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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词汇处理 1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在翻译中,正确用词是忠实表达原意的起码条件 ,也是

要做到译文通顺的起码条件。

汉语和越语两种语言的词汇 ,从含意上和使用习惯上有些差异。因此如何辨明

词义,如何选词,如何对某些词作适当的处理 ,都是需要认真地注意的。

一、辨明词义

正确理解原文单词、词组的具体含义,是正确选择词汇首先要遇到的问题。

（一）注意一词多义的现象

一词多义的现象是普遍的。同一个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 ,有时会有各种不同的

含义。例如：汉语的“走”

序 可以表示 例子 译成越语

1 脚交叉向前移动 小孩刚学会走路 §i

2 离开 我们明天要走了 Ra ®i

3 亲友之间来往 走娘家 Th¨m

4 通过、由 咱们由这个门走出去吧 Tõ

5 漏出 ～气、说～了嘴 Rß(khÝ);
Lì (miÖng)

6 失去原样 茶叶～了味 MÊt (mïi)

这里所谓汉 —— 越对比指的是该两种语言的彼此对应关系。实际上这种对

应可以而且应该是从两个方向去观察：一个方向是从汉语出发。在越语的词汇和

语法系统中寻找一同现象；另一个方向正是与此相反 , 以越语为出发点去寻找汉语

的相应东西。

再拿一个“ 吃 —— ¨n ” 字去做例子吧, 按照第一个方向(从汉语出发)去 考

察的结果应该是：

汉语例子 越语

1 吃饭 ¨n
2 吃奶 Bó

3 吃药 Uèng

4 靠山吃山 Sèng nhê

5 吃掉敌人一个团 X¬i t¸i

6 吃力 Tèn

7 道林纸不吃墨 Hót,thÊm

1 参阅 赵士钰陈国坚《汉西翻译教程》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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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辆车吃重多少 ChÞu

9 吃他笑话 BÞ

要是朝第二种方向 (从越语出发 )去考察,那结果可能是：

序 越语例子 汉语

1 ¨n b¸nh (吃 饼 ) 吃

2 Cß ®i ¨n ®ªm (白鹤夜出觅食 ) 觅食

3 ¨n cç mõng thä (吃寿酒 ) 吃酒

4 Tµu ®ang ¨n hµng (轮船在装货 ) 装

5 ¨n mùc (吸墨 ) 吸

6 ¨n cña ®ót (受贿 ) 受

7 ¨n gi¶i (得奖 ) 得

8 ¨n kh«ng biÕt ngon (食不甘味 ) 食

9 A-xÝt ¨n mßn s¾t (酸腐蚀铁 ) 腐蚀

10 ¨n nhÞp (合拍 ) 合

11 Hai b¸nh xe kh«ng ¨n khíp (两个齿轮不相咬合 ) 吻合

12 KÌn trèng kh«ng ¨n khíp (锣鼓不协调  ) 协调

13 ¨n ¶nh (上相  ) 上

14 Hå lo·ng kh«ng ¨n (稀浆糊不粘  ) 粘

15 V¸n nµy t«i ¨n råi (这一盘我赢了 ) 赢

16 Lµng nµy ¨n vÒ tØnh Hµ B¾c (这个乡属河北省管辖 ) 属

17 ¨n giã n»m s¬ng (露宿风餐 ) 餐

某些词本来只有若干基本含义 ,但在不同上下文中却会增添更细致、更具体的

意思。这些含义,人们在阅读和说话时往往忽视 ,就是词典也不一定指出 ,这就需要我

们在翻译过程中仔细推敲。例如,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掌握”一词只有两个含

义：一是“了解事物”；一是“主持和控制”。但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在

不同上下文中有许多更具体的含义。请看以下译例：

汉语 汉语序

可以表示 例子 所指

１ 学会、领悟、精通

某种科学、技术

我们必须努力～马克思主

义

N¾m v÷ng

２ 夺取、取、拿到手 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在努

力摆脱国外控制,～自

己的命运。

Lµm chñ,
Giµnh lÊ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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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保持住 有了正确的路线,无产

阶级不但能够夺取政权 ,

而且也会掌握政权。

Gi÷ v÷ng

４ 运动、使用 战士们刻苦练兵,努力

学会～新武器。

Sö dông

５ 控制、操纵 垄断资本集团～了这个国

家的全部经济命脉。

Thao tóng

６ 主持 我们很好地～时间 Chñ ®éng

现代汉语和越语有些词很活 ,不经过反复推敲,是抓不住他真正含义的。

（二）注意抓住词的精神实质

要辨明词义还要注意抓住词语的精神实质 ,切不可望文生义。有时文字和内容

之间是有矛盾的 ,词的表面含义并不是它所要表示的实际思想。这时,便要根据上下

文,根据我们对原作的了解透过词的表面含义 ,去伪存真地分析 ,抓住他的精神实质 ,吃

透它的实际含义。例如：

 李玉亭不明白他们的话中有骨。

如果把“骨”翻译成“x¬ng”的话就糟了 ,因为这里的“骨”比喻话里暗含着的

“不满、讽刺”等的意思。

二、词的选择

我们辨明了词在上下文中的具体含义后 ,如何在译文语言中选择恰当的词把

它表达出来,便直接影响到译文质量的好快。有许多时候,可供选择的不只一个 ,而是

有两个或许多个含义相近的词；也有的词表面上看来相似 ,实际并不相同。这都需

要我们加以分析比较 ,作出选择。尤其是政治性的译文 ,用词必须正确无误,不能大意,

有时差之毫厘,会谬之千里 2。例如：

 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二道河农场建设速度快。

这里的“利用”只能译为“sö dông”而不应该译为“lîi dông”,因为越语的

“lîi dông”有的时候指贬义 3。再如:

 骄傲 kiªu ngạo;kiªu h·nh, tự hào

所指的褒贬均可。

（一）注意汉越相应的词词义宽窄及多寡的不同 I

选词时应当注意到 ,汉语某些词与越语相对应的词相比 ,含义有宽窄不同 ,有的

含义较宽,有的含义较窄。往往不是一个与一个相对应 ,而是一个与两个或更多的词

对应。有的词在汉语来说同一词义 ,但在越语中却要根据情况用不同的词语来表

达。例如：

2  sai mét li, ®i mét dÆm
3参阅 Minh T©n Thanh Nghi Xu©n L©m《Tõ ®iÓn tiÕng ViÖt》NXB Thanh Ho¸ t r.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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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汉语 越语

１ 政府 a.ChÝnh phñ：中国~

b.ＣhÝnh quyÒn：乡~

c.Uû ban nh©n d©n:县~

２ 局 a.Côc：旅游~

b.Së：河内市公安~

c.Phßng：某县公安~

d.Bộ:政治局

３ 秘书长

secretary

a.Tæng th ký：联合国~

b.Ch¸nh v¨n phßng：国会办公厅~

c.Tổng bí  th:黎笋~

和

序 越语 汉语

１ Së a.局：河内市公安局 Së c«ng an Hµ Néi

b.厅：河西省教育厅 Së gi¸o dôc Hµ T©y

２ Ban a.部：经理部 Ban gi¸m ®èc

b.委员会：评审委员会 Ban gi¸m kh¶o

汉译俄也有类似的情况：

序 汉语 俄语

１ 市场 a.Рыноk:~рабочей силы（劳务市场）
b.БаЗар: вечерний ~ （夜市）

２ 工厂 a. Завод（指生产重工业产品的工厂或其他可
理解为制造厂的工厂）nhµ m¸y

b.фабрика（指生产纺织品、糖果点心或某
些轻工业品的工厂）xÝ nghiÖp

（二）注意词义的细微差异

要做到用词用得当,还要注意汉语语义相近似的词语在含义上的细微差异。

例如:

 C¸c ®oµn thÓ nh©n d©n Trung Quèc ra tuyªn bè, ñng hé cuéc ®Êu tranh chÝnh
nghÜa cña nh©n d©n Nam Phi chèng chñ nghÜa ph©n biÖt chñng téc.

表示“ñng hé”的词有“支援”、“声援”、“支持”等,可是用物质或行动

去支持、援助的,该用“支援”、发表公开言论表示支援的用“声援”、而给对方

鼓舞或赞助的就用“支持”等等。因此这里的正确译文应该是：：

中国各人民团体发表声明 ,声援南非人民反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

（三）注意词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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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越同义词中 ,有许多是表示强弱程度不同的词。在表示相近意思的说法中 ,

也有程度轻重不同的词语。例如:

 优异>优秀>优良

 毁坏>破坏>损坏

 绝密>机密>秘密

汉语表示心里想着达到某种目的的或出现某种情况的该用“希望”,而热烈的

希望就用“渴望”才对。再如,越语中表示:

1、“§a ra ý kiÕn nªu lªn viÖc nµo ®ã cïng xem xÐt gi¶i quyÕt”的, 或” yªu cÇu ngêi

kh¸c chÊp nhËn nguyÖn väng cña m×nh”, 用“®Ò nghÞ”.例如:

 §Ò nghÞ c¸c c¬ quan cã tr¸ch nhiÖm cïng quan t©m .
 §Ò nghÞ im lÆng.

2、Cã ý nghÜa gièng ®Ò nghÞ nhng trong c¸c tr êng hîp sau: (cÊp trªn víi cÊp díi;

(b) Trong t×nh tr¹ng khÈn cÊp; (c) Cã th¸i ®é bùc däc . . .thêng ®îc dïng “yªu cÇu”。例如:

 T«i yªu cÇu anh xuÊt tr×nh giÊy phÐp l¸i xe.

“Phª b×nh” 是在 :(a) NghÜa th«ng dông. “Nªu ra nh÷ng thiÕu sãt, khuyÕt ®iÓm cña

ngêi kh¸c ®Ó gãp ý rót kinh nghiÖm”; (b)NghÜa thuËt ng÷. “ §a ra ý kiÕn ®¸nh gi¸ vÒ sù

hay gië cña mét c«ng tr×nh hoÆc t¸c phÈm.” 时,用的。例如:

 Phª b×nh mét cuèn tiÓu thuyÕt

“C¶nh c¸o” 是”Phª b×nh nghiªm kh¾c, yªu cÇu ngêi ta ph¶i söa ch÷a sai lÇm nÕu

kh«ng sÏ bÞ xö lý, trõng ph¹t”.例如：

 Nã bÞ c¶nh c¸o tríc líp.

（四）注意词的褒贬

由对事物持不同的态度 ,所用的词就会有不同的感情色彩 ,或肯定赞扬,或否定

贬斥。看原作的感情色彩 ,不仅要看有关用词 ,而且更要从上下文、从整体来看,并且

用恰当的译文表达出来。例如,越语中的“culi (coolie)”是指“打工、工人”,贬义

词。再如,“hßng”也有“®Ó”的意思,但指贬义的。

 Bän gian ®· thñ tiªu nh©n chøng hßng bÞt ®Çu mèi.

越语的 “ăn,xơi,mời ,hốc,ngốn, tọng, chén”;
“chết,tử,toi,ngoẻo,hi sinh,từ trần,băng hà,toi mạng ...”这些词语中 ,词义褒贬不

同。汉语类似情形也很多。例如 :

 保护 (褒 )  庇护 (贬 )

 果断 (褒 )  武断 (贬 )

    (五 )注意词的文白、雅俗

翻译除了要转达原意 ,还应尽量转达原文的风格 ,故选词时应注意词的语体色彩

差别。原文是通俗的,译文便应选用通俗的词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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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h Hoµng ®· hy sinh v× Tæ quèc.
 Anh Hoµng ®· chÕt v× Tæ quèc.

用“hy sinh”一词具有庄重之意；“chÕt”一词具有中性之意。

再如,越语叫“khoai t©y”的,汉语科技文章术语叫“马铃薯”,而俗称说“土

豆”等。

原文是古文,译文也应注意选用古、雅的以及适当的语法形式。

三、词的搭配

词的搭配是指词与词之间的相互配合。例如,汉语的“作”可以与下列一些词语

搭配:

汉语 越语

序 可以说 能（v),否(x) 译文

１ 作报告 V Lµm b¸o c¸o

２ ～演讲               X DiÔn thuyÕt

３ ～决定               X Ra quyÕt ®Þnh

４ ～指示               X Ra chØ thÞ

５ ～斗争               X TiÕn hµnh ®Êu tranh

汉语可以讲“吃药”,越语却不能说“¨n thuèc”,而只能说“uèng thuèc”。汉语

可以讲“喝汤”,越语一般情况下却不能说“uèng canh”。汉语可以讲“打毛衣”,越语

却不能说“®¸nh ¸o len”,而要说“®an ¸o len”。

搭配不当,就会造成文字生硬 ,难懂或文理不通的现象 ,甚至还会造成谬误。有

时一字之差,有的尽管还是同义词 ,也会使含意完全改变。例如,汉语的“消除”（除

去不利的事物）和“清除”（全部去掉）：

 汛期,河水猛涨,民兵们日夜巡逻在河堤上 ,发现隐患,立刻消除。

 只用了一个小时,路面上的积雪就被卫生工人清除掉了。

再如：越语中的“ph¸t huy”,汉语中分为：（１）把内在的性质、能力和思

想、道理表现出来的叫“发挥”（如：～积极性、～优势、～智慧、～作用

等）；（２）指发展、提倡（传统、精神、作风等）的说成“发扬”。

四、词类的变换

为了适应译文的表达习惯、语法和修辞的要求 ,往往在翻译过程中改变某些词

的词类 ,转译为其他词类（例如,把名词改译为动词或形容词等）,这是很普遍的现

象。词类完全对等的翻译（如名词对译成名词、动词对译成动词等等）是不可能

的。机械地一律保留原文的词性 ,必然会违反译文语言的语法规律、表达习惯,也就

是谈不上什么忠实原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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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是语音的基本单位。在翻译中,正确用词是忠实表达原意的起码条件 ,也

是要做到译文通顺的起码条件。

这是词类转译中最常见、最大量的部分。例如：

 贷款 → cho vay (动), kho¶n vay (名)
 HÕt h¹n→满期 (动宾),期满 (主谓)
 储存资料→ cÊt gi÷ tµi liÖu (动宾), tµi liÖu cÊt gi÷ (名)

五、词的转译

词的转译就是不把汉语原文的某些词译为越语中与它相对应或比较对应的词 ,而

译为字面上相去较远甚至很远的词。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有时直译原文词义会使译文

生硬晦涩,或者含义不清楚 ,不确切,话说不透,严重地甚至曲解原意。这时就要撇开原文

的词面含义,改用别的词语。试看下列译例：

 C©y dõa kh«ng bá ®i mét chót nµo, ®Õ n mïn dõa còng lµ nguyªn liÖu cho c¸c tr¹i

trång phong lan. 椰树全都有用，甚至椰末也可供应风兰种植场作营养土。

“ngyªn liÖu=原料”转译为“营养土”才表达出作者的意思。如果直译为“原

料”反而变成模糊的。再如：

 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Ba th»ng thî da thµnh Gia C¸t Lîng.

“臭”转译为“th»ng”（普通的）,才表达出原意。如果直译为“thèi”反而

变成对劳动人民的诬蔑了。

六、词的抽象化与概括化

词的抽象化与概括化也属于词的引申处理法之一 ,但引申得比较有规律。

有些词在汉语原文中含义比较具体 ,比较形象。如在上下文中并不强调它的具

体名称或具体说明 ,则可以抓住它的主要含义 ,把它抽象化或概括化 ,用越语中含义比

较抽象或概括的词来表达。有些形象词语如无法译出或译出后无法理解 ,不符合越语

表达习惯,也应加以抽象化。例如：

 我们的同志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

这里“眼睛不亮”是指“kh«ng cã tÇm nh×n xa”,如果译成“m¾t kÐm”,读者看了

会有百思不得其解。(汉语“眼睛”表示视觉,“耳朵”表示听觉。可以说“某人眼

睛不好”、“耳朵不行”,这时“眼睛”应译成“m¾t”）。

 他们的斗争是得人心的。

“人心”在这句话里被抽象化 ,译为“nh©n d©n ñng hé”（人民的支持）或“nh©n

d©n ®ång t×nh”（人民的同情）。

七、词的形象化与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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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抽象化、概括化的反面,就是词的形象化、具体化。它是提高译文质量的

一个重要手段。在汉语中,有些常用词含意很广,比较笼统概括 ,可以与不少词搭配使

用。这些词在译成越语时 ,往往可以根据上下文具体情况 ,根据与之搭配的词含义 ,用

越语中一个比较具体的词来译 ,有时则可以用越语形象化的词语来译。例如：

 现在三来一补的形势越来越普遍。Ngày nay hình thức tam lai nhất bổ ngày

càng phổ biến.

要想人们理解这种形势应该解释“三来一补”本身所包含的内容。这句话

该译为：“Ngày nay bốn hình thức phát triển kinh tế trong hoạt động hợp tác kinh tế với

nước ngoài của Trung Quốc là nhập nguyên liệu sản xuất theo mẫu mã của khách hàng,sản

xuất với nguyên vật liệu của họ và hoạt động mậu dịch bồi hoàn ngày càng trở nên phổ

biến.”

 按规定,旧衣着和旧的床上用品不准邮寄进口。Theo quy ®Þnh, quÇn ¸o cò vµ

ch¨n, ga, gèi, ®Öm…kh«ng ®îc phÐp göi tõ níc ngoµi vÒ qua ®êng bu ®iÖn.

“床上用品”这里具体化译成“ch¨n, ga, gèi, ®Öm…”。

思考题：

一、辨明词义时要注意什么？

二、什么叫做词的搭配？请用汉语和越语中的译例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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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形象词语、成语及术语的译法4

一、形象词语的译法

形象词语是指一些利用事物的相似特点 ,通过具体形象来比喻某种事物的词

语。运用形象词语可以使语言更生动 ,更富有表现力 ,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因此,

它是一种更重要的修辞手段。

在翻译实践中 ,形象词语是比较难处理的语言现象之一 ,它关系到如何确切地再

现原作的艺术形象、风格与神韵的问题。

汉语和越语都有丰富的形象词语。但,形象比喻的运用 ,往往与人们的风俗习

惯、社会历史环境、文化等因素紧密相连。中国与越南在这些方面的差异 ,决定了这

两种语言在形象词语的运用上有所不同 ,这是我们在翻译形象词语时应当注意的。

形象词语的译法主要有三种：

（一）保留形象

汉语所用的形象与越语惯用的形象恰好一致时 ,自然便于直译。如果直译后能使

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大体上相符的联想 ,一般也应当直译,以便使读者能更好地领会原

作的思想与风格。

汉语常用的“糖衣炮弹”若采用直译法处理 ,译成“viªn ®¹n bäc ®êng”,也很

成功。再如：

 他讲完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ng ta ph¸t biÓu xong,  c¶ héi trêng tiÕng

vç tay vang lªn nh sÊm.

以上的译例均保留了原文的比喻形象 ,从而保留了“异国情调”,有利于读者对原

作风格的了解。形象词语有的为明喻 ,有的为隐喻,译文采用直译保留形象的方法 ,如

实地传达了原文的修辞效果。

（二）改换形象

由于文化、社会历史环境和表达习惯的差异 ,有时同一形象在中国人和越南人脑

海中会引起不同的联想 ,甚至使他们产生误解。例如,汉语的“牛”用来比喻力气大的

（褒义）,而越语的“bß”却用来比喻“愚蠢”（贬义）。因此,直译形象引起误解。

4人名、地名译法,请参阅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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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考虑换用译文中喻指同一含义的形象词语 ,来达到准确传递原文信息的目的。如

果译文中找不到表达同一形象词语 ,保留形象有困难,便放弃原文形象。例如：

 他一身是胆。

汉语中的“胆”可喻指“勇敢”,而越语中却只能使人联想到“ngò t¹ng trong c¬

thÓ nh: gan, mËt…”,故换用越语中的“dòng khÝ”就能收到相似的修辞效果。再如:

 亡羊补牢 mất bò mớI lo làm chuồng

越语中,“bò”人们非常熟悉,故改换形象来表示。再如：

 雨下得特别大,我们又没带雨伞,个个都淋得像落汤鸡似的。

“落汤鸡”越译时,形象必须改换译为“chuét lét”,其因类似。

(三 )放弃形象求意译

汉语有的形象比喻无法直译 ,在越语中又找不到别的同义的形象词语来表达 ,这

时就只好放弃形象,用普通的词语把原文含意表达出来。这样看起来似乎有所失 ,但勉

强硬译,反而会弄巧成拙。还有的形象词语成为成语后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形象意义 ,也

往往要意译。例如：

 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 ,这里大有文章可做。Chóng ta cã thÓ lîi dông m©u

thuÉn cña chóng ®Ó rªu rao trªn b¸o chÝ.

再如：

 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

（毛泽东）

“长角”在越语也有“mäc sõng, c¾m sõng”这个同义词。而越语“c¾m sõng”

是指对丈夫（或妻子）不忠,因此用“c¾m sõng”便会引起不好的联想。译文该用

“cã sù cøng r¾n”,就不会产生误解。

有时在基本保留原文形象的同时 ,可以撇开原文的个别字 ,而选用译文习惯的表

达方法。例如：

 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周恩来）Trung Quèc lµ mét miÕng måi ngon, ai

còng muèn ¨n.

如果把“肥肉”直译成“thÞt mì”反而令人有厌恶之感。

以上是翻译形象词语的三种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有时还采用意译与直译相结

合,意译与改用越语惯用形象相结合的方法 ,但实际上只是上述三种方法的延伸。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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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中,不能简单地肯定哪一种就绝对好 ,哪一种就绝对不好。即使是同一个形象词

语,在不同的上下文中,由于比喻的对象不同 ,译法也会不同。

 各地条件和情况不同,改革不能“一刀切”。

“一刀切”是汉语特有的形象说法 ,直译反而说不清楚 ,不如意译为“tiÕn hµnh

nh nhau”。

二、成语、谚语的译法

成语、谚语是人民中广泛流传的 ,表达某种思想的固定词组 ,往往包含有生动

的形象比喻,结构对称,音律协调,节奏鲜明。

汉越两种语言中的成语、谚语十分丰富,它们作为各自民族文化财富的一部分 ,

从各方面反映出该民族的生活哲理、风俗习惯、道德行为准则、社会历史经验等。

这些成语、谚语常包含丰富生动的形象和恰当的比喻 ,喻义含蓄,耐人寻味,并且有多

方面的修辞特点。因此我们在翻译时,一方面要如实地表达出它们的喻义 ,另一方面又

要尽可能地保持它们的生动形象比喻、丰富的联想含义 ,以及它们的民族地方色彩。

由于汉越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形象比喻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汉越成语、谚语互译实

在是一项有一定难度的创造性工作。

汉越成语、谚语互译前,要透彻了解原意 ,抓住汉越成语、谚语在上下文中表达

的中心思想。由于汉越成语、谚语是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惯用说法 ,有的形象比喻以失

去原意。如果只从字面去了解 ,往往会弄出笑话。例如,“胸有成竹”,整个含意是：

处理问题之前 ,心里已有了主意 ,有成算。这个“竹”字的比喻,已经失去了原义。再

如,“水深火热”是形容生活极端痛苦 ,其形象比喻,也不可机械地从字面上去了解。

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成语、谚语同文学作品、诗歌一样是语言的精华，

富于色彩的语言形式，一般具有生动形象、喻义明显、富于哲理的语言特征。在一

定程度上，成语、谚语反映民族的文化特点。因此，翻译成语、谚语时，仅仅以语

言之间词汇的同义性（等价性）为前提，寻求对等的表现是不够的。译者须较多运

用译语的表现手段，力求能再现原文成语、谚语的语言风格和丰富内涵。只有多注

意成语、谚语字面以外所特有的语言内涵色彩，才能使译文讽喻得当，宜于说理，

又不失原来成语、谚语所具有的语言形象。

某些越南成语、谚语和汉语成语、谚语在表现形式和含义方面是一致的或基

本一致的。翻译这些成语、谚语时，可借用与其喻义相同或相近的成语或谚语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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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译。这样不但可以比较好地保持原文的神韵和形式，又使译文易于为读者或听者

接受。如：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sai mét li ®i mét dÆm

 隔墙有耳。 tai v¸ch m¹ch rõng

有些成语、谚语虽然在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方面和其相对的汉语成语、谚语

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异，而且所比喻的事物并不一样，但他们的喻义却相互吻合，而

且表达方式也很相似，翻译这些成语、谚语时，常常需要“易其形式，存其精

神”，即采用形象近似的成语、谚语意译。这样可使译文既喻义明显，又含而不

露，且可再现原文所具有的语言效果，容易达意。如：

 孤掌难鸣。 Mét c©y lµm ch¼ng nªn non，

Ba c©y chôm l¹i nªn hßn nói cao

 新陈代谢 tre giµ m¨ng mäc

有些汉语谚语意在言外，语言含蓄，寓意深刻。如果仅从字面意义直译成越

语，而不领会原文的具体含义及其效果，译文势必平淡无味。这样既不能表达意

思，又有损于原文的语言形象和丰富内涵。因此，在翻译时，应在越语中寻找那些

与原文喻义相同或效果相似的成语、谚语或俗语来表达，则会使译文形象生动，准

确达意。试比较下列各译例。

 纸包不住火如译成“sù viÖc cuèi cïng råi còng bÞ b¹i lé”，不如译成“mµn  tha

che m¾t th¸nh”。

 初生牛犊不怕虎．如译成“nghÐ con kh«ng sî hæ”，不如译成“®iÕc kh«ng sî

sóng”

如果所要翻译的成语、谚语喻义清新，形象逼真，按其字面直译其意，就能

表达出原文的喻义来，则可直译。这样做既能较完整地保存原文的表达方式，且又

可丰富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一举两得，请看下面的译例。

 一帆顺风 ThuËn buåm xu«i giã

 人面兽心 MÆt ngêi d¹ thó

总的来看,成语、谚语的翻译一般可分以下四种译法：

（一）利用译文的成语、谚语：

这又可分成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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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应法（也称觅同法）

即选用译文中含义形象和比喻形象与译文都一致的成语。

 先责己后责人 Tiªn tr¸ch kû hËu tr¸ch nh©n.

 先学礼后学文 Tiªn häc lÔ hËu häc v¨n.

在越语中,一小部分成语 ,其含义和使用的形象比喻 ,若“不谋而合”与汉语一

致,翻译时可以直接使用。这样既可忠实地表达原文内涵 ,又可使译文不失成语、谚语

的形式和特点。例如：

序 汉语 越语

1 一帆顺风 ThuËn buåm xu«i giã

2 一朝一夕 Mét sím mét chiÒu

3 隔墙有耳 Tai v¸ch m¹ch rõng

4 人面兽心 MÆt ngêi d¹ thó

5 先斩后奏 TiÒn tr¶m hËu tÊu

6 伤风败俗 §åi phong b¹i tôc

7 时世造英雄 Thêi thÕ t¹o anh hïng

8 挂羊头卖狗肉 Treo ®Çu dª, b¸n thÞt chã

9 大鱼吃小鱼 C¸ lín nuèt c¸ bÐ

10 大虫吃小虫 C¸ lín nuèt c¸ bÐ

值得一提的是 ,有些译者套用译文现成的成语、谚语来翻译,其实不尽妥当。

比如,把译文典故硬栽进,代替原文所说的典故 ,弄成“牛头不对马嘴”的。

２、换用法

原文中不少成语、谚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比喻形象独特 ,哲理深刻 ,立意新

颖。对于这类成语、谚语应该尽量保留它们的特色 ,采用直译法。当然这种直译法与

一般文章的直译是有区别的。成语、谚语的直译,一方面要将原文中的形象比喻创造

性地移植到译文中去 ,保持鲁迅先生所主张的“洋气”、“异国情调”,以丰富语言的

表达方法；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保持成语、谚语的韵味,译出来的句子要像原文的成

语、谚语的句型结构,简明易懂。这就要求译者精心磨练词句 ,酌情进行适当的加工。

有的译文成语、谚语,尽管形象比喻与原文成语、谚语不同,但却表达同一个含

义。这种成语、谚语在翻译时可以借用。例如：

序 汉语 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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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Vá quýt dµy cã mãng tay nhän

2 路遥知马力, §i l©u míi biÕt ®êng dµi,

3 日久见人心 ë l©u míi biÕt con ngêi cã nh©n.

4 爱屋及乌 Yªu chim yªu c¶ lång

5 虎头蛇尾 §Çu voi ®u«i chuét

6 杀人如麻 GiÕt ngêi nh ngãe

7 一手遮天 LÊy thóng óp voi

8 亡羊补牢 MÊt bß míi lo lµm chuång

 (二)用形象比喻译出

在可以理解的情况下 ,一般应尽可能直接复制原文形象 ,以便让读者更好地领

会。当原文成语、谚语在译文中找不到成语、谚语时,可以复制原文形象,或者改变原

文形象而用译文中习惯用的形象来表达。例如：

 各种中小型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兴办起来。C¸c nhµ m¸y võa vµ nhá mäc lªn

nh nÊm.

 属爆竹的一点就炸（tÝnh）nãng nh löa

 唾5手可得 dÔ nh trë bµn tay

 花言巧语 ngät nh mÝa lïi

（三）用普通词语意译

原文成语、谚语,若无对应的译文成语、谚语,又不能形象译出 ,只好用普通词

语意译,而不能片面地为保留形象采用直译。对于这类成语、谚语,我们采用意译、替

换形象来表达。这种方法是作为直译法的一种补充,而不宜滥用。例如：

 孤掌难鸣。我一个人成得了事？Mét c©y lµm ch¼ng nªn non , ba c©y chôm l¹i

nªn hßn nói cao. Mét m×nh t«i th× lµm g× ®îc.

 有了这些设备,这次试验一定马到成功。

“马到成功”是战马一到就得胜利的意思 ,但这句话该译为“nhÊt ®Þnh th¾ng

lîi”。

（四）直译加注

有时为了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 ,一些含有典故的汉语成语也可以直译 ,但为了便

于读者理解,需要加注。这种译法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以少用为好。例如：

5 Tu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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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程万里—— t¬ng lai x¸n l¹n (chim ®¹i bµng cã thÓ bay hµng v¹n dÆm)

 跑了和尚跑不了寺——cã ch¹y ®»ng trêi (hßa thîng cã thÓ ch¹y khái nhng

miÕu th× kh«ng ch¹y ®îc)

以上介绍了成语的几种常见译法。必须指出,即使同样一个成语,在不同上下文

中,应该采用哪种译法,也需根据具体场合,认真斟酌。

 情人眼里出西施6——yªu chim yªu c¶ lång/ yªu em yªu c¶ ®êng ®i lèi vÒ .

总之，即使像成语、谚语这样孤立的语句，翻译时也需尽一番揣摩切磋之

功，否则译文就可能与原文“貌合神离”，文不达意。译事艰辛也许正在于此。

三、术语(adnex)的译法

术语是各门学科(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为确切表达本领域内的概念而创

制和使用的专门词语。其意义要求反映所研究事物的本质特征,所以必须同科学概

念相一致。科学术语具有单一性和统一性的特点,即不能是多义的,也不应该有同义

词,否则会给科学研究带来很大的不便。对同一客观事物,在专门学科和日常生活中

可能用不同的词来表示,如”汞”(化学术语)–– “水银”(一般词语), “马铃薯”(植物术

语) –– “土豆”(一般词语)。术语的翻译可分为:

       1、意译

这是最普遍的译法。例如：

序 英语 汉语 越语

1 computer 计算机／电脑 m¸y tÝnh

2 contract 合同 hîp ®ång

3 On-line 上网 lªn m¹ng

4 Internet 互联网 internet

5 e-mail 电子邮件 e-mail

6 Website 网址 ®Þa chØ trang web

7 Елка 圣诞松树 c©y th«ng N«-en

8 Дед Мороэ 圣诞老人 «ng giµ N«-en

9 Русская эима 俄罗斯之冬艺术节 Fstival mïa ®«ng Nga

       2. 音译

6 T©y Thi, mü n÷ mµ ViÖt V¬ng C©u TiÔn d©ng cho Ng« V¬ng Phu Sai.VÒ sau ngêi ta coi nµng lµ ®¹i tõ

chØ ngêi ®Ñp



6.第三章翻译处理 -112 105 11/26/2006
***************************************************************************************

音译法适用于翻译新发明的科技产品与材料的名称。音译时,要尽量简短,避免

译名过长。在选择方面,若能既对准音又顾及义 ,当为上乘。例如：

序 原文 汉语 越语

1 водка 伏特加 Vèt-ka

2 Whisky 威士忌／威斯基 Whisky

3 Pentium 奔腾 pentium

4 Ampere 安培 ampe

以前音译过来的术语 ,有些一直为人们所使用。这些音译术语之所以能够长

期保留下来,其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由于长期使用 ,已成习惯。例如：

 尼龙   nylon、尼古丁 nikotin、凡士林 vaselin等。

还有一种是由于音译颇为成功 ,所用汉字不但对准了音 ,而且顾及了义,能够使

人联想到术语所指事物的特点。例如：

 雷达   rada等等。

此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译名简短易记 ,优于冗长(rong3chang2)7的解

释性意译,试比较：“sonar”的翻译：

 声纳 （音译）

 声波导航和测距设备 （意译）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使用这些术语时 ,不感到别扭,不一定要另找别的词语进行

意译了。

但是,音译毕竟有它的不足之处 ,就是不能见词明义。所以有些词语的音译已

经逐渐被意译所代替。例如：

序 原文 音译 意译

1 Laser 莱塞 激光

2 Tobaco 淡巴菰 烟草

3 Telephon 德律风 电话

4 penicillin 盘尼西林 青霉素

5 Picnic 辟克匿克 野餐

6 Film 啡啉 胶片

科技用语在词汇方面受外来语的影响很大 ,特别是新兴学科和发展较快的学科

中,新出现的专业术语里外来词日益增多。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飞快增长的科技知识

与信息所需,另一方面还由于受科技术语国际化发展的影响。例如,计算机专业术语里

的 hardware(硬件)、software（软件）,以及 bit（位）等等,已由英语词汇变成了国际化

7 rêm r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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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术语。为了便于国际间的科技交流 ,国际标准化组织还致力于使各国语言中的科

技术语“在概念、表义方式与书写形式几方面接近”。例如：

序 英语 法语 俄语

１ t ex t t ex t e t e ks t

２ d i s c ou r se d i s c ou r s d i s ku rs

       3 .音译兼意译

例如：

1 c l ub 俱乐部

2 v i t ami n 维他命

3 t a ng o 探戈舞

4 c a r d 卡片

5 b e e r 啤酒

6 c i g a r 雪茄烟

7 i n t e rn e t 因特网

8 g o l f 高尔夫球

4 .音译加注解

为了克服音译术语不能见词明义的特点 ,对于初次音译成汉语的术语 ,最好应

加以解释说明。解释的话较长时,亦可直接用括号于音译术语之后。例如：

 сарафан→撒拉凡 （俄语俄民间妇女服装）

 горько →苦啊（俄语婚礼上来宾要求新郎新娘亲吻 ,用甜蜜的吻解脱过日

子的辛苦）

 rada →雷达（英语利用极短的无线电波进行探测的装置）

 pentium “奔腾”（英语因特公司生产的 CPU芯片）

在科技翻译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外来词。这些外来词大多数在汉

越双语词典中都查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人员往往只能借“他山之石”,以攻

“顽玉”,即求助于他种语言的词典。现代科技汉语中的外来词,大多来自英语。遇

到从英语来的外来词汉越双语词典中没有时,就需要查阅英汉或汉英词典。

四、新词的译名

外语中的新词找出妥帖的越语对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因在于，许多新词所

表达的概念在越语中无对应物，更无对应词可寻。因此，要求翻译者把新概念和新

词语同时介绍过来，其难度可想而知。新词翻译虽难，但又是人人可为的事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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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名称难免五花八门；如 PIZZA 一词，民众称之"比萨饼"，词典家译作"皮条饼

"，商家名之为"必胜客"。又如 VIDEO CD 港台称影碟，大陆厂家称视盘，而口语

中更多听到的则是 VCD。同一外来词拥有３个汉语译名的算不得稀奇，

cellular telephone 就有雅俗优劣但不相间的６个译名：移动电话、无绳电话、大哥

大、手机、携带式活动电话、蜂窝式电话。

译名太多无疑会造成语言的混乱，但语言有其自身的规律优胜劣汰。优

秀的译名经广泛传播会在语言中存活下来，而劣质译名大多行之不远。当然这也不

是绝对的。就拿"大哥大"这个译名来说，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与 cellular phone 毫无

关系，而且" 出身"也个好，但因为这种通讯工具出现时尚未出现更好的译名，使这

个"出身不好"的名称得以流行多年。不过随着"移动电话"和"手机"一文一白两个名

称的出现，"大哥大"最终将退出历史舞台。又如 taxi，有"出租车"、"计程车"和"的

士"等名称。 有文字专家认为，"出租车"容易与"不提供司机的出租汽车"相混淆，"

的土"是粤语方言对 taxi 的蹩脚音译，而"计程车"则是语义贴切的佳译。但在现实

语言交际中，"出租车"是正式名称。"计程车"始终未能远播，是方言词，"的士"不

仅自身在口语比中十分流行，还衍生出"打的"、"面的"。"摩的"、"板的"'、"的哥儿"

等词汇。"的"字俨然成为多产的构词语素。

由于词典在读者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在译名从无到有以及优胜

劣汰的过程中，词典编纂者理应起到积极的作用 --或创造出优良的译名，或把好的

译名收入词典。

翻译问题存在一定分歧，一些学者对创造新的对应词持谨慎态度，认为"'对于

文化局限词 '，外汉词典的编纂者的首要任务是要将它们解释清楚，其次再考虑给它

们创造一些新词。但如果理据不足应该作罢，否则有损译文的规范性。通常存在以

下几种问题：

１．译名太长，或者用解释性句子充当译名，如：

 (1) Cobra n. 攻击地面力量的双人直升飞机 .

 (2) Collocate vb.出于防御目的而强迫平民居于军事目标附近

２、译名不合汉语习惯、语体、词性、词义范围等配译失当 , 如:

 (1) Doggie-bag狗食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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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Disk drive n．软盘驱动器

“doggie-bag” 指餐馆将剩菜给顾客打包带回用的袋子，带回的食物未必喂

狗。doggie(小狗)在英语国家的人眼里也是十分可爱的形象，译名"狗食袋"似太粗

俗。建设性的提议是译成"打包袋"。第二例既无译名，释义也太不清楚，若以此类

推，"狗"和"猫"都可译成"一种动物"，编纂词典未免太容易。第二例 disk drive 应

译成"磁盘驱动器"，它包括软盘驱动器和硬盘驱动器两种。第四例的译名让读者很

难理解成名词。

3、与社会通用名或专业术语不符，如：

(l) Click n．＆vb.．按鼠标上的按钮（术语：点击）

(2) Hit parade n．风行曲目集锦（通用名：排行榜）

如果编者不顾语言中已经确立下来的译名而盲目乱译，只会贻笑大方。

4．对一些新词在尚未搞清真实含义的情况下，应避免匆匆给译名，以免以讹传

讹。

对于汉语中尚无对应词的，应在深人理解原词的基础上，尽量创造出符合语

言习惯的对应语。如果编者创造的译名有独到之处，是完全可能被读者接受的。

分析译名的混乱情况，大致有以下八种情况：

(1) 没有标准

(2) 译者粗心大意

(3) 译者各行其是

(4) 编者注意不够

(5) 人名地名从别种文字转译

(6) 俄文词尾变化

(7) 自我作古

(8) 没有参考旧的译名

五、英语人名地名翻译须知

英语人名、地名，有工具书可查，中国全国统一，读者方便。中国出版的

《新英汉词典》《英华大词典》正文中都列有英美等国家的重要名。《新英汉词

典》附录里有常见英美姓名表；近年出版的《辞海》后面附有“外国人名译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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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此外，有辛华编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和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

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出版）《法语姓名译名手册》以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德语、罗马尼亚语、日语等姓名译名手册。如仍然查不到，可以借用上述工具书中

含有相同音节的词条中的汉词拼组。

如 Spoited Tail 这个人名，《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中没有列入，但倒有包含

相同音节（或音素）的词。Spotted Tail 一词，可参考 Spotts（斯波茨）与 Olmste

（奥姆斯特德）取前者的首音节与后者的尾音节，组成“斯波特德”。Tail 一词可

参照 Tailor(泰勒)译为“泰尔”，全名可译为“斯波特德·泰尔”。

假如必须自译，有几点要注意：

（1）要用中国出版物沿用已久的名词，不要另起炉灶，人名如“罗斯福”，

“伊丽莎白”等，地名如“洛杉矶”等。

（2）用音译，慎用意译及以音谐意，如人名Wall，sleep，译成“沃尔”与

“斯利普"不可译成“墙（墙壁）”与“睡（睡眠）”。地名 Longbridge，

Pleasant Hill，译成“朗布里奇”，“普莱曾特希尔”，不译成“长桥”，“令人愉

快的山”。

（3）人名中姓和名（及教名）之间，用圆点间隔，如 John Thomas Smith “约

翰·托马斯·史密斯”。姓氏前有 Jr 译成“小”以示与其祖父相区别，地名若有两

个词，则不间隔，如 Las Animas“拉斯阿尼马斯”。

（4）具有较明显的外来民族特征的姓名，按原民族语言译音，如 Skolovski

“斯克沃夫斯基”（波兰语发音），其余按英语发音习惯处理，如 Skolovsky “斯科路

夫斯基”（英语发音）。

（5）用中国普通话发音，用规范的、通俗的汉字。

六、国际贸易中商标的翻译须知

商品的商标如同人的名字，是代表商品的符号，并随着商品交流的扩大而声

名远扬。许多国际著名的商标已经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和巨大财富。成功的商标离

不开以下一些特征：

(1)、符合商品特性；

(2)、具有象征意义，易使人产生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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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便于记忆；

(4)、朗朗上口，等等。

在国际商品贸易不断增长的今天，商标也日益具有国际性。从一种语言到另

一种语言，商标的翻译既要保留原文的精华，又要符合消费者的商标心理。与其他

翻译不同的是，上述目的要在对一个词语的翻译中实现，这就需要运用语言，营销

以及美学方面的综合知识。在翻译的过程中可通过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作法，注意

选择音色与意义都与原丈较为贴近的字词以达到满意的效果。下面从几则成功的译

例谈起。

较为著名的范例要数美国的 Cocacola，它被译成“可口可乐”，既保持了原

词的音节和响亮，又使人一听便知是饮料商标。这就把原来本无特定含义的词译得

有声有色，令人间味无穷，可以说译名的效果超过了原名；而且“”可乐”已经成

为现代社会中饮料的代名词，可见其译名在文化中的渗透力。

再如举世闻名的男子服饰商标 Goldlion，意译本是“金狮”，但译者为使商

品更添富丽堂皇的气派，并满足人们渴望吉利、追求豪华的心理，将 gold一同保留

意义；而 lion 一词来取音译手法，两者结合在一起便有了驰名全中国的“金利来”

商标。不但气派恢宏，而且含义大吉大利。尽管和原意不尽相同，但其宗旨、作

用、效果是一致的。

大家所熟悉的美国运动系列商品 Nike。音标为［' naiki：］，本意是希腊神

话中胜利女神的芳名，但若按音译为“奈姬”或是“娜基’’之类，很多中国的消

费者便会十分费解，不知其意。译老在翻译时模仿其音节，并考虑到运动服装应该

具有经久耐磨损的特点，将它译成了“耐克”，既有坚固耐穿的含义，又包含了克

敌必阻的意思，这样与原意胜利女神也不谋而合。

从审美心理上讲，人们一旦进入节奏感的欣赏或是感知当中，就会产生一种

期待的心理。诸如诗歌中的押韵，文章中的排比，摄影构图中物体的重复等等，都

是对这种心理的满足，同时也是使自身富有美感的手段。

事实上，商标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这种心理。译名不仅在字数、音

调，平仄上有要求，而且在意义上的要求更高，这决定了译名的成败。笔者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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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材积累中，发现许多译名只注意到一个方面，而忽略了两者的结合与搭配，。

故常显得令人莫名其妙。

Pizza Hut如今译成“必胜客”，在意义上脱离了快餐的味道，在膏色上丧失

了中国人对其原有的熟悉与亲切感。倒不如译成“比萨饼”实在，“比萨”是音

译，“饼”用来描述食品的种烫；这样既可表达意大利是该美食的故乡，又能借助

比萨斜塔的声名唤起食客对意大利美丽风光的联想。

在商标译例中，可归纳出一些成功译名的经验和失败译例的教训，拟提出如

下可在翻译商标时参考使用的技巧。

（1）、省音。外文商标在译成中文后多易采用两字或三字的形式，双音节

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时代的发展趋势；三字商标则多起源于中国传统的老字

号，如“同仁堂，“稻香村”等。因此中文译名可减原名的多音节为二字或三字商

标。如McDonald’ 译为“麦当劳”。

（2）、加字。在译出原名的主要音节后，可根据需要加上符合商品特征或

是关键意义的字，以突出产品的宣传性，吸引消费者。如 Rock 唱片译为“滚

石”，Power 香皂译为“波尔肤”，Colgate 护齿洁齿系列商品译为“高露洁”等。

当然在加字时一定注意所加的字在意义和音色上都要与原文商标相宜，否则就会圆

蛇添足，多而不当。

（3）、字眼的选择可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原名的音节，寻找切合商品的字

词，而不要拘泥于在音色上的相似和模仿，如 Ricon 译为“理光”、Canon 译为

“佳能”，两者都是摄影和复印器材的商标；

Seiko 钟表译为“精工”、Comfort 衣物柔顺剂译为“金纺”、Reebok 运动

服装译为“锐步”等。有趣的是 Dove 这一商标，既是香皂的品牌，又是巧克力的

商标，译者在翻译时只能是采取不同字眼的选择来加以区分，前者译作“多芬”，

取其润肤芬芳之意；后者译为“德芙”，配合其广告词“牛奶香浓，丝般感受”。

同样的道理，中国产品的商标在译成外文时，也要兼顾外国消费者的文化

习惯和审美心理，不能简单地音译或是意译了事。前些年我国译者在译出口产品商

标时，对于这－点考虑得并不多，于是才出现了把“白象”电池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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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Elephant，结果在美国市场上无人间津。原来在英语中 awhite elephant 是

“无用而累赘的东西”。再如“帆船”地毯，也是传统出口产品，译成 Junk，遭到

同样的命运，后改译为 Junco 才幸免于难，原因是 Junk 除了帆船之意外，还有垃

圾，破烂的意思。比较成功的译例有：

“乐凯”译为 Lucky；“肤美灵”译为 Skinice，体现护肤品特色；“百乐

美”饮料译为 Belmerry。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产品的商标是质量的象征，是产品形象的代表，又是知

识产权，不仅在起名时要倍加斟酌，在翻译时更需慎之又慎。因为商品商标的遁名

好环也关系到企业的国际化形象和能否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打响。

当然，商标的翻译绝不是简单的问题。有时好的译名也有自然天成的味道，

商品生产经营者和翻译工作者的注意，即在翻译商标时是大有文章可做，可以精益

求精的。

一种好的商品，加上一个动听上口的名字，无异于锦上添花，魅力无穷。在

名牌意识业已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要在商标的翻译上下一番功夫
8

七、哪些翻译不能“翻”只能查呢？

(一)、专有名词

8
笑论阿拉伯名： 阿拉伯人并没有姓，而是采联名制。涉嫌 911恐怖攻击事件的宾拉登全名为：奥萨

玛.宾.拉登(Usama bin Laden) 其中 Usama 是他的名字，bin 等同英文中的 of Laden 是他爸的名字。

翻译成中文就是：他是拉登的儿子名叫奥萨玛。 最近认识了一些阿拉伯，有一个他爸叫 Chilin，他

名字叫 Shomi 所以他全名叫：Shomi bin Chilin 翻译成中文叫小美冰淇淋。 另一位叫 PiaoFu，很酷

的名字，他爸叫 Cafey，所以全名叫 PiaoFu bin Cafey，翻译成中文叫飘浮冰咖啡！ 最后一个叫

Shanmi他爸叫 Sa全名就是：Shanmi bin Sa，所以中文应该翻译成酸梅冰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