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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期爲《翻譯季刊》第九十九期，共收錄六篇研究文章和一篇書評。張美芳、張

簫雨和曾維欣採用量性質性結合的研究方法對《毛澤東語錄》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第一卷》中“同志”的翻譯進行了對比研究，揭示了不同時期國內政治文獻翻譯的特徵

和成因。作者指出，譯法的轉變展現了翻譯界對翻譯和翻譯研究關注重點的變化，並

揭示了翻譯與社會政治之間的相互影響。郭聰和楊承淑採用紮根理論的資料分析方法

和檢驗程式，對訪談稿進行分析，得到 33 個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一級編碼，最終

形成八個能力範疇。該模型的建構可望為國際醫療語言服務人才培養設定目標，為教

學方法和課程設置提供理論依據。梁志芳和邵璐採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

法，分析了中國特色話語“一帶一路”在美國主流媒體新聞報道中的接受與傳播情況，

揭示了三大媒體對此倡議的認知狀態及其情感態度。研究表明，中國特色話語外語譯

名的規範工作及對“倡議”性質的宣傳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部分美國媒體將“一帶一

路”塑造為中國謀取地緣政治訴求的工具。蔣莉華以話語口譯理論模型為基礎，以話

語口譯篩檢程式為工具，具體分析香港的雙語庭審過程中口譯員的具體決策行為。研

究發現，法庭口譯員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完全中立，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中受到不同因素

的影響，或多或少地介入整個法庭口譯過程中。楊曉華和祖贇從譯介主體、譯介過程

和譯品接受三個方面分析舞鶴《餘生》的異質性文學書寫和白睿文的英譯過程。研究

發現，漢學家白睿文秉承“存異倫理”和“創新倫理”，通過翻譯將目的語讀者群轉變

為異地的離散群體，讓其追尋霧社事件的歷史事實，與原住民族群進行跨文化交流與

對話。王昱和範武邱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旅美華人譯者通過翻譯重塑中國國家形象的譯

介實踐進行考察。研究證明，通過對翻譯題材的理性選擇、對譯介內容的詳細考證和

勘誤、善用副文本闡釋中國文化元素以及歸化和異化兼顧的翻譯策略，譯者實現了中

國傳統經典在疆界和文化上的跨越，較為成功地塑造了中國的外部形象。本期亦收錄

一篇書評，柏雲飛對中譯本《從北京到曼德勒：末代帝師的中國西南紀行》進行了評

述，通過具體的案例分析試圖引起讀者對於早期來華外國人遊記中譯本品質問題的重

視。

李 波

二〇二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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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同時代對“同志”的英譯看政治文獻翻譯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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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es of Strategie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ong Zhi” (byMeifang Zhang and Xiaoyu Zhang and Weixin Zeng)

Literal translation used to be the most prevalent strategy in Chinese political translation
as it could assure faithfulness in both form and content. However, as time goes by, literal
translation,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in particular, seems to be outdated and is unable to
satisfy the readers’ needs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translation.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aims
to figure out wh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regarding strategies adopted in political discourse
translation and what factors might have caused them to happen. This study, with a focu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ong zhi”, takes a critical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strategies
adopted in political translation and to explore possible factors invoking these changes. Two
parallel corpora were built based o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of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 and Xi Jinping’s Governance of China: Volume I for further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ong zhi” translated literally as “comrade” in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Governance of China: Volume I.
Besides, in Xi’s book, the translations of “tong zhi” are more diverse and less ideological than
those in Mao’s book.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actors causing these changes may include the
disparities in the semantic meanings of “tong zhi”, the leader’s image construction and the
purpose of publicity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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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從 2011年開始,中國的翻譯市場發生了一個里程碑式的變化。中國的對外翻譯工

作量首次超過了外譯中”（黃友義 2015）。對外翻譯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通過翻譯來傳遞

中國聲音和中國思想，這也是提升國家軟實力和國家話語權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外宣

翻譯中，政治文獻的翻譯更是中國構建對外話語體系進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為國

際社會瞭解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策略打開了一扇窗。過去翻譯政治文獻時，“絕

對忠實于原文是首要原則”（王剛毅 2014，8），“不能任意刪字，當然也不能任意加

字，或者離開原文自由發揮”（程鎮球 2003，18）。然而近年來，政治文獻的翻譯策略

明顯呈現出較為靈活的趨勢。為了探究這一現象及其相關因素，本研究以“同志”一

詞的英譯為切入點，結合語料統計，審辯性地考察政治文獻翻譯策略與時代背景、社

會發展之間的關係。

二、政治文獻及政治文獻翻譯

政治和語言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沒有語言，也就沒有所謂政治（Chilton & Sch
äffner 1997，206）。政治文獻屬於比較敏感的文類，它與國家的政治策略、政治思想

等緊密相連，無論是在結構、內容還是用詞方面都相當嚴謹（Cheng 2016，27）。中國

政治話語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也是“表達中國關於一些國際問題的態度以及立場的

主要方式之一”（Li & Xu 2018，1）。有關政治話語的研究很多，角度和關注點也各有

不同，翻譯也不例外。Schäffner（2004，2012）一直強調將政治話語與翻譯研究結合

起來進行更深入的挖掘和探討。她認為，翻譯在政治交流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而

這類跨學科的研究在豐富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同時，也能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瞭解政治。

國內有關政治文獻翻譯的研究，更側重於翻譯原則和策略上。過去有不少譯者持

有的觀點是，應當把絕對忠於原文放在首位（程鎮球 1980；2003）。隨著中國日益融

入全球化的進程，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認為，以“直譯”為中心的方法已無法滿足當

前政治翻譯的目的和需求（袁曉寧 2005；王平興 2008；黃友義 2011；王剛毅 2014；
郭影平 2015）。參與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翻譯的專家黃友義（2004）曾指出，過去

翻譯政治文獻時，譯者往往都是“不敢越雷池半步”；現在的政治翻譯應該要遵循“外

宣三貼近”（貼近中國發展的實際，貼近國外受眾對中國資訊的需求，貼近國外受眾

的思維習慣）的原則。王平興（2008）則提出，政治文獻的翻譯要注意四點：“準確理

解原文是翻譯的基礎；譯文力求符合英語表達習慣；譯文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譯

文應傳達原文的精神而不僅是書面形式”。

然而，目前有關中國政治文獻翻譯的研究大多是經驗的總結或是提出不同的原

則，用描述性和量性研究的論文數量有限。Li & Li（2015）分析了 15 篇三代中國領

導人演講報告，竇衛霖（2016）則以問卷調查的形式探討“中國關鍵字”的翻譯在外

國人群中的接受程度。本文展現的是基於語料庫、量性與質性相結合的研究。我們希

望，這種方法能夠更好地揭示國內政治文獻翻譯的特徵和成因，並進一步揭示翻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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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治之間的相互影響。

三、語言、翻譯與社會

過去三十年中，語言學家們不斷地探討語言和社會的關係。例如，批評話語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簡稱 CDA）學派的學者們努力探究話語以及話語與各種

社會因素之間的關係（Wodak & Meyer 2009，2）。這個學派強調語言研究的社會性和

跨學科性，認為應當“將語言導向的話語分析與話語和社會環境、政治意識形態聯繫

起來，形成一個適用於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社會變革研究的框架”（Fairclough 1992，
62）。因此，批評話語分析除了關注語言選擇和語言應用外，更要探討語言與人、語

言與社會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Fairclough 1989，21）。
翻譯作為一種跨語言的交際實踐，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為了更加系

統、客觀地研究中國政治翻譯的特徵，同時更加深入地考察政治翻譯與社會實踐的聯

繫，本文引入批評話語分析的有關概念，同時借助資料統計的研究方法，探討《毛澤

東語錄》以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同志”的翻譯特徵及其背後的時代意義。在資

料分析階段，我們關注兩本書中語言使用層面的差異，即“同志”一詞在源語文本中

的出現頻率和具體語境，及其在目標語文本中的再現程度和再現策略。在討論階段，

我們著重探討造成差異的可能原因，特別是其與社會實踐、時代背景的辨證關係。

四、研究資料與標注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語料包括《毛澤東語錄》（以下簡稱《語錄》）的中英文雙語版本和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以下簡稱《治國》）的中文及英譯。毛澤東與習近平是

中國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中傑出的政治領袖，而兩本書均為官方編輯出版的領導人談話

或作品選集，其譯本也是由政府機構組織翻譯，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官方政治態度和主

流意識形態。《語錄》翻譯出版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治國》的中英文版本則於 2014
年在世界範圍內出版發行。

我們首先借助 SegmentAnt軟體對中文語料進行分詞處理，處理後《語錄》的中文

版包含 34571個漢字，對應的英譯本包含 43520英文詞；《治國》中文版包含 82096漢
字，對應英文版本包含 59167 詞（表 1）。之後在 Aligner 軟體的輔助下對中英語料進

行人工對齊。

研究使用的主要分析工具是 AntConc和 NVivo兩款軟體，前者主要查看關鍵字的

搭配情況，後者用來統計翻譯策略。首先，將處理後的平行語料導入 AntConc，獲取

基本統計資訊並對“同志”關鍵字進行檢索，查看其使用語境並統計常用搭配；之後

借助 NVivo的節點功能對“同志”的分類方法進行分類標注。

在分類標準上，我們對“直譯”採取較為嚴格的定義方式，如紐馬克所提出的“最

近似對等詞”（nearest TL equivalents）觀點，重點考慮詞語的字面意義而不考慮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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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語料庫基本資訊

語料 形符數 (Token)
《語錄》中文 34571
《語錄》英文 43520
《治國》中文 82096
《治國》英文 59167

用語境（Newmark 1998，46）。因此，“同志”一詞唯一的英語直譯為“comrade(s)”。
除此之外，對以非直譯方式處理的“同志”，本研究借用了 Baker（2011）提出的兩種

翻譯策略，並結合案例中出現的具體情況，分為三種，即: 用概括性或中性的表達詞

翻譯（translation by a more general/less expressive word）、省略（translation by omission）
以及用代詞翻譯原來的名詞（translation by a pronoun）。最後，將所有資料歸納總結，

進行更加具體的量性和質性分析。

五、研究結果及個案分析

基於上述研究方法，本節將展示量性研究的結果，包括“同志”一詞在《語錄》和

《治國》兩本書中的指代內容、出現的頻率、翻譯是否忠實、翻譯方法的使用頻率等，

並抽取其中典型的案例加以分析討論。

5.1《語錄》與《治國》中“同志”的使用比較

在《語錄》一書中，“同志”共出現 60次，即每 1000詞中出現 1.9次。《治國》中

“同志”出現 99 次，每 1000 詞中出現 1.2 次。由此可見，《語錄》中“同志”的使用

更為頻繁。此外，兩本書在“同志”的搭配使用上也存在較大差異。如表 2 所示，在

《語錄》中“同志”是一種較為寬泛的稱呼，用來指代中國共產黨黨員，與之搭配的詞

語多為“我們”（15次）、“許多”（6次）、“有些”（5次）。而《治國》中的“同志”更多

是作為一種稱謂，用於具體人名之後，如“鄧小平同志”（16次），“毛澤東同志”（12
次），“胡錦濤同志”（9次）（表 3）。

此外，“同志”在兩本書中的使用還體現出“自我他者”關係的劃分。被稱為“同

志”的人是“人民”的一員，更是“我們”共產黨的一員。例 1選自毛澤東《在中國共

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旗幟鮮明地區分了“同志”和“敵人”兩個群

體，並且指出對待兩者需要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要“分清敵我”。這句話充分體現出

“同志”一詞所包含的政治立場和態度。

例 1
要分清敵我，不能站在敵對的立場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同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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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語錄》中“同志”

搭配詞使用情況

排序 搭配詞 詞頻

1 我們 15
2 許多 6
3 工作 6
4 有些 5
5 人民 4

表 3: 《治國》中“同志”搭

配詞使用情況

排列 搭配詞 詞頻

1 鄧小平 16
2 核心 14
3 毛澤東 12
4 領導集體 11
5 胡錦濤 9

而在《治國》一書中,“同志”常常與“核心”（14次），“領導集體”（11次）

等詞語一同出現。這裡“同志”所指代的不僅是普通黨員，更多時候是用

來指代黨內的重要人物，此時“同志”的使用更包含了尊崇、致敬的含義。

如：

例 2
今天，我們可以告慰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是，在他們帶領黨和人

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

成就，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例 2出自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 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同

志”這一稱呼是習近平代表中國共產黨對第一任領袖毛澤東的高度讚揚以及對其歷史

功績的肯定。

5.2《語錄》和《治國》中“同志”的翻譯策略

《語錄》和《治國》的英文版在處理“同志”一詞時出現了相當大的差異（圖 1）。《語

錄》中出現的“同志”有 90%都是運用直譯策略，即把“同志”直譯為“comrade(s)”，
共計 54 例；非直譯僅占 6 處，其中 3 處使用代詞替代，2 處省略，1 處採取更中性的

表達詞代替。而在《治國》中僅有 10處直譯，約占總數 10%，使用較多的是省略和用

中性詞替代，分別是 46次和 36次，約占總數的 47%和 36%。

除了這些較為直觀的定量結果，觀察發現，即使同樣選擇直譯或中性詞替代等策

略，兩書的翻譯處理也各有特點。接下來我們將結合具體譯例進行分析討論。

5.2.1直譯
如前文所述，《語錄》中的“同志”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指稱，在書中主要泛指共產

黨員（如例 1），少數有具體的指代對象。而在《治國》中超過半數的“同志”都是用來

指稱具體人物，餘下用以指代黨員或職能機關工作人員。直譯在《語錄》中是一個廣

泛使用的翻譯策略，無論“同志”所指是誰，都採用了直譯的策略；而在《治國》中，

大部分直譯都出現在指稱具體人物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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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語錄》與《治國》中“同志”的翻譯比較

例 3
ST：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以

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

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都高度重視周

邊外交，提出了……

TT：Following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in 1949, the Party’s first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central leadership under Comrade Mao Zedong, the second genera
tion under Comrade Deng Xiaoping, the third generation under Comrade Jiang
Zemin, an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Hu Jintao as general
secretary, all attached high importance to diplomacy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y developed….

例 3 中的四個短句，分別提到了中國四任最高領導人，其中的“同志”無一例外

地採取直譯的策略。這一正規的稱呼體現出對中國共產黨前領導人的尊重，也是對其

過往功績的肯定。值得一提的是，這類直譯通常只在首次出現時使用，在翻譯後續的

“領導人姓名 +同志”時，譯文也靈活地採用代詞或省略的方式，這也是為了在表達原

文含義的同時更加貼近英文的表達習慣。如在例 4 中前句強調了“胡錦濤同志”在擔

任國家主席期間的卓越貢獻，在譯文中將其翻譯為 “Comrade Hu Jintao”，但在之後又

一次運用這一稱呼時，譯文直接使用了代詞 “him”以避免重複，也更符合英文習慣。

例 4
ST：胡錦濤同志擔任國家主席 10 年間，以豐富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領導

才能、勤勉的工作精神，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立了卓越的功

勳……我們向胡錦濤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TT：With his rich political vision, outstanding leadership and dedication, Com
rade Hu Jintao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upholding and building social
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uring his ten years in office as Chinese president
…We express our sincere gratitude and great respect to him.

6

張美芳張簫雨曾維欣



Translation Quarterly

5.2.2省略
省略在《毛澤東語錄》中並不是一個常見的翻譯策略，這本書中只有兩例，都和

具體的內容語境有很大關聯，這裡選取一例說明：

例 5
ST: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危險的情景啊！

TT: (No translation.)

例 5 取自毛澤東關於《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文章詳

細闡釋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等革命運動對黨和國家發展的重要性，本例作

為結尾句，是為了引起目標讀者的關注。但是相對於原文讀者，英文版讀者對這些情

況的危險性或許很難產生切身體會，因此英文版直接省略處理。

《治國》一書中，省略是一個常見的策略。中文因其自身表達的特色，常常以重

複、排比的策略增強語勢；但在英文中過多重複會使表達冗餘，影響文章的簡明通

順。因此省略策略在本書翻譯中的主要功能是避免重複，創造符合讀者習慣的譯文。

例如：

例 6
ST: 現實生活中，有的同志總是自我感覺良好，懶得照鏡子；有的同志明

知自己有問題，怕照鏡子；還有的同志喜歡拿著鏡子照別人，認為自己美

得不得了，人家都是醜八怪。

TT: In real life, some people always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and seldom look
in the mirror. Some are only too well aware of their shortcomings, so they are
afraid of looking in the mirror. Some take the view that they are perfect; it is
others who are disfigured–they only hold up the mirror in front of others.

例 6 來源於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用一系列

“有的同志……，有的同志……”引起的排比句加重語氣，指出黨內部分成員存在的問

題，從而強調自我批評的重要性。翻譯第一個“有的同志”時,譯者運用了更中性的表

達詞 “some people”，而之後的兩個句子中的“同志”都被直接省略，只用 “some” 替
代。因為第一個“同志”已經翻譯過，之後兩個省略避免了重複，也不會造成理解困

難，更加符合目標語讀者的表達習慣。

5.2.3用中性表達詞
“Comrade(s)”在劍橋詞典中被標注為“過時表達”，主要用來表示“同一政治團體的

成員，主要是社會主義團體或貿易聯盟”，因此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含義。而所謂的

“更中性的表達”，指的是意識形態指向不那麼明顯的詞語，例如英文的 “member(s)”。
在《語錄》中這樣的替代僅有一處：

例 7
ST:黨委的同志必須學好“彈鋼琴”。

TT:Members of Party committees must learn to “play the piano”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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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出自《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文中毛澤東就黨委幹部如

何協調工作、如何解決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論述。事實上在本例前後也出現過

數個“同志”，同樣用以指代黨委成員，但唯有此處譯為 “member”，或許只是為了避

免重複。在《治國》中的替代詞不僅數量上遠超《語錄》，種類也豐富得多。除了《語

錄》中出現的 “members”，還有 “colleagues”、“officials”，甚至指代更廣泛的 “friends”
和 “people”（例 8、例 9）。

例 8
ST:經常聽有的同志說自己想學習，但“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學習”。

TT: I often hear officials say that they would love to study more, but they “just
don’t have time because of their busy work schedules.”

例 9
ST: 同學們，老師們，同志們：大家好！在“六一”國際兒童節前夕，我

們來到海澱區民族小學，參加主題隊日入隊儀式，觀看少先隊員們開展活

動，感到很高興。

TT: Dear students, teachers and friends, Good morning! We’re happy to be here
today to attend your Young Pioneers event and initiation ceremony for new Young
Pioneers.

例 8 是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建校 80 周年慶祝大會暨 2013 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講

話的內容。中共中央黨校是培訓党的高中級領導幹部的最高學府，因此用 “officials”
能夠更清晰地指明所指的人群。例 9 出自在北京市海澱區民族小學主持召開座談會時

的講話內容，比起例 7，這裡的環境更輕鬆，而 “friends” 的譯法也拉近了與聽眾的心

理距離。

六、“同志”翻譯的特點及可能的成因

無論是在《語錄》還是《治國》，“同志”這一詞語都具備意識形態的內涵，“同志”

既用來指稱為國家和黨做出貢獻的領袖或重要人物，也用來指稱普通黨員以及普通服

務人員。毛澤東曾用“同志”來指稱既非中國公民，亦非中共黨員的白求恩醫生，因

此該詞本身已經是對被指稱者的事蹟和精神的高度讚揚；而習近平在演講中常用“同

志”來指稱前幾代國家領導人，同樣有強調他們的貢獻與成就的作用。

雖然原文中“同志”的使用原則相通，然而兩本書中對“同志”的翻譯出現了明

顯的差異。具體說來，《語錄》中大多數是直譯，即譯為英文中同樣具有意識形態內

涵的 “comrades”，但《治國》中的大部分“同志”都規避了這一譯法。此外，在未直

譯的場合，《語錄》中僅有一例，相當謹慎地將“黨委的同志”譯成了 “Members of
Party committees”，而在《治國》中，用來替換 “comrades” 的詞語則更為多樣，包括

“members”、“colleagues”、“people”甚至 “friends”。針對這些變化，結合《語錄》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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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出版年代及社會背景，我們將在下面探討影響這些變化的可能成因。

6.1“同志”語義的變化

“同志”一詞在古漢語中指的就是有著相同志趣的人，而它最早被賦予政治內涵的

用法出現在辛亥革命前後, 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孫中山先生那句“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

仍需努力”（方傳餘 2007，28）。在革命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後，“同志”這一稱呼被

共產黨廣泛宣傳以及應用，主要是用來取代一些如先生，小姐這樣的傳統稱呼，也是

為了保證無論社會地位或是經濟地位，所有人都能處於一個平等的位置，實現共同的

政治目標（Scotton & Zhu 1983，479）。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推崇階級鬥爭的大

環境下，“同志”則被賦予了更加濃烈的政治色彩，是劃分敵我的重要標誌。“同志”

代表的是對共產主義的絕對忠誠，絕對遵守黨的命令並遵守政黨政策的人（Goldman
2005，5）。為了保持這樣的政治內涵，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語錄》中大部分“同志”都

被忠實譯為 “comrade”。
文化大革命之後，“同志”的政治內涵也減淡了不少，它不僅是指稱擁有共同理想

或是來自同一黨派的成員，也是一種可以用來親切稱呼很多不同人群的用語（Scotton
& Zhu 1983，481）。隨著時代的變遷，“同志”的使用頻率也在逐漸下降，尤其是改

革開放之後許多人不再使用這一稱呼，而重新開始使用“先生”、“女士”這類傳統的

稱謂。在共產黨內部以及各類政府機構中，“同志”依然是常用的稱謂。在黨的十八屆

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強調，為了避免官僚

主義的盛行，保持黨內民主平等的關係，黨內都應該互稱同志。雖然新時期的“同志”

不再具有高度政治化的內涵，在共產黨內依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一些特殊、莊嚴

的場合，例如表彰或強調某位領導人對國家和黨的貢獻時，仍然使用“同志”這一稱

謂並將其直譯為 “comrade”。

6.2領導人的形象

《語錄》出版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時正值文革這一特殊時期。在林彪等人的

宣傳和鼓吹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了頂峰。人們學習他的思想，把他奉為

精神領袖（劉火雄 2014，38）。“手不離語錄，口不離語錄”成為當時國民的生活常

態；林彪更是以“毛主席的話，水準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

頂一萬句”這樣的話來形容毛澤東著作。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譯者在處理政治性詞匯

如“同志”時尤為謹慎，力求最大限度重現原文包含的意義和特徵。

文革結束後，“個人崇拜”的熱浪消退。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中國也把發展重心

由階級鬥爭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治國》一書收集了習近平在國內和國際場合

的各類講話和演講，語言樸實，生動活潑，向讀者展現了一個親民、接地氣的領導人

形象（管永前 2015，56）。正如批評語言學家Wodak（2011，525）所說，政治家使用

的各種體裁的政治話語與其個人形象的塑造密不可分。為了讓政治人物的形象在英文

中也能得以實現，譯者選擇了貼合日常生活的用語，比如將指代黨員的“同志”翻譯

成 “friends”、“colleagues”這樣更加親切的稱呼。作為譯者，具備必要的政治意識，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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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出符合時代要求和符合目標讀者語言習慣的翻譯選擇。

6.3外宣翻譯的目標

政治文獻翻譯的目的是對外宣傳黨和國家的政治理念和政策，自然而然地擔任了

一定的媒介任務。譯員對政治文獻的翻譯往往也受到社會意識形態和翻譯目的的限制

（Schäffner 2004，122）。1949 年 12 月，中國國際書店成立，其主要目標就是向遭受

壓迫的東西方國家和地區介紹毛澤東思想以及中國革命勝利經驗（劉火雄 2014，37）。
來中國訪問的外國人員都會收到《語錄》作為禮物，而在國外的留學生有的則走上異

國的街頭宣傳《語錄》（餘紅俐 2017，27）。當時，政治文獻翻譯的主要目的是“全面

地準確地傳播毛澤東思想”（程鎮球 1980，1），因此翻譯以直譯為主，較少考慮中西

方的文化差異及西方讀者的接受情況。

文革之後，對外傳播機構都進行了一定的調整，從宣傳政治思想、推動革命進

程轉變為以文化銷售為主的模式，即由“文化政治轉變為文化產業”（劉火雄 2014，
39）。《治國》就是在這樣高度現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版，其主要目的已經不再是

單純宣揚政治思想和言論，而是提供一個給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瞭解中國的平

臺（王剛毅 2014; 黃友義、黃長奇、丁潔 2014）。譯本的目標受眾也由少數外國專家

學者擴展到普通民眾。因此在翻譯時，就需要結合譯入語語境進行調整，並且適當弱

化某些意識形態信息，避免過於直接的語言造成理解和傳播的障礙。這一點我們可以

從該書對“同志”一詞的靈活處理上窺知一二。

七、結語

本文借鑒批評話語分析的有關概念並採用量性質性結合的研究方法對《毛澤東語

錄》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中“同志”的翻譯進行了對比研究，以此展示

國內政治文獻翻譯策略的轉變，並嘗試探討造成這些變化的成因。研究發現，“同志”

一詞的譯法從 60 年代的以直譯為主，發展到如今的直譯、省略、中性詞替代等靈活

多元的處理方式。這種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過於強調忠實的翻譯已經不再是翻譯

政治文獻的最理想、最合適的方法；重視目標讀者，以有效傳播為目的的策略才是如

今政治文獻翻譯的趨勢。不僅如此，它也從側面展現了整個翻譯界對翻譯和翻譯研究

關注重點的變化，從以原文和譯文文本為主的研究轉向更加注重功能、交流、文化等

方面的研究。這樣的變革反映出社會文化環境的變遷，也體現出時代對翻譯、尤其是

政治文獻翻譯提出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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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Medical Language Service Competence Model
(by Cong Guo and Chengshu Yang)

An environment free of language barriers guarantees smooth international medical ser
vic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has also brought about changes in the demand
of competence for language service providers.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mostly focuses
on interpreter or translator competence. Less attention is paid to language service compe
tence in specific fields, which is often generalized as subject competence. It is not necessarily
enough, in terms of being competent for their work in the medical field, for language service
providers to possess only core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ng skills and relevant knowledge. It
is essential to carefully study the components of competence framework, which will provide
a basis for talent training and curriculum design. This research makes the medical language
service competence the main focus. It uses interviews and field surveys to collect data, as
well as the methods and procedures of grounded theory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earch ex
tracts thirtythree concepts, forms eight categories, and constructs an international medical
language service competence model.

一、研究背景

無障礙的語言環境是國際醫療行動順利發生的保障，語言服務提供者則是國際醫

療人力資源的核心要素，良好的醫療語言服務能力對於保障醫患溝通、維護病人安

全、推動國際醫療發展以及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至關重要。

國際醫療語言服務需求從醫院觀點出發多為口譯，而從病人權益出發，應納入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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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醫療行為的筆譯，如知情同意書，從公共服務角度還應包括醫院公示語翻譯等，其

思維與落實方式和針對移民的社區醫療口譯大相徑庭（楊承淑,齊龍駒, 2018）。作為國

際醫療環節，還包括病患從咨詢、入院、出院、保險理賠等流程的口譯，以及大量筆

譯，如住院須知、病歷、體檢報告、患者日誌、患者簡報和後續文檔、結果分析、患

者外展文檔等。而以醫療機構為核心，國際醫療相關部門的語言服務需求方還涉及保

險公司、國際救援公司、醫療器械公司、製藥公司等。

鑒於國際醫療語言服務需求方眾多，醫院處於核心地位，因此本研究以醫療院所

語言服務提供者的能力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問題包括：國際醫療語言服務提供者應

具備哪些能力，各子能力之間具有什麼關係。研究從全球國際醫療行動著眼，調查和

訪談數據主要來源於中國台灣地區，部分來源於中國大陸和日本的國際醫療業界人

士，以保證研究結果具有推展性和普遍性。

二、文獻回顧

2.1醫療語言服務與醫療品質

在醫療場域中，譯者時常是由通曉外語的病患親友、護理人員、雙語的兒童[1]、

志願者等擔任，他們的翻譯錯誤包括漏譯（omission）、增譯（addition）、換詞（sub
stitution）、編譯（editorialization）、假性流暢（false fluency）等現象，影響英語能力有

限（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LEP）患者的醫療品質（Flores et al., 2003）。
Anderson 等人（2003）基於美國多元文化語境，對醫療系統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進行了綜述，認為文化能力包括語言和文化兩方面。指出醫患之間的語

言障礙損害彼此的信任感，從而降低醫療品質以及適切的後續跟蹤的可能性，甚至可

能造成誤診和不當治療。不同文化形塑了對“健康”和“疾病”的實際意涵的信仰和

理解模式（pattern），這種模式又反過來影響症狀識別、歸因和解讀，並影響尋醫問藥

的方式。

因此，“文化能力與醫療品質是融為一體的，因為具備文化能力的醫療照護確保

提供適切的服務，減少不同語言、文化帶來的誤解所造成的醫療事故”（Anderson et
al., 2003, 6970）。

具有文化能力的醫療系統（culturally competent healthcare systems）包括以下五個

面向的適當混合：（1）反映所服務的社群文化多樣性之員工組成；（2）操顧客語言

的翻譯人員或醫護人員；（3）針對服務人群文化和語言的教育訓練；（4）符合客戶文

化規範的多語言標識和醫療文書；（5）具有文化特殊性的醫療環境（Anderson et al.,
2003, 69）。該研究強調譯者和提供醫療行為的雙語者對於提升醫療體系文化能力的重

要性。然而，不足之處在於本研究並未區分受過一般口譯訓練者、受過醫療口譯訓練

者與雙語醫務人員（bilingual medical professional），這三者對文化能力和醫療品質提

升的不同作用，因而最後得出的是無法確定該干預手段效果的結論。

專業的醫療譯者對於提高外籍人士就醫時的醫療品質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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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r等人（2007）的實證研究證明，相較於臨時譯者，專業口譯者在提高醫療品質上

更能發揮作用，包括提高醫患溝通的準確性、診療結果的品質和照護滿意度。

Meyer等人（2010）檢視了他們所收集的醫療對話語料後，指出雙語或多語的醫療

人員熟悉在地語言、文化、背景和醫療照護系統，並且由於與醫師共事，能夠全面意

識到醫師的實際用意和醫療目的，因此，能夠為非英語使用者（nonEnglish speakers）
或者 LEP 病人進行口譯，隨著此類病患的增多，這種現象在實踐中愈發普遍。但是，

研究者強調，醫療人員必須接受培訓，習得“高標準的翻譯能力”以減少翻譯錯誤。

王炎強（2017）專門對比了職業口譯員與非職業譯員的差異，認為非職業者在翻

譯能力、翻譯經驗、翻譯規範與道德遵守，以及參與交際的程度上與職業譯員均存在

差距（王炎強, 2017, 2223）。但是，臨時擔任口譯的機構工作者如醫護人員，有機會

透過自學和工作中翻譯實踐習得翻譯能力和翻譯技巧，在特定場域下不斷從實踐中提

升翻譯能力（2017, 21）。
由此可見，在醫療場域，專業譯者與雙語的醫護人員均擔任醫療語言服務提供者

的角色。他們的專業程度影響患者的權益乃至健康與生命。同時，不同文化背景患者

對於健康的不同觀點，也形塑著他們對於醫療照護的接受與認知。因此，專業的醫療

語言服務對於消除語言障礙、彌合文化鴻溝及提升醫療品質起著關鍵作用。

國際醫療並非等同於醫師和護理師能夠使用外語執業，而是體現於醫療機構在醫

療水平、醫療照護、就醫流程、文化理解、醫患關係、資訊溝通、人力資源、保險理

賠、政策實施等方面相對於本國原有醫療體系的全方位變革。而醫療人員所能顧及的

範圍僅涉及診間與少量就醫流程，且依照目前醫療人員語言服務能力不足的現狀與個

人醫護人員僅能掌握一門外語的事實看來，在國際醫療的各個環節，均需要具備專業

化語言服務能力的人才，尤其是專業的醫療譯者。

2.2能力研究發展脈絡

對於口筆譯核心能力的研究，經歷了從翻譯能力到譯者能力的轉變。翻譯能力基

於文本的語言轉換所需的能力。譯者能力含義更為豐富，凸顯了譯者專業化對口筆譯

能力的要求。全球化帶動各領域國際化的深入發展，以往的通用能力在落實到特定領

域時，已經無法滿足需求。本節回顧及梳理從翻譯能力到譯者能力，再到專業領域語

言服務能力發展的脈絡。

2.2.1從翻譯能力到譯者能力
早期翻譯能力模型強調的是語言轉換能力（Neubert&Shreve 1992;Wilss1982, 412）。

自 Neubert（2000, 6）開始關注主題能力和文化能力。Colina（2003, 25）將翻譯能力視

為溝通能力。Cao（1996）基於溝通式語言能力的觀點，提出了由四種主要子能力構

成的翻譯水平模型，包括翻譯的語言能力（translational language competence）、翻譯

的知識結構（translat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翻譯的策略能力（translational strategic
competence）和語境脈絡（context of situation）。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翻譯職業化進程的推展，翻譯產業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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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翻譯能力的研究已經不足以含括和解釋翻譯領域的新現象。苗菊（2007, 47）指

出：“翻譯能力是一種獨特的綜合能力，涉及了各種知識和技能的協調應用，語言能

力只是翻譯能力的基礎，不足以概括翻譯能力的構成”。Kiraly（2000/2014）對翻譯能

力（translation competence）與譯者能力（translator competence）進行了重要區分，認

為翻譯能力之外，還需要工具能力、創造性、職業譯者行為、團隊精神和資源獲取能

力等。尤其是社會已經普遍將口筆譯視為服務業，因此與該職業相關的能力亦同樣重

要。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 PACTE模型和 EMT框架。

（1）PACTE翻譯能力模型

PACTE（2003, 60）翻譯能力模型（圖 1）包含五種子能力及一系列心理生理因

素，明確指出翻譯能力是專家知識（expert knowledge）。專家能力“具有明確或抽

象的寬泛能力基礎；是有意識的並且可外顯；具有複雜的組織結構，可應用於解決問

題”（PACTE 2003, 45）。從入門到成為專家需要經歷初始階段（新手知識），知識的自

動化，直到最終階段的專家能力，這些階段的能力或有自然習得也有經指導習得者，

但均需學習的過程。

圖 1: 翻譯能力模型（PACTE 2003, 60）

圖 1的模型明確指出各子能力的相互關係（interrelationships）和層級關係（hier
archies），所代表的是動態的（dynamic）、螺旋上升的（spiral）能力建構過程。該研

究強調各能力的培養離不開學習能力，在學習過程中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不斷整

合、發展和重構（restructured）。隨著譯者經驗的積累，能力也會逐漸自動化（autom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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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能力模型固然有良好的解釋性，但未盡之處在於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該模型

針對筆譯，且在一系列研究中，均未能展示進行實驗的文本或文本難度，因此沒能涉

及文本類型和不同主題領域對翻譯能力組成因素的影響。第二，該模型將策略能力視

為核心能力，理由是能夠整合、協調和激活其他能力，對翻譯策略選擇、問題解決、

補償其他能力的缺失至關重要。策略能力主要起著規劃、執行、評估、補救（劉建珠

等, 2017）的作用。在模型中已經指出了策略能力也受到其他四種能力的影響，其他

四種能力的增強也能夠促進策略能力的增強，但研究中僅著重強調策略能力對其他四

種能力的作用，反之卻並未做詳細說明。第三，將特定領域知識歸入語言外能力，忽

略了特定領域知識對於增強該領域語言能力、敘述能力，提升在特定領域內策略能力

的作用，對特定領域內進行翻譯工作所需要的知識體系強調不足。

（2）EMT能力模型：20092017
歐盟翻譯碩士專家組（EMT Expert Group）制定了“專業譯者及多語和多媒體溝

通專家的能力框架”（Competences for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experts in multilingual and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即 EMT能力車輪（wheel of competence）（見圖 2），成為

歐盟首要翻譯能力構成框架。歐盟的翻譯人才培養模式也是影響亞洲地區高校口筆譯

培訓課程的重要參考。

圖 2: EMT能力車輪（2009）

EMT 2009 翻譯能力車輪包括六種子能力，每種又覆蓋不同面向。處於核心的是

翻譯服務提供能力，分為人際面向和產品面向。人際面向涉及客戶溝通、項目管理、

自我管理及能力提升、職業道德，還包括協同工作和情境適應能力。產品面向涉及滿

足客戶需求，翻譯技巧和策略的運用，評價譯文能力和譯後編輯能力。

該通用框架以歐盟多語環境、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為背景。所提出的能力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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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語言職業（language professions）或者廣義上的翻譯，也包括不同類型的口譯

（EMT 2009），顯示出口筆譯能力兼備發展的意識。

以下從三個方面對該框架的優缺點進行探討。首先，與客戶溝通、瞭解客戶需

求、提供翻譯解決方案等要求凸顯了語言服務的重要性。但語言服務寓於提供翻譯

服務的過程中，且該能力構成並沒有充分強調口筆譯知識和技能。第二，雖然此為

通用框架，但注重情境化的問題解決方案。無論是解決文本內容、翻譯過程、客戶問

題還是工具使用，該框架對於問題產生的歷史、地理、社群和文化情境均進行提示。

可見，翻譯能力高度依賴情境，並且是在一定情境下知識、能力和技能互動的結果。

第三，主題能力強調學習能力，確切而言是自學成才。自學能力固然重要，並且整個

社會都已經認識到終身學習的重要性。但是，涉及到專業知識領域，知識體系的建立

並非只靠自學就能深入其中。缺乏專業人士的指導和系統的學習，往往造成見木不見

林，或者停留在關於該領域的事實和個別知識層面，難以形成對某一專業領域的宏觀

認識以及建立知識體系，也會造成進一步深入學習的困難。因此，主題領域不能只

靠譯者個人的學習和積累。在知識社會中，任何一個領域的知識均不斷深化和分化，

欲深入某一專業領域，必須透過專業團體或學術機構進行針對性的指標提示、知識更

新、系統規範等學習。

隨著社會、經濟、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全球化進程的深入，以及語言產

業和歐洲高等教育的變化和挑戰，2017年 EMT修訂了翻譯能力框架（見圖 3）。該能

力框架使用 2008〈歐洲資歷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的技能（skill）、
能力（competence）、知識（knowledge）和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s）四個關鍵術

語。〈歐洲資歷框架〉的形成依靠歐洲勞動力市場變化外部拉力和發展終身學習的內

部推力（吳雪萍、郝人緣, 2016）。因此，EMT 2017 能力框架的主要目的亦在於增強

畢業生的就業能力，並融入終身學習理念。

圖 3: EMT能力框架（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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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框架明確說明，其目的並非提出要求全部畢業生具備的所有能力、技能與態

度的框架，因此該框架並未包括理論知識與研究能力，而在於建立通用能力框架，描

述畢業生應具備的通用能力（general competences）和特定技能（specific skills）（EMT
2017）。並且，專家組建議落實到人才培養項目時，能夠提出適用於特定領域的能力

框架，拓展現有能力、技能與知識的範圍。

因此，從 2017 框架的六種能力構成和 35 條能力細則上可以看出，它實際上是

包括翻譯和外語服務在內的語言服務能力框架，與 2009 框架將語言服務作為提升翻

譯服務品質的一部分有所不同，2017 框架將翻譯與第六項服務能力並行。服務能力

（service provision）描述了語言服務提供者諸多翻譯之外的能力，如符合語言服務使用

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需求（第 29 條），項目管理及協同工作能力（第 31 條），理解、

貫徹語言服務標準，並能加以應用（第 32、33條），遵守職業倫理和標準（第 34條），

反思語言服務並提出改善策略（第 35條）。縱觀第六項能力，語言服務提供能力強調

需求情境、協同工作、職業倫理、標準和反身性。因此，該框架是語言服務提供者的

通用能力框架，其內容超越了狹義的翻譯能力或譯者能力。

雖然強調語言服務提供的各方面情境，但是，該框架卻將與情境息息相關的主題

能力縮小到翻譯能力之中，而將學習能力歸入個人及人際能力之中。在翻譯能力之

下，框架指出應注重選修特定領域（domainspecific）、特定媒介（mediaspecific）和

特定情境（situationspecific）的翻譯課程。對專業領域應學習的內容也提出要求（第

4條），如掌握系統概念、推理方法、表達標準、術語和措辭得當以及使用專業的來源

查證資源等。

但是，如在對 2009 框架的探討中提到的，專業領域的翻譯及語言服務所需的不

僅是術語和表達，還涉及知識體系和專業領域與語言相結合的跨領域、跨學科的規

範、方法和理論等。將學習能力歸入個人及人際能力反映了終身學習，自我能力提升

的發展趨勢與現實需求，將語言服務提供者能力提升與其社會意義相連接，重視人類

福祉與廣義上的個人增能與素養之提升，增加人文關懷與全人教育之面向，旨在提高

語言服務提供者的社會地位與自我價值。但是對於深入專業領域的學習則規定得較為

寬泛，還應結合具體案例進行深入研究。

從 2009車輪到 2017框架，EMT能力的構成從以翻譯為核心向語言服務發展。兩

者均指出學習者應結合具體領域，增強特定領域及新興領域翻譯和語言服務能力，緊

扣時代發展和社會需求。2017框架更強調技能，更融入現場，而且能力構面的組成更

加清晰。框架未盡之處在於：第一，雖然強調應綜合考量各項職能、能力和技能，但

無論 2009 還是 2017 框架都沒有明確論述各個能力的互動和影響關係。第二，框架指

出主題能力或特定領域翻譯和語言服務的重要性，但是僅認為增加專業領域知識就能

解決專業領域語言和翻譯問題。鑒於此為通用能力框架，並且已經為特定領域能力研

究留有較大空間，因此可結合具體領域進行深入研究，拓展及改變框架能力的範圍和

要素。

針對職業口譯員的能力，王斌華（2012, 77）基於 PACTE 模型提出譯員能力的

構成及其發展過程，該模型將譯員能力分為智力因素與非智力因素，其中智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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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雙語能力、言外知識、口譯技巧，非智力因素包括譯員的心理素質、職業素質、

身體素質。Setton & Dawrant（2016, 4244）提出由語言（language）、知識（knowl
edge）、技能（skill）和專業能力（professionalism）構成的職業口譯員能力模型，並

指出這些能力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加成作用的專家能力（Expertise），用公式表示即

E=∫（L+K+S+P）!。
翻譯領域能力研究經歷了從針對文本本身的翻譯能力研究，到譯者職業化後的譯

者能力研究，譯者所應具備的能力地圖不斷擴大。服務提供能力的重要性日漸凸顯，

譯者能力屬於專家能力的事實也得到強化。而隨著社會發展，譯者的終身學習和全人

發展理念也納入了能力框架。

2.2.2專業領域翻譯能力研究
眾多研究者已經關注抽象的能力在特定場域的落實，無論是翻譯能力還是譯者能

力均應從實踐中習得（Schäffner 2012）。就實踐而言，任何翻譯任務均屬於某一領域

或基於某一學科。專業領域翻譯能力，即主題能力（thematic competence）（Kelly 2007,
17）、話題能力（subject competence）（Neubert 1994, 412）或領域知識能力（domain
competence）（Kastberg 2007, 104; Schäffner & Adab 2000, 1），指在專業領域內進行翻

譯工作所需要的能力，如醫療、法律、科技、金融、文學等領域。但前人文獻多以概

括的方式提出，系統研究仍待精進。

Cao（2007, 46）明確指出，譯者與專業領域人士（specialist）（如律師）知識結構的

差別在於，譯者所具備的是多個領域達到一定程度的表層知識結構（surface knowledge
structure），翻譯知識結構（translat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s）是這些表層知識結構的

混合。專業領域人士所具有的是某一特定領域的深層知識結構。譯者在專業領域的認

知圖式（schemata）並非如專業領域人士那樣充滿豐富的細節（Biel 2011, 170）。對於

專業領域譯者來說，“可提高和強化特定領域的深層知識結構，但不必與該專業領域

人士一樣”（Cao 2007, 46）。
比利時根特大學的研究團隊（Krystallidou et al., 2018）開展了旨在培養譯者“醫師

思維”和培養醫師“譯者思維”的聯合培訓（joint training），同時提升兩者在醫療情境

下的溝通能力，旨在解決服務語言病人時思維落差與學用不符的情況，以保障病人安

全、診療順暢，並落實翻譯與醫學人才培養。該聯合培養方式，顯現了跨領域理解與

跨學科思維的培養模式。

透過檢視當前各國的國際醫療現狀與數據，以及分析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要求和服

務接受方，楊承淑與齊龍駒（2018, 2223）指出，落實於醫療場域的醫療翻譯人員的

工作能力特點如下：

• 追求雙語能力與專家知識的高度整合。

• 口語與書寫能力之外，尚應具備編輯修訂等，語文再生產能力。

• 採取使用者文化與慣習為基準的跨文化溝通原則。

• 具備充分的知識能力，以選擇適切的工具及搜索技術，並加以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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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成術語平行語料庫與翻譯記憶庫的教學及應用團隊。

• 實務環境中，譯者須具備獨立作業的應變能力及團隊作業的協調能力。

由上述文獻可見，專業領域譯者所需之該領域知識，應具有更加深層的結構，達

到接近本領域專家的程度，如律師、醫師，不同的是譯者不必承攬訴訟或治病救人。

更重要的是，其專業知識還應與翻譯知識及學科思維相混合，形成專業領域的翻譯

知識與跨學科的思維。因此專業能力、主題能力或領域知識並非翻譯與專業知識的

疊加，而是具有深層結構的專業知識與翻譯知識和跨學科思維以及問題解決方法的混

合。尤其，獲得深層專業領域知識結構，必須系統性地學習，僅靠自學或隨機性較強

的長期積累，較難以獲得深層知識結構和與時俱進的實務經驗。

特定領域知識與其他專家知識一樣，也需要學習的過程及相應的設計。在能力發

展過程中，特定領域知識與問題解決能力是與翻譯/譯者能力互相作用，共同提升的。

不同主題領域所需要的學科知識結構不同，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不同，專業文化更是

不同（如醫療文化、法律文化等）。專業領域所需要的能力並非翻譯 + 專業知識這樣

制式而簡一。因此，需要結合充分的專業領域案例與學科知識加以深入探討。

此外，特定領域內情境更為複雜，如時常出現口筆譯角色融合的現象，而譯者有

時還需以外語作為工作語言，更顯示出譯者協同工作能力的重要性。因此，譯者能力

宜向語言服務能力轉化。

三、研究方法與過程

3.1研究方法

國際醫療翻譯人才培養不同於傳統的翻譯教育，工作場域從以往的非特定場域轉

向醫療的特定場域。翻譯人才培養的深入發展，必須貼合使用場域的語言服務，這標

誌著翻譯教育的專業化轉向。針對這樣的變化，研究者有必要紮根實務領域，藉由國

際醫療相關領域中具備一線經驗的專業人士，以及國際醫療語言服務的利益相關者，

去瞭解這一嶄新領域中的現象和知識經驗，對複雜的情況進行細緻的描述和解釋。因

此需要引入更多的研究方法，對該領域進行脈絡化的探究。

本研究透過訪談法、田野調查法和參與觀察法蒐集資料，採用紮根理論的資料分

析方法和檢驗程序，步驟如下：（1）將所收集之訪談數據進行語音轉寫；（2）採用持

續比較法[2]（constant comparisons）萃取關鍵概念；（3）結合具體案例萃取國際醫療語

言服務能力概念，將其範疇化並顯示各範疇之間的關係。

3.2資料蒐集

本研究的資料包括研究者對國際醫療語言服務利益相關者的訪談、參與觀察、課

堂公開資料蒐集、醫療院所實地調查等。

訪談對象選取採用分層目的型抽樣和關鍵個案抽樣相結合（陳向明 2000,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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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為（a）國際醫療翻譯教學者、（b）國際醫療翻譯學習者和（c）業界人士，以

及同屬兩個分類者：（a+c）業界教師、（b+c）修習國際醫療翻譯碩士課程的業界人士，

詳見圖 4。本研究是國際醫療語言服務系列研究之一，因部分受訪者回答內容與本主

題相關性較低，故未在本研究入選，因此編號不連續。

圖 4: 受訪者分類

訪談起始於 2017 年 9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7 日止，直到理論飽和時訪談

資料蒐集結束。共計 31場半結構訪談（訪談大綱見附錄一）、一場基於台灣輔仁大學

國際醫療碩士課程的專業實習課修課學生的焦點團體（包含訪談和問卷，見附錄二和

三）、一次醫療院所語言服務水平及需求調查（見附錄四），以及上述國際醫療翻譯系

列課程課堂公開資料（包括演講、經驗分享、講座等）。上述訪談和調查涉及受訪者

達 36人，部分受訪者接受過兩次訪談和/或多次資料補充，共計 49人次，受訪情況如

表 1 所示。全部訪談稿均謄寫為逐字稿，共計約 26 萬字，是質性資料分析的主體部

分，其他質性資料作為輔助和補充。

表 1: 受訪者背景及受訪記錄

編號 教育背景 工作經驗 受訪時間 時長 /形式 備 註
[3]

P1 大學日語專業、

翻譯學研究所

原日商公司譯者；現日本

某醫學中心國際醫療部全

職譯者

20170930
20181126

122 [4]

文字 [5]
訪談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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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大學公衛系 台灣某醫院國際健檢中心

實習；現台灣某醫院特診

中心管理師

20171016
20181127

60
餐敘[6]

訪談

2次

P4 大 學 新 聞 系、

MBA
原電子產業；現翻譯公司

職業譯者

20171019 52

P5 大學日文系，翻

譯學研究所

兼職譯者；現日本某醫學

中心譯者

20171110 68

P6 語言學博士、法

學碩士

國際醫療翻譯課程英文組

專任教師

20171123 110

P7 大學公衛、翻譯

碩士 [陸]
國際醫療自由譯者 20191217

94
73

訪談

2次

P8 翻譯學博士 國際醫療翻譯課程英文組

兼任教師，職業譯者

20171201 76

P10 博士在讀（國際

醫療翻譯方向）

國際醫療翻譯課程日文組

專任教師；日文母語

20171204
20190304

92
郵件

訪談

2次

P11 大學護理系 原某醫院護理師；現國際

救援公司護理師

20171208 38

P12 醫務管理 台灣某醫院行政副院長 90
P13 大 學 植 物 病 理

學、碩士生命科

學系

翻譯公司譯者、醫療翻譯

編輯

20171220 67

P14 大學英文系 台灣某醫院國際健檢中心

管理師

20171222
20190327

64
文字

訪 1
補 1

P15 電 研 所 碩 士、

EMBA
原 AT&T、華碩、微軟高

階經理人；現某醫材公司

亞太區董事總經理

20180113 60

P17 大學護理系、管

理學碩士

台灣某國際健檢中心經

理，進入翻譯課程課堂講

座、實習講評

20180507
20180611
20180625

35
43
68

訪 3
需求

P18 大學醫學系、公

共管理碩士

台灣某醫院特診中心 20180613
102
咨詢

[7] 訪 1
補 1

P19 醫學科學研究所

博士

某醫學大學護理系教授 20180620 40

P20 翻譯學碩士、比

較文學博士在讀

國際醫療翻譯課程英文組

兼任教師，職業譯者

20180622 41

P21 護理背景 某醫院國際健檢中心執行

長

20180625 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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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 大學醫學系 原物理治療師、政府體育

處科員；現翻譯公司兼職

譯者

20180627
20190322

36
35

訪談

2次

P23 翻譯學碩士 國際醫療翻譯課程英文組

兼任教師，職業譯者

20180629 129

P24 大學日文系 兼職譯者 20180911 62
訪 1
焦點

P25 大學中文系 自由譯者 20190315
文字

13[9]
訪 1,
焦點

P26 大學德文系 醫療研究團隊兼職翻譯及

助理

20190320
文字

15
訪 1
焦點

P27 護理背景 台灣某醫院國際健檢中心

個案管理師

20180706 報告 [10] 需求

調查

P28 護理背景 台灣某醫院國際健檢中心

個案管理師

20180706 報告
需求

調查

P29 護理背景 台灣某醫院國際健檢中心

個案管理師

20180706 報告
需求

調查

P30 臨床心理系 台灣某醫院國際醫療部事

務員

20180106 90 講 座

& 訪

談 [11]

P31 大學日文系 台灣某醫院國際健檢中心

翻譯人員

20181130 文字
補充

資料

P32 保險 台灣某國際保險公司監察

人（資深）

20190309 30
補充

資料

P33 大學職能治療系 醫院實習 20190317 30
補充

資料

P34 護理背景 台灣某醫院國際健檢中心

個案管理師

20180706 報告
需求

調查

P35 護理背景 台灣某醫院國際健檢中心

組長

20180706 報告
需求

調查

P36 語言學（翻譯方

向）博士

國際醫療翻譯課程創立

者；IMTIA理事長

20180627 118 [12] 焦點

團體

P40 醫學博士 婦產科醫師 20191208 文字
補充

資料

P41 醫學博士 心臟內科醫師 20181217
20190821

文字
補充

資料

P42 護理師 國際醫療中心護士長 20190416 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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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簽署知情同意書（附錄五），再使用錄音記錄。在醫療場

域實際調查不便以錄音記錄時，則採取現場筆記和事後整理訪談內容的方式。重點內

容採取三角檢驗法（Triangulation）。參與觀察資料以課堂筆記、參訪記錄、田野筆記

的方式記錄重點內容。

3.3研究過程

本研究分析工具先後採用 Nvivo 11及 Nvivo 12 plus進行概念萃取和範疇化，進而

基於 Strauss與 Corbin（1990, 6374）所提出的一般性研究流程，構建初步模型。編碼

過程中的示例如圖 5所示。

圖 5: 編碼過程示例

Strauss與 Corbin（1990/1998）提倡資料分析階段的三種編碼方式，即開放性編碼

（一級）、主軸編碼（二級）和選擇性編碼（三級）。雖然開放性編碼和主軸性編碼是

兩個分別分析的程序，但在實際操作時，經常替換使用，以符合實際需求。“編碼的

基本原則在於對資料進行持續的比較，進而從中撷取主題、建立範疇”（藍佩嘉 2013,
63）。

主軸編碼用於建立範疇關係，確立典範模型並驗證假設。最後的選擇編碼則用於

尋找核心範疇，並驗證範疇間的關係。最終建構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模型。筆者採

用邊訪談邊編碼的方式，直到資料飽和。在資料飽和後，又在不同時段進行編碼，以

確保訪談不同階段所得到的資料採用同樣的原則編碼歸類，不一致之處再次回歸資料

進行分析確認。就紮根理論而言，深度訪談、田野觀察、資料分析等行動是“不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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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進行、呈螺旋狀向上攀升的過程”（林本炫 2003, 174）。因此，理論抽樣和建立最終

模型也是一個不斷修正的過程，而本研究即體現了這一過程（見圖 6）。

圖 6: 本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採用上述編碼模式，在研究流程中並非完全摒棄前人文獻，而是透過前人

文獻探討，定位當前研究不足，建立初步模型後再就關鍵問題與前人文獻進行對比。

四、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模型建構

4.1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編碼與範疇化

本研究借鑒前人對譯者能力的研究成果，從組織效益與個人發展並重的角度出

發，並納入終身學習等觀點，進而展開研究，試圖建構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模型。

以醫療場域語言服務者能力為核心，最初得到 32 個一級編碼庫（表 2），修正後增至

33個。

表 2: 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一級編碼庫

編號 一級編碼 描述[13]

N1 雙語能力 bilingual competence 兩種語言的語用能力，包括語音、語

法、語調、語言的知識，社會語言能

力，以及語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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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 多變體中文 variations of Chinese 應習慣大陸不同地區口音。由於需要

應對全球病患，應一定程度上瞭解新

加坡等華語使用地區的不同語用變體

和書面中文特點。

N3 雙語醫療專業語言 medical discourse
in two languages

雙語醫療話語理解和表達能力，使用

兩種工作語言表達醫療專業術語、概

念，及敘述醫療專業知識等。

N4 醫療語言常民化 medical language for
general public

從患者角度出發，將難以理解的醫療

語言轉變為容易理解的語言。

N5 跨文化協調 crosscultural mediation 基於對服務對象所處文化的瞭解，識

別和應對文化衝突和誤解，以及識別

自身文化傾向。

N6 醫療文化 medical culture 對本國本地區醫療文化的瞭解，以及

不同國家和地區民眾、病患對醫療和

就醫行為的理解認知。

N7 醫療知識 medical knowledge 包括人體結構、症狀描述、常見病及

其治療、疾病起源、替代療法、專科

知識、醫療技術的知識等，以及醫院

管理和醫院評鑑相關的陳述性知識。

N8 醫療程序 medical procedure 包括與醫療相關的程序性知識，如

診斷流程、檢查流程、保險給付流程

等。

N9 法律法規 laws and regulations 與跨境就醫、醫療過程、攜帶藥品出

入境、醫療保險給付等相關的法律、

法規。

N10 醫療倫理 medical ethics 踐行自主原則、不傷害原則、行善原

則、正義原則。且不採取逾越自身執

業範圍的行動（如無醫師或護理師執

照則不可實施醫療行為）。

N11 醫療思維 medical thinking 能夠從病人安全和醫院管理進行多角

度思考，例如能夠鑒別不可安排的檢

查，能夠主動規避醫療風險和醫療糾

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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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 同理心 empathy 在文化、需求、生理、情感、認知等

方面表達尊重，理解他人立場及感

受，與病患進行換位思考並能妥善處

理問題的能力。

N13 口筆譯知識 knowledge about transla
tion and interpreting

理解並掌握口筆譯的過程、形態、方

法、流程、市場、客戶、受眾等。並

能夠結合醫療場域具體情境。

N14 口筆譯技巧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kills

掌握口譯和筆譯的技巧，並能夠結合

醫療口筆譯的原則和方法應用。

N15 口筆譯策略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在口筆譯問題解決中起到規劃、執

行、評估、補救作用的策略。但在醫

療場域，為保證病人安全和權益，策

略必須讓位於準確，必要時應調動周

圍資源，向醫師、護理師求助或網絡

查證。

N16 溝通能力 communication skills 包括與服務對象、醫護人員、同事等

有效溝通的能力。

N17 應變能力 improvisation ability 在緊急情況、嘈雜環境、時間緊迫以

及情境變化時能夠快速做出正確臨場

反應的能力。

N18 抗壓能力 resistance to pressure 能夠在壓力大、時間緊迫等環境下工

作，以及長期從事壓力較大工作的能

力。

N19 觀察力 observation 隨時注意所在情境的情況，觀察服務

對象或情境異動。

N20 判斷力 judgement 根據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個案對自身

語言服務提供的程度做出判斷，如病

人手術時是否留守現場待命，是否需

要將觀察到的患者異動報告醫師做進

一步判斷和處置。

N21 耐心 patience 能夠在長時間內不急躁地傾聽訴求或

協助解決問題。

N22 協同工作 cooperation 與醫護人員、同仁以及其他成員等配

合完成工作。

N23 自我關懷 selfcare 自我調節，提升身心素養。

N24 資源獲取 resource acquisition 能夠利用專業工具和渠道有效取得知

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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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5 經驗積累 experience accumulation 從情境中學習，包括個人經驗積累和

從他人經驗中學習，以及從實踐和學

習中掌握的訣竅（knowhow）。
N26 反身性 reflexivity 能夠透過情境反思並將其作為知識固

化。

N27 知識和技能學習 learning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不斷學習知識和技能的能力，包括長

期學習和短期學習。大量儲備各領域

表層知識，因應學科交叉知識。

N28 知識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透過將已有知識、資料和資源條理

化、系統化，進行知識管理，便於知

識存取，儲備個人語言資產，建立深

層知識體系。

N29 工具使用 use of tools 掌握搜索、翻譯、語料庫、翻譯記憶

庫、個案管理以及其他需要使用的工

具。

N30 協調能力 coordination competence 協調各部門、各科室、組織內外部人

員以及醫患關係以調動資源、解決問

題的能力。如迅速安排就醫流程、匹

配適切醫師、協調醫患關係、識別和

解決糾紛。

N31 行政能力 administrative competence 熟悉所在組織內部行政程序，以及組

織外部相關部門的行政流程，如醫院

行政、簽證流程、國際醫療報價評估

流程。

N32 職業道德 professional ethics 遵守相關崗位行為準則、譯者的職業

規範，具有專業精神。

接下來，研究者持續比較上述各能力編碼，進行一級編碼確認和範疇歸類，得到

以下二級編碼，即主軸編碼（表 3）：
接下來透過焦點團體（問卷和訪談）、個人深度訪談，以及資料分析，確定選擇

性編碼及其相互關係，構建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模型（圖 7）。六種能力綜合運用具

有協同增效的作用，共同構成專家能力。

雙語語言與文化能力是口筆譯的基礎，而落實在醫療場域，仍應強調口筆譯知識

和技能的學習。口譯方面應能在特定情境下進行視譯、耳語傳譯、在線口譯等，如跨

國多學科會診的在線口譯、為病患和家屬進行知情同意的視譯等。筆譯方面則需要熟

知翻譯標準和流程，甄別詞彙，理順譯文，控制質量，運用技術手段等，以及在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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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二級編碼

二級編碼 一級編碼

語言和文化能力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petence
雙語能力、多變體中文、雙語醫療專業語

言、醫療語言常民化、醫療文化、跨文化

協調

口筆譯能力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ng
competence

口筆譯知識、口筆譯技巧、口筆譯策略、

工具使用

醫療知識與程序能力

medical knowledge and procedure
competence

醫療知識、醫療程序、法律法規、醫療倫

理、醫療思維

個人及人際能力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同理心、溝通能力、應變能力、抗壓能力、

判斷力、觀察力、耐心、協同工作、自我

關懷

職業能力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協調能力、行政能力、職業道德

學習能力

learning competence
知識和技能學習、知識管理、資源獲取、

經驗積累、反身性

情況下快速抓住重點進行總結性翻譯，如國際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中需要快速收集、總

結、編譯各種資訊，進行重點摘譯等。

以往的譯者能力模型多以策略能力為核心，並對其他能力起著調節作用。但是在

醫療場域，尤其是醫療院所情境，其目的是推動醫療進程順利進行，應以病人安全和

權利為中心，並非譯者的個人策略能力展示，因此口譯必須以準確為最高原則。譯者

在現場無法確認的情況下，應能夠調動資源，進行求助或查詢，通順流暢應讓位於準

確。此時的策略能力又涉及醫療倫理和職業道德，以病人安全為優先。同理，在國際

救援、保險理賠等涉及病人及病人生命安全和利益的情境下，同樣應以準確為最高原

則。

醫療領域知識包括醫療知識、醫管知識、醫療程序、法律法規、醫療倫理、醫療

思維。這些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與語言能力相輔相成，語言服務提供者應可用兩

種語言表述，並實踐程序性知識。而醫療領域的程序性知識在進行翻譯的時候會轉換

成翻譯領域的陳述性知識。例如手術程序在醫療領域是程序性知識，而在口譯的過程

中就成為譯者的陳述性知識。知識是語言能力的材料，尤其是專業領域知識，需要經

年積累，專業領域語言服務所需要的是深層知識結構。同時還應注重各領域知識的學

習和積累。醫療日新月異，社會不斷發展，各領域知識跨學科交叉成為普遍現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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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模型

言服務提供者應能夠更新知識。

該模型將終身學習與個人發展納入考量，以學習能力為支持，將個人及人際能力

視為個人長期發展所需能力。其中學習能力分為長期學習和短期學習。長期學習指系

統性地學習專業領域知識，如語言、醫療等領域更為需要在指導之下學習。短期學習

指任務導向型的學習，如譯前準備或突發狀況的因應等。而短期學習又可透過知識管

理轉化為長期學習。

模型中的各能力應綜合考量，連結醫療場域實境，考察語言服務提供者在特定情

境下能力的展現，也就是因應情境的能力。各能力及其子能力構成也會在不同的情境

呈現不同的組合，但均以語言能力為基礎核心。醫療院所內部語言服務提供者應強化

對法律法規、醫療倫理的掌握和實踐，培養與他人協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作為全職工

作所需的職業能力。並將醫療倫理與翻譯倫理相融合，進行跨領域知識生產。

4.2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模型之修正

經過本研究合作者之間討論，透過分析訪談文字稿從 32 個一級編碼增加“服務

能力”，共計 33個，重新歸納能力模型的二級編碼，並且重新審視原一級編碼中各概

念之於醫療場域的重要性，萃取出各概念/編碼之間的關係，使得國際醫療語言服務

能力模型得到修正。修正後的模型，得到八個二級編碼。能力之間的層次關係更加清

晰，分別為：（1）雙語語言能力、（2）口筆譯能力、（3）醫療知識與程序能力、（4）
醫療語用能力、（5）醫療倫理及醫學人文能力、（6）個人及人際互動能力、（7）職業

能力、（8）學習能力。修正後編碼庫與原編碼庫對比見表 4。

表 4: 修正後編碼庫與原編碼庫對比

原二級編碼 包含之一級編碼[14] 修正後二級編碼 修正後之一級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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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言 和 文 化

能力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petence

雙 語 能 力、 多 變 體 中

文、醫療語言常民化、

雙 語 語 言 能 力

bilingual compe
tence

雙語能力、多變體中

文

口 筆 譯 能 力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ng
competence

口筆譯知識、口筆譯技巧、口筆

譯策略、工具使用

口筆譯能力 inter
preting and trans
lating competence

口筆譯知識、口筆譯

技巧、口筆譯策略、

工具使用

醫療知識與程

序能力 medi
cal knowledge
and procedure
competence

醫療知識、醫療程序、法律法

規、醫療倫理、醫療思維

醫 療 知 識 與 程

序 能 力 medi
cal knowledge
and procedure
competence

醫療知識、醫療程

序、法律法規

N/A
醫 療 語 用 能 力

bilingual medi
cal language use
competence

雙語醫療語言常民化、

雙語醫療專業語言

醫療倫理及醫學

人文能力 medical
ethics and medical
humanities compe
tence

同理心、 醫 療 倫

理、跨文化協調、

服務禮儀

個人及人際能

力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同理心、溝通能力、應變能力、

抗壓能力、判斷力、觀察力、耐

心、協同工作、自我關懷

個人及人際互動

能力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inter
action competence

溝通能力、應變能

力、抗壓能力、判斷

力、觀察力、耐心、

協同工作

職業能力 pro
fessional com
petence

協調能力、行政能力、職業道德 職業能力 profes
sional competence

學 習 能 力

learning com
petence

知識和技能學習、知識管理、資

源獲取、經驗積累、反身性

學習能力 learning
competence

知識和技能學習、知

識管理、資源獲取、

經驗積累、反身性

修正後二級編碼庫發生以下變化。首先，增加“N33服務禮儀”一級編碼內容，

包括基本禮儀、電話禮儀、接待禮儀、餐桌禮儀、國際禮儀。 [15] 服務禮儀屬於護理

師綜合能力。在國際醫療場域，無論護理背景還是語言背景，均應重視禮儀在工作程

序中的體現。服務禮儀關乎患者就醫體驗、個人情緒，並可能產生社會影響。良好的

服務禮儀有助於推動醫患關係良性發展，歸入醫療倫理及醫學人文能力範疇。

其次，將原來的“語言和文化能力”分開，明確了語言能力作為基礎和先導，強

調“醫療語用能力”有別於其他專業領域譯者能力的特點，突出了“醫療倫理及醫學

人文能力”在醫療與語言服務的跨學科知識生產與實踐方法建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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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需要重點解釋的是，“醫療語用能力”和“醫療倫理及醫學人文能力”這兩

個新浮現的二級編碼。“醫療語用能力”指能夠識別並使用雙語表達醫療專業術語、

常見表達等醫療專業語言。醫療專業語言並非由一個個獨立的術語構成，而是由雙語

的醫療知識與程序的知識系統作為支撐。此外，在醫療場域，醫患溝通過程中最重要

的是使得醫患之間能夠充分理解對方的意思，因此，語言服務提供者還必須將醫療語

言常民化，也就是說把病患難以理解的術語、行話使用普通民眾所能接受和理解的語

言表達出來。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注意教授“兩套語言”，即醫療人員之間採用

的專業醫療語言，和醫患溝通時採用的“常民化語言”。若繼續細分，則可借國際醫

學生在美國執業須通過的美國醫師執照考試（USMLE）[16]對於英語水平的要求，其

中“臨床技能（Clinic Skills, CS）”考試打分的一項重要指標就是“溝通和人際關係

技巧（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CIS）”，由以下子項目構成：以病人為

中心的關係培養技巧、資訊收集、資訊提供、幫助病人決策下一步行動以及支援情緒

（supporting emotions）（The Federation of State Medical Boa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and the National Board of Medical Examiners, 2019）。

研究者在對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和日本的醫師訪談或從其課堂內容中瞭解到，醫

師受訓過程中，醫學院教師在臨床帶教中，會教導和提醒醫學生盡可能使用大眾聽

得懂的語言問診或描述病情。[17] 而在口譯的過程中，由於需要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

可能導致語域變化，所以譯者應當具備一些常見表達，以及語域較低的、在病患語境

中的普通說法，或根據病患就醫經驗和理解程度進行調整。例如“飛蚊症”的醫學名

詞是 muscae volitantes，在實踐中可以翻譯成較為口語化的“floaters”或“flies”；在面

對普通病患時，止痛藥可以翻譯成 pain killer。若將服務對象個案情況考慮其中，還可

對譯者提出更高要求。如問一名中英雙語兒童疼痛情況時，口譯員在現場使用了“你

哪裡 pain pain?”。當時，口譯員借模仿家長平時的用語，以降低兒童的焦慮感。

當今的醫學教育包括三大主軸：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和醫學人文，其中醫學人文

是醫療人員除疾病診斷和治療外，必須從生理、心理、社會或環境等角度，在與病患

互動中探索疾病，關懷病患（戴正德, 2017）。

醫學人文是一種記憶，包含醫生與醫學生的記憶，也包含病人對醫治過程

及對病狀的記憶，它也是一種故事的描述，也即對生病與治癒過程中的感

受及醫療中對受苦與受關懷的敏感度之陳述（戴正德、李明濱, 2009, 6）。

戴正德（2017, 15）指出，科學之外的人文因素能夠影響健康，健康的获得除實證

醫學的治療外，必須注意到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個人情緒之經驗積累，並使用下圖（圖

8）來表示影響健康認知的因素。

良好的醫患溝通是保證醫療品質、保障病人安全、紓解醫療糾紛的關鍵，也是影

響醫療機構社會價值的重要因素。醫院作為一個特殊結構，患者在此結構中是沒有發

言權、沒有話語權的，而語言障礙更使患者面臨雙重弱勢，即醫療制度上的弱勢和語

言上的弱勢，而語言服務不僅是幫助翻譯，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為患者賦權，並且能從

賦權到共情。[18]

醫療機構的語言服務提供者作為與醫療人員協同工作的角色，在醫患溝通中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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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全人醫療的組成來源：戴正德（2017, 15）

重要的作用。而病患在醫療整個過程中幾乎完全仰賴語言服務提供者。語言服務的品

質和服務者的態度，直接影響醫療服務使用者對醫治過程的體驗與記憶。作為醫療語

言服務提供者，首先應具備同理心，此概念已在前文解釋，在此不再重複。另外台灣

地區某醫院國際醫療中心醫師 P18指出，還應遵守和體現的醫療倫理如下：

在口譯的過程中應當有不偏不倚的態度。偏向病人，會造成誤會。要管控

這一塊。翻譯的內容要精準，不能帶有雜念，這就是醫療倫理的問題。譯

者扮演的角色也是協調 coordinator。盡量幫助不要有太多誤會的產生。所

有語言服務者都要問到聽懂，保證病人安全。

醫療語言服務不僅是醫療倫理在語言服務提供者角色上的實踐，更是醫療倫理與

翻譯倫理的跨領域知識生產。如在醫師開處方、衛生教育的情境下，口譯時應借鑒國

際醫療評鑑（JCI）標準第六版 MMU.5.1 之规定，醫師開立處方或醫囑後，護士進行

適切性檢查時採用“寫下（write down），回讀（read back）”流程。譯員可將藥名、

服藥時間、次數，跟醫師確認後，再譯給病人。諸如此類流程還應在實踐中進一步研

究，形成醫療語言服務規範和標準。日本某醫院國際醫療部譯員 P1 還指出此類關鍵

筆記對於建構“醫譯患”三方關係的作用：

我可能只寫一個詞、一句話，或關鍵字跟關鍵的數字，但是他們（指醫生

和病人）看到就知道我確實有在記錄他們說的話，那多次這樣的經歷之後，

他們自然就會提高對我的信賴。……比如說有數字地方，有一天幾次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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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修正後編碼庫及參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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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再跟他們確認，他們就對你有信心，更可以提高口譯的正確性。但

是我並不是每句都要確認，因為問診的時間是有限的，如果我每一句都確

認會拖太長。但是這樣子事實上對大家都有幫助，對（醫患）雙方、包括

我自己三方都有幫助。

Souza（2016）採用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訪談了在美國醫療機構的口譯人員，指

出跨文化協調能力（intercultural mediation）對於減少醫療障礙，確保病人安全起著至

關重要的作用。該研究強調醫療口譯人員專業能力的價值和重要性，闡明和強化了醫

療口譯人員的功能，並提倡所有利益相關者應共同改善醫療口譯人員的工作環境。該

研究立足於美國多元文化和多元種族的背景，但其對於文化協調能力的重視，對於國

際醫療語言服務實踐同樣適用。該研究重視改善口譯人員工作環境也體現了譯者與其

他利益相關方協同工作的重要性。跨文化協調能力也是醫學人文的一環，受訪國際醫

療部醫師認為這是外語和翻譯背景的語言服務提供者的專長所在，並根據自身英、日

語看診經驗指出：

西方人比較直接，健康預備知識豐富，只要沒有講錯，就會很清楚，接受

度高。東方人，例如日本人沒有想像中的醫療知識豐富，但是服從性很高，

只要合理都會服從。日本人不管同意、不同意都要跟他很確定，日本人說

要還是不要是很微妙的，最好直接問要不要，再三問清楚。日本人要給他

解釋清楚預備知識。穆斯林的人，出國到另外國度的女性同胞，先徵求同

意都還沒有問題，尤其是有國際化（背景）的人不太會有溝通上的困難。
[19]

透過訪談數據，以及文獻回顧作為佐證，可知“醫療人文能力”由倫理的、文化

的、服務體驗及同理心構成，能夠提升國際醫療的醫療品質，減少醫療糾紛，幫助病

患建構良好的就醫體驗。

為保證編碼的效度，研究者在首輪編碼後重新檢視編碼，並與國際醫療業界人士

討論，最終編碼情況及相應參考點信息如圖 9所示。“文件”指某編碼所覆蓋的逐字稿

的數量，“參考點”指某編碼被點選的次數。

根據上述編碼情況，將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模型進行修正（圖 10）。修正後的

模型突出基礎能力與進階能力的位置，並將能力模型分為專業（specialization）領域、

職業（professionalization）領域和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
基礎能力包括醫療知識與程序能力、雙語語言能力和口筆譯能力。進階能力包括

醫療語用能力和醫療倫理及醫學人文能力。譯者需掌握醫療知識與程序能力以及口筆

譯能力等基礎能力，在不同難度的情境之中又必須掌握其進階能力，應對更加專業性

的任務，如口譯能力在醫療國際會議場景中之應用。基礎和進階能力是成為醫療專業

領域語言服務提供者的必備條件。醫療語用能力以醫療知識與程序能力、雙語語言能

力作為支持，以口筆譯能力作為運用保障。職業領域能力包括個人及人際互動能力及

職業能力，更強調機構內譯者所應具備的能力。終身學習是對專業領域語言服務人才

的要求，也是自身不斷追求進步與完善的途徑。三個層次的能力並非界限分明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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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修正後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模型

階段，如個人及人際能力也是作為語言服務者的必備素養，而其中的協同工作能力則

更為傾向組織內語言服務者的能力。各能力之間具有協同增效的作用，最終強調的仍

是在情境中的綜合運用。

本研究經由紮根理論的方法和程序，對訪談稿進行分析並經過修正後，得到 33
個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一級編碼，最終形成八個能力範疇，並互相關聯。在實際運

用中各能力範疇及其子能力應綜合考量，並根據不同情境調動各項能力。

五、結語

本研究透過紮根理論的程序和方法對訪談稿進行分析後，確認國際醫療語言服務

能力由八個範疇構成。以語言服務和口筆譯在醫療場域的實踐為核心，以個人及人際

能力作為執業者全人發展的保障，以職業能力作為個人發展的競爭力基礎，以學習能

力為人才增能的支持。在特定情境中，八種能力互動協調，共同發揮作用解決問題。

國際醫療場域語言服務提供者可歸類為語言背景和醫護背景，各自有其能力範圍

和邊界。兩類提供者與其他同仁協同工作，共同促進醫療行動的順利進行。

未來研究將深入描述和分析該模型中特有能力（如醫療語用能力、醫療倫理及醫

學人文能力）及其在醫療場域中的應用。並基於此納入背景變項，構建不同背景服務

提供者的能力構成，從人才培養角度使模型更加精準。此外，還將進一步分析資料，

擴大資料規模，增加對病患的訪談，強化各能力之間的互動關係，提升模型在其他領

域的可推展性。該模型的建構可望為國際醫療語言服務人才培養設定目標，為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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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課程設置提供理論依據，並為專業領域語言服務能力研究提供借鏡。

特別鳴謝匿名評審專家為本研究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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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 2020年度青年項目“國際醫療語言服務人才協同

培養的理論與實踐研究”（批准號：GD20YWY0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 如在台灣的越南、印尼新住民的子女，或在大陸受教育的外籍兒童。
[2] “持續比較”是紮根理論的分析工具，指比較不同資料的異同點的分析過程。
[3] 此欄中無備註者均為接受筆者深度訪談人士，其他備註表示接受深度訪談的次

數、焦點團體訪談，如訪 1指接受筆者訪談一次，訪 2指兩次，“焦點”指參加筆

者組織的焦點團體訪談，“需求調查”指接受筆者在國際醫療院所語言服務需求調

查，“補 1”指為補充資料而進行的一次訪談。
[4] 訪談時長均以分鐘為單位。
[5] 表示採用即時通訊或郵件等方式進行文字形式的訪談，以補充資料。
[6] 採用餐敘的形式跟蹤補充資料。
[7] 研究者多次就當時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向該受訪者求證並探討，總結成一份

補充資料。
[8] 就該國際健檢中心語言服務需求和提供者所應具備的能力提問，以從用人方角度

收集資料。
[9] 該受訪者先以文字形式詳細回復研究者的訪談問題，爾後研究者就其中的要點進

行網路訪談。
[10] 2018 年 7 月 6 日，筆者前往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聖路加健康管理中心，就該中心

同仁提升語言服務水準的需求進行調查。調查共進行四個多小時，訪談不同崗位

的工作人員 6 人，包括受訪者 P27、28、29、34、35、17。由於醫療現場還有正

在工作的醫護人員及病患經過，出於倫理考量不進行錄音，採取現場筆記和調查

報告的形式記錄總結訪談內容。
[11] 講座題目為“國際醫療實務淺談”，與研究者資料收集內容高度相關，並於講座後

進行訪談。
[12] 2018 年 6 月 27 日進行焦點團體訪談，對象包括國際醫療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創立

者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楊承淑教授，以及 6 位修習國際醫療翻譯專業實習課程

的學生，本研究根據訪談內容相關性選取三位同學的訪談記錄。本次焦點團體還

包括事後對於國際醫療語言服務需求與能力的問卷調查。
[13] 經梳理語料並綜合分析後形成描述，例子亦均來自語料內容。
[14] 做標記的一級編碼在修正後進行了範疇移動，採用同一種標記表示，如下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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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線、加粗，以呈現移動情況。例如：“醫療倫理”從“醫療知識與程式能力”

移動至新增的“醫療倫理及醫學人文能力”範疇中。
[15] 此描述來源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對廣東省某大學附屬醫院國際醫療中心負責人

P42的咨詢，以及對該院的田野調查。
[16] 該考試分為三步，其中第二步包含臨床知識（Clinical Knowledge, CK）與臨床技

巧（Clinical Skills, CS）兩部分。詳情請見官方網站：https://www.usmle.org/testa
ccommodations/

[17] 材料源自 2019年 3月 3日筆者向廣東省某大學附屬醫院 L醫師請教之結果。
[18] 出自中山大學程瑜教授 2019 年 12 月 20 日面向中山大學國際翻譯學院師生的講

座內容，題目“關懷的意義：人類學視角下的醫學人文”，地點中山大學珠海校區

行政樓 13樓。
[19] 來源：2018年 6月 13日，P18醫師在課堂上對於專業實習的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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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文屬於系列研究之一，附錄列出與本研究主題緊密相關的問題，訪談問題細節

會根據不同類型受訪對象進行調整。

附錄一：訪談大綱

1. 您認為什麼是“國際醫療”？（共通）

2. 國際醫療語言服務有哪些市場需求？（共通）

3. 根據您在業界的經驗，“國際醫療”需要哪些領域的人才？（業界）

4. 您認為“國際醫療翻譯人才”應具備哪些能力？（請詳細說明）（共通）

5. 在您目前的學習階段，您有在逐步習得您剛才提到的這些能力嗎？（學生）國際

醫療翻譯學程/學位學生中很多背景是非外語或翻譯專業的，您認為與教授本專

業學生有什麼不同？（教師）

6. 您對醫療翻譯人才培養有什麼建議和期望？（共通）

7. 貴單位對醫護人員的外語有無要求？（業界）

8. 在您的工作當中，遇到過哪些跨文化的問題？（與客戶/病患端/其他國際醫療相

關之公私部門接觸時）（業界）

9. 針對醫療院所（業界）

a)如何建立無語言障礙的醫院？

b)在推動上有哪些難度？

c)在實踐上遇到哪些困難？

10. 貴單位有沒有對語言服務人員及其服務提出要求，例如有沒有相關標準或規範？（醫

院、國際救援、藥廠等）

11. 其他在訪談過程中需要補充的問題。

附錄二：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2017年度第二學期專業實習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1. 學習動機調查

2. 課程設置：

(1)比較喜歡哪些課？

(2)認為哪些課程可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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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用落差：

(1) 透過實習，認為課堂所學哪些可以用於實際工作場域，還有哪些落差需要彌

補？

(2)經過業界教師和從業者介紹，你們認為實習跟實際工作有哪些差異？

(3)（針對專業實習任課教師）請老師談談您的觀點？

4. 其他現場認為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附錄三：焦點團體問卷

第 1題：您對“專業實習”的課程設計是否滿意？請具體說說您的看法（不限字數）[填
空題]
第 2題：您在“專業實習”中有哪些收穫？[填空題]
第 3題：您在實習/見習中遇到哪些困難？[填空題]
第 4題：您認為國際醫療語言服務提供者應具備哪些能力？[多選題]

選項：

1. 雙語理解和表達能力

2. 雙語醫療話語理解和表達能力

3. 語言轉換能力

4. 翻譯策略能力

5. 工具使用能力

6. 人際能力

7. 溝通能力

8. 跨文化能力

9. 資訊獲取能力

10. 操作能力

11. 同理心

12. 解決問題的能力

13. 多任務處理能力

14. 掌握相關程序性知識

15. 掌握相關陳述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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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知識管理能力

17. 學習能力

18. 抗壓能力

19. 其他（請說明）

第 5題：您在國際醫療翻譯課程學習過程中習得了哪些能力？[多選題]
選項：（同第四題，為節省篇幅不贅述）

第 6題：您在“專業實習”課程中增強了哪些能力？[多選題]
選項：（同第四題，為節省篇幅不贅述）

. . .

第 10題：您的姓名：[填空題]
第 11題：您的母語和外語

第 12題：您所在的系所和年級：[填空題]
第 13題：您的工作經歷：[填空題]

附錄四：醫療院所語言服務水平及需求調查訪談大綱

1. 請問您在貴單位擔任什麼職務？

2. 您為什麼會選擇來到國際醫療部工作？

3. 您的職責有哪些？

4. 在您的工作職責中，哪些部分需要使用外語能力？

5. 您認為您的外語能力是否能夠勝任現在的工作？

6. 如果有機會，您會想在哪些方面提升自己的語言服務能力？

7. 在貴單位的未來發展中，您認為還有哪些方面會需要語言服務？

8. 您在平時工作中是否需要跟外語/醫護背景的同仁進行合作？

9. 您平時會幫忙到單位的筆譯任務嗎？

10. 其他現場認為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附錄五

受訪同意書

在經過研究者介紹其研究後，本人同意參與此研究，並瞭解：

1.本人所提供的資料，研究者僅用於研究目的。

2.在研究的過程中，若對研究有問題可隨時提出疑問或退出研究。

受訪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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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術語的英譯及其在美國的傳播

——基於美國三大主流媒體相關用詞的分析

梁志芳 1邵璐 2

Address: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Business, Shenzhen Polytechnic, China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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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 Liang, Zhifang, and Lu Shao. 2021. “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nalysis of How This Chinese Term Is Used by
Three American Mainstream Media.” Translation Quarterly 99: 4559.

Abstract
A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Anal
ysis of How This Chinese Term Is Used by Three American Mainstream Media (by Zhifang
Liang and Lu Shao)

Based on data from Lexis Advance, a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news data base,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Chinese term “一帶一路” [the Belt and Road] is translated and used in the
news reports of three American mainstream media, and how it is received and dissemin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pplying a corpus analysis approach,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se media
have used thirteen different English terms for “the Belt and Road” concept in their reports,
while the official translation as “the Belt and Roa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used less
than 50% as compared with other terms. Findings show that “the initiative” is far more
frequently used to signify “the Belt and Road” than such other words as “the [Belt and Road]
project” and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The results also reveal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s portrayed in American media a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arshall Plan or the Chinese tool
for geopolitical power by means of applying repetitive collocates to their transl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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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自 2013 年正式提出以來，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熱烈回應，

已成為國際媒體爭先報道的熱點問題。作為目前中國的國家級頂層戰略，“一帶一

路”倡議的順利推進，需取得沿線各國的共識與公眾的充分理解。鑒於媒體報道在輿

論塑造、公眾議題設置中的重要作用，國際媒體能否對我國“一帶一路”倡議形成正

確認知，是該倡議能否在國際社會中得到公眾的充分理解、樹立良好公眾印象的首要

前提。使用正確、規範、統一的“一帶一路”外語（英語）譯名則是問題的关键。由

於“一帶一路”一詞屬於典型的中國特色話語，具有空間、時間和社會三個維度上的

獨特性（魏向清、楊平，2019，93），在國際傳播中存在著天然的翻譯困難。甚至澳

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也曾表示，在向世界介紹“一帶一路”倡議這一問題上，中國所

面臨的挑戰不是倡議內容本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是如何在英文中找到一個恰當的

表達，並使其像中文一樣僅用“一帶一路”就能準確表達此概念所要傳達的意圖（付

敬，2015）。為了確保“一帶一路”倡議在對外傳播中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早在 2015
年 9月 20日，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就發佈了官方譯法[1] ，對“一帶一路”的英文翻譯進

行了規範。有研究表明，官方英譯 “the Belt and Road” 在國際媒體中的應用愈來愈頻

繁，且有取代其他譯名 “One Belt One Road”“New Silk Road”等的趨勢（胡開寶、陳超

婧，2018，50）。
美國雖然不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不是正式參與國，但美國媒體對“一帶

一路”倡議給予了高度關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等美國主流媒體對“一帶一路”進行了持續、全方位的報道，對影響

美國公眾輿情乃至政府決策起到了重要作用（韋宗友，2018，112）。那麼，美國媒體

是如何翻譯“一帶一路”這一中國特色話語的？其官方譯法有沒有得到美國媒體的廣

泛接受與認可？“一帶一路”英譯在美國主流媒體新聞報道中應用的趨勢與特徵是什

麼？美國媒體如何評價“一帶一路”？本文基於國際權威新聞數據庫 Lexis Advance[2]

收錄的美國三大主流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以下簡稱其縮寫 CNN）相關新聞報道中“一帶一路”英譯使用情況的調查

統計，擬對上述問題展開討論。

二、美國三大主流媒體“一帶一路”英譯使用情況分析

2.1數據提取說明

我們於 2019年 6月 24日利用Lexis Advance數據庫，以如下 16種檢索詞“OneBelt
（,）One Road”“One Belt and One Road”“OBOR”“（the）Belt and Road”“B&R”“BRI”“Mar
itime Silk Road”“（the）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Modern Silk Road”“China’s Silk
Road”“China’s New Silk Road”“NewSilk Road”[3]“（the）Silk Road Economic Belt”“（the/a）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the/a）Maritime Silk Road”“（the/a）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the/a）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the/a）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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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行全文精確匹配檢索，提取截止當日美國三大主流媒體[5]“一帶一路”相關英語

新聞報道共 770篇[6]，建立小型美國媒體“一帶一路”新聞報道歷時語料庫。

2.2數據分析

從報道總量來看，《紐約時報》“一帶一路”報道總量以 366篇位列第一，CNN 314
篇，《華盛頓郵報》最少，僅 90篇（見表 1）。

表 1: 美國三大媒體“一帶一路”報道量統計（單位：篇）

年份

來源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CNN 三大媒體總量

2013年 2 2 1 5
2014年 6 1 3 10
2015年 27 11 14 52
2016年 22 6 6 34
2017年 107 13 113 233
2018年 116 37 88 241
2019上半年 86 20 89 195
總計 366 90 314 770

圖 1: 美國三大媒體“一帶一路”報道量變化趨勢

按年度增長來看（見表 1、圖 1），2013年至 2015年，美國三大媒體“一帶一路”

報道篇數的總量呈緩慢增長態勢，2016 年出現緩慢回落[7]，2017 年至 2018 年則實現

跨越式增長，總量分別達到 233篇、241篇。究其原因，2017年第一屆“一帶一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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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的順利舉行，直接帶動了美國媒體對“一帶一路”的報道，再

加上過去幾年中國政府“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推進，使得三大媒體該年的報道量幾

乎是 2016 年的 7 倍。2018 年對“一帶一路”建設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習近平主席

提出要“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向高質量發展轉變”（新华社，2018），作為“一帶一

路”的總設計師，他 4次踏出國門出訪，足跡遍佈亞、非、歐、拉美 13個國家，參加

了近 200場外交活動，幾乎場場都將共建“一帶一路”作為主題之一。這促使 2018年
美國三大媒體報道總量達到了最高值 241篇。2019年 4月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

作高峰論壇的舉行，以及“一帶一路”建設所取得的靚麗“成績單”，促使 2019 年上

半年美國三大媒體的報道總量繼續呈迅猛增長態勢。

“一帶一路”英譯名使用情況方面，如表 2 所示，美國三大媒體共使用了 13 種譯

法。其中，以 “（the）Belt and Road”（331 篇）、“One Belt（,）One Road”（270 篇）、

“New Silk Road”（85篇）三者最為常見[8]，使用率分別為 42.99%[9]、35.06%、11.04%，

三種譯法的總使用率為 89.09%。三大媒體中國官方譯法“（the）Belt and Road”[10]的

使用率僅為 42.99%，尚不足 50% 。以官方譯法的公佈時間 2015 年 9 月 20 日為界，

在此之前三大媒體使用較多的譯法為：“New Silk Road”（28 篇）、“（the）Silk Road
Economic Belt”（6 篇）、“One Belt（,）One Road”（4 篇）、“Maritime Silk Road”（4
篇），使用率分別為 56%、12%、8%、8%。“New Silk Road”的使用率大幅領先，是

官方譯法公佈之前三大媒體最常用的譯法。而使用官方譯法“（the）Belt and Road”的

新聞報導僅 1 篇。官方譯法公佈之後，三大媒體使用較多的三種譯法為：“（the）Belt
and Road”（330 篇）、“One Belt（,）One Road”（266 篇）、“New Silk Road”（57
篇），使用率分別為 45.83%、36.94%、7.92%。官方譯法公佈近 4 年後，美國三大主

流媒體對此的使用率大幅提高到了 45.83%，其地位已經取代了官方譯法公佈之前的

“New Silk Road”。為了考察官方譯法的發佈是否對規範“一帶一路”的譯名起到了實

質性作用，我們利用 SPSS（25.0 版）對官方譯法公佈前後美國三大媒體使用“（the）
Belt and Road”“One Belt (,)One Road”“New Silk Road”的情況進行卡方檢驗，結果如

表 3所示。表 3的檢驗結果表明，5%顯著性水準下，統計量的值 8748.88遠大於臨界

值 χ2(3) = 12.838，說明 2015年 9月 20日前後，美國三大媒體的“一帶一路”新聞報

道中，“（the）Belt and Road”“One Belt（,）One Road”“New Silk Road”這 3種譯名

的使用程度有顯著差異。這意味著官方譯法的發佈確實對規範“一帶一路”的譯名起

到了實質性作用。

“一帶一路”這一典型中國特色話語，僅在美國三大媒體中就出現了 13 種不同英

譯，譯法之多，令人匪夷所思。更耐人尋味的是“New Silk Road”的譯法。中國官方

譯法公佈之前與之後，它在三大媒體使用的譯法中分別位列第一、第三位。其實，早

在 2011 年美國就已經有了自己的“New Silk Road”（“新絲路戰略”）。同一個“New
Silk Road”，既用來指“一帶一路”，又用來指國務卿希拉里提出的“新絲路戰略”，可

見美國媒體在報道中國時的“隨意”與不嚴謹。

如表 2 所示，就使用的“一帶一路”譯法種類而言，《紐約時報》使用的譯法最

多，達 12 種，使用較多的三種譯法是：“One Belt（,）One Road”（154 篇）、“（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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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使用“一帶一路”不同英譯名的新聞報道篇數

“一帶一路”英譯名 總計
2015年 9月 20日之前 2015年 9月 20日之後

《紐約

時報》

《華

盛 頓

郵報》

CNN 《紐約

時報》

《華

盛 頓

郵報》

CNN

One Belt (,) One Road 270 3 0 1 151 0 115
One Belt and One Road 7 0 0 0 1 0 6
OBOR 15 0 0 0 2 0 13
(the) Belt and Road 331 1 0 0 134 63 133
BRI 20 0 0 0 6 5 9
Maritime Silk Road 13 3 0 1 4 0 5
Modern Silk Road 5 0 0 2 1 1 1
China’s Silk Road 4 1 1 0 1 1 0
China’s New Silk Road 4 0 0 0 3 1 0
New Silk Road 85 13 5 10 32 11 14
(the) Silk Road Eco
nomic Belt

12 5 1 0 2 1 3

(the/a) Silk Road Eco
nomic Belt and (the/a)
Maritime Silk Road

3 3 0 0 0 0 0

(the/a)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1 0 0 0 0 0 1

Belt and Road”（135篇）、“New Silk Road”（45篇），官方譯法“（the）Belt and Road”
使用率為 36.89%。CNN 使用了 10 種譯法，較常使用的三種譯法為：“（the）Belt and
Road”（133篇）、“One Belt（,）One Road”（116篇）、“New Silk Road”（24篇），官

方譯法使用率為 42.36%。《華盛頓郵報》使用的譯法最少，僅 7 種，使用較多的三種

為：“（the）Belt and Road”（63篇）、“New Silk Road（16篇）、“BRI”（5篇），官方譯

法使用率為 70%。《華盛頓郵報》中國官方譯法的使用率最高，《紐約時報》最低。

官方譯法公佈以後，《紐約時報》使用該譯法的文章篇數從 1增至 134；CNN從 0
增長至 133 篇；《華盛頓郵報》從 0 增至 63 篇。這些數據明確表明，“一帶一路”官

方譯法的發佈，直接帶動了“（the）Belt and Road”這一譯法在美國三大主流媒體中

的使用，實現了文章篇數從 1 至 330 的井噴式增長。可以說，官方譯法的發佈對規範

“一帶一路”的英譯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們要繼續不斷規範中國外交話語的外譯

名，以便在國際外交舞臺上構建中國外交話語體系，提升中國外交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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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美國三大媒體使用“一帶一路”英譯名情況卡方檢驗結果

(the) Belt
and Road

One Belt
(,) One
Road

New Silk
Road

其他 新聞報道篇

數總計

2015 年 9 月 20 前

的新聞報道篇數

1 4 28 17 50

2015 年 9 月 20 前

篇數占比

0.02 0.08 0.56 0.34

2015 年 9 月 20 日

後的估計篇數（E）
14.4 57.6 403.2 244.8 720

2015 年 9 月 20 日

後的實際篇數（O）
330 266 57 67 720

類別方差 (Var) 14.11 52.99 177.41 161.57
類別卡方值 7058.06 819.57 675.59 195.66 8748.88

三、“一帶一路”英譯名的語境含義及其在美國的傳播

統一、規範的外交術語的外語譯名對於構建中國特色外交話語固然重要，但與此

同時我們不能忽視外交話語對外傳播的效果以及國際社會對此的認知態度。“為了讓

國際社會瞭解並認可我們國家的外交理念、外交原則和外交政策，我們不應僅僅滿足

於外交話語的構建與翻譯，還應對外交話語進行傳播”（胡開寶、李嬋，2018，9）。事

實上，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其話語表徵也發生了轉換，從“重大倡議”

到“推進建設”，再到“倡導和推動共建”，體現了“一帶一路”建設三個階段話語本

體特徵及其演變進程（唐青葉、史曉雲，2018，31）。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對“一帶一

路”的認知和態度也在發生變化。本文接下來將從三方面分析“一帶一路”英譯名在

美國主流媒體報道中的語境含義，揭示這些媒體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狀態及其

情感態度，為瞭解“一帶一路”倡議在美國的實際傳播效果提供實證依據。

3.1“一帶一路”倡議：initiative, project, plan, program, strategy, policy,
vision, network, scheme還是 agenda?

“一帶一路”作為中國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起初是在對外國事訪問的場合提出，

並經歷了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願景轉化為現實的過程。2013年 9月，習近平主席在

訪問哈薩克的時候，首次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在當時的媒體報道中，

這一提法被稱作“戰略構想”（魏建華、周良，2013）。同年 10月，習近平主席在印尼

國會首次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因此，在 2014年的學術研究

中，“建設”與“戰略”成為描述“一帶一路”的主要詞彙；媒體也普遍將“一帶一路”

稱為中國的重大“戰略構想”。到了 2015年 3月，國家相關部委共同發佈《推動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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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新華社，2015），《中國日報》的報

道採用的標題是“Action Plan on the Chinapropos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實際上，

將“一帶一路”稱為“倡議”（initiative）而非“戰略”（strategy），是對《願景與行動》

所體現出的核心思想的最貼切表達。“倡議”與“戰略”的區別在於，前者基於自願、

共建、分享的原則，而後者往往強調某一方的利益，帶有策略性。“一帶一路”從“戰

略”到“倡議”，旨在弱化強勢色彩，凸顯合作共贏理念。為避免誤解，中國官方後來

很少使用“戰略”一詞，更多採用“倡議”來描述“一帶一路”。

國外媒體最初報道“一帶一路”時，常用的英文指稱語包括“initiative”“strat
egy”“project”等。有國際關係領域專家曾指出，“一帶一路”的英文翻譯不應和“戰

略”（strategy）掛鉤，而應強調“倡議”（initiative）的性質，“這主要是向國際社會

表明，‘一帶一路’不是服務於中國一國外交政策的工具，不是進行地緣戰略博弈的

籌碼，而是中國推動的公共產品，對沿線以及國際社會均有利”（趙磊，2015）。基

於上述考量，2015 年 9 月“一帶一路”倡議官方譯法發佈時明確規定：“倡議”譯為

“initiative”，且使用單數；不使用“strategy”“project”“program”“agenda”等措辭。那

麼，美國三大媒體又是如何翻譯“倡議”一詞的呢？我們以三大媒體使用的 13種“一

帶一路”英譯名為檢索項，在自建的美國媒體“一帶一路”新聞報道語料庫中提取包含

這些英譯名的全部索引行，以這些英譯名為節點詞，將左右跨距設為 5:5，選取與“一

帶一路”搭配較多的前十個英文指稱語。具體結果如表 4所示。

表 4: 美國三大媒體的“一帶一路”英文指稱語使用統計

序號 英文指稱語 頻數 序號 英文指稱語 頻數

1 initiative(s) 536 6 policy 16
2 project(s) 128 7 vision 12
3 plan(s) 76 8 network 8
4 program 36 9 scheme 5
5 strategy 29 10 agenda 4

從表 4可知，三大媒體使用的“一帶一路”英文指稱語種類繁多，多達 10餘種。其

中“initiative(s)”位居首位，頻數遠遠超過其他指稱語，佔據絕對優勢，這有力說明中

國政府對“一帶一路”這一構想“倡議”性質的強調與大力宣傳已發揮著實有效的作用，

美國社會已較廣泛認可“一帶一路”的“倡議”性質。“project(s)”“plan(s)”分列第 2、3位，

大家熟知的“strategy”則位列第 5位，可見相比“策略”，美國媒體更多地還是把“一帶

一路”看成“項目”與“計劃”。使用較少的指稱語為“network”“scheme”“agenda”“network”
的使用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特舉例如下：a“New Silk Road”network of intercontinental
land routes; OBOR—an audacious network of land and sea routes; the“One Belt, One Road”
transAsia trad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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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一帶一路”英譯名的高頻搭配詞

搭配（collocation）是語料庫語言學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指的是詞彙模式的典

型共現，反映了語言使用中詞語像人一樣結伴出现的現象。著名語料庫語言學家辛克

萊（John Sinclair）將之定義為“文本中的兩個或多個詞語在彼此的短距離內出現”（Sin
clair 1991, 170），構成搭配的詞語包括節點詞和搭配詞兩部分，前者為“所要研究的

詞”，後者指“任何出現於節點詞特定語境中的詞”（Sinclair 1991, 115）。眾多研究表

明，有些詞吸引著具有明顯消極意義的詞項（如“happen”），有些詞吸引著具有積極意

義的詞項（如“provide”）(Louw 1993; Stubbs 1996; Sinclair 2003）。也就是說，由搭配

可得知詞語的意義，搭配語境對詞語意義有著重要作用。某個詞習慣上與某一類詞搭

配，就會產生意義遷移或語義傳染。例如，由於“utterly”習慣與“meaningless”“ridicu
lous”“stupid”“unreasonable”等反面意義的詞語長期為伍，它也感染上了反面意義

（Louw 1993，159）。
節點詞與搭配詞反復的、習慣性的共現能夠突顯文本意義，旗幟鮮明地體現作者

或說話者的態度。“特定搭配行為在文本中的反復共現則促成特定話語或意象的產生，

與潛在的話語動機聯繫在一起”（潘峰、黑黟，2017，46）。在語料庫研究中，通過

節點詞與搭配詞的搭配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它們在某些特定話語生成過程中的促進作

用，從而揭示文本的典型特徵與核心話語。為此，本文接下來系統分析美國三大媒體

“一帶一路”英譯名的高頻搭配實詞，從而揭示美國媒體如何通過對特定搭配的反復選

用呈現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我們對美國媒體“一帶一路”新聞報道語料庫進行檢索，以“一帶一路”的不同英

譯名為檢索項，提取包含這些英譯名的所有索引行，然後以“一帶一路”英譯名為節

點詞，將左右跨距設為 10:10，提取互資訊值（MI 值）大於 3 的高頻搭配實詞。具體

結果如表 5所示[11]。為分析方便起見，我們根據搭配詞的語義[12]，將它們分成了四大

類：第一類搭配詞屬於對“一帶一路”的內容簡介，美國媒體在報道“一帶一路”時

通常會先簡單介紹“一帶一路”倡議的內容，包括它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對沿線國家

的貿易、金融、經濟、債務可能產生的作用等；第二類搭配詞屬於中國政府的“一帶

一路”行動與舉措，包括對“一帶一路”的推進、呼籲、倡導等；第三類搭配詞屬於

“一帶一路”的國際影響，包括它在全球或某區域範圍內對政府間政治、外交、軍事關

係可能產生的影響；第四類搭配詞屬於美國三大媒體對“一帶一路”的認知與情感態

度，即這些媒體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評價。

第一類詞中，“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的頻數遙遙領先，高達 251次，其他使

用頻率較高的詞還包括“經濟”（economy）、“投資”（investment）、“貿易”（trade），這

說明美國媒體對“一帶一路”的內容簡介與中國官方倡導的“一帶一路”合作內容——

“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即“五通”）基本吻合。相

比而言，“文化”（culture）、“環境”（environment）的頻數最低，分別為 9 次、5 次，

而且相關內容多為負面，批評“一帶一路”對環境保護不重視或缺乏環境保護。事實

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業投資、經貿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態保護、海

上合作等都是中國政府致力於與各國溝通磋商的領域。然而，人文交流、生態保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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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未進入美國媒體“一帶一路”報道的議程設置。這方面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會加深

美國媒體對“一帶一路”倡議動機的誤解。中國未來在傳播“一帶一路”倡議時，應

該更加注重文化的宣傳，在傳播過程中用國際話語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文化，將

傳播建立在彼此認知和需求的基礎上。此外，我們建議“一帶一路”倡議在具體實施

中，應加強西方國家重視的綠色生態項目的建設，開展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

環保項目，增加“一帶一路”對生態保護的宣傳。

第二類詞中，使用最高的四種是“建設”（build）、“呼籲”（call for）、“推

進”（push）、“倡導”（promote），用於描述中國政府在沿線各國進行具體的“一帶一

路”項目“建設”，以及中國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建設”、“呼籲”、“推進”與

“倡導”。

第三類詞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四種是“世界”（world）、“發展”（development）、“政

府”（government）、“地區”（region），說明美國媒體還是比較認可“一帶一路”對世界

的發展以及政府與地區間的合作溝通帶來的影響。另一方面，“（地緣）政治”（geopo
litical/political）、“外交”（diplomatic）、“軍事”（military）的使用頻率也較高，說明

美國媒體中亦不乏從地緣政治目的、外交策略、軍事戰略部署等角度曲解“一帶一路”

倡議的聲音。

第四類詞大致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中性評價、正面評價、負面評價三小類（詳見

圖 2）。第一小類是美國媒體對“一帶一路”的中性評價，包括“巨大的”（massive）、“全

球的”（global）、“國際的”（international）、“主要的”（major）。美國媒體使用了多種

表示“大的”、“巨大的”詞彙來評價“一帶一路”倡議，總頻數多達 156次，是所有評

價類詞彙中使用頻次最高的一種。另外，它們認為“一帶一路”具有全球性、國際性，

是中國政府目前“主要的”外交戰略。第二小類是美國媒體對“一帶一路”的正面評

價，包括“互通、聯通”（connectivity）、“支持”（support）、“重要的”（important）、“合

作”（cooperate）、“夢想”（dream）。美國媒體的最大好評來自對“一帶一路”互通互聯

作用的認可，此外美國媒體也認為“一帶一路”加強了國家間的“合作”，因而得到了

一些國家的“支持”，能對國際社會發揮“重要的”作用，是中國的“夢想”。第三小

類是美國媒體對“一帶一路”的負面評價。美國媒體最常見的負面評價詞是“有野心

的”（ambitious），認為“一帶一路”彰顯了中國稱霸世界的巨大“野心”；它是為中國

的自身“利益”（interest）服務的，是中國“擴張”（expand）其國際“影響”（influence）
與“勢力”（power）的工具，因而遭來很多“批評”（criticism）與指責；美國媒體甚

至認為，“一帶一路”缺乏“透明度”（transparency），是極其“危險的”（risky），是中

國政府推行的新“殖民主義”（colonialism），因此國際社會對此持“懷疑”（skeptical）
態度，“不願意”（unwillingness）加入“一帶一路”或對它進行“抵制”（backlash）。

綜合以上對“一帶一路”英譯名高頻搭配實詞的分析可知，美國媒體通過重複使

用特定搭配行為，從美國的全球利益出發，“巧妙”地為公眾塑造了一個帶有美國意識

形態色彩的“一帶一路”形象。其一，美國媒體貌似“不偏不倚”地對“一帶一路”倡

議的內容進行介紹，但它們卻成功地將關注點集中在基礎設施、投資、貿易、經濟等

方面，基本過濾掉了文化交流、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內容，為給“一帶一路”貼上“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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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美國三大媒體對“一帶一路”的情感態度分類統計

主義”標籤埋下了伏筆。其二，美國媒體雖然不得不認可“一帶一路”給世界發展與

全球化帶來的影響，但它們又從地緣政治戰略、軍事與外交策略角度“揣測”中國提

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意圖。其三，美國媒體對“一帶一路”雖不乏客觀、中肯評價，

中性評價詞彙的總頻數也達 434 次，但正面評價詞彙的總頻數僅為 132 次，更多的則

是總頻數多達 430 次的負面評價詞彙，部分美國媒體甚至惡意曲解“一帶一路”的共

商、共用、共建原則，將其醜化為中國尋求世界霸權的工具。

3.3“一帶一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進，國內外將“一帶一路”倡議與二戰後美國復興

歐洲的“馬歇爾計劃”相提並論的說法也逐漸增多。國內媒體多從經濟視角出發，認

為“一帶一路”會產生與“馬歇爾計劃”在歐洲經濟復蘇和地區一體化進程中一樣的

重要作用。西方學者和媒體則多從政治與安全視角出發，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在

國際力量中心轉移背景下，中國經營勢力範圍、爭奪地區主導權的政治安全戰略（金

玲，2015，88）。那麼，美國三大媒體是如何將兩者進行比較的呢？

我們於 2019年 6月 24日以“Marshall Plan”並同時包含“China”為全文檢索詞[13]，

在 Lexis Advance數據庫進行精確匹配檢索，剔除與“一帶一路”無關的報道，共獲取

三大媒體相關新聞文本 27篇。其中，《紐約時報》數量最多，達 16篇，《華盛頓郵報》

7篇，CNN數量最少，僅 4篇。這 27篇又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直接關聯”

情況共 13篇，它們直接表示“一帶一路”就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如：a Marshall
Planstyle initiative; a kind of Marshall Plan for the 21st century; a more audacious version
of the Marshall Plan; a plan with echoes of the Marshall Plan; a muscledup Marshall Plan;
China’s (own) version of the Marshall Plan; a modernday counterpart to the Marshall Plan;
a modernday Marshall Plan; a modernday version of the Marshall Plan; Mr. Xi’s Marshall
Plan;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arshall Plan; a“Marshall Plan”of investment; a 21stcentury
version of the Marshall Plan。他們認為中國此舉意在擴充自己的勢力範圍，尋求全球

霸權，“一帶一路”具有明顯的地緣政治色彩，勢必導致“新的全球化 2.0 版”（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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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 2.0）。第二種“間接關聯”情況共 14篇，它們從投資金額、投資地域範圍

等方面，將“一帶一路”與美國的“馬歇爾計劃”進行比較，間接將兩者關聯起來，強

調無論是投資金額還是投資的地域範圍，“一帶一路”都遠超“馬歇爾計劃”，足以讓

後者“相形見絀”（dwarf the U.S.led Marshall Plan）。可見，美國三大媒體在比較“一

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時，對“一帶一路”倡議或多或少持懷疑態度或貶義。

事實上，“一帶一路”並不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兩者之間有著根本差別。“前

者以共同發展為根本屬性，以平等互利為原則，以務實合作為導向；後者本質上是

一項政治與安全戰略，美國通過附加條件的援助，開始了與蘇聯的冷戰進程（金玲，

2015，88）。可見，“一帶一路”倡議與“馬歇爾計劃”有著本質區別，前者以共同發

展、平等互利為原則，後者則是二戰後美國為對抗蘇聯採取的一種政治安全性策略。

四、結語

本研究基於國際新聞數據庫 Lexis Advance，採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

法，從美國三大主流媒體新聞報道中“一帶一路”英譯的應用情況、“一帶一路”不同

英文指稱語的使用、“一帶一路”英譯名的語境含義等方面，分析了中國特色話語“一

帶一路”在美國的接受與傳播情況，揭示了三大媒體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狀態

及其情感態度，為我們瞭解“一帶一路”在美國的具體傳播效果提供了實證支援。研

究表明，美國三大媒體採用的“一帶一路”英譯名多達 13種，譯法之多，可謂“亂象

叢生”；中國官方譯法“the Belt and Road”發佈後，三大媒體對此的使用雖呈井噴式

增長，但迄今它們對中國官方譯法的使用率仍不足 50%，中國特色話語外語譯名的規

範工作任重道遠。研究還表明，“一帶一路”英文指稱語“initiative”的使用頻率大幅

領先於其他指稱語，中國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性質的宣傳起到了切實有效的作

用；部分美國媒體通過為“一帶一路”英譯名反復選用特定搭配詞，借助巧妙的議程

設置，將“一帶一路”塑造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乃至中國謀取地緣政治訴求的

工具。

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僅從新聞報道的詞彙層面探討“一帶一路”倡議在美國的

傳播與接受情況，相關研究還可從具體的句法結構應用、語篇、敘事策略等視角，以

及新聞框架分析等傳播學視角展開。

基金資助

本文為梁志芳主持的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一帶一路’話語英譯與對

外傳播研究”（項目編號：GD16XWW10）、邵璐主持的中山大學文科重要成果專項培

育項目“‘一帶一路’國家與地區當代中國文學的外譯傳播與接受研究”以及國家社

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文獻整理與研究（19492019）”（項目編號：

20&ZD287）子課題“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翻譯類文獻整理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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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一）在對外公文中，統一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英文全稱譯為“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一帶一路”簡稱譯為“the Belt and Road”，英文

縮寫用“B&R”。（二）“倡議”一詞譯為“initiative”，且使用單數。不使用

“strategy”“project”“program”“agenda”等措辭。（三）考慮到“一帶一路”倡議

一詞出現頻率較高，在非正式場合，除首次出現時使用英文全稱譯文外，其簡稱

譯法可視情況靈活處理，除可使用“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外，也可視情況

使用“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其他譯法不建議使用。
[2] Lexis Advance新聞數據庫是著名的 LexisNexis數據庫的升級新平臺。該庫包含豐

富的新聞及商業資訊，收錄超過 26000個新聞和商業資訊來源以及 13億個文檔，

實時獲取來自國際性報紙、主流通訊社、廣播電視節目、博客、雜誌和期刊的內

容更新。Lexis Advance收錄的新聞僅部分對中國大陸開放，本文的檢索結果由我

們在香港某高校圖書館登錄 Lexis Advance (America)獲得。
[3] 2011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提出了“New Silk Road”（“新絲路戰略”），因此

美國媒體報道中的“New Silk Road”可能指“新絲路戰略”，為避免混淆，有些報

道採用“China’s New Silk Road”專指“一帶一路”。
[4] 經檢索發現，中國官方公佈的全稱“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另一官方譯法“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以及官方縮

寫形式“B&R”未在美國三大主流媒體中使用。檢索結果中，“New Silk Road”的

結果剔除了採用“China’s New Silk Road”的文章，“(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的結果剔除了使用“(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的

文章。但如果某些新聞中出現了檢索詞混用的情況（如“One Belt One Road”與

“OBOR”混用），則均計算在內。
[5] 本文僅提取 Lexis Advance收錄的 The New York Times， TheWashington Post，CNN

.com，CNN Transcripts，CNN International 的“一帶一路”報道，未提取該庫中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Washington Post blogs、WashingtonPost.com、

CNN wire等來源的相關報道。
[6] 檢索結果均經人工篩選剔除了與“一帶一路”無關的報道。例如，“OBOR”的結

果可能是地名，“China’s Silk Road”的結果可能是古代“絲綢之路”，BRI可能是

“basketballrelated income”（籃球相關收入）。此外，三大媒體有時在不同載體（如

CNN 的電視新聞頻道與 CNN 門戶網站），或報紙的不同版本（如《華盛頓郵報》

的地方版（regional edition）與全美版（every edition））重複報道同一篇“一帶一

路”新聞，本文檢索結果未計重複的報道。
[7] 2016年，G20峰會在杭州的召開以及南海仲裁案等事件，較大地吸引了美國媒體

的注意力，使得它們的“一帶一路”報道有所下降。
[8] 本文僅統計使用某一譯法的新聞報道篇數，此譯法可能在一篇文章中多次使用。
[9] 本文使用的百分比均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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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中國官方發佈的其他譯法在美國三大媒體中均未使用，故本文僅對“（the）Belt
and Road”這一官方譯法的使用進行分析。

[11] 表 5的結果未包含本文 3.1部分已討論過的“一帶一路”英文指稱語。
[12] 為研究方便，本文根據搭配詞的語義而不是詞性進行分類，統計搭配詞的詞頻

時，我們將同根詞（如“ambition”與“ambitious”）或近義詞（如“massive”與

“huge”）放在一起進行統計。
[13] 本文沒有把“China’s Marshall Plan”或“Marshall Plan”視為“一帶一路”的譯法。

因為據我們觀察，美國媒體事實上一般只是將“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進

行比較，上下文中還會用“OBOR”“the Belt and Road”“One Belt One Road”等譯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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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t Interpreter’s Filtering Actions: the bilingual legal proceedings in Hongkong (by
Lihua Jiang)

The court interpret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ilingual courtroom. Thus, the re
search begins to focus on court interpreter’s role. Departing from the Triadic Discourse Inter
preting Model (TRIM), this paper applies Interpreting Filter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preter’s
decisionmaking continuu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corpus for case analysis comes from
Hong Kong bilingual courtroom. After analyzing the court interpreter’s discourse,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preter is involved in the whole court interpreting process rather than being com
pletely impartial or neutral.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preting filters” will make the inter
preter’s decisionmaking transparent and provide a new insight for court interpreter training.

一、法庭口譯員的角色困境

隨著經濟全球步伐的加快，國際間的人口流動越大，人們跨國從事經商、開工

廠、運輸、旅遊、購物、結婚等活動，其中部分人由於主觀或客觀的原因，觸犯了當

地的刑事或民事法律，不得不在他們不熟悉的法律面前接受審判，這一切都使得法庭

口譯服務需求急劇增加。法庭口譯人員在雙語庭審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但長期

以來, 由於翻譯學界以及司法界普遍認為法庭口譯人員應該保持完全中立，進行字對

字的翻譯，不應該以任何方式介入整個庭審過程，這種誤解給法庭口譯人員帶來了極

大的困擾。

在學者們對法庭口譯所進行的各類研究中，口譯員的角色定位已經成為學界關注

的焦點。法庭口譯員在翻譯過程中總是面臨著許多的窘境，Fenton（1997, 3133）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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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具體的庭審口譯中，“律師一方面擔心他們採用的法律語言策略沒有被口譯人

員傳達，一方面又擔心因為譯者的介入，律師的權威性受到挑戰”。法庭口譯的職業

規範條例（Code of Ethics）對口譯員的行為準則做出了具體的規定，認為法庭口譯人員

應該做到完全中立，採取不偏不倚的立場（BerkSeligson 1990；Fenton 1997；Mikkel
son 1998；Hale 2008）。而另一方面, 口譯員在適當的時候主動地掌控交際過程，充當

了“調解人”（conciliator）的角色（Merlini & Favaron 2013, 212）。作為法庭上唯一

具有雙語能力的譯員，被不通曉本國語的訴訟參與人當作救星，期望在法庭上得到更

多的協助和諮詢，其角色更為“顯形”。在此情景下，法庭口譯人員“在一定場合會

對自己的法律客戶提供諮詢”，“保證客戶獲得相關資訊，並能自主地把控整個交際活

動”，“對帶有種族或者文化歧視類的陳述內容或是結論提出質疑”（Roberts 1997, 13）。
近年來，隨著雙語庭審口譯在中國出現頻率的增多，華人學者也對法庭口譯進行

了相關研究，包括對各國法庭口譯歷史的梳理，其中吳雅珊（Ng 2018）詳細介紹了香

港法庭口譯體系，吳遠寧（2016）介紹了美國法庭口譯的歷史，趙軍峰、陳珊（2008）
則將中西法庭口譯進行了比較；也包括對口譯人員角色的探討：梁倩雯（Leung 2015）
探討了強姦案中譯者如何處理法律相關的筆譯和口譯，餘蕾（2015）描述了外刑事庭

審語境與口譯員角色困境，趙軍峰、張錦（2011）通過將法庭口譯員比作“機構守門

員”剖析其角色特徵，朱波、高虹（2015）指出了法庭口譯中的衝突和口譯員的兩難

處境。由於法庭口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入社區口譯的範疇，因此社區口譯的譯員角

色研究也有提及（任文 2010/2011；Jiang 2011；Jiang et al. 2014）。
法庭口譯是一個紛繁複雜的活動，交際各方在交談中受年齡、性別、社會地位等

各種因素的影響所享有的說話權利和應盡的說話義務不同。譯員除了具備良好雙語能

力、文化知識和相關專業知識之外，還應該具有出色的話語交際能力，瞭解口譯過程

中的各種話語連貫策略，在必要的情況下參與交際活動當中，靈活機動地處理口譯中

出現的各種交際困難和障礙，有效地促進談話雙方的成功交流。以往學者對譯員行為

的討論，以及職業規範中對譯員行為的規定過於籠統和寬泛，在具體庭審中譯員無法

判斷是否可以介入庭審內容、以怎樣的方式介入、介入的程度可以多大。有鑑於此，

本文將以話語口譯理論模型為基礎，以話語口譯篩檢程式為工具，具體分析香港的雙

語庭審過程中口譯員的具體決策行為，以期在方法論上對現有的法庭口譯分析框架進

行補充。

二、話語口譯篩檢程式

基於話語分析理論的話語口譯模型（簡稱TRIM，TriadicDiscourse InterpretingMod
el）（Jiang 2011）包含靜態要素和動態要素。靜態要素包括交際情景（例如庭審的具

體時間、地點、法庭特點等）、交際各方的認知知識構成（例如法官的知識構成、律

師的知識構成、檢控官的知識構成、證人的知識構成、被告的知識構成等）、交際各

方的話題中心、言語資訊的層次、句際中的語義連貫。動態要素指的是普通話語交際

的言語行為序列（Tetradic Speech Act），即說話人 A的言語，說話人 B的回饋，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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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A對說話人 B回饋的回應，說話人 B對說話人 A回應的接受（Mudersbach 2008）。
在 TRIM模型框架下，“話語口譯篩檢程式”（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Jiang

2011）指的是口譯員利用篩檢程式將源語資訊轉換成目標語資訊的過程。過濾這些資

訊的依次是話語目的篩檢程式（Discourse Purpose Filter）、意義連貫篩檢程式（Co
herence Filter）、話題連貫篩檢程式（Topic Continuity Filter）、語義素連貫篩檢程式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知識構成篩檢程式（Knowledge Filter）、利益篩檢程式

（Interest Filter）。
“話語目的篩檢程式”是用來檢驗源語資訊是否與交際話語的目的一致。該篩檢程

式假定所有話語雙方都基於 Grice 的“合作原則”（1975）進行合作式的交際，而譯

員也基於此種合作原則採取適當的調節措施。例如庭審過程中，某一訴訟參與人的話

語與整個庭審的目的不一致，口譯人員可能進行資訊的過濾和刪除。“意義連貫篩檢

程式”將單個資訊置於上下文情境中，涉及口譯員對資訊的重組（總結、詳述或簡化）

或完全刪減。為了讓另一交際方完全理解資訊，譯員需要對資訊進行重新構建以及添

加附加資訊以澄清源語資訊。“話題連貫篩檢程式”將話語交際中的話題發展作為測定

話語是否連貫的指標。話題的連續性通過反復的或衍生的話題發展起來，而隱含的話

題連續性通過語境或假設，與接受者建立主位述位元（themerheme）推進模式。“語

義素連貫篩檢程式”從 SchultzvonThun（1981, 27）的交際理論發展而來。該理論認

為，所有的話語資訊都包括四個層面的意義：事實（factual）、訴求（appellative）、關

係（relationship）和自我暗示（selfindicative）。該篩檢程式是對話題連貫篩檢程式的

補充，建立了語義連貫之外的語用連貫。“知識構成篩檢程式”來自認知知識體系的概

念（Mudersbach 1991），知識體系包括語言知識、文化知識、機構專門知識體系（例

如庭審知識）。“利益篩檢程式”主要是基於 Fairclough（1989, 248）提出的“語言即權

力”的社會語言學概念。在通過該篩檢程式時，口譯員若發現話語雙方利益有權力衝

突，需要通過調解的話語來平衡相悖雙方的利益，達到順利交際的目的。

口譯員將源語資訊依次通過以上的篩檢程式後產生不同類型的目標語資訊，目標

語資訊根據處理策略的不同可歸納為（Wadensjö 1998；Rosenberg 2001）：（1）零目

標語資訊（Zero Target Message），即完全刪除源語資訊；（2）部分保留的目標語資訊

的第一類（Partially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Type I），即通過增減話語的方式進行語

言重組; （3）部分保留的目標語資訊第二類（Partially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Type
II），向源語說話人尋求進一步的解釋；（4）完全改變原意的目標語資訊（Variant Target
Message），例如通過緩和話語來協調雙方的矛盾和衝突；（5）逐字直譯的目標語資訊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在過濾資訊的過程中，口譯員接收到源語資訊後經過 7條
不同的路徑，產生 5類目標語資訊，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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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譯員的過濾資訊過程 (Jiang 2011, 131)

三、案例分析

3.1語料背景

以下分析材料來自香港浸會大學的梁倩雯博士（Dr. Ester S M Leung）團隊共同合

作的項目（http://cpdbarts.hkbu.edu.hk/）中案件 1的 12號轉錄文本/錄音。語料為 2005
年秋香港高級法院受理的性侵審訊。在審訊中，被告在法庭譯員的幫助下接受控方律

師的盤問，案件 1 的整個訴訟過程包括 18 盤轉錄的錄音帶，其中 6 盤錄音帶是目擊

者的錄音，12盤錄音帶是被告的錄音。在案件 1中，被告姓名縮寫 t c s（曾做過電子

銷售的羽毛球教練）被指控從 1998年到 1999年強姦了 3名少女（姓名縮寫為 s k k，l
h y和 l w y）。目擊者是 13歲女孩 l h y，她曾是被告的羽毛球班的學生。L m f是 s k
k的前男友。

語料中的源語說話人是講英語的控方律師（縮寫為 BPE）和講粵語的被告（縮寫

為 DC）。譯員的中英文翻譯分別縮寫為 ICT和 IET。音訊的轉寫中使用了一些語言學

標識：“=”標識表明話輪的重疊，大寫的字母表明語氣的強調，“：”分號標識遲疑和短

暫的停頓，“｛｝”大括弧朝內標識語速加快，大括弧朝外“｝｛”標識語速減慢，“[]”中

括弧標識非言語資訊，“（2.5）”小括弧裡面的數位識別碼停頓的秒數。

3.2語料討論和分析

在所摘錄語料的開頭，辯方律師（Barrister Defendant English，BDE）首先用英文

介紹了 3 名目擊者之間的關係，並簡要概括了強姦案。被告人曾告訴受害人 skk 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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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別人結婚的目的只是為了得到更好的住房。

 1:    BDE   =and then the next question my lord then asked this defendant was did
you tell s k k and again his answer was yes then he explained that he told s k k
because em he was going to get married with l to get the unit (.) so i suppose i
believe as i said and that’s why i have to put forward this stop hand indeed he
said he did tell s in because they wanted to get a house no matter it was a sham or
whatever they leave it aside 
 2:        [voices overlapped]   
3:     BPE   when did you tell s k k 
 4:     ICT   你系幾時話俾 s k k聽  
5:     DC   九七年  
 6:     IET   ninety seven 
 7:     BPE   a: ninety seven 
 8:     ICT   系九七年啊  
 9:     BPE   when she thought she was pregnant 
 10:    ICT   啫系佢:以為自己有 b b嘅時候  
 11:    DC   我真系不記得 (.)系邊一日喇  
 12:    IET   i really can’t =remember which day 
 13:    DC   =三年前喇律師先生你系咁質問我 [crying]我都答你唔到㗎  
 14:    IET   mister counsel it’s three years ago i can’t give you an answer even
if you continue with this question 
15:    BPE   mister t (.) s k k was questioned for two and a half days to recount her
experience three years ago   
16:    ICT   嗱 =關於  
 17:   BPE  = i am asking you about an IMPORTANT TRAUMATIC incident in
your supposed relationship with s k k which you said was CARING and respon
sible now are you seriously saying that you can’t remember when was you TOLD
her (.) this girl who loved you and who you loved and you can’t REMEMBER
when it was that you told her you were going to marry someone else (.) is THAT
what you’re saying 
 18:    ICT   嗱就三年前嘅事呢 s k k呢都被盤問咗呢兩日半嘅咁而家問你嘅

呢系一件呢系重大嘅事情嚟嘅因為呢系發生響:你啦同埋呢一個根據你所講

啦系咁關心你啦同埋呢系 a::你想向佢負責任同埋呢你系咁愛佢同埋 }佢咁

愛你嘅 (.) 女童嘅身上 {� 你真系不記得你系幾時話俾佢知你打算同另外一

個女人結婚呀 } 
 19:    DC   我同佢講我同你講我而家 (.)嘅腦海裡便我記得喺九七年嘅事 (.)
我同佢講 (.)我話 (.)我會同 l去有一間臨屋因為要需要而家要結婚因為如果

純啫系嗰啲證明唔夠所以我而家會同佢結婚希望將來會換啲大啲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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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IET  as far as i can remember now in nineteen ninety seven i told s k k that
i would be marrying l to acquire a housing unit because there was not sufficient
proof to get that at that time and i told her that in the future a bigger unit could be
obtained after the marriage   
21:    BPE   and what did she say 
 22:    ICT   咁 s k k聽到之後跟住點啊  
 23:    DC   都冇反應    
24:    IET   There was no response 
  25:     (38.0) 
26:     BPE   during the day you gave evidence about this em what you said about
er s k k playing trick on l m f do you remember that 
 27:   ICT   嗱你俾證供嘅時候呢提曾經呢系提過呢關於 s k k呢系整蠱 l m f
嘅事系咪?   
28:    DC   系  
 29:   IET   yes   
30:    BPE   telling she liked him and then telling she didn’t like him 
 31:   ICT   啫系話呢最初呢就話俾: l m f聽呢佢鐘意佢後來又話俾佢知佢唔

鐘意佢系咪？=  
32:    DC   =系  
 33:    IET  yes   
34:    BPE   that sort of (.) silly little trick that is of an immature girl isn’t it 
 35:    ICT    咁呢一類呢系一啲好唔成熟嘅女仔玩嘅啲好傻嘅玩意嚟 � 系

咪? 
 36:     DC   我唔知系咪  
 37:     IET   i don’t know if that’s true or not 
 38:    BPE   that’s pathetic isn’t it? 
39:     ICT 咁系啲好:: em:: (1.0)好傻嘅嘢嚟 �(1.0)系好 (.)咁樣做呢系好系

好可憐嘅嘢嚟 �
 40:     DC   大人有時都會 = 
 41:     IET   =some (.) sometimes adult would do that 

在挑選的 41 個話輪的香港雙語庭審語料中，法庭口譯員有 19 個話輪。通過分析發

現，除了完全對等的語言資訊通過逐字翻譯成目標語資訊的 8 個話輪，還包括完全刪

除源語資訊的過濾行為（僅為話輪 18 的一部分），部分保留源語資訊的第一種類型，

即刪減和增加資訊的過濾行為（6個話輪），以及完全改變源語資訊的協調型過濾行為

（4個話輪），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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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語料中法庭口譯員資訊的類型

類別 I 零目標語資

訊

類別 II部分保留的

目標語資訊第一種

類別

類別 III部分

保留的目標

語資訊第二

種類別

類別 IV完全

改變源語資

訊目標語資

訊

類別V逐字直譯的

目標語資訊

話 輪

數目

0 6 0 4 8

占比 0 33.33% 0 22.22% 44.44%
具 體

話輪

話輪 18第 4部分 話輪 10, 話輪 14,
話輪 20, 話輪 22,
話輪 31,話輪 37

話輪 18 , 話
輪 27, 話輪

35,話輪 39

話輪 4, 話輪 6, 話
輪 8, 話輪 24, 話輪

27, 話輪 29, 話輪

33,話輪 41

從表 1 可以看出，逐字翻譯源語資訊的行為占翻譯資訊大部分（占比 44.44%），

主要是因為現場很多資訊只需要證人或者被告回答“是”或“不是”，同時也因為法

庭口譯在規範上對譯員有嚴格的職業要求。表 1 顯示，除了逐字翻譯，由於檢控官和

被告在語言和文化的差別，法庭口譯員需要通過增補、刪減詞語或者調整語序來幫助

雙方進行有效溝通交流，因此部分保留源語資訊的第一種類型佔有較高的比例（占比

33.33%）。分析中也發現，儘管專業的法庭口譯員一般情況下會保持中立，不以任何

形式介入庭審，但在實際口譯活動中，為了協助雙語庭審的順利進行，會或多或少地

介入庭審（占比 22.22%），同時緩和了律師和檢控官提問的語氣。以下部分將就類別

I、類別 II和類別 IV的目標語資訊過濾過程進行具體分析。

3.2.1完全刪除
根據話語過濾的路徑來看，只有完全不符合話語目的的話語才會被譯員完全刪

除，這種情況一般比較少見。完全刪除的現象在以上選段中僅存在於話輪 18 的最後

部分，譯員刪除了檢控官 “is THAT what you’re saying”，可能是譯員認為，這部分內

容跟前面所陳述的部分重合，重複翻譯同樣的內容會令庭審延緩，而刪除該部分並不

對整個交流產生影響。過濾過程如下：源語資訊經過“話語目的篩檢程式”，譯員發現

源語資訊 “is THAT what you’re saying” 不符合話語目的，此處回答為否，因此產出了

類型 1的零目標語資訊，即完全刪除源語資訊。

3.2.2語言重組
中西語言和文化上存在區別，同時法律專業語言也對譯員的語言處理技巧提出了

相應的要求，因此譯員通過增減等方式進行了語言重組。

在話輪 10 中，譯員將源語資訊中的“pregnant”調整為了“有 b b”，語體上更加

口語化，可能是譯員希望在翻譯時將“懷孕”一詞明晰化，方便被告如實回答。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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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如下：源語資訊經過“話語目的篩檢程式”，譯員發現源語資訊符合話語目的，此

處回答為是；於是繼續經過“意義連貫篩檢程式”，譯員發現如果逐字翻譯可能出現意

義理解上的偏差，此處回答為否；於是繼續經過“知識構成篩檢程式”，發現英語源語

中“pregnant”如果直譯，可能會讓被告有機會以在懷孕初期自己不知情來辯解，從而

影響證詞的信度。

在話輪 14中，譯員將“mister counsel”放到了“it’s three years ago”之前，進行了

句式的調整，同時加上了 if引導的條件狀語從句，將被告的立場表達得更加清楚，即

如果檢控官繼續追問這個三年前的事情，被告將無可奉告。過濾過程中經過“知識構

成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中文源語中的“你系咁質問我”加上被告當庭痛哭的體態語，

需要增添資訊才能表達被告對這個問題的強烈抗拒情緒。

在話輪 20 中，譯員刪除了中文源語資訊中的“  我同佢講”和“我同你講”等插

入語，刪除無關資訊以精簡資訊，有利於庭審更加高效地進行。譯員將源語中另一個

“我同佢講”中的第三人稱明晰化，用被害人 skk的名字來替代，使得人稱指代更加清

楚。譯員在英語目標語資訊中加入了“to get that”，將被告以獲得大房子為目的的結婚

進行了中立化的處理，避免因為被告的回答不當而成為控方的把柄。過濾過程中經過

“知識構成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中文源語中的插入語對於整個資訊沒有太大影響，從

而刪除，同時為了讓人稱代詞的指代更加明晰，譯員將其所指具體翻譯出來。為了避

免因為因果關係處理不當而造成的理解偏差，譯員也通過加入表目的的不定式來處理

資訊。

在話輪 22 中，譯員將英語源語中的人稱代詞“she”明晰化，翻譯時用具體的人

名 skk 代替，同時加上了時間狀語“聽到之後”讓提問更有針對性，更能獲得需要的

資訊。過濾過程中經過“知識構成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必須將代詞指代明晰化，添

補適當的時間狀語，才能讓被告更具體地回答問題。

在話輪 31中，譯員使用了介紹性的開頭“啫系話呢”，增加了時間狀語“最初呢”，

並將原文中的“him”替換為了男孩的具體名字 lmf，加入了反問的語氣“系咪”，將檢

控官的責問語氣通過翻譯表達出來。過濾過程中經過“知識構成篩檢程式”時譯員發

現必須將代詞指代明晰化，添補適當的時間狀語，同時加上反問語氣，才能更好地表

達檢控官的資訊中隱含的意義。

3.2.3斡旋協調
在話輪 18 中，英文源語中檢控官窮追不捨地追問，質問被告和當時要結婚的之

間發生的事情竟然會忘記，用 “i am asking you about an IMPORTANT TRAUMATIC in
cident in your supposed relationship with s k k which you said was CARING and responsible
now are you seriously saying that you can’t remember when was you TOLD her (.) this girl
who loved you and who you loved and you can’t REMEMBER when it was that you told
her you were going to marry someone else (.)” 檢控官兩次用到 “can’t remember” 來質疑

被告證詞的可信度。譯員在處理這種質問語氣的時候，並沒有將檢控官的質疑翻譯出

來，而是將語氣進行了緩和，可能是譯員認為，檢控官咄咄逼人的質問方式會讓被告

產生反感甚至不合作，這樣無法進行有效地庭審和獲得需要的資訊。話輪 27 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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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源語檢控官再次提到 “do you remember that”，通過問話技巧再次質疑被告證詞的可

信度，譯員此時仍然沒有將檢控官的強烈語氣譯出，而是進行了緩和協調。過濾過程

經過“利益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必須調整源語中強烈的質問語氣，才能更好地獲取

證詞，於是譯員通過緩和協調的方式處理了源語資訊。

話輪 35 中，譯員在“immature”和“silly”前面加入了兩個“好”作為強調，通

過這種方式將檢控官強烈的質問語氣表達了出來。話輪 39中，譯員在“pathetic”前面

加入了多個“好”來加以強調，以同樣地方式將檢控官的質問語氣表達出來。過濾過

程經過“利益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必須將源語中強烈的質問語氣更加強烈地表達出

來，才能讓證人的可信度得到質疑，於是譯員協調的時候加強了語氣。

以上通過對譯員過濾行為的具體描述和分析得出，法庭口譯員在真實的雙語庭審

中，除了進行逐字的翻譯，還會根據兩種語言進行資訊的重組，甚至可能站在一方的

立場調和法庭中出現的衝突和矛盾。由此可見，法庭口譯員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完全

中立，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中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或多或少地介入整個法庭口譯過程

中。

四、結語

為了更好地處理法庭口譯員“中立”和“調解人”的角色困境，本文在話語口譯

模型的框架下利用“話語口譯篩檢程式”分析了譯員各類決策背後的原因，讓譯員的

行為在法庭口譯實踐中有理可循。從方法論上講，將“口譯篩檢程式”概念引入法庭

口譯研究，可以對譯員話語的數量和特徵進行深度研究，也可以通過實證研究探究不

同譯員話語類型出現的頻次，從而有助於瞭解語言的特殊性、交際中的誤解和文化差

異等問題。在具體的法庭口譯實踐中，庭審之前可以基於話語口譯模型中的要素制定

一份詳單，提前跟交際各方進行協商，以便他們更好地理解法庭口譯員在庭審中會通

過增添、解釋和弱化話語等一系列行為來協調整個法庭口譯過程，從而有助於庭審更

加順利地進行。在法庭口譯的教學時，課堂模擬實踐中可以採用話語口譯模型中涉及

的要素及過濾過程來訓練學生的雙語知識、法律專業知識和文化知識，同時讓學生瞭

解在法庭口譯的不同階段如何利用“口譯篩檢程式”來進行更好的決策和採取更有效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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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Remains of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Xiaohua Yang
and Yun Zu)

Yusheng, published by Rye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in 1999, is an epic novel created
by Wu He,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literature. Wu He,
by adopting th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reappraised and explored the impetus behind the
Musha Incident and further questioned the legitimacy and accuracy surrounding the incident
itself as well as the ways in which it has been rendered by historians and commemorated by
politicians. The novel presents a breakthrough in regard to structure, syntax, and linguistic
experimentation over the course of its sprawling and heterogeneous narrative and has been
hailed as an important linguistic milestone in the can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Michael Berry, reputed as an active and renowned literary translato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pent eight years translating Yusheng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it i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n April 2017.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nterview with Michael Berry in 2016,
investigates Wu He’s defamiliarizing literary writing of the “Musha Incident” and Michael
Berry’s exercise of ethics of difference and ethics of innovation in translating Remains of Life
and its reception in America, offering a glimpse into the translation, publishing and dissemi
nation mode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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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舞鶴寫於世紀之交的《餘生》是以“當代”或“當代歷史”的視角與原住民族群

進行對話與論辯，質疑臺灣“霧社事件”[1]發生的“正當性”與“適切性”。他將自

己的人生經歷、臺灣的歷史變遷和對臺灣社會的思考熔鑄一爐，將眾多個體片段、殘

缺的記憶加以拼貼，以豐饒晦澀的文字譜寫出一幅幅鮮活的臺灣原生態生活圖景和劫

後餘生的生活樣貌。美國知名漢學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系白睿

文（Michael Berry）教授歷時八年翻譯的《餘生》（Remains of Life）英譯本於 2017年
4 月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美國《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認

為：“《餘生》是一部極具挑戰的非凡之作，是記錄血腥殘暴和紀念劫後餘生的文學瑰

寶，必然會引起研究現代亞洲小說的學者的極大興趣。”[2]2018 年《餘生》入圍由美

國羅切斯特大學頒發的“最佳翻譯圖書獎入圍名單”（2018 Best Translated Book Award
Shortlists）。正值“《餘生》英譯本殺青之時，筆者有幸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就

《餘生》翻譯的緣起、翻譯過程、翻譯出版與未來傳播與白睿文教授進行了探討。本文

圍繞譯介主體、譯介過程和譯品接受三個方面分析舞鶴《餘生》的異質性文學書寫和

白睿文在《餘生》英譯過程中所秉承的翻譯倫理和展現出的藝術境界。

二、《餘生》的文學異質性

舞鶴是一位用生命書寫文學的藝術家，文學的美在少年時代就深入他的心靈，後

來再沒有其他藝術形式對他的吸引力能勝過文學。他以“回歸性主題”、“自傳性敘

述”、“變異性語言”和“實驗性形式”體現了現代主義文學特質，在臺灣傳統寫實主義

文學系統之外，另闢蹊徑，構築了他的小說美學。《餘生》卸除殖民歷史重軛，回歸

祖靈之地，將“霧社事件”從政治權利的網路中拆解，以當代思維重新詮釋歷史，追

尋事件的歷史真相。舞鶴以“線性式”來表現一個當代人對“霧社事件”的追尋關係，

他使人類學田野成為“小說式田野”，在《餘生》中化身莫那·魯道的孫子與孫女，和

“姑娘”進行溯溪尋根之旅。“溯溪之旅”是敘述者“我”化身在野史官回顧大歷史與再

詮釋之旅。“我”訪談劫後餘生，瞭解泰雅族群從“打獵的民族”、“種稻的民族”，到

“喝酒的民族”，重現歷經戰前戰後殖民統治的原住民本質。

文學語言的文學性並不在於詞藻的華麗，當代文學理論認為，構成文學言語美的

一個關鍵性因素是言語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Shklovsky 1986，5263）。為了

傳達人物的歷史情境與封閉的社會語境，舞鶴變異了索緒爾的語言學，在組合關係上

變異拼貼組詞、變異情色組詞、變異句群等；在聚合關係上變異零標點形式、變異詞

類功能、變異重疊等。舞鶴的小說美學可以從俄國形式主義的理論視角得以闡釋，形

式主義視文學作品為“種種設計”的任意聚合，這些設計包括聲音、意象、節奏、句

法、拍子、韻腳、敘述手法等，涵蓋所有形構上的文學因素。在文學設計的壓力下，

日常語言受到強化、濃縮、扭曲、縮短、延伸、顛倒，語言變得奇異，正是這種異化

使日常世界頓時顯得陌生。“文學強迫我們對語言產生戲劇性的知覺，使習慣性的反

74

楊曉華祖贇



Translation Quarterly

應恢復生機，使客體變得更加明晰可解。”（伊果頓，1993，16）舞鶴採用陌生化的創

作手法，以新奇獨特的藝術形式，創造性地破壞讀者習慣化和自動化的感知方式，讓

讀者“增加感受的難度，延長審美的時長”（Shklovsky 1986，5263），這無疑是這位

浪子文人藝術家文學價值里不可撼動的執念。

三、重讀“霧社事件”，構建翻譯語境

一部文學作品的翻譯涉及極其複雜的動態過程，對原作文化形態、社會形態、歷

史形態和“蘊藏著文化價值的語言形態”（孫藝風，2008，13）的理解、內化和重構至

關重要。白睿文於 2008年出於個人興趣啟動了《餘生》的翻譯工程，為了瞭解“霧社

事件”的歷史史實，他博覽群書，實地考察，查閱和研究有關“霧社事件”的史實與評

論。“如果譯者想把目的語讀者送往國外，他最好自己能先到國外遊歷一番，成為一

名稱職的文化導遊。”（孫藝風，2006，10）白睿文曾三入川中島考察山川秀美的霧社，

其中兩次有舞鶴陪伴。譯者和作者一道走過通往墓地的幽幽小徑和小說中描繪的角角

落落，參觀作者曾經的租居，拜訪《餘生》中的各色餘生。採訪中白睿文說道，“這的

確是種神奇的經歷，形象化和想像力在閱讀原作時固然重要，但通過身臨其境，親歷

現場，親眼目睹事件后餘生的生活樣態，無疑使我在翻譯過程中能夠更好地把握風格

和措辭。”（Yang and Berry 2019）譯者在理解和內化原作的同時，必須構建由“源語語

境、譯者的虛擬語境、譯語語境和讀者的認知語境”（陳大亮，2017，66）四部分組成

的翻譯語境。“譯者的虛擬語境”，即譯者的語境視野，是“源語語境、譯語語境、目

標讀者的認知語境三種視閾的交叉與融合”（陳大亮，2017，67），是翻譯語境的核心

要素。譯者首先作為讀者理解原文的過程是同作者和文本進行對話的過程，他必須調

動自己的情感、意志、審美、想像力與原作者進行“談判”，以求最大限度地達到與原

作者視界的融合，同時必須對目的語讀者的文化素養、宗教、道德、審美特徵進行判

斷，最終決定在何種程度上保留再現或改造重寫原作的特質，進而確立翻譯立場與倫

理。

舞鶴在原始與文明、美與暴力、事實與虛構之間走鋼絲；白睿文是在“架橋”與

“拆橋”之間做抉擇，搭建橋樑使目的語讀者跨越山澗？還是引領讀者腳踩荊棘感受深

淵與裂谷？是直面差異履行對原文本的承諾，離散目的語文化？還是消解差異迎合讀

者，將舞鶴引向西方文化？“翻譯真正的目的是尋求在目的語譯文中保留源語中的文

化價值”（Paulz & Rosman 2003，6），“只有直面差異，目的語讀者才能真正地理解、

尊重他族文化。”（Appiah 2000，127）白睿文最終視質疑與創新為其翻譯倫理的本質

內涵，以“離散的視野和心態”（孫藝風，2006，9），彰顯差異，利用譯語文本質疑接

受語文化中的既定模式，挑戰制度化權力的風格、體裁和話語，為譯語語境帶來了啟

迪和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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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尊重異質他者，踐行差異倫理

面對《餘生》這樣一部異質性文學精粹，白睿文如是說：“文本一旦選定，譯者必

須直接面對文本，與其對話，尊重原文其實是譯者和作者之間一張‘無字無形’的契

約。”[3]“如果原作是一部經典，我的翻譯使命和策略取向應該為譯作在英語世界里獲

得認可和重塑經典奠定基礎。”2018 年 9 月 1 日白睿文在多倫多國際作家節（Toronto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uthors）接受採訪時再次重申了他的翻譯立場：“作為譯者，我

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是將原作化為我有，在譯語中最大限度地捕捉原作的風格、聲音

和絕妙之處。翻譯不是展現譯者觀點和風格的場所，而是作為媒介或工具讓作者的聲

音穿越有時似乎不可逾越的語言和文化鴻溝再次發聲。《餘生》是我二十餘年文學翻

譯生涯中翻譯過的最具挑戰的一部書，這部書從內容、形式、語法，甚至詞彙各個層

面都在突破局限。對舞鶴而言，似乎只有扭曲語言才能捕捉和傳遞歷史的駭人聽聞的

本質。”[4]

白教授對舞鶴和《餘生》之間的這種承諾與格林所言一致，“把一篇晦澀難懂的原

文譯成優美流暢的譯文自然不對——儘管這可能正是編輯和讀者所需，但問題在於譯

者通常處理的是異域語言，很多在他們看來或許晦澀難懂的源語文本，在本土讀者讀

來只是稍有難度，甚至有可能詼諧精妙。”（Green 2001，149）因為“翻譯表現尊重的

最重要的方式是使源語文本成為接受語文化中倫理創新的場所”（Venuti 2013，8）。白

睿文最終秉承“存異倫理”（ethics of difference）和“創新倫理”（ethics of innovation），
使“接受差異成為最高倫理準則”，使“差異不必再被淡化、容忍或者被粗暴地征服，

而是被接受和挖掘”（Assmann 1996，99）。
翻譯在具體操作過程中的倫理，“從現代觀點來看，歸根結底是對他者的倫理。”（朱

志瑜，2009，1112）白睿文尊重他和舞鶴之間那張“無字無形的契約”，以高度的文體

能力、審美能力和文學境界，在《餘生》變異的語言和實驗性的形式中讀出舞鶴的審

美意圖和效果，在翻譯過程中做出積極的詩學反應，留存異質特色，創造離散空間，

將譯意、譯味與譯境完美結合，在英語世界展現“原文本的異質”，給予讀者“一次異

己的閱讀體驗”（Venuti 1995，20）。

4.1追隨小說田野，再現線性敘述

舞鶴在小說一開始就以“線性式”（其一，。其二，。其三，。）呈現出他寫作的主結

構，區分了行為敘述與意識敘述：

（其一）我初讀有關霧社事件，（略）從熱血少年的激動冷靜下來思考霧社

事件的正當性及其適切性。（其二）九七年冬，我租居部落時的鄰居姑娘，

有一日對著遠山暮靄靜靜說，‘我是莫那·魯道的孫女，’（略）與祖靈把手

言歡喝酒吃肉。（其三）這川中島原是放逐之地，‘我們從陌生的墾荒開始，’

我尋訪部落的獵人，獵人的兒子說，（略）年輕人還有我們賽德克人驃悍的

勇氣，生命直接在自毀中過……。（舞鶴，2011，3133）[5]

“其一，。”是第一人稱的意識敘述，直接內心獨白，“其二，。”和“其三，。”分別

76

楊曉華祖贇



Translation Quarterly

是第三人稱（姑娘和其他餘生）的行為敘述與間接內心獨白，這種形式是在傳統寫實

小說的行為敘述與間接內心獨白外加進了（其一）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直接內心

獨白。其間的三個“句號”標識每個敘事架構的結束，與作者在後記中強調的小說寫

的“三事”一致：

其一，莫那‧魯道發動‘霧社事件’的正當性與適切性如何，兼及‘第二次

霧社事件’。

其二，我租居部落的鄰居姑娘的追尋之行。

其三，我在部落所訪所見的餘生。

我將三事一再反覆寫成一氣，不是為了小說藝術上的“時間”，而是其三者的內涵

都在餘生的“同時性”之內。（舞鶴，2011，265）
《餘生》的這種線性形式表現了意識流的邏輯性與合理性，語言在逗點的接引之

下，井然有序，使小說時間與餘生的“同時性”並行，在句號顯現之剎那斷裂、靜止、

凝固。“說話和傾聽，都需要個逗點，逗點是一個空的間隙，純然的靜止，並不為過

去而思考也不為未來而準備，”（舞鶴，2011，193）面對舞鶴超乎尋常的敘事架構設計

和標點符號用法，白睿文在翻譯過程中依照原作中“其一，。其二，。其三，。”的宏觀

結構，完全保留了原作中句號（整部小說僅有 48處句號）的位置，因為句號在整個小

說結構中產生主題意義，引領讀者的閱讀思路，原作中用逗號斷句的地方，自然保留

逗號，但偶爾稍加改動，添加逗號、分號和問號。請看譯例：

多年來在島國的一隅我常想到這一幕：最後一夜，坐在火堆前的莫那·魯道

思索的是什麼，什麼是他下決定的關鍵——,被同化的悲哀與憤怒可能成為

最嚴肅的理由，千百年來的生活、信仰、衣著、語言、禮俗通通成了落後

骯髒不衛生，和服是最美的衣服壽司是最好吃的主食日本語是最好聽的語

言皇神信仰是最高無上的人都可以為祂切腹的信仰，砍了穿和服的頭才讓

你知道原來和服不是最美的衣服，泰雅紡織出來的衣服穿在泰雅少女身上

才是最美麗的衣服，直接砍下你的頭才讓你知道天皇神道原不在乎你切腹

不切腹，切腹只是人表彰自己的‘受虐狂’到達一種‘精神的虛無極境’，（舞

鶴，2011，112113）[6]

以上節選是小說“三事”中的“其一”，舞鶴嚴詞譴責以學習‘別人’來的或自己設

想出來的文明，強要改造一個千百年具有自己的‘原始文明’的民族是‘暴力的同化’，

嚴重傷害‘原始文明’的固有尊嚴這一事實。舞鶴用“最美的衣服, 最好吃的主食, 最
好聽的語言,最高無上的人”和“砍了穿和服的頭……直接砍下你的頭……,”排比偏正

結構層層遞進。白睿文照搬舞鶴的逗號斷句風格，但在譯文中用 all suddenly和 all of a
sudden活靈活現地展示了被同化進程之迅速，同時用“the most...”複寫出了舞鶴的重

複與層遞的辭格橫向組合的精妙之處。

…, the lifestyle, beliefs, clothing, language, and customs that had been with them
for hundreds of years were all suddenly labeled as backward, dirty, and unsan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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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of a sudden the kimono was the most elegant form of dress sushi was the most
delicious food Japanese was the most beautiful sounding language emperor worship
was the most lofty system of belief for which people could even commit seppuku,

白睿文亦步亦趨，跟隨舞鶴的意識流，將“砍了穿和服的頭才……，和直接砍下

你的頭才……，”分別譯成only decapitating someone wearing a kimono could show that the
kimono was actually not the most elegant form of dress, the most elegant form of dress was a
traditionally woven Atayal garment worn by a young Atayal girl, cutting your head right off is
the only way to show that neither Mikado nor your Shinto Gods could care less whether or
not you commit seppuku，最後通過 after all 讓讀者瞭解“切腹”只是日本人表現“精

神虛無極境”的自虐：after all seppuku is only a way for you to show the emperor that your
own “masochism” has reached a kind of “ultimate state of spiritual emptiness，”（Wu He
2017：110111）譯者內化了小說意識流的邏輯和舞鶴的語氣風格與情感寄託，通過 all
suddenly、all of a sudden 和 after all 等詞彙體現英文的抑揚頓挫，將語言排成從淺到

深、從低到高、從小到大、從輕到重的層遞順序。

《餘生》的主題是一個當代人對霧社事件的追尋，因此舞鶴以“線性式”來表現一

種追尋的關係。以下節選是舞鶴與姑娘正式開啟“馬赫坡追尋之旅”（Searching Journey
to Mahebo）（其二）之後敘述者‘我’的直接內心獨白：

平生我最愛看端莊女人奶子正經穿得也正經唇也正經吃也正經，比正經端莊

不過少年時代的我，才會那樣的質疑才會走到餘生看到餘生美景感覺餘生的

美妙，這是一種叛逆嗎從都市自我放逐出來過一種遊牧的生活在部落與部

落間調查研究書寫都只是藉口沒有追尋不期望什麼是自我對生命的叛逆，（略），

用砍下頭顱的手勁捏女人的奶子代代如此遺傳遂成其碩大，那碩大令別族的女

人自卑到豐胸隆乳術盛行都市世紀末，那些反抗的勇士不想想光捏碩大奶子就

足夠餘生管什麼不義什麼尊嚴，美麗的奶子值不得尊嚴嗎，現前當下的美好感

受不到嗎，必要去追尋去冒險那不可測的未來嗎，（略）（舞鶴 2011，241）

舞鶴思索“自我放逐”的叛逆，思索泰雅勇士的出草與性愛，文字密集，意象繁

複，其間用“端莊”、“正經”、“尊嚴”、“碩大奶子”、“餘生”、“性愛”等詞組合拼貼，

使得小說語言呈現出一種怪誕而頹廢的夢幻氣息，將語言形式實驗推進到了極致。白

睿文跟隨舞鶴的敘述，使用 dignified women、perfect、the Remains of Life、breasts 和
dignity 不折不扣地複寫出舞鶴的措辭風格和意識流，但他通過 “but” 一詞明示了兩個

分句之間的邏輯關係，原作中“走到餘生”中的動詞被巧妙地處理成介詞短語 among
the Remains of Life 作為環境成分，使 “seeing... feeling...” 有環境依託，從而轉向“自

我放逐出來”的目的。請看譯文：

throughout my life what I have always lovedmost was looking at dignified women
with perfect tits perfect lips a perfect sense of fashion and a perfect diet, but back
in my younger days I was far from dignified and far from perfect, it is only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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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d those kinds of reservations that I ended up among the Remains of Life see
ing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the Remains of Life and feeling the wonder of the
Remains of Life,…for generations men had grown accustomed to squeezing their
women’s breasts with the same hands they used to cut off heads and over time this
was passed down and made their breasts larger, they became so large that women
from other races began to suffer from low selfesteem and by the findesiècle
breastenhancement surgery had become all the rage in the cities,（Wu He 2017，
288）

譯文中 men 代替“用砍下頭顱的手勁”做主語搭建英語句子：men had grown ac
customed to squeezing their women’s breasts，用介詞短語和定語從句 with the same hands
they used to cut off heads將原語中的主語“砍下頭顱的手”加以解釋，使英語譯文地道

流暢；緊接著用 they 指代前文的 breasts，通過 “so large that’’句型翻譯“那碩大令

別族的女人自卑到……”，尤其是 the findesiècle breastenhancement surgery 和 all the
rage in the cities 的措辭，盡顯譯者的藝術修養，譯出了浪子文人的文學書寫的意味和

意境。

舞鶴在獨白中用“嗎”發問和反問，但卻不使用問號，白睿文在譯文中突出了“?”，
使密密麻麻的英文句子有了比逗號稍微醒目的間隙：

why don’t those brave warriors who rose up think about the fact that simply squeez
ing breasts enough to make them big was enough for their Remains of Life and
once you have that who cares about things like injustice and dignity, after all do
beautiful breasts deserve dignity? can’t they appreciate the wonderful sensations
of the present moment? why must they search for adventures that take them to an
uncertain future?（WuHe，2017，288）

舞鶴“三事”中的“其二，。”和“其三，。”是以“小說田野”的方式展開敘述，以人

類學與民族志學書寫歷史，其間選擇各色人物的“對話”來填補敘事的斷裂之處，舞

鶴在言語流中保留了引述句與引號，使得這些引述句與引號彷彿是意識流與言語流當

中的柵欄，一氣呵成的意識流與言語流出現岔接，但這也是舞鶴有意而為之。白睿文

在翻譯對話時，沒有通過斷句、分段，或在每一對話片段的始末插入明顯的語法手段

和話語標誌為讀者創造視覺上的線索。他認為，譯者不能因為原作突破常規、晦澀難

懂，就在翻譯過程中稀釋原作（water it down），給讀者遞根拐杖掩蓋原作的難度，而

是要尊重原作，尊重目標語讀者，相信他們會全身心投入閱讀之中，咀嚼和體味原作

激進的思想、意識流的寫作風格和舞鶴的實驗性精神。

4.2以異化譯變異，彰顯異質化審美效果

變異是言語表達陌生化的具體體現，“在常用的詞彙中見出變化的用法，可以使

語言顯得堂皇美麗……因而給平常的語言賦予一種不平常的氣氛。”（伍蠡甫，1979，
90）舞鶴的小說語言是一種帶有詩的質地與形式的小說文體，令人驚心動魄。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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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奇異化語言與不穩定腔調結合成“異質”敘述體，變異句群、拼貼組詞、變異詞

類組合和猥瑣的語言充斥著小說的字裡行間，文字處處承載者詩意。請看譯例：

洞開的木門直直看到一個龐大的石雕匾額“酋長客棧”躺在塵灰的沙發上，（略）

塵灰掩不住這裡曾有許多踏著舞步的腳合著樂聲，是泰雅的舞步又像迪斯

科，是賽德克人的古無一物的空令人感覺滿多的人影、雜沓的語聲、衣服

或肉體的氣味，曾經有人在這裡經營殺戮后的狂歡，為出草成功舉行盛大

的儀式，為暴亂後的餘生尋找一個性的舞蹈的宣洩，那氣味猶存, （舞鶴，

2011，56）
the dust could not conceal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many feet that once danced to
the music here, traditional Atayal dance with a tinge of disco, the ancient sounds of
the Seediq with a touch of heavy metal, the devoid emptiness makes one sense the
silhouettes of the dancing crowds, the clatter of voices, and the smell of clothes and
bodies, once upon a time this was where people carried out their postmassacre car
nivalesque parties, in order to stage a grand celebratory ceremony commemorating
their successful headhunt,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emains of Life in their post
calamity years a place to display their sexuality and release themselves through
dance, the smell still lingers, (Wu He 2017，3233)

舞鶴筆下的名為“酋長客棧”的現代桃花源，是昔日出草的性狂歡場所，舞鶴運

用壓縮式，將過去到現代、文明與蠻荒、音樂與舞蹈、死亡與性、時間與空間，壓縮

在一個點上。白睿文沒有照搬舞鶴的“又像迪斯科”和“又像搖滾重金屬”的明喻手

法，但在 traditional Atayal dance with a tinge of disco, the ancient sounds of the Seediq with
a touch of heavy metal 中使用的 with 介詞短語中的 tinge 和 touch 確是神來之筆，讓時

間從瞬間跳躍，由過去跨到現代，將音樂與舞蹈壓縮在一個點上；the silhouettes of the
dancing crowds, the clatter of voices and the smell of clothes and bodies三個短語生動形象，

讓讀者從現代回返過去，沒有時間的流動感與連續性，只有一個永恆的瞬間，歷史回

到了當下；in order to stage a grand celebratory ceremony commemorating their successful
headhunt,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emains of Life in their postcalamity years a place to display
their sexuality and release themselves through dance,兩個 in order to更是散發著悲涼與荒

謬，在荒謬中，文明者的殺戮痕跡，透過音樂舞蹈，透過性的狂洩，再現後殖民時代

的痕跡。

除了變異句群，舞鶴會臨時組成一種字典、辭典里沒有的、並非約定俗成的變異

詞彙，這種拼貼組詞大多是名詞性的，具有臨時性，受到特殊語境所限制。舞鶴在小

說中寫道：“‘711’的招牌（7Eleven signs）多到小學生以為人生必要 711；店號也隨

都市一般後現代起來，諸如‘舊歡新愛’（Old Flame New Love）、‘入來再說’（Action
First, Consequences Later）、‘無限配對’（Partners Unlimited）、‘比波還霸’（Dominating
Knockers），文字在市井膨風到如此創意，讓我感覺‘書寫的可能性’也腫大許多。”（舞

鶴，2011，136）
舞鶴在小說中竭力施展他的語言才能，文字遊戲充斥小說的字裡行間：午睡的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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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店空無人影，我在店裡一一讀著貼在產品上的大號字體。“Q 桶”（Ah Q Instant
Noodles）最顯目了，“柔情一生面紙”（“Lifelong Tenderness” for a brand of tissue）也

不錯，“純本土牛肉罐”（Pure Native Beef）“純本土”用得恰當的好，“香奈兒中

性洗面皂”（Chanel Mild Face Soap）“中性”也時髦到部落深山了嗎，“十二全大補帖

酒”（the 120%Nourishment Elixir），勝過二帖小學生都會算，“喝了才上貝特康”（Drink
ComeBest Before You Do It）不禁我思索，“喝了再上”（Drink It Then Do It）的明喻頗

具暗喻的歧義性。（舞鶴，2011，173）
白睿文認為最能展現舞鶴文字拼貼藝術的做法就是竭力復寫原作的風格，做到

形似神似。《餘生》中各種咖啡名稱，也讓人眼花繚亂，“晨起咖啡”（morning cof
fee）、“話前咖啡”（a cup of prechitchatcoffee）、“午不睡咖啡”（a cup of noafternoon
napcoffee）、“睡前咖啡”（my cup of bedtime coffee）、“莫那咖啡”（a cup of Mona
Coffee）等等。舞鶴用不同的咖啡名稱指涉不同的情境與心境，比如“兩杯失落的咖

啡”（two cups of senseofloss coffee），是舞鶴與姑娘在元亨寺偶遇番仔叔公（the Crazy
GreatUncle），聽取他對“霧社事件”的評論之後的心情寫照；“餘生咖啡”（a cup of
Remains of Life Coffee）是作者邂逅番仔叔公之後做備忘時燒制的咖啡。

“餘生”是小說主題，也是舞鶴文字拼貼藝術和發揮想像力的源泉：

我們走部落後小路回去，過餘生碑（the Memorial to the Remains of Life）時

天色已暗，我轉頭注視“餘生”（the Remains of Life），只見姑娘睡衣上絲襯

的乳白，我回去煮小雜鍋時一面備忘“餘生乳白”（Remains of Life Milky
White），感覺不如“餘生奶白”（Remains of Life BreastWhite），我在“奶”

和“乳”之間蹉跎了好久，忘了晚鍋吃了什麼，更沒嘗到味道。“奶白餘

生”（BreastWhite Remains of Life）也不錯，感覺不如“乳白餘生”（Milky
White Remains of Life）。我忽地想到燒酒忘在門階旁，拿到嘴邊剛要咕下

一口的剎那，四個字掠過眼前：奶子餘生（Remains of Breasts Life），啊，

就是了“奶子餘生”，不僅可以作書名還可以作店名，等我寫完這本書我去

開一家“奶子餘生工作坊”（a Remains of Breasts Life Workshop），作什麼或

賣什麼到時再想。（舞鶴，2011，183）

白睿文身處小說的情境，與作者感同身受，直譯舞鶴的每一拼貼片語，緊跟舞鶴

的意識流，譯隨境轉，凸顯他的拼詞技巧和語言魅力。舞鶴的拼貼組詞反映了後現代

主義中的拼貼現象，幽默了後現代的意涵，批判了文化符號的機械化、影映化與刻板

化。情慾化書寫則突破了社會倫理的禁忌，觸碰了蟄伏於人類心靈深處的原始恐懼與

傷痛，演繹了生命的荒謬本質。《亞洲書評》張瑜教授評論道：“小說將狂歡寫作表現

到了驚人的程度，特別是其中的性幻想，也許是大陸當代文學中最荒誕和狂野的。敘

述者一直著迷於性，同姑娘就‘傳教士式’進行了乏味的對話，姑娘的身體被當成了

部落命運的隱喻”[7]:

姑娘十九歲嫁到大霸后發覺一事最奇異，她的三個孩子都是豬狗生的，正

確的說，都是豬狗性交的標準姿勢生的，婚後九年從沒換過這豬狗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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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會感到奇異，因為憑直覺她感到應不只這隻這姿勢，但憑直覺她也知道

整個大霸都維持這姿勢千年而不變，直到離婚後她下到都市才感受到‘傳

教士姿勢’人面對人的甜蜜，‘遠古時大霸守著一個女人，’她騷癢時只能

抓著公豬公狗止癢，直到公狗公豬學會了趴上她後背止她的騷時，她就生

了第一個、第二個，（舞鶴，2011，120）
Girl was married off to Daba when she was nineteen and quickly discovered some
thing peculiar, all three of her children were born of pigs and dogs, or speaking
more precisely, they were all conceived by way of standard doggystyle or piggy
style intercourse, nine years after marriage there was still never any variation to
this doggypiggystyle,…, it was only after she moved to the city after her divorce
that she experienced the closeness of doing it facetoface ”missionary style,” “In
ancient times Daba stood by a woman,” when she felt an itch she had no choice
but to grab hold of a pig or dog to scratch it for her, eventually the male dogs and
pigs learned to climb up onto her back by themselves and scratch her itch, and she
gave birth to one, and then another,（Wu He 2017，121）

藉由情慾化書寫，舞鶴以一種粗暴的方式剝去人類世界為理性規範層層包裹的

世俗外衣，直擊精神真實的原欲與本質，體現的是舞鶴對邊緣群體文化與價值的肯

定。“‘性話語’的翻譯呈現出譯者在場的身體：譯者作為再創作者‘不可能隱形’（invis
ibility is impossibility）。翻譯就像一出默劇，通過對他者痕跡的感應和再現，譯者得以

顯露身形。”（朱波，2019，123）白睿文在翻譯“性與暴虐”的片段時與翻譯其他內容

一視同仁，心懷敬畏之情，沒有刻意“增色”或“減色”。譯者的責任不是馴化和教化

作品，而是消化和內化原作的精髓，感受作者的微妙筆觸，挖掘譯語的表現力，在譯

語中精確傳譯，展現給西方讀者的同樣是赤裸裸的“猥瑣的語言”，刺激著讀者已經自

動化了的感官與認知經驗。

五、重構文化語境，拓展審美空間

舞鶴的歷史書寫拋棄主流敘事，試圖帶領讀者回到現場，回到霧社重新理解“霧

社事件”，凸顯“他者”的價值觀。白睿文帶領讀者追隨舞鶴追尋歷史，以其奇崛的

形式和獨特的意境使“他者”在西方主流詩學範疇內得以顯化，以有限的語言賦予讀

者無限的遐思，更新讀者的審美感知。為了能讓英語讀者理解《餘生》的精髓，白睿

文在正文的翻譯中不折不扣地凸現舞鶴的異質性書寫，實現原作的審美張力，但他同

時保持著清醒的讀者意識與語境意識，將顯性手段與隱性手段相結合為目的語讀者造

境，補償他們缺少的原語語境，讓他們在語境關聯的推理中理解舞鶴小說美學的魅力

之所在，刺激讀者趨異的審美心理。

白睿文通過譯者序和註釋兩種顯性再闡釋手段給那些對翻譯語境依賴程度高的讀

者提供《餘生》的創作背景。譯序一開始就將讀者引入 1930年 10月 27日發生在臺灣

豐饒秀麗的霧社小學操場上的少數民族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武裝起義，緊接著凸顯“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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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事件”的領袖人物莫那·魯道和他率領的參加起義的六大部落，讓讀者產生臨場感，

為舞鶴的“小說田野”和“餘生訪談”埋下伏筆。白睿文詳細介紹了舞鶴的實驗性創

作風格以及舞鶴對形式革命的堅持使得其小說成為臺灣當代文學中令人側目的風景這

一事實。在譯後註釋中，他對“霧社事件”、“二二八事件”、“莫那·魯道”、“黃民化運

動”、“臺灣小劇場運動”、“論語”、“孟子”和“同志”等具有歷史意義、時代特徵的

名詞以及臺灣當地特色餐館、美食等名稱均加了註釋。

在序言中譯者闡明他就人名、地名、線性式敘述和變異性語言等的翻譯思想，以

期獲得讀者的理解。他寫道，常常有種誘惑驅使他添加連詞推動敘述流，偷偷添加逗

號將長句斷開，甚至通過添加語法手段和話語標誌使譯文易於接受，但最終他還是以

忠實舞鶴的標點用法為前提，偶爾稍加改動。他根據意群巧妙地添加分號，凸顯每一

分號內用逗號串起來的句子與下一分句之間的邏輯關係。分號作為“超級逗號”的作

用在於它連接了沒有連詞的句子。“餘生”一詞貫穿小說始末，在小說中出現的頻次高

達 180次，是整部小說的“魂”。即使“餘生”在很多場合不是專有名詞，但白睿文仍

均採用大寫 Remains of Life，既呼應小說書名，又體現小說之魂。原作中“餘生”一詞

頻頻躍入眼簾，英文中 Remains of Life 一詞同樣在文中跳躍。對閱讀逗號連篇、句首

均無大寫的英語讀者而言，“Remains of Life’’無疑像是一個在茫茫荒漠中蹣跚前行的

人遇到的甘泉。

“一篇譯文的最終形成是各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翻譯過程中作者和讀者、原

文與譯本、陌生化與可讀性之間都在進行較量，譯者必須將這些角力消解為十分和諧

的共場。”（Yang and Berry 2019）在處理這些“小詞彙、大意思”時，白睿文採取了相

應的干預手段，突出舞鶴的措辭風格，產生對等效應，增強可讀性。一位名叫曼迪的

讀者在 2018年 2月 3日的閱讀評論中寫道：“閱讀《餘生》太具挑戰性了，要不是譯

者絕妙的前言介紹，我完全是如墮雲霧，不知所雲。借助譯者序的指引，再加網絡搜

索，我最終讀懂了《餘生》的主題。”[8]

六、《餘生》的異域特質在美國的審美接受

《餘生》是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由王德威和齊邦媛主持的《臺灣現代小說》（Mod
ern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英譯系列之一，譯叢涵蓋臺灣光復後的當代文學精

粹，“主要針對閱讀需求較為穩定的學術圈讀者，推出學術價值較高的譯本，應該是

當下最為現實、最為有效的中國文學叢書的譯介出版模式”（江帆，2013，103104）。
白睿文教授翻譯的張大春的《野孩子》（Wild Kids）位列其中，《野孩子》、《荒人手記》

和《三角馬》榮獲《紐約時報》等重要媒體的書評推薦，“這幾本小說造成美國評論界

的注意，讓出版、發行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非常興奮。”（張瓊方，2000，12）《餘

生》英譯本的問世是白睿文“追隨天賜之緣”、王德威教授高度認可和哥倫比亞大學

出版社鼎力支持的結果。2017年 4月《餘生》英文版剛一問世，就贏得了美國柯克斯

書評，獲得了被美國《紐約書評》David Orr稱為“文學最佳歸宿地”的 The Complete
Review評論網站、亞洲最具公信力的《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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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Asian Review of Books）、《茶：亞洲文學期刊》（Cha: An Asian Literary Journal）
和《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等權威文學評論的讚譽。

The Complete Review在 2017年 6月 19日評論道：“‘舞社事件’可被看作是反抗日

本殖民統治者的最後搏擊，這是當地漢人早已認可的觀點，但舞鶴警醒我們不要將此

觀點傳奇化，同時須將事件置於部落的傳統出草儀式的語境中去審視。《餘生》讀起來

別具挑戰，全篇無段落劃分，僅用了有限的標點符號，雖然其間穿插對話和各色人物

的敘述和評論，但整個文本本質上是一個單一的、綿延不斷的意識流句子（it is essen
tially a single, runon streamofconsciousness sentence）……舞鶴的敘述一氣呵成，令人

著迷的歷史事件與舞鶴在川中島的所見所聞，都會使其小說讀起來引人入勝；《餘生》

瀟灑靈動，豐富多彩，閱讀不應該如履荊棘之路，但它的確是一個隱晦艱澀、令人難

以琢磨的文本（Too lively and varied to be a slog, Remains of Life also remains a frustratingly
slippery text）。”[9]

香港《南華早報》邁克科·馬克（Mike Cormac）寫道：“《餘生》出版後歷經 18年
才被翻譯成英文，翻開書稍一流覽就會知曉其中緣由……它是一部詹姆斯·喬伊克式

的小說，敘述了日本屠殺臺灣泰雅族致使其幾近滅絕的事件。小數極具歷史價值和政

治意義，讀起來不無挑戰，使人受益匪淺。讀者或者欣賞舞鶴的寫作風格所產生的顛

覆性效果，或者讚歎舞鶴為憑吊歷史傷痕和調查霧社事件所付出的艱辛努力……”[10]

香港筆會 Ilaria Maria Sala在《茶：亞洲雙語文學雜誌》撰文寫道：“《餘生》是一部觸

及生活最深處的重要作品，其深度和承諾在當代文學中非常罕見，是文學和翻譯的壯

舉……”[11]

美國羅切斯特大學 2018“最佳翻譯圖書獎入圍名單”的評委 Adam Hetherington在
“Why This Book Should Win”一文中指出：“《餘生》之所以能贏得最佳翻譯圖書獎，並

不是因為它是偉大的歷史小說，而是因為它果斷地呈現小說的方式是我從未體驗過的

……整個文本像生命一樣綿延，連綿不斷的敘述使人想起湯瑪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甚至皮埃爾·吉約塔（Pierre Guyotat），然而敘述效果對我而言更像是溫弗

裡德·格奧爾格·澤巴爾德（Winfried Georg Maximilian Sebald），他們都有勇氣不去解

釋那些不能完全解釋的東西，並能泰然處之……《餘生》的文本既不是故弄玄虛的婉

轉迂回，也不是當你聽到‘連綿不斷的段落’或‘意識流’時可能想到的那種現代主

義的胡言亂語，而是一個老實人在堅持中所能汲取的謹慎從事，深思熟慮之後的凝結

體。《餘生》是一本難以閱讀的書，並不是因為它難以捉摸，很難讓人凝神靜氣——實

際上逐行閱讀樂趣非凡——而是因為《餘生》的結構迫使讀者扮演敘述者的角色……”
[12]

曼氏布克國際文學獎（The 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的評委於 2018 年 4 月

23 日在 Tony’s Reading List 博客網站評論道：“《餘生》錯綜複雜的風格可能不太會贏

得廣泛的閱讀群體，但是對那些願意投資時間閱讀挑戰性文本的讀者來說，舞鶴的小

說會產生奇妙的體驗。與其說《餘生》審視歷史，不如說它是對少數群體文化被多數

逐步排擠的反思。作品迫使我們思考是否發展總是積極的和歷史進程中我們所遺失的

東西。舞鶴在其小說中鳴響了警鐘，警醒人們承認這些最後的餘生遺留下來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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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鶴旨意的現實意義遠不止於臺灣。”[13]

2017 年 5 月 18 日溫特頓（Bradley Winterton）在《臺北時報》（Taibei Times）上

則發出了另外一種聲音：“從嚴格意義上而言，文學現代主義的時代在西方早已逝去，

但臺灣文壇仍希望能出現一部能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相媲美的現代主義風格的華

文傑作，1999 年《餘生》問世，奇迹發生了。《餘生》出版后在台灣文學界贏得多種

獎項……由白睿文翻譯的英文版 Remains of Life 上月出版……《餘生》雖然很可能是

中文的文學經典，但英譯本並不完全具備此品質，閱讀並未給我帶來很多快樂。但重

要的是，當代臺灣小說中如此重要的作品應該進入英語世界，使我們至少可以瞭解小

說主題……即便如此，任何著手閱讀《餘生》的讀者，至少應該準備一場艱難跋涉的

閱讀之旅。白睿文花費了將近十年翻譯此書，也就不足為奇了。”[14]《台北時報》的評

論應驗了白睿文所說的話：“書評好都是作者的功勞，但一旦遇到惡評都是譯者惹的

禍！”[15]

以上評論均來自以主流媒體為代表的西方精英讀者，在普通大眾的閱讀過程中，“也

同樣充斥著以西方為中心的價值判斷”（吳贇，2012，98）。從 Goodreads 這一權威網

站上的記錄來看，普通讀者均給了三星以上的好評。一些讀者認為《餘生》融合了虛

構、歷史和哲學，讀起來太具挑戰；另有讀者認為，閱讀《餘生》使他們聯想到美國

讀者熟知的福克納和喬伊斯，憶起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後現代派元小說作家，但

大多數普通讀者認為《餘生》應該對文學研究學者更具吸引力。

作為學者型譯者，白睿文也曾對《餘生》出版后在美國的閱讀與接受效果有自己

的判斷與預期：“舞鶴的書寫戲弄了我們的閱讀慣性，刺激著我們的思維惰性，我也

思考著當英語讀者埋首於我文字的刺叢中將如何評價《餘生》？是垃圾？是傑作？確

切地說，《餘生》是針對那些傾向於漢學研究的學術群體，針對那些對中國現代文學、

臺灣文學、臺灣歷史感興趣的讀者，那些迷醉於晦澀難懂、實驗性、挑戰性文學的讀

者群體。”他希望喜歡閱讀世界文學的普通讀者，能夠投資多一些時間，多一些耐心，

走進舞鶴的世界，體味另類視角，發掘《餘生》的文學價值。

七、結語

隨著中國大國形象的崛起，中國當代文學成為塑造和傳播國家形象的重要載體。

文學作品在對外傳播中塑造的浸潤著民族色彩、生動情節、鮮活人物和千姿百態的

歷史階段的中國形象，使中國文學得到異質“他者”在情感上的共鳴和觀念上的認

同。《餘生》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實驗性文體，其思想之大膽、情節之奇幻、人物之鬼

魅、結構之新穎，均超出了美國乃至世界讀者的閱讀經驗。漢學家白睿文面對舞鶴奇

崛晦澀又富有生命力的書寫，秉承“存異倫理”和“創新倫理”，遊走在舞鶴的小說世

界之中，腳踩荊棘走過了一場文化離散和文化放逐之旅，把目的語讀者群轉變為異地

的離散群體，讓他們追隨舞鶴，追尋霧社事件的歷史事實，與原住民族群進行跨文化

交流與對話；讓先前在翻譯中被抑制的能指強勢復甦，在全球語境中共同實現更深層

次的跨文化交流。《餘生》的英譯必將會促進國際社會對“霧社事件”的認知，讓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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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和讀者瞭解臺灣歷史，使之成為世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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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為了反抗日本統治當局的苛虐暴政，泰雅族馬赫坡社

首領莫那·魯道率領其他六社戰士共約三百人，在霧社（今台中南投縣仁愛鄉）小

學和公學校聯合運動場突襲併當場殺死、斬首日人一百三十四名。為了引述國軍

軍，日方出動軍警近七千人，以飛機、山炮、毒氣瓦斯血腥鎮壓。事件持續至十

一月十一日，莫那·魯道兵敗飲彈自盡，參與行動的各部落幾遭滅族，數百位族

人在寧死不屈下集體自縊，史稱“霧社事件”。次年四月二十五日，投降並被日人

收容的五百六十四名“保護番”遭敵對番社出草突擊，劫后餘生者僅二百九十八

名，均被移置川中島（今天的仁愛鄉清流村），是謂“第二次霧社事件”。霧社事

件是日本殖民臺灣史上最大的反抗事件之一，導致當時總督石塚英藏引咎辭職及

“理藩”政策的全盤更新。官方在事件原址設立紀念碑及莫那·魯道塑像，年年行

禮如儀，霧社春櫻吹雪，馬赫坡社遺址如今成為廬山溫泉。將近 70 年過後，舞

鶴對這一歷史事件別有所思，於九七、九八年二度來到泰雅清流部落停駐，並完

成《餘生》調查。
[2] https://www.kirkusreviews.com/bookreviews/wuhe/remainsoflife/
[3] https://is.tongji.edu.cn/b4/77/c10248a111735/page.htm..
[4] https://festivalofauthors.ca/2018/blog/interpretingstorieswithtranslatorandauthorm

ichaelberry
[5] 引文中的其一、其二、其三是筆者自行添加，便於解讀。
[6] 舞鶴整部小說無段落劃分，因此文中所有引文（包括譯文）段落無縮行，譯文首

字母無大寫，原文和譯文中底線部分為本文作者所添加。
[7] https://asianreviewofbooks.com/content/remainsoflifebywuhe/
[8]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33197478remainsoflife
[9] http://www.completereview.com/reviews/taiwan/wuhe.htm
[10] https://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books/article/2096344/jamesjoycen

ovelaboutjapanesegenocidetaiwan
[11] https://cup.columbia.edu/book/remainsoflife/9780231166010
[12] http://www.rochester.edu/College/translation/threepercent/2018/04/17/remainsoflife

bywuhewhythisbookshouldwin/
[13] https://tonysreadinglist.wordpress.com/2018/04/23/remainsoflifebywuhereview/
[14] www.taipeitimes.com/News/feat/archives/2017/05/18/2003670800
[15] http://www.yeeworld.com/article/info/aid/30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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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by Chinese American Translators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Yu Wang and Wuqiu Fan)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American transla
tors, with their solid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foundation and special diaspora cultural
background, became the bridge that communicates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Consider
ing the then social context, they decided to reshape China’s image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and poetic classics.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ey chose origi
nal texts meticulously;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extual research and errata; made good use of
paratexts to illustrate the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and employed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flexibly. Through these practices, China’s national image
as a fivethousandyear civilization with profound cultural contents and valuable ideological
resources began to be perceived by the westerners.

一、引言

國家形象是國際社會對一國相對穩定的認知和評價，它可以通過意識形態、價值

取向、媒體和文學作品等多種方式得以塑造和傳播。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升，

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提高文化軟實力已成為國家重要戰略決策。近年來，關於“中

國形象”的相關研究呈直線上升趨勢，數十項中國形象相關研究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立

項，並湧現出大批有關中國形象研究的論著。但是，其中關於“翻譯與中國形象”的

研究總體來看所占比例仍相當之少，主要成果如下：胡開寶、李鑫（2017）梳理了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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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近年來所取得的學術成果；李征（2013）、王萍（2013）、譚載喜（2018a; 2018b）、
王運鴻（2018）等從理論角度出發剖析了國家/民族形象的翻譯與建構過程，並試圖厘

清形象學與翻譯研究之間的客觀聯繫；何雪雁（2009）、謝淼（2012）、朱健平、鄒

倩（2015）、方愛武（2016）、王立峰（2017）等則採取實證研究的方式，分析探討了

某部（類）翻譯作品或某次翻譯行為中呈現的中國形象及其背後的產生機制。另外，

陳吉榮（2012）和梁志芳（2017）的兩部論著亦從個案研究的角度出發，探討了文學

翻譯與國家/民族形象建構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少有學者關注這一領域。事實上，

世界諸多民族或國家的發展規律足以表明，翻譯是一種特殊化的文化表達方式，它在

該國或者民族對外形象的樹立過程中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譚載喜 2018b，2）。

因此，關於翻譯與國家/民族形象重構的研究亟待展開。

旅美華人譯者是一類特殊的譯者群體，他們有過留學或居住於美國的經歷，且在

美期間曾從事翻譯實踐。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洪業（18931980）、翟楚（19081986）、
梅貽寶（19001997）、陳榮捷（19011994）為代表的旅美華人譯者通過對中國文化思

想典籍的譯介，向西方廣泛傳播了中國傳統價值觀和文學觀，對扭轉當時中國在西方

的負面形象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本文對這一時期旅美華人譯者通過翻譯重塑中國國家

形象的譯介實踐進行考察，試圖擴展翻譯與國家形象研究的縱深，並為當今通過文學

作品的譯介和傳播來構建正面中國形象的實踐提供借鑒。

二、文化離散：旅美華人譯者重塑中國形象的深層動因

“離散”這一概念，起初主要用來代指飄散在異國他鄉的猶太人遠離故土，但又對

自己的故土有著無法割捨聯繫的一種心理狀態（Cohan 2008，1）。隨後，這一概念逐

步變成了後殖民主義理論用語，滲透到社會人類學和文學批評等領域，並於近年來開

始進入翻譯學者的探究領域當中。離散譯者主要是指因為某種原因，其被迫或者自己

主動遠離“家園”，並在異國他鄉開始長期的旅居生活，但是又擁有“原鄉”記憶，同

時力圖和故土保持一定的聯絡，通過翻譯或者其他創作形式追求文化認同感，讓“原

鄉”與他國文化兩者間保持著一定交流、互動的集體或者個體（劉紅華、黃勤 2015，
64）。在“文化離散”發生時，他們透過異國文化環境，借此對故土的文化體系重新審

視，並通過自身在異國他鄉的感悟和體驗，找尋不同的文化體系之間的匯合點，增強

它們之間的溝通（孫藝風 2006，5）。
具有中西雙重文化背景的旅美華人譯者便是典型的離散譯者。從心理層面上看，

他們在時間、空間和語言上跨越兩種文化，漂泊在家園和異鄉之間，擁抱不止一個的

歷史與時空。這一多元化的認知層面，加之雙重視角下的解讀，會讓其在面對自身所

擁有的文化身份時，形成一種“躁動”或“漂泊”之感，由此產生認同危機；而這一深

層次的離散體悟，也會讓他們借助各種方法，力圖尋求心靈上的安心與歸屬之感（汪

世蓉 2015，147）。因此雖然被迫身居國外，洪業等人仍然有著深厚的中國文化情結，

並且以守護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為己任。陳榮捷就曾經說過，雖然他不得不留在

美國，但絕不會忘掉中國文化和自己的根源（華靄仁 1997，346）。強烈的文化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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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離散譯者構建民族文化身份和自我身份定位的體現和訴求，也是他們從事翻譯實

踐活動的深層動因所在。從文化層面上看，離散譯者處於本我文化、異質文化和文化

離散空間這三個文化場域，並在本我文化邊緣視角中心視角三者之間輪換；同時在

自我、他者、他者中的自我及自我中的他者這一文化認知體系當中不斷產生轉變，從

而構成了這一文化自覺的過程（馬明蓉 2017，51），這一系列複雜的認知使其獲得了

獨特的“文化反觀”意識、新穎的文化認知視角和強大的文化對話能力，從而擁有了

促進文化會通、實現文化創新的獨特優勢。因此，其翻譯作品中所呈現的中國形象也

更加多維立體、特色鲜明，更易為西方受眾所接受。

三、典籍譯介：旅美華人譯者塑造中國形象的具體途徑

中國的外部形象在歷史的不同時期被西方世界賦予了不同的面貌：13 世紀以來，

許多來華傳教士都在中國遊記當中極力推崇中國的“哲人政治”；18世紀的中國在法國

人眼中是一個按理性原則建立起來的富饒國家；到了 19 世紀中期，西方對於中國形

象的評價則急轉直下，中國人被描述成一群狡猾、骯髒、蒙昧的軟體動物；20世紀西

方的中國形象則在兩極間搖擺，時而如樂園般光明，時而如地獄般黑暗（周寧 2004）。
關於中國國家形象的外部表述緣何如此曲折反復，褒貶不一？薩義德（2000）指出，

文化身份之所以能夠得以建立，主要取決於“他者”，因為“自我”的誕生，是在和

“他者”進行反復對比、協商及溝通等過程中產生並確立下來的。但是，佔據主流位置

的文化，會將非主流文化他者化和邊緣化，從而產生“位置優越感”。因此，文化身

份作為一種社會建構並非固定在某一本質化的過去，而是受制於歷史、文化和意识形

态，經歷著不斷的變化。西方學者對於中國形象的塑造就充斥著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權

利話語，且不同的中國形象體現了不同時期西方統治階級利益和意識形態的需求。

新中國成立之初，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對於中國共產黨紅色政權的建立普遍持敵

視與恐懼的心態，因而他們竭力將 20 世紀 50 年代的中國抹黑為充滿了暴力征服與獨

裁、經濟崩潰、饑荒死亡的地獄（周寧 2004，161）。在這種形勢下，如何擺脫被西方

世界嚴重妖魔化的“他者”身份、重塑積極正面的國際形象，已經成為我國建國初期

的一個迫切任務。

此時，一批先前通過政府組織的留學活動或獎學金的資助而投身於留學浪潮之

中、矢志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旅美華人學者挺身而出，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

頗具代表性的學者當屬洪業、陳榮捷、翟楚和梅貽寶。以上幾位學者旅美途徑各有不

同：洪業於 1915 年獲福州鶴齡英華書院美國董事克勞福德（Hanford Crawford）的資

助赴美留學；陳榮捷在青年時期就讀於香港嶺南學院哲學專業，1924 年到美國留學；

翟楚在獲得庚子賠款獎學金後進入清華大學學習，後前往美國繼續深造；1922年，梅

貽寶從清華大學順利畢業，1923年開始到美國學習深造，後來任教哥倫比亞大學，從

事墨學相關研究。幾位學者均在學成後歸國，在當時的中國高校擔任教職，矢志投身

中國教育事業，通過“西學中用”來改造中國。然而，三、四十年代國內政局一直動

盪不安，學術機構的建設也處於停頓狀態，這些知識份子深感無用武之地，找不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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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立命之所。因此或迫於生活壓力，或為尋求學術上更好的發展，這些學者只能選擇

離開養育自己的故土，旅居異國他鄉。

正是由於離散譯者的特殊身份所賦予的強烈的文化使命感，他們力圖通過翻譯中

國典籍作品來扭轉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偏見，塑造一個獨具特色的中國文化形象。在具

體的翻譯實踐中，他們主要通過對翻譯題材的理性選擇、對譯介內容的詳細考證和勘

誤、善用副文本闡釋中國文化元素以及歸化和異化兼顧的翻譯策略來實現自己作為離

散譯者的使命與訴求。

3.1對翻譯題材的理性選擇

二戰後的美國迅速崛起，但是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後果以及種種社會危機的出現

使得美國大眾對西方價值觀的優越性產生了懷疑，並把目光投到其他文明，以尋找救

贖的希望。陳榮捷（Chan 1969，1）曾在《中國哲學資料書》（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的前言中指出，當時西方人對東方思想的認知僅限於遙遠的古代，並認

為東方思想是一種消極的產物，為了扭轉西方讀者之固有偏見，他才決定全面翻譯東

方思想。正是出於對美國社會現實需要的洞察和為中國傳統文化正名的使命感，陳榮

捷等華人譯者結合自身學術專長對中國哲學典籍和古典詩歌進行了大量的譯介。

洪業在杜甫詩歌的翻譯和研究上頗有建樹，他於 1952年出版的《杜甫：中國最偉

大的詩人》（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介紹了杜甫生平及其詩歌英譯，其中包括大

量學術性的注解，被美國漢學家倪豪士盛讚其“至今仍被認為是最好的用英文寫就的

杜甫研究著作”。翟楚與其子翟文伯於 60 年代合作翻譯了多部哲學典籍，包括：《中

國哲學故事》（The 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1961）、《儒家经典》（The Sacred Books
of Confucius and Other Confucian Classics，1965）、《中國古代的人文之路：儒家典籍

選》（TheHumanist Way in Ancient China, 1965）等，其中《儒家典籍選》一書中的《論語》

章節的英譯版本，是在辜鴻銘譯本（1898）出版以後、劉殿爵譯本（1979）推出以前

的八十多年間華人學者翻譯的唯一一部《論語》英譯版本（薑倩 2016，18）。陳榮捷被

漢學家華靄仁（Irene Bloom）譽為二戰後北美最為知名的中國哲學研究學者，也是美

國在近五十多年中探究中國哲學領域課題的重要宣導者，還是溝通東方與西方哲學體

系的元老級人物（華靄仁 1997，347）。他向西方譯介了王陽明《傳習錄》（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1962），惠能《六祖壇經》（The
Platform Scripture, 1963）、老子《道德經》（The Way of Lao Tsu, 1963）等，他編譯

的《中國哲學資料書》是美國第一本系統介紹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資料彙編，具有跨

時代的意義。梅貽寶也是這一時期中國儒學典籍英譯的中堅力量，他先後翻譯了《墨

子》、《荀子》、《公孫龍子》等。1951 年他在《東西方哲學》的創刊號上發表了荀子

《正名》篇的譯文 “Hsuntzu on Terminology”，1961年《清華學報》上刊載了他的《荀

子的教育思想》，內附其英譯之荀子第一篇《勸學》（“An Exhortation to Learning”)。此

外，梅貽寶還和陳榮捷一道參與編譯了狄百瑞（De Bary, 1919）主編的《中國傳統資

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1960）。以上成果促成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

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狂熱追捧，中國儒學典籍也就是在這段時期迎來了在西方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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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高潮（楊靜 2014，108）。

3.2注重對譯介內容的考證和勘誤

需要指出的是，這段時期美國學界對中國文化英譯的關注動機並不是再現東方文

化的真實原貌，而是借用中國傳統文化來豐富和改造自身文化，因此還是未能擺脫

“西方中心主義”的桎梏。例如，美國著名詩人、作家龐德（Ezra Pound）在這一時期

翻譯了《論語》、《大學》、《中庸》等眾多儒家典籍，試圖通過譯介中國傳統文化完成

美國文壇新詩學建構、尋找新的精神力量。正是由於龐德的譯介帶有明確的改造美國

社會的目的，他的譯文脫離原文、自由發揮的痕跡很重，誤譯、曲解原文的情況隨處

可見。

與美國本土譯者不同，旅美華人譯者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們的譯介活動充滿了對源

語文化的敬重和對中國傳統的眷戀。深厚的國學修養和系統的西方學術訓練則使他們

能夠站在中西文化的中間地帶，以嚴謹的學術態度、扎實的學識功底對譯介內容進行

考證和勘誤，將真實的中國文化呈現在西方讀者面前，從而避免了一些美國本土學者

對中國文化淵源的有意或無意的遮蔽和歪曲。

以 1952 年出版的《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為

例，洪業在書中多處批駁了英語世界對杜甫的曲解和誤讀。如洪業在書中提到，英國

著名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Giles）於 1898 年出版的《古今姓氏族譜》（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中關於杜甫生平介紹的條目，史實性的錯誤很多，一些敘述

甚至幾近荒謬。經過考證，洪業發現錯誤源頭來自 18 世紀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錢德明

（Jean Joseph Marie Amoit）所著的《杜甫傳》，該書將杜甫塑造成了一個忠君愛國但遁

世逃名的戲劇人物形象，雖然情節有趣但遠非真實（郝稷 2011，103）。洪業的杜甫研

究則更加注重返回歷史語境，強調所選詩歌的學術價值，力圖為西方讀者還原一個真

實的、全面的杜甫，為後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扎實的基礎。

另外一個例子是梅貽寶在對為數不多的墨學研究和評注做了比較之後，選定清末

孫詒讓的《墨子間詁》為底本進行翻譯。在翻譯過程當中，梅貽寶對原文引用的典籍

出處作了悉心的考辯；若是遇到疑難和有爭議的地方，梅貽寶並不一味迷信孫詒讓的

注釋，而是通過多方考辯和推理得出自己對原文的理解後進行翻譯，並在註腳中予以

說明。如《墨子·兼愛下》提到：“《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

不偏”（方勇 2015，118），梅貽寶翻譯此處時經仔細考證後在譯注中指出，這兩句引

文並非如原文所言出自《詩經》（又名《周詩》），而是來自《尚書》（Mei YiPao 1929,
94）。梅貽寶工於考辯、理解入微的嚴謹態度產生了品質上乘、學術性強的墨子譯本，

從而引起了英語世界對墨學翻譯和研究的關注。

華人譯者們嚴謹的治學態度和以族裔文化為本的認知理念使其在譯介過程中注重

“正本清源”和“撥亂反正”，力圖呈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真實面目，為塑造積極的中國

形象提供了有力的態度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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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對譯本內容的重新編排與建構

為了使中國傳統文化能以一個全局性的、系統性的面貌出現在西方讀者面前，華

人譯者在進行中國文化譯介時十分注重譯介內容的選擇和編排。如翟氏父子為了便於

西方讀者深入解讀儒家精神體系所包含的核心理念及其發展歷程，對《論語》、《孟子》

及《荀子》等諸多著名的儒家作品進行了精心的再度編排。眾所周知，《論語》是記錄

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語錄，雖然充滿哲理智慧卻編排散亂無章法。在對《論語》進行

翻譯時，父子倆首先將論語的全部章節做了全新的調整，將這些篇章劃分為“孔子教

誨”（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孔子其人”（The Personality of Confucius）、“孔門

弟子”(The Disciples of Confucius）和“雜記”（Miscellaneous Records）四部分，每個

部分又進一步細分為不同的章節。《孟子》當中的各個部分內容亦被重新編排、總結，

放置在“人性論”、“修身”及“仁政”等諸多主題類目之下。翟氏父子在《儒家典籍選》

這部作品的導序中明確指出，這種編排方式可以讓翻譯的版本更具邏輯性、內容更加

連貫，讓外國讀者能夠較為輕鬆地閱讀其中表達的思想內容（Chai& Chai 1965，24）。
而且通過對相同主題下不同人物的思想進行比較，可以更為清晰地把握儒學思想發展

的脈絡及其歷史傳承關係。

另外，上文提及的陳榮捷於 1969 年編纂的《中國哲學資料書》也是系統譯介中

國文化思想的典範，該書是首部通過系統化的翻譯對西周到現代中國的代表性哲學作

品進行詳細解讀的學術作品，為陳榮捷先生耗時 20 餘年所作。全書按照年代順序為

體例進行編排，羅列各個思想派系的重要觀點，除了對經典著作的翻譯，書中還附有

詳細的介紹和評論性的文字。此書為西方讀者系統瞭解中國哲學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因而被西方學術界公認為最權威的闡釋中國哲學的著作之一。華人學者餘英時（Ying
shih Yü）曾於該作品的封底中提到，如果有讀者想要閱讀有關中國文化的書籍，他將

隆重推薦該版本的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可見該書在美國學界的評價之

高，影響之大。

3.4采用歸化和異化兼顧的翻譯策略

1898 年，《論語》第一次由清末著名的國學大師辜鴻銘譯成英文，一經問世立刻

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反響。然而為了讓儒家思想被西方所接受，辜氏在注解中過分

遷就西方讀者，時時將《論語》當中提到的相關人物或者事件比作《聖經》當中提到

的傳奇使徒等。如堯、舜在該英譯本當中，就被比喻成《聖經》當中的亞伯拉罕、伊

薩克等人；孔子的弟子顏回和子路分別被譯為 St. John 和 St. Peter，其他弟子的名字

均被略去，譯為“門徒”（a disciple of Confucius）。上述出自《聖經》當中的辭彙、各

色經典人物角色等，很容易讓國外讀者產生聯想，認為孔子是一位非常“神聖的異教

徒”（Alice W. Cheang 2000, 573）。因此，辜氏譯本雖然具有華人開啟《論語》英譯序

幕的重大意義，卻由于其不恰當地使用西方哲學來解讀儒家哲學，使中國文化失去了

本身的個性所在，因而後世讀者未能足夠認可此版本。

對比觀之，建國初期的華人譯者更傾向於在文化比較中凸顯差異，同時借助這種

差異來對抗歐美文化的施壓，力圖展示中華文化所具有的獨特個性。為此，他們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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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譯策略更傾向於異化，即“保留原文異國情調（foreignness）、故意打破目標語規

約的翻譯”（Shuttleworth & Cowie 2004, 59），著眼於呈現中華文化的異質成分和審

美特點。另一方面，華人譯者對文化差異和文化衝突亦有深刻體會，他們明白只有跨

越文化差異、調和文化衝突，華人學者乃至中華民族的文化身份才能被異域文化所接

受。因此他們也反對過度極端的異化行為，因為異質成分能否在譯入語中被接受也是

一個重要考量因素（李特夫 2014，81）。在以異化為主的前提下，他們主張歸化和異

化兼顧，力求中西文化相遇時的會通和融合，以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權。

就對譯文的具體處理來說，這一時期的華人譯者則儘量避免西方中心主義前見，

還原傳統文化形貌，對原典進行複歸，同時又期望譯文以通順暢達、可讀性強的英文

呈現在讀者面前。以陳榮捷對哲學典籍中的專有名詞的翻譯策略為例，他慣常的做法

是先找到英文中近似對應的詞，然後使用在括弧裏加注拼音的方式，提醒讀者該詞有

英文譯詞之外的特殊含義。例如，“天”譯為 “heaven”，“禮”譯為 “propriety”，“仁”

譯為 “humanity”，“中庸”譯為 “the Mean”，但同時在括弧中加上拼音 “T’ien”、“Li”、
“Jen”以及 “ChungYung”以示其在中國哲學思想中另有涵義。在翻譯《中庸》的核心概

念之一“誠”的時候，由於其哲學含義較為複雜，陳榮捷在文中將其翻譯為 “sincerity”，
加注拼音（ch’eng），還在文後對該詞的含義進行了闡釋：

The quality that brings man and Nature together is ch’eng, sincerity, truth or reality
…Sincerity is not just a state of mind, but an active force that is always transform
ing things and completing things, and drawing man and heaven together in the
same current. （Chan 1969，96）

其他華人譯者在對文化專有項進行翻譯時，也大量運用了這種文內直譯加注的策

略。除此之外，文內意譯、直譯意譯相結合、自由翻譯（拼音 +漢字 +引言解釋）的

方式也常見於他們的譯作當中。這些翻譯策略一方面凸顯了中國語言、文化及文學方

面的差異性，重塑了中國文化的獨特形象；另一方面也考慮到了英語讀者的接受習慣

以及母語文化與目標文化的共存與會通。

3.5善用副文本闡釋中國文化元素

副文本主要指作品文本周圍所包含的標題、題詞、圖畫、序言等各類元素，還包

括處於讀者和文本兩者之間，能夠推動文本內容展現的元素（Hermans 2007，44）。序

跋記錄了譯者翻譯過程中所產生的思想精華，注釋則能對詞義內涵、文化背景起到重

要的介紹作用，因此序跋和注釋等副文本元素，可以為翻譯的作品、譯者及翻譯時所

處的歷史語境的評估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依據。

旅美華人譯者特別強調序跋、注釋等副文本在闡釋中國文化元素進而塑造中國文

化形象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仍以洪業的《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為例，該書按杜

甫年譜次序編排，選譯了大量杜甫作品，原則是優先考慮包含杜甫生平等重要資訊的

詩歌。扉頁上摘譯有杜甫《偶題》詩行：“文章千古事”，洪業在著作開篇即引用此語，

既表現出自己對杜甫其人其詩的強烈認同，又借機表達了自己對待學術的熱愛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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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追求。在序言部分，洪業介紹了此書創作之由來、杜甫詩歌在西方的傳播情況等，

同時還評鑒了艾斯柯等人杜詩翻譯之得失，並介紹了自己翻譯杜詩的方法技巧。值得

一提的是，為了滿足學者型讀者的需要，洪業將書中的學術性注釋單獨成書，命名為

《〈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注解卷》（A Supplementary Volume of Notes for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該注解卷中不僅包含譯文注釋，還對杜甫與西方詩人之比較、

其他譯者及其譯本情況也作了詳細說明，是杜甫和杜詩英譯研究的參考資料來源。通

過序跋、注釋等副文本的使用，洪業將杜甫生活的時代背景、生平經歷、思想歷程一

一展現，成功地勾勒出杜甫這位抱負遠大、憂國憂民的“一代詩史”形象。

序跋、注釋等副文本要素也大量出現在其他幾位華人譯者的譯作當中，作為“學

術型翻譯”的重要特徵之一，這些副文本能幫助讀者洞悉譯者的翻譯目的和翻譯思想、

體會譯者對原文作者和目的語讀者的責任感、感受離散譯者這類特殊譯者的主體性，

從而保證了讀者對原文及源語文化的正確解讀，也有助於讀者全面與客觀地評價譯本

的學術價值。

四、中國正面形象的重現：旅美華人譯者重塑國家形象的積

極成效

經由洪業等旅美華人譯者系統而客觀的譯介和闡釋，西方世界開始理解並重視中

國傳統文學和思想觀念的寶貴價值。1960 年美國聯邦政府專門撥款成立了夏威夷大

學“東西方中心”以促進中西方學術間的交流；一大批西方學者如華茲生（Burton Wat
son）、安樂哲（Roger T. Ames）等也將向西方介紹、翻譯中國哲學典籍作為己任。20
世紀 50 年代起，中國古典詩歌持續而深刻地影響著英美詩壇和思想文化領域（朱徽

2009，9），其中旅美華人譯者群體可謂居功至偉。例如，正是在華人譯者陳世驤教授

的悉心指導下，美國譯者加裏·斯奈德（Gary Snyder）所譯的寒山詩成為英譯中國文學

經典；華人學者葉維廉在《藏天下：王維詩選》（Hiding the Universe: Poems of Wang
Wei, 1972）中对王维诗进行了译介，並編譯了《漢詩英華》（Chinese Poetry: Major
Modes and Genres, 1976）；劉若愚在其著作《北宋六大詞家》（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 1974）中開啟了宋詞英譯的風潮；柳無忌和羅鬱正出版的譯詩集《葵

曄集：三千年中國詩選》（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1975）使西方讀者從各個層面領略到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獨特魅力，從而在歐美掀起了

一股中詩英譯的熱潮。一些中國詩歌英譯甚至對美國作家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美

國形成一個本土化的文學小傳統（鐘玲 2010，41）。
與此同時，這些譯介至西方的中國典籍中所體現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哲理、豁達超

脫的精神境界和豐富優美的藝術意象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極具特色的中國傳統文化

符號系統，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華民族崇尚禮儀道德、強調忠義仁信、追求天人合一

的正面形象。時至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的中國形象再次達到光明的頂峰，東方

文明甚至被視為“人類道德救贖的希望之光”（Frolic 1978，386）。這一美好中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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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現固然與當時的中西社會政治語境和西方自身文化認同缺失密切相關，但旅美華

人譯者對中華傳統文化不遺餘力的推介和傳播正好順應了當時西方社會企圖從其他文

明尋找啟示與救贖的時代潮流，中國作為五千年文明古國、擁有深厚文化底蘊和寶貴

思想資源的文化身份亦由此得以彰顯。可以說，他們的譯介活動在文學和思想層面對

當時中國形象的西方重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五、結語

旅美華人譯者擁有中西雙重文化背景，且文化修養深厚；特殊的離散經歷和文化

離散背景更激發了他們內心的族裔意識，從而使他們將維護和傳承中華民族傳統當成

自己的歷史使命，可謂中國文化的發言人。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他們主要通過對翻

譯題材的理性選擇、對譯介內容的詳細考證和勘誤、善用副文本闡釋中國文化元素以

及歸化和異化兼顧的翻譯策略來實現自己作為離散譯者的使命與訴求。事實證明，旅

美華人譯者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了中國傳統經典在疆界和文化上的

跨越，較為成功地塑造了中國的外部形象，為消解文化霸權和文化失衡貢獻了自己的

一份力量。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旅美華人譯者中國典籍英譯之嘗試對我們重塑積極

正面的中國國家形象有著現實性的借鑒意義，並且對建立平等的國家間交往、實現深

入的跨文化對話也有很好的啟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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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士敦的文化苦旅：中译本《從北京到曼德勒：

末代帝師中國西南紀行》評述

柏云飛

一、引言

不過近些年來，隨著“文化熱”的興起，諸多早年由外國人所撰寫的“親歷華

夏”、“見證中國”系列叢書紛紛湧入了大眾的閱讀視野。不幸的是，這些草草成書、

魚龍混雜的“漢譯經典遊記”品質往往不敢恭維。《從北京到曼德勒》便是其中一個

典型的例子。在浮躁的時代大背景下，筆者覺得從事翻譯研究的學者們在鑽研各種新

潮理論之餘做一些具體的文本勘誤與個案分析還是很有必要的。正如張西平先生所指

出的那樣，要想正確評價莊士敦這樣的西方漢學家，必須首先系統性地瞭解他們的著

述，這時譯介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張西平，2017，12-13）。如果脫離了原著，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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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倫敦著名的約翰·默里出版社出版了時任英屬威海衛租界殖民官員莊士

敦的暢銷遊記 From Peking to Mandalay: A Journey from North China to Burma 

Through Tibetan Ssuch’uan and Yunnan (《從北京到曼德勒：一次從中國北方經四

川藏區和雲南至緬甸的旅行》)。2018 年 11 月，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推出了該書的

中文版，《從北京到曼德勒：末代帝師的中國西南紀行》。坦白來講，莊士敦的這本遊

記對中譯者知識儲備的廣度和深度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因為它絕不僅僅只是一本記錄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風土人情的獵奇遊記，更是一份涵蓋歷史學，地

理學，人類學，語文學等諸多領域的寶貴文獻。作者在書中不僅大量引述了同時期西

方漢學家，傳教士，外交官，探險家的著作與觀點，還結合實地考察對相關論述進行

了考證。很顯然，一名缺乏相應學術訓練，僅僅通曉英文的漢譯者是無法勝任該書的

翻譯工作的。

曹磊 (譯)。從北京到曼德勒：末代帝師中國西南紀行。2018. 225 pp. ISBN ：

9787559 416773. 南京: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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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某些不太靠譜的中文譯本便倉促地對薩義德所定義的“東方學家”們展開“定性

式”的批判，也許很難得出讓人信服的結論。即使僅僅是為了嚴肅翻譯態度，杜絕以

訛傳訛，以正視聽，筆者也覺得有必要對《從北京到曼德勒》中譯本中暴露出的種種

問題做一番梳理。

二、具有誤導性的書名

《從北京到曼德勒：末代帝師的中國西南紀行》的原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莊士敦（Regi-
nald Fleming Johnston）。莊氏更為人熟知的頭銜是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家庭教

師。不過相較於他另一本在中文讀者中產生了巨大影響的回憶錄 Twilight in the For-
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黃昏》）（Johnston 1934），《從北京到曼德勒》並不是那麼

為人所知。遺憾的是，這本在作者去世八十年後才得以和中文讀者見面的譯本甚至沒

有做到最基本的忠於原著。舉個例子，該書本來的副標題是 “A Journey From North
China to Burma Through Tibetan Ssuch’uan and Yunnan”，準確的譯法應為“一次

從中國北方經四川藏區和雲南至緬甸的旅行”。眾所周知，莊士敦是在 1919年才進入

紫禁城，成為了當時已經退位的“遜帝”溥儀的家庭教師。而在 1906 年 1 月 6 日開

始本次長途旅行時，莊士敦根本就算不上什麼“帝師”，而只是一個從香港臨時借調到

威海衛英租界的鬱鬱不得志的“magistrate”（地方法官）。直到結束旅行抵達緬甸之

後，他才獲知自己被殖民當局正式任命為威海衛的 “District Officer”（理民官）（Air-
lie 2012, 36, 46, 65-67）。雖然“末代帝師中國西南紀行”這一充滿噱頭的說法比原

著的副標題更響亮，但是這種譯法是對書名的隨意篡改，遠非一個嚴肅的譯者或出版

社編輯應做之事。

三、專有名詞的誤譯

莊士敦沿茶馬古道赴康定（打箭爐）以及以康定為起點穿越“木雅藏區”（མི་ཉག་རབ་སྒང་）
至木裡時所走的路線跟今天很多徒步騎行愛好者所鍾愛的線路高度重合。該地區在二

十世紀上半葉曾吸引包括約瑟夫·洛克（Rock 1925, 447-492; 1930, 385-437; 1931,
1-65）在內的大量西方探險家前往考察，他們當中的博學之士甚至還論證了“木雅藏

區”居民與歷史上西夏國黨項族的親緣關係（Stein 1951, 223-265）。譯者顯然忽

視了這些寶貴的參考文獻。雖然他結合原書附錄 B 中的行程單做了一些初步的查證

（Johnston 1908, 399-410），但由於莊士敦所附的藏文/中文地名拼寫與現今約定成俗

的說法往往存在不小的出入，中文讀者仍然無法確切得知這位“末代帝師”究竟去了

那些地方。以下為部分專有名詞譯名勘誤：

（1）“Huang-ni-p’u”（Johnston 1908，117）應為“凰儀堡”（現雅安市滎經縣凰

儀鄉）而非“黃儀堡”（曹磊，2018，76）。
（2）“Hua-lin-p’ing”（Johnston 1908，123）應為“化林坪”（現四川省甘孜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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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瀘定縣興隆鎮化林坪村）而非“華林坪”（曹磊，2018，80，81，82）。譯者稱

該地位於四川省漢源縣境內，這一說法有誤。

（3）“Ta P’êng Pa”（Johnston 1908，127）應為“大烹壩”（現瀘定縣烹壩鄉）而

非“大鵬壩”（曹磊，2018，83）。大相嶺腳下的凰儀堡，飛越嶺腳下的化林坪，大渡

河邊上的烹壩均為舊時連接雅安和康定的茶馬古道上的重鎮。

（4）“the Lu”（Johnston 1908，127）應譯作“爐水河”而非“瀘水河”（曹磊，

2018，84）。中譯者畫蛇添足地解釋說莊士敦把“沫水”和“瀘水”搞混了。其實不

然。爐水河是康定河的別稱（康定別名為打箭爐或爐城）。此外，莊士敦特意注明 “the
Lu” 是大渡河的 “tributary”（支流）並且指出藏族人稱其為 “the Do river”（Johnston
1908，127）。康定的藏文名為“དར་ེ་མདོ”（Dar-rtse-mdo），最後一個音節 “mdo”很可

能是 “the Do river” 藏文名的來源。遺憾的是，譯者並沒有參考採納原著中這些他自

己無法理解的注解。

（5）“英國駐當地領事莫耶斯先生”（曹磊，2018，94）應為“在當地的中國內地

會（China Inland Mission）傳教士莫耶斯（James Moyes）先生”。原文同一段中所

提到的 “The British Consular authorities”（Johnston 1908, 150）指的是當時英國設

在成都的領事館，並非“莫耶斯先生”在打箭爐的工作單位。

（6）“P’un Bu Shi”（Johnston 1908, 171）應譯作“朋布西”（現康定市朋布西

鄉）而非“旁部西”（曹磊，2018，107）。與譯者所理解的不同，莊士敦在書中所

記載的 “Octagonal Stone Towers”（八角石碉群）（Johnston 1908，169-171）並非

位於丹巴縣（རོང་བྲག་ོང）的梭坡古碉群（曹磊，96，105，109，110）而是位於康定市

朋布西鄉（བོན་པོ་གཤིས་）立曲河（ིང་ཆུ）沿岸，自民國時期起就有學者研究的藏寨石碉群

（鄧少琴，2001: 752-767）。具體而言，莊士敦自打箭爐向西過了折多山不久便偏

離了往理塘去的入藏大道。他先是南下抵達紮日庫 “Dza Ri K’u”（Johnston 1908，
168）（現康定市甲根壩鄉紮日庫村），接著陸續抵達朋布西和下城子 “Hsia Ch’êng-
tzŭ”（Johnston 1908, 174）（現康定市貢嘎山鄉下城子村）。隨後他以貢嘎山鄉日萬

村 “Ri Wa”（Johnston 1908, 175）[1]為起點翻越雞醜山埡口 “Dji Dju La”（Johnston
1908，175，176，177）[2]，經核拉 “Hei Lao”（Johnston 1908，176）抵達“風景旖

旎”的伍須村 “Wu Shu/Shih”（Johnston 1908，177）[3]，再沿著馬幫小路經運腳 “Yin
Cho”（Johnston 1908, 179），白台 “Pei T’ai”（Johnston 1908，180），爛泥巴 “LanYi
Pa”（Johnston 1908, 181）最終到達八窩龍 “Pa-U-Rong”（Johnston 1908，181）（現

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龍縣八窩龍鄉）。莊士敦在八窩龍（རྦ་འོབས་རོང）坐溜索渡過雅礱江，離

開了 “the dominions of the king of Chala”（明正土司的轄區）[4]（Johnston 1908，
186），前往木裡[5]。根據莊氏自己所提供的路線，再結合巴黎外方傳教會康定宗座代

牧 Francis Goré對二十世紀上半葉打箭爐至木裡的兩條馬幫商道的考證（Goré 1923，
338-339），莊士敦絕不可能去過康定以北，位於大渡河中上游的丹巴嘉絨藏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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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gun”（在烏拉們的要求下，我放了一槍）（Johnston 1908，181）。到了中譯本，

這兩句話成了：“就在那裡查驗了通行證”（曹磊，2018，109）以及“駐紮那裡的士

兵查看了我的通行證，還要求我用自己的槍朝著山下開一槍”（曹磊，2018，114）。
譯者似乎不太明白藏文借詞“烏拉”（འུ་ལག）的含義（舊時一種針對人或牲畜的徭役）。

換句話說，“烏拉們”是明正土司提供給莊士敦的馬夫而非什麼“士兵”，“更換烏拉差

役”跟“查驗通行證”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

（8）在原文第十一章中，莊士敦不但詳細記述了自己坐溜索過雅礱江的驚險過

程，還花了大量的篇幅探討“雅礱”這一名稱在漢語和藏語中的起源。這些詞源學考

證充分體現了莊氏的博識多才，同時也讓不那麼博學的漢譯者陷入了一種不得不“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尷尬境地。譬如莊士敦寫道：

I never heard the Yalung given that name by the natives. The word is
a Chinese approximation to the Tibetan Nya Rong (Valley of the Nya).
The Tibetans all know the river as the Nya Ch’u or Nya river;（Johnston
1908, 195）。
這段話對應的譯文是，“我從沒聽過當地的藏族人說過‘雅礱江’ 三個字，他們稱

這條江為‘尼雅河’，漢族人直接音譯過來，就變成了雅礱江”（曹磊，2018，121）。不

過鑒於“尼雅河”與“雅礱江”二者發音相去甚遠，讀到這裡大家可能會感到困惑：當

地的“漢族人”怎麼會把“尼雅”直接音譯成“雅礱”呢？其實莊士敦說的很清楚，“雅

礱”是漢族人對藏文單詞 “Nya Rong”（Valley of the Nya river）而非 “Nya Ch’u”
（the Nya river）的 “approximation”（大致音譯），這一解釋直到今天看來都是很有

見地的。首先在藏文中，雅礱江的正式稱呼是“ཉག་ཆུ; Nyag-chu”，可以音譯作“尼雅

曲”。其次正如莊士敦所言，雅礱江的漢文名很可能來自“尼雅曲”中游所流經“尼

雅榮”（Nyag-rong）地區，即現甘孜州新龍縣。具體而言，新龍的藏文名是“ཉག་རོང;
Nyag-rong”，直譯過來就是“雅礱江河谷”（Valley of the Nyag river）的意思[7]。

（9）“Wa-chin Gompa”（Johnston 1908, 204）應為“瓦爾寨大寺”而非詰屈聱牙

的“瓦金幹姆巴”（曹磊，2018，127）。譯者顯然不知道 “Gompa”是藏文“དགོན་པ”的音

譯，意思是“寺廟”。在原文 216頁中，莊士敦還進一步注明“Wa-chin”喇嘛寺也被

稱作“Lha-k’ang（ལྷ་ཁང）”[8]。這一注解與洛克的說法相符，即“瓦爾寨大寺”位於“木

裡大寺以北三日路程”的地方，共有三個名字，分別是“La Kang Ting”、“Wachin”
以及“Waerhdje”（Rock 1925, 467; 1931, 11）。在中譯本中，莊士敦沿著某條大

河從“瓦爾寨大寺”南行到“木裡大寺”。這條河共有四個不同的名字，分別是“紮

曲”、“雅礱曲”、“米曲”、“裡曲”（曹磊，2018，126-129）。但在原文 202 頁註腳

中，莊士敦特意注明：按照 Henry Rodolph Davies 所繪製的地圖，這條名字多變的

河流只可能是“Litang River”，即“理塘河”（ལི་ཆུ; Li-chu）。鑒於“理塘河”是現今標

準地圖所採用的唯一名稱，為了方便讀者定位，譯者不應略去莊氏的注解。此外，莊

士敦 1906 年 5 月抵達木裡大寺的時侯並沒有見到當時正在“Khon”（康塢大寺）巡

寺的“about thirty-seven years of age”（時年大約 37 歲）（Johnston 1908, 219）的

第八世木裡活佛阿旺降貝格勒尼瑪（ངག་དབང་འཇམ་དཔལ་དགེ་ལེགས་ཉི་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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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譯本 181 頁註腳中的“雙虹橋”實為“惠人橋”[10]。“黃木樹”、“象

坡”（曹磊，2018，182）分別應為“禾木樹”、“象脖”。莊士敦從雲南保山翻越高

黎貢山至騰越所走的路線是舊時三條馬幫商路中的南線：即經由潞江鎮惠人橋渡過怒

江，沿禾木樹、象脖子，太平鋪至騰越。其實莊士敦在提及“象脖村”的時候特意注

明“the hamlet called Hsiang Po (Elephant’s Neck)”(Johnston 1908，309)，不知為

什麼中譯者仍然會將其譯成“象坡”。

類似的疏漏還有很多，在這裡就不一一勘誤了。

四、大量刪減

值得注意的是，英文原著 460 頁的文字到了中文只能勉強湊成一本 225 頁的書，

這一切絕不是譯者行文“言簡意賅”一句話可以概括的。顯而易見，譯者（也可能是

出版社的編輯）在沒有告知讀者的情況下，對原文進行了大量刪減。結果，一本涵蓋

二十世紀初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地理學，人類學，語言學，歷史學等諸多領域的作

品就這樣被活生生地壓縮成了一本“快餐式”通俗遊記，這真是非常令人惋惜。舉例

言之，在《從北京到曼德勒》中譯本中有這樣一段話：

就中國西南地區的民族多樣性的問題而言，中國古代中原王朝使用的略帶

侮辱性的“蠻族（man tzu）”可能是個更恰當的概念。因為“蠻”的範圍相

對寬泛而模糊，涵蓋了今天生活在這個地區的多種民族，甚至是漢族。例

如馬可·波羅生活的年代（13 世紀下半葉），宋朝的皇帝敗退到了南方，以

今天浙江省的杭州為首都重新建立政權，身在北方的馬可·波羅便把他們統

稱為“蠻子”（曹磊，2018，163）。

勉強硬著頭皮讀完這段生硬的譯文，再回過頭去查閱英文原文，筆者不得不感慨

漢譯者文獻綜述的能力。莊士敦旁徵博引，大掉書袋，花了洋洋灑灑好幾千字考證

“蠻子”一詞在漢語不斷變遷的歷史語境下的用法（Johnston 1908，268-272），到

了中文這些注解全都不見了。例如他首先探討了“西番”和“土番”的詞源。他認為

“土番”是“吐蕃”的異體字：“蕃”既可以讀作“fan”也可以讀作“po”，而“po”則對

應著藏文單詞“བོད”，即藏文中“西藏”的名稱；而“土/吐”則對應著藏文的“ོད”，意

指“上方，高處”（Johnston 1908，268-269）。莊士敦接著又援引了理雅各（James
Legg）所翻譯的《書經》、《詩經》、《論語》、《孟子》等諸多國學經典中的相關文

字，對由“蠻子”一詞細分出來的“戎”、“夷”、“狄”等詞彙的用法做了詳細考證

（Johnston 1908，269-271）。姑且不論莊士敦的論證是否嚴密、準確、全面，這些極

具學術價值的文字無疑是他對本書純遊記部分的一次補充，甚至可以說是他對本次中

國西南“文化苦旅”的一次理論化嘗試。可能是出於某種商業上的考慮：即不想讓譯

本顯得學究氣太重，以至嚇跑某些習慣于淺嘗輒止的中文讀者，漢譯者或是出版社的

編輯刪除了原文中那些累贅的考證文字。即便如此，譯者或者編輯也應出於最基本的

職業操守在前言或者譯後記中添加一個說明，讓讀者知道原著中哪些資訊被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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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筆者不建議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學者在不對照英文原著的情況下閱讀這本刪節版

《從北京到曼德勒：末代帝師的中國西南紀行》。此外必須說明的是，筆者並不認識譯

者本人，斗膽撰寫這篇書評的初衷也絕非是想故意挑刺、賣弄學問，而是想通過一兩

個具體的案例分析來引起大家對於早期來華外國人遊記中譯本品質問題的重視（這些

文本其實很難翻譯）。希望將來的譯者們能夠引以為鑒，切忌浮躁，不要強不知以為

知。只要做到不懂的地方儘量多去查資料，多去請教，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多去實地

考察，很多低級錯誤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注釋
[1] 在中譯本 106頁的註腳中，譯者莫名其妙地把 “Ri Wa”識別為“稻城縣香格里拉

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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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必須強調的是，這本質素欠佳的《從北京到曼德勒》中譯本絕非孤例，類似

的譯著可謂是數不勝數。學界、出版界，乃至評論界似乎都已對這些差強人意的“漢

譯經典遊記”習以為常，產生了免疫力。有意思的是，它們的通病也非常相似：即譯

者基本上不會對書中所涉及的專有名詞作深入考證，如有不懂的地方或者靠想像來

補充或者靠音譯來蒙混過關。無獨有偶，與莊士敦同時代的法國探險家多隆（Henri 
d’Ollone）於 1911 年在巴黎出版了一本題為 Les Derniers Barbares: Chine, Tibet,
Mongolie（《最後的野蠻人：中國，西藏，蒙古》）的暢銷書。這本介於冒險故事與

科學考察報告之間的著作記錄了多隆探險隊於 1906 年至 1908 年間造訪當時尚被視

作“蠻荒之地”的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歷。作者在書中不僅提供了許多關於大涼山

彝族和南北盤江流域的苗民的一手見聞，還用大量篇幅介紹了當時尚鮮為人知的安多

藏區，尤其是探險隊一行從松潘出發，翻越海拔 4600 米的岷江發源地“郎架嶺”（亦

作“狼家嶺”），抵達若爾蓋（མཛོད་དགེ）包座鄉（བབ་བཟོ），然後經班佑鄉（བན་ཡུལ），達

紮寺（སྟག་ཚ་དགོན་པ），嫩哇鄉（ིང་བ），沿著黃河支流黑河（རྨེ་ཆུ）及阿尼瑪卿（ཨ་ེས་རྨ་ཆེན）
雪山東緣至夏河縣科才鄉（ཁོ་ཚེ），並最終抵達甘南拉卜楞寺（བླ་བྲང་བཀྲ་ཤིས་འིལ）的驚險

旅程。該書法文原版一經推出便引起轟動。次年，也就是 1912 年，該書的英譯本 In 

Forbidden China: The d’Ollone Mission 1906-1909: China—Tibet—Mongolia（《多

隆中國禁地探險記：中國，西藏，蒙古》）在美國問世。新疆人民出版社於 1999年推

出了該書的中譯本《彝藏禁區行》（辛玉等，1999）。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該譯本不僅

錯誤百出（例如“Yong-King-hien”（滎經縣）被譯作“永金鄉”，“Ngapa”（阿壩）

被譯成“努尕帕”，“Dzorguè”（若爾蓋）被譯成“祖魯蓋/左爾格”，等等）（d’Ollone 

1911, 201, 259, 260, 277; 辛玉等，1999, 146, 181, 182, 194），此譯本居然還是由

三名不同的譯者合譯而成，可謂是十足的拼湊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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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約瑟夫·洛克將雞醜山埡口標注為 “Chiprin La”（Rock 1930, 388）。
[3] 值得一提的是，位於伍須村附近的伍須海（འོད་ིད་མཚོ）現已是九龍縣著名風景區。
[4] 明正土司的藏文名是“ལྕགས་ལ་རྒྱལ་པོ”（lCags-la rgyal-po）。
[5] 莊士敦所造訪的“木裡”是木裡大寺，而非現今木裡縣政府駐地喬瓦鎮。
[6] 藏文地名全部來自民族出版社於 2014 年出版的《青川甘滇四省藏區行政自然村

名漢藏對照》及《青川甘滇四省藏區寺院山川名漢藏對照》二書。
[7] 康巴人習慣將雅礱江上游流經石渠縣（སེར་ཤུལ་ོང）這段稱為“紮曲”（རྫ་ཆུ）。該地在

藏語中也被籠統地稱為“紮曲卡”（རྫ་ཆུ་ཁ）。
[8] 此處藏文為莊士敦所附，並非筆者添加。
[9] 原文 219頁註腳一中，莊士敦將第八世木裡活佛的藏文名號記作“Ha-dBar-bDe-

Ligs/ཧ་དབར ་བདེ་ལིགས་རྒྱ་ལ་བོ”。該拼寫可能是受到了當地藏語方言的影響，不是很準

確。關於歷代木裡活佛的藏文名號及出生年月，詳參 http://tb.tibet.cn/tb/index/culture
/201905/t201905246591335.html（最後訪問日期：2020 年 8 月 25 日）。

[10] 該橋二戰後期毀於戰火，現僅剩江心橋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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