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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翻译处理

第一节 翻译技巧 1

越汉两种语言在句法、词汇、修辞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异，因此在进行越汉互

译时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需要有一定的翻译技巧作指导。这些技巧不但可以运

用于笔译之中，也可以运用于口译过程中，而且应该用得更加熟练。常用的翻译

技巧有：

一、顺译

所谓顺译,就是在原文词义、语序和思路的引导下 ,借水行舟进行翻译。他的

特点为：原文和译文之间在词义、句子结构和思维方式上有好多相同、相近或相

通之处,不需要做大的调整就能够顺流而下进行双语同步的语际转换 ,而译文本身

亦符合译语的语法规则和习惯,畅通明了。

顺译不同通常所说的直译 ,前者范围小,后者范围大。直译可以包容顺译,但是,

顺义不等同于直译。直译可以理解为翻译技巧 ,又可以看作翻译的方法论。同时,

直译既有被人称道的一面 ,又有被斥之为“死译”、“逐字翻译”而不屑一顾2 的一

面。顺义则无此嫌。它不过是一种翻译技巧 ,而且也要求译文通顺达意。

然而,仅仅具备了上述条件 ,有时也不宜使用顺译技巧进行翻译 ,因为译文与

原文之间还存在着审美条件。只有审美条件也得到了体现 ,顺译才是一种理想的翻

译技巧。

一个句子能否按原文结构进行顺译 ,主要取决于译者的双语水平。同一段原

文,有些人可以按原语序译出 ,有些人则做不到 ,因为个人语句结构、句型、句式掌

握运用的熟练程度不一样。例如：

 其传播之快,吸引力之强是任何一种新技术所不能比拟的。

a. VÒ tèc ®é ph¸t triÓn vµ søc hÊp dÉn cña nã th× kh«ng mét ngµnh kü

thuËt míi nµo cã thÓ b× kÞp.

b. Kh«ng cã mét ngµnh kü thuËt míi nµo cã thÓ b× kÞp nã vÒ tèc ®é ph¸t triÓn

vµ søc hÊp dÉn.

1
参阅高宁《日汉互译教程》186页

2 不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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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原文如果顺译,对译者的双语水平是个考验。不过,还不算太难。首先

分析中文的句子结构 ,分清是简单句还是复合句 ,找出句子主干,弄清各成分的关系,

然后分析研究自己是否可以按原序译出。

一个句子能否顺译 ,关键在于原文的句法结构与译文的语法结构的异同程

度,即两者间有无相同或相近的句式、句型。有,则能顺流而下,双语同步转换,进行

顺译；没有,则只能另谋他策。如果连着几个句子句法结构都相同或相近 ,便有可

能形成句群或段落的顺译。

二、倒译

简言之,就是翻译中的变序,至于变序的原因,一般来讲有三个：一是句法上

的原因；二是修辞上的原因；三是习惯上的原因。所谓句法原因,原文和译文之间

句法差异过大,译文不得不按照译文的语法规则进行调整翻译。然而,这一点不是

绝对的,就某一个具体而言,能否在译文里找出相同或相近的句型、句式维持原序

进行翻译,同译者自己的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句子有人可以按原序译出 ,有

人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只好改序。出自修辞原因的变序通常是为了表达效果 ,为了

更准确地转达原文的信息内容。此外,还有一些编序既说不上语法根据 ,也不是出

自修辞的考虑,它们仅仅是人们语言习惯的体现。

但是,如果从句群、段落和文章的角度看 ,变序又可以细分为句内变序和句

外变序。前者发生在句子内部 ,后者则发生在句子与句子之间。如果说句内变序存

在着上述三大原因的话 ,那么,句外变序的原因只有一个 ,即出自修辞的考虑。在实

际翻译过程中,句内变序和句外变序并用的情况也较常见。

变序体现在文字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原文的前后文（包括词句等）倒个错

位,所以习惯上称为倒译。例如：

 头疼®au ®Çu

 地震®éng ®Êt

汉语 越语

1.长期稳定 3.L¸ng giÒng h÷u nghÞ

2.面向未来 4.Hîp t¸c toµn diÖn

3.睦邻友好 1.æn ®Þnh l©u dµi

4.全面合作 2.Híng tíi t¬ng lai

三、分译与合译



5.第三章 翻译处理-89 11/26/200682

关于分译、合译的定义,按目前通行的说法,就是拆句和并句。拆句是把原文的

一个句子译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 ;并句则是把原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译成

一个句子。在书面上,分、合译的标志都是句号。事实上,一句之内的分、合译现象

也是十分常见的,尤其是句内分译。这种句内进行的分、合译的标志不是句号,通常

是逗号,也可用分号、顿号、破折号和括号等。例如:

 Khu má Qu¶ng Ninh ®ang dù tÝnh ra søc n©ng s¶n lîng khai th¸c lªn tõ 20 triÖu tÊn

®Õn 30 triÖu tÊn mçi n¨m vµ s½n sµng hîp t¸c víi c«ng ty níc ngoµi ®Ó ®Èy m¹nh

c«ng viÖc khai th¸c vµ tiªu thô than trªn c¬ së hîp t¸c vµ b× nh ®¼ng, cïng cã lîi. 广

宁矿区正计划提高开采量 ,力争达到年开采量二千万到三千万吨并随时准备同

外国公司实行合作以促进煤炭的开采和销售工作。这种合作是在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进行的。

 Tõ nhµ sµn du kh¸ch cã thÓ ®i b¬i trªn hå C« Tiªn níc trong v¾t trªn ®é cao 100 m

so víi mÆt biÓn.从高脚屋游客可以到“仙湖”游泳,湖水清澈见底,湖面水位在海

拔一百米高。

合译则是把两个或更多的句子译为一个句子。例如:

 §ång chÝ Do·n Kh¾c Th¨ng chµo mõng nh÷ng thµnh tùu to lín mµ nh©n d©n ViÖt

Nam ®· giµnh ®îc trong c«ng cuéc ®æi míi. §ång chÝ chóc nh©n d©n ta díi sù

l·nh ®¹o cña §¶ng céng s¶n ViÖt Nam tiÕp tôc giµnh ®îc nhiÒu thµnh tùu h¬n n÷a.

尹克升同志祝贺越南人民在革新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祝愿我国人民在越

南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取得更大的胜利。

如果仔细分析,分、合译存在着两种具体的手法：一种是单纯改变原文标点

符号,把句子扩展或缩短；另一种则是从原文中直接提取出一部分内容 ,或让它独立

成句,或把它并入其他句子中。

从理论上说,分、合译的关键是安排好译文的句子结构保证译文在句法上的

完整性。分译的实质是从原文中直接提取或化解出新的完整的句子结构 ,并使之独

立出来,成为句子,从而完成分译。合译则反其道而行之 ,调整到一起各个句子或各个

部分语法结构,使其互相协调,统一到一起新的完整的句子结构中。

四、直译与意译

 (一)直译偏重于照顾原文字句；科技翻译往往采用这种方法 ,因为术语词汇

都有永恒的等值。直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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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音译：把一种语言的词语用另一种语言中跟它发音相同或相近的语音表

示出来。有的单纯音译 ,例如：chocolate—巧克力、nylon—尼龙 совет—

苏维埃（工农代表会议，前苏联国家权力机关）等。

B.逐字翻译：持此观点者认为两种语言之间存在一一翻译的对立关系。其

实这种对立关系是很少见的。这里要特别注意语言表达习惯 ,否则就会打破

译文的规范,让人莫名其妙,闹出笑话。

(二)意译既是宏观上的一种翻译方法 ,它包括加译、简译、变译、反译等多

种翻译技巧,同时它又是一种微观的翻译技巧。所谓微观,即把它放到同加译、简

译、变译、反译等技巧的同一水平线上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我们这里主要从

微观的角度进行探讨。

意译,就是摆脱原文表面结构形式的约束进行翻译。它追求的不是双语在词

义、句子结构、思维方式上的表面对应或一致 ,而在译文与原文在内容实质上的相

近或相同。意译的特点,可概括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双语在语言结构等方面差异较大 ,无法

追求形似。其二,有时双语的语言结构形式虽不妨碍译文追求形似 ,但是,从切近原

文内容实质的角度说 ,又很难做到形神兼备 ,不如舍其形而求其神。

意译有高低两个层次 ,即达意与传神。传神是意译的最高目标 ,达意是意译

的最低要求。两者既独立,又统一。达意是传神的基础,传神则是达意的飞跃。传

神则一定达意,达意时却未必传神。两者的有机结合无疑是意译问题研究的一个重

大课题。

五、加译（增词表达）

指根据越汉两种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在翻译时增

添一些词、短句或句子，以便更准确地表达出原文所包含的意义。

 Tuyến đường sắt Hà NộiVinh > 河内荣市铁路

“Vinh” 必须译成“荣市”

这种方式多半用在汉译越里。汉语无主句较多，而越语句子要有主语，所

以在翻译汉语无主句的时候，除了少数可用越语无主句来翻译以外，一般都要根

据语境补上主语，使句子完整。越汉两种语言在名词、代词、连词和介词的使用

方法上也存在差别。越语中代词使用频率较高。因此，在汉译越时需要增补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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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越译汉时又需要根据情况适当地删减。孤立语词与词、词组与词组以及句子

与句子的逻辑关系用连词和语序来表示这种关系。因此，在翻译时常常需要增补

连词。

通过增译，一是保证译文语法结构的完整，二是保证译文意思的明确。正

确、通顺地传达原意是翻译应当达到的基本要求。这是创造性的一种劳动。初学

者往往将正确传达原意当成机械地搬运 ,把自己变成“搬运工”。原文是一个词 ,

翻译时不敢译成两个 ,原文是两个,翻译时也不敢少译一个 ,生怕对不起原作。这样

做往往适得其反,译出来的东西并不是正确、通顺的译文。在汉越互译过程中 ,词

量的变动是常有的事 ,也是一种翻译技巧。当然增词不意味着无中生有、随意创

造。它只是词汇数量的变化 ,而不是含义的变化。

汉越互译加词的方法 ,主要明确表达原文隐含的某些意思。汉语有些词语因

在上下文中不言而喻而被省略 ,但直译成越语却会言不及义 ,甚至引起误解, 这时

应当加词, 把隐含的意思表现出来。

从宏观上说,加译是意译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具体文字处理上说 ,它的特点是

译文中会多出一些原文中没有的词语。然而,从达意传神大多角度看 ,加译并没有

改变原文信息内容的质和量。添加词语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更正确、更完整地表达

原文。加译的前提是原文比较隐晦 3,如果按字面意义翻译出来,很难读懂或很难

抓住原文的内容实质 ,有时甚至让人不知所云。这时,译者要为读者着想,把难理解

之处深入浅出、“添枝加叶”地译出来,而不拘泥表面词语的对应或一致。主要的

办法有：

１、增加原文中省略的词语

原文中按表达习惯,有时可以省略一定的词语而不致影响意思的完整表达与

正确理解。但是译文中 ,如果照样省略了 ,就往往会导致译文语句不通 ,语义不明,

甚至背离原意。为了避免发生这些问题 ,就需要在译文中增补原文所省略的词语。

例如：

 Tæng bÝ th §ç Mêi hoan nghªnh Thñ tíng Lý B»ng cïng phu nh©n vµ c¸c

®ång chÝ trong ®oµn, cho r»ng chuyÕn th¨m lÇn nµy cña Thñ tíng cã ý nghÜa hÕt søc

quan träng ®èi víi hai níc…杜梅总书记欢迎李鹏总理和夫人以及代表团其他成

3 mËp m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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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他认为李鹏总理的这次访问不但对两国具有重大意义 ,而且还为促进亚太地

区和平、合作发展作出贡献。

 §ång chÝ chµo mõng thµnh c«ng cña §¹i héi lÇ n thø 14 §¶ng CSTQ vµ chóc

mõng nh÷ng thµnh tùu to lín nhiÒu mÆt cña nh©n d©n Trung Quèc trong c«ng

cuéc c¶i c¸ch më cöa vµ x©y dùng chñ nghÜa x· héi mang mµu s¾c Trung Quèc.

杜梅同志祝贺中共十四大的成功 ,还祝贺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

２、增加为了明确表达原文词意而需补充的词语

原文中某一个词的含义在译文中需要用几个词才能表达清楚。造成这一

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原因是原文词汇的语义范围大 ,而译文中找不到语

义范围同样大的对应词汇 ,只能选用几个语义范围较小译文词汇 ,使其词义加起

来与原文用词的语义范围相等 ,从而完整地译出该词的含义。例如：

 按海关规定,旧衣着和旧的床上用品不准邮寄进口。Theo quy ®Þnh cña h¶i

quan quÇn ¸o cò vµ ch¨n, ga, gèi, ®Öm…th× kh«ng ®îc phÐp göi vÒ qua ®êng

bu ®iÖn.

３、增加原文表示语法含义的词语

汉语原文中,有些信息就是通过语法手段（如汉语的时态助词“了”、“着”、

“过”等）表达出来的。由于越语译文中没有类似的语法手段 ,所以对于这些信

息往往只能通过增加一定数量表示时间的词语的办法进行表达。例如：

 他们正说着话呢！Chóng nã ®ang nãi chuyÖn.

 门敞着。 Cöa ®ang më.

４、增加译文表达习惯或修辞所需要的词语

 李鹏对代表团的访问表示热烈欢迎。§ång chÝ Lý B»ng nhiÖt liÖt hoan nghªnh

chuyÕn th¨m cña ®oµn ®¹i biÓu.

 先生们、女士们：Tha quý «ng, quý bµ!

加译不改变原文信息内容的质和量。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原本可以

或隐或现,甚至干脆不路面的词语 ,一旦放入他种文字中 ,有时就不得不抛头露面现

真身,这便成了所谓的加译。

六、简译(即省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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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与增译法相对应的一种翻译方法，即删去不符合目标语思维习惯、语

言习惯和表达方式的词，以避免译文累赘（lei2zhui4）。增译法的例句反之即可。

简译后原文比较简洁。

所谓剪裁法就是通常所说的简词 ,它是指在翻译过程中直接略去原文中不

影响译文准确、全面表达信息内容的词、语、句等。

从理论上说,这种翻译方法都归属于意译，对原文进行简洁处理 ,译文字符

通常也少于原文,所以统称为简译。

减词同样也是文字的删减。翻译也和写作一样,在不影响原意表达的前提

下,要把可有可无的删去 ,能用一个词表达的就不用两个词表达 ,才能做到简练。

总之,所谓简译就是在不改变原文信息内容的前提下 ,简洁、凝炼地翻译一种文字。

1、减去在译文中不言而喻 4 的多余词语

汉语有的词的含义,在译文上下文中已有表达 ,实际上不言而喻,如果不按字

面一词不漏地译出,反而画蛇添足在这种情况下 ,便应将其减去。例如：

 这个学生,大约二十上下年纪。（赵树理）Ngêi häc sinh nµy kho¶ng 30 tuæi.

(TriÖu Thô Lý)

 越南胡志明共产主义青年团 ®oàn thanh niªn céng s¶n Hå ChÝ Minh

 2、减去原文某些说明词

汉语中的“进行、下、表示”等一些词有时译成越语是多余的 ,可以删去,

只留下表示主要含义的词。例如：

 李鹏对阮颐年出任外长后即率团访华表示 欢迎。Thñ tíng Lý B»ng hoan

nghªnh ®ång chÝ NguyÔn Di Niªn sang th¨m Trung Quèc ngay sau khi nhËm chøc Bé

trëng Bé ngo¹i giao.

3、减去字面上重复出现的某些词

在汉语中,同一句话里,有些词重复出现并不显得多余。译文却不惯过多的

重复,这些词语直译便显得罗嗦。因此,在不影响原义表达的情况下 ,往往减去或

压缩其中重复的部分。例如：

 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Ai muèn ¨n g× th× ¨n.

4、减去原文某些重复的含义

4 hai n¨m râ mê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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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 原文重复的词语并不完全相同 ,但含义却一样,这时也可一考虑将重

复的含义减去不译。例如：

 拉闸断电c¾t ®iÖn / c¾t cÇu dao

 当家作主lµm chñ

“拉扎”、“当家”分别与“断电”和“作主”含义相同,用在一起是为了组

成四字结构,增强修辞效果,翻译时只译出一个便可。

无论如何,翻译就是创造出另一版本 ,这个版本将是原作者的创作版本。

因此,翻译这个劳动过程是极其艰巨而且富于创造性的,非下苦功不可。

七、转换法

指翻译过程中为了使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表述方式、方法和习惯而对原句

中的词类、句型等进行转换。具体的说，在词性方面，如：®ång chÝ nãi——他说

（把名词转换为代词）；跟敌人进行斗争—— ®Êu tranh víi kÎ thï （把名词转换

为动词）；Cập nhật ——及时掌握（把动词转换为形容词）

在句子成分方面，如： 地震——®éng ®Êt（把主语变成宾语）；bay bæng

lng trêi mét c¸nh chim—— 一只鸟在空中翱翔（ 把宾语变成主语）等。

八、正译法和反译法

所谓正译，是指把句子按照与原文相同的语序或表达方式翻译。所谓反译

则是指把句子按照与原文相反的语序或表达方式翻译。正译与反译常常具有同义

的效
果，但反译往往更符合越语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因此比较地道。如：

 没解放以前Tríc ngµy gi¶i phãng（反译）

 好不容易——Khã kh¨n

九、 倒置法

在汉语中，定语修饰语和状语修饰语往往位于被修饰语之前；在越语中，

许多修饰语常常位于被修饰语之后，因此翻译时往往要把原文的语序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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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长句按照越语的习惯表达法进行前后调换，原则是使越语译句安排符合越语

论理叙事的一般逻辑顺序。如：


我坚信，英国依然应该是欧共体中的一个积极的和充满活力的成员。

T«i tin r»ng níc Anh vÉn ph¶i lµ mét thµnh viªn tÝch cùc trµn ®Çy søc sèng cña EU .

（部分倒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Trung Quèc ®· thay ®æi v« cïng to

lín kÓ tõ sau khi c¶i c¸ch më cöa。

十、重复词语的处理 5

在汉语中,某些词语在同一句子中重复出现 ,是相当常见的现象。例如,汉语

说：“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在这句话中,“困难”一词重复

了三次。中国人听了还是觉得充分自然的。处理好重复词语,是汉越翻译的重要

翻译技巧之一,是提高译文质量的重要一环。

（ a）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哪些重复是在汉译越过程中不必要的呢？

简单说来,就是那些并非为了强调而用的 ,没有重大修辞作用的重复。或者

说,是那些仅仅是为了使含义表达清楚 ,使语气顺当,或因为语音或语法需要而重

复的词语,这些词语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 ,都应当大胆地设法避免。例如：

 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Ai muèn g× th× ¨n （g×）

（b）保留必要的重复

要处理好重复词语,还要注意到问题的另一面 ,即保留必要的重复。哪些重

复是必要的呢？一种是为正确表达原文含义所必要的 ,另一种是修辞必要的。忠实

原文是翻译的首要要求 ,译文文字的修饰 ,应以不影响原意正确表达为原则。例

如：

 §©u cÇn thanh niªn cã , ®©u khã cã thanh niªn.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青年。

由此可见,汉语原文的重复词语 ,哪些在翻译时应当避免 ,哪些应当保持 ,都

必须根据上下文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而不能简单地加以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

5 参阅 赵士钰 陈国坚《汉西翻译教程》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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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章离不开写作技巧 ,要搞好翻译工作同样也要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虽

然在翻译实践中有时也会遇到无需对原文语言结构进行特殊处理 ,即不需运用任

何翻译技巧,可以逐词逐句照译的情况 ,但这种情况毕竟很少。有人将这种情况形

象地比喻为：就像一个人看了菜谱 ,按菜谱的规定备好了料 ,却不一定炒出可口的

菜肴一样。一个未能熟练掌握各种翻译技巧的译者 ,往往会受原文语言结构限制 ,

即使有很好的中文水平 ,也常常发挥不出来。

翻译技巧是用以克服原文和译文的差异 ,用译文准确、通顺、得体地再现原

文内容的有效方法,是古今翻译工作者在翻译实践中经过长期摸索 ,总结出来的带

有规律性的成功经验。所以,通过学习、训练,达到熟练掌握各种翻译技巧的业务

素质,可以使我们在翻译工作中少走弯路 ,较快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翻译过程应

该是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相结合运用。

思考题：

一、 顺译与倒译区别在哪儿？

二、 什么时候要加译？什么时候要简译？

三、 翻译总体方法包括哪几点?举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