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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例看英汉翻译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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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学院旅游学院，安徽黄山245021)

摘要：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活动，是一门艺术。而英汉翻译也是中国人所面对的最为常见的一种

翻译行为。由于英语和汉语是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的语言。在表达方法和习惯上有很多不同，就英汉翻

译时的处理技巧做一些介绍和归纳。并以实例进行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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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英汉翻译时。借助于工具书等手段。会

发现原文意义的理解并不是太难，但是往往想要将

其变成汉语或变成令自己满意的汉语．却并不是一

件易事。其实这就涉及到了英汉翻译时所需要的一

些翻译技巧。结合英汉翻译的实例．具体谈一谈这

些技巧及其运用。英汉翻译技巧。归纳起来可以大

致分为这几种：断句法、增删法、直译和意译、主被

动转换法和反译法。

一、断句法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形象地说：“就句子结

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法

治的不管主语用得着用不着．总要呆板地要求句子

形式的一律；人治的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不用，只

要能使对方听懂说话人的意思，就算了。”英语就是

一种“法治”的语言，它有～套严格的语法和句法体

系，所以就算英语有再多再长的成分，它也是可以

分析的清楚的，但是汉语就不同了，由于其“人治”，

以免理解上的差错，能短则短。这一长一短，便是英

语和汉语在句子结构上的最主要的差别。所以在处

理英汉翻译时，不得不考虑到这一长一短，将英语

中的长句划成更加符合汉语习惯的短句。比如：

原文：Slowly，the blues were joined by soft

pinks that found wispy clouds drifting by．‘

参考译文：慢慢的。那一束淡蓝的光被柔嫩的

桃红色所包裹，随着周围淡淡的浮云。忽明忽暗。

原文：The idea that the life cut short is unful．

filled is illogical because lives啪measured by the

impression they leave on the world and by their

intensity and virtue．

参考译文：生命短暂即不圆满。这种观点荒谬

无理。评价一个人的一生应当看他给世人留下的影

响，他所取得的成就及其个人品质。

显然在原文中只有一个句子。但是在翻译时，

译者将其处理成了几句话，这样不仅更加符合汉语

的习惯，也使人更加容易理解，没有冗长的感觉。

二、增删法

所谓的增删法其实指的是增译法和删译法两

种。前者指的是原文中虽无其词而有其意的一些

词，在将其译成汉语时，明确的表达出来；后者指的

是将原文中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词或意义重复的词

省略。lllm无论是增译还是删译都是为了能将句子表

达的更加通顺，更加地符合汉语的习惯。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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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Acres the lower sky were faint peach

and lavender brush spokes．

参考译文：低矮的天空被嫩嫩的桃红和淡淡的

紫色所包围，五彩斑斓。

原文中显然没有和五彩斑斓能一一对应的单

词，但是原文中“brush strokes”能看出作者想要表

达五颜六色的感觉．这也正好印证了画家不知如何

下笔的感觉，所以在译成汉语时加了一句“五彩斑

斓”，使句子和后面的意思能够更好的衔接上，不至

于产生突兀的感觉。再比如：

原文：As usual。the following hours were busy，

filled with the routine．stuff of life．

参考译文：接下来的，就和平时一样，繁忙而有

秩序。

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原文中的“stuff of life”在

翻译成汉语时被省略了，因为本身“stuff of life”指

的就是生活中充满了一些琐碎的小事。这一层意思

在前面的译文中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在这里就没

有必要再累赘地重复一遍了，使得语言更加简练，

符合汉语的使用习惯。此外。翻译中的增删法在涉

及到一个名族特有文化翻译时，就显的格外重要和

巷要了。郾11比如：

原文：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

参考译文：Three cobble瑙with their wits corn．

bined equal Zhu Geliang．the master mind．

译文里the master mind就是个增补性翻译，目

的在于指出Zhu Geliang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否则对

于一个不甚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根本不可

能领会原文作者的意思。又如：

原文：I am酗poor as Job。my 10rd．but not

80 patient．

参考译文：我像约伯一样穷，大人，可是却没有

他那样的好耐心。(在《圣经》中，约伯以忍耐贫穷著

称。)

译者采用了以括弧注释的增译法，否则的话。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根本不知所云。酗可见增删
法在跨文化交际和翻译时显得格外重要。

三、直译或意译

直译和意译的争论甚至贯穿于整个翻译史，至

今此争论仍然没有停歇，因为翻译界到目前为止仍

然没有一个“孰是孰非”的定论。但是意译似乎要比

直译稍占上风，尤其是在进行文学作品的翻译时，

意译就更加适合了，因为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能“死

搬照套”．如果那样的话就会失去其原来的文学性，

不能再称做文学了。比如：

原文：Responsibilities beckoned，and We head·

ed off to work．

参考译文：天亮了。也该去工作了。

原文：We are moving．And it is quite a ride．

参考译文：是我们在走。坐地日行八万里。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译文中“天亮了”和

“坐地日行八万里”在原文中似乎都找不到准确一

一对应的词，但是仔细体会一下，又不难发现，文章

所要表达的意思似乎就是这样。两者之间有着某种

“神似”。这样的处理既符合汉语的使用习惯，起到

了一种归化的效果．又能使文章读起来明朗上口，

不至于非常的生涩和呆板。还有些情况如果直译的

话就不能准确地表达原文作者的意思，甚至还会闹

笑话。 ．

原文：It's fl Smoke Free Area．

直译：它是个自由吸烟区。

意译：它是个无烟区。

原文：Shakespeare put his hometown on the

map·

直译：莎士比亚把他的家乡放在了地图上。

意译：莎土比亚使他的家乡声名远扬。

显然．如果译者只按照原文的字面意思直译，

把英语句子中的词性、句式一一对应照搬过来，则

汉语译文会变成英式汉语．读者不易理解或无法理

解，甚至得到相反的意思。

四、主被动转换法

由于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所以

他们在表达方式和习惯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比如英

语喜欢或倾向于被动句式的运用。而汉语则喜欢主

动句式的运用。所以在英汉翻译时有时要化主动为

被动。有时要化被动为主动。但是这种技巧的运用

也不是干篇一律的，要视具体的情况来定，而且有

时也不一定非要进行语态的转换。比如：

原文：Lavenders，dusky pinks。and blues

stained the gauzy clouds．

参考译文：薄纱般的云彩也被染上了淡紫色、

暗红色和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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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中是一个主动语态的结构。但是译者在处

理成汉语时．却用了一个被动句式，这样的处理可

以避免主语过长，显得头大脚轻，还可以与上下文

主宾语保持一致。使整个段落显得协调。此外，英语

被动句译成汉语主动句时，可以加上“人们”、“我

们”这样的词，使得汉语的主语成分不至于残缺，整

个句意相当完整，H¨例如：

原文：Our clocks a弛made to read solar time．

参考译文：我们制作钟表是为了报太阳时的。

原文：Laws were删to reduce pollution fmm

car exhau畋fumes．

参考译文：入门通过了法令来减少汽车废气的

污染。

五、反译法

英语和汉语都有这样一种语言使用习惯，即从

正反两个方面表达同一个意思。然而，由于英、汉语

分属两种不同的语系。两种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

语言表达习惯不尽相同．所以有时侯英语从反面表

达的概念翻译成汉语则需要从正面表达，反之亦然．

这就是反译法。这种翻译的方法虽然用的不是太

多，但是其效果却是事半功倍。比如“Keep dry”这一

则商标用语应反译为“切勿受潮”，而不宜译为“保持

干燥”。1s139还有国外公园经常有这样的警示牌，

“Mind the wet paint”，我们则不能将其译为小心湿

的油漆。而应该译为油漆未干。此类的例子还有很

多。比如riot police防暴警察；crisis law反危机法

案；staff only游客止步。所以翻译时一定要把握好

分寸，以免遗笑大方。

综上所述．以上所谈英汉翻译的几种方法和技

巧，在翻译过程中，不可孤立对待，应根据具体情

况，相互结合。相互渗透，从而使翻译的作品更加生

动、忠实、形象地再现原文含义和风格，达到翻译的

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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