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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喻視域下的英漢習語翻譯研究

單新榮 賈紹東

廣州應用科技學院

摘要:基於轉喻的認知屬性和轉喻相鄰性所指關系，提出英漢習語的轉喻翻譯策略。從英漢

習語的形式與意義來看，英漢習語呈全對應、半對應和零對應關系。研究認為英漢習語的全

對應關系側重歸化、直譯翻譯方法;半對應關系則應采用直譯+註釋和意譯的翻譯方法;零對應



2

關系多側重異化、轉譯和意譯的翻譯方法。習語翻譯涉及譯者的主觀意向性，對習語的理解

和表達體現了文化的傳遞和語言的表意方式。本研究對翻譯教學和翻譯實踐具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轉喻視域;英漢習語;翻譯研究

基金項目: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 2020年度冷門絕學研究專項課題《南海“更

路簿”翻譯研究一一以蘇德柳和彭正楷抄本為例》階段研究成果之一。

引言

習語是由固定的詞組和句子所構成的語言表達形式,漢語稱其為“熟語”，包括成語、諺語、

典故、俗語等，習語具有深厚的文化含義。“轉喻主要具有一種指代功能,它允許我們用一種

實體代替另一實體,同時,轉喻是一個認知過程,讓我們通過與其他事件的關系對另一件事件進

行概念化理解。”①“概念轉喻是在同一個認知域中源域為目標域提供心理可及的認知操作過程，

源域和目標域之間的關系是或然的，目標域處於突顯位置，源域處於背景化位置，源域和目

標域之間的轉喻關系密切程度在於源域和目標域之間的概念距離和源域的突顯程度。”② “轉

喻(conceptual)是一種映現，是一種“替代(stand-for)”關系”。③ 不同的轉喻由相對突顯(relative

salience)的認知原則提供理據,突顯的項目作內容以認知為參照點,來喚起相鄰的內容,借助語

境,對對應內容進行識解(construal)。相對隱喻的研究習語翻譯，轉喻研究習語翻譯的文獻較

少。鑒於習語的形式與意義差異較大，借助轉喻理論，基於隱喻研究的基礎，本研究從概念

轉喻角度對英漢習語形式與意義進行分析，研究轉喻在習語翻譯方面的運作機製及翻譯策略。

一、轉喻研究

近年來，學者們從多角度對習語翻譯進行了研究，例如劉艷芳從順應論的角度探討了新

聞報道中不同文化的碰撞，結合語言、文化和交際三個維度進行轉換，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

中不僅要關註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更要關註雙語文化內涵和交際效果圖的傳遞與闡

釋”。 ④ 單偉龍分析了莫言作品中的習語英譯本中的翻譯，研究了譯者翻譯習語使用直譯、

意譯的翻譯方法。⑤ 邱能生根據 Nida的文化理論、Venuti異化、歸化分類，認為“習語的翻

譯應側重異化的翻譯方法”。⑥ 對習語的轉喻翻譯，國內學者肖坤學基於認知語言學的語言觀

與轉喻構建的認知特點,提出了以轉喻構建為依據、以意義為參照的轉喻翻譯思想，認為“從

隱喻研究角度更在多數，但是轉喻如同隱喻一樣，是人們認知事物的一種方式，伴隨著語言

左右。”⑦ 譚業升闡釋了轉喻圖式--例示級階的翻譯轉換、翻譯變體的創造性翻譯的理念，並

且提出“在翻譯過程中以語境為基礎並受規約限製的轉喻認知方式。”⑧ 盧衛中以認知的概念轉

喻理論為指導探討了轉喻翻譯的認知基礎與策略,運用認知語言學理論解決轉喻翻譯的實際



3

問題。⑨

認知語言學家王寅提出“翻譯是一種認知活動，是以現實體驗為背景的認知主體所參與的

多重互動作用為認知基礎的”、“翻譯具有體驗性”。⑩ 體驗性構成了不同語言之間具有互譯性

的認知基礎。翻譯的體驗性一方面表現為原文本是作者對現實世界的體驗，另一方面為譯者

對原文本的理解和推理。 奈達認為“翻譯的目的在於把源語的全部信息在譯語中再現並取得

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⑪，因此翻譯中的等值是經驗結構的相似性，換言之，翻譯某種意義上

要求概念對等。 翻譯被認為是一種轉喻思維的體現，轉喻翻譯是一種主體意識活動。意向性

是人的意識的一項核心內容，可體現為意識活動的一種工具，是意識觀照(construe)事物事

件事態時所展現出的一種體現利己的取舍傾向。

從“中國知網”文獻中的主題輸入“轉喻”和“習語翻譯”可得到文獻總數：6篇；檢索條件：

(主題 =轉喻 或者 題名 =轉喻 或者 v_subject=中英文擴展(轉喻,中英文對照)或者

title=中英文擴展(轉喻,中英文對照)並且 (主題 =習語翻譯 或者 題名 =習語翻譯 或者

v_subject=中英文擴展(習語翻譯,中英文對照)或者 title=中英文擴展(習語翻譯,中英文對

照))我們發現 2010-2019年間有關“轉喻翻譯”和“習語”的發文量有 14篇,平均每年發文一篇。

在發文中，以“英語習語”和“習語翻譯”文獻數各為 2篇,以“翻譯策略”、“英語文化背景”、“英語

表達”、“英國人”、“英語國家文化”、“動物詞”等都為 1篇，相對於“轉喻”和“翻譯”的文獻數(299

篇)來說,習語翻譯研究需進一步深入。

Smith最早強調了習語的基本特征，認為“習語的意義不是它的組成詞的意義的總和，對

習語的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⑫ 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尤金 •奈達認為翻譯是再現原義的

信息，而不是保留原文的結構;翻譯對等不是同一，沒有完全的對等，意義是譯者優先考慮的

因素;翻譯的過程中，不但要考慮譯出語和譯入語的差異，更要考慮作為文化載體的兩種語

言所產生的文化差異。習語作為語言的精華及文化的載體，在各種交際場所，習語使用的使

用頻率更高。認知語言學為習語的理解和翻譯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徑。

二、英漢習語轉喻形式與意義對比分析

語言符號是形式和意義的統一體，習語也不例外。習語的形式即習語字面義所傳達的信

息作為認知參照為隱含的意義提供心理通道，實際的含義需依賴人們的思維方式進行推理才

能獲得。習語的意義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其意義的不確定性通過相鄰、相近或“部分激活整

體”的轉喻思維來推理。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對源文本的解讀體現了相鄰、相近和“部分代

整體”、“整體帶部分”的轉喻思維。英漢兩種語言分屬不同的文化，從對比的角度來看，英漢

習語可分為相互對應，半對應和非對應的英漢習語，具體例示如下：

序號 源語 目的語 對應關系

1 Hewhoridesatigerisafraidto 騎虎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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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mount 全對應關

系2 好馬無劣色 Agoodhorsecannotbeof

abadcolour

3 theappleofone’seye 掌上明珠

半對應關

系

4 膽小如鼠 astimidasahare

5 todrawone’sblood 惹人生氣

零對應關

系
6 依賴某人 tohangonsb.’ssleeve

7 四面楚歌 tobebesiegedonallsides

例 1和例 2中英語習語或諺語在漢語中都有對應的動物，而且動物意象相近，都有與之

相對應的漢語習語或諺語。例 1中的“tiger”翻譯這類英語習語時，形式和意義相對應的漢語

習語是最佳譯法。漢語也有一些習語，與英語的一些習語相對應。例 3和例 4呈半對應關系，

通過部分代替整體的轉喻思維對應在英漢習語占習語中的大部分。半對應的英漢習語通常是

轉喻意義相同，但喻體形象迥異。譯者須對源語習語意象加以轉換，產生聯想，用合適的目

的語將其譯出。例 5和例 6中的英語習語涉及獨特的西方文化意象，染上了獨特的西方文化

色彩，只有采用意譯法處理，才能為目標語（譯文）所理解。例 7這類習語是漢語歷史上留

傳下來的典故和成語，字面翻譯無法為英文讀者所接受；如果加上一長串解釋性文字，就失

去了成語精粹的特點。最好的辦法是避開其文化背景，譯出隱性的含義。翻譯過程中，譯者

的目標域的取舍受到譯者的意向性，目的語接受者的文化喜好、理解程度等因素的製約，導

致習語翻譯時產生不同的翻譯策略。

三、轉喻翻譯的機製

轉喻是一種認知操作方式，在翻譯中,譯者的主體性活動得到充分發揮,英漢思維方式和表

達方式也有差異。漢民族原始社會以母系社會為主,生活具有典型的農耕特色,習語中“牛馬年,

好耕田”,用“耕田”來表達“農耕生活”,實現事件要素之間的轉換;英語習語則多使用功能轉換的轉

喻詞.英漢民族思維重視膚色與種族或階級差異,如“redtape(官僚作風)”。英漢民族中間經歷了

以體驗為基礎的復雜過程。劉宓慶認為翻譯首先是對語符形式的意義構建，因為“所謂翻譯的

本質，就是意義的語際轉換”。譯者對源語文本進行解讀，在理解的基礎上形成概念和意義，

建構認知信息，然後在目的語中將該認知信息用語言形式表征出來。意義的建構是一個推理

的過程。原文本的語言符號所編碼的信息作為認知參照點為隱含的意義提供心理通道，“顯性

的語言編碼只是讓我們到達了一個正確的鄰近地區，但要找到確切的位置還需其他方法”。也

就是說，語言符號僅僅具有產生某種意義的潛勢，具體的意義還要依賴人們的思維方式進行

推理才能獲得。這種意義的不確定性通過語境的激活 到達目標的心理通道。

譯者對源文本進行解構，在頭腦中形成了概念和意義，根據表達習慣，在源語中表達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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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意義的詞語在目的語中會尋找和挑選部分意義來替代，產生“部分替代整體”、“整體替代部

分”和“部分替代部分”等關系。在翻譯過程中，作為認知機製的轉喻也是一種翻譯策略。轉喻

作為翻譯策略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部分替代整體”的轉喻機製

源文中沒有使用轉喻思維，但在翻譯過程中采用轉喻思維機製，從而使譯文更加生動形

象。

例 8：他愛財如命，可是為了維持事情，不得不狠了心。（老舍，《駱駝祥子》）

譯文:Thoughitwaslikespendinghislife’sblood,hegrittedhisteethinordertokeep

thejob.

譯文存在著用名詞短語“hislife’sblood”代替“生命”的跨語言轉喻用法，體現的是由組成

部分轉指整個人的生命。就翻譯而言，譯文“hislife”與源文“愛財如命”之間構成了“部分替代

整體”的轉喻關系。

（二）“部分替代部分”的轉喻機製

“部分代部分”對於同一個目標概念，兩種語言可能會選取實體的不同部分或屬性來表征

該事物。因為鄰近關系在不同語言中的凸顯程度是不一樣，因此在源語中用事物的某一屬性

或特征來通達該事物，而在目的語中可能選取的是事物的另一屬性或特征，但這些屬性或特

征處於同一個認知框架中，構成“部分代部分”的轉喻關系,例如：

例 9：Thedignityofthesnow-cappedmountainislostindistinctnessbutthejoyofthe

tourististorecognizethetravelleronthetop.Thedesiretosee,forthesakeofseeing,is,

withthemass,alonetheonetobegratified,hencethedelightindetail.NatureandArt

(JamesWhistler)

譯文:白雪皚皚的高山因其清晰可見而失去它的尊嚴,但旅遊者卻因能夠看見站在山頂上

的遊人而喜形於色。對於大多數人,單是為了要看見而要看見的願望需要得到滿足而已,因此,

他們僅以能看見細節為快。

譯文中“snow-capped”用事物的組成部分譯入事物的屬性，部分代替部分。在源語中用

山的頂部高的特征來表達雪的覆蓋，目的語中選取的是事物的屬性“白雪皚皚”來翻譯。英語

語言註意白的自然特性，漢語關註事物的結果，構成部分替代部分的轉喻翻譯。

（三）“整體替代部分”的轉喻機製

在翻譯過程中，源語中的整體概念在目的語中可能用部分概念來表達，或者源語中的事

物在目的語中用其特征或屬性來表達。換言之，在為目標概念提供心理可及的過程中，源語

中的概念和目的語中的概念構成整體和部分的轉喻關系。

例 10：輕聲細語

譯文：sayinthesilkiestvoice

漢語“輕聲細語”指說話時聲音很小很細，一般用來形容女子說話，而譯文則借“voice”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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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聲音”，就譯入語與源語的關系而言，兩者之間構成了“聲音代話語”的跨語言轉喻關系。

為了保持與源文一致的心理可及過程，轉喻翻譯必須盡量保留源文的轉喻特征，這包含

以下兩方面的含義:首先，譯文要盡可能讓譯文讀者獲得與源文讀者相同的心理反應。換言之，

在翻譯的過程中，譯文應盡量保留源概念為目標概念提供心理可及的轉喻思維過程。這種心

理可及的過程是意義層面的。因此，在不同的語言中，表達目標概念的源概念的語言表達形

式可能不一樣，但認知過程是一致的。其次，譯文要盡可能再現轉喻的修辭功能，維持原文

的形式美和意蘊美。在使用轉喻的過程中，為達到譯文的優美，必須註重修辭效果。轉喻通

常是以凸顯的或具體的事物來為不凸顯的或抽象事物提供心理橋梁，把兩種表面上關聯不大

的對象聯系起來，引起讀者的聯想、思考和感悟，從而獲得語言的美感。同時，轉喻通過簡

單的措辭來傳達復雜的意義，以達到認知和表達的經濟性。因此，轉喻翻譯除了保持信息的

忠實與文字的通順外，譯文還要實現原文修辭效果的對等再現，讓譯文讀者能夠欣賞或領略

到原文轉喻的風采。

四、習語翻譯的策略

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互動體驗與認知加工的產物。由於人類具有相同的生理結構，不

同民族對客觀世界的體驗與認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然而，由於不同民族所處的自然

環境、歷史文化與風俗習慣不同，不同民族的互動體驗、認知加工與語言表達也存在明顯的

差異。從形式與意義維面來看，英語與漢語中習語呈全對應、半對應和零對應關系。針對英

漢習語的翻譯，譯者可視具體情況分別采取直譯、意譯、轉譯等具體的翻譯策略（如下圖所

示）。

（一） 直譯

源語

半對應 全對應 零對應

直譯/意譯 直譯 意譯/轉譯

目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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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譯是源語的意義在目的語中的再現，源語的轉喻和表達手法在目的語中也會出現。英

語的習語在形式和意義與漢語的形式和意義全對應或半對應常采用直意。

例 11：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惱，說道：“你又發了呆氣了，混說的是什麽？大凡

做了女孩兒，終久是要出門子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裏顧得？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運,碰得

好就好，碰得不好也就沒法兒。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裏個個都象你大姐

姐做娘娘呢?……”(《紅樓夢》第八十一回)

譯 為 :Both amused and exasperated,his motherexclaimed,“There you go

again-talkingnonsense!Soonerorlateragirlhastoleavehome,andonceshe’smarried

offwhatcanhermother’sfamilydoforher?Ifshehappenstogetagoodhusband,fine;if

not,there’snohelpforit— that'sfate.Surelyyouknow thesaying,“Marryacockand

followthecock;marryadogandfollowthedog”?Howcaneverygirlbelikeyoureldest

sister,chosenasanImperialConsort?...”

習語“Marryacockandfollowthecock;marryadogandfollowthedog”中映射漢民族

女性在婚姻中的依附。這句俗語是從"嫁稀隨稀，嫁叟隨叟"諧音訛化而來的。“稀”為少年，“叟”

為老者，古人的婚姻只能聽憑父母安排，兩人甚至在結婚前都不知道對方是老是少，是美是

醜。對對方的印象僅能從父母與媒人的話中想象，所以等看到對方的時候， 無論是好是壞都

已成定局，只能認命了。譯者選擇直譯便於理解,同時也存在著轉喻思維方式。

（二） 直譯+註釋

源文中的轉喻喻體蘊含豐富的文化內涵，包含特有的生活習慣、民俗風情、典故、傳說、

歷史事件、人物、政治、宗教等，在另一種文化中用對等的喻體進行翻譯時，往往無法再現

原文的文化信息。為了準確表達原文的意義，讓譯語讀者獲得同樣的認知反應，譯者可以采

用“直譯 +釋義”相結合的翻譯方法，對其文化內涵進行解釋。

例 12：Heislikeathoroughbredhorse,satisfyingtothetrainedeye,dociletothelight

touch,andcoursinginmostwonderfulunisonwithyouthroughtheopenworld.(George

Santayana,TheWeatherinHisSoul)

譯為：何況他就像是一匹英國純種馬,在內行人看來無可挑剔,輕輕一拍就能領會你的意圖,

載著你穿越空曠的原野,和你完全融為一體。

在翻譯上有限度地改變原文連續用地使用轉喻進行翻譯,“satisfyingtothetrainedeye,

dociletothelighttouch,andcoursinginmostwonderfulunison”保持原文意思的連續,全段

文字產生統一中有變化的審美情趣。

（三） 轉譯

由於各民族在社會環境、歷史傳統、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在與客觀世界的互相作用

中獲得的經驗會存在一些差異。這種社會文化的差異也同樣會體現在包括轉喻在內的語言表

達形式中。在這種情況下，原文中用來激活目標概念的源概念跟譯文中的源概念不一致，但



8

體現了同樣的認知方式。通常情況下不能把原文中的喻體移植到目的語中，而是采用目的語

中對應的喻體，對原文中的轉喻進行轉譯，使轉喻的信息在目的語讀者的認知語境中易於接

受，從而實現翻譯等值。

例 13：肖英受到十足地傷害，人們幾乎一致認為她這是傍大款。

譯為：ItisXiaoyingwhosufferscompletely,becausealmostallthepeoplethinkshe

hasfoundasugardaddyasherhusband.

上句是“傍大款”在原文中所要表達的是“年輕女子嫁給有錢人”的意思，含貶義。這個漢語

習語所描述的社會現象並不是中國特有，這樣一種社會現象和轉喻表達在漢語和英語中都有。

翻譯所采用的策略便是轉換喻體，即找到英語讀者所熟悉的喻體來表達同樣的含義。在這個

例子中“foundasugardaddy”便是英語讀者所熟悉的喻體，運用這個轉喻能完全表達出原文

的含義，並保留了原文的語言特色。

（四）意譯

當在目的語中找不到與源文一致或對等的源概念來激活目標概念時，通常采用歸化+意

譯的方法，即在理解詞語表層結構的基礎上，用目的語的習慣表達方式把原文中轉喻的目標

概念表現出來，以達到交流的目的。

例 14：小丁在男女的問題上已經可以算是閱盡人間春色了，故而有點修成正果的味道，

篤誠篤意地認為還是一夫一妻的方式最佳，既人道又天道，老天是絕不會用艾滋病來騷擾恩

愛夫妻的。

譯文：Astosex,XiaoDinghasseenallkindsofbeauties,therefore,hehasathorough

understanding,andsincerelythinkthatmonogamyisthebest.Itisbothhumaneand

natural.LovingcoupleswillneverbeharmedbyAIDS.

在這個例句中“閱盡人間春色”這個漢語習語也是有較深的隱喻含義，指“經歷過數量眾多

的美貌女子”，屬於漢語中耳熟能詳的表達。但是對於英語讀者來說，“thebeautifulsceneof

spring”無法和“美女”聯系起來，所以這個習語的翻譯舍棄了“人間春色”這個喻體，而直接意

譯為“allkindsofbeauties”。

譯者在處理習語的轉喻有不同的選擇，在目的語中有源語的的對應時，可采用直接翻譯

的策略；若沒有對應的翻譯時，譯者選擇間接翻譯的策略。

結語

轉喻在習語中使用非常廣泛，而且形式多樣。轉喻是兩個概念實體可及的心理基礎，借

助鄰近關系實現不同語際的表達。在翻譯的過程中，源語表達與目標語的表達出現部分與整

體、部分與部分、整體與部分的不一致，導致譯者在不同語言的轉換中選取不同的語言載體

表達相同的意義。換言之，對於源語中的心理可及過程，譯文可能選取不同的實體來激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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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在翻譯中，采用直譯、直譯+釋義和轉譯的的翻譯策略和方法，達到“達”和“雅”的的境界。

從宏觀層面研究了概念轉喻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的作用，認為翻譯是具有轉喻性的認知活動，

翻譯過程中對文本的理解和表達都體現了轉喻認知語用機製。同時，轉喻本身也是一種翻譯

策略。通過翻譯,挖掘深厚的文化意義,對中國文化走出去,增加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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