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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翻译转换模型的心理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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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于语义习得表征的理论探索①

摘 要：词语翻译转换内在模型的研究不仅与翻译学相关，而且还更多地涉及心理学、语言

学等跨学科领域，而以往的词语翻译研究多被置于单一的学科或理论框架之下，致
使词语翻译转换内在模型研究的交叉性特征难以体现，跨学科的理论借鉴和理论构
建成为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现有语义记忆表征理论和表
征模型的基础上推导译者的双语词汇—概念表征结构，并进而构建出译者词语翻译
转换表征的心理语言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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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 语义记忆表征模型

翻译词汇转换，泛指翻译中的双语词汇
转换，也可换称为词语翻译转换，它对从事翻
译实践、翻译研究和翻译学习的人并不陌生。
原因之一就是几乎所有的英汉、汉英教材都
无不论及与源语词汇理解和译入语词汇的匹
配选择相关的内容，如基于源语理解的选词
法、基于原文词义的语境的确定和译入语用
词的选择，等等（连淑能，2 0 0 6；陈宏薇、
李亚丹，2 0 0 4）。然而，在我国关于翻译信
息转换的心理“过程”研究或心理语言学研究
（刘绍龙，2007a，b，2008；刘绍龙、夏忠
燕，2 0 0 8），或关于心理词汇表征研究（如
董燕萍，1998，2002）和语义记忆表征理论
研究（如李荣宝，1999，2000；Cree et al.，
1999；McRae & Boisvert，1998；McRae et
al.，1999；Plaut & Booth，2000等）并不多
见，而语义（或词汇）表征理论与词语翻译转
换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何家宁、
刘绍龙、陈伟，2 0 0 9）。有鉴于此，本文试
图在国内外相关心理词汇（或心理词库）表征
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来审视和构建基于词义表征
模型的词语翻译转换的心理语言学“过程”模型
（process model）。

Tulving（1972，1983）将长时记忆分为
情节记忆与语义记忆两种形式，并认为这两
种记忆构成了一个人“心理的过去”，从而成为
个体经验积累和心理发展的前提（杨治良，
1999：62）。其中，情节记忆是指接收和储存
关于个人在特定时间的情景或事件，以及这些
情景或事件的时间—空间联系的信息。语义记
忆是指语言运用所必要的记忆或一个人所具有
的心理词汇或心理词库，它是其所掌握的有关
字词或其他语言符号、其意义和指代物、它们
之间的联系，以及有关规则、公式和操纵这些
符号、概念和关系的算法的有组织知识（Tu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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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其中，概念的特征是分级或分层
次贮存的，一个概念意义要由该概念与其他概
念及其所属特征的联系或连线来决定，这体现
了语义记忆表征之概念—特征的连线模式和预
存特征。具体而言，每一级概念只贮存本级
概念独有的“区别性”特征，而与同级其他概念
所共有的特征贮存于高一级概念的水平上。
例如，与“金丝雀”一起贮存的是它有别于其他
“鸟”（如鸵鸟等）的“会唱”、“黄颜色”之类的
特征，而它和其他“鸟”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如
“有翅膀”、“能飞”、“有羽毛”）则贮存在上一
级“鸟”概念水平或层次上，该模型的“概念—特
征”的同级性和层次性也就由此形成。
此外，由于上一级概念的特征只出现一
次，因此无须在其所有的下属概念中重复贮
存，从而节省更多的空间，体现了“认知经济”
的原则。但是它所存在的缺点也是显著的，其
中最突出的是该网络模型只反映了概念间联系
的纵向隶属关系，同层次概念的横向平行联系
却没有得到反映，而且概念及其特征的分级贮
存尽管节省了记忆空间，但却增加了信息检索
和提取的时间；概念间的联系频率和强度等相
关因素也未能在模型中获得体现，且抽象概念
或词名的内涵意义等也未有标注或解释；此外，
词名成为概念的表征单位，但层次网络模型并没
有说明词名在网络中的位置及其与概念和特征的
关系，等等（杨治良等，19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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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网络模型涉及语言运用所必须具备的
记忆或一个人所具有的心理词汇或心理词库，
及其所掌握的有关字词或其他语言符号、其意义
和指代物、它们之间的联系等有组织的词汇记忆
知识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层次网络预存模型
提供了对语言使用者心理词汇或心理词库的潜
在表征结构及其特征的间接性推断描述。
层次网络模型的上述主要特征为我们探索
和构建词语翻译转换的心理语言学模型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构模思路。在我们看来，双
语翻译中所涉及的词语可以指单词和短语（包
括搭配、成语等），它们是构成句子的基本单
位，并且由于它具有数量庞大、意义繁杂且变
化不断等特点，是译者难以处理的语言层面之
一。此外，由于双语翻译不是简单的双语字
词或双语词条简单对应的语言再表达，而是一
个复杂的由源语理解、概念生成（即获得语义
表征）到译语表达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认
知心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词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或者说成为翻译的重要单位，因此，

对词语的处理便成为翻译中最基本、最直接的
问题。翻译中的源语词语理解错误、译语词语
生成错误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其中势必涉及词
语概念和词名的检索、匹配、转换等问题。因
此，我们认为对译者双语词汇记忆表征和转换
表征的相关研究有必要在层次网络模型理论基
础上来思考和探索基于概念—词名网络模型的
翻译词汇转换的心理语言学模型。
然而，在探讨词语翻译转换表征之前，我
们需要依据概念与词名之间关系的不同把译者
的双语心理词汇归纳为三种类型：（1）概念并
列表征型，（2）概念共享表征型，和（3）概
念依附表征型。
3.1 概念并列表征型
首先，并列表征型是由词名层和概念层组
成的，简称双层并列型。它指译者的记忆系统
里拥有两套独立的词汇—概念表征系统、两套
词名系统。具体而言，“概念并列”是指译者的
两套概念系统分别存贮于其记忆系统的不同位
置，词名系统也分开存贮并与各自的概念系统形
成链接。两个概念系统通过工作记忆的动态匹配
转换分别完成“概念至概念”和“概念至（译语）
词名”的转换。概念并列表征模型反映了译者记
忆系统词汇表征的连线、分级/集预存模式。但
是，所谓的“分级预存”仅仅是就具体概念或概念
的字面（外延）意义而言（见图1），从这个意
义上说，它类似层次网络模型的连线、分级预存
模型。但与层次网络模型明显不同的是，概念并
列表征模型提出了“分集”的理念，它指抽象概念
或内涵意义等的存贮并非分级或分层，而是并
列，即以“子集”（sub-set）的形式分属于一种概
念表征系统。双语词名也呈现分级/分层和分集
（word set）的表征形式。

记忆系统
L1词名
（分级/集）

概念
（分级/集）

词
汇
表
征

L2词名
（分级/集）

概念
（分级/集）

图 1  双语词汇—概念表征模型：双层并列型
3.2 概念共享表征型  
概念共享表征型也是由词名层和概念层
组成，简称双层共享型。它指双语译者拥有同
一个概念系统和两个并列的词名系统。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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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系统
L1词名
（分级/集）

词
汇
表
征

L2词名
（分级/集）

概念
（分级/集）
图 2  双语词汇—概念表征模型：双层共享型
3.3 概念依附表征型
概念依附表征型即指译者拥有同一套概念
系统和两套词名系统。与其他两个表征模型一
样，概念依附表征模型也是由词名和概念两个
表征层组成，简称双层依附型。所谓的“概念依
附”即指译者虽然掌握两种语言系统，但其概念
系统仍然只有一个，这意味其两种语言系统共
享一个概念系统。其中，一语词名系统与概念
系统形成直接的链接，而二语词名系统则须通
过一语词名系统才能通达共享概念系统，或者
说二语词名所运载的概念需要借助一语的翻译
对等词来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语词名系
统从属于一语词名系统，并因此与概念系统形
成间接的链接。
与前两个表征系统有所不同的是，在双
层依附模型中，两个词名系统之间建立了直
接的链接并形成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对应的
词名集（w o r d s e t）。与前两个表征模型一
样，双层依附模型的各层也呈现分级和分集
的表征形式。
至此，我们在层次网络模型的理论基础
上探索和构建了译者双语词汇—概念表征的初
步模型及其内涵。此外，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指

记忆系统
L1词名
（分级/集）

词
汇
表
征

L2词名
（分级/集）

概念
（分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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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概念共享表征型的两个词名系统分开
存贮并分别与概念系统形成链接。与概念并列
表征模型一样，概念共享表征模型就具体概念
而言仍属于连线、分级预存模式，但其中的“分
集”意指抽象概念或内涵意义并非分级存贮而
是以子集的形式隶属于一种概念表征系统。与
双层并列模型的概念表征系统和词名表征系统
一样，双层共享型的词名表征系统也呈现分级
（或分层）和分集的表征形式。

中国外语

言，“概念共享”即指译者尽管掌握了两种语言
系统或双语词汇—概念系统，但是，他的概念
系统只有一个，即两种语言（词汇）系统共享
一个概念系统，并存贮于其记忆系统的某一
个位置（Lambert，Ignatow & Krauthamer，

图 3  双语词汇—概念表征模型：双层依附型
出的是：（1）为了保证三个词汇—概念表征
模型图示的简洁性，上面所构建的三个模型图
没有像层次网络模型那样将具体名词所表征的
概念按不同的层级标示出来，也没有标示抽象
名词的集合结构。（2）尽管三个表征模型都
体现了层次网络模型的连线模式并用粗细完全
相同的实线来表示，但是，不同连线所蕴含的
强度、频度可能是不尽相同的（尤其是对并列
型和共享型两种模型而言），以致各种连线在
通达（或检索）概念的效率上可能存在差异。
（3）词汇—概念表征模型所蕴含的概念除了
包含层次网络模型的具体名词之外，还暗含表
征一般概念的抽象名词等。

4 双语词汇— 概念表征与译者词语翻译转
换表征
4.1 对词汇—概念表征模型“相关问题”的
思考
较之语义记忆表征模型中的层次网络模
型，译者的双语词汇—概念表征结构会更加错
综复杂、难以描述，与此相关的问题也很多。
在这里我们仅能在三种双语词汇—概念表征模
型的基础上来分别探讨与译者词语翻译转换表
征相关的潜在问题，从而为构建词语翻译转换
表征模型提供建设性的思路。
4.1.1 基于并列表征模型的相关问题
针对词汇—概念并列表征模型，在构建词
语翻译转换表征模型之前，我们要思考的潜在
问题如下：
（1）译者的两个概念系统是如何发生相互
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必须是两个概念系统
之间存在联系，否则，译者的双语词语翻译活
动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承认这个前提，我们
将继续思考的问题是：
（2）在译者的两个概念系统中是否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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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处于中介地位的转换系统？
这一问题的答案在我们看来应该是肯定
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转换系统，双语翻译
（更不用说词语翻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
为两个彼此独立、“永不相交”的系统是很难实
现双语翻译的词语转换过程的。
（3）译者的两个词名系统是如何发生相互
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回答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是两个词名系统
存在一定的联系，否则，即使概念系统彼此联
系，并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双语翻译转换
的最终完成还须落实在词名上，从而实现离散
概念至线性字符的转换。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
的一个细节问题是：
（4）译者的两个词名系统（的对接或匹配
转换）是如何与概念系统和（或）“转换系统”
发生联系的？
回答上述问题的前提是除了译者的两个词
名系统彼此联系之外，译者的词名系统与概念
系统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为在我们看
来，在一般情况下概念系统和词名系统相互连
接（天生聋哑人存在脱离语言/词名系统的概念
系统的情况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4.1.2 基于共享表征模型的相关问题
针对词汇—概念共享表征模型，在构模之
前我们有必要对以下焦点问题进行思考：
（5）概念共享表征型是否意味着译者的词
语翻译转换活动是基于同一个概念系统？
这一问题的答案一般是肯定的，这意味
着作为双语使用者的译者尽管拥有两个词名系
统，但是他通常只有一个概念系统，这也是该
表征模型与概念并列表征模型的主要区分点。
有鉴于此，我们将要关注的下一个问题便是：
（6）基于同一概念系统的两个词名系统是
否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回答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是两个词名系统
应该存在一定的联系，否则，即使概念系统共
享，双语翻译转换的最终完成还须落实在双语
词名的对接、转换上，从而实现离散概念至连
续性字符的转换。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的具体问
题是：
（7）译者的两个词名系统是如何实现对接
或匹配转换的？
回答上述问题的前提是译者的两个词名系
统存在一定的联系，在此前提下我们所要关注
的问题是译者的共享概念系统与两个分离的词
名系统存在何种关系？或者说，它在词名系统
的对接、转换中承担何种角色？
（8）基于概念共享表征的词语翻译转换表
征模型是否能给译者带来高效的翻译转换过程

和翻译转换结果？
这一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其前提假
设是概念共享表征型提供了一个较为经济的认
知表征结构。例如，较之概念并列表征型，
概念共享表征型似乎减少了一个处于中介地
位的概念转换系统。这显然为译者的高效翻
译认知过程和翻译结果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认
知保证。
4.1.3 基于依附表征模型的相关问题
与前两个词汇—概念表征模型相比，词
汇—概念的依附表征模型的明显特征体现在其
“依附”特征上。尽管它也属于概念共享型，但
是，较之概念共享模型，概念依附表征模型中
的一个词名系统（即L2词名系统）并不能与概
念系统形成直接的联系，其依附性也就因此而
产生。在构模之前，我们所关心和待思考的主
要问题有：
（9）基于同一概念系统的二语词名系统是
否借助一语词名系统来通达概念系统？
针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
从该模型来看，L2词名系统与概念系统没有出
现直接的连线链接。有鉴于此，我们所要关心
的另一个问题便是：
（10）不同方向的词语翻译（如L1→L2正
向翻译，或L2→L1反向翻译）是否存在同样的
“借助”、“通达”情况和程度？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所能假设的答案可
能是否定的。原因有二：第一，不同双语水平
的译者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借助”、“通达”情
况；第二，不同方向的词语翻译所表现出的“借
助”、“通达”的情况和程度等可能不尽相同，它
反映了翻译过程中的“非对称”现象。
（1 1）基于概念依附表征的词语翻译转换
表征模型是否会给译者带来低效的翻译转换过
程和较差的翻译转换结果？
针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这是
因为：尽管较之概念并列型，依附表征型表面
上减少了一个概念转换系统，但是，二语词名
若要通达概念系统需要经历一个“借道”过程，
即通过一语词名系统的“翻译转换”过程才能间
接地通达概念系统，这不仅使得该表征模型的
词语翻译转换过程变得不够经济、快捷，而且
也未反映不同二语水平和翻译水平的差异特征
（见下一点讨论）。
（1 2）二语词名系统与概念系统的连线链
接是否永远不可能？或者说，二语词名系统是
否永远依附于一语词名系统？
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概念依附
表征模型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个静态的词汇—概
念表征结构，而我们可以认为，随着译者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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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词语翻译转换表征模型：双层并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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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词语翻译转换表征模型的尝试性构建
首先，根据层次网络模型的理论思想，词
语翻译转换表征模型保留了“概念”（系统）和
概念的分级贮存特征，尽管图式未予明示。但
与层次网络模型有所不同的是，词语转换模型
增添了抽象概念并认为它是以集合的形式表征
于译者记忆系统中的词汇表征系统中。其次，
词语翻译转换模型又依据Weinreich（1953）
关于双语词汇知识的“三结构”说，将词汇表征
系统分为两层（或称双层），即词名层和概念
层，并依此构建了三种双语词汇—概念表征模
型。但是，词语转换模型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
不仅以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为理论出发点和支
撑点，而且还有所创新。例如，（1）它把双层
式词名—概念系统纳入记忆系统中的词汇表征
子系统中，以凸现词汇—概念系统的相对静态
的记忆表征结构；（2）不仅如此，词语翻译转
换模型试图强调与双层静态系统密切相关的动
态转换系统的存在及其桥梁作用；（3）它将层
次网络所提出的分层贮存延伸到双语词名层，
致使分级/集概念层有了对应的对接/匹配层；
（4）它赋予个别词语转换模型（如双层依附模
型）以新的思考，例如它质疑二语词名系统与
概念系统的连线链接的缺省现象，等等。
4.2.1 基于并列表征模型的词语翻译转换
模型
图4模型沿用了图1双语词汇—概念表征
模型的基本框架，但是，其明显不同在于其
不同连线的使用和处于模型中部的转换系统
的添加，这使得两个貌似相近的模型有了不
同的内涵：
（1）图4删除了图1的外围方框，以期表示

词语翻译转换表征模型的动态特征。这一动态
特征还体现在新增的虚线链接和蕴含转换系
统的虚线方框的使用。这里的虚线和虚框表
示译者记忆系统中的各种潜在的联系和互动
关系，它建立在对上述“相关问题”1至4的思考
之上。
（2）图4中连接词名和概念的实线由图1
中的细实线变成了粗实线，这表示不同语言的
词名系统和概念系统的绝对独立性和不相交特
征。由粗线表示的链接还可说明一种语言的词
名系统和与其对应的概念系统之间所独有的高
强度、高频度链接或通达，这是任何虚线链接
所不能比拟的特征。但我们关心的乃是两套词
名—概念表征系统靠什么来实现双语词汇的对
接和转换？
（3）处于该模型中心位置的转换系统使
两个词名系统或两个概念系统或词名—概念系
统之间的对接和转换成为可能。显然，对存在
转换系统的假设是对上述相关问题7和8的基本
回答。但也有研究表明双语词汇转换无须处于
中介地位的转换机制（a language switch；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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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尤其是二语词汇）水平或二语词名系统
的日趋完善，一语词名系统的“桥梁”、“中介”
作用和优势会逐渐丧失。这将意味着二语词名
系统有可能与概念系统建立直接的、强度不同
的链接，而原有的二语与一语词名的连线可能
变成一个表示“不再确定”的虚线链接了。

Wang et al.，2007）。还有研究表明：L2→L1
反向翻译并不涉及概念，仅仅在词名层上进行
（Kroll & Stewart，1994）。
（4）双层并列型词语翻译转换模型如果能
解决词名、概念的对接转换问题，两套词名—
概念的内部对接转换和交叉（如L 1词名至L 2
属下概念）对接转换便有存在的可能。我们可
以这样假设：译者的转换系统存在于其记忆系
统中的工作记忆（或短时记忆）中，这也是对
记忆的独立贮存说（或并列贮存说）的重新解
读。
4.2.2 基于共享表征模型的词语翻译转换
模型
图5反映了译者基于共享表征模型的词语
翻译转换模型，该模型借鉴了图2双语词汇—
概念表征之共享模型和共享（分布式）非对
称模型的部分框架内涵（董燕萍，1 9 9 8，
2002）。尽管如此，双层共享分布式模型将原
有的“概念”变成了“共有概念”，并且在其两旁
各增加了一个“独有概念”，另外还增添了两组
连线并改变了一组连线，从而使两个图示在形
式和内涵上有了较大的差异：
（1）图5将图2共享模型中的“概念”分解为
“共有概念”和“独有概念”，这说明译者记忆系
统中两种语言所对应的概念并非简单共享，而
是因语言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它原则上回答了
“相关问题”5。而另一些概念或概念元素是不同
语言词名各自独有的，故称独有概念。
（2）图5所示的分布式连线赋予词名与概

99

中国外语.indd 99

2010.5.20 9:50:51 PM

记忆系统
L1词名

L2词名

（分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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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集）

（分级/集）

L2独有概念
（分级/集）

图 5  词语翻译转换表征模型：双层共享分布型

念的关系以新的含义。例如，连接两种语言词
名和共有概念的粗实线表明两者间的高强度、
高频度链接或通达，而位于图示两旁的次粗实
线则表明两种语言词名和各自独有概念的较高
强度、较高频度的链接或通达。位于图示中部
的交叉虚线则表示一种潜在的跨语言词名与概
念的链接或通达，来完成跨语言词名和概念的
转换和对接。它为“相关问题”6和7提供了潜在
的答案。
（3）就“相关问题” 8而言，该模型的基本
回答如同前面对问题8的回答一样是肯定的，
因为它为译者提供一个较为经济的记忆表征
转换结构；但是，译者词语翻译转换的实际
情形和过程恐怕远非如此简单、经济。例
如，就两种语言词名的“共有概念”而言，快
捷、准确的翻译转换过程和转换结果是可能
的；但是，就跨语言词名和概念的翻译转换
来说，由于译者需要借助转换系统或机制来
完成词名至概念的转换和概念至词名的转换对
接，高效的翻译转换过程和转换结果几乎变得
较为困难，尽管成功转换的心理现实性是可
能存在的。
4.2.3 基于依附表征模型的词语翻译转换
模型
图6反映了译者基于依附表征模型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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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词语翻译转换表征模型：双层依附型

翻译转换模型，该模型在图3双语词汇—概念
表征之依附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虚粗连
线、一个虚细（箭头）连线并对两条原连线进
行了修改：加粗了图示左侧的连线，给图示上
端原实连线增加了表示（L2→L1反向翻译）方
向的箭头。这使图6的实际内涵发生了如下较
大的变化：
（1）图6保留了图4两种语言词名系统之
间的连线（但增加了箭头），这实际部分回答
了相关问题9，即在二语至一语的反向翻译转
换中，二语词名系统是通过一语词名系统通达
概念的。这是因为在图3双语词汇—概念表征
模型之双层依附模型中，二语词名系统与概念
系统缺乏连 线 链 接 ， 致 使 直 接 通 达 无 法 实
现。但是，图6增加一个粗虚线，使得无法
通 达 的 情 况 发 生 了变化，这是下面第四点所
要具体说明的。
（2）图6上端新增或修改的两条箭头连线
旨在回答相关问题10，即不同方向的词语翻译
是否存在同样和同等的“借助”、“通达”情况？
在思考相关问题1 0时，我们曾提供了否定的
回答。在这里，我们试图通过两条不同方向的
实、虚线来具体说明：二语至一语的翻译通常
是要借助一语词名系统的，故用左向箭头实线
来连接两个词名系统；一语至二语的翻译一般
无须借助二语词名系统，因为它与概念之间直
接拥有高频率、高强度的通达路径或“绿色通
道”（如图6左侧的粗实线所示），故用右向箭
头虚线来连接两个词名系统。这里的虚线另还
表示一种较少发生的情形，即译者是先通过二
语学会某个词语的，这使得一语借助二语的情
况成为可能。
（3）针对相关问题11，我们曾提供一个肯
定的答案，即认为基于依附表征的词语翻译转
换表征模型会给译者带来低效的词语转换过程
和较差的词语转换结果，这是因为译者的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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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翻译转换涉及极其复杂的双语词汇概
念表征和极其动态的大脑工作记忆，这势必增
加本文研究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相关
实证研究及其成果缺乏的状况下。因此，本文
基于不同理论框架和模型的词语翻译转换心理
模型仍处于一种开放、思辨的状态，尚待未来
相关实证研究的论证。

and Language, 1994, 33: 149-174.
[5]	Lambert, W. E., Ignatow, M. & M. Krauthamer.
Bilingual organization in free recall [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968(7):
207 -214.
[6]	McRae, K. & S. Boisvert. Automatic semantic
similarity priming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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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名系统缺少一个直接通达概念的连线表征，
以致词语的翻译转换过程变得累赘而不够快
捷。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译者仍然处在图示右
侧所示 的 “ 有 虚 无 实 ” 的 连 线 表 征 中 。 而 虚
变 实 的 过 程和结果是下一点所要说明和描述的
内容。
（4）二语词名系统是否永远依附于一语
词名系统是我们在提出相关问题12时曾经思考
和回答的问题。图6仍然试图说明基于静态词
汇—概念表征模型的词语翻译转换“依附型”
表征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它会
随着译者二语词汇水平的提高和完善逐渐与
概念系统建立起联系或形成连线表征。正是
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在图6右侧使用了粗虚线
连线，旨在预示二语词名与概念之间的连线
链接的心理可能性和动态特征。从这个意义
上说，图6所示的词语翻译转换的依附表征模
型反映了一种简明、动态的概念共享型表征
结构的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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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Psycholinguistic Model of
Lexical Switch in Translation
——A Theoretical Study Based on
Hierarchical Network Model
Abstract: The study of bilingual lexical switch

in translation draws on more from psychology,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disciplines than the
translational science itself. But in fact, hardly
an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subject such study
to a cross-disciplinary framework so that the
achievements related have contributed littl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discipline theory
that benefits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The paper
attempts to change such situation by using
semantic-representation theory and manages to
come up with a tentative psycholinguistic model of
bilingual lexical switch in translation from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Key Words: mental lexicon;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lexical switch; psycholinguist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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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尚不是一个翻译强国，因为近百年来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失语，现
在尚缺乏真正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权。如果我们还老是重复“引进”别人的一些话语，也是值得
引起自己反思的。对此，国际上的翻译大家也并不感兴趣。何况国际上有一些翻译理论，也
并非公认的成熟学术思想，更何况有的负责任学者也在自我检验和不断修正自己原先创导的
译论学说，我们有什么必要一味地盲从“国外”呢！当然那种不加分析研究，简单地认为：西
方的翻译理论都是对的，或者认为一介绍某种国外的译论就是“崇洋媚外”的思想，都是片面
而不符合实际的，不利于我们同外国开展真正平等的学术交流，也有害于发展我们自己的翻
译研究。好在这些也正受到译坛主流思想的有力批判。因此，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译学，我
们应树立自尊、自信和自强不息的科学精神，冷静地坐下来，理顺译坛现状，多研究一些现
实问题。
随着新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外国也在关注了解中国，迫切希望看到中国学术界的
实际面貌，但中国对外的宣传介绍，无疑离不开中国人自己来做。由于中西文化的长期差
异，光靠近期兴办的一些“孔子学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在承认差异的现实面前，在
尊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费孝通)的基础上，求得“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得靠中
华学子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应该看到：“一切我们现在享受的，都是从基础科学研
发而来的” (李政道)。因为，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应用科学是基础科学的应用。
因此，成熟的中国译论思想不是简单的“made in China”,而是“made with China”，译成时
下汉语，就是“携手中国制造”。也就是说，有代表性的中国翻译理论将会是融入了西方译
论诸多元素的。有胆识的中国人必然是会认真吸取和善于利用本来属于全人类智慧的精神
财富。
总之，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除了需要国家的重视支持外，主要要靠大专院校不断培
养出优秀的青年来接班做。年轻人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根据中国的历史、国情、
发展战略，“面壁十年图破壁” (周恩来)，为中华文化之复兴，中国和平之崛起而读书。因
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王佐良)。只要有大批不断增长才干的年轻人热
爱翻译事业并登上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舞台，中华文化就一定会在国际译坛上得到弘扬，
大放异彩。
(作者简介：李亚舒，中国科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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