然就无法起到应起的作用 ,其指导意义就

无法体现。译文必须要完美地保留原文的韵味、风格和言外之意。作为翻译实

践的准绳和衡量译文好坏的尺度 ,还是现时通用的一般标准“信、达、雅”三个

字为好。

思考题 :
一、翻译工作者语言修养具体指的是什么？

二、请谈翻译工作者的文化修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