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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隐喻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以« 店员»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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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ꎬ周冰怡

( 沈阳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小说语言的转换涉及人们对语言意义的认知以及语言深层含义的语用效

果ꎬ这些都为隐喻在翻译中的意义传达奠定了基础ꎮ 以美国犹太作家伯纳德马
拉默德小说« 店员» 中的语言隐喻转换为研究对象ꎬ通过其语言风格的隐喻性分析
了« 店员» 所展现的认知隐喻现象对语言习得及翻译的作用ꎬ进一步探讨了小说
« 店员» 中的语言风格在语言转换中的作用ꎮ
关键词:认知隐喻ꎻ翻译ꎻ语言风格ꎻ语言习得ꎻ语言转换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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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修辞方式ꎬ隐喻一直以来被大

方ꎮ 从认知的视角来看ꎬ隐喻指以集体为单

量运用于小说、 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创作中ꎮ

位的社会团体在相对不同的团体面前使用具

当前ꎬ学科交叉越来越多ꎬ随着语言学及与其

有一定隐瞒和识别性的隐秘语ꎬ是人们在日

密切相关的学科的发展与演变ꎬ隐喻与语言

常生活中进行各种认知行为的方式ꎬ诸如感

学中的认知也有了紧密的联系ꎮ 认知语言学

知、思维、交流、行动等ꎬ这些都是人们对现实

创始人之一、世界著名语言学家 Ｌａｋｏｆｆ 在其

世界经验的总结ꎬ也构成了人们的认知世界ꎮ

认知 语 言 学 专 著 « 我 们 赖 以 生 存 的 隐 喻 »

(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Ｗｅ Ｌｉｖｅ Ｂｙ) 中第一次指出了隐

著名认知语言学家莱可夫( Ｌａｋｏｆｆ) 从认知学
的视角对隐喻进行了研究ꎬ他认为:“ 人类在

喻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ꎬ开启了

其认知体系中ꎬ尤其是语言认知的体系中ꎬ修

认知视角下的隐喻研究ꎮ 在 Ｌａｋｏｆｆ 看来ꎬ隐

辞的使用起着很大的作用ꎬ而修辞中的隐喻

喻并不是传统意识中所描述的一种表现语言

表达可以创造人类语言的转换模式ꎮ” [１] 隐

运用的方式ꎬ而是从认知角度所传达的一种
思维模式ꎬ其真实含义是通过一种现象来体
验另一种现象ꎮ

一、 认知视角下的隐喻翻译
１. 翻译中的隐喻认知

喻是意义表达的“ 变异” (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ꎬ隐喻选
择增加了语义特征ꎬ不仅发生在词汇层面ꎬ更
常常出现在语法层面ꎮ 这样的隐喻选择便构
成了各种各样的隐喻形式ꎬ包括语法隐喻、语
气隐喻和情态隐喻等诸多方面ꎮ 隐喻与翻译
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ꎬ在翻译过程中ꎬ译者也

隐喻“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这个词汇最初来源于希

会经常通过隐喻的方式再现原文的本质含

腊文ꎬ其含义为从一个地方游离到另一个地

义ꎬ从而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感受原文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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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认知映射视角下的隐喻转换

辞形式ꎬ隐喻不仅仅是文本层面的词句转换

作为一种修辞方式ꎬ隐喻与认知思维有

分析ꎬ更以概念认知的方式对文本作了解构ꎮ

着紧密的关系ꎬ隐喻在思维层面起认知性作

在进行翻译转换的过程中ꎬ译者在翻译过程

用ꎬ这一修辞方式可以使人类在思维层面与

中将对于隐喻的转换上升到了人类的认知层

现实世界进行沟通与交流ꎬ并以此来建构外

面ꎬ只有将隐喻的转换以认知的方式传达ꎬ才

部世界ꎮ 同象类比是隐喻传达的基本特点ꎬ

能在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建立某种联系ꎬ

通过不同事物相似影像的对比分类ꎬ人们构

使读者从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角度理解原文的

建相似的思维模式ꎮ 同时ꎬ这种同象类比也

语义含义、语境意义及文化建构ꎮ

会产生具象性关联ꎬ在语言表达中产生隐喻

在翻译研究领域ꎬ隐喻的翻译难度颇大ꎬ
这涉及很多因素ꎬ如对于双语文化、人文、历
史、政治等各个领域的认知与理解ꎮ “ 隐喻

现象ꎮ “ 隐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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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就
是影像的相似性ꎮ” [５] 任何隐喻的产生都离

的翻译就其本质而言ꎬ不仅是修辞意义上的

不开这种相似性的构建ꎬ它使语言与思维层

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语际转换ꎬ从更深层次

面的隐喻现象具有现实意义ꎮ 通过语言的表

来看ꎬ也是源语文化及价值观向译入语文化

达、思维的提炼ꎬ翻译中的源语与目标语之间

与价值观的代入ꎮ”

[２]

隐喻翻译所要表现的

产生了隐喻关联ꎮ 人们通过认知的方式对未

是在源语文化背景下原文作者想要传达的真

知的世界进行探索ꎬ在探索的过程中ꎬ通过已

实意图ꎬ从而使译入语读者能够感知原文作

知的思维和认知对未知的事物进行类比、关

者 的 写 作 目 的ꎬ 实 现 文 化 价 值 的 传 播ꎮ

联ꎬ用以展现未知事物的具象ꎮ

Ｌａｋｏｆｆ 指出:“ 通过语言的表达、思维的提炼ꎬ

认知语言学家 Ｌａｋｏｆｆ 提出ꎬ源语与译语

翻译中的源语与目标语之间产生了隐喻关

之间的隐喻关系其实就是两种语言在句法、

联ꎮ 人们通过认知的方式对未知的世界进行

文化等方面的层级映射ꎬ不同映射之间有着

探索ꎬ在探索的过程中ꎬ通过已知的思维和认

一定的关联ꎬ也就是同一文本中不同的隐喻

知对未知的事物进行类比、关联ꎬ用以展现未

形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ꎬ相互之间通过认知

知事物的具象ꎮ”

[３]

既然隐喻翻译不是简单

的一种语言层面的转换ꎬ而是在认知视角下
的情感与经验的传递ꎬ那么源语与译入语在

方式紧密相连ꎬ形成对事物的认知概念与认
知域ꎬ是人们认知事物的方式ꎮ “ 源语视域
下的某一个成分如果可以在目标语的视域下

相互转换的过程中必定会产生不同的认知ꎬ

找到相似的成分进行配比ꎬ这就形成了修辞

因此ꎬ隐喻翻译的重点在于原文本与目标文

层面的隐喻现象ꎮ” [６] 隐喻的发生无处不在ꎬ

本之间的认知层面的转化ꎮ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表象型意识传播方式ꎬ两种

隐喻翻译并非单纯的静态对等ꎬ而是一

事物之间只要能够形成具象型映射关联ꎬ就会

种不断变化、由表层含义迈向本质含义的过

产生隐喻现象ꎬ这就是隐喻无处不在的原因ꎮ

程ꎮ “ 隐喻的翻译表面上是信息的传递ꎬ 即
语义上的意义传播ꎮ 译者在语言转换中对源

隐喻的对象并不局限于无法认知的事物或概
念ꎬ有时也是具体的、可以感知的事物ꎮ

语成分中的修辞隐喻、隐喻本身在源语中的

在翻译研究过程中ꎬ对于隐喻的思维认

内涵与外延意义、与隐喻有关联的各种语境

定是一种认知体系的认定ꎬ通过建立心理思

效果等的理解是隐喻能够在目标文本中得以

维的图示结构映射来展现隐喻翻译的创造模

映射的关键ꎮ”

[４]

隐喻的传达需要译者以自

式ꎬ以此为基础对修辞层面的语言转换机制

身的知识水平、对原文的理解、上下文语境为

的心理认知模式和思维发散意识进行深度的

基础ꎬ通过翻译使源语文本的隐喻含义重新
展现在目标文本中ꎮ

解读ꎮ “ 翻译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语言转
换机制ꎬ语言的转换分为表层转换和深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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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两个方面ꎬ表层转换强调语义的传播ꎬ诸

值观的坚守与作者伯纳德马拉默德的人生

如词汇、句法意义的传播ꎬ而深层转换就涉及

观与价值观非常相似ꎮ 马拉默德借助莫里斯

语篇、语境、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信息传

的言行举止来映射自己ꎬ从中隐喻自己对于

[７]

隐喻转换超越了语言转换的表层传

犹太精神、犹太伦理道德的追求ꎮ 莫里斯对

播ꎬ是一种深层机制的转化ꎬ通过这一深层机

周围人的影响反映了马拉默德的“ 人人都是

制ꎬ构建语言认知及语言转换的心理模式ꎮ

犹太人” 的思想ꎬ而其奉献精神又传达了马

几个方面:语言的认知机制、目标语读者的思

人类受难” 的思想意识ꎮ
２. 弗兰克的隐喻表现

输ꎮ”

“ 语言与思维认知视角的隐喻翻译分为以下
维认知、译者的翻译转换认知模式ꎮ”

[８]

翻译

过程中ꎬ译者会对原文进行语言层面的分析ꎬ
这就涉及语言的认知机制ꎬ译者的翻译本质
上就是一种语言的认知转换ꎬ这种对于源语
的认知转换会从心理层面映射到目标语ꎬ形
成信息及意义的转换ꎮ

二、« 店员» 中的隐喻体现
“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ꎬ 作为语言现象

的一种ꎬ隐喻的使用是比较普遍的ꎬ在文学作
品的创作中ꎬ隐喻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ꎬ它
既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修辞手法ꎬ也是艺术性
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ꎮ” [９] 作为美国四大犹
太作家之一ꎬ伯纳德马拉默德经常以隐喻
的方式在作品中锻造语言、塑造人物ꎮ 小说

拉默德的 “ 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ꎬ理应为全

在小说« 店员» 的开始阶段ꎬ弗兰克是一
个抢劫犯ꎬ他与同伙到莫里斯的杂货店去抢
劫ꎮ 后来ꎬ当他看到莫里斯为了整个社区的
居民甘愿自己受难、为周围的人奉献自己的
一切之后ꎬ弗兰克的内心开始震撼ꎮ 小说开
始的弗兰克是邪恶之人ꎬ他的邪恶衬托着莫
里斯的善良ꎮ 后来ꎬ受到莫里斯的影响ꎬ弗兰
克冰冷之心开始融化ꎬ尤其是当弗兰克与莫
里斯的女儿海伦在一起之后ꎬ他内心深处的
良知被海伦和莫里斯的善良、隐忍、坚韧等品
质点燃ꎮ 弗兰克从恶到善的转变ꎬ尤其是最
后其皈依犹太的做法既象征其对理想的追
求ꎬ又体现了马拉默德所要传达的 “ 人人都
是犹太人” 的思想ꎬ这也是弗兰克最终完成

« 店员» 是他第一篇长篇小说ꎬ也是他影响力

自我救赎的重要象征ꎮ
３. 犹太割礼的隐喻映射

法的运用也是比较频繁的ꎮ 虽然伯纳德马

作为犹太民族标志性的仪式ꎬ犹太割礼
制是成为犹太人的必经之路ꎬ也是犹太人与

最大的一部作品ꎬ其中对于隐喻这一修辞方
拉默德在其小说创作中想要传达一种现代犹
太思想ꎬ但这并不妨碍其对隐喻的使用ꎮ 通

非犹太人的区别之一ꎮ 犹太割礼制度传承几
千年ꎬ通过犹太割礼ꎬ 犹太民族作为一个团

象事物进一步具体化ꎬ从而传达作品的深层

体ꎬ其成员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ꎮ “ 从

含义ꎮ 小说« 店员» 中ꎬ马拉默德通过隐喻的

代又一代犹太人为了彰显自己的犹太性ꎬ在

过隐喻的方式ꎬ马拉默德将小说中的一些抽

使用表现以下含义ꎮ

犹太先祖亚伯拉罕接受上帝的割礼以来ꎬ一

在小说« 店员» 中ꎬ马拉默德把主人公莫

成年后就开始实施割礼ꎬ以此来确立自己的
犹太成员地位ꎮ” [１０] 通过割礼ꎬ犹太人有了自
己的生存目标和生存意义ꎬ经过无数的起起

里斯描写为一个勤劳、善良且牢牢坚守犹太

伏伏ꎬ犹太人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状

精神与犹太传统的犹太人ꎬ莫里斯就是传统

态ꎬ通过割礼的方式对人生的存在价值与存

犹太人的代表ꎬ从他身上可以感受到真正的

在意义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ꎬ小说通过割礼

犹太精神与犹太伦理价值观ꎮ 尽管他的生活

来映射犹太种族的民族性与民族意识ꎮ

１. 莫里斯所表现的隐喻

不尽如人意ꎬ经济拮据ꎬ生活充满艰辛ꎬ但他
仍然坚守着犹太的传统道德观ꎬ为了整个家
庭、整个犹太社区而受难ꎮ 这种对于犹太价

三、« 店员» 语言转换中的认知隐喻
“ 任何语言所表达的意义都不是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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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ꎬ而是各种层面意义的复合体ꎮ 语言的

总的来说ꎬ当原文本的本体与喻体相互

修辞意义就是这种复合体的一部分ꎬ在修辞

映射时ꎬ翻译过程中所进行的隐喻转换比较

层面ꎬ隐喻的传达能够很好展现语言所要表

容易ꎬ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只要运用适当的翻

达的真实含义ꎮ”

[１１]

马拉默德的小说« 店员»

中ꎬ隐喻的使用也是相对比较频繁的ꎬ人物的
描述、行为举止、情节阐述等各个方面都有着

译策略即可得出相应的译文ꎮ
２. 原文本只有喻体

例(３) “ Ｂｕｔ ｔｅｌｌ ｍｅꎬＭｏｒｒｉｓꎬｗｈｙ ｄｉｄ ｔｈｅ

不同程度的隐喻痕迹ꎮ 这些隐喻既相似ꎬ又

Ｊｅｗｓ ｓｕｆｆｅｒ ｓｏ ｍｕｃｈ? Ｔｏ ｍｅꎬｔｈｅｙ ｓｅｅｍ ｔｏ ｂｅ

有一定的差异ꎬ既有隐喻的本喻体同时出现

ｈａｐｐｙꎬ ｄｏｎ′ 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ｙｏｕ ｈａｐｐｙ? Ｔｈｅｙ

的情形ꎬ又有其中一个出现、另一个缺失的现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Ｊｅｗ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ｗｈａｔ

象ꎮ 针对« 店员» 中这些不同的隐喻现象ꎬ译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在翻译技巧的运用方面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Ｉｆ ｙｏｕ ｌｉｖｅ ｉｎ

避免死板的生搬硬套ꎬ根据不同的隐喻含义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ｌｄꎬ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ｓｕｆｆｅｒ. Ｓｏ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进行具体分析ꎬ找出合适的翻译策略ꎮ

ｍｏｒｅ ｔｏ ｂｅａｒꎬｂｕｔ ｎｏ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ｗａｎｔ ｔｏ. Ｂｕｔ

１. 本体喻体在原文中体现

Ｉ ｄｏｎ′ｔ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ｉｆ ａ Ｊｅｗ ｓｕｆｆｅｒ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例(１) Ｍｏｒｒｉｓ Ｂｏｂ ｉｓ ａ ｔｒｕｅ Ｊｅｗꎬ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ｏｄｅꎬ ｈ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ｓｕｆｆｅｒ ｆｏｒ

ｈｅ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ｄｈｅ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ｇｌｏｒｉｏｕｓ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ｅｌｓｅ. Ｓｏꎬ Ｍｏｒｒｉｓꎬ ｗｈｙ ｄｉｄ ｙｏｕ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Ｈｅ ａｃｔｅｄ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ꎬ ｈｅ ｋｅｐｔ Ｇｏｄ′ 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Ｊｅｗｓꎬａｎｄ ｈｅ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ｈｏｐｅｆｕｌｌｙ.
译文:莫里斯鲍勃是一位真正的犹太
人ꎬ因为他始终坚持犹太人的光荣传统ꎮ 他

ｓｕｆｆｅｒ?” Ｆｒａｎｋ ａｓｋｅｄ. “ Ｉ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ｆｏｒ ｍｙｓｅｌｆ. ”

Ｍｏｒｒｉｓ ｒｅｐｌｉｅｄ ｃａｌｍｌｙ. Ｆｒａｎｋ ｐｕｔ ｔｈｅ ｋｎｉｆ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ｈｉｓ ｍｏｕｔｈ ｈｕｒｔ. “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ｍｅａｎ?” “ Ｉ ｍｅａｎ ｙｏｕ ｓｕｆｆｅｒ ｆｏｒ ｍｅ. ”

译文:“ 但是告诉我ꎬ莫里斯ꎬ为什么犹

严格按照犹太人的法律行事ꎬ遵守上帝与犹

太人遭受如此大的痛苦? 对我来说ꎬ他们似

太人的契约ꎬ充满希望ꎮ

乎很幸福ꎬ不是吗? 你快乐吗? 他们因为是

原文本中的“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作为本

犹太人而受苦ꎮ 这就是我想说的ꎮ 他们遭受

体与“ Ｇｏｄ′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这个喻体相呼应ꎮ 犹

的苦难远远超过了他们应遭受的苦难ꎮ 如果

太人的律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与上帝签订

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ꎬ你将遭受痛苦ꎮ 有些

的契约ꎬ而律法是这一契约在世俗社会的映

人要承担更多责任ꎬ 但不是因为他们愿意ꎮ

射ꎮ 在具体翻译的过程中ꎬ对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这
个喻体的含义需要仔细推敲ꎬ通过本体喻体
相互联系得出最终的译文ꎮ
例(２) Ｙｏｕ ｓｔａ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ｒｒｏ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ｍｉｒｒｏｒ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ｙｏｕꎬｂｕｔ ｙｏｕ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ｉｓ ｒｉｇｈｔꎬｔｒｕｅꎬ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ｙｏｕ.
译文:你凝视着镜子ꎮ 有一张您的镜像ꎬ

但是我不认为ꎬ如果一个犹太人因为 « 犹太

法典» 而受苦ꎬ他将不会遭受其他任何苦难ꎮ
那么ꎬ 莫 里 斯ꎬ 你 为 什 么 受 苦?” 弗 兰 克 问ꎮ
“ 我为自己受苦ꎮ” 莫里斯平静地回答ꎮ 弗兰
克把刀放在桌子上ꎬ嘴巴很疼ꎮ “ 你什么意
思?” “ 我的意思是你为我受苦ꎮ”

例(４ ) Ｉ ｗｏｎｄｅｒ ｗｈａｔ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ｉｓ ａ Ｊｅｗ?

但是您不知道什么对您来说是正确的、真实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ｈｅ ｗａｓ ａｓｈａｍｅｄ ｏｆ ｈ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和重要的ꎮ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ｋｎｅｗ ｔｈａｔ Ｍｏｒｒｉｓ ｗｏｕｌｄ ｆｅｅｌ

原文本中的喻体“ ｍｉｒｒｏｒ ｉｍａｇｅ” 映射另

ｕｎ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ｓｕ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ꎬ ｂｕｔ Ｆｒａｎｋ

一个主人公弗兰克内心深处的思想境遇ꎬ因

ｆｅｌｔ ｈｅ ｈａｄ ｔｏ ａｓｋ. Ｍｙ ｆａｔｈｅｒ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ｉｆ

此ꎬ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以明喻的方式进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Ｊｅｗꎬ ｙｏｕ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ａ

行意义的传达ꎬ使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其中

ｇｏｏｄ ｈｅａｒｔ.

的意象ꎮ

译文:我想知道犹太人到底是什么?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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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为受过有限的教育感到羞耻ꎬ并且知道

原文中并没有出现与之相对应的喻体ꎬ因此ꎬ

莫里斯会对这些问题感到不舒服ꎬ但弗兰克

在翻译过程中ꎬ可以采用直译的方式把其中

觉得他不得不问ꎮ 我父亲曾经说过ꎬ如果您

的隐喻翻译出来ꎮ

想成为犹太人ꎬ就必须有一颗善良的心ꎮ

源文本与目标文本的隐喻对应一般需要

例(３) 与例(４) 中ꎬ原文本在语言表达上

本体与喻体的统一ꎬ隐喻的表达是本体与喻

只出现了喻体ꎬ而隐喻的主体并没有在原文

体共同造就的ꎬ但当其中一个成分缺失时ꎬ只

中出现ꎮ 在进行具体的翻译操作中ꎬ对于此

能通过寻找文本的隐含意义来补偿这一缺

类现象ꎬ大部分译者都喜欢运用意译的方式ꎬ

失ꎬ使这一缺失在文本转换中得以完善ꎮ

找出原文中喻体的映射ꎬ通过对比分析的方

例(６ ) Ｈｅ ｓａｗ Ｓａｉｎｔ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ｕｔ

式ꎬ找出两者意义上的匹配ꎬ以便可以更加准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ｓ ｉｎ ｗｏｒｎ ｃｌｏｔｈｅｓ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ｎꎬ

确地把原文的修辞含义翻译出来ꎮ 其实ꎬ除

ｗｉｔｈｅｒｅｄ ｂｉｒｄｓ ｈｏｖｅｒ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ｈｉｓ ｈｅａｄ. Ｓｔ.

了意译法之外ꎬ也可以使用直译的方式ꎮ 通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ａ ｇｒｏｃｅｒｙ ｓｔｏｒｅ ａｎｄ

过原文中的喻体ꎬ找出其所映射的主体ꎬ并进

ｆｏｕｎｄ ａ ｂａｒｂｅｄ ｒｏｓｅ ｉｎ ａ ｔｒａｓｈ ｃａｎ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行意义上的匹配ꎮ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Ｈｅ ｔｈｒｅｗ ｉ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ｉ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而在 例 ( ４ ) 中ꎬ 原 文 中 出 现 了 喻 体 “ ａ

ｇｏｏｄ ｈｅａｒｔ” ꎬ译文的翻译中只是通过直译的

方式翻译为“ 善良的心” ꎬ但是原文与译文在
隐喻的对应中并没有出现本体部分ꎬ原文中的

“ｊｅｗ”并不是喻体“ａ ｇｏｏｄ ｈｅａｒｔ”的直接对应ꎬ

ｗｏｏｄｅｎ ｒｏｓ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ｔｕｒｎ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ｒｅａｌ
ｆｌｏｗｅｒ ｆｅ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ｓ ｏｆ Ｓａｉｎｔ Ｆｒａｎｃｉｓ.
译文:他看到圣方济穿着破旧的衣服从
树林里出来ꎬ稀薄而枯萎的鸟儿盘旋在头上ꎮ
圣方济在一家杂货店前停了下来ꎬ在门

只能通过意译的非直接性对应找出两者之间

前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枚带刺的玫瑰花ꎮ 他

的相似性ꎬ把原文中所隐含的隐喻翻译出来ꎮ

把它扔到空中ꎬ玫瑰立刻变成了一朵真正的

３. 原文本只有本体

花落在圣方济手中ꎮ

原文本只有隐喻中的本体ꎬ缺少与之对

原文中“ ｔｈｉｎꎬｗｉｔｈｅｒｅｄꎬｈｏｖｅｒｉｎｇ” 等词代

应的喻体形式ꎬ很大程度上都是动词、形容词

表着原文的本体形式ꎬ在缺乏喻体的前提下ꎬ

或副词层面的隐喻ꎮ

本体的翻译可以充分考虑其中所暗含的背

例( ５ ) Ｊｅｗｉｓｈ ｌａｗ ｗｉｌｌ ｔｅｌｌ ｙｏｕ ｗｈａｔ ｉｓ

ｒｉｇｈｔꎬｗｈａｔ ｉｓ ｈｏｎｅｓｔꎬ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ｉｓ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ｕｓꎬ

景ꎬ再现原文本所代表的源语文化及语境效
果ꎬ使译文读者充分领会原文的精髓ꎮ

ｌｉｆｅ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ｈａｒｄ ｅｎｏｕｇｈ. Ｗｈｙ ｄｏ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隐喻修辞与隐喻翻译最为强调的是语境

ｈｕｒｔ ｏｔｈｅｒｓ?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ｉｓ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ｂｅｓｔꎬ ｎｏｔ

层面的对等ꎬ根据纽马克(Ｎｅｗｍａｒｋ)交际翻译

ｊｕｓｔ ｙｏｕ ａｎｄ ｍｅ. Ｗ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ｓꎬ

理论中所强调的ꎬ原文与译文要达到充分的对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ｗｈ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ｗꎬ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等就需要在语境效果层面达到统一ꎬ而隐喻翻

Ｊｅｗｉｓｈ ｆａｉｔｈ.

译的实现正是语境效果达成统一的关键ꎮ

译文:犹太法律会告诉您什么是正确的ꎬ
什么是诚实的ꎬ什么是好的ꎮ 对于我们来说ꎬ

四、结

语

生活已经足够艰难ꎮ 为什么我们要伤害别

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层面的转换ꎬ更是

人? 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ꎬ而不仅

一种文化层面的交流与互换ꎮ 隐喻的翻译远

仅是你和我ꎮ 我们不是动物ꎬ这就是为什么

远超越词、句、篇章层面的语言转换研究ꎬ其

我们需要法律ꎬ需要犹太信仰ꎮ

实质是对原文的文化背景、文化常识、文化语

在 原 文 中ꎬ “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ｉｓ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ｂｅｓｔ. ” 以及“ Ｗ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ｓ” 这两
个句子都出现了“ ｂｅｉｎｇ” 这个动名词本体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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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上也存在差异ꎬ
因此ꎬ翻译的过程中ꎬ如果想要在目标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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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Ｍ] .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

正确展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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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及知识底蕴ꎮ
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运用各种手法来增
添其文学价值ꎬ隐喻这一文学创作的表现手
段可以提升作品的可读性与趣味性ꎬ而文学
作品创作中所产生的隐喻现象在结构上比较
复杂ꎬ翻译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亟待解决
的问题ꎬ译者很难把原文中的隐喻方式完全
展现在目标读者面前ꎮ 因此ꎬ在翻译方法的
选取上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梳理ꎮ

笔者 就 伯 纳 德  马 拉 默 德 的 小 说 « 店

员» 中的隐喻特色ꎬ尤其是认知隐喻的翻译
进行了研究ꎬ对小说中所出现的一些隐喻现
象作出一定的说明ꎮ 翻译过程中ꎬ要根据不
同的隐喻本体和喻体选择恰当的方法ꎬ进行
双语文本的转换ꎬ使目标文本在语言层面、文
化层面、语境层面更符合原文的本质含义ꎬ才
能使译文读者得以了解原文的真实含义ꎬ对
« 店员» 的本质意义有清晰透彻的了解ꎮ
参考文献:
[１]

第 ２２ 卷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９８０.

程镇球. 翻译问题探索( 第二版) [ Ｍ] .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６.

ＬＡＫＯＦＦ 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 Ｍ] . Ｌｏｎｄｏｎ:Ｃｒｏｏｍ Ｈｅｌｍꎬ２００１.

拜克. 犹太教的本质[ Ｍ] . 济南:山东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０２.
巴尔胡达罗夫. 语言与翻译[ Ｍ] . 北京:中国
对外翻译出版公司ꎬ２０１１.
许钧. 文学翻译研究批评[ Ｍ] . 哈尔滨:黑龙
江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张今. 文学翻译原理[ Ｍ] . 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１５.
杨仕章. 语言翻译学[ Ｍ] . 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范家材. 英语修辞赏析[ Ｍ] . 上海: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１０] 李毅. 当代认知语言学隐喻研究[ Ｊ] . 山东社
会科学ꎬ２００９(３) :３３ － ３８.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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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ＡＫＯＦＦ Ｇꎬ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Ｍ.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ｗｅ ｌ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ＺＨＡＯ ＢｏꎬＺＨＯＵ Ｂｉｎｇｙｉ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ꎬ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１６８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ｌａｙｓ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ꎬ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ｔ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ｙｌｅꎬ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ｂ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ｙｌｅ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ꎻ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ꎻ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ｙｌｅꎻ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ꎻ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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