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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工作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些

翻译问题，都会涉及到理解、转述和接受的环节，问题，都会涉及到理解、转述和接受的环节，都会涉及到理解、转述和接受的环节，

因此都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遵循。学习翻译方法和技律可以遵循。学习翻译方法和技可以遵循。学习翻译方法和技

巧，有助于专业人员熟练处理不同文本、不同专业

的翻译难题。

翻译法是从翻译学和对比语言学中归纳出来的方中归纳出来的方归纳出来的方

法。各种方法和技巧之间是相互关联而不是对立的。

有些方法是兼容的，有些方法是强制性的，而更多的

方法则是选择性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语言学理论的发展，翻译法的

理论解释也可能发生变化。鲁迅曾经批评把 “the Milky 

Way” 译为 “ 牛奶路 ” 的人，60 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人

认为只要约定俗成，那种译法也不是不可以的。下面

我们着重介绍一些常用的方法和技巧。

 01 直译法

 “ 直 译 ” 就 是 按 照 原 文 的 意 思 和 表 达 形 式 进

行对译。译文在词量、句量、语序、词性、辞格、

句式、语气、风格等方面与原文非常接近，调整

变化较少。

 当然直译也要忠实原文，要符合目标语的文字、

语法和修辞规则，要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例如：

a. In today’s world obesity is a big problem. 当今

世界肥胖症是个大问题。

b.Third World countries export their mineral 

deposits and trop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ich 

bring them desired foreign exchange. 第三世界国家

出口自己的矿产和热带农产品，这给他们带来了所需

的外汇。

c. Traffic experts believe that up to 30 percent 

of crashes involve driver distraction, but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is not a major problem. 交通专家认为

30% 的撞车事故与司机注意力不集中有关，但是使用

手机倒不是主要问题。

 02 意译法

有些人把 “ 直译 ” 比作绘画中的 “ 形似 ”，把 “ 意译 ”

比作 “ 神似 ”。当采用直译法翻译某一个句子或段落会

产生歧义或者违反目标语和修辞规范时，以及带有典

故、比喻、习惯用法和文学想象短语的句子无法直译时，

就必须采用意译法。例如：

☻ splay-footed 八字脚

☻ four-o’clock 紫茉莉

☻ rattle away nineteen to the dozen 喋喋不休

a. Why should I quarrel with my bread and 

butter? 我干吗要跟自己的饭碗较劲呢？

b. If the same thing ever happens to her, she 

would laugh on the other side of her face. 要是同样

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她那幸灾乐祸的小脸就该掉金

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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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menacing beer advertisement was banned 

by Britain’s advertising watchdog on Wednesday. 本

周三一则带有威胁性的啤酒广告遭到英国广告监管部

门的禁止。

 03 顺译法

英译汉时，英语的语序被视为 “ 顺 ”，译文的语序

与它相同就叫 “ 顺译 ”。例如：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增长

☻Greenwich Mean Time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a. We believe that every school should teach 

and every child can learn. 我们认为每一个学校都应该

上课，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学好。

b. In a i rcraf t  designing computers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在飞机设计中电子计算机已

经不可或缺。

c. An old man faced two charges of importing 

prohibited substances and of possessing prohibited 

imports. 一个老年男子面临两项指控：进口违禁材料并

拥有违禁进口物品。

 04  逆译法 

按照汉语的表达、推理、判断和语言逻辑，有些

汉语句子的语序跟英语相反，如时间、地址、职衔、

定语从句、状语从句、疑问句、感叹句和倒装句等。

例如：

☻ sense of satisfaction 满足感

☻ secretary general 总书记 

☻ in the days that followed 在后来几天

a. Officials in London could not be reached for 

comment. 无法找到伦敦的官员就此事发表评论。

b. Water recycling will keep getting cheaper with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再生

水将保持低廉价格。

c. Happy is the man who acquires the habit of 

reading when he is young. Poor indeed is the man 

who does not read, and empty is his life. 年轻时就养轻时就养时就养

成读书习惯的人是幸福的人；不看书的人生活空虚，

实在可怜。

 05 增译法  

所谓 “ 增译 ”，是指译文用词数目多于原文，但

是增词不能增意。英译汉时经常增译的词有：汉语量

词、表示复数的词语或标记、时间词、概括词、语气

词、承接词、抽象名词、动名词、多义词、具体化的词、

被替换的词、被省略的词、原文实际包含的词、按照

汉语习惯增加的词，以及表达原作强调语气需要重复，以及表达原作强调语气需要重复以及表达原作强调语气需要重复

的词。例如：

a. If misery loves company, so do people in 

trouble. 如果说 “ 同病相怜 ”，那么不幸中的人们也是

如此。

b. They wore bowlers, long overcoats, gloves 

and polished shoes. 他们头上戴着圆顶礼帽，身上穿戴着圆顶礼帽，身上穿着圆顶礼帽，身上穿

着大衣，手上戴着手套，脚上穿着油光锃亮的皮鞋。戴着手套，脚上穿着油光锃亮的皮鞋。着手套，脚上穿着油光锃亮的皮鞋。

c. Many people have difficulty saying “no” to 

requests or demands. 许多人不好意思对别人提出来

的请求或者要求说 “ 不 ”。

 06 省译法

所谓 “ 省译 ”，是指译文中的用词或者结构的数目

少于原文，但是省词不能省意。英译汉时经常省译的

是英语连词、冠词、代词、介词、引导词、解释性的

重复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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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avail myself of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o you,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顺致崇高敬礼！

b. It doesn’t grow in your garden. It doesn’t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t’s totally Chinese, and 

a new reality. 它不是你花园里长的，也不来自美国，

而完全是中国的新生事物。

c. Eventually tons of soil end up in the ocean, 

clogging the rivers and harbors and filling in lakes 

and reservoirs that store water for people. 最 后， 无

数吨泥土流进了海洋，堵塞了河流港湾，淤滞了湖泊

和水库。

 07  合译法

为了使译文通顺流畅，在不损失、不添加原文意、不添加原文意不添加原文意

思的原则下可以把两个或者多个短句合译成一个句子。

有些强调句体现了一种风格和语气不宜合译。“ 合译 ”

和 “ 省译 ” 是从不同角度对句子进行处理的办法，侧重

点有所不同，也不能相互代替。例如：

a. He gave her a paper to sign, whereby she 

waived all claims. 他让她在一份声名放弃任何要求的

文件上签字。

b. The order was classified top secret and it 

came at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绝密级的命令在午夜

下达。

c. They generally sign a one-year contract, 

which may be extended a certain number of times. 通

常他们要签一个一年期并可续签多次的合同。

d. I am talking about obesity and eating 

disorders. This is my opinion on a heath issue 

affecting young people. 我所讲的肥胖症和饮食混乱的

问题，是对年轻人健康问题的看法。年轻人健康问题的看法。人健康问题的看法。

 0� 拆译法

如果原文有过多的长句，有较多的定语从句、状

语从句、并列分句和附加成分，直接翻译出来显得累

赘臃肿，令人费解。在不添加意思不影响风格的前提

下将其分解翻译，以再现其精神实质。摘译的句子不

限于长句。如果某一个词组或者句子中的成分必须并

且可以独立出来，就可以另立成句。例如：

a. What we ask at this moment in our struggle to 

win the victory which we will share with you, is that if 

you cannot help us, at least will not hinder us. 现在我

们在争取胜利，并将与你们分享。我们请求你们，倘

若不能帮助我们，那么至少也不要妨碍我们。

b. More important than just making sure the 

average Beijinger is able to greet foreigners on 

the street in their own languages would guarantee 

that those foreigners wh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visit Beijing’s wonderful museums and cultural 

sites actually do learn something significant about 

China’s marvelous culture. 让北京百姓能用外语在

大街上向外国人打招呼诚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

要让那些自愿来北京参观举世无双的博物馆和文化景

点的外国人确确实实了解到无与伦比的中国文化的实与伦比的中国文化的实伦比的中国文化的实

际内容。

 09 重复法

重复法是按照目的语的语法和修辞规则在译文中

对词语或者结构进行必要的重复，以准确再现原文的

风格和效果。后面要讲到的 “ 代词还原法 ” 也是一种重

复法，但是两者有区别。例如：

a. Intel last month chopped $200million off its 

third-quarter sales forecast to be between $6.3 billion 

and $6.7 billion. 上个月因特尔公司减少了第三季度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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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额中的 2 亿美元收入，该季度的销售额预测为 63 亿

至 67 亿美元。

b. An old man was reading a letter addressed to 

him: “It has come to our attention that you frequently 

left behind the milk bottles delivered to your 

doorsteps… ” 一位老人正在看一封写给他的信，信中

说道：“ 我们注意到您经常忘记拿走送到您门口的瓶装

奶	⋯	⋯。”

c. I specialize in preparing studen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TS), a key hurdle along the way to overseas 

study programs in the UK,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我的工作是为准备参加雅思考试的学生

进行辅导。雅思考试是前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留学路上的主要障碍。

 10 反说正译法

用肯定句式翻译原文的否定句而不改变意思的方

法就叫 “ 反说正译法 ”。这种译法主要由目标语的语法、

修辞和表达规则所决定，包括逆向译法（A 不如 B 好

→B 比 A 好）和把不带否定词的否定句译成带否定词

的否定句。这种译法多半是选择性译法，因此最好是

在行文需要时才用。例如：

a. Until you told me, I had known nothing 

of what happened. 你告诉了我以后我才知道出了

什么事。

b. Few of them speak English and too often 

have little real knowledge to impart to visitors. 他们中

几乎没有人会说英语，往往缺乏可用于对参观者解说

的实际知识。

c .  H o w e v e r  w o n d e r f u l  t h e  f i l m s  a n d 

performances may be, watching them is far less 

interesting than enjoying my cheerful daughter sing 

and dance. 无论那些电影和演出多么精彩，欣赏自

己天真活泼女儿唱歌跳舞比观看那些电影和演出更有

意思。

 11 正说翻译法

用否定句的形式翻译原文中的肯定句而不改变意

思的方法叫 “ 正说翻译法 ”。这样转换的结果是为了使

译文更准确、更清楚、更容易理解。把、更清楚、更容易理解。把更清楚、更容易理解。把、更容易理解。把更容易理解。把 “A 大于 B” 翻

译为 “B 不 如 A 大”也属于 “ 正说翻译法 ”。这种译法

多半也属于选择性译法。例如：

a. Some men of insight actively discourage 

people from excess consumption. 一些有识之士积极

劝阻人们不要过量消费。

b. By changing dai ly food and randomly 

selecting clothes, we avoid establishing a pattern of 

life. 改变每天的食品，随意选用服装，是为了不形成

一个固定的生活模式。

c. When you buy a Christmas present, the 

salesman often deliberately leaves the price label 

blank, so that its receiver will not know the price. 当你

买一件圣诞礼物时，售货员往往故意不打价签，这样

接受礼物的人就不会知道价钱。

 12 代��原法

在一个句子或者相邻的句子中出现两个或者多个

指代不同人和物的相同代词时，除其中一个外，其他

的在翻译中最好用还原法，如果无法还原，则尽可能

省译。

还原法同样适用于引导定语从句的关系代词所指

代的人或事物的还原。例如：

 a. There are mothers who won’t let their 

daughters play football because they think they’ll 

start acting like boys. 有些母亲不愿意女儿踢足球，因

为她们担心女儿的举止会跟假小子一般。

b. Some years ago it was reported that a well-

known publisher of paperback books was horrified 

to see them on sale in supermarkets and petrol-

stations. 据报道，几年前一位有名的平装书出版商发

现平装书在超市和加油站出售时竟使他大惊失色。

c.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try online 

banking even though they are still uncertain about its 

security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being divulged by 

the bank or obtained by a hacker. 尽管很多人还不清

楚网上银行服务的安全性、个人信息是否会被银行或

黑客窃取，却愿意尝试网上银行的服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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