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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翻译研究应是基于实践的研究
) ) ) 以旅游文本及翻译的多样性案例为例

陈  刚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翻译学研究所, 杭州 310058)

[摘要 ] 应用翻译研究应是基于实践的研究。若以旅游文本及翻译的多样性案例为例, 有关实践研究证明:不少旅游文

本翻译的原则性错误或问题不仅在于译者理论认识的不足, 更在于译者实践量的不足而导致文质的低下。旅游文本的

特色是多样性,译者对文本类型的正确判断决定了他对翻译策略 /方法的正确选择。然而最终确定文本翻译质量的关

键,乃是对文本信息的专业评价能力和专业翻译能力。这实则是对应用翻译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一个整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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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用翻译研究应为实践研究

学者们试图从理论的角度规划出应用翻译理论

的体系建构,希望这对应用翻译实践产生积极的意

义。然而杨振宁先生指出:研究要从 /现象出发,不

是自原理出发0 ( 1998, 223)。笔者以为应用翻译研

究主要是基于实践的研究。根据近年来人文学科的

新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正在把实践作为他们

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类实践研究是把实践的元

素融入到方法论或研究产出中去的一种学术研究,

而并非传统上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

对立的关系。有关英文表达可以勾勒出这种研究的

概貌: practice2based research, practice2as2research,

practice2led research或者 pract ice through research
1

(底线为作者所加 )。尽管这种研究现象并不令人

惊奇, 但是我们在进行应用翻译研究时,往往出现本

应主动避免的两大倾向或者两大问题:其一,注重理

论研究,而忽视实践研究。比如单纯从理论 (假设 )

出发进行理论构建,试图解释、指导 (具体的 )翻译

实践;其二, 研究者是 non2practice2led researcher, 或

者是 non2professional translator, 因为他们在处理源

语文本信息时往往缺乏必要的专业评价能力和专业

翻译能力。这些问题在目前国内翻译界比较严重,

例子俯拾即是, 比如表现在旅游 (文本 )翻译方面

(陈刚, 2004: 1952209)。本文仅就 5上海翻译 62008

年第 3期刊登的 /从翻译理论建构看应用翻译理论

范畴化拓展 ) ) ) 翻译学理论系统整合性研究之四

(以旅游文本翻译为例 ) 0 (以下简称 5旅游文本 6 )

作为案例研究,就教于方家。

2 旅游翻译研究同样应为实践研究

5旅游文本6指出: /旅游文本翻译理论主要是

研究文本的 -信息 .传达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相

关理论问题。 , , 0(仅引 /主题句 0观点, 详见曾利

沙, 2008)该文在做了一番大费周章的 /理论阐述 0

后, 举了介绍广东肇庆著名景区 /鼎湖山0及其 /飞

水潭 0旅游双语文本的个案, 并对有关文本进行了

分析、批判和改译。笔者认为: 5旅游文本 6中的上

述观点,对 /鼎湖山 0和 /飞水潭 0双语文本的点评和

英文改译漏洞较多,不符合旅游 (翻译 )实践之真实

性, 难以 hold water(站得住脚 )。

首先, 旅游翻译研究隶属于应用翻译研究这个

大范畴,理应也属于实践研究。

其次,旅游翻译的实践性证明: 实践乃先决条

件。辩证唯物论认为:实践,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

翻译实践与 (应用 )翻译理论之关系, 前者乃先决条

件。纽马克在 5翻译问题探讨 6中指出:翻译理论是

一种依赖于实践的学术研究, 其地位显然次于实践

(Newmark, 2001a: ix)。他在另一部著作中进一步指

出: /如果翻译理论不是来自翻译实践的问题, 不是

出于从 -局外 .角度需要来反思、考虑文本内外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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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素, 然后做出决策, 那这样的理论就变得毫

无意义
2
、毫无效果了。0(Newmark, 2001b: 9)德国学

者威尔斯也引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翻译中涉

及足够的创造,所提供的难以预料的成分足以让理

论家上当受骗。0 (W ilss, 2001: 136)换言之, 翻译

(实践 )中变数之多、变数之妙, 简直令 /理论研究

者 0难以招架。更何况, /翻译理论是不可能归纳出

经验法则来的0。 (同上 )

再次,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重要标志是确立

了科学的实践观。如果对 /实践 0 ( practice)从英文

角度进行词义解读 ( semant ic interpretation), 我们还

会得到新的启示 (定义中的底线为笔者所加 ):

( 1) the act of doing som ething systematically, as

an exercise, for the purpose of learn ing it well (Ran2

domH ouseWebster. sD ictionary of Am erican English,

1997);

( 2 ) a condit ion arrived at by experience or

exerc ise(RandomHouseWebster. sD ictionary of Ameri2

can English, 1997);

( 3) the continuous exercise of a profession (Mer2

riam Webster. s Collegia teD ictionary 10
th

edit ion);

( 4 ) If you say - pract ice makes perfect. , you

mean tha t it is possible to learn something or deve lop a

sk ill if you pract ise enough(Collins COBUILD Eng lish

D ictionary, 1999)。

上述加下划线词笔者以为是关键词, 结合旅游

翻译, 它们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下几点:

( 1)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的活动。旅

游翻译实践,尤其是导译实践, 是非常强调主观能动

性的专业实践活动。

( 2)实践是认识生产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如

果缺乏旅游翻译实践和旅游工作实践, 对旅游翻译

容易产生一些非正确的认识,从而影响旅游翻译的

质量, 有时甚至还不自知。

( 3)由于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此外

还有多种形式 ), 所以没有旅游行业工作经历这一

/最基本 0的实践活动,译者可能会缺乏 (最 )起码的

直觉或感性认识, 那就更谈不上 / doing someth ing

systematically , for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it we ll0。

( 4)如果译者有较多的 /具有客观性、能动性 0

的实践和经历, 甚至是 / the continuous exerc ise of a

profession0, 他就会经常或始终达到或处于 / the

cond it ion of be ing proficient0 (Merriam Webster. s Col2

leg ia teD ictiona ry 10
th

ed ition)。

( 5)既然翻译是一门技能, 任何翻译首先需要

的是实践, 而且是足够量的实践 ( practise enough /

adequate pract ice)。过去,我们将 practicem akes per2

fect单一地等同于中文的 /熟能生巧 0, 其实这还是

第二阶段的 /任务 0, 即 systemat ic exercise for profi2

ciency(Merriam Webster. sColleg ia teD ictionary 10
th

e2

d ition)。第一阶段的 /任务 0则是 learn someth ing。

( 6)人类的全部历史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构成。

同理,涉外旅游的非常主要的部分由旅游工作实践

和翻译实践活动所构成。这些实践会对旅游翻译产

生积极作用, 有时甚至产生决定性作用。 (参照陈

刚, 2004: 1932195)

最后,旅游翻译包括笔译 (如各类文本翻译 )、

口译和导译 (变数最大的一种特殊专业翻译 )等, 其

特点是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涉及几乎各种翻译方式

和手段,是一门特别强调行业实践的翻译。由于旅

游翻译以跨文化交际为特色, 其 /综合性 0、/特殊

性0、/多变性 0、/应变性 0和 /客观描述性 0使有关

实践研究通常必须以 /案例分析0 ( case study)为主,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难以简单划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由于旅游翻译 (特别是口

译和导译 )是专 /职业翻译, 强调实践性, 所以旅游

翻译的研究,包括旅游文本翻译研究,应是基于实践

的研究。

顺便提一下,若 5旅游文本 6拟对应用翻译研究

(含旅游翻译研究 )展开基于理论的研究 ( [ pure ]

theoretical research),最好是改变思路, 采用 /纯翻译

学0 ( pure translation studies)的分支 /描述翻译学 0

( descriptive translat ion studies)之视角
3
, 便能产生积

极的效果。

3 旅游文本的多样性

旅游 (翻译 )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旅游文本写

作及其翻译是多样性的,所以对旅游文本 ( ST)的处

理必须是多样性的,不宜 /一刀切 0。

考虑到读者们已对纽马克和诺德的有关 /文

2 /毫无意义0的原文是 poin tless,亦可译成 /不得要领 0。

3参见陈刚 5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 6第二章 /旅游翻译的理论性 0第 1082112和 Tou ry的D escrip tiveT ransla tion Stud ies and Beyond (见参考文献 ),以

便获得更多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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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类法0、/功能分类法 0、/目的论0、/发起人 /委

托人0原则、/翻译纲要 0、/功能加忠诚 0原则、/功

能翻译单位 (即垂直型翻译单位 )0等知之甚多 (参

见 Newmark, 2001a, 2001b; Nord, 2001等 ), 那我

们不妨直接进入讨论。

3. 1 旅游文本的特点

在讨论旅游文本多样性这个主题前, 先得了解

一下这种文本的特点。

3. 1. 1 范围特点

旅游文本的涉及面很广。若从翻译角度出发,

中译英的中文旅游文本和英译中的英文旅游文本均

称为旅游翻译的源语文本 ( source tex,t ST )。根据

国家旅游信息化建设技术规范,将旅游信息的内容

进行分类,其一级类目就包括旅游资源、旅游产品、

旅游统计、旅游文娱、旅游科研、旅游交通、旅行社、

旅游饭店、旅游教育等。这一级类目所包含的各种

文本就称为中文的旅游 ST,将其译成目的语 (如英

语 )的文本, 是译入语或目的语文本 ( target tex,t

TT)。

/旅游文本0在本文中的概念可以涉及旅游 (接

待 )一线人员 (尤其是导游翻译或涉外导游 )在工作

中经常碰到的、约定俗成的那些应用型文本,包括旅

游指南、旅游行程、旅游委托书、旅游意向书、旅游合

同、旅游广告、旅游表格、导游解说词、景点介绍、参

观点介绍、博物馆解说词、旅游推销手册、旅游宣传

册、旅游地图、旅游宣传标语、文艺演出节目单、餐厅

菜单、宾馆指示牌 /标志、公园指示牌、参观点标语、

各类通知、路标、地名、各种 (旅游 )会展 /文本、各种

(旅游 )会议文本等。它们使用面广、应用频率高、

实用性强、文体活泼,是旅游翻译应首先、重点掌握

的。

本文特别针对的 /旅游文本 0指旅游指南 ( tour

gu idebook)中常涉及的文本, 包括各种 /吃、住、行、

游、购、娱0的介绍。

3. 1. 2 文体特点

旅游英语,像旅游汉语, 都是一种应用语文,其

形式灵活多样, 内容包罗万象, 文体类别丰富多样。

英语的旅游 TT主要分为两大类文体:书面体和口

语体。前者如旅游指南, 属描写型, 用词需生动形

象、明白畅晓; 旅游广告, 属召唤型, 用词需短小精

悍、富有创意,句式需活泼简洁,整体具有很强的吸

引力;旅游合同, 属契约型,用词正式、规范、准确、程

式化;旅游行程, 属信息型, 用词和句型需明了、简

略,具有提示性; 等等。后者如现编导游词, 属

即兴型;预制导游词,属复合型;现编 +预制导译词,

属即兴精制型。口语体的旅游文本, 其用词特点应

符合口语体和口译体的特点及规律。

本文关注的英语旅游文本 ( TT )还特指口语体

的导译文本。对这种类型文本的研究是旅游翻译的

重点或核心,与实实在在的导译经历是绝对不能分

开的。但在此有必要先对书面体文本中的旅游宣传

资料 (包括旅游介绍、指南等 )以及翻译特点和难点

作一要点概述。

3. 1. 3 旅游 ST的特点 (难点 )

这些特点 (难点 )涉及词汇、知识、文化、措辞、

风格、感觉、功能等。

5旅游文本 6中的 TT在这七个方面都存在诸多

问题。

3. 1. 4 旅游 TT的特点 (难点 )

这些特点 (难点 )涉及跨文化、跨心理、思维方

式差异大、语言表达差异大、常用的转换方法 (文化

异化,文化归化, 语言直译, 语言意译,文化替换, 文

化杂合, 交际翻译,词义翻译, 文化强化,文化淡化,

文化增益,语言增益,文化删节,语言删节,功能改写

和约定俗成等 )。

5旅游文本 6中的 TT在文化信息处理、思维方

式差异、语言转换和表达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3. 2 旅游文本的多样性

总体上,旅游文本 ( ST和 TT )可以分为单一型

文本和复合型文本。

3. 2. 1 单一型文本

它包括 ( 1)信息文本, 如比较单一的饭店介绍、

旅行 /游览介绍等; ( 2)表情文本,如景点介绍 (描写

段落、散文风格 )等; ( 3)祈使文本 /召唤型文本, 如

旅游广告、风景名胜推介等。

3. 2. 2 复合型文本

它更多地涉及书面的旅游指南、景点介绍和口

笔语的导游 /译文本。这种复合型文本集信息功能、

表情 /意功能、美学功能、祈使 /召唤功能等为一体,

既融合,又区分,所以处理复合文本难度颇大, 应该

在 TT中综合、灵活、创造性地再现 ST。

综合分析 5旅游文本 6对 ST的分类和对 ST +

TT在信息、功能等方面的实际处理需要做一些实质

性的改进。

4 旅游文本翻译的多样性

有鉴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做出一个初步判断

(案例分析见后 ):旅游文本的特色是多样性的,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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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文本种类的正确判断决定了他对翻译策略 /方

法的正确选择。通常, 对单一型文本的判断和处理

比较简单,而对复合型文本的判断和处理就比较困

难。我们还必须特别指出:最终确定文本翻译质量

的关键,乃是对文本信息的专业评价能力和专业翻

译能力。

4. 1 旅游 ST和 TT的针对性评析和论证

5旅游文本 6中有关肇庆的景点介绍属于什么

ST? 根据 5旅游文本 6作者判断和处理的结果, 属于

单一型 ST,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信息位移、压缩、删

节等变化,产生了一个信息量大量缩减的 TT。经过

认真、细致的实践研究, 笔者认为, 5旅游文本 6的这

些处理是一种实践失误和理论失误。以下通过五个

表格来进行案例对比分析、论证:

4. 1. 1 从中文文本类型和功能角度论证

研究者 /译者对旅游 ST类型的正确判断、对文

本中所具有的功能的正确判断决定了他对翻译策

略 /方法的正确选择。

表 1

ST1[全文 ] ST2[处理理由 ] 笔者简评

飞水潭是鼎湖山空气含负离子最高的地方

之一, 飞瀑、绿树、幽潭组成了一个清凉世

界。这里常有女子弹古筝, 端正的面庞、悠

扬的乐曲与溪流声相互辉映, 就是一幅绝美

的图画。 ( 71字 )

(肇庆市旅游局, 22)

飞水潭是鼎湖山空气含负离子最高

的地方之一, 飞瀑、绿树、幽潭组成了

一幅绝美的图画。 ( 36字 ) [处理理

由 ] 女子活动,偶尔为之, 属非 /常量

事实信息0, 信息价值为零。

(曾利沙, 2008)

(1) ST2属于文本类型判断错误;

( 2) ST2删除的是体现表情、美学和

召唤功能的信息,本应保留;

( 3) ST2的处理理由不客观。

( 4)由 ST2产生的 TT问题不小

( 5)深度论证见后。

4. 1. 2 从双语 (平行 )文本角度论证

表 1讨论的旅游 ST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我

们不是简单地从理论 (假设 )出发, 而是从涉外旅游

的实际出发来分析、判断。由于旅游 ST之丰富、多

样,我们仅挑选最近出版的、由英文 nat ive speakers

撰写的相关英文旅游文本和中文专业人士创写的相

关的中英文旅游文本, 作为实践研究的有代表性的

论据和论证 (见表 2)。

4. 1. 3 从实际调研角度论证

飞水潭旁是否真的有女子 /抚琴追昔 0呢? 中

国 (大陆 )别的景区 (点 )是否也有类似的 ( added)

attract ion呢? 如果有,那结论不证自明。如果是 /过

去时0, 或者是 /现在时0的 /有时 0 ( som etimes/ from

time to time /on an irregu lar basis),那这类信息 /内容

是否应该保留呢 (见表 3)?

4. 1. 4 从专业评价能力和翻译能力角度论证

表 123的不同视角分析、论证说明:专业 (旅游

+翻译 )评价能力与专业 (旅游 +翻译 )翻译能力对

(旅游 )翻译研究者和实践者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条

件。即使我们认可表 123论证的观点, 然而最终确

定文本翻译质量的关键, 乃是对文本信息的专业评

价能力和专业翻译能力。这实则是对应用翻译研究

者和实践者的一个整体要求。表 425更能体现这一

重要性。分析中使用的 /问题 0或 /错误0的概念, 除

了传统的定义以外,主要是建筑在诺德的功能理论

中的有关定义、分析和阐述 (Nord, 2001: 64279)。

* 翻译问题 定义:翻译问题 ( translat ion prob2

lem)与翻译难题 ( translation difficulty)不同, 前者指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以便从功能角

度尽可能再现于目的语文本;后者指译者在翻译过

程中遇到的翻译难题, 比如词典未收录的词语。

(参见 Nord, 2001: 141;笔者译编 )

* 翻译错误 4定义:如果译文目的是要在目标

读者中实现特定的功能, 那么所有妨碍这一目的实

现的任何问题, 都被称为翻译错误 ( translat ion er2

ror)。

* 翻译错误功能分类:翻译错误大致可以分为

四种, 即语用翻译错误 ( PTE ), 文化翻译错误

( CTE),语言翻译错误 ( LTE )和 (特定 )文本翻译错

误 ( TTE )。限于篇幅,有关定义和阐述不再展开, 请

参照 Nord, 2001: 73276。

表 4是对几个 ST和 TT的专业实践与理论的综

合对比分析 (所选的特定旅游文本翻译最低目标是

从功能角度出发,最大限度地合理保留并且准确、有

效地译出 ST中的信息 )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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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T1(美国人英文平行文本 ) ST2(中国人中英文平行文本 ) 笔者简评

PLEASURE ISLAND

Caroline Beach, and, make up P leasure

Island. [ 1] Th is area prides itself on its

clean, uncrowded beaches, reasonab ly

pr iced accommodations, and friendly at2

mosphere. Don. t be discouraged by the

commerc ia l nature of the dr ive in on U. S.

421. The beaches on the other side of all

the buildings arewe ll worth the vis it.

,

[ 2] As you drive ac ross the is land toKure

beach, you. ll no doubt notice the devices

along the road tha t look like sola r pane ls.

For decad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been conducting an experiment here to de2

term ine the corrosive e ffects of sa lty sea

a ir on various types ofmeta ls.

, Among othe r r iches d iscove red wh ile

testing the seawa ter were gold, silver,

copper, and alum inum. [ 3 ] Dur ing

WorldW ar II, a German U2boat fired–

actua lly, m isfired– on the p lant, desp ite

heavy security. Shortly a fter the war, the

labora tory closed.

,  JUST THE FACT S

P leasure Island is about 12 m iles south of

W ilm ington on U. S. 421,

A ir trave lers will,

The ma in source for information,

The weekly newspapers,

( Staff of John F. B la ir, Publisher. T ravel

N orth Carolina, 2007)

[注 ] 编号和底线为笔者所加。

[ ST221] 刘庄 (西湖国宾馆 )

, , 西湖由外湖、内湖、后湖等组成。这

就是后湖。往后湖方向看, 那边就是刘

庄,就是我们居住的西湖国宾馆。那几幢

别致漂亮的小楼中, [ 1]一号楼, 就是5中

美上海联合公报6的签字地点。虽说这是

5上海联合公报6,其实却是在杭州由我们

已故的周总理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签

字的。 , ,

[注 ] 引自笔者的导游词文本, 编号和底

线为笔者所加。

[ ST222]

COOL SPR ING PAV IL ION

[ 1] Ba i Juy,i a grea t poet and governor of

H angzhou, once wrote in h isN otes on The

Cool Spring Pavilion: / Speak ing of the scen2

ery in southeast Ch ina, H angzhou has the

best to offer. A s for temp les in this prefec2

ture, Lingyin Temple comes first. And in

terms of springs around this temple, the cool

spr ing is second to none. 0 Sandwiched be2

tween the Peak that F lew Over and L ingyin

Temple is the Cool Spring Poo.l In the m id2

dle of the pool stood the or igina l Cool Spring

Pavilion dating from the m id2Tang Dynasty.

The pavilion was washed away by the moun2

tain torrents. It was rebu ilt on the bank in

theM ing Dynasty. On the plaque hanging in2

side the pavilion was inscribed three Ch inese

cha racte rs– / Cool Spring Pavilion0,

(Chen, 2006: 1422143)

[注 ] 编号和底线为笔者所加。

( 1) ST1是比较新的 ( 2007年 )、也

是当今较为流行、常见的英语国家

旅游文本,属于复合型文本,既有信

息功能 ,又融合了表意 /情功能和召

唤功能 (见 [ 1 ]2[ 3 ]的划线部分 ) ,

译成中文时没有必要做任何删节

(如 [ 3] )。

( 2) ST221中文文本属于复合型文

本, [ 1]同时包含信息功能和召唤功

能, 发挥 /卖点 0作用, 显然不能删

除。

( 3) ST222英文文本亦属于复合型文

本, 其初版列为 China Travel Kit Se2

ries, 2004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两

书虽然由中国人基本直接用英文撰

写 (其中诗歌、楹联等属于翻译 ), 但

书本身 (包括英文文字和写作手法 )

受到外国读者 (如 FIT、商务和观光

旅游者 )的欢迎。笔者的多年实践

表明: [ 1]不是传统旅游纯信息 (功

能 )文本的写法,但其谋篇布局为海

外旅游者所喜闻乐见。因为篇幅有

限, [ 1]中表现有关禅宗机智功能的

内容没有引录。

( 4)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

到:如果在 TT中删去 ST1和 ST2中

反映 expressive func tion、aesthe tica l

function和 vocative function的内容,

那原本活生生的旅游 ST1 /2就会变

得干巴巴的, 缺乏生气、活力、/卖

点0。换言之, 复合型文本的 ST就

变成了单一型文本的 TT了。这种

根本性的改变与独具跨文化特色的

旅游翻译之目的是不相符的。

表 3

ST1[全文 ] ST1划线部分求证结果 笔者简评

飞水潭

飞水潭是鼎湖山空气含负离子

最高的地方之一, 飞瀑、绿树、幽

潭组成了一个清凉世界。这里

常有女子弹古筝, 端正的面庞、

悠扬的乐曲与溪流声相互辉映,

就是一幅绝美的图画。

  , ,

(肇庆市旅游局, 22)
见 h ttp: / / photo. cts2008. com /Photo /

23562

( 1) ST1中的划线部分属于表情、美学和召唤

功能的内容, 照片就是 /飞瀑抚琴0,实乃景点

一大亮点 ( added attraction)。

( 2)杭州 /新西湖十景0之一的 /黄龙吐翠 0就

有江南丝竹表演和越剧折子戏。这类 /亮 /卖

点0不管它属于历史还是眼前,理应保留。

( 3) ST1的翻译策略就应考虑时态 (过去或现

在 )的使用,话语模式的改变、翻译划线部分

时微技巧的综合运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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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ST01(原文本 ) TT01(原译本 ) TT01A (笔者译本 )

飞水潭是鼎湖山空气含负离子

最高的地方之一, 飞瀑、绿树、幽

潭组成了一个清凉世界。 [ 1]这

里常有女子弹古筝, 端正的面
庞、悠扬的乐曲与溪流声相互辉

映,就是一幅绝美的图画。

( 71个汉字, 编号与底线为笔者

所加 )

(肇庆市旅游局, 22)

F lyingW a ter [ 1] Pond is one of the places

[ 2] with the h ighest density of negative ions in

the a ir in [ 3] the DinghuMoun tain. The flying

wa terfa l,l green trees, and the deep [ 4] pond
constitute a p icturesque wor ld. H ere often a

beautiful lady p lays [ 5] zheng, a Chinese zith2

er with 25 strings. H er ange lical face, melodi2

ous music and the [ 6] stream flow sound

ma tch harmoniously. [ 7] W hat a beautiful
scene it is! ( 66 words) (肇庆市旅游局, 22)

(The) F lyingW a ter [ 1] Pool is known as

one of the [ 2] an ion2r ichest p laces in D in2

ghu Moun tain. Its flying wa terfa l,l green

trees and deep pool present a coolworld. A
grace fu l lady [ 3] is often seen to p lay an

[4] ancient Ch inese zithe r there. H er pret2

ty face, melod ious mus ic, and [ 5] mur2

mur ing stream enhance each other. [ 6] ( It

is a p leasant scene, isn. t it? ) ( 50 words)

[笔者简评 ]
( 1) ST信息可以基本保留。

( 2) [ 1]最好在译前加以确认。

( 3) ST中的某些形容词在 TT中

可以灵活处理。

( 4)要求 C2E译者具有比较高的
ST信息分析能力和处理能力,具

有在跨文化翻译中较强的书面

英语表达能力。

[笔者简评 ]
( 1) [ 1] 属于 LTE和 PTE (选词错误和语用

错误 )。

( 2) [ 2] 属于 PTE (有些中式 )。

( 3) [ 3] 冠词可省 (因为 mounta in是单数,

D inghu是专有名词 )。
( 4) [ 4] 同 [ 1]。

( 5) [ 5] 最好为斜体。

( 6) [ 6] LTE和 PTE( Ch inglish)。

( 7) [ 7] 一般应省略不译。这是由英语行文

决定的 (涉及表达思路、话语模式等 )。

[笔者简评 ]
( 1) [1]飞水潭自然形成的水, 故应选用

pool。

( 2) [2]表达地道、简练, 比较 TT01 [ 2]。

( 3) [3] 用被动式比较自然。

( 4) [ 4] 另一种简洁表达法,适合这种文
体风格, 比较 TT01。

( 5) [ 5] 中的形容词有不少选择, 如

whispering、gurgling、babbling、 echoing等。

( 6) [ 6]可以省略。如果一定要保留,

[ 6]是较好的选择。

ST02(曾改本 ) TT02(曾译本 ) TT02B(笔者译本 )

[ 1]飞水潭是鼎湖山空气含负离

子最高的地方之一,飞瀑、绿树、

幽潭组成了一个 [ 2]清凉世界。
这里常有女子弹古筝, 端正的面

庞、悠扬的乐曲与溪流声相互辉

映,就是 [ 3]一幅绝美的图画。

(曾利沙, 2008)

( 36个汉字, 编号与底线为笔者
所加 )

The [ 1] Splash ingW ate r Pool is well2known

for its [ 2] higher density of nega tive ions in

[ 3] the D inghuMounta in area, [ 4] where the

[ 5] sp lash ing waterfal,l the deep pool and sur2
round ing green trees present to you a [6] pic2

turesque scene.

(曾利沙, 2008)

( 35 words, 编号与底线为笔者所加 )

(The) F lyingW a ter Poo,l known as one of

the an ion2richest p laces in D inghu Moun2

ta in, presents a cool wor ld with its flying
water fa l,l green trees and deep poo.l

( 26 words)

[笔者简评 ]

( 1)假设修改文本可以接受, 即

[ 1] + [ 3]。

( 2)不选 [ 2]而选 [ 3]未必最好。

[笔者简评 ]

( 1) [ 1] + [ 5]属于 PTE。跟 ST02中的 /飞 0

和 TT02B中的 flying比, 不仅在文字上远不

对应,而且显然缺乏气势。 [ 1]通常用来形

容不是 /飞流直下0的 (小 )瀑布。
( 2) [ 2] 语言不够简练, 与作者 /经济简明 0

原则不相符 , 而且这里改用比较级, 未必合

理、自然。

( 3) [ 3] 可以省略。

( 4) [ 4] 属于 TTE, 因为选择定语从句反而
没有 /分清主从0,削弱了 ST02原有的重点 /

焦点和力度,比较 TT02B。

( 4) [ 6]未必合适, 问题出在译者对 ST信息

和功能的处理策略。

[笔者简评 ]

( 1)语言简洁、经济, 字数最少, 比 TT02

少约 9个词。

( 2)对 ST02的信息处理合理、得当。

( 3)TT02B解决了 TT02中存在的问题与
不足。

( 4)深度论证见下。

4有学者将 error译为 /误差 0,笔者深知其意图,但 /误差 0在汉语中暂时还不具备他们意图之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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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旅游文本翻译论证小结与思考

4. 1中四份 /对比表0 (表 124)以小见大, 暴露

了长期以来旅游翻译实践、研究与 (大学 )教学中一

直存在的十个典型问题或误区:

( 1)以为旅游翻译很简单。事实上, 它是相当

难的, 只是多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在这方面的低端与

高端错误没有予以披露, 并加以公开讨论而已 (笔

者在自己发表的论文、专著和教材中有所涉及 ),只

是人们对旅游翻译的标准、质量、要求等缺乏必要的

了解。

( 2)旅游翻译论文多得 /铺天盖地0,但是存在

诸多 /隐性0问题没有被揭露。比如重复率高, 雷同

现象严重, /外行 0参与偏多 (所以产生错误结论的

多 ),学术价值与实际意义不大。

( 3)参加旅游翻译研究的业外人士颇多, 但他

们缺乏旅游职 /专业方面必要的阅历,其中不少人士

职 /专业翻译的水准也不理想。

( 4)参加旅游翻译研究者, 在跨文化交际的意

识和敏感度等方面尚有待提高,有的甚至连起码的

跨文化意识和语言敏感度都还很不够。

( 5)撰写以旅游翻译为主题的本科生毕业论文

和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越来越多,相对不足的是,学生

和指导教师在相关方面的实践和研究都相当缺乏,

尤其表现在实践研究方面,显得很薄弱。

( 6)老大难问题 ) ) ) 也许是业内 /讳莫如深 0

或 /羞于启齿 0的 (因为学界缺乏批评的传统,造成

批评者有罪 ) ) ) ) 研究旅游翻译的, /两张皮 0 (实

践与理论,汉语与英语,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 中国

古代文化与现、当代文化, 一般知识与地方知识等 )

这个关键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 7)比较致命的问题 ) ) ) 也许更是业内 /讳莫

如深0的 ) ) ) 研究旅游翻译的,其双语基本功一直

没有达到研究人员理应 /必须达到的一个高度,更有

甚者, 他们的英文写作水平还相当 /比较有限。由于

他们的 /底0没有打好,难以承担研究重任。

( 8)特别作为一个问题单列, 即使具备了双语、

双文化和足够与文本内容相关的知识还是很不够的

(参见 N ida, 1993和 Newmark, 2001的相关章节
5
),

英译水平 (基本 )取决于一个人的英文写作水平。

诚如 Scollon& Scollon所总结的 ( 2000: 1215 /1942

204), 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还在于是否会使用正确的

professiona l d iscourse (专业话语 )和进行 interdis2

cours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跨话语专业交

流 )。这从另一个重要角度给应用翻译研究者和实

践者提出了仍然有待我们大大提高的要求, 即如何

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方面真正做得更为专业 /职

业。

( 9)应用翻译研究还是要基于实践研究, (更多

地 )基于语言、文化、专业知识等方面的基本功之研

究, 基于西方和我国的应用翻译之基本理论研究等,

最终总结出以 /简明、清楚、具体、灵活、有效 0为特

色的理论思想、原则、规程、方法、技巧等来解决实际

问题,而不要囿于一些所谓 /高深 0理论的研究, 搞

一些烦琐哲学,结果 /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0,对一般

缺乏实践经验的翻译工作者,乃至对 /懂理论 0的高

手, 也会是一头雾水。

( 10)目前高校外语专业 (特指英语专业 )学生

的双语基本功相当成问题 (当然这反映了师资、课

程设置、学制甚至体制等问题 ), 口笔译教师水平

(尤指翻译学科的 )参差不齐, 比较能够代表学生实

践与学术综合水平的 TEM8(专八考试 )成绩和本科

毕业 /学位论文水平,前者学生通过率不高 (即使通

过, 分数偏低 ), 后者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较差 (暂

且撇开科研能力、剽窃现象、/放水现象 0不论 )。本

科教育跟不上, 何来高质量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

育? 何来相关职业的高质量专业人士?

笔者以为: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翻译界

就会后继乏人,应用翻译实践与研究也难以取得实

质性的成效和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应用翻译实践与研究方兴未艾, 但迄今的相关

研究一直伴随着三大问题, 即 /三个过于 0:过于

(脱离实践的 )理论化, 过于 ( /一刀切 0的 )规范主

义, 过于经验主义 (而轻视理论 ), 从而忽视、无视或

者不知道应用英汉互译 (尤其是汉译英 )更需要我

们注重的是 /实践研究0 (同时还需要从 /描述翻译

学0角度来加以研究 )。若以上述讨论的旅游文本

及翻译的多样性案例为例, 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

结论:不少旅游文本翻译的原则性错误或问题,不仅

5如 translating is essent ially no d ifferen t from writing (N ida).又如, kn ow ing a foreign language and your sub ject is not as important as being sens it ive to

language and being competen t to write your own language dexterous ly, clearly, economically and resourcefu lly ( Newmark ). 下划线是重点, 为笔者所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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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2008207210

[作者简介 ] 王洪涛 ( 1975- ),男,天津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理论翻译学、英汉对比与翻译、中西译论对比研

究。

仅是研究者或实践者的一个理论 (认识 )问题, 更是

一个实践问题。即使他们 /了解 0了不少的理论、策

略、方法、技巧, 最终决定译文质量的关键, 不是别

的,正是他们的相关专业的素质和能力,专业翻译的

学养和能力,以及用目标语言写作的能力。这些也

正是对应用翻译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整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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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与霍姆斯面对面
) ) ) 在中西互鉴中走向翻译标准的解构与重建

王洪涛  (天津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04)

[摘要 ] 作为当前中国翻译研究在中西互鉴中走向理论创新的一种尝试, 本文以中西译论中的翻译标准观为切入点, 对

中国传统译论中傅雷的 /神似0说和当代西方译论中霍姆斯的 /对应0说进行了相互对比和阐发, 认为这两种翻译标准观

虽然理论形态表现各异,但它们却以极其相似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分析为依据, 共同深入地揭示了翻译现象的本质, 并且

异曲同工地分别对各自译学话语体系中固有的 /求信0与 /对等0翻译标准观构成了超越、颠覆, 从而为当前虚妄翻译标

准观的解构以及未来全新翻译标准观的重建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关键词 ] 翻译标准;神似;对应;家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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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今年恰逢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 ( 19082

1966)诞辰百年。铸就傅雷先生译界盛誉的, 除去

他为中国文艺界精心移译的三十四部世界名著外,

还有他所提出的著名的 /神似 0说。提及 /神似0说,

中国翻译理论界似乎已早有定论。罗新璋先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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