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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英语在我国占得地位越来越重要。
我国的教育部门也从小学开始设有了英语课， 中国走向了世

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沟通和交流，要相互学习语言，而 翻

译是英语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但在英语学习中，这就需

要翻译者在翻译英语时掌握一些技巧和方法， 在这笔者根据

自己的经验简单的探讨一下，英语翻译的几点小策略。

1 结合上下文进行翻译

英语和中文其实是一样的，上下文之间都有联系，都是形散

神不散，终归有一个过渡性的词语或者是句子，我们可以找出关

键的词语或者句子，根据上下文的关系，进行一个粗略的翻译。这

也是我们经常说的推理方法。即从我们已经知道和假设的事实中

总结结论。人们在阅读文章的时候，看到文章的内容后，总是根据

已有的条件加上自己的经验推出下一步是什么。 这就是推理。 正

常的推理是为翻译者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根据上下文的

关系，串联起来，这样就会对每一个句子有所了解。 在英语翻译

时，采用上下文结合推理法可以掌握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好

的理解语言。 在这个方法的运用中，我们还可以运用一些小的技

巧，如：从整体到局部，现对整理的文章做一个翻译，然后根据关

键的词句再进行局部的翻译；由局部到整体，先找出贯穿文章的

线索，通过这个线索对文章整体的分析、推理，进行翻译。 还可以

通过文章已有的解释和某些定义对和他相关的句子进行推理，结

合进行翻译。 在这个方法的运用中应该注意的是：翻译者不能主

管的去猜想， 而是紧密结合上下文的内容进行推理得出结论，进

而也就得出了翻译结果。

2 通过猜测词语进行翻译

英语中也是词和句相连构成段落， 段落之间连接就形成

了文章，翻译英语文章就要求翻译者掌握大量的词语，根据每

个词的意思对文章进行翻译。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般的翻译

者来说，对每一词都能进行翻译，有些困难，会出现不知道 词

的意思的情况，这时我们可以使用猜词翻译法。 猜词翻译法是

指：根据词语的前缀或者后缀对词语的意思进行猜测。 英语的

词语和中文的汉字有些相像， 英语中的词缀的词组就像是中

文中的近义词，意思相近，找出词缀，这个词的意思就会猜 的

八九不离十了。 还可以根据上下词的意思猜测词义，因为词与

词之间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始终会有一个词做的是枢纽的

作用，找到关键词，结合上下词的意思，进行猜测和推理，整理

语言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翻译， 对于在词掌握这方面欠缺的翻

译者，可以根据这个规律猜测词义。

3 通过语境进行翻译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境。 所谓语境就是语言的环境，指

语言文字使用时所处的言语环境，即：场合、地点，时间、对象

等等。 特殊的场合同样的词语有不同的意义。 中文中叫多意。
也就是说一个词有多种词义， 在不同的场合和环境下有不同

的意思。 翻译者就可以根据语境来进行翻译。 什么样的场合，
词是什么意思都有他固定的模式。 在翻译中，语境的作用是不

可替代的，英语的理解和表达都是在语境中进行的。 每个词、
句的翻译都离不开语境， 翻译者也可以根据语境判断和猜测

词的意思。 正确翻译的基础就是：语境。 因此在英语翻译中，翻

译者要正确的理解语境，通过语境进行翻译。

4 通过与中文语法相结合进行翻译

英语和中文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两种语言存在很大的才

差异性，可以和中文相对比的去翻译英语。 我们对中文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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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相同的话，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联想效应。 联想效应要求译

者融合多方面的知识， 考虑多种因素， 尤其是文化差异的因

素，综合运用各方面的阅历、技巧和文化视点的转换结构。 譬

如汉语中的成语典故，用词精练、寓意深刻、易读上口、有节奏

感、韵味美。

3 结论

王佐良(1994)指出：“翻译者必须是 一 个 真 正 意 义 的 文 化

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 尽管东西

方文化在历史风俗、宗教信仰、心理意识,人文地理等方面存在

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如果译者对两种文化有深入全面的了解，
在翻译中遵循“等效原理”、“联想效应”，并借助于“零翻译”，

文化是具有可译性的。

参考文献：

[1] Nida, Eugene 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
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2] 谢金良.西方文学典故词典[M].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3] 左飚.论文化的可译性[J].上海科技翻译,1999.
[4] 朱小红.英汉隐喻的跨文化对比及翻译[J].安徽工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5(3).
[5] 郑兰英.翻译中理解障碍问题分析[J].中国科技翻译,2003,16

(2).
[6] 万明莉.英汉词义差异及其翻译研究[J].教育探索,2007(8).

都比较熟悉，这样通过对比可以加强记忆，翻译起来也就会比

较容易。 首先，英语和中文不同的是：词语的转化，即：在英语

翻译中，对英语一些词语的词性进行转化，如：形容词转化 为

名词，动词转化为名词，等等，这样翻译和了解起来，语言就会

比较畅通。 其次，是对词语的增减翻译。 由于英语和中文在用

词和语法结构上有所差异，为了句子的完整，有的时候，需 要

翻译者适当的增加或者减少词字面的意思翻译， 才能更加的

贴近所要表达的意思。 比如：一些冠词、代词、介词或者连词的

增减，是不影响要表达的意思的。
英语和中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在翻译过程中，值得翻

译者注意的是：一在翻译需要表达的是句子或文章的内容，而

不是结构，不能够按照结构的方式去表达，翻译者要贴切的翻

译出所要表达的内容，直观，浅白；二翻译过程中，不是将两种

语言（中文和英语）的结构进行简单的转换。 这个转换只是简

单的在某个语境下的转换。 三在翻译中一些词也适合直译的，
即：直接翻译。 中国的语言也是博大精深的，虽然两种语言的

差异性很大，但是，随着现在中国不断地发展，中国语言不 断

的传播，中外的相互友好，一些语言，直接翻译，在英语学上是

可以讲的过去的，要强调的是直译的局限性，有的时候不能很

好的表达出所要表达的意思。

5 结束语

以上谈的几种翻译技巧适合于不同的翻译过程， 但是这

几种方法又相互贯穿、相互联系，彼此促进和补充。 翻译者在

翻译过程中可以灵活运用。 这就要求翻译者要不断地提高和

完善自己。 总结和发展翻译经验，使得自己在发展的社会上有

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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