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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翻译的规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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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文学主要指讲述真实历史、内容有史可稽的文学作品，它与纯文学作品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史 

实和史料为依据，后者以传说和虚构故事为基础。历史文学作品兼具历史真实性与文学艺术性的双重特点，并 

因其史学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而为读者喜闻乐见。历史文学翻译不仅具有文学翻译的一般共性，还具有史学 

翻译的具体特性，主要表现在译文内容的真实性和学术性两个方面。历史文学的翻译问题，也大多与此有关。 

本文根据历史文学作品的特点，通过内容、文体、专名和相关术语的译例分析，来说明历史文学翻译的规范问 

题。文章认为，只有在上述四个方面对译文加以规范，历史文学著作的翻译质量才可能得到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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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作品通常分为两大类:反映真实历史 

或真实历史面貌的作品(如人物传记、组织机构或国 

家历史记述)与历史小说。本文主要对前者的翻译 

规范问题做一简要探讨。历史文学作品与纯文学作 

品既相似又相异。相似性在于两者都使用相同的文 

学语言和相似的修辞手法,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所描 

写的内容和语言风格上。就内容而言，前者主要记 

载真实历史事件的进程、真实历史人物的情感命运、 

真实组织机构的建立发展状况与真实的国家历史面 

貌等方面;后者倾向于讲述传说或虚构的故事情节 

及人物情感与命运。在语言风格上，前者倾向于写 

实，后者往往具有模糊性。历史文学作品自身的特 

点决定了其文学通俗性与历史专业性的双重特征， 

并因此决定了历史文学翻译与纯文学翻译之间的差 

别。简言之，历史文学翻译更注重译文内容的真实 

性,具体表现在译文内容、文体、专有名词和专业术 

语等方面与原文的一致性或规范性。所谓规范，通 

常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1]416o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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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竭力澄清历史文学翻译的规范问题，以有利 

于提高历史文学译著的翻译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翻 

译误差。文中倘有不确，敬请方家指正。

一、内容规范

内容规范,主要指译文内容必须与原文保持一 

致。在论及翻译优先原则时，尤金•奈大等曾指出， 

翻译的唯一要旨“就是用接受语言来复制最接近于 

原语文本的自然对等物，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 

体”⑵I?。如上所述，历史文学作品兼具文学通俗性 

与历史专业性的双重特征,两者可谓“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文学通俗性是两者的共性,主要表现为使 

用文学语言来讲述历史故事，翻译时经常需要运用 

一些常用的翻译技巧，例如：

Hanoi was now in the catbird seat, able to encourage 

its allies to outdo each other in support of Vietnam's na

tional liberation struggle.⑶209

原文使用了暗喻修辞手法“in the catbird seat”， 

是典型的文学艺术语言。Be in the catbird seat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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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习语，字面意义为“坐上了貓鹊座”。若照字面意 

义直译，读者将不知所云。查维基百科可知，“The 

catbird seat” is an idiomatic phrase used to describe an 

enviable position, often in terms of having the upper hand 

or greater advantage in all types of dealings among par- 

ties.意思是“处于令人羡慕的有利位置”。考虑到原 

文中的辺ies指的是苏联与中国，此处可译为“胜券 

在握”或“左右逢源”。

笔者将其初译为:“河内现在左右逢源，乐见其 

盟友相互超越对方,竞相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斗 

争。”责编觉得这种译法过于归化，结合上文讲中国 

在1965年初勉强同意苏联物资从中国过境运往北 

越，最后采用了阐释译法。这句话的最后译文是：

“河内现在站到了绝对有利的地位，乐见其盟友 

相互超越对方,不管他们存的是什么心态，最终结果 

都是有利于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⑸266

历史专业性是历史文学翻译的特性。一些文字 

貌似普通,实则含有丰富的相关专业知识，稍不留意 

就有可能出错。请看下例：

When it does not rain I go out every day in the 

fields, generally to the heath. I make my studies on rather 

a large scale, so I have made among others a cottage on 

the heath, and also the bam with a thatched roof on the 

road to Roozendaal, which they call here the Protestant 

bam.⑹咒

原文出自美国学者欧文•斯通根据梵高书信编 

著的《亲爱的提奥一梵高传》,梵高向提奥讲述自己 

在野外写生的情况。这段话的一个现有译文是：

“天晴的时候，我每天到野外去,通常是到荒地 

上去。我画的是大幅的习作，所以我在荒地上盖了 

一个茅屋。在通向罗森达尔的路上有一间盖着草屋 

顶的仓库,这里的人称之为基督教新教的谷仓。”⑺51

以上译文与原文内容不一致，最大问题出在对 

原文的理解上，将 make my studies on rather a large 

scale误解为“画大幅的习作”，所以将后面的made 

among others a cottage on the heath 误译为“在荒地上 

盖了一个茅屋”。梵高一生穷困潦倒，从没盖过房 

屋。而且，野外写生与盖茅屋没有必然逻辑关系。 

细心的读者读到此会感到难以理解。其实,这里的 

make my studies 指夕卜出写生，on rather a large scale 指 

写生题材广泛。Make among others a cottage…实为 

make among others a study of a cottage 的省略式。因 

studies刚出现过，为避免重复，此处省略了。可见， 

规范的译文是建立在正确理解原文基础之上的。原 

文包含一定的美术专业知识,译者需具有一定美术 

基础才不至于出错。笔者将此段试译为：

“天晴时,我每天都到田野里去,一般是去荒地O 

我写生的题材相当广泛，其中有一幅画的是荒野里 

的小茅屋，还有一幅是通往罗森达尔路边的一座茅 

屋顶谷仓,这里的人称之为'新教谷仓'o ”

上述译例告诉我们,历史文学翻译的“专业性” 

并不取决于原著的文字表述形式,而是由其所表述 

的内容来决定的。鉴此,要做好历史文学翻译，译者 

需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还需具备相关的历史文化 

素养⑻117 一 119 ,做足译前准备工作,这样才能保证译文 

内容的准确性与规范性。

（二）文体规范

所谓文体规范,实指译文风格须与原文保持一 

致。原文是什么风格,译文就是什么风格。或活泼、 

或严谨，或成熟、或幼稚，或庄重、或诙谐,凡此种种， 

都应在译文中得到忠实体现。在这方面，杨宪益先 

生堪称行家里手。请看译例：

例⑴

The Flower Girl: Let him say what he likes. I don' t 

want to have no truck with him.

The Bystander： You take us for dirt under your feet, 

don，t you? Catch you taking liberties with a gentleman?

译文：

卖花女: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咱反正不跟他打 

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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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人:你拿咱们不当人看，是不是？你敢对 

人家绅士那么随便吗?⑼

原文出自萧伯纳剧本《皮格马利翁》(杨译《卖花 

女》)第一幕，卖花女在剧场外面躲雨时与旁观者的 

一段对话。卖花女没文化，对躲雨的绅士说话随意。 

一位旁观者吓唬并取笑她,说有人记录她说的每一 

句话。等她弄清原委后,又表现出满不在乎的神情。 

这惹恼了另一位旁观者，遂说出“You take us for dirt 

under your feet, didn' t you? ”的话来。杨先生将此句 

翻译为“你拿咱们不当人看，是不是?”把这段对话的 

语言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历史文学翻译则不然。 

偏重于学术的历史文学著作往往文风严谨，旁征博 

引。翻译这样的作品需尊重原作者意图，不可将译 

文弄成“洋腔洋调的中文”或“油腔滑调的中 

文”[阳,否则会降低其学术性。请看译例：

According to an in-house history of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drawn up after the war, Cumming? s accident 

(which, it asserted,＜，incapacitated him for some months', 

an allegation which Cumming would have challenged) had 

two main consequences. In the first place it meant that the 

Secret Service organisation was brought more closely under 

War Office control; and, second, it led to GHQ in France 

instituting 4 its own independent service' .tll]45

原文出自《军情六处:秘密情报局历史》,讲述首 

任局长卡明在一战期间出车祸,对情报局的影响O 

原著文风严谨，作者讲故事也大量引用历史文献。 

这种作品的翻译难度在于，原文与引文内容几乎没 

给译者留下任何发挥译入语优势的空间。这段文字 

的最后译文是：

“根据战后编纂的一部英国陆军情报局内部历 

史(该历史宣称，车祸’将使他丧失行动能力几个 

月’，卡明将挑战这一说法),卡明的车祸产生了两大 

结果。第一，这意味着秘密情报机构将被置于陆军 

部更加严密的控制之下;第二,它导致了法国盟军统 

帅部'自己的情报机构'的建立。”购32

对译者来说，历史文学翻译的发挥空间小于纯 

文学翻译。但这并不是说，历史文学翻译就无艺术 

性可言。就学术性与通俗性而言，历史文学翻译的 

“度”更难把握，要求译者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学功底， 

由此可见两类作品本身的微妙区别。

(三)专名规范

历史文学作品的一大特点是会出现大量专有名 

词,比如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工具器物名，等等。 

专名翻译貌似简单，若不仔细，同样容易出错。专名 

翻译的最大障碍，莫过于翻译拉丁文拼音。西方人 

不熟悉现代汉语拼音,遇到中文专名时，喜欢使用拉 

丁文拼音(威妥玛或邮政拼音)来表达，这给不熟悉 

拉丁文拼音的译者造成了一定困难。前两年传为笑 

谈的专名翻译错误 比如把蒋介石(Chiang Kai- 

shek) 凯申”、把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

versity)翻译成“双鸭山大学”——就是因为不熟悉拉 

丁文拼读规则，违背了约定俗成原则所致。要避免 

此类错误,了解拉丁文拼音规则是不二法门。拉丁 

文字母的发音见表lo

除此之外,译者还必须了解不同的拉丁文拼音 

体系。最常用的拉丁文拼音主要有三种，威氏拼音 

(Wade-Giles System )、邮政拼音(Postal System )与方 

言。威氏拼音系统诞生于1867年，邮政拼音系统诞 

生于1906年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两者 

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有附加符号与音调号,而后者 

没有;威妥玛拼音中的u在邮政拼音里是w,除非u 

是该音节的唯一元音;广东、广西及福建的地名拼法 

以当地方言如客家话、粤语或闽语等为准。要译好 

拉丁文拼音,译者需了解威氏拼音、邮政拼音、方言 

与现代汉语的区别,详见表2。

有必要指出，翻译历史文学著作，偶尔还会遇到 

拉丁文拼音集中出现的极端情况。即使具有深厚外 

语功底、掌握了拉丁文拼音基本拼读规则的译者,翻 

译起来仍会感到吃力。请看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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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拉丁文字母名称与发音表

印刷体 斜 体 名 称 发 音

大写 小写 大写 小写 国际音标 汉语注音 国际音标 汉语注音

a a a： a
b b be bai
c c tse cai k或ts 克或慈 K或c
d d de dai
e e e e
f ef 唉夫 f
g ge 该 g
h ha 哈 h
i i： 衣 i：或i i
j j jot 哟特 y
k k ka 卡 k
1 I el 唉勒 1
m m em 唉蹲 m m
n n en 唉嗯 n n
0 0 □: 喔 □: 0

P P pe P P
q q ku 枯 k k
r r er 唉儿 r r
s s es 唉斯 s s
t t te 太 t t
u u u： 乌 u u： u
V V ve 外 val V V

w w dubl-ve 都不外 dubulvai w w
X X iks 衣克斯 iks ks 克斯 ks
y y ipsilon 衣扑西龙 ipsilon i： 衣 i

.或 或 .或.
igrek 衣哥勒克 igeruaik

Z z z z zeta 在它 zaita

表2韦氏拼音、邮政拼音、方言与现代汉语拼音比较表

威氏拼音、邮政拼音与中文

威氏拼音 邮政拼音 汉语拼音 威氏拼音 邮政拼音 汉语拼音

Pei-ching Peking Beijng T'ien-chin Tientsin Tian'jin

Chi-nan Tsinan Ji' nan Suchou Soochow Su'zhou

An-kuo Ankwo An'guo Chi-hsien Kishien Ji' xian

威氏拼音、方言与中文

威氏拼音 方言 汉语拼音 威氏拼音 方言 汉语拼音

Hsia-men Amoy Xia'men Shan-t' ou Swatow Shan'tou

Chin-men Quemoy Jin'men Chinchu Chinchew Quan'zhou

The ports which are to be opened for foreign trade 

are Chin-kiang, within one year from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and three other ports on the Yang-tse-kiang, as far 

up as Hang-chow, as soon as the rebels are driven from 

Nanking and the neighbourhood; Nin-chwang, in Man- 

chooria； Tang-chow, in the gulf of Pe-chee-lee； Tai

wan,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Kiung-chow, in that of 

Hainan ； and Swatow, on the coast, above Hong-Kong, to 

the north-east, where a considerable foreign trade has al

ready developed itself.tl3]III_IV

上文出自《中华帝国图解》（加Chinese Empire, 

IUustratedY6作者序”,文中有14个拉丁文拼音（黑体 

为笔者所加）。该书初版于1842年，1858年再版。 

由于早于威妥玛拼音系统的确立时间,原文所用拼 

音不规范，既有威妥玛拼音（女口 Chin-kiang, Nin- 

chwang 和 Nanking）,又有方言（女口 Pe-chee-lee、S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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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还有汉语拼音（如Tai-wan和Hainan） o不熟悉 

拉丁文拼读规则的译者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非常 

棘手。但既然是讲述中国历史,就有迹可循。结合 

该书出版时间与原文中signing of the treaty（指1858 

年清朝签订《天津条约》）的提示，不难了解该书的相 

关历史背景。通过倒查印证，结合拉丁文拼读规则， 

即可解决译名规范化问题。经比对《天津条约》内 

容，笔者将其试译为：

“条约签订一年内向外商开放的港口是镇江;在 

平定南京及周边叛乱后随即开放的另外三个港口都 

在远至杭州的扬子江边;另有满洲的牛庄、北直隶湾 

的登州、福摩萨岛的台南、海南岛的琼州、和香港东 

北海岸线上的汕头。当时，这些地方的外贸已经很 

发达了。”

同理，由于文中的满洲、牛庄、北直隶、登州等地 

名早已变更,即使翻译为白话文，读者也未必熟悉。 

遇到这种情况，译者应通过加注来填补语义空白，使 

译文规范完整。以上译文可加脚注如下：

注释「'满洲，东北旧称;牛庄,今营口 ；北直隶 

湾，今渤海湾;北直隶为明朝行政区划,指直隶于京 

师的地区，相当于一个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大部 

和河南省、山东省的小部分地区，清初改为直隶省； 

登州，今烟台。Tai-wan疑为Tai-nan的印刷错误，因 

Tai-wan与Formosa（葡萄牙语）同指台湾岛，重义 

了。”

从上可见，拉丁文拼音翻译固然不易，但并非无 

解。了解拉丁文拼读规则、熟悉相关历史背景和倒 

查印证，就是拉丁文拼音翻译的解决之道。必须强 

调，切忌按现代汉语拼音法去拼读和翻译拉丁文拼 

音，否则必然出错。

（四）术语规范

规范的术语翻译必须符合约定俗成原则。历史 

文学著作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专业术语，有时频次 

还很高。非专业读者对术语的理解存在一定困难。 

遇到较生僻的术语时，译者也应加注予以解释。还 

需指出,在原著中,专业术语一般不像中文那样，使 

用引号或大写来标注。但是由于词语之间的关联 

性，作者在提及专业术语时会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 

标识词，这就为译者辨识并译好术语提供了线索。 

请看下例：

For mos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United King

dom had been by far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possessing the greatest empire ever seen, and Brit

ain? s leaders had been able to pursue a policy of so- 

called splendid isolation, largely impervious to any serious 

threat from other countries J11 4

这段文字乍一看不难,真要译好也非易事,难点 

在“a policy of so-called splendid isolation" k o 其中，so_ 

called是标识词。注意到这点就该知道，后面的 

splendid isolation 是专业术语;否则，so-called —词就 

失去了意义。除so-called外，常见的相关标识词语 

还有 known as, such as, renowned,notorious 等等。辨 

识只是第一步，规范译出才是关键。那么,a policy of 

splendid isolation该怎么译呢？若不了解历史背景， 

纵然知道它是专业术语，也未必能译好。其实，这是 

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史学术语——“光荣孤立”政策。 

弄清楚这一点就好办了。请看译文及注释：

“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联合王国一直是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英 

国的领导者们能够追逐所谓的'光荣孤立'政策，主 

要是没有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任何严重威胁。”胸2

一般读者不一定知道“光荣孤立”政策的确切含 

义,故加注如下：

注释:“光荣孤立政策:十九世纪中叶起英国执 

行的外交策略。核心内容是:英国不应参加任何固 

定的同盟和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均 

势'。二十世纪初，由于英国自身力量减弱和其它帝 

国主义国家的崛起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加剧,遂逐 

步放弃此政策。”购彳

另一类标识词，是与术语有紧密关系的历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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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因两者关系密切，了解历史人物是了解相关术 

语的关键。请看下例：

Mckinley wanted to make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a formidable Pacific power. Some four thousand Amer

ican troops helped take Beijing, quell the Boxers, and 

bring the ruling dynasty to account. With China，s future 

still unsettled, Hay issued a second, more broadly drawn 

open-door note in September.t3]15_16

本段翻译难点在 “ a second, more broadly drawn 

open-door note”词组上。“open-door note”指什么？若 

贸然译为“开门的字条或信件”,就会闹出天大笑话! 

原文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叫Hay的人发布的。弄清 

此人身份，就等于弄清了 “open-door note”的含义。 

根据上下文可知，麦金莱（Mckinley）是美国总统，随 

后的Hay也不会是平常人物。实际上,Hay指时任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 1838一1905），他 

提出了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文中的open- 

door note即此意。熟知美国史的人，看见Hay就知 

道是指海约翰。弄清关联人物的身份后，这一段不 

难翻译为：

“麦金莱想要向世界表明,美国不是一个好惹的 

太平洋国家。于是,他调集4000多名士兵协助攻占 

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并以此迫使清政府赔偿。鉴 

于中国前途未定，海约翰在9月发布了第二个内容 

更为广泛的'门户开放'通牒。”日22

同理,“门户开放”政策是史学术语，也应加注如 

下：

注释「门户开放政策:1899年9月6日，美国 

国务卿海约翰分别训令美驻英、俄、德、法、日、意等 

国大使，向各驻在国政府提出关于对华’门户开放’ 

政策的照会，也称'海约翰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护 

美国在华利益,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并以机会 

均等、利益均沾原则，使美国在与各国的争夺中，保 

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自由开放。”⑸83

与历史人物相关的史学术语在西方历史文学著

作中比比皆是，如Sherman anti-trust act（余尔曼“反托

拉斯法 ”）、Churchill? s three-ring diplomacy（丘吉尔“三

环外交”政策）、Taft-Katsura memorandum（塔夫脱一桂

太郎密约）Stimson doctiine（史汀生主义）等等。限

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二、结语

综上可见,历史文学翻译不同于纯文学翻译,它 

对译者有较高要求。历史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往往 

就是翻译的难点。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出现一些翻 

译质量欠佳的历史文学译著,大多与译文不规范有 

关。因此，急需在内容、文体、专名和术语几个方面 

加以规范。本文意在探讨历史文学翻译的规范问 

题，并就此提一点个人浅见。文中引用了一些个人 

翻译材料，目的只为方便研究。作为一名翻译工作 

者，笔者深知翻译的艰辛。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历 

史文学翻译的质量能得到进一步提高,希望译文的 

错误少一点，内容更规范一点。若此,则读者幸甚, 

国家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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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orins of Translating Historical Literary Works

ZONG Duanhu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Abstract: Historical literary works mainly refer to literary works that tell the true history, with the content well-docu

mented .They differ gready from pure literary works in that the former is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s, facts and data, while 

the latter is based on legends or fictional stories. Thus, historical literature is characteristic of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and 

literary art, and it is popular with the readers for its historical value and literary aesthetics. Compared with pure literary 

translation, historical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of double features——generalit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translation, mainly incarnated in facticity and academics, to which most problems of non-normative translations 

are relevan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is directed at clarifying the problems of normative translation of 

the content, language style, proper name and terminolog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y means of case study in practical trans

lating .The article holds that only by normalizing the translation in the four aspects mentioned above, can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of historical literary works be further improved.

Key words: Normative language style; normative contents; normative proper names; normative termi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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