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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基于汉英双向对应语料库 ,在宏观层面描写和分析英译汉语言的总体特征。作者认为 ,同汉语原创文

本相比 ,英译汉文本语言的类符 /型符比较高 ,句段偏长 ;汉语翻译语言扩大了汉语某些结构式的容量。这些特征呈现出

英译汉文本语言独有的特征 ,显示英语源语对汉语译文的影响 ,翻译共性假说受到一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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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cle reports a study of general features of translated Chinese ( i. e. Chinese language as target language in English2
Chinese translated texts) , on the basis of a comparison made between translated and non2translated Chinese texts.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ranslated Chinese is, unlike what is expected in the original Chinese, higher in type2token ratio, and

it uses relatively longer sentence segments; 2) translated Chinese demonstrates a strong tendency to expand some constructions’

load capacity, which means it tends to cram into a construction more words than it normally contains. These features, together

with other features specific to translated Chinese do not fully support the hypothesis of translation universals; in fact, much of the

difference results from interference of English source language, and it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hat contrib2
utes to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ranslate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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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随着计算机语料库技术的发展 ,语料库语言学已经

从方法论和语言研究手段成长为一门完整的学科 ,既有

纯理论研究 ,也有应用研究 (Laviosa 2002)。基于语料库

的翻译研究 ,我们可称为语料库翻译学 ,其主要含义是 ,

以语言理论和翻译理论为研究上的指导 ,以概率和统计

为手段 ,以大规模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 ,采用语内对比与

语际对比相结合的方法 ,对翻译现象进行历时或共时的

描写和解释 ,探索翻译的本质 (王克非 黄立波 2007)。总

之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已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 ,

可以从更多的角度透视翻译 ,包括翻译语言。

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 ,多少会存留一些源

语的痕迹 ,有人称之为 translationese,即受源语影响的不

太地道的目的语运用方式 ( Hopkinson 2007 )。 translatio2
nese若译为“翻译腔 ”则带有些贬义 ,译为“翻译体 ”稍好 ,

我们也可以使用 translational language这个相对中性的术

语。翻译语言虽然不够“地道 ”,但它通常不是语法错误

(m istake) ,多属语用上的“偏误 ”或差误 ( error) ,源语是这

些“偏误 ”的源头 ( Toury 1995: 208)。

用翻译语料来研究翻译语言 ( Gellerstam 1986: 88 -

95)已经走过 20个年头。根据 Santos ( 1995: 60) ,翻译语

言研究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所有翻译产品的属性 ,即翻译

共性 ( universals of translation, Baker 1993) ;二是特定语言

间翻译产品的属性 ,即翻译语言 ( translationese)的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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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某个或某类翻译产品反映出来的语言特征。本文主

要考察英语翻译成汉语后汉译语言的特征 ,这方面的研

究对于英汉语言对比也有重要意义。

2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语言研究
翻译语言现象早有人注意。Gellerstam (1986)对比瑞

典语翻译和非翻译小说文本 ,从语内类比角度讨论过“翻

译体 ”的语言特征。近年在各种语料库的基础上 ,开展了

一系列新型翻译研究。国际上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技

学院的 Mona Baker较早开展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她在

《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研究 》(1993)文中对这两者的结合

作了初步阐发。在大范围翻译调查方面 ,如翻译文体的

考察 ,她 (2000)也率先从语料库角度探讨译者的文体特

征 ,特别是从类符 /型符比、平均句长及词项使用特点等

方面加以分析。根据 Baker ( 1993, 1998a) ,翻译语言可能

存在下列共性 :简化 (词汇上的简化 ,即使用较少的词来

进行翻译 ,尽量少用生僻的字眼 ,使用释义方式应对文化

差异 ;句法上的简化 ,即复杂结构被简化 ;文体简化 ,即译

文倾向于断开长句 ,减少或省略重复的冗余信息 ,减少词

汇重复等 )、显化 (原文隐含的内容在译文中被明示出来 ,

衔接手段明晰化 )、规范化 (译文尽量向目的语的某些典

型样态靠拢 ,缺少目的语使用的多样性 )。

Baker(1998b: 225)认为 ,翻译时 ,与源语文本特征相

关的现象倾向于移植到目标语文本里。但有批评者指

出 , Baker的研究主要基于类比语料 ( comparable corpus) ,

未关注源语对译语的影响 (Hansen & Teich 2001,吴昂 黄

立波 2006,黄立波 王克非 2006)。

基于对应语料库的汉语翻译语言研究在国内也已取

得不少进展 ,如柯飞 2003,秦洪武、王克非 2004,柯飞

2005,王克非、胡显耀 2008,等等。王克非、胡显耀 (2008)

依据双语对应语料库仔细探讨了翻译汉语的特征 ,指出 ,

无论是文学还是非文学语料 ,翻译汉语与原创汉语相比 ,

具有词语变化度偏低、词汇密度偏低 ,虚词显化、指代方

式显化 ,常用词频率增加等特征。国内外这些基于语料

库的研究都不同于传统的“对等 ”理念指导下的翻译研

究 ,而关注起翻译转换中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带来的语

言变化以及促成此类变化的语言内和语言外因素 ,开辟

了新的翻译研究途径。但囿于检索技术和研究手段的局

限 ,系统的描述和分析还不够。本文尝试运用现有的语

料检索和分析技术 ,从宏观的层面 (主要是类符 /型符比、

句长分布、结构容量等 )探讨英译汉的一些语言特征 ,微

观语言描写 (词语分布、词语组合等 )部分将另文发表。

3　研究方法
考察汉语翻译语言 ,实际上就是考察它在多大程度

上偏离汉语“常态 ”。“常态 ”(余光中 2002: 151)只是一

种语言直觉 ,并无具体标准 ,但我们可以假定它存在。比

如 ,我们可以把一定规模的原创文本视为汉语“常态 ”,因

为它比翻译文本更接近目的语的基本特征。

本项研究的素材取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研制的汉英对

应语料库 (CEPC) ① ,我们从中抽取约 350万字 /词的双语

对应语料。该库为汉英双向翻译对应语料库 ,各子库里

的汉语文本可以提取出来 ,形成汉语原创文本和汉语翻

译文本类比库。既然翻译是由源语语篇诱导的篇章产生

过程 ,在进行具体语言分析时 ,我们既考察汉语原创文本

和汉语翻译文本之间的关系 ,又考察汉语翻译文本和英

语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同时 ,我们也注意文学文本与

非文学文本的语言使用多少的差异。

4　宏观描述
宏观描述主要涉及汉语原创文本和翻译文本在类

符 /型符比、词长和平均句长上的表现。类符 /型符比是

类符 ( types)和型符 ( tokens)之间的比率。词型和实例依

据 ICTCLAS进行切分 ,也是句长的计算单位。以下是使

用 WordSm ith 4. 0得到的统计结果。

表 1　原创文本和翻译文本的宏观描述

统计型

符数
类符数

标准化

类符 /

型符比

词长
平均

句长

平均

句段长

汉语原创文学 466, 414 23, 047 46. 72 1. 36 25. 46 6. 02

汉语原创非文学 222, 758 11, 066 41. 92 1. 76 27. 05 7. 20

汉语原创文本 689, 172 28, 437 45. 19 1. 49 25. 95 6. 35

汉语翻译文学 578, 148 24, 213 47. 36 1. 44 25. 81 7. 00

汉语翻译非文学 496, 218 26, 174 47. 65 1. 64 31. 52 8. 58

汉语翻译文本 1, 074, 366 36, 354 47. 49 1. 53 28. 27 7. 65

英语原创文学 546, 632 22, 409 43. 21 4. 26 16. 76 6. 79

英语原创非文学 487, 673 25, 739 44. 37 4. 87 20. 24 9. 32

英语原创文本 1, 034, 305 35, 695 43. 75 4. 54 18. 23 7. 78

表 1反映出以下几个问题。

类符 /型符比

一般说来 ,语库规模越大 ,类符 /型符比越小。若语

库规模相同 ,类符 /型符比越大 ,就说明用词越丰富。由

于原创库和翻译库库容差异较大 (如汉语原创文本库在

实例数量上小于汉语翻译文本 ,约为 1∶1. 6) ,简单的类

符 /型符比计算没有说服力。因此 ,本文在进行类符 /型

符比 ( type / token ratio)计算时 ,使用了 WordSm ith 4. 0提

供的以 1000词为计算单位的类符 /型符比计算方式 ,得到

“标准化类符 /型符比 ”(如表 1)。

表 1显示 ,在类符 /型符比上 ,汉语原创文本比汉语

翻译文本在类符 /型符比上低了 2. 3个百分点 (45. 19 vs.

47. 49) ,但都高于英语原创文本 (43. 75)。汉语翻译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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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词丰富程度上低于英语源语 ,但又高于汉语原创语

言。这一差异说明 ,汉语翻译文本在用词丰富程度上高

于汉语原创文本和英语源语文本。该项统计结果不支持

翻译语言较原创文本用词简单这一假设。

词长

总体说来 ,汉语原创文本和翻译文本都以双音节和

单音节词占主导地位 ,汉语翻译语言基本符合汉语本身

的词汇运用特征。汉语原创文本使用单音节词稍多 ,但

总体看来 ,二者没有明显的区别。

平均句长

统计显示 ,汉语翻译文本的平均句长高于汉语原创

文本 (每句平均高出 2. 32个词 )。这一差异在非文学文

本里差异尤为明显 (高出 4. 47词 ) ,差异不大的是文学文

本 (差值 : 0. 35)。那么 ,这些差异和英语语源语文本有什

么关系 ?

仅从句长上说 ,汉语翻译文本句子偏长和英语源语

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因为后者的句长 (18. 23)远远小于前

者。但实际翻译的语言材料显示 ,汉语翻译时的句子扩

张与英语源语有关。

① And Pinkerton — Pinkerton — he has collected ten

cents that he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lose .

那么 / c平克顿 / nr ——— / x平克顿 / nr ——— / x他 / r一

定 / d是 / u要 / v回来 / dg一 /m 角 / q钱 / n的 / u老 /a账 /

n, / w这笔 / r钱 / n 他 / r本来 / d 以为 / v没有 / v盼头 / n

了 / y。 /w (16∶22)

② You speak collectedly, and you — are collected.

你 / r这 / r 话 / n 倒 / y 还有 / v 自制力 / n , /w 而 / c

你 / r ——— / x也 / y确实 / d镇静 / a 。 /w (7∶10)

汉语的孤立语性质意味着要使用词汇手段表达一些

英语使用语法或其他组合手段表达的内容。如 ①中的关

系词 that译为名词短语“这笔钱 ”,过去式 ( thought)在翻

译时通过词汇手段 (本来 )添加时间标记 (译为“本来以

为 ”)。还有 ,英语介词 (如 on, in)表达的意念在汉语中常

用“介词 + ⋯⋯ +方位词 ”来表达。上述各种添加多少带

有一些强制性 ,更常见的添加则是选择性的。比如 ,翻译

时可能会发生词性改变 (如 ②中的“这话 ”、“自制力 ”) ,

相应的成分都须作出调整 ,句子调整的幅度随之加大 ,原

文中隐含的表情态成分也可能随之明示出来 (如“倒、也、

确实 ”)。不论是哪类添加 ,都会致使汉语翻译语言的平

均句长高于英语原创文本语言。这可以部分证实显化

现象。

但这只反映出汉语翻译语言的句子长度 ,而仅计算

以句号、问号和叹号为切分点的句子长度还无法反映句

子内部组织特征。根据 Chen (1994) , 75%的汉语句子由

两个以上的句段构成。句段可以是一个小句 ,也可以是

一个短语 ,但它一定是句中由逗号或分号隔开的相对对

立的构句成分。句段统计显示 ,汉语文本的句段长度低

于英语文本 ;更重要的是 ,汉语翻译文本的句段长度明显

高于汉语原创文本 ,且更接近英语源语文本。

仅从统计数据上看 ,汉语翻译语言用词比较丰富 ,句

子偏长 ,没有期待中那么通俗易懂 ,也没有表现出翻译共

性所言的句法简化特征。而且 ,汉语翻译文本中的句段

长度大于汉语原创文本 ,这显然是英语源语干预的结果。

5　结构容量
根据表 1,汉语翻译语言使用的句子偏长。原因很

多。从语法上说 ,由于汉语是不同于印欧语言的非形态

语言 ,英语里的一些语法手段 (如英语里的体和时态 )在

汉译时通常需要运用词汇手段来表达 ,这自然会增大句

长 ;从组织方式上看 ,英语常使用较长的分句 ,在汉译时

若保留分句形式也会增加句长 ;从翻译策略上看 ,汉语译

文可能会为了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而加上一些解释性

话语。

但语料分析显示 ,上述差异并不足以说明汉语的翻

译和原创文本在句长上存在明显差异 ,翻译语言扩展了

汉语某些结构式的容量才是主因。容量扩展表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 (1)谓语和宾语之间的距离拉大了 ,即英汉翻

译时常把原本后置且开放的英语定语 (从句 )前置于宾语

之前 (主要是“的 ⋯⋯的 NP”结构式 ) ,这大幅提高了汉语

谓宾之间的结构张力 ; (2)汉语的一些介词短语 (介词 +

NP +方位 /时间 )本身是封闭结构 ,容量有限 ,但翻译语言

通常需要将较长的多重修饰成分塞入这种结构 ,致使其

容量扩张。

我们以“在 ⋯⋯中 ”为例说明这一点。

表 2“在 ⋯⋯中 ”的结构容量

原创非文学 原创文学 翻译非文学 翻译文学

频次
相对

频率 %
频次

相对

频率 %
频次

相对

频率 %
频次

相对

频率 %

4个词

以内
260 67. 88 183 91. 5 941 72. 33 448 74. 91

5个词

以上
123 32. 12 17 8. 5 360 27. 67 150 25. 09

合计 383 100 200 100 1301 100 598 100

表 2显示 ,“在 ⋯⋯中 ”结构的容量与文本类型相关。

在汉语原创文学文本中 ,有 91. 5%的“在 ⋯⋯中 ”结构的

容量在 4个词以内 ,单音节词更是占到了 47% ;而在翻译

文学文本里 ,结构容量在 4词以内的只占 74. 91%。可以

看出 ,原创文学文本里“在 ⋯⋯中 ”结构的容量要远远小

于原创非文学文本。有趣的是 ,这一区别在两类翻译文

本中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 ,原因可能是汉语文学翻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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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注意该类结构式在语域上的差异。

与“在 ⋯⋯中 ”结构相似的还有“在 ⋯⋯时 ”和“介

词 +NP +处所词 ”结构。这些封闭的结构式容量有限 ,但

在翻译语言里 ,它们的容量均有大幅扩张。

上述扩容现象受源语影响 ,但不是源语单独作用的

结果。还有一个原因 :翻译语言过分利用了汉语本身的

结构张力。尽管英语谓 - 宾之间容量有限 ,但修饰成分

后置 (如使用定语从句、介词短语 )可以避开这种容量限

制。汉语则不然 ,它的修饰成分通常前置。所以 ,若不使

用其他方式 ,汉语只能靠扩展结构容量来解决修饰问题。

扩容意味着不能快速处理主干成分 ,这会加重工作记忆

负担。因此 ,结构容量扩张后 ,汉语翻译文本语言不如汉

语原创文本语言易读、易解。

6　结束语
汉英对应语料库的考察和分析表明 ,同汉语原创文

本相比 ,英译汉文本语言的标准化类符 /型符比较高 ,句

段偏长 ,表明汉语翻译文本在用词丰富程度上高于汉语

原创文本和英语源语文本。另外 ,汉语翻译语言扩大了

汉语某些结构式的容量 ,导致汉语翻译文本语言不如汉

语原创文本语言易读、易解。这些特征呈现出英译汉文

本语言独有的特征 ,显示英语源语对汉语译文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 ,特定语言间的语言转换现象或翻译语

言的局部特征 ,不一定是所有翻译语言共有的属性 ,翻译

共性的探讨还有待深入。

注释

①CEPC (Chinese2English Parallel Corpus)是一个汉英双向

平行对应语料库。该库于 2002 - 2004年由王克非教授

主持创建 ,语料以 XML文件格式存储 ,语库规模为两

千万字 /词。

参考文献

黄立波 王克非. 翻译普遍性研究反思 [ J ]. 中国翻译 ,

2006 (5).

柯 　飞 (王克非 ). 汉语把字句特点、分布及英译 [ J ]. 外

语与外语教学 , 2003 (12).

柯 　飞 (王克非 ). 翻译中的隐和显 [ J ]. 外语教学与研

究 , 2005 (4).

秦洪武 王克非.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语言分析 ———以

“so. . . that”的汉语对应结构为例 [ J ]. 现代外语 ,

2004 (1).

王克非 黄立波. 语料库翻译学的几个术语 [ J ]. 四川外

语学院学报 , 2007 (6).

王克非 胡显耀.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汉语词汇特征研究

[ J ]. 中国翻译 , 2008 (6).

吴 　昂 黄立波. 关于翻译共性的研究 [ J ]. 外语教学与

研究 , 2006 (5).

余光中. 余光中谈翻译 [M ].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

司 , 2002.

Baker, Mona. Corpus L 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 lications and App lications[A ]. In Mona Baker, Gill

Francis and Elena Tognini2Bonelli ( eds).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 incla ir [ C ]. Am ster2
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 ins, 1993.

Baker, Mona. Réexp lorer la Langue De La Traduction: Une

App roche Par Corpus[ J ]. M eta, 1998a (4).

Baker, Mon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 tion S tud ies

[M ]. London: Routledge, 1998b.

Chen, H sin2H is. The Contextual Analysis of Chinese Sen2
tences with Punctuation Marks [ J ]. L iterary and L in2
guistic Com puting, 1994 (4).

Gellerstam, M. Translationese in Swedish Novels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 A ]. In L. Wollin and H. L indquist

( eds. ). Translation S tud ies in Scand inavia [ C ]. Lund:

CW K Gleerup, 1986.

Hansen, S. & Teich, E. Multi2layer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Corpora: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Practical Imp lica2
tions[ A ]. In D. Cristea, N. Ide, D. Marcu and M.

Poesio ( eds. ). Proceed ings of EUROLAN 2001 W ork2
shop on M ulti2layer Corpus2based A nalysis [ C ]. Iasi,

Romania: 2001.

Hopkinson, Chris. Factors in L inguistic Interference: A Case

of Study in Translation[ J ]. Skase Journa l of Translation

and In terpreta tion, 2007 (1).

Laviosa, Sara. Corpus2based Translation S tud ies: Theory,

F ind ings, A pplications [M ]. Am sterdam, New York:

Rodop i, 2002.

Santos, D iana. On Grammatical Translationese[A ]. In Kim2
mo Koskenniem i ( ed. ). Short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Tenth Scandinavian Conference on Com putational L in2
guistics[ C ]. Helsinki, 1995.

Toury, Gideon. D escriptive Transla tion S tud ies and B eyond

[M ]. Am 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 ins Pub2
lishing Company, 1995.

收稿日期 : 2007 - 10 - 11 【责任编辑 　李洪儒 】

501

2009年 　　　　　　　 　　 　王克非 　秦洪武 　英译汉语言特征探讨 　 　 　 　　　　　　第 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