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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翻译下的认知机制与语用机制探究
赵

博ꎬ刘安硕

( 沈阳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隐喻作为一种修辞现象ꎬ在语言交流的准确性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ꎮ 笔者

以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转换为研究对象ꎬ着重研究源语与目标语言在相互转换过
程中的隐喻映射ꎬ并从认知机制与语用机制方面分析了隐喻翻译对语言习得及翻
译转换的作用ꎬ为语言层面的隐喻映射及翻译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ꎮ
关键词:隐喻翻译ꎻ认知机制ꎻ语用机制ꎻ语言映射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隐 喻 “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一 词 最 初 来 源 于 希 腊

文ꎬ其含义为 “ 从一个地方游离到另一个地
方ꎮ” 从认知的视角来看ꎬ隐喻是 “ 以集体为
单位的社会团体在相对不同于该团体的面前

使用具有一定隐瞒和识别性的隐秘语” ꎬ
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各种认知行为的方
[１]

一、隐喻的认知机制
１. 隐喻的心理映射
隐喻的双语文本转换本质上是找出原文
与目标文本在某一层次上的相似性ꎬ这种相
似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存在ꎬ另一方面也是通

式ꎬ诸如感知、思维、交流、行动等ꎬ这些都是

过人们对于事物的联想与想象形成认知中的

人们对现实世界经验的总结ꎬ也构成了人们

心理映射ꎮ 隐 喻 的 心 理 映 射 涉 及 到 两 个 方

的认知世界ꎮ 著名认知语言学家莱可夫从认

面ꎬ分别为隐喻的突显及隐喻的消隐ꎮ 隐喻

知学的视角对隐喻做了研究ꎬ他认为:“ 人类

的心理映射是一种概念变换ꎬ即人脑在思维

在其认知体系中ꎬ尤其是在语言认知体系中ꎬ

过程中按照对应法则从心理空位到心里空位

修辞的使用起着很大的作用ꎬ而修辞中的隐

的变换ꎮ 这是一种隐喻视角下的心理认知ꎬ

[２]

喻表达可以创造人类语言的转换模式ꎮ”
隐喻是意义表达的“ 变异” ꎬ文本的隐喻意义

语言的理解和表达取决于隐喻映射成功与

词汇层面ꎬ更常常出现在语法层面ꎮ 这样的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ｐｆｒｏｇ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ｒｓ

超越了其语义层面的含义ꎬ隐喻不仅发生在

否ꎮ 隐喻式的心理认知在映射层面表现为概
念转 换 的 认 知 机 制ꎬ 例 如: ①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隐喻体现便构成了各种各样的隐喻形式ꎬ如

ａｎｄ ｇｅｔ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语法隐喻、语气隐喻和情态隐喻等ꎮ 隐喻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ꎻ②Ｕ. 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翻译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ꎬ在翻译过程中ꎬ译
者会通过隐喻的方式再现原文的本质含义ꎬ
从而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感受到原文所带来的
文化意境和社会语境ꎮ

ｎｏｓｅｄｉｖｅｄ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ꎻ ③ 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ｕｐ ｗｉｔｈ ａ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ｄｒａｓｔｉｃ ｐｒｕ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ｏａｔ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第①句中“ ｌｅａｐｆｒｏｇ” 从原意的“ 蛙
跳” 隐喻成 “ 越过” ꎻ 第 ② 句中 “ ｎｏｓｅｄｉｖｅ”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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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垂直俯冲” 隐喻为“ 骤然下降” ꎻ第③句

效果、文化认知、 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ꎮ” [５]

从“ ｌｅａｐｆｒｏｇ” “ ｎｏｓｅｄｉｖｅ” “ ｐｒｏｎｅ” 这 ３ 个

关系ꎬ隐喻在思维层面起到认知性作用ꎬ隐喻

中的“ ｐｒｏｎｅ” 从“ 修剪树枝” 隐喻为“ 紧缩” ꎮ

作为一种修辞ꎬ隐喻与认知思维有着紧密的

词在目标语言中的表述来看ꎬ原文本的内容

这一修辞方式可以使人类在思维层面与现实

和意义在目标文本中不只是语言层面的再

世界进行沟通与交流ꎬ以此来建构外部世界ꎮ

现ꎬ更重要的是一种隐喻认知形态ꎬ即文化层

同象类比是隐喻传达的基本特点ꎬ通过对不

面的 再 现ꎮ “ ｌｅａｐｆｒｏｇ ” 所 对 应 的 “ 蛙 跳 ” 、
“ ｎｏｓｅｄｉｖｅ ” 所 对 应 的 “ 骤 然 下 降 ” 以 及
“ ｐｒｏｎｅ” 所对应的“ 紧缩” 等含义ꎬ对它们的

同事物相似影像的对比分类来构建相似的思
维模式ꎮ 隐喻的出现是语言与思维层面的融
合度与适配度的关联ꎬ这种关联性在另一个

内涵认知是基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情与

层面就是影像的相似性ꎮ 任何隐喻的产生都

意识的感知思维ꎮ

离不开这种相似性的构建ꎬ它使语言与思维

２. 语言与意义的修辞映射

层面的隐喻现象具有现实意义ꎮ 通过语言的

对于隐喻的内涵与外延的认知并非一蹴
而就ꎬ而是通过长期的探索与研究ꎬ隐喻所要

表达、思维的提炼ꎬ翻译中的源语与目标语言
之间产生了隐喻关联ꎮ

传达的语言意义与认知机制才被人们所了

隐喻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和心理层面的

解ꎮ 西方学界ꎬ尤其是欧洲学界对于传统隐

映射ꎬ翻译层面的隐喻是源语的形象在目标

喻修辞的研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ꎬ主要分为
以下 ３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前 ４００ 年至
上世 纪 ３０ 年 代ꎻ 第 二 阶 段 为 １９３０ 年 代 至

１９７０ 年 代ꎻ 第 三 阶 段 为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 代 至
今ꎮ 这 ３ 个阶段的研究为西方传统隐喻观的
研究奠定了基础ꎮ 国内对于隐喻这一修辞方
式的研究较晚ꎬ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ꎬ国内

语言中 的 认 知 与 思 维 映 射ꎮ “ 在 翻 译 过 程
中ꎬ由于源语的某些成分的意义过于抽象ꎬ在
变换到目标语言时ꎬ单纯的语言意义的转换
无法使读者感知源语的真实含义ꎬ这就需要
通过隐喻的方式对源语中抽象成分的意义做
出修订与整合ꎬ通过认知映射的方式ꎬ在源语
认知域与译语认知域之间架设桥梁ꎬ实现意

学者才开始研究隐喻现象及隐喻的功用ꎮ 对

义的准确传达ꎮ” [６] 认知语言学家 Ｌａｋｏｆｆ 认

于国内的隐喻研究ꎬ著名学者束定芳做了归

为ꎬ源语与译语之间的隐喻关系其实就是两

纳性的总结ꎮ “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国内

种语言在句法、文化等方面的层级映射ꎬ不同

的隐喻研究呈现一种跨学科趋势ꎬ尤其是在

映射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ꎬ也就是同一文本

认知层面对于隐喻的研究开始盛行ꎬ这说明

中不同的隐喻形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ꎬ而是

国内学者认识到隐喻在语言与思维的认知、

通过认知方式紧密相连ꎬ形成对事物的认知

社会行为活动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作用ꎮ”

[３]

２０ 世纪下半叶ꎬ著名认知语言学家 Ｌａｋｏｆｆ 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 指出: “ 在现实的世界里ꎬ 对 于 隐 喻
的使用频率超出人类的认知ꎬ在我们日常的

概念与认知域ꎬ是人们认知事物的方式ꎮ 如
果在目标文本中可以找到与原文中的某一成
分在意义和修辞层面相似的成分ꎬ这就形成
了修辞层面的隐喻现象ꎮ

语言体系内部ꎬ隐喻发挥着巨大的作用ꎮ 语

在翻译研究过程中ꎬ对于隐喻的思维认

言的转化所涉及的思维与意识ꎬ都通过隐喻

定是一种认知体系的认定ꎬ通过建立心理思

这一形式得到了具体的展现ꎮ”

[４]

“ 语言转换层面的言语的表达、 思维的

维的图示结构映射来展现隐喻翻译的创造模
式ꎬ在此基础上对修辞层面的语言转换机制

认知、交际功能的创造都是以隐喻模式为基

的心理认知模式和思维发散意识进行深度的

础进行外部的扩展ꎮ 隐喻的使用不仅仅局限

解读ꎮ 翻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语言转换机

于语言表层的信息传达ꎬ更重要的是超越语

制ꎬ语言的转换分为表层转换和深层面转换

义意义的深层次的言语交际行为ꎬ涉及语境

两个方面ꎬ表层转换强调语义的传播ꎬ诸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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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句法意义的传播等ꎬ而深层转换就涉及语

点ꎬ即隐喻的转换ꎬ这需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

篇、语境、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信息传输ꎮ

的特点ꎮ 英语是一种形合语言ꎬ在其语言体

隐喻转换超越了语言转换的表层传播ꎬ是一

系中对于语言形态ꎬ即句法的重视程度要远

种深层机制的转化ꎬ用以构建语言认知及语

远超越其他方面ꎮ 同时ꎬ形合语言非常注重

言转换的心理模式ꎮ 语言与思维认知视角的

语言表达的逻辑关系ꎬ因此在信息传达中ꎬ逻

隐喻翻译包括:语言的认知机制、目标语读者

辑关系的转换也是英语表达的一大特色ꎮ 相

的思维认知、译者的翻译转换认知模式ꎮ 在

反ꎬ汉语是一种意合语言ꎬ在表达中并不强调

翻译过程中ꎬ译者会对原文进行语言层面的

句法结构、逻辑关系等因素ꎬ汉语以一种松散

分析ꎬ这就涉及语言的认知机制ꎬ译者的翻译

的形态来传达文本中的意境ꎬ表面无逻辑ꎬ内

在本质上就是语言的认知转换ꎬ这种对于源

含深逻辑ꎮ 换言之ꎬ英语强调句法的完整性

语的认知转换会从心理层面映射到目标语言

和合理性ꎬ 但汉语只要意思表达清楚即可ꎮ

中ꎬ进而使信息及意义得以转换ꎮ

语言转换也是一种逻辑层面的分析ꎬ通过语
言的逻辑意义推导出语言中的修辞意义ꎮ 英

二、隐喻的语用机制

汉双语都非常重视语言的逻辑意义的传达ꎬ

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映射的目标域投射ꎬ

通过逻辑转换的方式展现语言的隐喻性与隐

它的产生不仅是语言层面的源语在目标语言

喻思维ꎬ语言逻辑意义的隐喻性表现在本质

中的投射ꎬ 更是涉及语言之外的投射ꎬ 如文

上也是一种语境效果的展现ꎮ 因此ꎬ语境推

化、语境、经验、意识形态等在目标语言中的

理至关重要ꎮ 例如:“ Ｈｅ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对应ꎮ 判断隐喻在源语向目标语言投射过程

ｈｉ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ꎬ ｂｕｔ ｈｅ ｗａｓ ｖｅｒｙ

中的真实含义ꎬ就需要了解隐喻的本体和喻

ａｎｇｒ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ｓｔｏｌｅ ｈｉｓ ｔｈｕｎｄｅｒ ａｎｄ

体在两种语言中所对应的背景知识及当时场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

景下的意识形态ꎮ 对于隐喻意义的说明也涉
及语用层面ꎬ隐喻的理解既是对背景知识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 译为:“ 他本想亲自宣布他的发
明ꎬ可是使他万分气愤的是ꎬ有人偷窃了他的

意识形态的理解ꎬ 也是对语用知识的掌控ꎮ

成果ꎬ并已抢先将发明的全部情况发表在今

上的意义传播ꎮ 译者在语言转换中对源语成

约翰丹 尼 斯 ( Ｊｏｈｎ Ｄｅｎｎｉｓ) 的 一 件 逸 事ꎮ

“隐喻的翻译表面上是信息的传递ꎬ即语义
分中修辞隐喻、隐喻本身在源语中的内涵与

天的 晨 报 上ꎮ” 这 是 １７ 世 纪 英 国 剧 作 家
一次他在上演自编的话剧时ꎬ为了制造舞台

外延意义、与隐喻有关联的各种语境效果等

效果ꎬ用摇动铁皮的方法模拟雷电的声响ꎮ

的理解是隐喻能够在目标文本中得以映射的

他的剧本演出并不成功ꎬ但他制造雷声的办

关键ꎮ 译者对双语文化的理解与掌控对隐喻

法后来却被其他戏剧演出所效仿ꎮ 丹尼斯愤

能够正确传达起着重要作用ꎮ”

[７]

１. 语境下的隐喻模式
任何语言所表达的意义都不是其表面含
义ꎬ而是各种层面意义的复合体ꎮ 语言的修

怒地说: “ Ｓｅ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ｒａｓｃａｌｓ ｕｓｅ ｍｅ!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ｌｅｔ ｍｙ ｐｌａｙ ｒｕｎꎬａｎｄ ｙｅｔ ｔｈｅｙ ｓｔｅａｌ ｍｙ

ｔｈｕｎｄｅｒ. ” 这里的“ ｓｔｅａｌ ｏｎｅ′ｓ ｔｈｕｎｄｅｒ” 是一种
概念隐喻现象ꎬ译者借助“ 剽窃成果” 这一目

辞意义就是复合体的一部分ꎬ在修辞层面ꎬ隐

标域映射来传达源语中“ ｓｔｅａｌ ｏｎｅ′ｓ ｔｈｕｎｄｅｒ”

喻的传达能够很好地展现语言所要表达的真

的真实含义ꎮ

实含义ꎮ 隐喻的传达分为两个方面ꎬ一是语

２. 语用分析下的隐喻意义

用层面的意义传达ꎬ二是语境层面的意义展

隐喻其实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语用转化ꎬ

现ꎮ 语义含义与语境意义相结合ꎬ构成了语

这种文化层面包括背景知识、语境、上下文意

言中的隐喻意义ꎮ 在英汉双语转换时ꎬ译者

义等元素ꎮ 涉及到这些方面的语义转化就不

需要注意到其中所蕴含的修辞层面的转换特

仅仅是表层意义的转化ꎬ而是一种与认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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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主观思维模式ꎮ 这种主观思维模式在本

的过程中寻找形成词义时本体和喻体是否介

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认知过程ꎬ在认知初期ꎬ

入ꎬ并共同作用于这个词ꎬ 形成它的修辞意

由于对原文理解上的局限ꎬ只能从表层含义

义ꎮ 如果在词义转换过程没有本体与喻体的

入手对隐喻进行语言层面的转换ꎮ 但随着理

介入ꎬ那么词的含义就是它的语义意义ꎬ如果

解的深入ꎬ对于原文的理解就融入了对知识

发现有本体与喻体的介入ꎬ则可以称为语境

背景、语境含义、文化意义等方面的了解ꎬ随

意义的展现ꎬ即隐喻得以传达ꎮ” 隐喻所要传

着译者语言能力的提升和文化知识的积累ꎬ

达的是两种语言之间在词语层面所表现出的

对原文的隐喻在认知上也有了提升ꎮ “ 无论

类似对比ꎬ通过这种类似性完成词语层面的

从何种意义层面展现隐喻的内涵意义ꎬ都应

转换ꎮ 词语所要传达的隐喻含义并不是孤立

该对其在语言转换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深入探

存在的ꎬ承载隐喻含义的词语在意义传达过

究ꎬ隐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社

程中与其他词语发生联系ꎬ通过这种联系来

会中对于语言熟练掌握的能力及利用语言进

展现所承载的隐喻是如何在目标语言中传达

行认知思维训练的能力ꎮ”

[８]

对于隐喻的解

意义的ꎮ

读ꎬ应当从源语与译语之间相似的认知层面

在语用意义的传达过程中ꎬ正确使用隐

来分析所要传达的语用含义ꎬ这样才能正确

喻意义可以为语言的表达增添色彩ꎬ隐喻并

地推断出源语在目标语言中的隐喻映射所要

不仅仅是意义的传达方式ꎬ更是一种人生意

表达的真实含义ꎮ 也就是说ꎬ“ 隐喻意义的

义的外在表现ꎬ通过语言的方式来表现人生

传达取决于以下 ３ 个方面:语言系统知识、客
观语境知识( 情境和上下文) 、主观认知状态
( 背景知识和主观心境) ꎮ”

[９]

例如:“ Ａ ｊｕｄｇｅ

的意义和生活经验ꎬ正确的隐喻表达使语言
的语用含义得以最大的体现ꎮ 例如:“ Ｗｈｉｌｅ
Ｍｒ.

Ｓｍｉｔｈ ｓａｔ ｉｎ ｊａｉｌꎬ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 ａ ｂｅａｕｔｙ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ｔ ｓｅａｔ. Ｉｆ ｈｅ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ｎｅｗｓｃａｓｔｓ ｈａｄ ａ ｆｉｅｌｄ ｄａｙ. Ｉｔ ｉｓｎ′ ｔ

ｃｈｏｏｓｅｓ ｏｎｅ ｇｉｒｌꎬ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ｇｉｒｌ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ｎｇｒｙ

ｏｆｔｅｎ ｔｈａｔ ａ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 ｉｓ ａｃｃｕｓｅｄ ｏｆ

是那么容易当的ꎮ 如果投票选其中的一个女

期间ꎬ报纸和电视台都不遗余力地争先报道ꎬ

ｗｉｔｈ ｈｉｍ. ” 译为:“ 选美大赛中的评判ꎬ并不
孩当 冠 军ꎬ 其 他 女 孩 就 会 对 他 恨 之 入 骨ꎮ”

“ ｈｏｔ ｓｅａｔ” 在词典上的解释为为:电椅( 处罚
罪犯用) ꎻ飞机上的电动射椅ꎻ困境或令人窘

迫的局面ꎮ 根据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映射ꎬ
源语的隐喻意义在目标语言中就是“ 容易得
罪人的差事” 的含义ꎮ
３. 隐喻的语用意义
词是语言的基本构成单元ꎬ通过词构成
句子、句子构成篇章ꎬ来实现双语转换ꎮ 隐喻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ｈｉｓ ｗｉｆｅ. ” 译为:“ 在史密斯先生坐牢
因为一个名医谋杀妻子可是百年不遇的抢手
新闻ꎮ” 如果只依靠词典而不对上下文的寓

意进行综合分析和联想ꎬ译文可能会很蹩脚ꎮ
“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ｆｉｅｌｄ ｄａｙ” 的 英 语 解 释 是 “ ｔｏ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ｄｏ ｓｔｈ ｙｏｕ ｅｎｊｏｙ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ａｔ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ｏ ｎｏｔ ａｐｐｒｏｖｅ
ｏｆ” ꎬ其得当的翻译ꎬ取决于上下文的含义ꎮ

三、认知与语用机制下的隐喻翻译

也是通过词语来展现自身的含义ꎬ词语在形

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语言ꎬ语言的

成过程中从语义层面延伸到语用层面ꎬ语言

不同造成了沟通的障碍ꎬ隐喻作为语言表达

的语用意义有时也会通过隐喻这一修辞手段

的一部分ꎬ语言差异造成的交流与理解障碍ꎬ

来表现ꎮ 李运兴

[１０]

在他的翻译专著« 语篇翻

导致语言意义转换有一定难度ꎮ 隐喻翻译的

译引论» 中曾引用著名语言学家理查兹的翻

难点在于语言差异和寻找译文的隐喻近似表

译思想:“ 词语的语境意义可以通过隐喻的

达上ꎮ 有些隐喻的表达惟妙惟肖ꎬ具有特殊

方式来确定ꎬ判断一个词在意义传播过程中

的文化意蕴、民族习俗等ꎬ但并非所有的隐喻

是否使用了隐喻修辞手法ꎬ可以在分析词义

都能找到其对应的表达方式ꎬ因此ꎬ在隐喻的

第３ 期

赵

３０７

博等:隐喻翻译下的认知机制与语用机制探究

翻译过程中往往需要许多艰辛的创造性劳

腾” 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ꎬ译文中的“ ｄｏ ｎｏｔ

动ꎮ 鲁迅先生曾说:“ 作品的创作是一个艰

ｒｅｐｅａｔ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辛的工作ꎬ我原以为它是最难的ꎬ但实际上翻

ｙｅｔ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ｏ ｂｅ ｕ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是源语的“ 不折

译过程中的隐喻传达才是最艰辛的ꎮ 文本的

腾” 在目标文化中的文化映射ꎬ通过这种文

翻译是一种信息的传达ꎬ但是如果其中带有

化映射ꎬ“ 不折腾” 的隐喻意义得以体现ꎮ

隐喻的元素ꎬ那么这种隐喻的传达的难度远

２. 信息准确下的喻体回找

远超过小说创作ꎮ 创作可以灵活掌握ꎬ但是

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ꎬ有时源语中的隐

隐喻的翻译就不能像创作这般灵活ꎬ需要合

喻无法在目标语言中找到完全对应的形象ꎬ

适的语言表达方式作为基础ꎬ实现意义的传

需要在目标语言中寻找合适的喻体形象来实

达ꎮ” [１１] 鲁迅先生所说的难度ꎬ就是指隐喻转

现隐喻的转换ꎬ因此就形成了喻体回找现象ꎮ

换中的语言差异ꎮ
１. 信息对等下的喻体形象转化

例 ２:

Ｗ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ｗｉｔｈ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隐喻的传达是源语与目标语言的共性转

Ｉｆ ｙｏｕ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换ꎬ是共制元素的目标映射ꎬ通过这种映射实

ｔｈａ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ｈｏｕｒｓꎬ ｐｌｅａｓｅ

现信息对等ꎬ使隐喻得以传达ꎮ

ｆａｘ ｙｏｕｒ ｒｅｓｕｍ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ｔｏ

例 １:我们的伟大目标是ꎬ到我们党成立

１００ 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
小康社会ꎬ到新中国成立 １００ 年时基本实现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２２

Ｆｕｘｉｎｇ

Ａｖｅｎｕｅ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译文:本公司现有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需

现代化ꎮ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要经常出差和办公时间可以灵活的职位ꎬ工

主义现代化国家ꎮ 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

资待遇高ꎬ另加优厚的奖金ꎮ 感兴趣者请把

不折腾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ꎬ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就一定能够胜
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ꎮ
译 文: Ｏｕｒ ｇｒａｎｄ ｇｏａｌ ｉ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ｈｉｇｈｅｒ －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ｂｅｔｔｅｒ － ｏｆ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ｈｏｓｅ ｒｅ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３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ｏｒ ｍｏｒｅ ｗｈｅｎ ｗｅ 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 １０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 Ｂｙ ｔｈｅ

１０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简历和工资要求一并传真至:北京复兴路 ２２
号太平洋信息公司ꎮ

分析:句中使用的都是常用词ꎬ但如果脱
离上下文的语境而孤立地去翻译ꎬ在理解上
可能造成偏差ꎬ例如ꎬ把“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译为
“ 赔 偿 ” ꎬ “ ｔｒａｖｅｌ ” 译 为 “ 旅 游 ” ꎬ “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ｈｏｕｒｓ” 译为“ 灵活机动的小时数” 等ꎮ 整个句
子可译为:“ 我们提供一项竞争的赔偿计划ꎬ
还有特别的利益ꎮ 如果你对一个具有挑战性

Ｃｈｉｎａꎬｗｅ ｗｉｌｌ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需要旅游和灵活机动的小时数感兴趣的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ꎬ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ꎬ

话ꎬ请把简历和赔偿细节用传真一道寄给北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ｉｓ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ｐｌａｎ ｃａｎ ｓｕｒｅｌｙ ｂ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ｓｏ ｌｏｎｇ ａｓ ｗｅ ｄｏ ｎｏｔ ｗａｖｅｒꎬｄｏ ｎｏｔ ｓｌａｃｋ ｏｆｆ
ａｎｄ ｄｏ ｎｏｔ ｒｅｐｅａｔ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ｙｅｔ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ｏ ｂｅ ｕ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ꎬａｎｄ ｓｏ
ｌｏｎｇ ａｓ ｗｅ ｋｅｅｐ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 ｕｐ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分析:这是江泽民主席的一段讲话ꎮ 其
中“ 不折腾” 是中国北方的方言ꎮ 对于“ 不折

京复兴路 ２２ 号太平洋信息公司ꎬ” 这样就曲
解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ꎮ 从这段话很容易

看出是公司的招聘广告ꎬ不可能与“ 赔偿” 、
“ 旅游” 相关ꎮ 如果能紧扣原文的上下文ꎬ就
不会出现“ 赔偿” 、“ 旅游” 这种违背原文意思
的译文ꎮ

例 ３:寄语年轻朋友ꎬ千万要持之以恒地

从事运动ꎬ这不是嬉戏ꎬ不是浪费时间ꎮ 健康
的身体是做人做事的真正本钱ꎮ
译文: Ｄｅａｒ ｙｏｕｎｇ ｆｒｉｅｎｄｓꎬ ｍｙ ａｄｖｉｃｅ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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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ｕ ｉｓ: Ｄ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ｉｎｇｌｙ.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ｍｅｒｒｙ －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ｒ

ｔｉｍｅ － ｗａｓ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ｓ ｔｈｅ ｗｈｅｒｅｗｉｔｈａｌ
ｆｏｒ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ｌｉｆｅ ｏｒ ｃａｒｅｅｒ.

分析:“ 做人做事” 意义笼统ꎬ这里译为

“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ｒ” 就具体化了ꎬ并且
与上下文的语境意义形成了对应ꎮ

在认知与语用机制下ꎬ隐喻的翻译ꎬ尤其
是英汉之间的隐喻翻译ꎬ涉及了两种语言的
结构性差异ꎮ 隐喻的实质是对原文的文化背
景、文化常识、文化语境方面的文化置换ꎮ 与
此同时ꎬ不同的个体对于同一事物的隐喻的
理解也有着差异ꎬ因此ꎬ在翻译过程中ꎬ如果
想要在目标文本中正确展现出原文本中的隐
喻含义ꎬ译者就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

语读者之间建立了联系ꎬ形成了隐喻传播的纽
带ꎮ 只有形成认知机制和语用机制ꎬ才能确保
隐喻翻译实现信息层面的对等ꎮ
参考文献:
[１]
[２]
[３]
[４]
[５]

养及知识底蕴ꎮ

[６]

四、结

[７]

语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ꎬ能够使语言的转
换跳出传统的字词层面ꎬ深入到文化、语境、背
景知识层面ꎮ 隐喻的翻译与译者自身的文化
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ꎬ只有对源语及目标语言
的文化、意识形态、语境效用等方面有深刻的
理解ꎬ译者才能完全把握原文的含义ꎬ实现隐
喻在目标文本中的正确映射ꎮ 隐喻作为一种
认知机制和语用机制ꎬ在原文作者、译者、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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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ＫＯＦＦ Ｇꎬ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Ｍ.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ｗｅ ｌｉｖｅ

ｂｙ [ Ｍ] .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０.

王文斌. 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 Ｍ]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拜克. 犹太教的本质[ Ｍ] . 济南:山东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０２.
李毅. 当代认知语言学隐喻研究[ Ｊ] . 山东社
会科学ꎬ２００９(３)３３ － ３８.

范家材. 英语修辞赏析[ Ｍ] . 上海: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张今. 文学翻译原理[ Ｍ] . 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１５.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 Ｍ] . 南京:
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８]

许钧. 文学翻译研究批评[ Ｍ] . 哈尔滨:黑龙

[９]

张美芳. 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 Ｍ] . 上海:上

江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１０] 李运兴. 语篇翻译引论[ Ｍ] . 北京:中国对外
翻译出版公司ꎬ２０１１.

[１１] 杨仕章. 语言翻译学[ Ｍ] . 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Ｏ ＢｏꎬＬＩＵ Ａｎｓｈｕ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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