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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来是“专有”的，便必须专名专用，一一对应。我们在翻译中常遇到的专

有名词有：

1、单位名称

译例 1：Chương trình phát triển của Liên hợp quốc (UNDP//联合国计划开发 署),

Quỹ phát triển nông nghiệp quốc tế  (IFAD//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组织), Tổ chức nông

lương của Liên hợp quốc (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Quý cao uỷ Liên hợp quốc về

người tị nạn (UNHCR//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 Tổ chức văn hoá, khoa học và

của Liên hợp quốc (UNESCO//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理论上讲，所有的单位名称都应该专名专译，这样才不知产生混乱，但实际

上，由于国际化程度仍处于基础阶段，拥有约定俗成的英文定译的单位还是少数。

2、地名
中国的地名译名体系由于一直存在着是全拉丁化（即将整个地名全部用汉语

拼音来表达）还是采用英译名（即专名部分用拼音，通名部分用英译）的争论，所

以难以避免地一直混乱下来，民政部门坚持地名拼音化，而且把它抬高到维护民族

尊严的高度，所以至今，中国各地能看到英文路标极少，既使有也是错误百出，因

为是偷偷摸摸的，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面对这种情势，搞翻译的想统一

也难，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但是，作为一个富有敬业精神的翻译，在翻译一个地名前，最好还是到

GOOGLE 中查查，有没有官方定译，如没有，再看看有没有最普遍的译法，尽量采

用多数人使用的译法。

翻 译 “ 金 茂 大 厦 ” ， 这 幢 中 国 第 一 高 楼 在 网 上 流 行 的 译 法 有

Jinmao Building, Jinmao Mansion, Jinmao Tower 等三种，用哪一种呢？找到中国

金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网站，作为金茂大厦的业主，在这个网站中出现的金茂

大厦英译名当然就是官方定译了，所以按这个原则选择 Jinmao Tower。

3．人名
中国人名的翻译相对简单些，译名现在通行的方法是采用汉越音（或拼

音），只要他本人没有自备英文名，或者就是有英文名（象时下很多白领之类的）

但其英文名在国外流传不广的，都不妨用汉越音（或拼音），但对于在国外英文名

流传甚广的，象丁垒(William Ding), 张朝阳(Charles Zhang)，以及历史名人、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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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等，还是要查，否则可能无法对号入座，对中国周边国家采用汉字作为姓名

的，如日本、韩国、越南等的人名，更是非查不可，否则一定会驴唇不对马嘴。

(二)、外来词或外来句

除了专有名词外，有些外来词或外来句也是不能乱翻的，一定要按“从哪里

来，回哪里去”的策略溯（su4）源到其英文原文，随著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国际科技、法规、标准、贸易方面的信息译成中文在中国国内传播，这

些信息有些以词的形式，有的以句子的形式，有些乾脆就整篇整篇地在国内广泛引

用。

如果说过去由於闭关锁国，有“本国特色”的东西很多，译者只能站在主观

立场“自由翻译”，但是近几十年来，随著经济和社会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越来越

高，平时遇到的文本其实基本上都可在国外找到其“原身”或影子，有好多有关质

量、技术方面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国外数据的翻版，此时，要想拿出好翻译，

查找“原身”才是根本。

有了网络，使得“查”译变得切实可行，而现在又出了个“中国译典”，纯

粹就是为“查”译而制造出来的，虽然“译典”现在还处於雏形阶段，但其意义和

价值却非同常规。好翻译是查出来的，而不是翻出来的，要成为翻译高手，先成为

一个查询高手！

思考题：
一、 形象词语译法主要分为哪三种？

二、 成语的翻译主要分为哪四种方法？

三、 翻译新词有什么要求？

四、 请说你对人名地名翻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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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若干句子成分的译法

汉语句子成分的划分 ,总的来说,和越语大同小异。因而,一般地讲不构成翻译上

太大的困难。但汉语有的句子成分有自己的特点；有的句子成分本身是越语所没有

的。这些情况在翻译时是必须注意的。所以本章准备分析一下汉语若干句子成分的

译法。

一、主谓主语的译法1

汉语句子的主语有时本身是个主谓结构 ,我们把这种结构叫做主谓主语。例如：

 我们两个人住一个房间也好。Chóng t«i hai ngêi ë mét phßng còng ®îc.

 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就来问我好了。VÒ sau cã ®iÒu g× b¹n cø viÖc ®Õn hái tí, thÕ

lµ ®îc råi.

再如：

 Mü thua lµ ®iÒu tÊt nhiªn.美国必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译文里主语照样保持主谓结构。这是一种保持对应结构的译法 ,

有时主谓主语比较复杂 ,也可单独译一句 ,然后再用某种代词代替它 ,和原句谓语

配合另组一句。例如：

 各项建设尽量不占用或少占用已经开发的耕地 ,就显得格外重要。C¸c h¹ng

môc x©y dngkh«ng chiÕm dông hoÆc chiÕm dông tèi thiÓu ®Êt canh t¸c ®· ®îc

khai th¸c, ®iÒu nµy tá ra hÕt søc quan träng.

二、主谓谓语的译法

汉语有的句子谓语本身又含有主语和谓语两部分 ,是个主谓结构 ,或者叫小句。

这种句子叫做主谓谓语句。为了区别全句的主语、谓语与谓语里的主语、谓语,我们

把前者称为大主语、大谓语,把后者称为小主语、小谓语：

大谓语＝小主语＋小谓语

这类句子中,大主语和小主语或小谓语之间在意义上有一定的关系。下面就根

据它们之间的关系分别说明这种句式的译法。

（１）如果小谓语是个形容词谓语 ,或是个由数词构成的名词谓语 ,则可译为

大主语+ cã +小主语 这样的格式。例如：

1 Trong tiÕng ViÖt gäi lµ c©u phøc thµnh phÇn  (chñ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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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体健康。Nã cã søc kháe.

 国民党军队四百万。Quèc d©n ®¶ng cã bèn triÖu lÝnh.

（２）具有上述特点的句子 ,也可以用

小主语＋cña＋大主语作译文全句主语 ,而以小谓语作译文谓语。特别是当小主

语是大主语的一部分时 ,更适合这样译。例如：

 中国土地辽阔,面积 960多万平方公里。§Êt ®ai (cña) Trung  Quèc réng mªnh

m«ng, diÖn tÝch (cña) Trung Quèc tíi 9,6 triÖu km2.

 他脸红了。MÆt (cña) nã ®á ra (nã ®á mÆt ra ).

（３）有时大主语可以理解为地方、地点,这种大主语可以译为越语的状语 ,

而把主谓谓语中的小主语、小谓语译为主句。例如：

 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 ,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 ,现在增加到六十几个 ,

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Trong sè   uû  viªn dù khuyÕt BCH Trung ¬ng §oµn

thanh niªn céng s¶n Trung Quèc , tríc ®©y chØ cã 9 ngêi díi 30 tuæi, giê th×

®· cã trªn 60 ngêi, nhng vÉn chØ chiÕm cã 25%.

（４）还有一些主谓谓语句 ,小主语和大主语之间存在着意义上的施受关系。

一般是小主语施事,大主语受事；但也有相反的情形。这种句子好译,只要把施受关系

表示出来就行了。例如：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有益东西 ,我们都要学。Chóng ta ph¶i häc mäi ®iÒu bæ Ých

cña c¸c níc trªn thÕ giíi.

三、补语的译法

汉语的补语是谓语动词或形容词之后 ,对动词或形容词进行补充说明的词语。

例如：

 屋子收拾得又干净又整齐。Nhµ cöa dän dÑp s¹ch sÏ, gän gµng.

补语可以是形容词 ,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主谓结构。有的补语说明动作或状态

的情况,有的说明程度,有的说明结果。下面分别介绍一下它们的译法。

（１）说明情况的补语,多半由形容词和副词充任。这种补语可译为“®Õn møc”,

有时无法直译也可以不译。例如：

 他们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ViÖc lµm cña hä lµ ®óng hoµn toµn,

nh vËy lµ rÊt t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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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汉语除了作句子成分的补语外 ,还有所谓动补式的动词。把动补式动词的

“补”译为主要动词,把“动”译为表示根源、原因的话语。例如：

 他的脚走肿了。Ch©n cËu ta sng lªn v× ph¶i ®i nhiÒu.

四、定语的译法

定语是修饰、限制名词的附加成分 ,它大致相当于越语的定语 ,但因汉越两种语

言句法上的差别 ,汉语定语译为越语的定语时 ,要有些区别的地方。在汉语里,两个以

上的定语共同修饰一个名词时 ,往往是按着大范围到小范围、有重要意义到次要意义 ,

程度由强到弱、有专到一般排列。

（１）形容词作定语

 光辉的太阳   mÆt trêi rùc rì;乌云    m©y ®en

（２）名词作定语

 软件工程师  kü s phÇn mÒm;社会性  tÝnh x· héi

（３）动兵词组作定语

 持有头等舱票的旅客,每人可携带两件物品  hµnh kh¸ch cã vÐ h¹ng nhÊt mçi

ngêi ®îc mang theo hai tói hµnh lý x¸ch tay.

 极具个性化的服务  dÞch vô hÕt søc ®éc ®¸o

（４）小句(có)作定语

小句作定语,也叫主谓结构作定语。汉语作定语的小句一般都保持小句的形式

移译到越语中。例如：

 讲解员解说着黄土高原变成肥沃良田的远景。C« híng dÉn viªn giíi thiÖu vÒ

viÔn c¶nh cao nguyªn Hoµng Thæ trë thµnh c¸nh ®ång ph× nhiªu .

一个名词带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定语时应注意什么？2

首先要区分这些定语对中心词是并列修饰 ,还是重复修饰。在数个定语重叠修

饰一个中心词的形况下 ,还要考虑哪个定语在前 ,哪个定语在后。越语可放在中心语两

侧（如,tÊt c¶ nh÷ng con mÌo ®en Êy）,汉语定语都放在中心语之前 (如其他学校领导),

重叠修饰定语,译为越语时要讲究先后次序。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2参阅 黄伯荣《现代汉语》下册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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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两个或几个定语分别修饰同一个中心词时 ,定语间便是并列关系。

译文中两个定语间应用连接词；若是两个以上的定语 ,还要用逗号。越语定语排列的

顺序可与汉语相同。例如：

 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和外交关系 quan hÖ kinh tÕ, v¨n ho¸ vµ ngo¹i giao gi÷a hai

níc

 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 mét con ®êng râ rµng, s¸ng sña vµ ®óng ®¾n

第二：有时两个或几个定语并非分别修饰中心词 ,而是叠罗汉式的 ,一个罗

在另一个之上修饰中心词。一个定语修饰一个中心词 ,另一个定语修饰这个“中心词

＋定语”总和,还可以再加第三个、第四个定语。这就是定语的重叠修饰。例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¹i héi ®¹i biÓu nh©n d©n toµn quèc

 中国女子乒乓球队 ®éi bãng bµn n÷ Trung quèc

汉语多层定语的排列次序问题比较复杂 ,有的定语位置比较灵活。例如：

我们学校的两位有三十年龄的优秀语文教师

          ( 1  )      ( 2 )       (  3 )         (4 )             (5 )

Hai thÇy gi¸o d¹y v¨n giái tr¹c 30 tuæi cña trêng chóng m×nh

(2 )     (  5 )  (4 ) (    3   )  (     1      )

从中心词最远的词语算起 ,多层定语的一般次序的是 :

+表示领属关系的词语（表示谁的？）

+表示时间、处所的词语（表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指示代词或量词短语（表示“多少”？）

+动词性词语和主语短语（表示“怎么样的”）

+形容词性词语（表示“什么样的”？）

+表示性质、类别或范围的名词、动词（表示“什么？”）

多层定语的次序总是按逻辑关系来排列 ,跟中心词关系越密切的定语就越靠近中

心词。但有一些词语也有灵活性 ,最灵活的要算量词短语。例如：

 朋友送的两个小花瓶

 (4 )         (3 )      (5)

 两个朋友送的小花瓶

(3 )      ( 4  )     (5)



7.第三章翻译处理 -120 11/26/2006
***************************************************************************************

119

 朋友送的小小的两个花瓶

( 4  )       ( 5 )        ( 3 )

这三个例子的量词短语的位置就不同。随带说明,翻译多层定语要注意避免歧

义。例子中的“两个”可以是“朋友”的定语,也可以是“花瓶”的定语,“两个朋

友”、“两个花瓶”都有可能。这就要求翻译时 ,用移位或变换（量词）的办法来消

除歧义。越语“hai b¹n”译时,最好用“两位”,这叫替换法。

这些重叠修饰的定语 ,译为越语时要讲究安放的先后次序。像前面的三个例子

中,无论中文还是越文 ,定语的顺序都是不可以颠倒的。从靠近中心词的程度看 ,都是

对应的。问题是即使从定语和中心词的距离远近这一点来看 ,中越文定语的排列也并

不总是相应的。所以有时也要译者斟酌决定。汉语总的原则是先讲范围大的定语 ,后

讲范围小的,逐步缩小范围,逐步限定。例如：

 科学研究所 ViÖn nghiªn cøu khoa häc

  ( 1)   (2)   (3)          (3)       (2)   (1)

 国务院外事办事处 V¨n phßng §èi ngo¹i Quèc vô viÖn

第三：有时两个或几个定语对中心词的修饰既不是并列的 ,也不是重叠的 ,因为

它们在语义上是同义的或近义的 ,一个只是另一个意思的表达法 ,重叠地讲只是为了强

调或表达得更透彻。例如：

 经济力量薄弱的发展中国家 c¸c níc ®ang ph¸t triÓn cã nÒn kinh tÕ yÕu kÐm

 射程超过一万公里的洲际导弹 tªn löa ®¹n ®¹o tÇm b¾n trªn 10.000 c©y sè

第四：应当注意的是 ,语言本身是复杂的 ,上述三种情况在实际话语中往往是互

相掺杂的,因而要善于区分,恰当处理。例如：

 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nhµ níc x· héi chñ nghÜa giµu m¹nh phån vinh

 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 theo ®Æc ®iÓm chÝnh trÞ, kinh tÕ vµ v¨n

ho¸ cña c¸c d©n téc ë ®Þa ph¬ng

第五：汉语的定语,不管有多少,都放在中心词之前,越语的定语则可放在中心词

前后两侧。当然,越语定语的前置、后置,也有一定之规。例如：

 TÊt c¶ nh÷ng chó mÌo ®en Ê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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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表示限定、复数或动物人格化称呼的名词（如：tÊt c¶, nh÷ng, chó…）做

的定语都前置,其它定语后置。这样在定语多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把不同类的词通通对

砌在一起了。例如：

越语 3 quyÓn tõ ®iÓn H¸n ng÷ míi h«m qua mîn th viÖn Êy

汉语 昨天 从图书馆 借来的 那 三本 新 汉语 词典

总之，汉越定语的差异的确给译者造成很大的困难。

五、句子成分的变换

所谓句子成分变换 ,是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句子成分。例如,不把原文的主语

译为主语,不把原文的定语译为定语。这样做往往是为了适应译文语言的表达习惯 ,或

是为了达到一定的修辞效果。这里主要谈主语和宾语的变换。

（１）主语的变换

主语的变换通常是为了解决某些句子主谓语搭配问题原因。主语是否需要变换 ,

主要是看照原文直译 ,主谓语的搭配是否符合译文习惯 ,译文是否符合逻辑。例如,越

语的“®au ®Çu”（主谓）,汉语讲“头疼”(动宾) ；汉语叫“地震”（主谓）越语讲

成“®éng ®Êt”（动宾）等等。再如:

 C¶ níc cã 3.050 kh¸ch s¹n 55. 000 phßng, trong ®ã cã 28.000 phßng ®¹t tiªu

chuÈn ®ãn kh¸ch quèc tÕ.全国 3050个宾馆的 55000个客房中有 28000个(客房)

达国际标准房。

（２）宾语的变换

和主语的变换一样,宾语的变换主要也是由于原文中有些动宾搭配不适合译文的

动宾搭配习惯。遇到这种情况,就要作适当的调整。例如,越语的“mÊt bß míi lo lµm

chuång”译成汉语时 ,讲成“亡羊补牢”；汉语的“贪小失大”,译成越语时讲成

“tham mét ®Üa, bá c¶ m©m”。

主语、宾语的变换和翻译中其他许多变换一样 ,有时并不为了什么,或追求什么修

辞效果,而只是因为这样说也行 ,那样说也行,为行文上的方便 ,就变了。翻译并不要求

在译文中机械地照搬原文的用语和结构 ,而主要是要正确传达内容。

思考题：

一、 请谈定语的译法？

二、 什么叫句子成分的变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