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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隐喻翻译的认知语用分析

胡作友，戴林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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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隐喻是 《楚辞》写作的诗学机制，隐喻翻译直接关乎目的语读者对 《楚辞》内涵的理解

与领悟。隐喻翻译应兼顾隐喻目的，以传递诗人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为旨归。以认知语言学和

语用学为观照，在达成所指目的时可以采用等喻或者换喻的方法，在达成语用目的时，可以采用

转换意义、省略喻体的翻译方法。恰当的隐喻翻译，有助于塑造诗人爱国求索的形象，有利于目

的语读者领会诗人笔下深刻的内涵，也有利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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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经济迅速腾飞的今天，我国的文化软实
力急需迅速提升。若想大声说出中国梦，推行中国

价值，中国文化的海外推广势在必行。中国文化的

海外推介需要依靠典籍翻译。千古流传的典籍传承

的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精髓，《楚辞》就是其中重要

的代表作。《楚辞》情感浓厚，意象瑰丽，意境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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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富含哲理，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诞生于两千

多年前，是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化的源头。作为西

方了解中国的媒介之一，《楚辞》的英译是不可或

缺的。《楚辞》作为颇具特色的诗歌，因其蕴含着

千变万化的隐喻，一直被学术界热议，透过诗歌的

隐喻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情怀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如何正确理解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精髓，首要任务

是正确理解并翻译 《楚辞》的隐喻。《楚辞》成书

年代久远，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语言艰深晦涩，隐

喻的暗示意境丰富，翻译的难度非比寻常。《楚辞》

至今已有十几种译本，颇具成果，但如何进一步提

高现阶段 《楚辞》隐喻的英译质量仍是中国文化

向西传播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从所指目的和语用

目的角度切入，探讨 《楚辞》隐喻翻译的认知和

语用翻译路径，并进而分析 《楚辞》隐喻的翻译

方法，力求更好地传播 《楚辞》的诗歌之美、诗

人的爱国求索精神和中国诗歌的文化内涵，促进中

西文化和谐交融。

一、《楚辞》写作的诗学机制

诗歌的构成要素是韵律和隐喻。诗歌是一种隐

喻性的思维，是 “隐喻式语言”［１］１１９－１２４。隐喻使诗

歌妙趣横生，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思维的创新性。

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源头的 《楚辞》，想象丰

富，诗味浓郁，隐喻功不可没。《楚辞》语言华美，

其中的隐喻随处可见，可以说，《楚辞》是系统化

的隐喻综合体，隐喻是 《楚辞》的显著标志，是

《楚辞》写作的一大诗学机制。

《楚辞》中的隐喻想象奇特，大多与意象有

关。隐喻中有独立成词的意象，也有铺陈叠加的意

象。不管何种形式，都是由 “象”呈现。中国人

侧重具象思维，注重 “观物取象”“立象尽意”

“设象喻理”“取象比类”。将主观情愫赋予客观事

物，“立意于象”，“妙象尽意”，“微言尽意”，

“入理言意”，“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得象而

忘言，得意而忘象”。所以 “圣人立象以尽意”，

重点在意，《楚辞》中的意就是诗人需要暗示的隐

喻。屈原作为一个爱国诗人，具有忠君思想和文人

傲骨。然而，诗人成诗之时正被君王厌弃，远离庙

堂，颠沛流离，诗人写诗绝不可能仅仅是为了

“象”。《尚书》有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

律和声。”诗人之志，乃是诗中隐喻，象后之意。

诗人以 “象”隐喻自己的报国之志，读懂 《楚辞》

之喻，喻中之志，才能读懂 《楚辞》，读懂诗人，

读懂中国诗人的爱国情怀。

隐喻在 《楚辞》中对于读者理解诗人的写作

目的———报国志向和劝诫楚王，有很大的帮助。

《楚辞》中的意象隐喻，数量众多，有名的当属草

木类，如 “蕙”“菌桂”“申椒”等，都是草本植

物，美观大方，富有浪漫主义情调。屈原创造出如

此之多的意象，纯粹是为了诗歌之美吗？答案是否

定的。当时佞臣当道，诗人遭贬，屈原认为世道污

浊，自然界是纯洁的。屈原选取美丽纯洁、气味芬

芳、入药价值极高的植物，以此隐喻品德高洁的贤

臣。例如，“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惠
!

”，

从表面看，诗人种植了一片既美观又可入药的草

木，但实际上诗人是暗喻他培植了一批贤人，劝谏

楚王重用贤臣进行改革挽回国家颓势。可见，“意

象”背后的隐喻是 《楚辞》的重中之重，只有理

解 《楚辞》的隐喻，才算读懂诗歌的点睛之笔，

彻底明白诗人的精神和 《楚辞》的文化内涵。因

此，对 《楚辞》的英译来说，隐喻的翻译就显得

尤为重要，隐喻的翻译直接关乎目的语读者能否真

正读懂 《楚辞》，领悟作者的深意，从而真正理解

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神。因此，本文以隐喻的认知和

翻译作为切入点展开对 《楚辞》英译的进一步

研究。

二、《楚辞》隐喻翻译的认知观

关于隐喻，纽马克认为，隐喻是以科学观察为

基础，透过现象包括物体本身或过程之间的相似性

所取得的认识［２］１０４。纽马克认为生活处处有隐喻。

关于隐喻的目的，纽马克认为隐喻可以达到两种目

的，一是所指目的，二是语用目的。所指目的描述

一个精神过程或状态，一个概念，一个人，一个物

体，一种质量或一个行为，它比字面意义或物理语

言表达得更全面，更简洁。１９８０年，Ｌａｋｏｆｆ＆Ｊｏｈｎｓｏｎ
的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ＷｅＬｉｖｅＢｙ［３］出版后，学术界开始从认
知角度研究隐喻，认为隐喻是一种思维。胡壮麟指

出，当我们用一种突然而醒目的方式把两个不同经

验范畴的物体放在一起比较时，大脑就会自动连接

两者并在其间建立联系；大脑就是一个高速运转的

连接处理器，用多种方式将两个事物联系起来［４］。

就是借一个人们熟悉的事物和不熟悉事物间的相关

性，通过经历体验去理解一个不熟悉的事物。这被

称为认知映射，是隐喻和认知基本的联系。Ｌａｋｏ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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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隐喻就是认知主体把我们熟悉的概念特征看

成是源域，去映射认识主体不熟悉的概念，即目的

域，从而让认知主体通过映射认识到目的域中抽象

概念的相关特征［３］８５－９２。我们认为，单象意象隐喻

与所指目的一致，适用认知翻译策略，因为人的认

知与隐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认知和经验体

验创造了隐喻，同样，隐喻也可以提升并拓展人的

认识。通过映射可以提升跨文化读者对中国诗歌意

象隐喻的认识，阅读、学习、传播中国诗歌的意象

隐喻写作特色。

Ｗｉｌｓｏｎ＆Ｆｒｅｅｄａ指出，隐喻翻译是一个复杂的
认知过程，译者在将源文转换为目的语文本的过程

中，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分析、解释和阐释等认知活

动，译者运用语言和认知思维活动尽量贴切地把源

语信息对等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使两种不同语言

中所包含的隐喻内容相互映照对等映射［５］。就语

言符号 （概念、本体／喻体）而言，翻译中的语义
转换，首先接受翻译规则和条件的制约，隐喻翻译

只有保持语义内涵的不变才能达到隐喻的功能对

等；然后接受其他可能影响到翻译的因素的制约，

如意义、结构、语境、文化等。

　　Ｗｉｌｓｏｎ关于隐喻翻译的基本模型图 （图１）告
诉人们，认知在隐喻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译者的

翻译过程是一系列的认知过程，如阅读、阐述、决

策、研究、咨询、创造、分析、释义、再阐释等

等，是两种语言之间深度转换对等映射的活动。这

种活动是同步发生的、连续不断的、动态的、相互

依存的认知过程［６］。

图１　Ｗｉｌｓｏｎ关于隐喻翻译的基本模型图
Ｆｉｇ．１　Ｗｉｌｓｏｎ’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由此可见，隐喻翻译主要是依靠经验和思维进
行对等认知映射，但同时又有许多制约条件。在进

行隐喻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身兼两种文化的连接桥

梁，既要考虑到源语作者的体验和思维，还要考虑

译语读者的思维和体验，译者对隐喻的成功翻译就

是让源语作者和译语读者的认知相协调，找到一个

平衡点。这时，源语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是否有相

同经历体验和思维认知模式就成为十分关键的因

素。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论述。

第一种情况，译语读者与源语作者有相似的经

历体验，译者可以直接保留喻体实行等喻翻译，因

为读者和原文作者之间有相关联的文化内涵，可以

在保留原文文化韵味的同时让读者无障碍理解。例

如，《楚辞》中，“鸷鸟”霍克斯译为 “Ｔｈｅｅａｇｌｅ”，
此处诗人用鹰隼隐喻卓尔不群、勇敢顽强抗争的

人。霍克斯在此用等喻翻译，因为西方和中方对这

个词有着相似的经验和认知。鹰隼在西方人眼中勇

猛好斗，不畏强权。古罗马人认为鹰是代表胜利之

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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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是 “朱庇特”之鸟，他们的军旗就是鹰；美

国人认为鹰自强不息，顽强勇敢，是他们自身精神

的缩影，所以美国国徽就是白头鹰。从认知映射角

度来说，等喻翻译可以有效地提供对等隐喻信息，

既保留了原文的特征又传递了作者隐喻的深意。

第二种情况，源语作者与译语读者没有相似的

经历体验和认识，此时隐喻翻译适用换喻的翻译方

法。叶子南［７］３４－３６提出，为了保持语言的新鲜感，

防止僵化，人类不会满足于脑中已有的知识和经验，

会向外扩展。不少意象隐喻都是为了新鲜感而临时

拼凑的，是将一个整体图像映射到另一个整体图像

上。意象隐喻具有随机性，具有文化潜在性，不同

文化的人会用不同的整体图像映射，不易理解［２］１０４。

举例来说，《楚辞》中的植物意象隐喻 “留夷”，隐

喻品德高洁的贤士，这个意象隐喻的创造完全是依

托楚国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习俗，不存在共性，具有

楚地自身的偶然性随机性，西方文化中没有对等的

植物，更不可能具备同样的文化内涵。所以为了方

便理解，尽量还原原文，霍克斯采用换喻翻译，译

成 “ｓｗｅｅｔｌｉｃｈｅｎｓ”，译者用 “ｓｗｅｅｔ”力求对等映
射出原文的隐喻的特征，给人以美好的感受。

三、《楚辞》隐喻翻译的语用观

纽马克认为，隐喻的另一目的是语用目的，这

是从美学和语境角度考虑的，更偏重内容。纽马克

认为美学主要体现在声音效果 （ｓｏｕｎｄｅｆｆｅｃｔ）方
面。同时纽马克认为美学多体现在广告、流行期刊

杂志、一些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以及一些流行音

乐中。比如 “Ｔｈｏｓｅｓｔａｒｓｍａｋｅｔｏｗｅｒｓｏｎｖｏｗｅｌｓ”，
这句就是尾韵的声音效果［１］１０４，但这一点在英汉诗

歌翻译中比较难以实现。中国五言律诗七言律诗被

英译后很难再现押韵，包括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ｓｏｎｎｅｔ）翻译成中文后也失去了一些味道。所以，
语用目的要求贴合语境，而语境强调的是隐喻意思

的理解。纽马克认为语境的贴合可以吸引读者，可

以提升读者对意义的理解，提升愉悦感和趣味性，

让解释更加明晰。语言的交际总是离不开复杂客观

的条件，不仅有语言本身上下文的联系，还有语言

外的因素，如背景知识、情境知识、以及话语双方

共同享有的知识。背景知识指的是社会百科知识，

情景指具体的对话场合，语境。胡壮麟认为，把隐

喻放在一个大语境环境下比单独理解要更有效率，

隐喻不能独立于语境之外［４］１３７－１３８。Ｊｏｈｎｓｏｎ在１９８９
年曾经做过一组实验［４］１３８，给两组学生一个蕴含了

隐喻意味的句子，一组学生是本族语言者，另一组

是第二外语习得者，实验结果表明，单看一个隐喻

话语或者句子，本族语言者因为文化因素，对隐喻

的理解要比二语习得学生迅速，但是把一个隐喻的

句子放在一个贴合隐喻的语境之下，两组学生对隐

喻理解速度是差不多的。由此，笔者认为，《楚辞》

中的隐喻翻译，适用语境翻译策略。对于异域读者

来说，因为经历体验的缺乏，让他们从认知的角度

通过认知映射领会复杂的隐喻诗句比较困难，这时

必须依托语境，把这些隐喻句子放在大语境下推理

会相对容易，下文将进行分析。

Ｓｐｅｒｂｅｒ＆Ｗｉｌｓｏｎ从认知角度提出了关联理论，
认为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都具有认知和推理的相互

过程，即听话者对说话者的信息产生反应，通过他

们认为最有关联的信息进行推理，从而获得用较少

的投入得到较大的认知效果［８］１５８。用明示刺激的方

式向听众显现其意图，推理就是听话人按照说话人

的明示行为进行推理分析［９］，通过综合明示刺激、

自身的认知语境背景 （旧信息）和交际中的信息

（新信息）实现相互理解［１０］６３。关联理论中的语境

是认知语境，根据话语中提供的明示信息，听话人

通过自身的认知逻辑，加上社会百科知识以及具体

话语语境，做出听话者认为最合理的语境假设。在

此过程中语境假设与话语的联系越密切，在推理过

程中需要付出较少的努力去理解；反之，若假设的

语境与话语的联系度低，则在推理中需要付出更大

的努力去理解话语。所以语境效果好，推理努力

少，关联度则高；语境效果差，推理努力多，关联

度则低。可见关联是相对的，与语境效果和付出的

努力相关，寻求最佳关联就是用适当的努力去获得

理想的语境效果。显然，任何交际行为都离不开语

境，语境是译者推理的结果，是目的语读者推理的

依据。Ｇｕｔｔ把关联理论用于翻译中，他认为翻译
作为交际的一种形式，翻译其实是原文作者、译者

和读者三者间的交际和信息传递。隐喻翻译有两轮

交际，在第一轮交际中，译者是受体，根据自己认

知语境中的社会百科和逻辑对隐喻进行推理得出自

己的语境假设。在第二轮明示交际中，译者是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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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而不是推理行为［１１］。为了减少读者的推理难

度，译者需要通过不同的翻译方法去寻求最佳关

联，即用翻译方法寻找原文的认知语境，和目的语

读者的认知语境相关联，使目的语读者使用相对较

小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推理最终达成原文的语境效

果，这时的隐喻翻译就是形成最佳关联的理想的隐

喻翻译。中国诗歌的翻译面对的受众要么是有深厚

汉学功底的专业人士，要么是对汉学有浓厚兴趣的

读者，所以从最佳关联的语用角度来说是可行的，

因为这些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行推理达到一

定的语境效果。

　　我们据此制作出隐喻翻译的语用模型图，如
图２，隐喻翻译其实是原文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
间的信息传递和交际。信息传递多是文本的字面

意思，交际更注重隐喻内涵的传递。隐喻翻译有两

轮交际，在第一轮交际中译者是受体，根据自身的

社会百科知识和思维逻辑对原文作者创建的认知隐

喻进行推理和假设。在二轮交际中，译者根据自己

的假设，寻找作者认知语境和读者认知语境之间的

关联，努力使作者的意图吻合读者的期待。在寻找

关联的过程中，需要寻求最佳关联，即译者需要采

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努力减小读者的理解障碍，让

读者用最小的付出理解原文意图，体会原文的认知

语境，通过自己的推理创建出自己的认知隐喻。赵

彦春指出：译者首要的任务是达到翻译的效度，使

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接受者的期待相吻合；其次

有责任提高译文的信度，使译语文本最大程度地向

原语文本趋同［１２］。根据关联理论，翻译是一种解

释性的交际活动，为了让交际成功，翻译活动要满

足两个条件，首先是具备明示推理的过程，其次是

交际双方有相关联的信息。Ｇｕｔｔ认为明示推理过
程就是为了让译者和读者产生共鸣，认为翻译要么

靠近译者要么靠近译语读者［１３］。所以，为了使用

较少的努力实现较好的语境效果，复杂的隐喻采用

意译或者省略其中因跨文化障碍难以理解的隐喻是

较好的方法，当省略喻体或进行意译翻译时，译者

根据自身的推理对读者进行明示，为译语读者提供

了一个能够接受的语境，使译语读者节省因推理译

者翻译中创建的隐喻和自身文化中映射的隐喻信息

的联系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减少了读者付出的努

力，使译文靠近译语读者，使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

者省时省力地推理，进入最佳的语境状态。

图２　隐喻翻译的语用模型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四、认知语用视域下 《楚辞》隐喻的

翻译方法

隐喻翻译的要点是充分释放原诗中隐喻的文化

负载情结，表达诗人的高尚情怀、美政理想和爱国

情操。翻译时，应根据隐喻的不同目的使用不同的

翻译方法，为达成所指目的，可以采用认知的翻译

策略，使用等喻或换喻的翻译方法；为达成语用目

的，可以采用贴合语境的语用翻译策略，使用省略

喻体或意译的翻译方法。

　　 （一）等喻翻译，保留隐喻

例１　乱曰：鸾鸟凤凰，日以远兮。
译文　Ｔｈｅｐｈｏｅｎｉｘａｎｄｐｈｏｅｎｉｘ’ｓｍａｔｅａｒｅｄａｉｌｙ

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ｒｅｍｏｔｅ［１４］１６１．
　　楚人信奉巫风，崇拜鬼神，这种传统的宗教神
话信仰造成文人墨客习文时大量运用神话系列意象

隐喻的习惯。作者把自己的理想、志向、情趣集中

在隐喻中，营造出画面感，用虚幻的神话世界去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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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现实世界，这类隐喻是 《楚辞》的一大文化看

点。霍克斯的翻译重点是准确性和可读性。霍克斯

历来重视译文的目标读者，他认为自己面对的是有

一定中国文化基础或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

所以霍克斯的翻译目的是在保证译文准确性的前提

下，追求诗歌汉学的研究价值和美学欣赏价值。与

其老师韦利相反的是，霍克斯认为如果没有意象隐

喻，诗歌所剩无几，所以意象隐喻在研究汉文化和

中国诗歌中必不可少，甚至可以帮助提升西方诗

歌［１５］。因此在翻译 “鸾凤”这个隐喻时，为了完

整保留中国隐喻文化，体现中国诗歌美学翻译目

的，需要在译语读者的思维和体验中灌输隐喻认

知，完成汉学研究目的，所以霍克斯对于 “鸾凤”

这个单象意象隐喻采用认知的翻译策略，通过使用

等喻翻译完成翻译目的。文中诗人用 “鸾凤”这

个隐喻就是表明诗人矢志不移、上下求索的精神。

“ｐｈｏｅｎｉｘ”这个单词在西方世界是神话中的火烈
鸟，历经数百年不死，最终会通过自焚而重生，在

西方文化中隐喻 “不朽”。可见，中西方对 “鸾

凤”有着相似的经历体验，属于认知翻译的第一

种情况，使用等喻翻译，既可保留 “鸾凤”这个

“上下求索”的意象，又能反映原文的特征，向读

者传递原诗的深意，从认知角度看可对等映射，所

以这个等喻翻译较好地实现了原诗的所指目的。

　　 （二）换喻翻译，替换隐喻

例２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
国兮。

译文　ＦａｉｒｅｓｔｏｆａｌｌＧｏｄ’ｓｔｒｅｅｓ，ｔｈｅｏｒａｎｇｅｃａｍｅ
ａ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ｄｈｅｒｅ．
　　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ｂｙｈｉｍｎｏｔｔｏｍｏｖｅ，ｂｕｔｏｎｌｙｇｒｏｗ
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ｙ［１４］１７８．
　　该句取自 《橘颂》，诗人赞美橘树，其中

“嘉树”（橘树）是个典型的单象意象隐喻，寄托

了诗人深厚的隐喻期待。对于典型的隐喻，霍克斯

的主要翻译目的是交际和汉学研究以及美学享受，

既要保证读者充分理解，又要让译语读者明白

“嘉树”这个 《楚辞》中重要意象的含义。霍克斯

使用认知翻译策略，期待让译语读者通过英译，映

射出 “嘉树”的含义，完成所指目的。但是，英

文里没有 “嘉树”这个意象，霍克斯试图同Ｇｏｄ’ｓ

ｔｒｅｅ来替换这个隐喻，这样虽然能够完成交际目
的，方便理解，但未完成汉学研究的目的，有文化

缺失，缺失了 “嘉树”的美学品质，所以并不合

适。从认知隐喻映射的角度来说，西方世界的Ｇｏｄ
是全知全能的神，这个译语文本仅仅是映射出源语

文本中表面上的 “橘树”受南国的上天厚爱。

“橘”这个意象，从某种程度上跟香草类类似，气

味芬芳，可以入药，但是在 《楚辞》中却独立成

篇，即因为其 “受命不迁”的特征，这是作者最

想强调的 “橘”的 “志向”。这个换喻翻译更多

的是对西方文化的依附，缺失了原文作者真正想表

达的目的———即对南国土地的爱，和对祖国至死不

离的情感。在源语作者和译语读者没有相似经历体

验和认知的情况下，如何翻译才能再现诗人刻骨铭

心的志向呢？唯一的办法是采用换喻翻译，即认知

翻译的第二种情况。针对意象隐喻的随机性和文化

潜在性，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采用不同的整体图

像映射会造成阅读障碍，所以，采用换喻翻译会解

决理解问题。相较于霍克斯，许渊冲先生将其翻译

为 “ｆａｉｒｔｒｅｅ”［１６］１７９，效果明显更好，因为，用
“ｆａｉｒ”表达情感、表达美更加合适。“ｆａｉｒ”有公正
美丽的意思，从认知映射的角度看，帮助译语读者

理解隐喻，联想到 “君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

报之”的忠贞之情。许教授的翻译是大中华文库

的项目之一，主要以传播中国文化、帮助西方世界

正确认识中国和中国文化为目的，所以翻译时直

白、简练、到位。这个隐喻翻译既达到了传播文化

的目的，也从认知角度映射隐喻的深意。

　　 （三）省略翻译，删除隐喻

例３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余。
译文　ＳｗｉｆｔｌｙＩｓｐｅｄａｓｉｎｆｅａｒｆｕｌｐｕｒｓｕｉｔ，Ａｆｒａｉｄ

ｔｉｍｅｗｏｕｌｄｒａｃｅ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ｖｅｍｅｂｅｈｉｎｄ［１４］６９．
　　该句的开头 “汨”是个隐喻，本意指汨罗江，

屈原根据周围的环境就地取材。但是该句中，作者

重点不是这个 “汨”，而是整句的隐喻意义。诗句

选自屈原 《离骚》的开头，是屈原的自我叙述，

叙述了诗人的身份和志向。屈原认为只有抓紧时间

施展才华抱负才能配得上自己的出身和血统，所以

发出 “我追赶不上汨江”的感叹，其实真正的含

义应该是屈原表达自己热爱生命，忠君爱国，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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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有限的时间才能发挥最大的人生价值。所以，

诗人感叹时间就像江水，转瞬即逝，一去不返。该

句拼 “象”聚成有隐喻内涵的句子，置于文章的

开头部分，霍克斯开篇翻译，其目的更多的是交

际，希望方便读者阅读理解，有兴趣深入文章内

涵。同时，在译本的序言中，霍克斯明确说明，译

本要明确目标读者，自己的译本不仅是为了有中文

功底的读者，没有功底只要有兴趣者也可以阅

读［１５］。在这儿，根据认知映射，如果采用等喻翻

译或换喻翻译，目的语读者在认知背景出现较大信

息空缺的情况下进行认知推理，往往会花费较多的

努力却得到较低的理解关联，语境效果差，推理努

力付出多，关联度低。因此，霍克斯在翻译时倾向

于贴合语境的翻译策略，采取省略喻体的方法寻求

最佳关联，直接用 “ｓｗｉｆｔｌｙ”翻译，十分到位。霍
在翻译时或许认为，译语读者对中国南方地理环境

不甚明了，对 “汨”理解有障碍，若加注则会增

加读者负担，导致交际失败。为了减少读者的推理

难度，寻求最佳关联，所以，霍克斯直接省略喻

体，方便读者理解，采用省略喻体的翻译，这样可

以在减少读者负担的情况下推测出该句的意思，语

境达到了最佳关联，达到翻译的交际目的。

　　 （四）整体意译，另辟蹊径

例４　汝何博謇而好兮，纷独有此篳节。
译文　Ｗｈｙｂｅｓｏｌｏｆｔｙ，ｗｉｔｈｙｏｕｒｐａ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ｐｕ

ｒｉｔｙ？Ｗｈｙｍｕｓｔｙｏｕａｌｏｎｅｈａｖｅｓｕｃｈ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ａｄｏｒｎ
ｍｅｎｔ［１４］７２．
　　这句话也是出自屈原的 《离骚》，大意是说为

何你如此喜爱直言，修饰仪容，却独爱佩戴与众不

同的佩饰。整句话是个隐喻，比较复杂，适合放在

语境中解读。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屈原劝说楚王选

贤举能进行改革，但是却因小人的谗言被排挤，被

楚王厌弃，屈原大失所望之际仍然保持自己遗世独

立的态度和品行。女?见世道如此浑浊，忧心屈

原，认为屈原的孤高耿直不为世俗所容，早晚会有

杀身之祸，所以想劝导屈原能够明哲保身才说出上

面这句话。例４的句子强调屈原即使在身边亲近的
人也不理解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从

侧面衬托出诗人的志向和品质。诗人需要用诗歌抒

发政治志向，但是霍克斯受其老师影响，不完全承

认屈原诗歌的政治性，所以在此，霍克斯的翻译目

的主要是交际和诗歌汉学研究的目的，因此，他在

翻译时考虑怎么更信顺地翻译原作。他采取语境翻

译策略，通过意译完成最佳关联，以期方便读者理

解。然而本句翻译中，上句隐喻的意译翻译符合原

文的语境，使读者用适当的努力理解原句的语境和

隐喻，但是下句却用了直译，翻译不到位，诗中的

政治隐喻没有译出，与上句译文语境不符，不利于

译语读者用较小的努力推理原文语境效果，未达到

最佳关联，没有真正完成译者汉学研究的目的。正

如赵彦春指出的那样，译者首要的任务是达到翻译

的效度，使译文向原文最大程度地趋同［１２］。中国

翻译家许渊冲把该句译成：“Ｆｏｎｄｏｆｂｅａｕｔｙ，ｗｈｙ
ａｒｅｙｏｕ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ｏｈ！Ｗｈｙｈｏｌｄａｌｏｎｅｙｏｕｒｖｉｒｔｕｅ
ｈｉｇｈ？”［１６］１７如此正好达到了这个目的。同样是意
译，许渊冲的翻译，不论是与文章的整体语境还是

与这两句本身，都十分相称。许渊冲采用语境翻译

的策略，在语境中寻找最佳关联，这样的翻译明示

了推理过程，让译者和读者产生共鸣，既传递了原

文的内涵，达到了原文的目的，传播了中国古典文

化，又让读者用最小的努力获得原文最大的语境效

果，从而达到交际目的，有利于读者认识隐喻的文

化内涵，理解和欣赏中国古诗之美。

五、结束语

讲中国故事，传中国声音，翻译是必经之路。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交流。《楚辞》

英译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好

《楚辞》，事关 《楚辞》的语言和文化。《楚辞》

年代久远，词义历经变化而晦涩难懂，这无疑增加

了翻译的难度，而隐喻秘不示人的特点又使翻译难

上加难。如何翻译作为 《楚辞》写作机制的隐喻

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前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示范，

后来者更需要三思而行，在翻译时，不仅要复制

《楚辞》隐喻的美学形式，而且要传达隐喻背后的

文化内容，尤其是诗人的忧患意识、爱国情怀、报

国之志以及斗争精神。《楚辞》隐喻翻译可以根据

所指目的和语用目的，采用认知和语用的翻译策

略，在带着镣铐的舞蹈中传递 《楚辞》文化，把

《楚辞》故事讲出来，让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使

之与西方文化和而不同，共融共生。

（下转第３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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