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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料库应用于翻译研究历史不长。二十几

年前，Vanderauwera(1985)以5部荷兰语小说
的英译本为语料，讨论了翻译语言表现出的语

际简化、显化和范化，初步具备了语料库翻译

共性研究的雏形。Gellerstam(1986)对比了瑞
典语翻译和非翻译小说文本，从语内类比角度

讨论了“翻译体”(translationese)的语言特征。
这些研究抛开了翻译研究中传统的“对等”理
念，开始关注翻译转换中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

带来的语言变化以及促成此类变化的语言内、

外因素，开辟了翻译研究新视角。同时这一方

法也被应用于语言对比等研究领域。1993年英
国学者Mona Baker发表了“语料库语言学与翻
译研究：启示与应用”一文，她在文中提出：利
用大型的原文加译文的语料库，加上语料库研

究方法的探讨，将使翻译研究者得以揭示翻译

文本作为沟通媒介的本质(1993：243)。此文可
视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或曰“语料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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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研究途
径的开通。15年来，各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
论与实证探讨，使这一研究途径逐步发展成为

一种新研究范式(王克非，2006)。本文勾勒15

年来这一领域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讨论该领域

的前景以及带给未来翻译研究的启示。

语料库翻译学基本理念

2 0世纪后半期以来，翻译研究主要还是
限于探讨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这种二元对

立的做法常常将译文视为原文衍生物，在此基

础上的理论研究本质上依然是对译文质量的回

溯式评估，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翻译

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从翻译研究本身讲，语料

库翻译学有两方面理论发展的支持：其一，

语义观转变为情境观，突破了传统的“对等”，
将其视为一定社会文化情境中语言使用的对

应；第二，描写翻译研究范式打破了原作的主

宰地位(参看Baker, 1993：236-241；Lavi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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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综述近15年新兴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理念，重点从翻译共性、
翻译文体、翻译过程、应用研究(包括翻译教学)等方面评论了语料库翻译学的
新视点和新阐释。作者提出，方法论的突破、合理的假设和求证、研究上的融

通，这三者是语料库翻译研究以及其他学问发展起来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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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5)。可见，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起是以突
破“对等”为核心概念工具的源语文本取向模式
(ST-oriented model)，由规定转向描写，以大
规模翻译文本作为数据来源，结合计算机分析

技术的基础上产生的。描写翻译研究率先抛开

了传统做法，对语言相互作用及其影响、目标

语文化内部制约翻译活动的种种文本外因素给

予了更多关注，将翻译研究视为一个跨学科领

域，从多个视角加以审视。

王克非、黄立波(2007)指出，语料库翻译
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为指
导，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以双语真实语料为

对象，对翻译进行历时或共时的研究”。从根本
上，语料库翻译学的理论来源是以J. R. Firth、
M. A. K . Hall iday和John Sinclair为代表的英
国语言学传统思想，因为这些传统思想是语

料库语言学的直接理论源头(Stubbs, 1993；
L av i o s a , 2 0 0 2：5 )。这一学派认为，语言研
究应以真实数据为基础，即以真实文本为主要

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内省式例子本身是解

释行为的一部分；将文本整体作为研究的基本

单位；基于文本语料的研究以对比为基本模式

(Stubbs, 1993: 8-13)。这些思想一方面打破
了传统语言研究建立在内省数据基础上演绎

式、规定性的规则系统，另一方面打破了关注

语言、忽略言语的倾向，转而对一定社会文化

语境中具体的语言使用进行描写和解释，这些

间接地为语料库翻译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大规

模语料库可以帮助翻译研究者重新审视其研究

对象，探究翻译研究对象不同于其他研究对象

的原因，同时探索指导翻译行为的原则以及制

约翻译运作的因素。描写翻译研究摒弃了内省

法，从描写真实语料出发，达到对翻译现象的

解释和预测，这些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范

式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语料库翻译学以翻译

本体为研究对象，由大规模翻译文本或翻译语

言整体入手，采用语内对比与语际对比相结合

的模式，对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和解释，探索翻

译的本质。

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课题

语料库翻译学的开展以双语的计算机语

料库为前提。2 0世纪9 0年代以来，各种双语
语料库在各国建立起来。双语语料库主要有

翻译语料库(translational corpus)、对应语料
库(parallel corpus)和类比语料库(comparable 
corpus)三种，各有其特点和用途(王克非等，
2004)。因此对于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来说，
有两大关键点：一是双语库的研制，它是技术

手段，是基础设施，也体现研制者的研究目

的；其加工程度影响研究课题的选择。二是研

究切入点，即利用双语库能给翻译研究带来什

么新发现新解释或提出什么新问题。限于篇

幅，本文主要谈后一点，即语料库翻译学的研

究课题。

3.1 翻译共性②

Chesterman(2004a：33)指出，“一门科学
只有通过在单个个案之间寻找其相似性并从中

加以归纳，才能达到对未来研究或尚未研究个

案的预测，从而取得进步。”翻译共性即语料库
翻译学试图探寻的翻译语言整体特征。

翻译共性(translation universal)是指翻译
语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变体，相对于源

语语言或目标语原创语言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

一些规律性语言特征。Chesterman(2004a，
2004b)将其划分为源语型共性(S-universals)和
目标语型共性( T-universals)两大类，前者是基
于源语文本与译文之间的语际对比关系，关注

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处理方式；后者是关于目标

语中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之间的语内类比关

系，重点放在译者对目标语语言的处理方式

上。③ Baker(1993：243)所谓的“翻译普遍特
征”(universal features of translation)即属后一
类，她将其定义为“翻译文本而不是原话语中
出现的典型语言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不是特

定语言系统干扰的结果”。柯飞( 2 0 0 5 )所提出
的“翻译共性”则属前者，是指“译文中呈现的
有别于原文的一些典型的、跨语言的、有一

定普遍性的特征”。近年来对翻译共性的讨论
包括显化(explicitation)、隐化(implicitation)、
简化(s imolif ication)、范化(normalization/
conventionalization)、集中化(convergence)、
整齐化(levelling out)、非典型搭配(untypical 
col locations)、干扰( inter ference)、独特项
(unique items)等，方法上则是从具体语言因素
入手，采用语际、语内，或二者结合的对比模

式，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尝试从语言之间相

互作用在语言层面的表现探索翻译语言的规律

性特征，并从语言内、外加以解释。

根据Baker(1998)，翻译共性研究目的在于
识别翻译文本的典型语言特征，这样不仅可以

揭示“第三类语码”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能认识
影响翻译行为以及隐藏于此类独特语言形式之

下的各种具体的制约因素、压力和动机，从而

达到对翻译现象的深层解释。不同语种中现有

关于翻译共性的实证研究结果不尽一致，既有

对现有假设的证明，也有质疑。吴昂、黄立波

(2006：300)曾指出，产生质疑的原因有两个：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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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研究对象的界定，二是对各种变量的关

注与控制。以译者因素为例，一方面可就不同

译者对同一原作或同一作者作品的翻译加以

考察，这种研究属于译者文体或翻译文体学范

畴。另一方面则是译入还是译出的问题，即将

外语文本翻译成母语，还是将母语译成其他语

言，同时涉及翻译方向因素。目前，英译汉文

本大多属于译入，即由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完

成，而汉译英文本中的情况可以分为汉语母语

译者、汉英合作译者和英语母语译者三类，后

两类所占比例较小，这也是影响语料平衡性的

一个因素。对各类翻译文本中表现出的语言共

性的探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翻译的本质。

Toury(2004)提出，对翻译共性的研究既不应过
分具体化，也不可层次过高，而应当采用概率

思维方式对其加以认识，并以条件式表述方法

加以描写和解释；翻译共性研究并非一个存在

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解释力问题，即如何借

助各种概念工具对翻译现象进行更好的解释。

翻译共性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探究各类翻译活动

的一般规律，具体语对( language pairs)中的
共性研究都是一般共性研究的组成部分，就此

Eskola(2004)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类比，她说
翻译共性研究就像一个拼图游戏，有关每一块

拼板的使用信息都是完成整个游戏所需信息的

一个部分。同样，每一个案研究都会提供特定

语对和文本类型中关于共性的局部信息，这些

对认识总体共性都是绝对必要的。

3.2 翻译文体
对翻译文体(translator’s style)的讨论早已有

之，Venuti(1995)曾用“隐身”(invisibility)一词来描述
当代英美文化中译者的行为方式及由此而造成

的社会地位，他认为译者为迎合读者一味采取

归化式的“流畅”(fluency)译法，使译文呈现“透明”
(transparency)状态。Hermans(1996：27)提出，翻
译叙事话语(translated narrative discourse)在文本
中表现出的声音不止一种，其话语呈现(discursive 
presence)方式也不止一种，他将叙事话语中包含
的“第二位”声音称为译者的声音(translator’s voice)，
以此作为译者话语呈现的表征。Hermans(2002：
11)指出，译作当中译者异质声音的痕迹随处可
循，译作决非是对原作的透明再现，而是具有多

重、分散、混杂和复调(polyphony)性质的双重文
本，旁注、脚注、括号说明以及序言等准文本形

式无不表明两种不协调的声音共存于译作中，因

此以“透明”来评价译作有些过于简单。这些研究主
要是从翻译策略及翻译的社会表现形式探讨译者

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从语言外部来观察翻译整体

表现出的特征。语料库翻译研究模式则是将译者

以语言和非语言形式所表现出的风格均作为研究

对象，扩大了翻译文体的范围。

Baker(2000：245)将文体定义为“留在文本
中的一系列语言及非语言的个性特征”，翻译文
体包括译者的选材、惯用的具体策略，包括前

言、后记、脚注、文中词汇注释等，尤为重要

的是个性表达方式，即典型的语言运用习惯。

由此可见，Baker所谓翻译文体是一个宽泛的概
念，而且这些特征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无意识

产物，并且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保持相对稳定。

Baker利用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以及词项say

的使用，对比了Peter Bush与Peter Clark两位译
者的译文后得出结论：既然从理论上识别某个文

学译者的文体是可能的，就有可能借助此类描写

来描绘该译者选择再现的世界，帮助研究者将

语言习惯与译者的社会文化处境(包括文化之间
的关系、预期读者等)结合起来。Olohan(2004：
153-167)通过“个体译者的缩略词模式调查”和
“应用关键词分析探究译者的词汇选择”两个个案
介绍了译者文体研究的具体操作。Olohan同时
指出，影响译者文体的因素包括文化中介的需

要、读者期望、意识形态以及编辑与修改等。

Malmkj{r(2004)以H. W. Dulcken对Hans Christian 
Andersen作品的英译为例对译者文体作了进一
步探索，初步提出了“翻译文体学”(translation 
stylistics)这一概念，主要关注在源语文本既定条
件下，译者为什么会以特定的方式来塑造译文，

对这些现象的解释除考虑语言因素外，亦可从语

言外因素，如翻译规范、目标语文本的目的等入

手。但在此基础上的大规模研究并未展开，研究

所选用语料规模较小，而且仅限于文学翻译。

3.3 翻译过程
翻译过程是语料库翻译学关注的另一方

面。翻译过程研究的对象即译者大脑(常被称为
“黑匣子”)中的转换活动。由于对此种活动无法
直接进行观察，一直以来研究者仅凭借源语与目

标语文本的对比，以推测的方式归纳译者在翻译

过程中采取的特定策略。20世纪80年代以来，
有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的应用使翻译
过程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声思维法作为

一种文本数据采集方法本身就具有语料库研究的

雏形，即透过真实的翻译文本来研究翻译过程。

Shlesinger(1998)探讨了语料库辅助的口译研究
作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分支的可行性，将

口译研究纳入语料库翻译研究的视野。Englund-
Dimitrova(2005)借助有声思维法和计算机记录书
写过程等手段，对俄语-瑞典语翻译中转折连词
在译文中显化与否进行了考察。此研究的独特之

处在于将记录翻译过程的元文本(meta-text)与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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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本本身结合起来考察翻译过程。传统翻译过

程研究的局限在于仅从文本中推测翻译过程，而

且语料规模小，语料类型单一，大规模翻译过程

语料库的建立可以帮助翻译研究者更为直观的分

析以元文本形式表现出的翻译过程。

3.4 应用研究
双语对应语料库和类比语料库的应用研究

主要是在译者培训、翻译教学方面以及相关软

件的开发。代表性的研究包括Zanettin(1998)、
Bowker(1998)、Monzó(2003)、Pearson(2003)等。
Bernardini曾指出，将平行语料检索应用于翻译教学
可以培养翻译专业学生的翻译“意识”、“反射”和“应
变”(引自王克非等 2004)。就学生翻译意识的培养，
Chesterman(1997：157-158)有三个建议：第一，为
学生提供各种类型的翻译文本，将源语文本与翻译

文本加以比较，来认识源语—目标语的各种关系；
第二，将某一源语文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翻译，来

认识源语—目标语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变化；第
三，对翻译个案中不恰当的源语—目标语关系进行
研究，尝试提出新策略。这些方法旨在从翻译产品

入手，通过观摩、对比、分析、借鉴的方式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在评估他人译作和自我实践基础上提

高学生的翻译技能，翻译语料库正是实现这些设想

的较佳工具。Zanettin(1998)展示了如何将小型普通
或专门双语语料库应用于学生自主课堂教学，以加

强学生对源语文本的理解，提高他们目标语表达能

力。Bowker(1998)选取了两组翻译文本，一组翻译
采用传统的练习方法，即以词典等工具书为参考，

另一组以一个专门单语语料库作为辅助手段，二者

对比表明：后者在理解主题、选择术语、习语表达

等方面明显优于前者。Monzó(2003)指出，让翻译
学习者认识翻译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置身翻译其

中，借助双语对应或类比语料，不仅能让学生直接

观察源语语言系统的规则，也可看到翻译文本自身

的特征，建立对翻译转换的感性认识。王克非等

(2007)通过双语对应语料呈现实验，证明学生能够
根据自己的观察，归纳和总结翻译技巧，及时评估

或反思自己的翻译行为，有助于翻译技巧的掌握。

从形式上讲，应用型语料库主要有对应语料

库和类比语料库两大类。前者主要关注语际转换

中的翻译现象，还可用来提取双语词汇，供学习

者借鉴他人的翻译策略；后者中的目标语非翻译

文本发挥着参照功能，供学习者查找常用搭配，

分辨特定文本类型中的常规表达方式，为解决特

定问题的办法提供依据；从语料内容上应用型语

料库可分为普通型、专门型(提取术语和双语词
汇)和学习型三类。普通型语料库适用于各类翻译
翻译者，专门型语料库，如法律、经贸等可为专

业翻译人员提供帮助，学习型翻译语料库以学习

者自己的翻译文本为语料，可用于翻译错误分析

等方面。Olohan(2004)指出，还可利用网络作为
翻译实践中的参照库，在线语料库(online corpus)

及翻译记忆系统(translation memory systems)均
可充当平行语料库的角色。语料库翻译途径具有

很多优势，但同时也有一定局限。Olohan(2004)

特别指出，不能因为语料库的方便、快捷、信息

量大等特点就过分夸大其在实践与应用方面的作

用，因为语料库毕竟是静态的文本，其中受时间

限制的模式化策略会抹杀译者的创造性。

语料库翻译学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纵观语料库翻译学15年的发展历程，可获
得如下一些启示：

第一，一种新研究范式的建立往往以方法

论和学科基质的建立为基础，研究方法的改进必

定会促进研究范式的发展与更替。语料库翻译

学一改先前翻译研究只注重特定语言单位转换的

传统，从整体考察大规模文本，从微观入手描写

双语转换的宏观特征，并从语言、认知、社会文

化等角度加以解释。可以说，语料库翻译学的研

究方法是各种传统翻译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延续，

也是建立新研究范式的尝试。语料库翻译研究本

身是一种研究途径，其中涉及的假设、发现、方

法与原则都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加上研究者团

体及系统的思想阐述，就成为一种研究范式。

Lavisoa(1998；2002：22)指出，正是众多研究
者的多样化实证研究与理论阐述使得语料库翻译

研究迅速发展，逐步由一种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

连贯、综合、丰富的范式，应用于对翻译理论、

描写以及实践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

第二，善于提出合理假设，才能开辟新研究

课题。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假设是系统研究的出

发点。实证研究以假设为出发点，以数据统计为

基础，数据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数据以外的因

素构成了研究对象的另一部分，前者属于客观的

表象，后者较为隐蔽、主观化。Laviosa(2002：
2)指出，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本质就是对假设进行
检验，具体表现为以下步骤：(1)提出假设；(2)建
立研究目标并对假设进行验证；(3)描写和分析数
据；(4)对发现进行理论阐述；(5)将假设精确化；
(6)在此基础上，为将来的研究提出新的假设，在
重复运作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并建立

初步的方法论体系。以翻译共性研究为例，首先

是通过语料库对翻译语言模式进行描写和归纳，

然后从语言内部以及跨语言的角度分析各种翻译

模式出现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语言外部，如

认知、社会等角度探究各种翻译模式的根源。

第三，翻译研究中的“融通”(consilience)趋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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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翻译的本质是本族语在与异域语言交流与相

互作用过程中的“扬弃”，这一过程既有碰撞与冲
突，也有相互协调与妥协。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是

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认识的途径既有语言内的

也有语言外的，而总的趋势是“融通”③，即“各种
知识的统一”。Chesterman(2005：25)指出，从
融通的观点看，现代翻译研究声称自己是尝试以

跨界的方式探寻对文本、社会和文化之间相互关

系的深入认识，达到融通的一条途径就是将翻译

研究纳入模因学(memetics)，因为模因(memes)

是文化尤其是文化转换的因素。作为实证研究，

语料库翻译研究是在描写基础上解释和预测，不

仅涉及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研究本身，还涉及社

会、文化、认知等各种语言外途径，各种途径的

融通是翻译研究的必然趋势。 

注释

① 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型对应语料

库的翻译研究与教学平台”(05BYY013)和西安

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资助(编号：07XWA01)及

陕西省教育厅项目(08JZ17)资助，特此鸣谢。

“语料库翻译学”亦称为“语料库翻译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

② 关于翻译共性研究的详细探讨可参见吴昂、

黄立波(2006)和黄立波、王克非(2006)，此处

不作赘述。

③ Chesterman的这一概念来自E. O. Wi lson.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M]. New 

York: Knopf,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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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Progress in Recent 15 Years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ts progress in the past one and a half 
decade. It mainly comments on the new paradigm 
and its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anslation universals, translator ’s styl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including translation teaching) etc. The authors 
hold that development of new methodologies, 
rational hypotheses and their confi rmations, and 
consilience in practical studies are the main points 
for the progress of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research areas.
Key Words: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universals; translator’s style

④ 在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交设立翻译硕士专业

学位的论证报告之前, 我们曾对国际著名的翻

译教学机构以及他们的课程设置等方面做过详

细的调研, 获得了大量数据, 在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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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Guangwai Model of 
Training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This 
model describes the purposes,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training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at 
B.A ,M.A/MTI and PhD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model 
has been accepted and tested by many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for training professionals and it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MTI(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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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studies;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上接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