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第 5 期

总第 117 期

外语研究

Fo reign Language s Research

2009 , №5
Serial № 117

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
＊

胡开宝1　邹颂兵2

(1.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40;2.微软亚太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 ,上海200030)

摘　要:本文详细分析了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创建过程及其具体应用 ,如莎剧汉译本中“把”字句

和“被”字句的应用及其动因研究 、莎剧汉译本中显化的实证研究以及梁实秋和朱生豪翻译策略应用和翻译风

格的比较研究等。作者指出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应用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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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莎士比亚研究一直是西方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 ,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自 20世纪初以来 ,莎
士比亚戏剧的多个汉译本相继问世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朱生豪(1947)、梁实秋(1947)和方平(2000)等翻

译的汉译本。这些译本对我国现代戏剧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汉语的表
现形式。然而 ,莎剧汉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仍然比较有限 。现阶段莎士比亚戏剧汉译研究多局限于具体
词汇或修辞手法的翻译研究 ,而关于句法和语篇层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 ,且多为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鲜

见。这与莎剧汉译本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十分不相称 。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莎
剧剧本多 ,内容博大精深 ,莎剧汉译研究费时费力。因此 ,建设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 ,开展基于
语料库的莎剧汉译研究十分重要。研究人员可以充分利用语料库储存数据大 、计算机运行速度快 、语料

库工具能对大量数据进行准确分析的优势 ,系统 、全面地对多个莎剧汉译本进行比较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
和功能阐释相结合 ,获得客观可信的研究结果 。

为此 ,我们自 2005年起便开始着手建设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 ,经过数年努力 ,已基本建成 ,

并开展了一系列前期研究 。该语料库收入莎士比亚戏剧原著 、这些戏剧的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和方
平译本 ,以及汉语原创戏剧 ,计划库容为 6百万字 ,目前在进一步扩容和深加工之中 。

建设平行语料库 ,尤其建设能够实现一个原著与三个译本句级对齐 ,且库容达 6百多万字的语料库 ,
不仅要耗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而且技术层面亦具有较大难度。本文拟介绍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
库的创建过程及其在莎士比亚戏剧汉译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以期为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建设及其在译学研

究中的应用提供借鉴 。
2.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创建
一般而言 ,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创建步骤主要为:1)中英文语料的选择与输入;2)语料的预处理;3)语

料的标注和分词;4)语料的平行对齐;5)语料库出版;6)语料库网上检索。目前 ,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
语料库已完成第1至第 4个步骤。至于语料库的出版和网上检索 ,待完成所有语料的输入和深加工 ,并解
决相关版权问题之后方可进行 。

2.1 中英文语料的选择与输入
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问世以来 ,英文版本为数众多 ,受到人们推崇的版本主要有牛津版(1743)、撒缪

尔·约翰逊版(1765)、里德版(1803)、河畔版(1974)以及阿登系列版本(1899/1958/1995)等等。经过讨
论 ,我们选择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牛津版作为语料库的英文语料。牛津版是公认校勘准确的版本 ,本语
料库拟选择梁实秋 、朱生豪和方平翻译的三种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作为中文语料 ,其中梁实秋译本和朱生

豪译本都译自牛津版 。此外 ,牛津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电子版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能省去英文
语料输入的大量工作 。

就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汉译本而言 ,比较知名的主要有曹未风译本 、朱生豪译本 、梁实秋译本和方平

译本 。曹未风译本由贵阳文通书局于 1942年至1944年之间出版 ,收入曹未风译的莎剧剧本 11部 。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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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译本最早由世界书局出版(1947),后来分别由作家出版社(195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时代文艺出
版社(1996)和译林出版社(1998)等出版 。该译本共收入莎剧 37部 ,其中 31部为朱生豪所译 。梁实秋译
本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1967),收入梁实秋翻译的全部 36部莎剧剧本 。1995年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分别出版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 。方平译本 ,即《新莎士比亚全集》(河北
教育出版社 ,2000),由方平和梁宗岱参照欧美当代备受重视的 Beving ton全集本(1992年)与 Riverside

(河畔)全集本(1974年),以诗体方式译出 。我们根据译本的影响及所收莎剧剧本是否齐全 ,最终确定了

朱生豪译本 、梁实秋译本和方平译本为语料库的中文语料。不过 ,朱生豪译本中有 6部并非朱生豪所译 ,故
不作为中文语料。

确定语料库的中英文文本之后 ,我们便开始进行中英文语料的输入 。牛津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和朱
生豪译本可从网上下载 ,并直接转化成 TXT 格式。梁实秋译本也可从网上下载 ,但其格式为 PDF 格式 ,
需应用清华紫光 OCR软件转换成 TXT 格式。方平译本目前还不能从网上下载 ,需要使用高速扫描仪扫

描或人工输入。为保证语料库的语料质量以及研究的可靠性 ,我们组织人力仔细校对输入好的语料 ,检
查语料是否出现倒码 、拼写错误以及具体内容与蓝本出入等问题 ,并及时更正。

2.2 语料的预处理

语料的预处理主要包括文本格式的统一 、各种杂质的清除和中英文语料的分存等 。作为中文语料的
三个汉译本分别由不同出版社出版 ,文本格式如字体 、段落编排和文档格式等各不相同 ,我们故而首先统
一三个汉译文本的格式。另外 ,直接从网上下载的语料 ,往往有多余的空格及空行 、断行 、多余的语言符

号 ,以及一些不必要的图形或符号等。这些杂质对于研究而言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需要清除 。另外 ,上述
莎剧汉译本均附有数量不等的注释 ,与研究内容没有多大关联 ,我们均将其删除 。

在输入并校对语料 、清除杂质 、统一语料格式之后 ,我们将每部莎士比亚戏剧的中英文语料分存。
2.3 语料的分词和标注
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需应用 ParaConc和Wordsmith等软件对中英文语料进行平行处理和

检索 ,但是由于汉语文字之间没有空格 ,国外研发的许多软件不能识别汉字。为保证汉语语料与国外软
件之间的兼容性 ,我们选用汉语词法分析软件 IC TCLAS3.0版对汉语语料进行分词处理。该软件由中国
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开发 ,功能主要为词汇切分和词性标注 。

我们讨论了汉语语料分词的具体方法(邹颂兵 2009a:158)。首先 ,选择 IC TCLAS3.0 版中的“操作
选项”栏目下的“词语切分”和“输出格式”栏目下的“北大标准” , “973标准”或 XML 格式 。考虑到“北大
标准”与该软件的兼容性很强 ,我们将“输出格式”确定为“北大标准” 。然后 ,选中“处理文件” ,上载需进

行词语切分处理的中文语料 ,并单击“运行” ,便可完成汉语语料的分词处理 。
语料的标注是指对语料库的具体语料样本属性或语言学特征进行描述 ,分为篇头信息和篇体信息标

注。后者包括段落标注 、语句标注 、词性标注 、语法标注和语义标注等。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语
料标注主要由词性标注和段落标注等篇体信息标注组成 。我们分别选用 IC TCLAS3.0和 CLAWS 等软

件对中英文语料进行词性标注处理 ,而段落标注则使用 EmEditor 软件。完成分词和段落标注处理的中

文语料如下图所示:

图 1:进行分词和段落标注处理的中文语料

关于这些标注的具体步骤 ,我们已作详细介绍(邹颂兵 2009a:155-158),这里不再赘述。
·65·



2.4 语料的平行对齐
一般而言 ,英汉戏剧均以人物对话作为段落单位。我们认为戏剧的最大特点是按照剧中人物的对话

进行组织 ,也就是说无论人物对话内容的原文和译文有多大的差别 ,对话始终是一一对应的(邹颂兵

2009a:159)。有鉴于此 ,我们运用 ParaConc软件 ,实现英语原著和汉译本在人物对话层面的对齐 ,即段
落对齐 ,之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英汉语料句级层面的对齐。如下图:

图 2:Paraconc语料平行对齐浏览窗口

3.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应用
成功实现莎士比亚戏剧英汉语料的平行对齐之后 ,我们应用 ParaConc和WordSmith等软件 ,对该语

料库所收的 7部莎士比亚戏剧 ,即《仲夏夜之梦》 、《哈姆雷特》 、《李尔王》 、《爱的徒劳》 、《麦克白》、《罗密欧
与朱丽叶》和《驯悍记》及其汉译文本的文体特征进行定量分析 ,开展英汉文本之间一对一 、一对多的平行检

索 ,分析译者的翻译风格 、翻译策略和方法的运用 ,翻译语言特征及其成因 ,开展翻译共性的实证研究。

3.1 莎士比亚戏剧及其汉译本文本特征的初步定量分析
我们对上述 7部戏剧及其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的形符数 、类符数 、类形符比 、平均句长 、重点词

汇或句式结构的使用频率等进行量化分析 ,发现译本间有不少差异。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莎剧原著 梁实秋译本 朱生豪译本

形符数 170993 203653 222818

类符数 12031 5321 5576

类符/形符比 7.04 2.61 2.50

句子总数 17473 8769 8827

平均句长 9.79 23.22 25.24

主要连接词出现次数 8042 3600 2898

主要连接词使用频率(每千字) 47.03 17.68 13.01

“把”字句出现次数 1019 1344

“把”字句使用频率(每千字) 5 6.03

“被”字句出现次数 305 170

“被”字句使用频率(每千字) 1.50 0.76

表 1:莎剧原著及汉译文本文体特征的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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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显示 ,梁译本和朱译本文字总量分别比莎剧英语原文超出 16%词和 23%词 ,朱译本文字总量和
平均句长均超出梁译本。不过 ,朱译本的类符形符比低于梁译本。类符是指文本不同词形的总数 ,形符
为文本的总字数 。类符形符比一定程度上与具体文本的词汇量大小和遣词的变化性成正比(胡开宝 、朱
一凡 2008)。因此 ,朱译本所用的词汇量不及梁译本 ,梁译本的用词更富于变化。

一般说来 ,英语注重“形合” ,较多使用连接词实现语句或句子成分之间的连接 ,而汉语强调“意合” ,
凭借事件的先后顺序或逻辑联系实现语句之间的衔接 ,较少使用连接词。在上表中 ,梁译本和朱译本中
主要连接词每千字的使用频率都较低 ,分别为莎剧原文的 38%和 28%,但朱译本的使用频率比梁译本更
低。就连接词的使用而言 ,梁译本和朱译本均体现了汉语的“意合”特点 ,但朱译本比梁译本更趋于归化 。

除“形合”与“意合”区别之外 ,英汉语言之间的另一差异为前者较多使用被动式 ,后者较多使用主动
结构。我们分析了梁译本和朱译本中典型汉语被动结构“被”字句的使用情况 ,发现朱译本中“被”字句的
使用频率仅为梁译本的 51%。就 “被”字句的使用而言 ,梁译本显然更趋于异化 ,而朱译本更趋于归化。

3.2 莎士比亚戏剧汉译语言特征及其动因研究
汉译语言特征是指汉译文本与汉语原创文本不同 ,且为汉译文本所特有的典型语言特征 。该特征与

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相关 ,表现为汉译文本词汇和句式结构应用的具体特征 。学界一直将翻译语言
视为非自然语言 ,很少深入研究其特征 。然而 ,开展翻译语言特征及其动因的研究 ,不仅可以深刻认识翻
译的本质 ,而且还可以有力推动语言对比和语言接触等领域的研究 。“实际上 ,该领域的研究是跨学科译
学研究的立足点和根本所在。 ……该领域研究的发展 ,可以实现译学研究由理论消费学科向理论输出学
科的转变 ,进一步巩固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胡开宝 、吴勇 、陶庆 2007:64-69)为此 ,我们对前文所
述 7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汉译本中“把”字句和“被”字句等语言结构的使用频率和具体分布进行了量化分
析 ,并与这些结构在汉语戏剧原创文本中的使用频率进行比较 ,对照分析英语原文 ,从认知 、语用和翻译
策略等角度分析这些结构运用的内在动因。

我们发现梁译本和朱译本中“把”字句的每千字使用频率远远高于许多汉语原创文学作品。我们认
为 , 《哈姆雷特》英语原著中大量蕴含空间位移图式的语句结构与“把”字句在空间位移图式 、语用特性和
语用功能等方面的一致 ,导致梁译本和朱译本中“把”字句使用频率非常高 ,而归化翻译策略和显化翻译
方法的频繁运用 ,则是朱译本中“把”字句数量远远超过梁译本的重要原因(胡开宝 2009)。

根据表1 ,梁译本和朱译本中“被”字句每千字使用频率分别为 1.5和 0.76 ,这比许多汉语原创作品中
“被”字句的使用频率高得多。我们对相同文体的汉语原创话剧《雷雨》和《茶馆》中的“被”字句进行分析 ,
发现前者的“被”字句每千字使用频率为 0.19 ,只有梁译本和朱译本的 12.7%和 25%;后者的“被”字句每
千字使用频率为 0.09 ,只有梁译本和朱译本的 6%和 11.8%。根据杨国文(2002)所作的研究 ,在 153.3
万字的现代汉语语料中 , “被”字句共 479个 。这些语料包括《金光大道》(浩然著 , 45.5万字),《晋阳秋》
(慕湘著 , 41.5万字),《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著 , 10.3 万字),《红镜头》(顾保玫著 ,31万字)和《未来之
路》(比尔 ·盖茨著 ,辜正坤等译 ,25万字)。除去译著《未来之路》 ,以上汉语原创作品中 , “被”字句每千字
使用频率约为 0.37 ,明显低于梁译本和朱译本 。

研究表明 ,莎士比亚戏剧原著中存在大量蕴含受事前景化空间位移图式的语句或结构 ,如被动句 、过
去分词 、现在分词被动式和表示被动意义的名词短语等。空间位移图式通常分为施事前景化和受事前景
化。前者是指施事或动作发出者处于主语或句首位置 ,后者为受事或动作的承受者居于主语或句首位
置。为再现受事前景化的空间位移图式 ,译者可选用 “被”字句 、“给”字句 、“让”字句和“叫(教)”字句等汉
语句式。这些句式均强调某一事物(即受事者)在另一事物(即施事者)的影响或作用下 ,其性质或状态发
生变化。我们知道 ,汉语被动句分为两大类 ,即:A类:受事名词 +被动标记 +施事名词 +动词短语;
B类:受事名词 +被动标记 +动词短语 。“让”字句和“叫(教)”字句只适用于 A 类被动句 ,即被动标记
后须后接施事名词和动词短语结构 ,其应用范围比较有限。“给”字句和“被”字句应用范围较广 ,可适用
于 A类和 B类被动句 。长期以来 , “被”字句被视为汉语被动句的典型句式 ,而 20世纪 90年代之前 ,表示
被动的“给”字句在以北京话为基础的白话文中却不大常见 ,只是到了 20世纪 90年代之后 , “给”字句才常
常用作被动标记(李炜 2004)。李炜(同上)基于 9种不同时期的北京话作品的分析 ,指出在 20世纪 90年

代之前的北京话里 , “给”表示被动是罕见用法或边缘用法 ,而在台湾 、香港和福建等地的南方方言里却十
分常见。20世纪 90年代之后 ,受南方方言的影响 , “给”字句广泛用作被动标记。由于梁译本和朱译本所
采用的语言均为白话文 , “被”字句故而常用于再现英语原著所承载的受事前景化位移图式 ,而其他被动
句的使用频率较低。据统计 ,表示被动的“给”字句和“让”字句数量在梁译本中分别为 22句和 5句 ,在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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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中分别为 42句和 14句;表示被动的“叫(教)”字句数量在这两个译本中均为零 ,“被”字句数量要大得
多 ,在梁译本和朱译本中分别为 305句和 170句。

必须指出 ,在梁译本和朱译本中 ,一些“被”字句并非译自承载以上位移图式的语句或结构。为了保
持话题的连续 ,梁译本和朱译本分别将一些主动句译作“被”字句 ,译自主动句的“被”字句数量分别为 57

句和 36句 。如:
(1)My husband liv es , that Tybalt w ould have slain , ...
梁译本:我的丈夫活着 ,他没有被提伯尔特杀死 , ……
朱译本:我的丈夫还活着 ,可能被提伯尔特杀死的 , ……
例(1)中 , that引导的定语从句未采用被动式 ,但考虑到该从句主语与主句主语之间的呼应 ,梁译本

和朱译本均将其译作被动结构 。
(2)...sleeping in mine orchard , a se rpent stung me , ...
梁译本:我在果园里面睡觉时 ,被毒蛇 , ……
朱译本:我在果园睡觉时 ,一条毒蛇把我 , ……
上例中的“a serpent stung me” ,梁译本译为被动式 ,强调“我”的遭遇 ,并保持话题的连续性 ,即以上

两句的话题均为“我” ,朱译本则将其直译作主动句 ,两句的话题不连贯 ,分别为“我”和“毒蛇” 。
还应指出 ,根据表1 ,梁译本中“被”字句数量比朱译本高出79%。比较分析梁译本和朱译本中“被”字

句和对应的英语原文 ,可知梁译本和朱译本翻译蕴含受事前景化空间位移图式的语句或结构时 ,所采用
的方法不同。其一 ,朱译本通常运用归化翻译策略 ,将上述句式译作施事居于显著位置的汉语主动句 。
如果这些句式结构没有交代动作发出者 ,朱译本常常对其予以明示。而梁译本大多采用直译方法译成
“被”字句 。在梁译本和朱译本中 ,译自英语被动式或被动意义结构的“被”字句分别为 248句和 122句 。
其二 ,在翻译“be +过去分词”结构时 ,梁译本往往不加区分地将该结构一律译为“被”字句 ,朱译本则采
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果“be +过去分词”结构突出某一具体动作 ,则译作“被”字句 ,但若强调事物状
态 ,则不译为“被”字句。具体而言 ,“be +过去分词 +with +名词”结构在梁译本中常译作“被”字句 ,
介词“with”后的名词译成“被”字后接的施事名词 。而在朱译本中 ,这一句式结构一般译作主动句 ,介词
“with”结构译为原因状语。如:

(3)That unmatchd form and fea ture of blow n youth blasted wi th ecstasy:...
梁译本:有世间无比的姿态 ,竟被一阵疯狂给凋残了:……
朱译本:无比的青春美貌 ,在疯狂中凋谢:……
(4)…then , if sickly ears ,deafd w ith the clamours o f their ow n dear g roans...
梁译本:……所以 ,如果被自己的呻吟震耳欲聋的病者肯……
朱译本:……如果病人能够不顾自己的呻吟惨叫 ,忘却本身的痛苦 ,而来……
例(3)和例(4)中 ,由过去分词体现的“be +过去分词”结构强调事物或人的状态 ,梁译本均译作“被”

字句 ,而朱译本并未如此 。
3.3 莎士比亚戏剧汉译本中翻译共性的实证研究
翻译共性 ,即翻译普遍性 ,是指所有翻译文本共有的特征 。翻译共性产生于翻译过程本身的特征 ,与

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并无关联(胡开宝 ,吴勇 ,陶庆 2007)。翻译共性主要包括显化(explici tation)、
简化(simplification)及规范化(no rmalization)等 。显化 ,又称明晰化或明朗化 ,是指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
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但可以根据具体语境条件推导的信息加以明示(胡开宝 ,朱一凡 2008)。关于简化 ,
Blum-Kulka &Levenston(1983:119)强调简化即翻译文本在词汇 、句法和文体等层面的简化趋势 ,具体
表现为选用上义词 、常见同义词或解释性短语翻译缺乏目的语对应词的源语词汇 ,复杂句译作简单句 ,将
长句拆译成短句 ,减少或删除重复信息或冗余信息 。根据 Vanderauw era(1985:93)的观点 ,规范化主要指
译者常常修正原文使用不规范的标点符号 ,选用简单句式翻译笨拙的原文语句结构 ,或将原文语句 、段落
或章节重新安排 ,使其合乎逻辑 ,从而使译文在标点 、选词 、文体 、句子和语篇等方面趋向于目的语语言传
统规范。

我们依据韩礼德关于语言功能的分类 ,将显化划分为概念功能信息显化 、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
功能信息显化 ,并对莎剧《哈姆雷特》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的显化现象进行定量分析(胡开宝 ,朱一
凡:2008),发现梁译本和朱译本均重视显化 ,朱译本的显化程度高于梁译本 ,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译者对
具体层次读者的重视及其运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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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照英语原文 ,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中因果 、条件和转折等关系连接词
应用进行统计分析 ,比较分析了莎剧梁译本和朱译本中的逻辑关系显化。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梁译本 朱译本

汉语因果连接词总数 618 651

相对应的英语因果连接词总数 447 482

因果关系显化例证总数 171 169

因果关系显化百分比 28% 26%

汉语转折连接词总数 624 842

相对应的英语转折连接词总数 524 617

转折关系显化例证总数 100 225

转折关系显化百分比 16% 27%

汉语条件连接词总数 476 658

相对应的英语条件连接词总数 351 476

条件关系显化例证总数 125 182

条件关系显化百分比 26% 28%

汉语因果 、转折和条件连接词总数 1718 2151

因果 、转折和条件关系显化例证总数 396 576

因果 、转折和条件关系显化百分比 23% 27%

表 2:莎剧梁译本和朱译本中逻辑关系显化比较
由上表可知 ,朱译本和梁译本都十分重视因果 、转折和条件等逻辑关系的显化 ,逻辑关系显化的百分

比介于 16%至 28%之间 ,但朱译本上述逻辑关系显化程度高于梁译本 ,前者为 27%,后者为 23%。就因
果关系和条件关系显化而言 ,梁译本和朱译本的显化百分比接近 ,但后者转折关系显化的百分比远远高
于前者。朱译本转折关系显化的百分比为 27%,而梁译本为 16%。

我们还考察了梁译本和朱译本中因果关系显化的具体情况(邹颂兵 2009b:39),如表 3和表 4所示:

因果

连接词

英语对应词

BECAUSE FOR SINCE TH EREFORE SO ARGAL THUS

形符

总数

显化例

证总数

因为 25 269 8 0 1 1 1 371 66

所以 1 4 2 95 20 2 4 230 102

因此 0 11 0 2 0 0 1 17 3

表 3:梁译本中因果连接词及其英语对应词

因果

连接词

英语对应词

BECAUSE FOR SINCE TH EREFORE SO ARGAL THUS

形符

总数

显化例

证总数

因为 29 272 18 23 5 0 8 461 106

所以 1 22 3 79 6 3 3 174 57

因此 0 3 0 6 0 0 1 16 6

表 4:朱译本中因果连接词及其英语对应词
在表 3和表 4中 ,因果连接词均为独立使用的连接词 。梁译本和朱译本常常选用“因为”和“所以”来

再现源语文本中的因果关系。相比较而言 ,梁译本尤其倾向于选用“所以”来明示原文隐含的语句之间的
因果关系 ,凭借“所以”予以显化的例证数占该译本因果关系显化例证总数的 59.65%。而朱译本中 ,选用

“因为”明示原文隐含因果关系的例证数量占因果关系显化例证总数的 62.7%。此外 ,就“ for”引导的先
果后因英语复合句的汉译而言 ,梁译本往往译作含有“因此”的先因后果汉语复合句 ,而朱译本则常译作
含有“所以”的汉语复合句 。

比较分析上述逻辑关系显化例证及其对应英语原文 ,我们认为莎剧汉译本中逻辑关系显化的主要动
因为语义动因 、句法动因和戏剧文本特性动因。语义动因是指为了使译文语义明确 ,译者不得不添加连

接词 ,明示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句法动因则指由于汉语句法结构的局限性 ,译者常常通过选用连接词
明示原文凭借句法手段表现的语义内容或逻辑关系。实质上 ,由语义动因和句法动因形成的显化属于强
制性显化 ,即为使译文符合目的语语言规范译者不得不采用的显化 。戏剧文本特性动因是指译者对于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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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文本特性尤其是戏剧台词的表演性关注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戏剧译本的显化程度。具体而言 ,译者为了
使得戏剧译本具有可表演性 ,常常采用增词法使原文语句之间隐含的逻辑关系明朗化 。由该动因而产生
的显化属于非强制性显化 。这类显化的应用与否对译文是否符合目的语语言规范不产生任何影响 。

1)语义动因
(5)Lear.When w e are born ,we cry that w e are come to this g reat stag e of foo ls.(King Lear)
梁译本:李 我们一生出来 ,我们便哭 ,因为我们来到了这个群丑的台上 。
朱译本:李尔 当我们生下地来的时候 ,我们因为来到了这个全是些傻瓜的广大的舞台之上 ,所以禁

不住放声大哭。
例(5)中 ,英语原文没有选用 because 之类的因果连接词表示语句成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而是用

了一个 that ,如果不添加因果连接词 ,“我们哭泣”与“我们来到了这个傻瓜的大舞台”之间的语义关系就
令人费解 。为了使译文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 ,梁译本和朱译本分别添加了因果连接词“因为” ,
译文语义表达清晰明确。

2)句法动因
(6)Were the w orld mine ,Demetrius being bated ,

The rest Id give to be to y ou translated.O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梁译本:如果世界属于我 ,地美特利阿斯除外 ,

我愿完全放弃 ,只要能变成你的姿态。啊!
朱译本:要是除了狄米特律斯之外 ,整个世界都是属于我所有 ,

我愿意把一切捐弃 ,但求化身为你啊!
(7)Co r.Had you no t been their father , these w hite flakes

Had challengd pi ty of them .(King Lear)
梁译本:考　纵然你不是她们的父亲 ,这一片须发斑白

也该引出她们的怜悯。
朱译本:考狄利娅　假如你不是她们的父亲 ,这满头的白雪也该引起

她们的怜悯 。
英语虚拟语气通常凭借假设连接词的应用或句序的倒装来表达 。而汉语只能通过假设连接词的使

用才能表现虚拟语气 。因而 ,译者翻译凭借倒装句序表达的英语虚拟语气时 ,往往不得不添加汉语连接
词来明示原文语句之间的假设或条件关系 ,否则无法再现原文的虚拟语气 。在例(6)和例(7)中 ,英语原
文将系动词“were”和助动词“had”提至句首以表达虚拟语气 。梁译本和朱译本分别添加了“纵然”和“假
如” ,凸现语句之间的假设或条件关系。

3)戏剧文本特性动因
与其他文本不同 ,戏剧文本最初的应用就是舞台演出 ,戏剧台词也要琅琅上口 ,富有表现力 ,具有可

表演性。相应地 ,戏剧译本也应具备上述戏剧文体的特性 ,尤其是可表演性 。一般而言 ,戏剧台词的可表
演性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是否口语化 ,是否适合于演员口头表达 ,另一点是是否便于听众的理解 。为了实
现戏剧台词的可表演性 ,译者可以通过添加连接词提高戏剧台词的表现力 ,并方便听众的理解。Slobin
(1979:49)所作的研究表明 ,听众对含有连接词结构的反应比对不含连接词结构的反应更为迅速。听众
用于处理所听到的戏剧台词的时间非常有限 ,而连接词的应用可以提示下文的内容或语义信息 。有鉴于
此 ,译者对戏剧台词可表演性关注的程度越高 ,戏剧译文的显化程度便越高 。

应当指出 ,朱生豪不仅从演员角度考虑译本是否适合于舞台表演 ,常常“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 ,
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 ,音节之是否调和 。”(吴洁敏 ,朱宏达 1990:264)他同时还非常注重普通听众或读者
是否能理解译文 。朱生豪自称翻译莎剧是为了“使此大诗人之作品 ,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 。(朱生豪
1991:263)为了使译文通俗易懂 ,朱生豪常常添加连接词明示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 。然而 ,梁实秋更看重
莎剧的翻译能否存真 ,并“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梁实秋 1981:18),并不大关注译文是否具有可表演
性。只要译文符合汉语语言规范 ,梁实秋往往不轻易添加逻辑关系连接词 ,即使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不
是那么一目了然 。

(8)If it live in your memory , begin at this line:let me see , let me see:
The rugged Py rrhus , like the Hy rcanian beast ,
tis not so;it beg ins w ith Py rrhus.(Ham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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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译本:假如你还记得 ,由这一行说起;我想想看 ,我想想看;
“狰狞的皮鲁斯 ,像是希卡尼亚的猛虎 , ”
不是这样;是从“皮鲁斯”说起的。

朱译本:要是你们还没有把它忘记 ,请从这一行念起;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野蛮的皮洛斯像猛虎一样 ,
不 ,不是这样;但是的确是从皮洛斯开始的。

(9)Come , Montague:for thou a rt early up ,
To see thy son and heir more early dow n.(Romeo and Juliet)

梁译本:来 ,蒙特鸠;你是很早的起来 ,
看你的儿子更早的倒下去。

朱译本:蒙太古 ,你起来虽然很早 ,
可是你的儿子倒下得更早。

例(8)的“tis not so”和“ it beg ins w ith Pyr rhus”以及例(9)的“ for thou a rt early up”与“To see thy
son and heir mo re early dow n”之间都没有使用连接词。梁译本与原文亦步亦趋 ,翻译以上语句时都没有
添加连接词 ,朱译本则分别选用转折连接词“但是”和“可是” ,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更为明了 ,大大方便了
听众或读者的理解。

4.结语
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创建比较复杂 ,而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该语料库的建设主要包括

语料的选择和预处理 、语料的标注和分词处理以及英汉语料的句级对齐。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 ,我们
最终建成了现有库容 213万字的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 。在建库的同时 ,我们成功地将莎士比亚
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 ,取得了一系列关于莎士比亚戏剧汉译的研究成果 ,如莎剧汉
译本中“把”字句和“被”字句的应用及其动因 、莎剧汉译本中显化的实证研究以及梁实秋和朱生豪翻译策
略应用和翻译风格的比较研究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对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和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研究起到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 ,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应用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具体而
言 ,应用该语料库 ,可以开展规范化和简化等翻译共性 、莎剧汉译文本中人际意义再现 、误译和漏译以及
汉译文本句式和词汇应用特征等课题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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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ve Circular Network of Linguistics:Inspiration from Instruction to PhD
Students　by WANG De-chun ,p.1

Modern linguistics develops in a const ructive circular netw ork.The linguistic sy stem is constructed

in the ci rcular inte 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speech.The discourse is const ructed in the ci rcular in-
teraction betw een speech activi ties and discourse.The shared discourse meaning s are const ructed in the
course of ci rcular communication among communica to rs.The internal speech is const ructed in the circu-
lar interaction betw een speech activit ies and speech mechanisms.The individuals linguistic sy stem is

const ructed in the circular interaction betw een linguistic system and speech mechanisms.The w ri tten
sy stem is const ructed in the ci rcular interaction between linguistic sy stem and w rit ten sy stem.The w ri t-
ten discourse is const ructed in the ci rcular interaction be tw een w rit ten sy stem and speech activi ties.The
machine language system and discourse are const ructed in the circula r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brain

and computer.
Key w o rds:modern linguistics;const ruct;circular;netw ork

Functional Load and Resolution of “CHI(吃 , eat)” in the Chinese“CHI+NP” Structure 　
by XIONG Xue-liang ,p.7

Having been “spoiled” by the Chinese culture , the verb “CHI” boasts of higher funct ional lo ad and
low er reso lutio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y stem.It has intra-subsystem and inter-subsy stem semant ic

propensity .As functional lo ad is in inverse proport ion to semantic resolution in language use , both use
and unde rstanding o f “CHI” in the “CHI+NP” theoretically and pract ically depend on per tinent contex-
tual content.
Key w o rds:functional lo ad;resolution;semantic f ields;pe rtinent contex tual content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in Machine Translation in the Light of an Investigation　
by WU Zhi-jie ,p.58

This paper repo rts on a language investigat ion that consists of tw o survey s and eight interview s ,
which aims to find out how Chinese speakers segment Chinese sentences into w o rds and how similarly

they carry out this w o rd-segmenting process.The autho r then proceeds to discuss and compare the re-
sults f rom the survey s and inte rview s wi th those f rom some machine translat ion experiments in a previ-
ous study , fo reg rounding tho se findings that show me thodo logical and st rategic dif ferences o f w o rd-seg-
ment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Based on these findings , some implicat ions are draw n in the
hope that the know ledge o f humans'unique w ord-segmentation pro cess may shed light on Chinese w ord-
segmentation techniques in machine t ranslation (MT)and contribute to future M T system designing ,
e specially regarding the part o f Chinese w ord segmentation.
Key w o rds:Chinese w o rd segmentation;machine t ranslation (M T);survey s;interview s;conte xtual
informa tion;semantic information

The Compilation and Appl ication of the English-Chinese Parallel Corpus of Shakespeares
Plays　by HU Kai-bao &ZO U Song-bing , p.64

The present paper carries out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mo tiv ations fo r the use of ba(把)-con-
st ruction and bei(被)-const ruction and relev ant explici tation in Chine se versions of a few Shakespeares
play s , follow ed by a detailed discussion o f the compi lation of the English-Chinese Parallel Co rpus o f
S hakespeares Plays.The compilat ion of the co rpus primarily involves selecting , parsing , tag ging , anno ta-
ting , and aligning the Eng lish and Chinese texts.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ng lish-
Chine se Parallel Co rpus of Shakespea res P lay s needs to be improved.
Key w o rds:Shakespeares play s;co rpus;compi lation;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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