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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翻译学是一门性质高度综合的学科,因此翻译类教程涉及的知识面往

往很广。这本《汉英翻译高级教程》也主要用于培养学生较高层次的汉英翻

译能力。下面,我们将从本教程编写的缘起与立意入手,就教程的编写思

路、特点及使用方法、写作分工等,向读者简单陈述如下:
首先,本教程的编写缘于三年半之前上海外国语大学首届“青年教师教

学科研团队培育计划”的创立和实施。当时,在我们共同的导师冯庆华教授

的关心支持下,我们成立了这支四人组的跨院系教学团队,并由本人担任团

队核心。本团队在成立之初,就热火朝天地展开了详细的工作部署和安排。
大家在第一次碰头会上,对《汉英翻译高级教程》一书的详尽大纲和各章节

的写作目标及要求等问题展开讨论并最终达成共识。在此之后,团队多次

就该教程的编写以及教程内容与教学工作的相互促进等问题,进行面谈或

网上讨论,从而形成了较好的团队建设与教学工作的互动:我们以教程编写

以及所共同从事的翻译教学为话题,从翻译教学到翻译学科研工作都获得

了最大程度的交流、合作与进步。
这本《汉英翻译高级教程》源自我们多年的翻译教学实践。我们认为:

翻译教学改革的基础应该以教学质量的提高为目的,而教学质量在很大程

度上依托于教程或讲义的受欢迎程度。目前国内已经出版了不少汉英翻译

教材,针对本科高年级学生的也为数不少,但总的来讲,质量良莠不齐,鱼龙

混杂,而且不同版本尽管出版年代与地域有别,但却大都大同小异,创新的

力度不够。这些教材共同的优点———同时也是其缺点,就是译例繁多:之所

以这样评判,是因为汉英翻译教材的编写者们往往更注重借助实例来说明

翻译的方法,却忽略了提高翻译质量的核心问题还是学生的双语运用能力。
因此,尽管有这么多的翻译教材充斥图书市场,读者们却往往难以选出真正

新颖的高质量作品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团队力求从包括散文

作品翻译、古现代小说作品翻译、先哲作品翻译、科技文体翻译、商务文体翻

译、新闻文体翻译等在内的不同角度,给读者提供多元的翻译实践研究视

角。因此,我们的编写准则是:第一,跳出以往教材编写的限制,不再以“字”
“词”“句”这样的语言构成单位来约束翻译教学的思路;第二,英语专业高年

级的“高级”两字,应该在各章节中真正有所体现,不应像以往的教材那样出

现难度高低不平的状况;第三,既然是“高级教程”,教程本身应体现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也就是说在注重翻译实践能力提高的同时,除涵盖翻译

的概念、性质、标准、策略、过程等翻译课程基础探讨之外,也应穿插国内外

翻译理论体系的介绍和讲解,将重点放在汉英语言的系统对比上,并根据需

要恰当补充汉英文化、思维差异等背景知识以加深学生对两种语言异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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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同时着重培养学生的文体、语篇意识,从而为学生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与实

践水乳交融的翻译学理念。
本教程分为散文翻译、现当代小说翻译、古典小说翻译、先哲作品翻译、科技文体翻

译、商务文体翻译和新闻文体翻译,共7个单元32个章节。其中,除第一单元的散文翻

译、第二单元的现当代小说翻译、第三单元的古典小说翻译及第四单元的先哲作品翻译

比另外三个单元增加了对译家代表的探讨之外,每个单元都包括该特定作品(或文体)
及其翻译特点与难点、翻译策略、翻译实例赏析及翻译实战练习四个章节,并在每单元

最后附上了该单元的参考译文。本教程可供一个学期36课时使用,即每章安排一个课

时,小部分难度大的章节可安排两个课时。教师一般可以按章的顺序实施教学,但也可

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例如可以适当地提前进行“实战练习”,然后结合讲评学生习作,
与本书的其他章节穿插进行。

本教程由李美老师主编,负责全书的编写体例、整体设计和统稿、终审工作,并负责

前言与第五单元的撰写。其他各单元的具体分工如下:方薇老师负责第一单元和第二

单元的撰写;冯晓黎老师负责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的撰写;田小勇老师负责第六单元和

第七单元的撰写。
本书主要供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本科高年级翻译教学使用,但从理论深度和材料难

度来看,也可用作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翻译课教材,或者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外国语言

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生的辅助教材。当然,对于英语自学者和翻译爱好者,也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在教程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一直得到敬爱的导师冯庆华教授的关心、支持和鼓励,

并在具体行文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请允许我们对

我校各级领导为关心青年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所付出的努力深表感谢!
由于笔者的水平与经验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不少疏漏甚至错误,恳请使用本书的各

位专家、学者、师生和广大翻译爱好者批评指正。各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发现任何问

题,又或许还有其他意见或建议,均欢迎通过邮件与我们进行交流,邮件请发送至:limei
@shisu.edu.cn。

李 美

2016年春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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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汉英翻译之散文翻译

第一章 散文及其翻译特点与难点

散文是一种自由度很大的文体,在各种文体中其界定较为模糊。一般说来,散文有

广义的散文与狭义的散文之分。广义的散文指区别于韵文、骈文的散体文章;狭义的散

文指带有文学性的散体文章,是与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等并列的一种文学体

裁。散文在英语中一般称作prose,有时也作essay。prose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有
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prose是指除诗歌以外的各种文体;狭义的prose是指诗

歌、小说、戏剧以外所有具有文学性的散体文章,相当于中国文学中的散文、随笔或小

品文。
在中西文学史中,散文历史悠远而漫长,积淀深厚而广博。中国的散文萌生于先

秦,发展于魏晋,于明清两代塑成其文学品性,及至现代更是衍化为叙事、议论、抒情等

各种类型,可谓历史久远,内容丰赡。自先秦历秦汉、唐宋、元明清直到“五四”,散文几

经盛衰,数度重构,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鲁迅的《朝花夕拾》、
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陆蠡的《囚绿记》、何其芳的《画梦录》、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
从散文中,不仅可以看到汉民族几乎全部的精神世界,也能够探寻民族的审美心理、审
美情感和审美理念。

中国古代的散文,行文古雅,用词考究,语句不能任意造作,讲求起承转合、伏句提

句等结构和方法。到了五四时期,散文的内容范围逐渐扩大,加入了更多的人性、社会

性和幽默性,对现代散文产生了重大影响,散文“家族”空前繁荣,派生出随笔、杂感、小
品、寓言等诸多“成员”。到了现代,散文包括了除诗歌、小说、戏剧、影视文学以外的一

切抒情性、叙事性、议论性文体。大体而言,不属于其他文学体裁,而又具有文学味道的

一切篇幅短小的文章,都属于散文的范围。现代散文思维宽广,创作自由,结构形式不

拘一格。根据表达方式上的侧重不同,可分为叙事型散文、抒情型散文和议论型散文。
散文能生动地反映现实生活,自如地表达思想感情。它的形式丰富多样,体例简短自

由,主体意识强烈,艺术手法多变,语言隽永优美。
散文最显著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形”散主要是指文章取材广泛自由、表

达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散文选择题材几乎不受限制。例

如,戏剧题材通常具有突出的矛盾冲突,小说题材则要求具有比较完整的事件和人物形

象,而散文则不受这些方面的限制。此外,散文的表达方式多样,作者创作时可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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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的需要,运用叙事、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或以一种表达方式为主,或把

几种表达方式穿插交错,并无定规定法。然而,散文文体自由灵活,并不等于说它不受

任何限制。一篇散文,无论长短,都得围绕一个中心,或突出一个主题,或表明一种思

想,或阐述一个道理,或抒发一种情感,或反映一种状态,所有的材料能够组成一个有机

整体,这便是所谓的“神”不散。一言以蔽之,散文贵“散”,但又忌“散”,要求语言精练,
思想缜密,中心明确,做到“形散而神聚”。散文是形式上“散”与内容上“不散”辩证统一

的结果。一般来说,散文总是篇幅较短,精练隽永,质朴无华,然而意境深远。作者常常

对日常生活中的感触信手拈来,又生发开去,运笔看似漫不经心、从心所欲,但却字字珠

玑,紧扣主题。
散文最讲究真情实感。散文多写作者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表达的多是作者的所见

所闻、所感所触,是作者发自内心的真情倾诉,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恳谈。在其他文学

形式如小说、戏剧、诗歌中,作者要借助于艺术的虚构来反映生活中的真实,作者的思想

情感必须通过故事情节、戏剧矛盾、人物性格、诗歌意境来表现。而在散文中,作者总是

将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直接展示给读者。可以说,散文“真”是散文“美”的源泉和基

础,而散文“美”又是散文“真”的升华。写真人真事、真景真物,有感而发,不仰仗虚构,
是散文的显著特点与魅力所在。散文创作是在栩栩如生地描绘大千世界的过程中,洋
溢出真挚的情愫,升华出深刻的哲思,以此来引发读者的共鸣。除情感之真以外,散文

的“真”还体现在语言表达上的不假雕饰、本色与直接。与诗歌、戏剧相比,散文不会过

于讲究语言的隐喻、意象、象征等手法,而是倾向于简练、畅达。一篇好的散文,往往语

言凝练优美,又自由灵活,接近口语体,是作者纯真情感的自然流露。散文语言因其平

易质朴而显得自然、亲切,因其富于个性化而显得真实。有学者在论及散文语言时指

出,如果认为它也需要高度的艺术技巧的话,那主要是指必须花费毕生的精力,做到纯

熟地掌握一种清澈流畅而又蕴藏着感情浓度和思想力度的语言。
散文是一种直抒胸臆的最朴实最真挚的艺术,直接展现作者的思想情绪和人格精

神,是“个人文学的尖端”(周作人语),是一种主体性很强的文体。散文作家们往往在散

文中描述着、叙述着、抒发着作为个体的人在特定生活情境中所产生的特定情感体验。
散文的灵活自由给作家提供了一种自由抒写的形式,作家自我表现的欲望在散文中可

以摆脱一切束缚而得以充分发挥。可以说,每一位散文作家在写作散文的同时,都在镂

刻自我的形象。所以,读者通过文字的媒介,可以直接感受和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乃

至人格。散文是主观的,常采用第一人称“我”叙写,以自我扩张、表现自我为目的。散

文家不管写什么,永远都是在夫子自道。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这种作者个性化的话语

方式在散文中显得更为突出。不同作者的话语方式各不相同,既体现在作者选词造句、
谋篇布局等较为具体的层面,又体现在作者思想情操与审美志趣等较为抽象的层面,这
些便形成了不同的行文风格,如鲁迅的精练深邃、茅盾的深刻、郭沫若的磅礴、巴金的朴

素优美、朱自清的清新隽永、孙犁的质朴、杨朔的精巧,等等。
散文追求意境,特别讲究美,不美的散文往往缺乏艺术感染魅力。散文之美,从读

者的阅读与接受来看,有广义的虚象美与狭义的具象美之分。前者可指作品表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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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美、意蕴美、境界美等;后者则可包括作品语言的韵律美、辞章美、形式美等。广义

之美源自狭义之美,是狭义之美的整体营构与升华;而狭义之美的具体呈现形态又受广

义之美的引导与规范。散文之美既有较为“实”的一面,即文字声音的高低、强弱、快慢,
句子的长短、整散、急徐等;也有较为“虚”的一面,即字里行间之虚,意余言外之虚,境生

象外之虚等。散文素有“美文”之称,它除了有心灵的体验、优美的意境外,还重视语言

的锤炼,讲究文采,即对用词用句苦心推敲,从而具备华丽美、朴素美和节奏美。散文语

言的这些美学特征或见于作家的遣词造句,或含于行文的音韵和节奏,或显于绚丽多姿

的美学修辞手法。散文语言的朴素美和华丽美,既互为对立,也互为统一。在散文里,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朴素和华丽并用。该朴素的地方,轻描淡写,简洁质朴,自然流畅,寥
寥数语便可描绘出生动的形象;该浓墨重彩的地方,尽意渲染,各色各样艺术技巧运用

自如。但华丽并非堆砌,而是精巧、不着凿痕的艺术加工。散文语言无论朴素还是华

丽,均基于真挚感情和崇高思想的美,否则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流于玩弄技巧的文字游

戏。散文的节奏美,在语音上表现为声调平仄或抑扬的相配,无韵和有韵的交融,词义

停顿与音节停顿的融合。在句式上表现为整散交错,长短结合,奇偶相谐。整句结构整

饬,语义表达层次分明,通顺畅达;散句结构参差不齐,语义表达松散、自然。长句结构

复杂,推进缓慢,把思想概念表达得精密细致;短句结构简单,速度迅捷,把激烈活泼的

情感表现得尤为生动。奇偶相谐则使整散句式、长短句式经过调配后在行文结构上显

得错落有致,在表情达意上显得跌宕起伏。散文语言的节奏美,无论表现在语音上,还
是表现在句式上,均需顺势与顺口。概言之,散文的语言,简洁而又潇洒,朴素而又优

美,自然中透着情韵。散文语言之美,恰恰就在这浓与淡、雕饰与自然之间。两者互相

浸染,彼此生发,共同营构着散文的艺术神韵。
总之,散文美,美在真情,美在语言,美在意境。翻译散文就要再现它的美。语言是

载体,要把原文中语言承载的东西转换为目的语,完成美的再现、美的传递。从事散文

翻译,译者不仅要精通双语,而且要善用双语之美。可以说,散文翻译是一种美学实践,
应从美学视角予以审视,不仅要传达原文的形式美,还须传达原文的内容美和意境美,
做到原文和译文和谐统一。

散文讲究美,这种语言美又是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产物。作家孙犁在谈到美时说

过:“美永远是有内容的,有根据的,有思想的。”成功的散文译作要赢得读者,首先就要

传达内容之美。译文如果脱离了原文内容,无论其形式如何华丽,也毫无审美价值可

言。内容美的重构,就是要求译文正确地传达原文之意,避免信息内容的扭曲和失真。
要准确再现散文之意,首先需要对散文进行充分、细致的解读。对散文的解读不仅包括

单个字词的意义、语音、拼写等细节,也涉及词语的内涵和外延意义、比喻意义和象征意

义,再到句子、语篇的主题意义等的理解。由于散文选材自由、形式开放,解读散文还必

须考虑字句以外的意义,如文学背景、社会背景、典故常识、历史地理等。再现散文之意

首先是在语言层次上,译文必须由微观到宏观,从字、词、句、篇到修辞、逻辑、文体、主题

仔细把握,使用精确、恰当的词句来再现原意。从文化层次上说,译文必须结合原作的

社会、历史、文化和文学背景,准确体现原作的意义。一言以蔽之,译者必须置身于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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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准确把握散文原作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体验或心态,这样才能准确达意传神,才
能重构散文原作的内容美。

散文作为“最接近人类表达自己的一种形式”,多为作者依据个人经历与感受而作,
用自己的姿态、声音、风格说话,向读者倾诉,与读者恳谈,体现出娓娓道来的随意风格

与个性化的话语方式。每一个作家都以独特的方式表达自我,凸显作者强烈的主体意

识,因此不同的散文家也各有独特的语言风格。散文篇幅短小,没有像小说一样复杂的

故事情节、细致的人物刻画和特殊的叙事手段,也没有像戏剧一样大起大落的矛盾冲

突,但散文凭借其精巧的谋篇布局、巧妙的措辞选景来渲染气氛,创造意境,从而体现出

它独特的风格。在散文翻译中,风格的传递不容忽视。风格既是一种格调,又是使用语

言的特点。它使散文形成一种表现力。要把某位作家的语言特色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

出来译者可以通过作品研究作者的精神气质、思想情操和审美志趣。在翻译实践中,把
握作者的话语方式,对体现出原作散文的真实和真挚尤其重要。

以“散”著称的散文,创作形式自是不拘一格,并不像诗歌那样强调音韵格律,但遣

词造句、修辞手法音韵节律等仍然是散文之美的重要特征。作为“美文”,散文直观可感

的审美特征通常体现在语言形式上,具体表现为文字组合结构的形式美和音位组合结

构的音乐美。也就是说,一篇优美的散文首先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优美的文字,这种优美

表现在遣词造句的音韵和节奏上,也表现在各色各样的美学修辞格上。诗歌讲究音韵

节奏,诗歌翻译应注重音韵节奏美在译文中的体现,这一点已得到广泛承认。然而,散
文所具有的音韵节奏美却往往被忽略。散文也同样追求音韵节奏美,只是实现的方式

有所不同。散文作品一般文笔流畅,意境清新,前后呼应,浑然一体。与诗歌相比,散文

的音韵往往是内在的,不像诗歌那么明显、规则,但又不是散乱无序、毫无美感的。相

反,它们有效表征着行文中律动的情感,应和着其间特有的情趣,显得更为灵活、自然、
真实。清代桐城散文家刘海峰说:“凡行文字句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

妙。”就是散文韵律的这种“妙”境,使其读起来朗朗上口,这便是散文“韵味”音乐性的标

志。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也曾说:“好的散文,与好的诗歌一样,应该有语音和语义上的

跌宕起伏,以便读者阅读时能感受到节奏上的张弛有度。”由此可见,尽管散文的节奏乐

感并没有诗歌强烈,译者有相对较大的空间来组织译文的语言形式,但这个空间又并未

大到译者可以脱离原文、天马行空而随心所欲的地步。在翻译不同的散文作品时,译者

需要挖掘、分析散文原文的音韵节奏美,从行文文字的抑扬高下中充分体验其间所蕴含

的情趣,从句子的长短整散、语速的快慢疾徐中充分感悟其间律动的情感与节奏,进而

在译文中传递原文音韵节奏带来的效果。然而,由于中英文两种语言在音韵节奏、语
法、修辞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大大增加了英汉散文互译的难度。要想传递散文的音韵

节奏美,译者需付出更加艰辛的劳动。
散文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形散而神不散”。所谓“神不散”,是指散文内在的凝聚力,

即情趣的统一性。这种内在的凝聚力,体现在丰富多样的语言表意方式及其结构上,也
体现在作者创造的形象或情景中,其实现过程是一个由表及里、由实到虚、逐层推进、不
断升华的过程。在散文翻译中,注重原作字面意义的传递,把握字词句篇上语法、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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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换,关注局部选词造句的凝练准确、衔接连贯固然重要,但如果译者缺乏译文整体

上的宏观审视,忽略整体意境、韵味的烘托,则会在很大程度上遮蔽、甚至是扭曲原作情

感的表达,从而大大降低原作表现的艺术性与感染力。反之,如果译者只遵循文本广义

的虚象进行再创造,译文便会模糊原作者在选词用字、造句谋篇上的思维方式与艺术风

格,从而使译文沦为译者的个人改写或自由创作。因此,在散文翻译实践中,译者应将

其广义的虚象美与狭义的具象美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原文意境、韵味的整体性出发来关

照译文选词用字、谋篇布局等审美重构,从而使译文取得和原文类似的审美韵味。
散文翻译乃至整个汉英文学翻译的要旨在于通过语言的转换,将原作的艺术映像

尽可能完好无损地转移到译作中去,从而实现译作对原作审美体验的再现。散文翻译

应充分考虑译出语所体现的形式、内容和意境,同时也应充分了解译入语的语义结构和

文化传统,做到原文和译文的形式美、内容美和意境美和谐统一,给读者以美的享受,让
读者欣赏到散文所蕴含的美感。散文翻译需要译者高度的创造性,而创造性的来源是

大量的翻译实践和丰富的知识,尤其是艺术修养和美学修养。作为翻译这一审美活动

的主体,译者应具备审美意识,要有作家的才思、艺术家的灵感和诗人的激情,在传达原

文语言特色的基础上惟妙惟肖地再现原文的神韵,达到貌合神似的艺术效果。归根结

底,美的传达在于译者精妙恰当而富有创造力的选词组句。准确丰盈的词汇表达、灵活

多变的句式,再加上译者透彻的解读能力、鉴赏力和审美能力,才有可能得出神形皆备、
意境丰富的译文。

第二章 散文的翻译策略

散文翻译关键取决于原文的美(无论是形式系统的还是非形式系统的)是否能够在

译文中得以传达和再现。译者要尽量把作者的审美转化成自己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再

现原文的形式美、音韵美、内容美和意境美,给读者美的享受。出于汉英两种语言与审

美系统的巨大差异,汉英散文的互译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汉语散文包含着中

国文学的精髓,承载了中国的文化,是可译也是值得翻译的。诸多翻译家长期致力于汉

语散文的英译,对散文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总结出了一系列再现散文

艺术神韵的重要策略。这些策略围绕着散文的基本特征,从选词造句、谋篇布局、音韵

节奏与话语风格的保存、整体风格与意境的把握等层面探讨了汉英散文翻译中美的感

悟、传译与创造问题。

第一,选词造句、谋篇布局,准确再现散文之意

真挚地达意传情、状物叙事是散文创作的精髓。散文抒写最多的往往是作者的亲

身经历、所见所闻、所感所触。对散文进行充分细致的解读,把散文的内容之美、含义之

美以恰当的方式传达给读者,是散文译者的重要责任。要想准确再现散文之意,译者不

仅需要关注单个字词的意义、语音、拼写等细节,也要反复体会挖掘散文句子、语篇的主

题意义等多个方面的内涵,并为传达这种美而在选词用字、造句谋篇上精心锤炼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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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得出用词贴切、行文流畅、文意贯通的译文。
首先,在选词方面,为了忠实传达原文字词所蕴含的各个层面的意义,译者应结合

具体语境,着眼于散文整体意蕴的营构以进行选择,而不是把词孤立于语境之外,盲目

寻找语义层面的等值。译者须认真辨别单一词语所承载的概念意义之外的其他信息,
如语用信息、文体信息、文化信息等,才能结合语境选择恰当的词语,使译文与原文达到

相互呼应、神通气畅的效果。例如,艾芜散文《冬夜》中有这样一句:
例1

【原文】留在枝头的一两片枯叶,也不时发出破碎的哭声。
【译文】Acoupleofwitheredleaves,stillclingingtothebranches,rustledmou-

rnfullyfromtimetotime.(刘士聪 译)
【评析】原句中“发出破碎的哭声”运用拟人化的修辞格描述了寒冷孤寂街头上的

凄凉情景,烘托出乞讨老人的孤寂与无 奈,形 象 地 传 达 了 悲 苦 的 意 境。译 者 译 为

“rustledmournfully”,不仅配合了“leaves”的搭配需要,也巧妙地蕴含了“碎”之意,相当

传神。唯一的遗憾在于“mournfully”毕竟不是“哭”,似乎未能尽传原文的表层语义。而

以“clingingto”而不是“staying”“remaining”或“beingleft”译“留”,则给本身并无太多内

涵的“留在”添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枯叶(以喻乞讨老人)的不安和悲戚跃然纸上,很好

地弥补了原文中的“哭”无法自然译出的遗憾。译者着眼于整体意蕴,不拘泥于一字一

词,选词灵活、巧妙,使得译文总体上贴切地再现了原文的含义、意境之美。
再看萧红散文《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中的两个例子:

例2
【原文】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

多就是中国的最东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译文】In1911,Iwasbornintoapettylandlordfamilyinaremotecountrytown

inHeilongjiangprovince—atownsituatedvirtuallyatthenortheasterntipofChina.
Wehadsnowthereforaslongasonethirdofayear.(张培基 译)

【评析】在原文中,作者用简洁的语言介绍了自己的故乡和家庭背景,其中“小县

城”和“小地主”中两个“小”字的用法在汉语中为常见搭配,但在英语中不可等同视之,
需要根据具体情境进行处理。译者将“小地主”译为“apettyLandlord”,而“petty”除字

面上的“小”以外,还有“狭隘”“气量小”之意。从萧红的原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父亲

正是一个冷酷无情,贪婪吝啬,从不会让自己吃亏的人,“petty”一词的多层含义恰恰可

以反映出原文中的“小”所暗含的多层意蕴,生动地再现原文的地理以及人文环境。而

“小县城”中的“小”本可以直译为“small”,译者这里特别选用了“remote”一词,恰恰和下

文中的“atownsituatedvirtuallyatthenortheasterntipofChina”形成呼应,文意更为

通顺、连贯,贴切地重构了原文之意,也不失为上佳之选。
例3

【原文】“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

父亲还是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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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Thetwohorsesmeannothingtous,buteverythingtothepoor,”argued

grandpa.Father,however,refusedtolisten.(张培基 译)
【评析】译者没有把原文中的“命根”直译为“lifeblood”,而是以“everything”与

“nothing”相对,使译文呈现出一种震撼有力的对比修辞效果,其中蕴含的强调意味和

可能引起的强烈同情,与“命根”二字在汉语中所引起的感受如出一辙。此外,原文中的

“说着”“争吵”二词也由译者根据文中描述的情境进行了改译,前者具体化为“争”,而后

者则是具体的“不肯听”。细读原文,体会萧红眼中祖父的仁慈和父亲的冷酷无情,不由

感叹译者对措辞的灵活处理正是基于对全文贯通之意的深入解读和领悟:祖父之“争”,
是其仁慈爱心所致;而父亲之“不肯听”,则出于其一贯的自私狭隘。译者根据具体情境

的灵活处理,异常生动地在译文中重构了原文中的两个人物形象,再现了真挚的情感

流动。
其次,要准确传达散文之意,除字词方面的推敲和锤炼之外,句子以至语篇层面同

样需要根据汉英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有所变通调整。在句式调整方面,汉语意合到英

语形合的转变对重构散文之意至关重要,而对译文语篇衔接与连贯方面的考虑则是实

现散文文意贯通的重要手段。
汉英对比研究表明,两种语言在句式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汉语是意合的语言,少

用甚至不用形式连接手段来组合句子,注重内容的意会性。汉语注重隐性连接,强调内

在逻辑事理顺序、功能和意义的融合,突出句子意义的完整性。而英语则是强调形合的

语言,运用各种形式手段,如连接词、语法结构等来组建句子。英语特别注重显性衔接,
强调句子形式的表层照应,突出句子结构的完整性。优美的散文注重真情实感的自然

抒发,句子如行云流水一般,营造出美的意境。将汉语散文译成英语时,须充分考虑到

汉英两种语言各自的特点,构句时应首先理清原文的句子结构和意义,从整个段落或篇

章出发,对原文的句子进行重构,根据英语的表达习惯做出相应调整,从而使译文读来

流畅地道,完整地再现原文的意义。萧红的《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中有这样一句简单

描述:
例4

【原文】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
【译文一】MotherdiedwhenIwasnine.Fromthenonfatherwentfrombadto

worse.(张培基 译)
【译文二】WhenIwasnineyeasoldMotherdiedandFatherbecameworse.(刘士

聪 译)
【评析】原文中的两个句子是典型的汉语流水句,依时间自然排序,无须任何语法、

语义的衔接。除句法简单外,萧红的用词简洁质朴,而语气中的无奈和悲凉却直透纸

背。两种译文均依照英语的表达习惯进行了增词处理。译文一加上了“fromthenon”,
把原句语序所暗含的时间因素外显出来,使得前后两句的顺承关系更为清晰。译文二

的句式重构则与译文一大不相同,除较译文一更为符合原文语序之外,译者使用了

“and”这个英语中最为常见、内涵也最为丰富的连接词将原文合二为一,简洁明了,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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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越发紧凑,而“and”中包含的“自然而然发生的结果”这一逻辑内涵,也恰到好处地

传达了原文语气中的无奈与凄凉。通过添加符合英文表达习惯的连接词,译文二巧妙

地凸显出原文的整体意蕴。如果将略显直白的“becameworse”替换为译一中形象的习

语“frombadtoworse”,则能更加细腻准确地传达“更变了样”的内涵实质,完整地再现

原文之意。
以下是朱自清散文《匆匆》中的一小节:

例5
【原文】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

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

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边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
【译文一】Thus—thedayflowsawaythroughthesinkwhenIwash myhands,

wearsoffinthebowlwhenIeatmymeal,andpassesawaybeforemyday-dreaming
gazeasIreflectinsilence.Icanfeelhishastenow,soIreachoutmyhandstohold
himback,buthekeepsflowingpastmywithholdinghands.Intheevening,asIliein
bed,hestridesovermybody,glidespastmyfeet,inhisagileway.(朱纯深 译)

【译文 二】Thusthedayflowsawaythrough mysink whenIwash myhands;

vanishesinthericebowlwhenIhavemymeal;passesawayquietlybeforethefixed

gazeofmyeyeswhenIamlostinreverie.Awareofitsfleetingpresence,Ireachout
foritonlytofinditbrushingpastmyout-stretchedhands.Intheevening,whenIlieon
mybed,itnimblystridesovermybodyandflitspastmyfeet.(张培基 译)

【评析】原文的句子整齐匀称,如流水潺潺,独具汉语的审美意蕴。在两种译文中,
译者均理清了原文的脉络和意义,结合汉英两种语言在衔接和连贯方面所存在的差异

对原文的句子进行了重构。原文第一句中的三小句成排比句式,“日子”一词为重复衔

接,第三分句省略了“日子”,而两种译文均根据英语习惯改重复衔接为省略衔接,使得

三个英文小句排比整齐,译文行文脉络清楚,连贯性强,达到了与原文同样的排比效果。
此外,译文一中的“his-him-he-he-his”“so”“but”“as”以及译文二中的“its-it-it-it”“only
to”“when”均严格遵照英语中的词汇或语法衔接要求,分句与分句、句与句之间通过这

些照应手段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两种译文均衔接紧凑,逻辑清晰,呈现出连贯流畅的

语义流。
再来看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一个片段:

例6
【原文】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

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

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译文】Ihavelongbeenwaitingtowritesomethinginmemoryofsomeyoung

writers—fornootherreasonthanthatgriefandragehaveassailedmyheartnowfor
twoyears,andIameagertoshakethemoffinthiswaysothatIcanrelax.Topu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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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ntly—Iwanttoforgettheseyoungpeople.
【评析】原文以简洁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作者的愤怒心情和对革命青年的追忆之情。

按句号的使用而论,原文一共只有两句,但后一句由七八个分句构成,是典型的汉语流

水句结构,语义绵密,呈纷至沓来之势,其间隐含的紧密逻辑传达了深刻的悲恸之情。
如严格遵照原文语序直译为诸多分句,既不符合主干突出的英语形合句式特点,显得呆

板累赘,也无法传达与汉语流水句式相同的内涵和韵味,造成译文“形”似而“神”不似。
而在上述译文中,译者显然并未受到原文句子结构的限制,而是深入解读了原文的深层

含义,理顺了原文的逻辑结构,在此基础上对原文各分句进行重组,将原文第一句与第

二句的大半部分按照因果逻辑结合起来,运用介词词组(“inmemoryof”)、连词(“than”
“and”“sothat”)等英语衔接手段构建了一个英语复杂长句,读来舒缓沉重,给人一气呵

成之感,恰到好处地传达了原文所蕴含的肃穆沉重的氛围和意境。
最后,字词选用和衔接手段方面的考虑都属于语篇表层结构的构建,构成了语篇的

有形网络。而除了有形的词汇和语法手段之外,语篇的连贯问题也是散文译者需要特

别着意的。语篇的无形网络———逻辑内涵,也是译文是否文意贯通的重要衡量尺度。
如要完整准确地再现原文之意,译者需要增强语篇意识,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原作,深入

理解原文的逻辑内涵,并以恰当的方式在译文中给予呈现。在这一过程中,逻辑推理能

力强、有经验的译者甚至会对原文整体结构进行大幅调整改动,如段落重组等,在不违

背原作整体风貌的原则下,充分发挥译者的能动性,为得出上佳译文做出种种努力。以

刘士聪先生译《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中的一段为例:
例7

【原文】父亲 打 了 我 的 时 候,我 就 在 祖 父 的 房 里,一 直 面 向 着 窗 子,从 黄 昏 到 深

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样的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

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

的声音:
“快快长吧! 长大就好了。”
【译文】Wheneverfatherbeatme,Iwouldgotogrand-pasroomandstandbythe

windowfromeveningtilllateintothenight,watchingthecottonwhitesnowfalling,

whilethelidofthekettleoverthestoveclinkedlikea musicalinstrumentplaying
accompaniment.Grandpa,puttinghiswrinkledhandonmyshoulderandthenonmy
head,wouldsay:

“Growquickly,mychild.Whenyouaregrown,thingswillbebetter.”
【评析】原文中,萧红难以言说的悲愤与憧憬交织的复杂感情,通过这默默无言的

镜头简练地表现了出来,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萧红对其慈爱祖父的深沉情感,也从

简洁的描述中满溢出来。译文第一段运用了众多英语形式连接手段将各分句自然流畅

地合为一句,圆满地再现了原文的节奏感和语义流,而另加的“whenever”和“wouldgo
to”更是将原文字面上没有明言的情感意义在译文的语义结构中表达了出来,更加合乎

·9·

第一单元  汉英翻译之散文翻译 



英语读者对语义逻辑的要求,使译文读来文意更为贯通。此外,刘先生还将原文中两个

分散的小段处理成了一个大段,行文更加紧凑,由此也加强了文意的连贯性,体现了译

者的匠心独具。

第二,关注散文的音韵节奏与话语风格,恰如其分地保存散文之形

一般来说,“形散而神不散”是散文审美过程的一般规律,读“形”(散文的字、词、句、
段至篇)而得“神”(散文所要表达的意蕴、思想、感情等)。语言形式上的美感特征通常

是直观可感的,具体表现为文字组合结构的形式美和音位组合结构的音乐美。相应地,
散文之美除了体现为意境、情趣的审美效果外,也体现为散文的形式,包括散文的音韵

节律、遣词造句、修辞手段等。限于汉英两种语言的巨大文化差异,原作形式不可能完

全照搬进译文,因此,将汉语散文进行英译时,译者如何把源语中的“形”恰当地转化成

目的语中的“形”,从而使译文读者得以通过读其“形”而悟其“神”,也是散文翻译的一大

难点。
所有文学作品,不论是诗词、散文或是小说,写在纸上是文字,读出来就是声音,这

种声响和节奏在传统诗词里表现最为突出,格律也最为严谨。散文对音韵格律的形式

要求没有诗歌那样严格,但讲究音韵节奏和音响效果一直都是散文的自然追求。美学

大家朱光潜曾说,事理可以专从文字的意义上领会,情趣必从文字的声音上体验。翻译

家刘士聪先生在其文学翻译“韵味说”中,将再现原文的声响与节奏列为传递散文“韵
味”的第一条原则。他强调指出,文学作品里语言的声响与节奏,特别是语言的节奏感,
要在翻译里体现出来,这是保持和再现文学作品语言审美价值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散文节奏的实现方式不同于诗歌,如费道罗夫所说,散文节奏不是靠声音单位的规

律性交替(这在诗歌中是最常见的),而是靠言语的意义成分和句法成分的规则性排列,
它们按一定的顺序出现,即通过一些词的重复出现、对仗、对称以及语句和句子联系的

性质等表现出来。除此之外,散文的节奏还取决于某个言语片段感情的浓淡强弱的分

布情况。散文作家为了使文章有特色,往往在音韵节奏方面下苦功夫,通过句式的变

化、各种修辞手法的交替使用,使文章的思想感情和内容结合得浑然一体。好的散文讲

究句式长短开阖,跌宕起伏,音节奇偶相间,轻重交错,行文节奏随着作品的语调和主题

思想变化而变化。翻译散文时,应该注意散文的这种文体特征,在译文中尽量传递原文

的音韵节奏美。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充分理解那些为烘托意境而在形式上

采用某一服务于感情需要的节奏形式。如果原文是为了体现激昂向上的情感,译文在

形式上也应为节奏铿锵、明快的表达方式;如果原文是为了表达悲怆、抑郁的意境,那么

译文也应采用节奏缓慢、音韵压抑的句式和词语,不能只为了译文“简明洗练”而背离原

文风格上的舒缓节奏,结果导致“义存而情不存”(朱光潜语)。
散文的音韵节奏在单语条件下呈隐性,但在双语环境下,在两种语言的对照和翻

译过程中则变得非常明显。汉语是声调语言,基本由单音节构成,汉语四声构成了发

音的抑扬顿挫,产生了一种音乐特征。而英语是重音语言,单词多为多音节,有重音,
但无四声。由于语音的不同特征,汉英散文在音韵节奏方面也各具特色,以迥异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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