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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09院级资助课题：“英汉广告语言的语用策略及翻译研究”（09yjr44A）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广告翻译是不同文化的交流，是跨文化的商品营销宣传活动。进行广告翻译时，除坚持一

般的翻译原则外，还应充分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因素和消费心理，并采用灵活的翻译

策略。本文拟通过对英、汉广告特征的对比分析，从语用翻译的角度来探讨中文广告的

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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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告已成为人们日常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人统计，英国三分

之一的报纸篇幅用于广告。在美国，根据哈佛大

学的统计，成年人每人平均每天接触500条广告

（翁凤翔，2002：152）。中国自加入WTO以

来，也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产品介绍到国外。东

西方由于政治体制、宗教信仰、经济发展及价值

观念等文化背景不同，人们的审美情趣、消费心

理以及对商品的认识角度等也存在着诸多差异。

如何通过广告翻译把自己的产品介绍给其他国家

的消费者，从而提高产品的信誉度、销售量，对

一个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对中英

文广告进行对比分析，从语用翻译的角度来探讨

中文广告的英译。

2. 中英文广告的对比
2.1 中英文广告的相同点

由于汉英这两种语言之间既有相通之处，也

存在差异，中英文广告语同样有些相同的特点和

不同的特点。比如汉英两种广告语都经常使用双

关的修辞手法，都喜欢玩弄辞藻。下例可以说明

这一点。

例1：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电视《理

财》栏目广告词）

If you leave Managing Money alone, money will 

manage to leave you alone.（丁衡祁，2004：75）

例1是电视《理财》栏目的广告词，其意思

是：“如果你想生财，你必须学会理财；如果你

不会理财，你永远也发不了财。”“理财”的

正规译文有“corporate finance”、“personal 

f i nance”等。但在译文中，为了形式上的需

要，译者采用了“manage money”的译法，与

该广告后半部分的用词基本保持一致。这句译文

基本上将原句玩弄辞藻的手法表现出来了，同时

其语用呼唤功能也得到了完整再现。

2.2 中英文广告的不同点

但是由于东西文化存在差异，作为文化载体

的语言当然会有不对应的情况。广告语是一种带

有浓厚文化色彩的语言，因此中英广告语不可避

免地会有很多不同的特点。比如中文广告喜欢用

四字词，而英文广告多用常用语；中文广告注重

集体取向，英文广告注重个体取向。

例2：“航空牌”人造皮革箱

用料上乘，做工精细，款式新颖，价格合

理，规格齐全，欢迎选购。

“Aviation” Artificial Leather Suitcase

Selected materials, fine workmanship, modern 

designs, reasonable price, various specifications. 

Order welcome.

此例中文广告全部用四字词，译文则为常见

的名词短语。汉语的四字词组是汉语的一大优

势，言简意赅，形象生动，读起来朗朗上口，并

且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能给人以美感，因而在广

告中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产品广告中的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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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为四字词组，如：“畅销全球”、“久负盛

名”、“品种齐全”、“品质优良”、“款式新

颖”、“典雅大方”等等。但英语没有这种形式

整齐划一的特点，英语广告常通过使用易读易记

的常用词来达到推销目的。

例3：太子精品礼盒是精品之组合，是礼品

市场之需求，是对各界人士一份诚意的贡献。

（太子参广告）

PRINCE OF PEACE DELUXE PACK is a 

combination of specially chosen products which are 

picked with the high class consumer in mind.

原文中的“是礼品市场之需求”是汉语广告

的套话，旨在诉诸于顾客的从众心理，这里就没

有必要翻译出来，所以省略不译。“是对各界

人士一份诚意的贡献”也是汉语的表达习惯，强

调了卖方，也容易使译文消费者产生心理反感。

英文版译成“with the high class consumer in 

mind”，强调对顾客的重视，由此对比可看出

中西文化心理差异。

通过对中英文广告的对比，发现在中文广告

英译时，要做到语言形式和语用功能对等，需要

考虑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并采用恰当的翻译策

略。下面将就中文广告的语用翻译进行探讨。

3. 广告的语用翻译
3.1 语用翻译

语用翻译是一种等效翻译理论，也是一种翻

译功能理论，是通过对比两种语言，同时研究语

言形式等效和语用功能等效等问题。语言形式

等效就是在词汇、语法、语义等不同的层面上追

求语言形式上的对等。语用功能等效是指译者在

准确理解原作内容的前提下，分析原文与译文的

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关联信

息，使译文读者付出最少的努力得到原文作者

的语用意图，使译文读者能够与原文读者在阅

读时达到近似等同的感受。（包惠南，2001：

287）。因此，语用翻译不仅仅追求传统意义上

的句法或词义等语言形式上的静态对等，而且

追求语用功能的动态对等。由此可见，语用翻

译十分适用于广告的翻译。何自然教授是这样

描述语用翻译的：语用翻译与语义翻译相对应

（1999：186），是指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翻译

问题，运用语用学理论去解决诸如翻译所涉及的

理解过程和重构过程、语用和文化因素在译文

中的处理方法、以及原作的语用用意的传达及

其在译作中的得失等问题（何自然、陈新仁，

2004：200）。

3.2 语用翻译观下的广告翻译策略

翻译功能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参照

数不应是对等，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所预

期达成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广告翻译更具

其特殊性，更要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

作为检验标准（谭逸之，2008：115-117）。广

告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问题，而是跨国

界、跨文化的以商品营销为目的的跨文化宣传形

式。一定的文化传统、信仰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

上左右着商业经营者以及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

从而影响各国广告活动。因此，广告译文必须与

译语文化环境融合，才能完成其交际功能，达到

广告的语用目的。

在语言特点上，英语广告多倾向于简洁明了

的语句，表达方式直截了当，信息明确，易于记

忆。汉语广告则往往词藻华丽，修饰过度，这在

旅游企业宣传材料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由于这种

差异，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外国受众偏爱的语

言形式，删减一些并没有太大实际意义的华丽词

藻，从而有利于广告目的的实现。

例4：磁湖山庄依山傍水，鸟语花香，背靠

青山，环境幽雅，设计、管理、服务均为一流。

Magnetic Lake Villa falls back on hills and 

faces lake, with fine spring and elegant environment. 

Its desig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are first class.

此例中原文多用汉语言常用的工整的四言八

句式，竭力用优美的词语和对称的形式来渲染广

告所介绍的旅游酒店的意境。然而若在译语中

堆砌如此华丽的词语，则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因

此，译文一改原文的风格，语言简洁直观，行文

布局和表达方式符合英文的文体规范。

广告属于“呼唤型”文本，旨在通过最直接

有效的方式让受众即消费者了解产品，向广告受

众宣传企业形象和推销产品。更重要的是西方

人崇尚个性，广告经验较丰富，因此其广告语言

必须精炼生动，富有吸引力，行文布局必须富有

特色，符合读者的经验和反应，达到有效传递信

息、唤起读者感应和行动的目的。然而汉语广告

仍有许多在形式上较为古板，因此在翻译过程

中，译者应充分发挥其创造力。以下是中国劲酒

广告的两个翻译版本，译文1相当忠实于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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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2则进行了灵活的创译。

例5：“劲牌保健酒38%V/V”系劲牌保健酒

的系列产品，是用劲酒经添加功能成分精制而成

的保健酒。

译文1：Ginseng & Antler Jing Wine 38%V/V

This Ginseng & Antler Jing Wine 38%V/V is 

one of the line products of Chinese Jing Wine, a top-

quality healthcare wine in China, using functional 

component extracting craft, with the fundamental 

style of Chinese Jing Wine.

译文2：Ginseng & Antler Jing Wine 38%, 

your new expression of life

Want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onvention? Get 

ready for a new life? Then try our new blue blood 

Guizhou Maotai Liquor 38%. An unconventional 

blend of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从译文本身来看，译文1没有任何不恰当之

处，完全忠实地再现原文本中要表达的信息。然

而广告语篇除了信息功能外，最主要的劝诱功能

必须得以实现。而该译文简单平淡的叙述对于追

求个性的西方人来说，很难达到煽动和影响消费

者情绪的效果。译文2则一改原文风格，选择了

标准的口语化表达，以问句引起消费者的注意，

句式简短有力，生动而具有煽动性。从实现广告

目的的角度看，译文2一定比译文1更到位地实现

了一个广告文本的功效。

中文广告倾向于用政府机关或权威机构对产

品的评价向消费者保证产品的质量，而西方消费

者不会迷信权威，更重视产品的实际功效。下例

广告的翻译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例6：2002年，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华全国工商

联合会授予劲牌“诚信纳税企业”；2003年，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评定劲牌为“全国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2003年12月，劲牌公司被湖北文明

委评为“湖北文明单位”；2007年9月，劲牌保健

酒被食品工业联合会评为“中国名牌产品”。

译文1：In 2002, Chinese Jing Wine was 

confer red “Hones t Taxpayer” by the S ta 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and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2003, 

“Enterprise honoring the contract and keeping the 

promise” by SAIC; In December of 2003, “The 

Best Civilized Unit of Hubei province” by Hubei 

Civilization Commission; In September of 2007, the 

products of Jing Brand are considered “Food quality 

reaching a set standard nationally” by Chinese Food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 

译文2：Chinese Jing Wine has won many 

honors, which guarantees its high quality and good 

service. And we believe that’s what you concern 

about.

此例中，中文广告原文在中国人的文化里很

常见，也符合中国民众的消费心理。而在西方的

文化里，太多的权威评价反而会使消费者对产品

失去信心。因此译文1中的直译是不可取的，不

符合西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而译文2对原文进

行了较大的修改，尊重西方消费者的文化，使产

品在西方市场能够得到认同。

文化差异影响着广告译文预期目的的实现。

要实现广告译文的预期功能和目的，译者首先必

须谙熟受众的民族文化，避免使用有文化禁忌色

彩的词语。其次，译者还须考虑到译语广告的文

化传统和译语受众对广告内容的接受性，如英语

广告更喜欢使用具体、实在的宣传，而非空洞的

语言，翻译时应该用实验数据、客观事实来说话

（蒋磊，2002：71-73）。

4. 结语
总之，在中文广告英译的实践过程中，译者需

要摆脱传统翻译标准的束缚，运用翻译功能理论作

指导，以在译语环境中激发译语受众的消费欲望并

实施消费行为为最终目的，而不要一味拘泥于原文

内容及形式的束缚。若直译原文的词句和结构，表

面上看来是忠实于原文的方法，但有时并不能实现

广告翻译的最终目的。只有遵循译语受众的行文习

惯和文化习俗，着眼于广告内涵及实际效果，重视

译文功能的实现，进行恰当的转换，才能真正再现

原文信息功能，实现劝诱功能。

参考文献

包惠南.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

司，2001：287.

丁衡祁. 翻译广告文字的立体思维[J]. 中国翻译，2004(1)：75.

何自然. 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186.

何自然、陈新仁. 当代语用学[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杜，2004：200.

蒋磊. 英汉文化差异与广告的语用翻译[J]. 中国翻译，

2002(3)：71-73.

谭逸之. 功能翻译理论视野下的广告翻译研究[J]. 安徽工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115-117.

翁凤翔. 实用翻译[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152.

教师版61期-论文.indd   187 2010-1-27   16:1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