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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词语翻译转换的内在心理过程及操作特征在我国 尚缺乏系统 、
规 模的研 究。已有的 相关研 究较多 地集中在

对词语翻译的具体策略 、
认知因素等微观层面, 而跨学科的理论应 用研究显 得较为单薄, 且研 究成果寥寥 无几。有鉴
于此, 本文作者旨在通过借鉴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 ( 如注意论及其相关模型 )来阐 释理论应用 之跨学科 研究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 并在注意论的认知框架下探索词语翻译的内在转换过程及心理 操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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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 t: The past few decades have ha rdly seen any systema tic and large- scale study of lexical translation from the cogn i2
tive- psychologica l perspective w ith notic ing theory in particu lar. The au thors in th is paper, dr iven by such status quo, fee l
the great need to base the study of lex ica l translation on notic ing theory, and have thereupon m anaged to exp lore the interna l
processing model cha racte ristic of the lexical opera tions in bilingua l translation.
K ey word s: lexical translation; noticing theory; psychologica l operations

1. 引言
双语翻译涉及的两种语言词 汇或词语 的转换, 它构

型、衰减模型和反应选择模型。
2. 1 过滤器模型
由英国实验心理学 家 Broadb en t( 1958 )年提 出的过

成双语转换的基本层面, 即词的 层面, 其次 还有句 子、语

滤器模型是一个 较早 的注 意模 型, 或 称早 期选 择理论。

篇等语言和非语言 (如原 语意图、文化 等 )要 素的 转换。

Broadbent认为, 尽 管来 自 外界 的 输入 信 息可 能 是 丰富

而就我国目前的词语翻译认知 心理研究状 况来看, 学者

的, 但是, 由于人的 神经 系统 高级 中枢 的加 工能力 极其

们较多 地 集 中对 词 语 翻 译 的 微 观 层 面 和 操 作 层 面 上

有限, 于是便出现了 / 瓶颈 0。这意味着神经 加工系统为

(如: 海芳 2003; 陈宏薇 2004; 连淑能 2006等 )。根 据对

了避免系统 超 载, 需要 选 择一 些 信息 进 入高 级 分 析阶

近 10年翻译认知研究成果的抽 样调查, 我 们发现, 在抽

段, 而那些冗余信息则在经历短暂的 记忆保存 后便随即

样的 30篇文章中, 微观 研究占 30% , 宏观 研究占 50% ,

衰退和消失。因此, 只有通过 / 瓶颈 0或过滤 器的信息才

理论应用研究仅占 20% (刘绍龙、夏忠燕 2008a)。由此

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加工、识别和贮 存。由于这 种过滤器

可见, 相关理论 (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理论 )的应用研 究在

的作用体现了注意的功能, 其相关理 论也因此 被称为注

我国还处于较为 薄弱的地 位 (刘 绍龙 2007, 2008b; 王 柳

意的过滤器模型。 该注 意模 型的 大致 结构 和运作 过程

琪、刘绍龙 2008 ), 其中 基 于认 知心 理学 理 论的 词语 翻

如图 1 所示。

译 研 究 成 果 更 是 少 之 又 少 (肖 坤 学 2005; 何 家 宁 等
2009)。有鉴于此, 本 文旨 在通 过对认 知心 理学 相关 理
论成果 ) ) ) 注意论 及其 相关 模型 的阐 释来 说明 词语 翻
译的跨学科研究或理论应用研 究的必要性 和可行 性, 并
在注意论的理论 框架 下探 索词 语翻译 的内 在转 换过 程
及心理特征。
2. 注意理论及其主要模型

图 1. Broadben t的过滤器模型
从本质上说, B roadb ent的过滤器模型是一个单通道

认知心理学有关注意的理论 模型很多, 在此我 们仅

的注意 模型, 该 模型 强调: 新 异的 刺激、较 强的 刺激、具

介绍其中 三 个与 词 语翻 译 较为 相 关的 模 型: 过滤 器 模

有生物意义的刺激等易于通过过滤 器并受到 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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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被人所期待的信息容易受 到注意。但是, 所有这 些思

信息可同时 受到 注意。因 此, 我 们可 以假设: 注意 既可

想并未改变人们对该模型之单 频道加工思 想的定 性, 而

是知觉选择, 也可 是反 应选 择, 而 且在 不同 条件下 可以

且围绕这一定性所发生的诸多争论也从未停止过。

有不同的选择。

2. 2 衰减器模型
由 Treisman ( 1960, 1964)提出 的衰 减模型 是一个 双
通道或多通道 模型, 它 是在 / 非追随 耳信 息也可 以得 到
高级分析 0的 实验 结果 上 建立 起来 的 一种 瓶颈 ( bottle2
n eck)理论。从这个意义 上说, 或 就注意的 选择性 而言,
图 3. 两类注意模型的比较

衰减器模型与过滤器模型可 谓异曲同 工。其次, 过 滤器
的位置在两个模型中也是相同 的, 即都处于 初级分 析和
高级的意义 分析 之间。 再次, 就 两个 瓶颈 模型 而言, 注

3. 词语翻译的 / 注意 0过程及心理操作

意选择都是 知觉 性质 的, 它 说明 / 瓶 颈 0 (或过滤 器 )的

3. 1 词语信息加工: 序列操作

作用都是选择一 部分 信息 进入 高级的 知觉 分析 水平 并

首先, 根据注 意 早 期 选择 理 论 的过 滤 器 - 衰 减模

得到识别。有鉴于此, 认知心理学 家倾向于 将这两 个模

型, 我们可以设想词语翻译是一个信 息选择的 心理加工

型合称为 Broadb en t- Tre ism an过滤器 - 衰减模型。

过程, 因为这一过 程同 样经 历了 语言 加工 的一 般过程,

尽管两种瓶 颈理 论模 型存 在上 述共 性, 但 是, 衰 减

即一头联结 源语 (刺激 )输 入, 一 头联 结译语 (反 应 )输

模型将过滤 器的 / 全 或无 0的工 作方 式改 成 / 衰减 0, 这

出, 其间经历了: 1)源语 (听视觉词 汇 )符 号在感 觉记录

使它从根本上有别于过滤器模 型, 并因此获 得双通 道或

器中的 / 注册 0; 2 )注册后的源语词汇信息进入注意机制

多通道模型的美誉。在 Treisman 看来, 所谓 无关信 息仅

或过滤器等待选择; 3)获得知觉选择或得到 注意的源语

是衰减而已, 信 息在未 受到 注意的 频道里 只是 声音 (对

词汇信息进入短时记忆 的 / 组 织输出 0机 制并完 成双语

听者来说 )显 得小 一些, 或者 说 没有 那么 强 烈罢 了 (图

词汇的匹配检索、存取重组等心理操 作或认知 加工并做

略。详见王 甦、汪 安圣 1992: 83285)。作为 注意 的知 觉

好输出准备。

选择模型或早期选择模型, 衰减 模型和过滤 器模型 与注
意的晚期选择理论模型 ) ) ) / 反应选择模型 0形成对照。

有三点需要在这里说明: 1)发生在 / 组织输出 0环节
的双语词汇信息的匹配、转换及 (译语词汇的 )反应等过

2. 3 反应选择模型

程包括对源语词汇信息的选择确定、译语词汇 信息的选

Deu tsch 和 Deu tsch ( 1963)为代 表所 提出的 反应 选

择匹配和译语词汇信息 的反应 选择 (含视 听觉形 式 )等

择模型显然是一个极其不同的 注意模型, 也 就是我 们前

心理操作; 2)进入注意这一选择机制或穿过 过滤器这一

面所提及的所 谓后 期选 择理 论模 型。该模 型的 指导 思

选择瓶颈的源语词 语输 入信 息抵 达短 时记 忆前或 抵达

想是: 所有的刺激或几个输入通 道的信息都 可以进 入高

之后仍有面临被过滤出局或自然丧 失的可能, 因为这些

级分析水平并得 到全部 的知 觉加工 (如图 2 所示 )。这

词汇输入刺激并不是来自追随耳的 信息, 或者 说是来自

是因为该理论模 型设 想中 枢的 分析结 构可 以识 别一 切

其他非追随 耳通 道且 受 到衰 减 或强 度 减弱 的 信息; 3 )

输入, 但输出是 按其 重要 性来排 列的, 对不 重要 的刺 激

/ 选择 0或 / 过 滤 0贯穿 词汇翻 译信 息加 工的 全过 程, 这

则不作出反应; 如果 更重 要的刺 激出 现, 则 又会 挤掉 原

一过程始于感觉 登记 之后, 终于 译语 词汇输 出之 前, 且

来重要的东西, 改变 原来 的重要 性标 准, 做 出另 外的 反

其间都存在被选中或被过滤出局的可能。

应。简言之, 注意就是对反应的选 择而不是 对知觉 的选

3. 2 源语词语输入: 质 /量因素

择, / 反应选 择模 型 0的 名称 或 / 后期 选择 0理论 也就 由

注意的早期选择理 论 (如 过滤器 模型 )使我 们意识

此而来。 (有关两种选择模型的主要差异见图 4 )。

到双语翻译中的词 语信 息早 期选 择的 客观 必然性 和心
理现实性。具体 而言, 词汇 输入 的数 量可能 意味 着: 源
语词汇本身蕴含了丰富的 / 自给自足 0的预期信息, 而且
在通过过滤器后 仍保 持相 当的 数量 和强 度。词汇 输入
信息的质量是指那 些通 过过 滤器 的词 汇信 息不仅 数量

图 2. 注意的反应选择模型

客观, 而且与目标任务和要求有较高 的相关程 度并能激

从图 3的两类注意模型的比 较中, 我们 可以发 现反

活记忆中的较多 相关 项目。 这些 信息 可能 更多地 源自

应选择模型与知 觉选 择模 型的 主要差 别在 于注 意机 制

追随耳, 但不排除来自非追随耳的少 量衰减信 息及其激

在信息加工系统中所处的位 置不同。事实 上, 反应 选择

活作用。

模型与知觉选择模型并非绝对 的对立, 这是 因为两 个模

词汇刺激输入 的信 息数 量为 信息 的选 择机制 和记

型都承认注意的共时分配, 即认 为经过不同 通道的 输入

忆系统提供了基 本的 加工 原料。 这些 信息 除了包 括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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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内部所运载的 / 形、音、义 0等基本词汇要素信 息之外,

/ 组织输出 0环节使 我们 不仅意 识到 选择机 制对输

还包括词语的语用信息、语境信 息, 以及词 与词的 组合、

出机制的影 响, 而 且还 意 识到 人 在组 织 输出 环 节 中对

搭配等外部横 向信 息。词 语的 内外部 信息 形成 了词 语

/ 反应选择 0 (乃至 /知觉选择 0 )可能产生的 重要反拨作

刺激输入的数量, 而词语信息的 质量则与词 语刺激 输入

用。尽管组织输出作为 一个 / 后注意 0信 息加工 环节而

的相关性和可 识别 性相 关。相 关性是 指源 语刺 激输 入

存在, 但是, 它与两 种注 意选 择模 型却 有着 不可忽 略的

信息与信息 加工 者 (译员 )的个 性倾 向 (或期 待 )、加 工

联系, 尤其与注意 的后 期选 择理 论及 其反 应选 择模型。

方式、任务目标 等有 着密 切的联 系, 而 可识 别性 是指 当

组织输出不可避免 地在 很大 程度 上依 赖反 应选择 的内

源语词语输入保 持原 有的 强度 和合理 的兴 奋阈 限时 就

容。但是, 正如反 应选 择模 型所 认为 的那样, 人脑 中枢

容易激活记忆中的相关字词信 息并因此得 到识别, 这些

的分析结构可以识别一切输入, 但输 出却是按 其重要性

可以被成功识别的词语可被视 为具有较高 的可识 别性。

来安排的, 即只对重要的刺激作出 反应。有关 反应选择

因此, 词语输入的相关性和可识 别性可以被 看成是 判断

与组织输出的相 互关 系, 我 们可 以简 单地概 括为: 选择

词语输入信息质量的重要标准。

影响输出, 输出反拨选择。

3. 3 词语输入与已存记忆: 交互作用

在同时承认两 种注 意理 论及 其早 期和 后期选 择模

除了来自外 部环 境的 词汇 输入信 息的 数量 和质 量

型的相关思想的 基础 上, 我 们认 为, 较 之早 期选择 理论

外, 与词汇输入信息产生交互作 用的人脑记 忆中的 相关

及其知觉选择模型, 后期选择理论及 其反应选 择模型与

信息的数量和质 量也 是一 个影 响过滤 或选 择的 重要 因

词语翻译的信息选 择过 程和 译语 词语 输出 过程有 着更

素, 如上面所述的影响记忆中各 个项目兴奋 阈限的 倾向

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就后期选择 模型而 言, 由于大

态度、项目的意义、熟悉的程 度、上下文 等。上面第 二点

量的源语词语输入 信息 登陆 感觉 记录 器后 就直接 涌入

所述的源语词语输入的数量和 质量源自外 部环境, 但却

短时记忆, 并在此等待反应选择和 组织输出。 重要的源

与加工者记忆系 统内 部的 已贮 存知识 信息 的数 量和 质

语词语刺激信息一 旦得 到注 意的 选择 或注 意这一 选择

量存在密切的联系。一般而言, 词 语输入信 息数量 的大

机制对重要的信息作出反应后, 即刻 进入组织 输出机制

小在某种 意 义上 说 是相 对 记忆 贮 存信 息 数 量而 言 的。

并获得到输出前的组织或重组, 直至 译入语内 部词语信

记忆已存相关知识信息的数量 越大, 大脑信 息加工 时所

息的形成。由于大量源语词语刺激的 涌入, 组 织输出机

需的外部输入 信息 就可以 相对 少一 些; 反 之, 记 忆所 存

制不得不按照输入词语信息的重要 性来进行 组织排列。

相关知识信息的数量越小, 大脑 信息加工时 所需的 外部

其中大量来自反应 选择 机制 的源 语次 重要 和非重 要词

输入信息的数 量就 应相 对大 一些。除 了信 息数 量这 一

语信息可能在输出组织中丧失。从这 个意义 上说, 组织

变量外, 对输入信息的质量要求 与对大脑记 忆已存 知识

输出机制对反应选择机制有着重要 的反拨作 用, 即影响

信息的质量要 求也 存在 类似 的对 应关 系。高度 相关 且

(甚至制约 )词语反 应选择 的内 容和方 式。而相 对早期

可识别性强的高 质量 源语 词语 输入不 仅容 易通 过知 觉

选择理论来说, 组 织输 出的 反拨 作用 或许 会减 少很多,

过滤器, 而且需要耗费较少的记 忆资源或者 说对记 忆所

因为源语词语输入 信息 在登 陆感 觉记 录器 后便经 历过

存知识的质量的要求会相对 低一些; 反 之, 则会高 一些。

较高水平的知觉选择, 即在达到组织 输出机制 之前就已

当然, 当内外两 种知 识信 息的质 量都 高时, 输入 信息 的

经被选择或过滤一遍了。

激活和识别已不成问题, 甚至还 有可能实现 自动化 的知

3. 5 译语反应择定: 强 /弱式信息及其选择 /加工

觉或反应选择和自动化的 (译语词语 )组织输出。

衰减模型关于输入信息 / 双 通道 0或 / 多通 道 0地进

源语输入的目的在于引起注 意, 并受到 激活而 被识

入 / 感觉登记 0的假 设使 我们 在重 视 来自 追随 耳的 / 强

别。例如, 数量 丰富、质量较 高的 词汇 输入 信息 可以 影

势 0信息的同时, 也应关 注来自非 追随耳 的衰减 / 弱势 0

响词汇信息在大脑中的阈限变 化, 如使具有 特定阈 值的

信息。然而, 就翻 译中 的词 汇信 息选 择而言, 我们 关心

大脑词汇信息受到激活而被 识别。当然, 外 部词汇 输入

的是哪些 信 息易 呈 强式, 哪 些 信息 易 呈 弱 势信 息。此

信息 (无论是来自追随耳, 还是非追随耳 )也可以不 同程

外, 输入信息的多通道假设不仅使我们获得了审视翻译

度地影响词汇记忆信息的阈限 变化, 即使是 呈现弱 势的

词语输入信息的多维视角, 而且还使 我们更加 关注对来

非追随耳信息也可能激活记 忆词汇中的 高质 /量的 相关

自不同通道的词汇输入刺激及其加工效果。注意是一种

信息内容或阈值较低的特别有意义的 项目 (如自己 的名

极其复杂的心理 选择 现象, 有鉴 于此, 我们 认为双 语词

字等 )。由此可见, 人们对 来自 环境的 源语 词语 输入 信

语转换中的信息选 择则 反映 了译 者对 源语 理解中 的词

息的选择性注意, 或者说激活、识 别, 不仅依 赖输入 刺激

语信息的不同程度的选择或择定, 并 在此基础 上建立起

自身的特点, 而 且还 依赖 人脑 已存 词语 记忆信 息的 质 /

恰当的语义表征, 而语义表征又成为 译入语形 成的起点

量水平和阈限变化。

和基本依据。由此看来, 源语词语的心 理选择 过程和选

3. 4 译语反应择定: / 选择 0之影响与 / 输出 0之反拨

择结果直接影响语义表征的形成, 或 者更进一 步地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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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译者的译入 语反 应择 定。其 反应择 定不 仅包 括译 入

1202121 )。

语词语择定, 而 且还 包括 译入语 句法 择定、书写 或语 音

如果承认词语自动化选择加工过 程的存 在, 我们便

择定 (指笔译或口 译 )等 心理 选择过 程或 注意过 程。因

会关注下一个问 题, 即: 影响 词语 翻译 信息 选择自 动化

此, 我们有必要对来自不同通道 的源语词语 输入刺 激或

的因素有哪些? 首先, 从来自环境的源 语词语 输入本身

强势、弱势信息及其潜在的选择 过程和选择 结果形 成一

来看, 我们认为, 词 语自 动化 选择 加工 的原 始输入 主要

个理论上的初步认识。

来源于追随耳信息, 这是因为追随耳 信息不仅 比非追随

既然注意 就 意 味着 选 择 或 有所 侧 重, 无 论是 来 自

耳信息显得更为重要, 而且还包含了 上面所述 的高质量

/ 单通道 0还是来自 / 双通道 0或 / 多通 道 0的源语词 语输

的强势信息, 因此这些信息不仅易于 识别且容 易顺利穿

入刺激都将面临不同程度、不 同范围的 过滤或选 择。与

透过滤器 (即 获得 自动 选择 或享 受 / 免 检 0 ), 而且 能直

单通道 / 一次只允许 一个通 道的信 息通 过 0有 所不同 的

达工作记忆并迅速 激活 长时 记忆 以期 完成 目标语 及其

是, 双通道或多通道模型一次可 允许两个或 更多通 道的

词语的组织 输出。其 次, 就 内部 选择 加工而 言, 我 们认

信息通过并获得进一步的高级 分析加工, 但 有一点 是共

为, 所谓高质量的追随耳强势信息的 自动化选 择并非是

同的, 即所有经过感觉登记的输 入信息都不 可避免 地经

孤立进行的。我们 之所 以说 源语 词语 选择 可以经 历自

历过 滤器的 筛选, 为此, 我 们认 为, 首先, 源语 词语的 强

动化的过程, 是因为这些信息除了本 身蕴含丰 富的预期

势信息与源语词语的质量直 接相关, 例 如: 清晰、准 确的

信息之外, 人 的 记 忆系 统 也储 备 了与 其 相关 的 丰 富信

源语用词与逻辑清晰、语篇连贯 的语境之结 合通常 易于

息, 从而保证了对其选择、识别和加工的自动化。

所谓强势词语信息网的形成, 而 口译中的强 势词语 信息

4. 结束语

对口译员的发音、表达质量等 还提出了 更高的要 求。呈
现强势的词语信息不仅在信息 通道中占据 主流地 位, 而

基于认知心理 学之 注意 论的 词语 翻译 转换研 究是

且还易获得注意的选 择并 因此得 到更高 水平 的 (意 义 )

理论应用研究或跨学科研究的一个 尝试, 其中 的理论阐

加工。

释和心理分析难免主观臆断, 且心理 现实性和 可应用性

3. 6 词语翻译转换过程: 自动化加工与控制性加工

尚待更多相关研究的验证。然而, 词语 翻译的 认知心理

人类认知活动的两种加工过程 (即自动化加工 过程

学研究可为我们提 供一 个更 为宽 阔的 理论 视野和 研究

和控制性加工过程 )使我们对注意的 早期选择理论 及其

领域。为此, 我们期待着词语翻译的跨 学科系 统研究和

操作模型有了更新的认识。为此, 我们将关 注的主 要问

规模研究能早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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