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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前 言

市面上翻译教材不少,“外语+影视”的教材也不少,但我们这本《英汉影视

翻译实用教程》不是简单机械地把“翻译”“外语”和“影视”相加,而是鲜明地体

现了影视翻译教学实践中的理念和特色,适用于各类影视翻译课程的教学,也
适用于普通读者影视翻译能力的自我提高。

我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本科生开设英美影视翻译课程已经8年

了,其间也为研究生开设了3年影视翻译研究课程。本科阶段的影视翻译课是

翻译专业和英语专业的选修课,每年只有30个名额,全程在同传教室上课,选
课者甚众,可谓一“位”难求,经常是开学已经两周了,仍有不少学生声情并茂地

发来微信,恳请在教室里加座旁听。课程将近尾声,学生不仅需要以团队为单

位,展示制作精良的微电影(配字幕),而且要上传千锤百炼的个人配音视频,课
堂内外其乐融融,收获满满,无怪乎影视翻译课连年成为上外人气课程。

其实,据我看,这门课程的口碑主要来自于课程设计和教材策划的理念。
我曾经在《中国翻译》和《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上撰文,阐述影视翻译课程的性

质:它不是听力课,不是听说课,不是通识文化课,也不是一般的翻译技能课,而
是一门专业的翻译课程。专业翻译课需要专业的教材,需要经过教学实践检验

的合格的教材,而我们这本教材与其他类似翻译教材相比,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专业性。影视翻译所研究的视听语言,是在以电影、电视、电子游戏

等视听媒体基础上生成、定型并体系化的语言。视听语言在表意方式、语汇组

织和感知方式上,与以文字为载体的传统语言形态有很大不同。影视翻译与一

般的翻译活动不同,需要协调画面、声音和文字,多模态整合,绝非易事。本书

的编者曾经为国际电影节、上海电影译制厂提供过翻译服务,深知影视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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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苦。我们教材中有一半的篇幅,就是在解决影视翻译中的两大主要模式———
配音翻译与字幕翻译的专业问题,例证练习也都是经典的、鲜活的影视翻译

实例。
第二,延展性。除了配音与字幕的两大重点章节,其他各单元则是充分考

虑了课程的特点和学生全面发展的实际需要,妥善处理了语言知识和博学多识

之间的关系,注重学生的翻译技能和思辨能力的培养。我们安排了“西方电影

基础知识”作为最基本的影视专业知识储备,编排了“影视翻译概览”和“影视翻

译基本原则”作为影视翻译实践的认知起点,设计了趣味盎然的“歌曲译配”和
“影评翻译”作为学习的调剂和补充,同时兼顾“剧本翻译”和“戏剧翻译”的学

习,前者是影视翻译的基础,而后者实属影视翻译的孪生姐妹。
第三,实践性。影视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个技术活儿,没有实践就没有

感性认识,也更不会有理性认识。我们的教材共分九章,每一章都配有多项课

后练习,教学重点章节(第三、四、五、六、九章)还设计了大量课堂练习,便于学

生操练,提升翻译能力。
第四,操作性。本教材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发现式和探究式的内容设计,

进行配套的基础训练,充分调动读者的学习积极性。教材的编排由浅入深,比
如在讲解配音翻译时,就从最简单的低幼动画片,讲到动画大片,再讲到经典故

事片,循序渐进,步步为营。而且所有练习(除讨论题外)都配有参考答案,读者

按图索骥可以完全自行操练。

本教材共有三位编者:本人负责总体策划以及第一、二、三、四、五单元的编

写,并与上海戏剧学院冯聪老师合作编写第六单元,苏州大学彭文青老师编写

第七、八、九单元。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上外英语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给予

了诸多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另外,本教材编写受惠于各种文献资料,因夹注

不便,只能将其列于书后,特此向各位作者一一谢过。

肖维青

丙申年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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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方电影基础知识

一个多世纪以来,电影一直是人类漫漫旅途中的精神伴侣:人们在电影中

实现难圆的梦想,在电影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在电影中重温伟大的历史,在电影

中体会平凡的快乐……总之,电影成了大众文化的核心内容。
我们这门课程“影视翻译”正是从了解电影的基础知识入手。如果我们对

电影的分类、角色、表演、叙事等内容非常陌生,对一些术语的英文以及对应的

汉语也不熟悉,势必会影响我们对影视翻译的理解。

第一节　电影分类：电影史和类型片

历史和类型是两种最基本的电影分类标准。说到一部电影,我们会问:这
到底是一部什么时期拍摄的电影? 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一、电影历史

电影的历史并不漫长,以好莱坞为例,可分成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早期电

影、经典好莱坞电影以及后经典好莱坞电影。

(一)早期电影

1826年摄影技术的发明为电影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889年柯达公司研制

出了一种又薄又软的赛璐珞(celluloid)底片,突破了原有的玻璃片胶卷的局限。
之后,摄影机发明了,这种新技术于1895年在巴黎首展。当年3月,经营照相

馆的卢米埃尔兄弟(theLumierebrothers)为法国工业促进会的成员放映了《工
厂大门》;6月,他们在里昂私下放映了记录摄影协会会议的短片;半年之后的

12月28日,他们在巴黎的斯克里布酒店进行了第一次收费的电影放映。这一

天被世界各地电影界公认为标志着电影发明阶段的终结和电影时代的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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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早期电影的制作基本依靠所谓的“摄影师制度”(cameramansystem),也就

是说,一部电影就是由摄影师个人全权负责,包括策划、编剧、摄影和剪辑等。
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Scorsese)2011年执导的电影《雨果》(Hugo)
就用一个奇妙的故事,完成了对电影历史的穿越,重新回到了电影的起点———
粗糙的默片时代。在这部电影中,观众可以看到一些早期电影的片段,包括著

名的《火车进站》《月球旅行记》等。

(二)经典好莱坞电影

经典好莱坞电影时期通常是指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技术的飞跃为

电影带来了声音和色彩。这一时期的电影制作依靠的是“制片厂制度”(studio
system)。所谓的“五大”电影公司(BigFive)开始称霸:华纳兄弟(WB)、米高梅

(MGM)、福克斯(Fox)、派拉蒙(Paramount)和雷电华(RKO)。另外还有三个

比较小的公司,戏称“三小”(LittleThree),即哥伦比亚(Columbia)、环球(Uni-
versal)和联美(UnitedArtists)。

如果说早期电影是展示性的,那么经典好莱坞电影则是叙述性的,是艺术

性地讲好一个故事。电影的故事性更强,剪辑得更加流畅,更加精致。在这一

时期,主要的影片类型基本形成,“明星”也诞生了。电影明星对公众产生了巨

大的吸引力,给制片厂带来了稳定的利润,也被电影公司控制和炒作。

(三)后经典好莱坞电影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好莱坞的电影制作进入了后经典好莱坞电影时

期。电视、DVD以及后来出现的付费电视、有线电视给电影带来了一系列严重

挑战。行业层次的调整,越来越清楚地指明了电影业的未来:电影的发展不仅

仅依靠大银幕,还要依靠层出不穷的其他放映方式。
从电影本身而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推出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

如《教父》(TheGodfather)、《星球大战》(StarWars)等,这批大导演多半科班

出身,在电影制作技术上造诣精湛,而且深谙电影美学和历史。从80年代开

始,电影制作进入新好莱坞时期。

二、电影类型

电影发展到今天,要精确地定义电影类型(genre)已经很困难,因为类型和

类型划分并非理论上那么死板,现实中我们也很难找到一部严格属于某一类

型、且不具有其他类型任何特点的电影了。那么,划分电影的类型是否还有必

要呢? 其实,类型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证和提高利润。比如,类型的存在

让电影在发行之前就可以预售:观众对某一部新片不熟悉,可是他们肯定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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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电影的类型有所了解,对某种类型片感兴趣的观众就会去影院观影。另外,
类型制度也有利于制片方、院线锁定目标观众群,确定上映时间,例如爱情片比

较适合在情人节或七夕放映,而喜剧片比较适合在春节或圣诞节放映。
到底应该如何划分电影类型呢? 一般意义上,电影类型的主要划分依据是

题材、形式、风格或者观众的反映。下面的表格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划分:(考
虑到我们课程的性质,表格保留了部分英文,大家可以进行英汉翻译,加深对类

型片的理解。)

Genre DefiningCriteria DifferentiatingCriteria

SocialDrama
社会问题片

Romance
爱情片

Gangster
黑帮片

WarFilm
战争片

ScienceFiction
科幻片

Fantasy
奇幻片

Western
西部片

Disaster
灾难片

Crime
犯罪片

Epic
史诗片

SubjectMatter
题材

Serioussocialtopic

Romanticrelationshipbetweenlovers

GangstersinurbanAmerica

Specificmilitaryconflicts

Futuristtechnologies/futureworlds

Impossibleworlds/fantasticalcharacters

AmericanWest

Naturalorman-madecatastrophe

Criminalactivitiesandinvestigation

Biblicalorancienthistory

Action
动作片

Musical
音乐片

FormalCriteria
形式

Presenceofactionset-pieces

Presenceofsonganddanceperformanc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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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enre DefiningCriteria DifferentiatingCriteria

Blockbuster
强档片

FilmNoir
黑色电影

Style
风格

Spectacularevents

Chiaroscurolighting and dark mise-
en-scene

Comedy
喜剧片

Horror
恐怖片

Thriller
惊悚片

AffectiveResponse
观众反应

Intendedtogeneratelaughter

Intendedtohorrify

Intendedtothrill

第二节　电影角色和表演

角色塑造和表演是电影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两个部分:电影的推进需要角

色,而角色需要用表演呈现给观众。

一、角色功能和角色设置

电影中的角色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主要角色(maincharacter)、次要角色

(secondarycharacter)和小角色(minorcharacter)。
主要角色是电影中最重要的角色,也是最吸引观众的角色,通常就是所谓

的“主人公”(protagonist)。
次要角色是和主人公密切相关、积极推进叙述发展的角色。次要角色也分

为三类:反面角色(antagonist)、镜像角色(mirrorcharacter)以及浪漫角色(ro-
mancecharacter)。顾名思义,反面角色是阻碍主人公达成目的的角色,电影的

高潮往往就是主人公和反面角色的对决。不过,主人公不一定都是正面角色或

英雄,有时会以文学研究中称为“反英雄”(antihero)的形式出现,反面角色也未

必都是坏蛋。镜像角色是主角最亲密的盟友,在逆境中给予主人公支持和帮

助,也帮助观众了解主人公的性格和处境。浪漫角色就是和主人公存在爱情关

系的角色,有时是支持主人公达成目的的,有时则是阻碍主人公、制造麻烦的。
小角色就是其他一些分量不重的角色。
我们可以通过对下表的填写,厘清几种角色的概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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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下表中空白处填入最近两年看过的一部中文影片和一部英文影片,按
照表格给出的例子,找出影片中的各类角色。

Film Protagonist Antagonist Mirror Romance

BraveHeart
《勇敢的心》
(1995)

William Wallace KingEdwardI Hamish
Murron/
Princess
Isabelle

二、角色原型

除了上述比较简单易懂的角色功能分类,这里要介绍沃格勒(Volger)的原

型理论。沃格勒以神话故事叙述为模板,总结出电影编剧中的七种角色功能,
也就是角色原型(archetype)。这些原型反映出人类经历中一些永恒不变的因

素,是多个故事模式的基本元素。
这七种角色原型分别是英雄(hero)、导师(mentor)、关卡守门人(threshold

guardian)、信使(herald)、变化者(shapeshifter)、影子(shadow)和小丑(trick-
ster)。“英雄”是故事的主人公;“导师”是老练、睿智的角色,帮助“英雄”克服困

难;“关卡守门人”是在叙述的关键时期暂时阻碍“英雄”前进的人;“信使”则通

过宣布重要的变化或者挑战,召唤“英雄”踏上旅程;“变化者”通过伪装、谎言迷

惑“英雄”;“影子”是阻碍“英雄”前进的反面角色;“小丑”则是通过玩笑、恶作

剧,给电影带来轻松效果的角色。
据说沃格勒曾经为迪士尼拍摄的《狮子王》(TheLionKing)担任顾问,那

么我们如何利用沃格勒的角色原型理论来理解这部电影的角色功能呢? 下表

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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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etype Character FunctionsinTheLionKing

Hero Simba Theprotagonistwhoembarksonthequest

Mentor Mufasa,Rafiki
Olderfigureswhogiveadviceandsharetheirwis-
domwithSimba

ThresholdGuardian Hyenas
AnimalswhostopSimbaonhiswaytotheele-
phantgraveyard

Herald Unclear

Shapeshifter Scar ThefiguremasqueradesasacaringuncletoSimba

Shadow Scar
ThefigureisreallytheantagonistandSimbas“dark
side”

Trickster Timon,Pumbaa Figureswhoprovidecomicrelief

三、电影表演

表演中心性是电影的特点,角色的复杂性只有通过演员的台词和表演来传

达。电影理论家理查德·莫尔特比(RichardMaltby)在《好莱坞电影》(Holly-
woodCinema)一书中写道,从观众角度看,电影演员有两个身体(theactors
twobodies),观众既能感受到演员的存在,也能感受到角色的存在。与这个概

念对应的就有两种不同的表演方法。一种强调演员的真实性,叫作“表现风格”
(presentationalstyle),演员把自己的本色表现给观众;另一种方法则相反,抑
制演 员 的 真 实 性,演 员 再 现 他 所 扮 演 的 角 色,这 就 是 “再 现 风 格”
(representationalstyle)。有些演员比较倾向于前者,如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有些演员倾向于再现风格,如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Streep)。我

们还可以举出其他演员的例子吗?
再现风格和表现风格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两种现象:方法表演(method

acting)和明星制度(starsystem)。方法派演员,如马龙·白兰度(MarlonBran-
do)、阿尔·帕西诺(AlPacino)等,都是以精湛的表演赢得赞誉。他们认为,在
表演中,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情绪调动起来和角色取得认同,另一方面,通过实

践去获得角色的身体体验。与方法表演对应的另一种表演风格的极端其实就

是明星制度。明星表演倾向于表现派风格,允许演员游离于角色之外。简而言

之,方法表演强调演技,最高层次是角色和演员一体化,而明星制度比较在乎明

星形象和魅力对票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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