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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若干句型的译法 1

汉语的句子从不同的角度 ,可作出不同的分类。

按句子的语气可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 ;按句子的构成成

分划分,可分为：主谓句、无主句、省略句和独词句。这几种句子都可称为单句 ,有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句构成的句子叫复句。

单句按照谓语的性质 ,又可分为多少种 ;复句按照分句间不同意义的联系 ,也可

分为多少类。我们这里所要讲的几种句型的译法在翻译中多少具有探讨价值。

一、判断句的译法

判断句是以名词作谓语的句子 ,通常的形式是：

主语＋是＋名词（或相当于名词的结构）

例如：

序 汉语 越语

１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

都。

B¾c Kinh lµ thñ ®« Níc céng hoµ nh©n d©n
Trung Hoa.

２ 地球是行星。 Tr¸i ®Êt lµ mét hµnh tinh.

一般情况下 ,汉语离“是”字最远的成分是越语中离“ lµ”字最近的成分

（“是”字后有数量词的场合除外）。

越语中的“lµ”字译成汉语时情况较为复杂。因为“lµ”有时表示强调：

 ChØ cã nã lµ nãi nhiÒu. 只有她多嘴多舌。

有时“lµ”不出现：

 C¸i bµn nµy cña t«i (c¸i bµn nµy lµ cña t«i). 这张桌子是我的。

二、兼语句的译法

兼语式句是汉语和越语特殊的一种句式 ,它的结构是：

主语＋动词谓语＋兼语＋动词谓语

例如：

汉语 :党 教育 我们 热爱 人民群众。

越语 : §¶ng gi¸o dôc chóng ta yªu mÕn quÇn chóng nh©n d©n.

1
参阅赵士钰、陈国建《汉西翻译教程》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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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语中有些动词可以造出类似汉语兼语式句结构的句子来。 例如：

汉语 劝某人做某事

越语 Khuyªn ai lµm g×

 ¤ng gi¸m ®èc mêi anh vµo.经理请你进来。

 Hä cÊm chóng ta hót thuèc ë ®©y.他们禁止我们在这里吸烟。

三、连动式的译法

汉语句子的谓语部分有时有表示同一主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行动的动词 ,这些

动词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 ,表示几个连续发生的动作 ,这样的句子叫连动式句。例

如：

 我先去西安看看碑林和兵马俑 ,再去重庆,从重庆坐船游览长江三峡 ,然后去桂

林,最后去云南。M×nh lªn T©y An xem Bi L©m vµ tîng binh m· tríc, råi míi tíi

Trïng Kh¸nh, tõ Trïng Kh¸nh ®i tµu thñy ng¾m c¶nh Tam HiÖp trªn dßng Trêng

Giang, sau ®ã sÏ xuèng QuÕ L©m vµ cuèi cïng lµ vÒ V©n Nam.

翻译这类句子时,一般按动词发生的顺序进行。

四、无主句的译法

汉语和越语没有主语的句子是很常见的 ,都叫做无主句。无主句可分为三种类

型：

第一种：省略了主语的无主句

这种无主句 ,形式上没有主语 ,只是在具体形况下省略了。例如 ,当面讲话时 ,

“你”、“我”一类字眼往往省略不用。譬如甲问乙,“几时到的？”(®Õn lóc mÊy

giê)；已可以回答,“刚下火车”(võa xuèng tµu xong)。命令和请求也是如此。例如,

“进来吧,请坐！”(vµo ®©y, ngåi xuèng ®·)。书信、日记里的话也常常没有主语。以

上几种情形属于习惯性省略。还有一种省略,是因为主语已见于上文 ,不必重复。这类

无主句,翻译起来不太困难,无须多说。

第二种：无主句是日常用语

有的是自然现象 ,例如：“下雪了”(tuyÕt r¬i)、“刮风了”(næi giã)；有的是一

些简单地应答 ,例如：“可以”(æn råi)、“好极了”(hay tuyÖt)、“休息！”(nghØ

th«i)。

这类无主句和越语一样 ,翻译起来不太困难,也无须多说。

第三种：主语缺乏,无需说出。例如：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Kh«ng ®iÒu tra th× kh«ng cã quyÒn ph¸t bi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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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学习、再学习。Häc, häc n÷a, häc m·i.(Lª-nin)

 Kh«ng cã g× quý h¬n ®éc lËp tù do. 没有什么比独立、自由更为可贵。（胡主

席）

五、因果句的译法

这里所讲的因果句包括各种具有原因状语的简单句和因果主从复合句 。汉语

用“因为......所以”、“由于......因而”等虚词表达因果关系；越语则用“v×......cho

nªn”、“do...... cho nªn”等等。因果句,对越南学生来说 ,是一种比较好译的句式。

例如：

 由于有雾 ,所以我们花了两三天时间才到达那里。Do cã s¬ng mï, cho nªn

chóng t«i ph¶i ®i mÊt vµi ba ngµy míi ®Õn ®îc n¬i Êy.

 人总是要犯错误的 ,不要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Ngêi ta ai

còng cã sai lÇm, nhng kh«ng ph¶i v× hä m¾c sai lÇm mµ phñ ®Þnh s¹ch tr¬n.

再如：

 V× lôt nªn ®ãi.因为水灾,所以挨饿。

 Nhê cã sù l·nh ®¹o kÞp thêi cña cÊp trªn nªn chóng t«i ®· hoµn thµnh xong kÕ

ho¹ch tríc thêi h¹n.由于上级及时指导,所以我们已经提前完成计划。

翻译 因果句, 越语最常用的词是“v× …”、“nhê …”等。

六、让步句的译法

让步句是先承认一件事实 ,然后说出与其相反的一面 ,或者先作一种让步 ,再由主

句说出正意的句子。汉语这种句子中 ,副句（也叫偏句）里常用“虽然”、“即

使”、“尽管”等词连用,主句（也叫正句）里常用“但是”、“却”、“仍然”、

“还”、“也”等词语与副句呼应。译成越语时 ,副句里用“ tuy……”、“cho

dï……”等连接词,主句里用“cho nªn”、“v× vËy……”等词。例如：

 Tuy häc giái nhng nã kh«ng hÒ tù cao.他虽然学习成绩好,但是毫无自满。

 MÆc dï trêi rÐt, nhng ®îc ch¨m lóa vÉn lªn xanh.尽管天气冷,但是农民勤施

肥、勤灌溉,稻子长得绿油油的。

翻译让步句,越语最常用的词是“tuy…”、“cho dï…”等。

七、假设句的译法

汉语的假设句是一种主从复句 ,复句说的是一种假设,主句说的是按这种假设所

推出的结论。假设句常在副句中用“如果”、“若”、“倘若”、“假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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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等作关联词语,在主句里用“就”、“便”、“则”等作呼应词语。其典型结构

为：

如果……就……

翻译假设句 ,越语最常用的连接词是“gi¶ sö……, th×……”,“NÕu...th×”。例

如：

 你如果要来,就告诉我一声。NÕu b¹n muèn ®Õn, th× h·y b¶o víi m×nh mét c©u nhÐ.

再如：

 Gi¶ sö kh«ng cã «-t« th× chóng ta ra c«ng trêng bÞ trÔ giê råi.假如没有汽车,我们

就不能按时赶到工地。

 HÔ nãi lµ nã khãc.一说她就哭啦！

 NÕu con g¸i anh xuÊt gi¸ tèt ®Ñp, anh cã thªm mét ®øa con trai n÷a. NÕu kh«ng anh

coi nh ®· mÊt mét ®øa con g¸i. 若你的女儿美满出嫁 ,你家会增多了一个男孩；

否则可算是你刚失去了一个亲人。                   ( Quarles )

翻译假设句, 越语最常用的词是“nÕu…”、“gi¸ nh…”等。

八、条件句的译法

汉语条件句也是一种主从复句 ,表示条件和结果的关系。副句提出条件,主句说

出结果。条件句可分为两类：必要条件句和足够条件句。两种条件句都提出条件,但

意义不同。必要条件句表示非此条件不可 ,条件严；足够条件句表示有此条件就行 ,

条件宽。例如：

（１）必要条件句

只有下水去实践,才能学会游泳。ChØ cã xuèng níc tËp b¬i th× míi biÕt b¬i.

（２）足够条件句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Cã c«ng mµi s¾t, cã ngµy nªn kim.

翻译条件句,越语最常用的连接词是“cã”、“chØ cã”等。

九、无条件句的译法

汉语有一类句子以“无论”、“不论”、“不管”等作连词,表示条件或情况

不同而结果不变 ,这类句子可称为无条件句。无条件句中 ,在“无论”、“不管”等

连词后面一般都带有并列的词语或者疑问词 ,主句里多用“都”、“总”、“皆”等

副词与它呼应。无条件句按其构成可分为三种：

类别 汉语 越语

(1)选择式无条件句 a.不论你走到哪里, a.BÊt luËn ®i ®©u, b¹n cò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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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论……都

b.不管……都

都别把我忘了。

b.不管身体好快,

他都工作到深夜。

®õng quªn m×nh nhÐ!
b.BÊt kÓ søc khoÎ thÕ nµo , anh ta
vÉn cø lµm viÖc ®Õn tËn khuya.

(2)是否式无条件句

a.无论是……还是

b.毫无例外地都

不管他们意识到与

否,他们实际上是在帮敌人

的忙。

BÊt kÓ hä cã ý thøc ®îc hay
kh«ng trªn thùc tÕ, hä ®· tiÕp
tay cho giÆc.

(3)疑问式无条件句

a.无论什么＋名词＋

动词

b.无论什么＋名词＋

形容词

a.无论哪一个大胜仗 ,都可

以证明这一点。

b.无论做什么工作,

他都非常认真负责。

c.无论环境怎么样险恶 ,鲁

迅先生一直把密信和文稿

珍藏着。

a.BÊt kÓ trËn th¾ng lín nµo,
còng ®Òu chøng minh ®iÓm nµy.
b.BÊt kÓ lµm viÖc g×, nã ®Òu rÊt cã
tr¸ch nhiÖm.
c.BÊt kÓ hoµn c¶nh ¸cliÖt ®Õn
®©u, Lç TÊn vÉn gi÷ g×n cÈn thËn
nh÷ng th mËt vµ b¶n  th¶o.

翻译条件句,越语最常用的连接词是“bÊt luËn…”、“bÊt kÓ…”等。

十、意合结构句的译法

汉语有些句子明明是主从复句 ,却没有使用表明分句间语法关系的连词 ,分句

与分句仅从意义上结合 ,这种构句法叫意合法。我们把这类句子叫做意合结构句。这

种句式在文学作品里和口语里用的较多 ,政论文章、科技作品中用的较少。

这种句子翻译时 ,必须把分句间暗含的语法关系 ,明确地表达出来。所以,翻译

这类句子的关键就在于弄清到底各分句是什么语法关系 ,也就是说要判明这个意合结

构句实际上是什么主从复句。做到这一点,翻译起来就不难了。

弄清意合结构句中分句间的语法关系 ,有时是根据使用习惯 ,有时要靠上下

文。请看译例：

句型 汉语 越语

（１）因果句 爬得高,跌得重 Leo cao ng· ®au,tham thì thâm

（２）让步句 人穷志不穷 §ãi cho s¹ch r¸ch cho th¬m

（３）假设句 众人持柴火焰高 Mét c©y lµm ch¼ng nªn non
Ba c©y chôm l¹i nªn hßn nói cao

（４）条件句 有志竟成 Cã chÝ th× nªn

（５）无条件句 国家无论大小 , 一律平

等。

C¸c níc dï lín hay nhá,®Òu ®îc
b×nh ®¼ng nh nhau.

（６）判断句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 Gi¶n dÞ vµ tiÕt kiÖm lµ phÈm chÊt tèt
 ®Ñp cña con ngê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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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意合结构句, 越语必须看上下文具体语言环境而定。

十一、长句的译法

长句是指词语多 ,结构复杂的句子。一般来说,长句有较严谨的特点 ,多用于

政论性文章、外交文件和法律条文中。越语里的长句比汉语用的还要多些。就长句

形式来看,一般包括下列四种因素 : (1)修辞语较多,(2)联合成分较多,(3)某一成分结构

比较复杂,(4)分句中结构层次较多。例如:

 一个夏天的早晨 ,在北京一个绿树成荫的宾馆里 ,服务员们高高兴兴地往大楼上

挂起鲜红的标语: “热烈欢迎劳模大会的代表 !”

这句话共四个状语 ,分别从时间处所、情态等方面限制、修饰各自的中心语 ;

宾语是同位短语,内部有定语。

长句可以用以下各种方法来化长为短：

（１）把复杂的修饰成分变为分句

 T«i b¾t gÆp cËu bÐ ®ang ®¸nh con mÌo nh¶y qua cöa sæ vå con chuét ®ang

ch¹y我看见那个孩子在打着跃过窗户扑向一只老鼠的猫。

这一句可以改成：T«i b¾t gÆp cËu bÐ ®ang ®¸nh con mÌo . Con mÌo nµy nh¶y qua

cöa sæ vå con chuét ®ang ch¹y.

或：T«i b¾t gÆp cËu bÐ ®ang ®¸nh con mÌo nh¶y qua cöa sæ . Con mÌo nµy vå con chuét

®ang ch¹y.

译为：我看见那个孩子在打一只猫。那只猫是跃过窗户扑向一只老鼠的。

或：我看见那个孩子在打着那只跃过窗户的猫。那只猫正在扑向一只老鼠。

 Đài Loan và Hàn Quốc vẫn là 2 đối tác quan trọng của Bình Dương với 34 dự án

đầu tư mới. 台湾和韩国是平阳省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些国家和地区新增 34 个

投资项目。

这样作翻译时就容易多了。

（２）重复一些与联合成分搭配的词语

这出戏一开始就展现出了草原上欣欣向荣的大好风光和牧民群众开辟草原牧

场、架设桥梁的动人画面。

这一句可以改成：这出戏一开始就展现出了草原上欣欣向荣的大好风光 ,也展

现了牧民群众开辟草原牧场、架设桥梁的动人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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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运用提示成分来化长为短

 历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封建残余、破除脱离群众的陈规陋习的改革 ,

老百姓是打心眼里高兴的。

这一句可以改成：历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封建残余、破除脱离群的

陈规陋病,对这种改革,老百姓是打心眼里高兴的。Thùc hµnh tiÕt kiÖm, ph¶n ®èi ph«

tr¬ng l·ng phÝ, ph¶n ®èi tµn d phong k iến, xo¸ bá tÖ n¹n cò xa rêi quÇn chóng, c¶i c¸ch

như vậy, bµ con phấn khëi tËn ®¸y lßng.

总之, 翻译长句, 不要生搬硬套原文的形式 , 首先要抓住原文整个句子的重点 ,

即弄清句子中有几个中心意思 ,其次要弄清句子成分的主次 ,分清各个成分之间的关

系。然后根据译文语言的特点 ,选用译文语言习惯使用的语言手段和表达方式 ,把理

解到的意思表达出来。其实长句的翻译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难，大家不要因句子太

长而产生畏惧心理。

图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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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翻译是外语学习中需要掌握的一项实用性很广、实践性极强的技能。从小

学、中学到大学、研究生，只要学外语，就免不了有翻译练习、翻译测试，所以翻

译在外语学习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翻译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可一旦真正动手

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了——在很多情况下，它并非我们想像的那么容易 。

鲁迅先生曾有过深切的体会： “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

无需构思。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到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

可以回避，翻译上可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

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

翻译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技能。要掌握这门学问，运用好这种技能，不

但需要有相关的翻译理论知识，了解一般性翻译技巧方法，而且需要有扎实的汉越

双语功底以及大量的翻译实践，这样才能将方方面面的知识融会贯通，翻译时才能

得心应手，写出准确通顺的译文。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的翻译能力不是课堂上

学来的，也不是翻译技巧所能造就的，而要靠亲身实践， 一步一个脚印地膛出一

条自己的路。

本教程 为培养和提高学生汉越互译的实际动手能力而编写的。其使用对象主

要为汉语专业学生与研究生选用。书中的主要内容特点是：围绕实例训练，强调翻

译实践，结合方法技巧，培养动手能力。教程的主要内容包括：

1. 翻译的基本知识及原则标准；

2. 围绕各种翻译方法技巧展开的翻译训练；

3. 汉越互译基本方法技巧实例详解及难点分析；

4. 各种文体的翻译方法与训练；

5. 汉越互译段落篇章练习。

教程的总体框架分为翻译知识及常用翻译技巧、各种文体的翻译方法与训

练、独立篇章翻译练习三部分，总共 4 章。为了突出其实用性，每一章均以翻译实

例训练开始，分别安排了需要运用相关翻译技巧的汉越短文或段落，并对其中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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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难点加以注释，供学生独立动手完成(答案作为附录)；接着是该项翻译技巧的讲

解分析、译例精选，旨在使学生通过“实践一理论一实践”这样一种反复循环，从中

找出一般规律和处理方法，把握每一章的要点。

每章都紧密围绕相关翻译知识、技巧、文体展开讲解、讨论，并配置相应

练习。各章的内容既前后照应，相互联系，又自成一体，各有重点，教学中可按部

就班。

翻译活动牵涉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还没有一种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理

论，但是翻译教学中总需要有一种确实可以遵循的理论原则 ，才能够比较有效地

引导学生入门，少走弯路。但是翻译中究竟适宜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理论呢？对于

这个问题，翻译研究发展历程的本身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在没有形成健全的翻译原则意识之前，很难从根本上理解处理具体翻译问题

时所采用的某种方法的道理，也很难认识到自己译文中的错误与失当之处；即使

学生接受了教师的意见，也可能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难以避免今后犯

同样的毛病。

综上所述，翻译理论对于翻译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它的指导作用主要

体现在阐明翻译是什么以及从宏观上说明应该怎样译这两个问题 。我们相信：它将

对翻译教学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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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题：

一、 请谈意合法句的译法？

二、 请谈长句的译法？

三、 你最关心到汉越互译的哪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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