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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译文分析的语料库途径是通过融合定量研究和定 性研究, 用特定的 文本分析软 件对翻 译文本 进行词 汇、
句

法、语篇和修辞等层面的实证分析。本文探讨基于语料 库的译 文分析 的可行 性和实 现途径, 并以 茶 馆 的英若 诚译文
和霍华译文为语料, 对比分析两译文的用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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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rpu s based A pp roach to Tran slation A nalysis
W ang Jia y i
(H unan Institute o f Eng ineer ing, X iangtan 411104, Ch ina)
Integrating quan tita tive and qualitative m ethods and using particu la r softw are, corpus based approach to transla tion ana lys is
investigates transla tion ve rs ions acro ss lex ica l leve,l syntactica l leve ,l textual level and rhetor ica l leve.l T he thesis explores the
feasib ility and rea liza tion o f corpus based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analysis. A case study is ca rried out to investiga te the lex ica l
features of the tw o versions o fCh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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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
语料库翻译研究 是 20世 纪 90 年代以来 兴起 的翻译

呈现快速增长 趋势, 语 料库 作为 一种 研究 方法 逐渐 获得
大家的青睐。这些研究主 要集中在: ( 1)语料 库与翻译研

研究方法, 其根本思想是用语 料库语 言学的 工具、技术和

究综述和介绍, 如廖七一 ( 2000), 丁树德 ( 2001), 刘 康龙、

方法对大量真实的翻 译现象进行 描述并从 所描述 的翻译

穆雷 ( 2006) , 王克非、秦洪武 ( 2009); ( 2)语料库与翻译教

!自身 ∀的语 言特 征中 寻找 翻译 现象 固有 的规 律 性特 征。

学, 如王克非 ( 2004)、
倪传 斌 ( 2005 )、秦洪武 ( 2007); ( 3)

( 胡显耀 2007: 214)语料库翻译研究已成为当今描述翻译

语料库与翻译普 遍性, 如黄立 波、
王克 非 ( 2006) , 吴 昂、
黄

研究领域中一种新的研究 范式, 在理 论、
描 写和应 用等层

立波 ( 2006) ; ( 4)语料库的建立和运用, 如王克非 ( 2004)、

面对翻译研究和翻译 教学以及翻 译培训起 着越来 越重要

何莲珍 ( 2007) 。与国外 研究 相比, 国 内基 于语 料库 的翻

的作用, 并激发了 众多 学者 对相 关问 题进 行研 究的 浓厚

译研究中介绍 性或 评价 性和 建库 方案 的文 章较 多, 实证

兴趣。M ona Baker提 出 基于 语料 库 的翻 译普 遍 特征: 简

性翻译研究较少 。根据刘 康龙、
穆雷对 14类期刊的统计,

略化、明晰化、规范 化和 平整 化。之 后, 围绕 这 一主 题的

只有 4篇论文, 只占此类研究的 21% (刘康龙 穆雷 2006:

研究大量涌现, 主要有 Baker( 1993, 1996) , K enny( 1998,

61)。 ! 这个数字跟语料库作为实证 研究的工 具相比是极

2001), M unday ( 1998), Lav io sa ( 2002), O lohan ( 2004)

不相称的。∀ ( ibid. )语料库与翻译研究在国内 还处于介绍

等。他们纷 纷检 验 Bake r的 假设; 以共 时 语 料为 研 究对

和评价时期, 基于 语料 库的 翻译 研究 在各 个层 面都 有待

象, 依靠计算机技术分析数 据, 如 平均句 长、类符形 符比、

加强, 译文分析的实证研究值得尝试。

词汇 密度 等, 考察词 汇多 样性、信息 负载 等; 把理 论阐释
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探讨翻译文本的特征。
近年来, 国内基 于语 料库 的翻 译研 究 文章 的发 表量

2 基于语料库译文分析的实现
基于语料库 的译文分析是采 用定量和 定性相 结合的

* 本文系湖南省 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 !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 ∀ ( 08C21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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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用特定的文本分析 软件对 翻译文 本进行 词汇、
句法、语篇和修辞等层面的实证分析。

茶馆 两译文用词特征个案分析

3

语料是语 言分 析的 基础。目 前, 国 内与 翻 译相 关的

本研究以 茶馆 的 英若 诚译文 和霍 华译文 为语 料,

语料库有北京 外国 语大 学通 用汉 英平 行语 料库, 南 京大

对比分析 两译 文的 用词 特征。为 了更 好地 比较 两译 文,

学英汉名著翻译语料库 ( NU CECC), 北京大学计算语言研

还选用英语本族 语语料库 BNC 作为参照语料库。

究所、清华大学智 能技 术国 家重 点实 验室 和中 国科 学院

首先对英若 诚译 文和 霍华 译文 进行 扫描 、校对 并分

计算技术研究 所共 同开发 的 ! 面向 新闻领 域的 汉英 翻译

别保存为纯文本 文件, 然后用 CLAW S软 件对两译 文语料

系统 ∀等。但大众能接触到的则很少, 无法 满足语 言学习

进行词性标注, 建立小型 茶馆 译文库 (包括 英若诚译文

与研究的需 要。自 建小 型语 料库 因其 内容 更具 针对 性、

子库和霍华译 文子 库, 以下 分别 简称 为英 译文 库和 霍译

即时性和 新颖 性 而 日渐 受 到语 言 学习 者 与 研究 者 的重

文库 ), 再利用 W o rdSm ith Too ls的相关程序对 两译文子库

视。小型语料 库的 创建 包括 语料 库的 设计、语 料的 收集

进行检索, 得到译文在类符形符比 ( type token ra tio) 、
平均

和语料库的 预 加工 等过 程。在创 建自 己的 语料 库前, 首

词长、词 汇密 度、常用词 表等 相关 信息, 通过 这些 信息考

先应根据该语料库的用 途确定 原则和 方案。语料 的收集

察 茶馆 两译文的用词特征。

主要有两种方 式: 一是 通过 光电 扫描 或键 盘输 入制 作电

3. 1 用词变化

子文本; 二是利用网络上已有 的电子 文本, 将其转 化为需

语料库语言 学主要通过类符 形符比考 察文本 的用词

要的格式。语料库的预加 工主要 包括语料 的标识 和语料

变化情况。类符 ( type)是语料 库中不 同的词语 , 形 符 ( to

的赋码。收集 好的 语料 还要 清除 杂质 和多 余符 号, 并统

ken)是语料库中所有的 词形。类 符形符比 在一定 程度上

一语料的格式和存放方 式。语料 最好是每 一个文 本作为

反映了语 料的 用词 变化。类 符形 符比 值越 大, 表明 该文

一个独立文 件 单独 存放。这 样, 研究 时就 可得 出每 个文

本使用的不同词 汇量越大; 反之, 不同 词汇越 少。通过类

本的统计特征及整个语 料库的 总体统 计特征。以 创建张

符形符比值的大 小可以比较不同 语料库中 词汇变 化的大

培基译文库为 例, 首先 把张 培基 先生 的译 文通 过扫 描并

小。但由于在 一定 时期 内语 言的 词汇 量有 限, 若语 料库

保存为可用检 索软 件检 索的 纯文 本文 档; 为使 语料 库发

容量不断扩大, 形符数会持续 增加, 而类符 数却不 一定会

生更大作用, 还应 对语 料作 一定 的标 注, 如用 CLAW S对

增加, 从而导致语料库容量越 大, 类符形符 比值反 而越来

语料进行词性标注, 然后再按译文标题分类保存。

越小, 因而不同容 量的 语料 库的 类符 形符 比不 具备 可比

索引工具是基于 语料库的 译文分 析的必备 条件。小

性。所以, 语料库语言学一般用标准类符形符比 ( standard

型 译文库 建立 后, 根据研 究目 的, 研究者 需检 索语料 库,

type token ra tio)衡 量 语料 库 的词 汇 变 化, 即 按一 定 长度

通过语料库 的 检索 获得 用来 分析 的相 关数 据。目前, 较

( 通常是 1000个形符 )分批计算 文本的类符 形符比, 再求

常用的 索 引 工 具 有 W ordSm ith T ools, A ntconc, TACT, M i

平均值。下表是通过 W ordSm ith软 件统计 的 茶馆 两英

croConco rd等。索引工具的基本功能 包括词 表生成、语篇

译文语料库和 BNC 语料库的类符形符情况。

统计、! 带语境的关键词 ∀ ( KW IC)索引、主题词提取、词丛

表1

各语料库的类符形符统计

统计等。词表功能主要用 来创建 语料库中 词汇使 用频率
列表, 可用来研究语料库中的 词汇类 型, 确 定语料 库中常
见词丛和比 较不同 文本 特定 词汇的 使用 频率。 ! 带 语境
的关键词 ∀ ( KW IC)索引主 要是查询和统计某个 或某类词
汇或短语在指定文本中 出现的 次数。主题 词提取 功能把

英译文

霍译文

BNC

形符
类符

22, 211
3, 031

22, 714
3, 040

102, 467, 488
166, 962

类符形符比
标准类符形符比

13. 65
42. 16

13. 38
40. 99

0. 16
41. 20

一个语料库中的词频 与参照语料 库中的对 应词的 词频进
行比较, 以确定这 个语 料库 与参 照语 料库 在词 频方 面是

从表 1 可 知, 英译文 的形符 数为 22, 211, 霍译 文的形

否 存在显 著差 异, 为研究 语域 差异、作家 写作 风格差 异、

符数为 22, 714, BNC语料库的形符数为 102, 467, 488。英

学习者语言与本族语使 用者语 言间的 差异提 供数据。把

译文的 类符数为 3, 031, 霍译文的类符数为 3, 040, BNC语

这些功能运用于译文 分析, 研 究者就 能获得 译文在 词汇、

料库的类符数为 166, 962。再看 标准类符形 符比, 英译文

句法、篇章和修辞等方面的 统计信 息。如词 汇方面, 研究

的标准类符形符 比为 42. 16, 霍译文 的标准类 符形符比为

者可 进行 用词变 化、平均 词长、词汇 密度、常 用词 表等方

40. 99, BNC 语料库为 41. 20。从这 3个数 字可以看 出, 英

面的 分析; 句 法方面, 研 究者 可对译 文的 平均 句长、复杂

译文的标准类符 形符最 高, 其次为 BN C和 霍译 文。这表

句、缩略形式、
标点符号等 进行分 析; 语篇方 面, 研 究者可

明: ( 1)英 译文 用词 范 围更 加宽 泛, 表 达方 式 更 加生 动;

进行词汇衔 接 的量 化分 析。翻译 文本 多层 面、全方 位定

( 2)霍译文用词范 围相对狭窄, 但更 接近本族 与使用者用

量分析, 为翻译批评提供可靠的量化依据。

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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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平均词长

为: 实词 #总词数 ∃ 100% 。英语实 义词指 具有稳 定词汇

平均词长是西文 文本中类 符的平 均长度。通 常情况

意义 的词 语, 包 括名 词、动词、形容 词和 大多 数副词 4个

下, 平均词长较长说明文本中 用的长 词、
常 见文本 中分别

词类; 功能词指不 具备 稳定 词义 或意 义模 糊而 主要 起语

由 2、3、4、5个字母组 成的单词较 多, 平均词 长在 4 左右。

法功能作用 的词 语, 主要 包括 代词 、
介 词、连 词、冠词、助

如果低于 4, 意味 着文章语言比较简洁浅显。如 果远高于

动词等词类。 (胡显耀 2007: 214) 在具体 统计 中, 本文把

4, 意味着文 章语 言比 较复 杂深 奥。可 见, 词长 反映 用词

名词、动词、
形容词和副词 4类 ! 具有稳定 词义 ∀的词类作

的复杂程度。 3个 语料 库 的平 均词 长 分别 为 4. 19、4. 35

为实词。篇章中的实词越 多, 篇章的 密度越 大, 其 传递的

和 4. 54。这表明, 3个语 料库在 平均词 长方面 接近, 总体

信息也越 多。可见, 词 汇密 度可 以反 映篇 章的 信息 量和

用词难度没有 什么 区别, 霍 译文 用词 复杂 程度 更接 近本

难度。词汇密度偏高, 说明该 篇章的 实词比 例较大, 因而

族语使用者, 英译文用词复杂程度略底于本族语使用者。

信息量也较大, 难度也相应增加。

为了更 详 细 地 描 写 语 料 库 各 长 度 词 的 使 用 情 况,

表3

两译文子库词汇密度统计

W ordSm ith软件 在作 词频统 计时 会自动 计算 出各 长度词
在语料库中 的 使用 频率。但 如果 语料 库的 容量 不一 样,
语料库的实 际 词长 出现 次数 就不 具可 比性。所 以, 我们
采用每 1000词词长数, 即每 1000词不同长度的单词在语
料库中出现的次数。这种 方法可 更客观地 比较各 长度词
在不同语料库中的分 布情况。表 2 是各长 度词在英 译文、
霍译文和 BNC 语料库的每 千词 分布情 况。结 果显示, 英

英译文

霍译 文

形符 百分比
6, 028 27. 1

形符 百分比
6, 479 28. 5

v.
ad.j

2, 803
1, 121

12. 6
5. 0

3, 210
1, 377

14. 1
6. 0

adv.
总计

1, 031
10, 983

4. 6
49. 3

1, 762
12, 828

7. 8
56. 4

词性
n.

译文的每千词中 1- 4个字母 长度词 均高于 霍华译文 , 而
霍华译文每千词中 5- 10个字母长度词均高于英译文。
5个字母词以上 ( 含 5个字 母 ) 的词属 于难度 较大的
词。我们把上表中 各语 料库 中 5 个字 母词 以上 (含 5个
字母 ) 的词的每千 词的出 现频 率相 加, 得到 如下 数据: 英
译 文 为 342. 02/千 词, 霍 译 文 为 384. 6 /千 词 , BN C 为
399. 8/千词。这些数据反映 3个 语料库 使用 难度 词在总
体上有一定差别: 霍译文用词 难度大 于英译 文, 而 两译文
的用词难度又都小于 本族语使用者。
表 2 各 语料库每千词的不同长度词统计

由表 3 可知, 霍译文中名词、
动 词、
形 容词和副 词所占
的比列均高于 英译 文, 霍译 文的 词汇 密度 明显 高于 英译
文。词汇密度 的差 异表 明: 霍译 文使 用实 词的 倾向 性明
显高于英译文。英译文通 过减少 实词来增 加译文 的可读
性, 而霍 译文 实词比 例高, 使 其译 文传达 更多 信息, 客观
上增加了译文的 难度。
3. 4 常用词表
W o rdSm ith T oo ls提 供的 词 表功 能 除了 普 通 词频 表,
还有按字母顺 序随 意改 变次 序的 词表, 同 时也 提供 语料
库的各 种基本统计信息。从表 4可知, 在 3个语料库使用

英译文

霍译文

BN C

1 letter w ords
2 letter w ords

37. 8
150. 3

37. 3
141. 9

47. 1
172. 5

英译文和霍译文 使用 9个相同词: the, o ,f and, a, to, in, a,

3 letter w ords
4 letter w ords

227. 1
242. 9

207. 3
228. 9

203. 9
176. 7

tle. 使用频率最 高 的 10 个 词在 两 译文 中占 的 比例 分别

5 letter w ords
6 letter w ords

121. 1
87. 4

129. 1
105. 1

107. 7
79. 4

7 letter w ords

63. 1

64. 4

72. 9

8 letter w ords
9 letter w ords

37. 1
18. 1

44. 4
20. 1

51. 3
37. 5

10 letter w ords
11 letter w ords

9. 1
3. 7

16. 4
3. 2

24. 5
13. 8

12 letter w ords
13 letter w ords

1. 62
0. 7

1. 2
0. 5

7. 2
4. 0

用词中共使用 11 个相 同 的词: it, for, w ith, L iu, but, m y,

14( + ) letter w ords

0. 1

0. 2

1. 5

中所占的比例分 别为: 英译 文 11. 96% , 霍译 文 12. 65% ,

频率最高的 10个词中, 有 6个相 同: the, o ,f and, a, to,

in.

you, I, 各有 1个不 同: 英 译本中的 L ifa和霍 译本中的 lit
18. 69% 和 18. 47% , 均低于 BNC 的 13. 14% 。这说 明: 两
译文在使用频率 最高的前 10 个词的 使用上 基本一 致, 词
语选择和所占比列几乎相 同; 与本族 语使用 者相比, 两译
文呈现出高频 使用 最常 用词 的倾 向, 这一 现象 验证 了翻
译文本的简化特 征。
我们用 同样方 式统计 两译文 和 BN C 中第 11- 30个
最常用词的情况 。结 果显示, 两译 文在第 11- 30 个最常
m e, your, be, on, o ld. 第 11- 30个最常用词在各语料库
BNC 12. 01% 。统计结 果表 明: 两译 文在 第 11 - 30 个最

3. 3 词汇密度

常用词的用词 选择 上存 在较 大差 异; 词语 使用 频率 差别

词汇密度指 实词 在语 料库 中占 的比 例, 其 计算 方法

很小, 与本族语使用者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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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译文分析的语料库途径

3个语料库常用词表统 计

英译文

霍译文

第 1期

何莲珍. 基于汉、
英语平行 语料库的翻译数据库设计 [ J].
现代外语, 2007( 2).

BNC

胡显耀. 基于语料库的汉 语翻译小 说词语 特征研 究 [ J].
序号 词汇

频率

%

词汇

频率

%

词汇

频率

%

1

The

813

3. 66

The

625

2. 75

The 6, 074, 315 5. 93

2

A

517

2. 33

To

564

2. 48

Of

3

To

499

2. 25

Y ou

531

2. 34

4

You

453

2. 04

A

519

2. 28

To

2, 613, 090 2. 55

5

A nd

366

1. 65

And

431

1. 90

A

2, 189, 709 2. 14

6

Of

And 2, 629, 938 2. 57

365

1. 64

373

1. 64

352

1. 58 W ang

342

1. 51

8

I

316

1. 42

I

323

1. 42

9

In

261

1. 18

In

258

1. 14

Is

997, 109

0. 97

10

L ifa

208

0. 94 L ittle

230

1. 01

For

890, 134

0. 87

4150 18. 69

4196 18. 47

In

2006( 5).
廖七一. 语料库 与翻译 研究 [ J]. 外 语教学 与研 究, 2000
( 5).
刘康龙 穆

倪传斌. 语料库数据驱 动技术在 科技 翻译教 学中 的应用
[ J] . 中国科技翻译, 2005( 4).

1, 058, 066 1. 03

22, 599, 888 13. 14

雷. 语 料库 语 言学 与翻 译 研究 [ J]. 中 国翻

译, 2006( 1).

1, 963, 194 1. 92

That 1, 121, 864 1. 09
It

黄立波 王 克 非. 翻 译 普 遍 性 研 究 反 思 [ J]. 中 国 翻 译,

3, 062, 469 2. 99

7 W ang

总计

Of

外语教学与 研究, 2007( 3) .

秦洪武. 对应语料 库在翻 译教 学中 的应用: 理 论依 据和
实施原则 [ J]. 中国翻译, 2007( 5).
王克非. 双语对应语料库研制与 应用 [ M ]. 北京: 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 版社, 2004.

可以对 茶馆 两译文的用词特征概括如下: ( 1)英译
文用词范围更加宽泛 , 表达方 式更加 生动; 霍译文 用词范
围相 对 狭 窄, 但 更 接 近 本 族 与 使 用 者 用 词 变 化 情 况。
( 2)霍译文 使用实词的倾向性 明显高于英译文; 英译文通
过减少实词来 增加 译文 的可 读性, 而 霍华 译文 实词 比例
高, 使其译文传达了更多的信 息, 客观上增 加了译 文的难
度。 ( 3)两译文在使用频率 最高的前 10个词的 使用上基
本一致, 词语选择和所占比例 几乎相 同; 与 本族语 使用者
相比, 两译文呈 现出 高 频使 用最 常用 词的 倾向。两 译文
在第 11- 30个最常用 词的用 词选择 上存在 较大差异 , 但
词语使用频率差别很 小, 与本族语使用者相当。

王克非 秦洪武. 英汉语言特征 探讨 % % % 基于对 应语料库
的宏观分析 [ J]. 外语学刊, 2009( 1).
吴

昂 黄立波. 关于翻译共 性的研 究 [ J]. 外语教 学与研
究, 2006( 5).

杨惠中. 料库语言学导论 [ 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
社, 2002.
Baker, M. Co rpus L inguistics and T ranslation Stud ies: Im
p lications and A pplications [ A ]. Bake r, M., F ranc is,
G. & E. T ogn in i Bone lli ( eds. ). T ex t and T echnology:
InH onor of John S inclair[ C]. Am sterdam: John Ben ja
m ins, 1993.
Baker, M. Co rpus based T ransla tion Studies: the Cha llenges

4 结束语

tha t L ie A head[ A ] . Some rs, H. ( ed. ) . T erm inlology,

本研究探讨基于 语料库的译 文分析可 行性和 实现途

LSP and T ransl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E ngineer ing,

径, 对比分析 茶馆 两 译文的 用词 特征。译 文分析 的语

in H onor of Juan C. Sage[ C ]. Am sterdam: John Ben

料库途径把定 性研 究与 定量 研究 有机 结合 起来, 通 过特
定文本分析软件对翻译文 本在词 汇、句法、语篇和 修辞等

jam ins, 1996.
K enny, D. C reatures o f H ab it? W ha t T ranslato rs U sua lly do

层面的 倾向 性 特征 进 行 量化 分 析。该 途径 具 有 如 下优

w ith W ords[ J]. M eta XLIII, 1998( 4).

势: ( 1)它将翻译文本研究变得具体和可操作性强; ( 2)它

K enny, D. Lex is and C reativity in T ransla tion %

将小规模的、人工 的和 局限 于个 别文 本类 型的 研究 变成
大规模、系统和目标 明确 的研究; ( 3)研 究结 果具 有客观
性和说服力, 较好 避免 了传 统点 评式 和感 悟式 的单 一定
量研究方法带来的主 观性和随意性。

A Corpus

based S tudy [ M ]. M anchester: St. Jerom e, 2001.
Lav io sa, S. Corpus based T ranslation S tud ies: Theory, F ind
ings, A pp lications [M ]. Am sterdam: R odop,i 2002.
M unday, J. A. Com puter ass isted A pproach to the A na lys is
o f T ranslation Sh ifts[ J]. M eta XL III, 1998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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