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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翻译思维能力 ,其前提是对翻译思维的研究认识。本文借鉴认知心理学、认

知语言学、思维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对翻译思维过程的特征、翻译转换思维的类型、翻译思维的品质和结构进行分析和

研究 ,并根据最新实证翻译研究的成果分析了翻译初学者和熟练译者翻译思维结构的差异。在此基础上 ,提出翻译教

学需要重点培养译者优化的思维习惯和监控思维能力 ,并提出教学建议作为具体教学实践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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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key objective of translation instruction is to imp rove the ability of translation thinking. To this end, th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thinking becomes a p rerequisite. In light of cognitive p sychology,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p sychology of think2
ing,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thinking p rocess, the types of transfer thinking, and the qualities

and structures of translation thinking. It then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in translation thinking between novice and ex2
pert translators. On this basis, it p roposes that p riority in translation instruction be given to cultivating the op timal thinking

habit and monitoring thinking ability. Suggestions on translation instruction are also p 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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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翻译学科的建立和翻译人才紧缺的社会现实日

益凸显 ,翻译教学研究日益受到广大教师和学者的关注 ,

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如翻译教学体系的逐步完善促进了

对翻译教学的层次细化研究 ,研究视角也从传统单一的经

验性教学法研究 ,到多元的理论化选题 ,并开始关注翻译

过程、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等。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

翻译教学跨学科研究方面同语言学结合多 ,与其它学科 ,

特别是心理学、教育学、认知科学等交叉研究少 (郑晔、穆

雷 2007: 61)。

根据笔者对近年来翻译教学研究的关注发现 ,一个

共同的问题是 ,对学习者本身的关注力度不够 ,尤其是对

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和翻译思维过程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研

究。翻译过程同时也是译者复杂的思维过程 ( Shreve &

Koby 2003: xi; D imitrova 2005: 2; Neubert 1991: 25) ,而且

“一个成熟和理想的译者 ,必定经历一个前期的思维训练

阶段 ,而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已有的理性思维模式时刻

影响着这一进程”(屠国元、李志奇 2007: 16)。

从思维发展心理学来看 ,教育是思维发展中的主导

性因素 ,实践是思维发展的直接基础和源泉 (朱智贤、林

崇德 1986: 102)。所以译者的思维是可以在一定的教学

环境里逐步优化的。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教育的重要目标 ,

发展思维能力和学习知识同样重要。前人关于翻译思维

的研究已有不少 ,归纳而言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

方面①
: 1)思维科学和翻译学结合的宏观考虑 (方梦之

1992) ; 2)从翻译过程的角度论述各种思维形式和特点

(冯百才 1994) ; 3)探讨语言思维差异并指导翻译实践 (张

光明 2001;王秉钦 1992;王玉章 2001) ; 4)翻译教学中翻

译思维能力的培养 (安新奎 2001;温建平 2006;曾利沙

2006)。

尽管前三个方面联系翻译教学的论述很少 ,但其研

究成果对翻译教学具有指导作用。第四方面现阶段只限

于局部技术性的讨论 ,缺乏整体的指导理念和目标。笔者

以为 ,各种层次的翻译教学尽管各具特点 ,但都不应忽视

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和目标 ,即在教学过程中思考如何提高

学习者的翻译思维能力。提高翻译思维能力的途径是培

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并形成监控思维能力 ,而对翻译思维的

研究认识则是培养思维能力的前提。

2.翻译思维过程的特征分析

2. 1翻译的认知心理模型

思维属于认知活动。思维心理学认为 ,思维是认知

活动的最高级形式 ,因为它包括了感觉、知觉和记忆等低

级认知形式 ,同时又具备新的质 ,能完成低级认知形式所

不能完成的任务 :概括规律、推断未知 (邵志芳 2007: 1)。

现代思维心理学的主要流派包括格式塔学派 (思维是“完

形”的不断改组 )、行为主义学派 (思维是无声的语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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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信息加工学派 (思维是对信息的序列加工过程 )和

联结主义学派 (思维是神经网络对信息的并行处理 )。

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是信息加工学派和联结主义学

派 ,二者在认知心理学和思维心理学中都彰显出重要地

位。20世纪 70年代末 ,随着控制论、信息论和计算机技

术的发展 ,信息加工 ( information p rocessing)范式成为研究

人类认知的最好方法。因而从信息加工模式来思考翻译

的认知或思维过程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图 1即为

翻译过程的信息加工模型图 (刘绍龙 2007: 7)。

图 1中的双箭头表明了理解、生成与认知系统交互作

用和影响的关系 ,长时记忆和工作记忆与表征之间存在同

样的交互作用和影响 (同上 : 4)。翻译过程的信息加工模

型是一个以认知系统为依托的从理解到生成的转换和构

建过程 ,其中转化和构建构成了翻译认知过程不同于一般

认知过程的明显特征。

图 1. 翻译过程的信息加工模型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认知心理学的联结主义 ( con2
nectionism)模式 (又称人工神经网络 )盛行。与信息加工

模式关注信息的序列处理不同 ,联结主义模式强调语言信

息的并行处理而非线性移动。联结主义神经网络模型共

有三层神经单元群 :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其结构可

定义为拓扑的 ,其实质是确定神经元之间的互联结构 (同

上 : 10)。联结主义模式下的翻译认知过程如图 2 (同上 :

16)所示。

图 2. 翻译过程的神经网络功能模型 (联结主义模型 )

图 2表明 ,翻译神经网络的层单元 (输出层、转换层、

接收层 )构成了信息加工流程。但这种流程体现的是层

级分工和层级交互同时作用的特点。三种不同的线条链

接 (虚线、细线、宽线 )反映了单元层之间的链接权重由小

到大的变化差异 ,表明层级间的单元既有兴奋性的链接 ,

又有抑制性的链接。另外 ,同一般联结主义神经网络模型

一样 ,翻译过程的神经网络结构也表现出分布表征、并行

加工和单元互补的特点 (同上 : 17219)。

2. 2翻译思维过程的特征

以上两种翻译认知心理模型作为两种不同的原型性

理论 , 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 ,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翻译

的思维过程。其实 ,国外一些学者如贝尔 (Bell 1991: 81)

的翻译过程模式、基拉里 ( Kiraly 1997: 156)的翻译过程的

心理语言学模式 ,及丹克斯和格里芬 (Danks & Griffin

1997: 174)的翻译过程模式和莫瑟尔 (Moser2Mercer 1997:

180281)的口译过程的信息处理模式可以看作是以上两种

原型性理论模式的细化发展 (包括了具体的操作细节 )。

分析翻译的思维过程可得出如下翻译思维特征 : 首先 ,翻

译思维过程有一定的序列性。从源文信息的输入开始

(源语感知 ) ,到复杂的转换过程 (长时记忆、工作记忆、语

义表征单向序列 ) ,再到译文语言的形成 ,经历了信息的

序列处理过程。其次 ,翻译思维过程是不断反复的复杂思

维过程。从理解 (源语感知 )到复杂的转换过程 (长时记

忆、工作记忆、语义表征双向序列 ) ,再到生成 (译语合成 )

同时也是一个可逆过程 ,体现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时

进行的交互思维过程 ,尽管在不同阶段这个过程的发生并

不均衡。国外已有学者 (Buchweitze & Alves 2006)在实证

研究中论证了翻译思维过程的反复性特征。此外 ,翻译思

维在不同层级和单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 ,既有积极的作用

(兴奋性的链接 ) ,亦有消极的作用 (抑制性的链接 )。

需要指出的是 ,作为对两种普遍心理模型模仿而成

的这两种翻译思维模式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即它难以清晰

地反映出双语转换不同于单语信息处理的独特性。尽管

两种模式都有转换一环 ,但图 1并未明确是何种转换 ,图

2只是认为是符号与概念之间的转换。事实上“概念”之

说所指宽泛 ,对分析翻译思维益处不大。而翻译转换问题

对翻译思维过程至关重要 ,会影响到对翻译思维本质的理

解。

在翻译转换思维方面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格姆里

奇 ( Gommlich 1997)谈到了译者翻译心理过程中同时存在

与源语和译语相对应的两种不同的表现视角 ( rep resenta2
tional perspective)。他认为 ,“表现视角是语言当中反应

出来的文化状况”(同上 : 62) ,它“属于影响语言使用的文

化情境中的一组基本因素 ,它和文本产生的基本认知过程

紧密交织在一起”(同上 : 65266)。因此 ,“表现视角”实际

上是指影响语言表达特点的文化情境及与之相连的思维

方式。他还认为 ,译者需要具备从语言 L1到 L2的典型的

表现视角转换能力 (同上 : 67)。这表明 ,翻译所涉及的不

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 ,同时也是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转

换 ,而不同的思维方式是与特定的文化情境分不开的。

事实上 ,语言、文化与思维的密切相关性已经表明 ,与

特定文化情境密切相关的思维方式、特征和风格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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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成为语言差异的深层次、最具有支配性的初始因素。

翻译转换过程表层是不同语言的转换 ,深层的心理机制则

是不同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 ,与单语信息处理的思维过

程不同 ,翻译思维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乃是双语交互思维。

综上所述 ,翻译思维过程的基本特点表现为思维的

序列性、反复性、神经单元交互影响性及双语交互思维性。

3.翻译思维的类型和译者的思维品质

3. 1翻译思维的类型

国内学者如黄忠廉 (2000: 4)、王宏印 (2002: 124229)、

刘宓庆 (2005: 92)、曾利沙 (2006: 184)、徐丽娜 (2006: 6)、

温建平 (2006: 9210)等在翻译思维类型方面有过探讨 ,如

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直觉思维、监测思维、预设思维、创造

性思维等 ,这些思维属于普遍思维类型。翻译思维不但具

有普遍类型特征 ,而且具有不同于一般思维的独特性。

翻译思维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是一种转换思维 ,各种

思维形态始终围绕“转换”这一中心问题展开。德国学者

库斯莫尔 ( Kussmaul 1995: 52)对翻译转换中的创造性心

理进行探讨 ,他认为创造性心理在翻译转换过程中并不是

少数天才头脑的专利 ,而是一种普遍的思维特征。而且库

斯莫尔 ( Kussmaul 2000)借鉴认知语言学的图形 2背景 ( fig2
ure2ground)、场景 2框架 ( scene2frame)、原型和范畴 (p roto2
type and category)等理论论述了创造性翻译转换过程的五

种心理类型 ,包括 :范畴链接、提炼场景要素 (即场景替换

框架② )、扩展场景、框架替换场景、设计新框架。这五种

心理类型亦即五种不同的转换思维类型 ,指译者在翻译转

换时考虑如何使译文和原文对应的思维类型。此外 ,根据

笔者的研究 ,翻译转化思维还有设计新场景、场景对应、框

架对应三种类型。综合起来 ,将翻译转换思维类型的内容

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 1) ③
:

表 1. 翻译转换思维的类型及其内容

翻译转换
思维类型

原文本和译文本的对应关系 简单举例

范畴链接

译文和原文的联系 (因视角或焦
点不同所致的差异 )如整体脚本
( scenario)中不同范畴的联系或
如图形 -背景之认知关联

《红楼梦 》—The S tory of the S tone

A D ream of Red M ansions

场景替换框架
(框架 -场景 )

原文的抽象框架变为译文的具
体场景

得意忘形 - have one’s nose in
the air
come straight to the point - 开门
见山

框架替换场景
(场景 -框架 )

原文的具体场景变为译文的抽
象框架

reap ing what he has sown - 咎由
自取
快马加鞭—speed up

设计新场景
译文改变原文的场景 ,创造新的
场景

雨后春笋—shoot up like mush2
room
burn one’s bridge—破釜沉舟

设计新框架
译文改变原文的框架 ,创造新的
框架

kiss———握手

场景扩展
译文对原文场景描写加入新的
成分 ,扩展了场景范围

引狼入室—set the wolf to keep
the sheep

场景对应 原文场景对应译文场景不变
fish in the troubled water—混水
摸鱼

框架对应 原文框架对应译文框架不变
熟能生巧—p ractice makes per2
fect

　　翻译转换思维的多种类型表明 ,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寻

求和原文不同程度对应的时候 ,由于社会文化和思维方式

的差异 ,译者需要不同的转换思路。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揭

示的翻译转换类型将语言和思维有机联系起来 ,有效解释

了翻译语言转换的心理机制和思维类型。

3. 2译者的思维品质

思维类型体现出思维的普遍性特点 ,而思维品质则

是思维个性差异的表现。思维品质是思维心理学的一个

重要的理论问题 ,又是培养思维、发展智力的一个重大的

突破口。思维心理学认为 ,思维品质主要包括思维的深刻

性、灵活性、独创性、批判性和敏捷性 (朱智贤、林崇德

1986: 584294)。反映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上 ,各种思维品质

亦具有具体的内涵 (见表 2)。

表 2. 译者思维品质的特征及其在翻译活动中的体现

思维
品质

一般特征 在翻译活动中的主要体现

深刻性
善于深入思考问题 ,抓住事物的规
律和本质 ,预见事物的发展过程。

对双语结构特征和思维特征之差
异的深刻把握。

灵活性
发散性思维特征 ,其实质是知识和
策略的“迁移 ”。

发散思维的能力 ,多方提出翻译对
策、灵活应对翻译问题。

独创性
独立思考创造出有社会或个人价
值的具有新颖性成分的智力品质。

综合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和知识创
造性翻译的能力。

批判性
思维过程中善于严格估计思维材
料和精细检查思维过程的智力品
质。

对原文不同层级的细致分析和对
翻译策略的精挑细选。

敏捷性 思维过程的迅速程度。
翻译思维过程的流畅程度 ( fluency
of thinking)、翻译决策的迅速程度。

　　对翻译思维类型和译者思维品质的清晰了解为我们

下一步在翻译教学中培养译者良好的思维品质明确了方

向。

4.翻译初学者和成功译者思维结构的差异

4. 1译者思维结构的内容

思维心理学认为 ,思维结构由以下六个因素组成 : 1)

思维的目的 ; 2)思维的过程 ; 3)思维的材料或结果 ; 4)思

维的监控或自我调节 ; 5)思维的品质 ; 6)思维中的认知因

素与非认知因素。作为具体的思维活动 ,翻译思维的结构

也可以此为参照来分析研究其独特的内容 (见表 3
④ )

表 3. 译者的思维结构分析

一般思维
的结构

内容 译者的思维结构的内容

目的 理解、解决问题
理解 (原文 )、转换 (思维模式和语言符
号 )、生成 (译文 )

过程
基本过程 :分析和综合 (派
生过程 :抽象和概括、比较
和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 )

对原语和译语文本 (词语形态、语法层
次、文体修辞、词义色彩 )、语境 (上下文
情境、文化语境 )的分析与综合、对转换
策略的分析与综合

材料

感性材料 (感觉、知觉、表
象 )
理性材料 (概念、判断、推
理 )

作品世界 :语言表象、表达程序、事理意
象 ;主观世界 :语义范型、人格结构、现象
图式 ;客观世界 :符号系统、文化观念、现
实事物 (王宏印 2002: 110)

结果 概念、判断、推理
产生译文的事理意象、表达程序、语言表
象

·001·



监控或
自我调节

元认知功能 :定向、控制、调
节

监控自己理解原文和生成译文的过程并
及时锁定问题 ,从而调整和优化翻译策
略

非认知
因素

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
格等

翻译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

　　表 3对译者思维结构的细致分析 ,可以使学生和翻译

教师对译者的思维结构形成清晰的了解 ,对培养学生的元

认知能力和监测思维能力奠定思想基础。

4. 2实证研究揭示出的思维结构差异

对初学者和熟练译者思维结构差异的进一步了解 ,

会使翻译学习和教学具有针对性。在思维结构的几方面

中 ,最难了解的是思维过程。为此要借助当代实证翻译研

究的最新成果。从 80年代中期至今 ,当代实证翻译研究

借助实验心理学研究方法和现代电脑软件技术 (如有声

思维法—TAPs、电脑操作记录软件—Translog和屏幕录像

软件—Camtasia Recorder) ,对译者大脑“黑匣子”的不断

探知 ,为我们了解翻译初学者和成功译者的思维过程的差

异打开了一扇窗。

最新研究成果如巴西米纳斯联邦大学的阿尔维斯和

欧普鲁雷图联邦大学的冈萨尔维斯 (Alves & GonÔalves

2007)在关联理论和联结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通过对翻译

初学者和熟练译者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 ,建立了二者的翻

译能力认知模型来表现其差异。他们发现熟练译者的认

知特征 : 1)具有较强的元认知能力 ,能够将各层次的翻译

任务和要求整合 ; 2)将自己认知系统的边缘层次和中心

层次相结合 ,从而充分发挥其认知系统的功能 ; 3)综合利

用程序性、概念性和语境性信息 ; 4)对自己决策的自信。

初学者表现出的认知特征 : 1)元认知能力较差 ,难以

有效驾驭并监控翻译任务和过程 ; 2)语境信息利用不够 ,

过分依赖词典意义 ; 3)难以建立程序性、概念性和语境性

信息相互联结的桥梁 ; 4)源语和目的语之间互相干扰现

象严重 ; 5)在具体语境中对翻译单位的确定比较模糊 ; 6)

对自己的决策不自信。

阿尔维斯 (Alves 2007: 73) 在另一项实证研究也发

现 ,与初学者相比 ,熟练译者的元认知能监控和评价译者

自己的 (思维和行动 )表现 ,并产生强化现有语境信息的

元表征 ,从而能用较少的认知努力产生相关度较大的语境

效果。

哥本哈根商学院的雅各布森 (Jakobsen 2005) 也通过

实证研究调查熟练译者翻译过程中知识处理 (p rocessing

knowledge)的思维过程。他根据有声思维实验发现 ,熟练

译者在翻译之初会利用文本的主题知识确定知识范围 ,然

后有条理地利用主题知识建立起解决模糊语义的语义场

景。接下来 ,他们还能有效利用各种翻译资源 ,提出多种

翻译策略并对其进行甄选 (同上 : 179)。

另外 ,通过对翻译过程用时和停顿用时的监控发现 ,

学生译者和熟练译者总体用时相差不大 ,但在用时分布上

相差很大 :与学生译者相比 ,熟练译者初稿阶段用时较少 ,

修订阶段用时较多。翻译过程的开始阶段和最后修订阶

段用时都比学生译者要多很多。因为开始阶段熟练译者

会有通观的考虑 ,而学生译者考虑较少 ;而且最后修订时

的甄选思维过程要比学生复杂得多。

迄今为止 ,西方学者关于翻译过程 (包括口译和笔

译 )的实证翻译研究方兴未艾 ,研究内容除翻译初学者和

熟练译者的认知差异之外 ,还有关于专业译者认知能力、

翻译策略的研究 ( Shreve 2006; Ericsson 2002)和关于学生

在专业培训后的翻译能力发展情况的调查研究 ( Séguinot

1991)等。这些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翻译初学者和熟练

译者的认知思维过程和翻译策略的差异。另外 ,熟练译者

翻译思维结构的非智力因素方面的特征 ,除了以上提到的

自信心外 ,熟练译者还表现出一定的敬业精神⑤
,如对翻

译问题锲而不舍的求索、对原文和译文读者的伦理责任

等 ,这些认识为翻译教学指明了方向。

　　5.翻译教学中培养译者良好的思维习惯和监控思维

能力

　　每个学生都是思维的独特个体 ,他们的思维特点既有

共性 ,亦有个性。在翻译教学之初 ,应该对学生的翻译思

维特点有一定的了解。教师可以借鉴实证翻译研究的方

法 ,结合前面对翻译思维品质和思维结构的研究 ,自己设

计问卷或开展实验研究 ,对学生翻译思维进行调查研究和

描写分析 ,总结其特点 ,找出问题 ,使翻译教学设计具有针

对性。

对翻译思维过程、翻译转换思维的类型、翻译思维的

品质和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能对翻译教学中培养译者思维

能力起到有效的理论指导作用。翻译教学中培养译者思

维能力的主要目标是培养译者良好的思维习惯和优秀的

思维品质 ,并逐渐培养监控思维能力。

5. 1翻译思维过程的特征指导良好思维习惯的培养

培养良好的翻译思维习惯 ,主要是指培养译者优化

的翻译思维过程和优秀的翻译思维品质。翻译思维过程

的基本特征为 :思维的序列性和反复性 ,神经单元交互影

响性和双语 (交互 )思维性。

思维的序列性启发我们 ,在翻译教学中培养学生按

照翻译思维序列的规律去思考 ,如学习熟练译者如何在翻

译开始阶段对翻译活动进行通观考虑 (如对主题范围、文

本类型、委托人要求、译文读者期待、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等

的综合考量 ) ;学习他们如何在翻译的理解、转换和生成

三个环节优化思维模式等 (如三个环节的相互关联思维、

翻译转换时优先考虑的因素 ,避免语言之间的相互干扰

等 )。

思维的反复性决定了在翻译教学中要培养学生在原

文和译文 (语言、结构、文体风格等 )、源语文化和译语文

化、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反复进行比较斟酌 ,确定最

佳的翻译方法 ,并使学生在这种反复思考中深刻体会翻译

思维的复杂性 ,提高思维的深刻性和批判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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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神经网络交互影响性表明翻译思维过程同时

也是一个综合思维过程 ,要求译者综合考虑程序性、陈述

性知识和语境信息 ,调动各种思维形态来形成翻译策略 ,

培养学生思维的独创性。同时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认知特

点预测翻译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神经

网络联系 (如对两种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对比联系 ,

了解其异同 ) ,避免其消极的方面 (避免不同语言结构、思

维方式的负迁移 )。

翻译思维的双语 (交互 )思维性也决定了翻译教学中

要重点关注双语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对比研究和学

习 ,使学生对这些差异了然于胸 ,才能在翻译转换时达到

思维的灵活性和敏捷性。

5. 2对翻译思维的认识指导监控思维能力的培养

译者对翻译思维的品质、类型、结构等形成清晰的认

识 ,是翻译教学和译者自我提高的重要基础。前面论述的

翻译转换思维的类型、翻译思维的结构和品质等知识能够

使译者形成对翻译思维的元认知 ,从而在翻译过程中自觉

调整自己的思路 ,逐渐形成监控思维能力 ,这是翻译能力

提高的根本途径。

翻译转换思维的八种类型启发我们 ,在翻译教学中 ,

不能只强调翻译对等 ,而要让学生理解对等概念的复杂性

不是简单的字当句对可以涵盖的。教师应该精选典型翻

译实例 ,将翻译转换思维的各种类型融入其中 ,使学生在

翻译练习中得到体会 ,逐渐强化思维转换能力。

翻译思维的结构分析和翻译初学者同熟练译者思维

结构的差异 ,说明在翻译教学中应该让学生重点了解翻译

思维结构中的材料、过程、结果、元认知特点等内容 ,以及

和熟练译者之间的思维结构差异 ,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思维

发展过程 ,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思维培养。

在教学研究中 ,柯林娜 (Colina 2003: 5)认为 ,建立在

研究基础上的教学法是必须的和可行的。翻译研究将理

论翻译研究和描述翻译研究的成果转化成翻译教学的原

则和方法论 ,然后使教学人员利用这些原则和方法论去创

造具体的教学法。因此 ,在翻译思维能力培养方面 ,翻译

教师和教学研究人员可以整合对翻译思维过程起指导作

用的理论 ,使译者从宏观上指导翻译的思维过程。如德国

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 ,注重翻译目的和译本的功能 ,分析

不同文本类型的功能 ,其文献性翻译 ( documentary transla2
tion)和工具性翻译 ( instrumental translation)之分类以及

在不同的翻译类型、翻译目的和翻译过程的侧重点之间相

关联的思想 (Nord 2001: 47251) ,使学生在理解某一类翻译

中首先思考的问题。

任何翻译理论都是对翻译活动的某一层次、某一方

面的认识和概括 ,有其特定适用范围的有效性 ,所以可以

从各种理论中提炼出一定的思想方法 ,从而有利于形成对

翻译思维过程的元认知监控和思路调整。

6.结语

本文借鉴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思维心理学的理

论成果 ,对翻译思维过程的特征、翻译转换思维的类型、翻

译思维的结构和品质及翻译初学者和熟练译者思维结构

的差异等一系列翻译思维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从而为

翻译教学中培养译者良好思维习惯和监控思维能力提供

参考。

科学的思想需要化为具体的行动 ,翻译教学的具体

实施 ,需要广大教师和学者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 ,创

造各具特色的教学方法 ,如可以把翻译实证研究的有声思

维法转化为教学方法 ,演示有声思维 ,供学生观摩和学习 ;

也可以将思维心理学中关于思维训练的一些常用方法 ,如

集思广益训练法、生疑提问训练法等贯彻到翻译教学的设

计中去。要使学生对翻译思维的特点和自己思维方面的

差距有清楚的认识 ;使学生以良好的思维习惯解决实际的

翻译问题 ,这是两个重要的原则。

注释 :
①每一方面的研究这里只列举了有代表性的研究项目 ,还有一些学者

的研究 ,限于篇幅难以全部列出。

②框架是认知语言学家 Charles Fillmore于 20世纪 70年代最早提出的

概念 ,其后他本人对框架的认识有所变化 ,从最初的语言学内涵的定

义 [框架是和场景相关的一系列的语言选择 ( Fillmore 1975: 124) ]转

变为认知内涵的定义 [框架即一种内在连贯的知识结构 ( Fillmore

1985: 223) ]。Paul Kussmaul在研究中借用了 Fillmore场景框架语义

学中的概念 (1977) ,认为场景是在抽象框架基础上由语言描绘出的

具体情景 ,而框架比场景抽象 ,用语言表征时用词更少 ( Kussmaul

2000: 120)。

③限于篇幅 ,表中只用了一些简单的熟语翻译做例子 ,英汉、汉英翻译

皆可。而在实际翻译当中 ,尤其是文学翻译中 ,在词汇、短语和句子

甚至语段都可能发生类似的各种翻译思维类型 ,而且并不仅限于英

汉互译。Kussmaul(2000) 曾经举了一些英德翻译的例子。

④表 3中略去了“思维品质”和“认知因素”两项 ,因为“思维品质”的内

容在前一节已有详述 ,而“认知因素”与此表中“过程”一项重复 ,故

略去。

⑤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翻译家的人物传记 ,了解其敬业精神和人格魅力 ,

使学生得到思想上的陶冶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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