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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中国当下流行的 ２０个新词为例，通过对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可以
研究流行新词翻译的可接受性程度，并揭示影响对外翻译可接受性的因素和翻译策略。研究发现，对外翻译

汉语流行新词时，翻译越是符合译入语的认知语境，其接受性越高。在源语与译入语之间，语境中文化空缺较

大的词汇宜用“保留策略”，尤其是直译法、音译法效果较好；语境中文化空缺较小的词汇宜用“替换策略”，尤

其是同化法和意译法的效果更佳。同时，翻译也需要考虑受众的认知水平、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等语境因素，

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并根据传播目的，充分考虑译法背后的意识形态，巧用翻译利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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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增强，世界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中国社会的流行新词也成为

外媒关注的焦点之一。流行新词反映了一个社会的面貌，记录着时代的特征，折射出大众心理，研究这

些流行新词翻译的可接受性，改进翻译策略，可以有效地降低和避免世界对中国的流行新词的费解甚至

误解，助力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一）相关术语界定

关于流行新词的界定，中外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和共识。具有代表性的如英国翻译家纽马克认为，新

词（ｎｅｏｌｏｇｉｓｍ）是新造的词或者获得新含义的已有词汇。①李建国进一步丰富了新词的含义，提出新词是
一个新创造的或从其他语言中、本民族的方言词、古词语和行业语中新借用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

了新语义、新用法的固定词语。②因此，本研究中的新词是指某一时期内新造的词或获得了新含义的固

定词语，可以是词，亦可以是短语。对于流行语的界定，杨文全的论述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主张流行语是

在一定时期内被人们普遍使用的话语形式，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及人们心理活动等因素的综合

产物，是在传媒的推动下盛行的词、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形式。流行语的主要来源有方言词、外来

语、专门术语和新造词。③可见，流行语和新词具有相当大的交叉。本研究中的流行新词是近 １０ 年来使
用频率较高、且具有较强生命力的中国特色汉语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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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可接受性（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在知名英国传播学家麦奎尔（Ｄｅｎｉｓ ＭｃＱｕａｉｌ）的传播效果理论中，是
指传播主体的意愿到达受众并获得其认同的程度。①后来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

德提出翻译的可接受性更应强调“语际连贯”（ｉｎｔｒｅ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即译文必须为接受者所理解，在译
入语的文化语境中是合宜的。②因此本研究中可接受性是指新词的翻译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在准确反映

含义的前提下，符合外文构词表达习惯，流畅自然，能为译入语国家目标受众所理解和使用。

（二）新词翻译的相关理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种文化都具有各自反映其文化现象的词汇，即具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词汇，西

班牙译者哈维·艾克西拉称它为文化专有项（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ｔｅｍ）③。源语的文化专有项对译入语来
说会出现认知语境中的文化空缺，所以，文化专有项往往是翻译的难点和重点。德国翻译理论家厄恩斯

特·格特对此曾有精辟的阐述，他说，翻译是语际间的交际行为，其过程具有推理的属性，推理过程涉及

的语境并非交际双方的外部环境，而是解释该话语的一系列前提，是外部环境内化在交际者的一个心理

结构。④由于源语读者和译入语读者的心理结构的不同，对于同一句话双方理解的含义可能迥然不同，

这种语境的差异就会导致流行新词翻译的费解甚至误解。在借鉴艾克西拉和纽马克关于语境研究的基

础上，笔者主张新词翻译的语境因素主要有潜在读者的期待、发起者的目标、文本类型、新词的性质、跨

文化可理解程度和目标文本的连贯性。新词翻译的语境是指这些外在因素内化在交际者心里的认知环

境。语境中文化空缺程度是指译入语中是否存在对应物和新词的跨文化可理解程度。

针对在英语文化圈中不存在或者具有不同文本地位的流行新词，研究中主要借鉴了艾克西拉和纽

马克的翻译研究。翻译策略在研究中指宏观翻译方法倾向，而翻译方法指具体字词翻译的方法和技巧。

艾克西拉根据保留源语文化指涉替换为译入语文化指涉的程度，提出了“保留策略”（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和“替换策略”（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所谓保留策略，即保留源语的特点，所谓替换策略即以符
合译入语认知习惯的语词替代源语的词汇。⑤根据源语特征被保留的程度，可以将两种策略细化成不同

的翻译方法，从强到弱依次是：音译、音译加译入语词缀、直译、音译加注、直译和意译混合法、解释性翻

译、意译和同化。前五种属于保留策略，剩余的属于替换策略。其中直译是字对字翻译，尽量保留源语

的语言指示特征；意译是指部分抛弃源语的语言特点和文化特征，只翻译保留源语的意思；同化是指用

译入语的文化专有项替代源语的文化专有项，以达到把握原语实质含义的目的。

（三）相关研究现状

关于新词的翻译研究，笔者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和科学引文索引（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中，以“新词”
（ｎｅｏｌｏｇｉｓｍ ／ ｎｅｗ ｗｏｒｄ）和“翻译”或者“英译”（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国内相
关核心论文有 １３９篇，国外相关核心论文 ２０７ 篇。国内论文主要关注某个或某一类新词在不同翻译理
论下的翻译策略、方法和相关问题，例如，如何正确处理媒体新词翻译中的文化差异⑥。也有学者重视

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感受，力求通过加注、解释性翻译等方法让译入语读者充分理解新词的内涵⑦。但现

有文献中涉及翻译接受和传播效果的研究很少。从研究方法上看，相关研究大多采用实例研究法、经验

总结法等，实证研究法的运用尚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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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研究成果丰富一些，除了国内已有的法律新词等交叉学科新词翻译策略研究①外，国外新词

翻译研究还涉及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视角对新词及其翻译进行的研究②。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上述方

法外，有相当数量的研究采用实验法、调研法、访谈法等实证研究方法。

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针对汉语流行新词的翻译，在英语母语者中开展关于其可接受性的实证

调查，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可以弥补当前国内实证研究的不足，提高翻译传播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二　 研 究 设 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从国家机构（如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

年度新词中，选择反映中国社会过去十年变化程度较高的 ２０个流行新词为研究对象。这些新词在英语
文化中空缺或具有不同文本地位，存在多种译法，颇受外媒关注，具有较高的翻译研究价值。这 ２０ 个流
行新词源自社会生活语义场，包括：“蚁族”“房奴”“裸婚”“女汉子”“中国大妈”“土豪”“剩女”“装嫩”

“黑户”“民工”“微信红包”“洪荒之力”“留守儿童”“医闹”“网红”“抢红包”“碰瓷”“吐槽”“给力”和

“裸官”。研究侧重要探索的问题是：

（１）从受众的角度出发，汉语流行新词各种译法的可接受性如何？接受度最高的译法是什么？
（２）接受性最高的译法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接受度高的译法和策略与语境有什么样的关联？
（３）从受众出发，如何改进流行新词的翻译方法，提高其接受效果？
（二）研究方法

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主张检测译文的准确性、可理解性及对等的时候，重心应放在确定潜在译入

语读者的反应上。译文不应该存在文体蹩脚、语言不自然和语义模糊或有误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发现

有赖于潜在使用者，因为专家虽然专业性很强，但是对普通读者真正能明白什么并不敏感。他指出检测

翻译可接受性较好的方法就是做完形填空，并建议提供适量的语境信息和选项。③

基于奈达的理论，本研究采用向英语为母语者发放问卷和进行深度访谈的调查方法，前者对象主要

为普通读者，后者对象为精通汉语的英语母语精英读者。在问题设计上，每个术语列出 ４ ～ ５ 种现存于
中外英文媒体上的译文选项，并将其放置在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便于被调查者理解该词汇的含义，请

他们选择最适合该语境的译法并给出相应的理由。例如“中国大妈”一词，问卷问题设定如下：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ｗｈｏ ａｒ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ｉｎ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ｐｕｓ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ｆｒｏｎ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ｏｒ ｇｒｅａｔ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２０１３，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ｍ ｒｕｓｈｅｄ ｔｏ ｂｕｙ ｒｅｃｏｒｄ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ｇｏｌｄ ａ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ｐｒｉｃｅ ｓｌｕｍｐｅｄ．
在选项中列出国内外媒体上出现的译法：“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ｕｎｔｉｅｓ”／《中国日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ａｍａ”／《华尔街日
报》，“Ｂａｒｇａｉｎ ｈｕｎｔ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中国网，“Ｂｉｇ ｍｏｔｈｅｒｓ”／《华尔街日报》，被调查者也可
补充更适合的其他词汇（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最后陈述选择的理由：Ｉ ｐｒｅｆｅ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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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对象

为了解汉语流行新词英译的可接受性程度，我们对英语为母语的大学生、留学生和教师进行了问卷

调查。调查对象包括美国圣奥雷夫学院（Ｓｔ． Ｏｌａｆ）英语母语师生 ２４４ 人，来华东师范大学参加“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的 １００名英国大学生，在华东师大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汉语的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 ８０人，澳大
利亚悉尼大学英语为母语的学生 ３２人以及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任教的美国教师 ４３人。对来华的
留学生及教师面对面发放了 ２２３份纸质问卷，对圣奥雷夫学院的学生通过Ｇｏｏｇｌｅ Ｆｏｒｍ平台、对悉尼大学的
学生利用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ｏｎｋｅｙ平台发放电子问卷。回收有效纸质问卷 １１８份，有效电子问卷 ２５９份。答卷者年
龄在 １８至 ５０岁之间，学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不等。他们大都对中国不太了解，约五分之一人学过一点
汉语，只有 ３８位在中国生活了 ３至 ６年，汉语基础较好。问卷后续访谈对象为美国圣奥雷夫学院和在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任教的美国教师，他们对中国社会均有所了解。

三　 调查结果及数据分析

（一）调查结果

经过历时一年多的问卷调查和访谈，笔者利用 ＳＰＳＳ 对问卷结果进行了初步的数据统计。囿于篇
幅，正文仅附上 ２０个新词可接受性程度最高的译法简表（表 １），其他译法的接受情况请见附录。表 １
中可接受性最高的译法综合考虑了选择人数的多少和翻译的方法。

表 １　 ２０个流行新词可接受性最高的英译简表

流行新词 接受度最高译法 ／比例 ／翻译方法 流行新词 接受度最高译法 ／比例 ／翻译方法

１． 蚁族 ａｎｔ ｔｒｉｂｅ ／ ４５．５％ ／直译 １１． 洪荒之力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ｑｉ ／ ２５％ ／直译加音译

２． 房奴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ｓｌａｖｅ ／ ４０．９％ ／意译 １２． 网红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ｙ ／ ５７．５％ ／同化

３． 剩女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 Ｓｐｉｎｓｔｅｒ ／ ３２．９％ ／ ２６．１％ ／同化 １３． 吐槽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 ／ ７１％ ／意译

４． 裸婚 ｎｏｆｒｉｌｌｓ ｗｅｄｄｉｎｇ ／ ２５％ ／同化 １４． 给力 ａｗｅｓｏｍｅ ／ ４２．３％ ／意译

５． 民工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 ／ ３９．８％ ／同化 １５． 医闹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ｏｃｔｏｒｓ ／ ４２％ ／意译

６． 女汉子 ｔｏｍｂｏｙ ／ ８２．５％ ／同化 １６． 碰瓷
ｆｒａｕｄｕｌｅｎｔ ｃｌａｉｍ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 ２３．５％ ／解释
性翻译

７． 中国大妈
ｂａｒｇａｉｎｈｕｎ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ｗｏｍａｎ ／
３２％ ／解释性翻译

１７． 裸官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ｒｅｓｉｄｉｎｇ ａｂｒｏａｄ ／ ４３％ ／解释性翻译

８． 土豪 ｎｏｕｖｅａｕｒｉｃｈｅ ／ ３７．５％ ／同化 １８． 留守儿童 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５６％ ／直译

９． 装嫩 ａｃｔ ｙｏｕｎｇｅｒ ／ ４４．３％ ／意译 １９． 黑户
ｕｎ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ｈｕｋｏｕ（Ｃｈｉｎａ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７０．５％ ／音译加注

１０． 微信红包 ＷｅＣｈａｔ ｒｅｄ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 ６７．１％ ／直译 ２０． 抢红包 ｒｅｄ ｅｎｖｅｌｏｐ ｆｅｖｅｒ ／ ５３％ ／直译加分类属性词

　 　 （二）数据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由于受访者所处语境不同，心理认知结构不同，２０ 个汉语流行新词的各种译法均有

人选择，呈现一定离散性的分布，并没有哪一种译法能赢得所有人的青睐，“保留策略”和“替换策略”在

接受度最高译法中均有采用。如表 １所示，２０个新词接受度最高的译法中各种译法使用的频率及所占
比例（括号中用斜线分割）依次是：同化（６ ／ ３０％）、意译（５ ／ ２５％）、解释性翻译（３ ／ １５％）、直译（３ ／ １５％）、
直译加分类属性词（１ ／ ５％）、音译加注（１ ／ ５％）、直译加音译（１ ／ ５％）。从受访者自述原因中可初步窥见
其中部分缘由。以“女汉子”的翻译为例，选择比例最高的是采用同化翻译法的 ｔｏｍｂｏｙ（８２．５％），此译法
被认为是“可接受的”（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被普遍理解的术语”（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ｔｅｒｍ），“英语中最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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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术语”（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ｔｅｒｍ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符合原句的语境”（ｆｉ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最流畅且无种族主义的词语”（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ｌｕ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ｒａｃｉｓｔ ｗｏｒｄ）等，所以，ｔｏｍｂｏｙ 是“女汉子”在英语
中最直接、最简明、最地道的对等表达，更受读者青睐。可见，从受众的角度来看翻译的可理解性是第一

位的。直接的套译可以减少理解困难，更能为读者所使用和接受。

此外，２０个新词的 ８３种译法中有 １３种译法获得接近半数以上的支持，选择人数远远高于其他译法
的支持率。它们是：“女汉子”／ ｔｏｍｂｏｙ、“黑户”／ ｕｎ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Ｈｕｋｏｕ（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吐槽”／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微信红包”／ Ｗｅｃｈａｔ ｒｅｄ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ｓ、“抢红包”／ ｒｅｄ ｅｎｖｅｌｏｐ ｆｅｖｅｒ、“网红”／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ｙ、“留守儿童”／ 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蚁族”／ ａｎｔ ｔｒｉｂｅ、“装嫩”／ ａｃｔ ｙｏｕｎｇｅｒ、“裸官”／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ｒｅｓｉｄｉｎｇ ａｂｒｏａｄ、“给力”／ ａｗｅｓｏｍｅ、“医闹”／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ｏｃｔｏｒｓ、
“房奴”／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ｓｌａｖｅ，占受访者的比例分别为 ８２． ５％、７０． ５％、７１％、６７． １％、５３％、５７． ５％、５６％、
４５．５％、４４．３％、４３％、４２．３％、４２％、４０．９％。以“留守儿童”为例，接受度最高的译法是 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受访者表示这一直译不但“表意清楚、地道简洁”（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ａｎｓｗｅｒ ｓ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ｚｅｄ．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ｉｓｅ．），而且能传递出这一群体被“抛弃”和“现实带来的无奈之感”（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ｓｅｅｋ ｔｏ ｆｉｎｄ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ｉｍ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ｃ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ｋｉｄ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ａｒｓ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ｊｏｂ． Ｉｔ ｍｉｇｈｔ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ｌｙ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等深层含义。再以旧词衍生新含义的“装嫩”为例，现多指用
自己的方式定义年纪的、引领时尚潮流的一群人（“装嫩族”）。虽然只有 ４４．３％的受访者选择了 ａｃｔ
ｙｏｕｎｇｅｒ，但是却远高于排名第二的译法 ｐｌａｙ ｃｕｔｅ（１８．２％）。受访者表示该译法中“ｙｏｕｎｇｅｒ（年轻）较之其
他选项中的 ｃｕｔｅ（可爱）能更全面描述这一人群特征”（ｙｏｕｎｇｅｒ ｃａｎ ｍｏｒｅ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 ｄｅｐｉｃｔ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ａｎ ｃｕｔｅ），而且“ａｃｔ（行为）较之暗含贬义的 ｐｒｅｔｅｎｄ 和 ｐｌａｙ（假扮，假装）更客观”（Ｐｒｅｔｅｎ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ｙ ｓｅｅｍｓ ｄｅｒｏｇ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ｃｔ ｉｓ ａ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ｔｅｒｍ）。可见，影响读者接受的因素除了表达的准确性和地
道性以外，还包括译文的通畅性和描述性。易懂且具有一定描述性的译文更能获得受众的接受。

乍看起来，这 １３个新词接受度最高的译法采用的翻译方法各异，但是仔细观察并结合访谈结果，笔
者发现：对于“女汉子”“吐槽”“网红”“给力”这 ４个认知语境空缺较小的词汇，其接受度最高的译法均
是采用了“替换策略”，具体翻译方法有同化和意译。而剩余 ９ 个新词认知语境空缺较大的词汇，除去
“裸官”“房奴”“医闹”外，其他词汇接受度最高的译法均采用了“保留策略”，具体翻译方法包括直译、

直译加分类属性词以及音译加注。而“裸官”等新词没有采用直译的原因在于直译会引起人们的误解。

选择比例最高的是采用了解释性翻译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ｒｅｓｉｄｉｎｇ ａｂｒｏａｄ
（４３％）。根据调查对象自陈的原因，除去该译法是“对事件最准确的描述”（ｍｏｓｔ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ｅｎｔｓ）、“最清晰的”（ｃｌｅａｒｅｓｔ）外，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防止混淆”（ｐｒｅｖｅｎｔ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因为直译法
中无论是 ｎａｋｅｄ还是 ｎｕｄｅ 都会让人把“裸官”这一群体与“桃色纠纷”联系到一起，扭曲了该术语的
含义。

另外还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诸如“蚁族”“民工”“裸婚”“洪荒之力”“碰瓷”等新词接受度最

高的译法，虽然选择的人数比例处于 ２０％和 ４５．５％之间，但是排名靠前的翻译方法通常是类似的，其差
别在于词汇的含义及搭配。例如，“蚁族”一词是廉思教授在总结了大学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蚂蚁的三

个共同点（高智商、弱小、群居）后，于 ２００９年新造了该词。它的首选译法“ａｎｔ ｔｒｉｂｅ”（４５．５％）和其次的
“ａｎｔ ｃｌａｎ”（４３．２％），均采用了直译的译法，两者争议的焦点在于“ｔｒｉｂｅ”和“ｃｌａｎ”的词汇内含。受访者表
示“ｔｒｉｂｅ通常不会居住在城市里，而 ｃｌａｎ 通常不能用来描述动物”（ｔｒｉｂ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ｖｅ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Ｃｌａｎ ｃａｎ ｎｏ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另一类情况是“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接受度最高。如“剩女”一词的译
法，３２．９％的受访者认为所给选项中没有令人满意的译法，ｓｐｉｎｓｔｅｒ，ｌｅｆｔｏｖｅｒ ｗｏｍａｎ 等都暗含贬义，因此建
议用其他词来指代这一群体。由此可见，在翻译汉语流行新词时，不但要考虑语言层面的对等，还应该

考虑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导向等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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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 究 发 现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笔者得出以下几点发现：

１． 新词翻译越是符合译入语的文化语境，其可接受性越高。
以上的受众调查反馈结果显示，不同的文化认知语境影响翻译的可接受性，相较于陌生的概念和表

达，受众通常更能够接受熟悉语境中的词。即如果受众对新词所指信息比较熟悉或者比较感兴趣，注意

力就会比较集中，情感上的共鸣就容易产生，认同就容易达成，译文也就容易被接受。在调查问卷中有

些新词所指现象是中英文化语境中共有的，虽然有些新词在中英文化内涵和意义联想上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两种文化语境中有类似的社会群体或者现象的出现，如“网红”“吐槽”“女汉子”“裸婚”“土豪”“剩

女”“民工”等新词及上下文表述，受众在理解上一般都不会发生误解，似乎更青睐简洁、直接、地道的译

文，选择译入语中现有的、意义最接近的、他们所熟知的表达。因此，审时度势、契合语境的译文更能被

接受。

２． 在源语与译入语之间，语境中文化空缺较大的词汇宜用“保留策略”，尤其是直译法、音译法效果
较好；语境中文化空缺较小的词汇宜用“替换策略”，尤其是同化法和意译法的效果更佳。

从调查问卷及后续访谈中发现，“蚁族”“黑户”“微信红包”“装嫩”“洪荒之力”“留守儿童”“医闹”

“抢红包”等是中国特有新词，属于认知语境文化差异较大的词汇，接受度最高的译法多采用直译和音

译加注。以“蚁族”为例，接受度最高的译法是采用了直译法的 ａｎｔ ｔｒｉｂｅ。由于中西方高等教育制度等
方面的差异，西方社会并没有出现月收入低、生存环境窘迫、青春无处安放的大学生低收入聚居区。且

“蚂蚁”在中西方语境中的认知差异较大，中文中经常将蚂蚁与勤劳、团结等感情色彩词汇联系起来，而

在英语媒体报道中或者文学作品中会将其与战争或者吞噬一切联系起来。同时，调查结果也显示：“保

留策略”虽然让受众感受到浓郁的中国元素，激发他们了解中国事物的意愿，而全球化进程一定程度上

也消解了直译或者音译表意性差的特点，但是如果没有充足背景信息，国外受众依然难以探得新词中的

真意。

同时，认知语境文化空缺越小，翻译策略越呈现替换取向。通过问卷和访谈可知，“剩女”“女汉子”

“民工”“网红”“吐槽”“给力”“土豪”和“裸婚”等词汇属于认知语境差异相对较小的词汇，接受度最高

的翻译方法有同化和意译。例如，“裸婚”一词是通过“仿拟”法新造的一个词，指结婚时无房无车无钻

戒，不办婚礼不蜜月的现象。其接受度最高的译法是 ｎｏ ｆｒｉｌｌｓ ｗｅｄｄｉｎｇ，采用了同化的翻译方法。寻找译
入语文化中的基本对应物能帮助受众明白该词的含义，避免直译法中“裸婚”／ ｎａｋｅｄ ｗｅｄｄｉｎｇ 产生中国
婚礼中大家都不着衣物的尴尬意义，但是却无法表明这种现象的中西差异：在英美国家，“裸婚”更多是

指没有盛大仪式的婚礼，而在中国“裸婚”更多是指结婚双方没有必需的物质基础。因此必要时加注，

以反映有些词在两种文化内涵和意义联想上的差异。

３． 翻译应充分考虑受众的认知水平、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等语境因素，注意翻译方法的灵活性。
接受效果佳的译法在翻译策略上虽然呈现上述两种趋势，但是由于认知语境的差异，对外翻译汉语

新词时，在具体翻译方法上需灵活多样，才能让外国读者真正理解并接受。例如，同样是认知语境中空

缺较大的词汇“洪荒之力”“黑户”和“裸官”，三者接受度最高的译法分别是采用了直译加音译的 ｐｒｉ
ｍｏｒｄｉａｌ ｑｉ，采用了意译加音译加注的 ｕｎ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Ｈｕｋｏｕ（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和采用了解释性翻译
方法的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ｒｅｓｉｄｉｎｇ ａｂｒｏａｄ。因为随着中外交往日益频繁，
“气”在国外民众中已有较高认知度，众多受访者表示 ｑｉ较之 ｐｏｗｅ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和 ｆｏｒｃｅ更能准确表达首创
此新词的傅园慧所说的最强神力，青睐用音译来表示这一概念。对于“户口”这一中国特色制度的产

物，接受度最高译法中采用了音译加注的方式。而他们对汉语中“黑”的引申含义“非法的”“裸”的引申

含义“无牵绊联系的”并不了解，因此对于这些词的翻译则倾向于解释性翻译或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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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保留翻译”策略创新英文表达时，则应尊重受众的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如果鲁莽草率的创

新，则可能引发误解。例如“房奴”这一认知语境差异较大的词汇，若采用直译法的 ｈｏｕｓｅ ｓｌａｖｅ会让受访
者认为奴役人们的是房子而非房贷，且该词在英语中是指在家里工作的奴隶，与在田地上工作的奴隶

（ｆｉｅｌｄ ｓｌａｖｅ）相对①，因此接受度最高的译法是采用了意译的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ｓｌａｖｅ。且不少受访者表示 ｓｌａｖｅ传
递了一个社会对这种现象的态度，能起到警示警醒的作用，让美国人对我们沉重的债务文化（ｄｅｂ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有深刻的认识。

另外，考察新词英译的接受性时，还应注意新词使用的文本等语境因素。例如，对于语境认知差异

较大的词汇如“碰瓷”“黑户”，在调查结果中接受度最高的是较长的解释性翻译或音译加注，但需要根

据具体场合精炼解释，在口译场合可将“碰瓷”改译为“ｃｒａｓｈ ｆｏｒ ｃａｓｈ”。
４． 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时，应根据传播目的，充分考量译法背后的意识形态，巧用翻译利器。
各种译法除去字面意思的差别外，文字的背后也是别有洞天，对于负面词汇则应慎用“保留策略”。

虽然“碰瓷”的翻译 Ｆｒａｕｄｕｌｅｎｔ ｃｌａｉｍ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和 ｐｅｎｇｃｉ（ｆａｋ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选择人数都是最多的，但既
然美国警察亦不能避免“碰瓷”之苦，要升级自己执法的装备，我国在对外发声时宜用解释性翻译而非

音译，以避免产生此类现象是中国专利之嫌。而“剩女”这种对女性标签化的词汇，在本次调查中，选择

使用非提供选项的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者最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对外发声时，可另造中性词汇，将“剩女”
译为 ３Ｓ ｗｏｍａｎ（ｂｏｒｎ ｉｎ Ｓｅｖｅｎｔｉｅｓ，ｂｅｉｎｇ Ｓｉｎｇｌｅ，ｂｅｉｎｇ Ｓｔｕｃｋ ｉ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这样即可增强词汇的可理解性，
在清楚表意的同时，向世界传递中国对待男女平等的态度。

“给力”和“洪荒之力”等具有中国方言或神话色彩的流行新词的音译，在本次调查中其可接受性均

比较高：“给力”的音译加译入语衍生词的译法 ｇｅｌｉｖａｂｌｅ获得 ３０．３％的支持率，“洪荒之力”接受度最高的
两种译法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ｑｉ（占 ２５％）和 Ｈｏ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ｉ Ｌｉ（ａ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ｔｅ，占 ２３．５％）均采用了译音
策略。受访者表示这类翻译不但能最大程度保留该词的含义，引起他们的注意，让他们了解到中国文

化，而且也能避免意译法带来的联想含义的混乱，如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会让人想起《星球大战》中
神秘的力量，而 ｍｙｓ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则会产生宗教类的联想。因此对于这类适宜对外传播的词汇，在不会产生
歧义的情况下，可取音译法中异域特色之妙，为世界语言的多样性贡献中国元素。翻译不应该仅仅是中

国达意工具，更应该是向世界传情的利器。

结　 　 语

综上所述，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我们需要从有利于塑造中国

良好国际形象、传播中国声音的高度，重视和研究对外翻译的可接受性问题，重视和改进对外翻译尤其

是国外媒体特别关注的社会流行新词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适当的翻译策略及方法有助于提高汉语流行

新词外译的传播效果：认知语境中文化空缺较大的词汇宜用“保留策略”，诸如直译和音译的方法效果好；

认知语境中文化空缺较小的词汇宜采取“替换策略”，诸如意译和同化等翻译方法效果佳。此外译者要根

据具体语境，灵活地采用翻译方法，既要考虑译文充分再现原词的含义，又要在表达上尊重英文构词逻辑

和表达习惯。结合传播的目的和受众的接受能力，仔细权衡各种译法背后的文化考量，巧用翻译对外讲述

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增强的今天，很多时候在中国给出自己的翻译之前，

西方主流英文媒体已经用自己的话语方式去叙述中国社会文化的热点现象。对此，我们应该第一时间给

出权威译文，综合考虑各种语境因素，结合传播目的，尊重受众的思维认知和文化传统，巧用翻译利器，对

外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让国际受众能看懂、易记住，而且愿意看、乐意听，提高对外翻译与传播的效果。

（责任编辑　 胡范铸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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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ｕｃｈ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ｏｌｏｇｉｓｍｓ，ｃｏｎｔｅｘｔ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 ｗｏｒｄ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ｃａｎｃｙ，ａ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ｏｒｋｓ ｂｅｔｔｅｒ，ｗｈｉｌｅ ｆｏｒ ｗｏｒｄ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ａ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ｃａｎｃｙ，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ｓｕｃｈ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ｓ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ｇｒｅａ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ｗｈｉｃｈ ｅｎｔａｉｌ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ｏｌｏｇｉｓｍｓ，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ｉｘ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ｆｏｒ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ＨＵＡＮＧ Ｊ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ｅ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ｔ ｉｓ 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ｏａｄｅｄ ｗｏｒｄｓ． Ｉ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ｉｔ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ｔｏ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ｅｖ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Ｂ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ｏａｄｅｄ ｗｏｒｄｓ：１．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ｊｕｄ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２．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ｗｏｒ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ｏｎ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ｕａｌ ｕｓｅ；３． “Ｎ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ｎ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ｚｅｒ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ｓ ｎｏｔ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ｚｅｒ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ｅｐ． ４．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 ｔｒｙ ｔｏ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ｎｙ ｎｅｗ 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ｕｓ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６． 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ｏａｄｅｄ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ｎ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ｉｎｙ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ｂｕ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ｉｎｅｔｕｎ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ｏａｄｅｄ ｗｏｒｄｓ，ｌｏｏｎｇ，ｄｒａｇ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ｙｕｅ，ＨＵ Ｊｉｎｘｉｎｇ ＆ 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ｅ ｃａｎ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ａ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Ｔｈｉｓ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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