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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界的学者们愈发关注原文和译文的文化功能对等及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原

文和译文的文化功能偏差会导致文化功能翻译失误，而要避免文化功能翻译失误就须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有鉴于此，
本研究选取 120 名美国英语母语者为被试对象，以 20 条汉译英公示语为语料，通过检测受试对译文的可接受性程度和
对译文的点评反馈两种途径，研究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表现形式及成因，并探讨在翻译决策的 4 个方面如何发挥译者主
体性以避免文化功能翻译失误，使译文满足读者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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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search on Cultural Function Mis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 Based on English Versions of Chinese Public Signs
Wang Qian

Zhan Ju

（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With the modern tendency of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researchers have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cultural
function equivalence between source text and target text and to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Cultural function deviation between source
text and target text can lead to cultural function mistranslation，whereas it can be avoided by bringing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to full play． This research first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120 American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to test their acceptability degree of the 20 English versions of Chinese public signs． Then，the subjects were required to make comments about the
cultural function mistranslation of those public signs． Through analysis，the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forms and the causes of cultural function mistranslation． Finally，four aspect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have been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have been given
to promot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so as to avoid cultural function mistranslation and meet the cultural needs of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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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化原本，
调节双语语言和文化差异上发挥着统领

在翻译失误的考察中，
文化功能翻译失误极

作用”（ 方梦之 2007： 82） 。文化功能翻译失误与

为普遍。究其原因是这类失误与语言翻译错误不

译者的翻译观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有必要探究译

同，
即它不是字面上的翻译错误，
而是译文中内隐

者主体性。近些年，
学者对汉译英公示语的研究

从而
的原文本未变功能与译语文化功能的偏差，

发现，
相比语言翻译错误，
外国人对译文中的文化

使读者难以理解甚至误解译文。译者作为翻译的

翻译失误抵触更明显，
容忍度更低。以往对翻译

主体“既是原文信息的接受者，又是译语信息的

失误的研究大多是比较原文与译文的语言接近程

“并在操纵原本，
发出者”（ 廖七一 2001： 359） ，
转

却忽视对文化功能失误的研究，
对译文可接受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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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研究和解释多为间接的，以实证方法研究文

2． 1 研究对象

化功能翻译失误的并不多见，
也鲜见翻译界的学

本研究采用网上“人对人”的方式联系被试。

者探讨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以避免文化功能翻译

120 名被试均为具有一般阅读能力的美国英语母

失误。

语者。

20 世纪 70 年代，翻译研究从以原语中心论
和语言转换观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开始向文化翻

2． 2 研究工具
借助国内公开发表的文献以及田野考察的大

译观转向，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不再处于隐形地位，

量公示语照片和资料，
挑选出 20 条在国内广泛使

而是从边缘走到中心，
成为翻译的主体，
并且译者

用的汉译英公示语。利用此语料设置测试项，
自

主体性的研究愈来愈受到翻译理论研究者和实践

书写语言
制网络版“公示语翻译可接受性”问卷，

而
者的重视。翻译绝不是源语信息的简单复制，

为英语。问卷上首先设定一个是否为英语母语者

是译者对源语作品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模仿”（ 转

然后针对 20 个测试项中的每项设计 5
的必答题，

引自金胜昔 林正军 2016： 118 ） ，
这个创造性的翻

点评分和开放式书面自由点评两种回答方式。

译过程须要有效发挥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指

2． 3 数据收集

“作为 翻 译 主 体 的 译 者 在 尊 重 翻 译 对 象 的 前 提

测试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只有是美国英

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

语母语者并且 20 个测试项都给出评分才能算有

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

效问卷，书面点评随意，有效问卷的收集截止到

识、
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查明建 田雨

120 份。采用 T 检验和 F 检验分析公示语翻译的

2003： 22） 。译者作为译文的作者，
其主观能动性

可接受性程度，
用归纳法整理点评反馈。

可以把握译文的文化功能取向，
而译文的文化功

结果和分析

能与原文的文化功能是否等值可以通过读者检

3

验。读者对译文文化功能的态度在他们解读译文

3． 1 可接受性程度结果和分析

的过程中自动生成，
他们以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为

译文“可接受性”指“译文读者（ 接受者） 对译

衡量标准，
这些标准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
因此可

文能否完全理解，
译文是否明白易懂。可接受性的

以通过译文读者的反馈了解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

即读者对译文的理解程度，
会直接影响翻译
高低，

表现形式及成因。基于此，
本研究选取美国英语

的效果”（ 范仲英 1994： 61） 。根据柰达的读者反应

母语者为被试对象，
以汉译英公示语为语料，
通过

论，
译文的可接受性程度是衡量译文质量的重要指

检测受试对译文的可接受性程度和分析他们对译

标，
也是衡量译者主体性发挥程度的指标。为了检

文的点评反馈，
探讨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成因及

5点
验译文的可接受程度，
本文采用莱克特量表，

其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

评分结果显示这 20 条公示语的可接受程度： 非常
接受（ 5 分） ，
基本接受（ 4 分） ，
不太确定（ 3 分） ，
不

2

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理论依据包括 3 个方面： （ 1） 以柰

接受（ 2 分） ，
很不接受（ 1 分） 。120 份样本可接受
如表1 。
性程度出现 5 个等级，

达“要判断某个译作翻译得优劣，必须以译文的

通过配对样本 T 检验，
项目 3、
项目 10、
项目

服务对象为衡量标准”的读者反应论为依托（ Ni-

16、
项目 6 和项目 4 之间的接受度均不存在显著

da，
Taber 1969： 41 ） ，研 究 读 者 对 译 文 的 接 受 程

p ＞ 0． 05） ，
差异（ t = 1． 00 ～ 1． 918，
这 5 个项目接

度，
了解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表现形式与影响；

受度最高； 项目 17、
项目 12 和项目 14 之间的接

（ 2） 根据巴斯奈特“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单位，

受度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t = ﹣ 0． 227 ～ ﹣ 0． 817，

翻译就是满足读者文化的需要，
翻译等值就是原

p ＞ 0． 05） ，
这 3 个项目接受度较高； 项目 18、
项目

语与译 语 在 文 化 功 能 上 的 对 等”的 文 化 翻 译 观

15、
项目 2 和项目 1 之间接受度均不存在显著差

（ Bassnett，
Lefevere 1990： 4） ，
研究原文与译文的文

异（ t = ﹣ 0． 254 ～ 1． 373，p ＞ 0． 05 ） ，这 4 个项目

化功能是否等值，
探讨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成因；

接受度处于中等水平； 项目 19、
项目 20、
项目 5、

（ 3） 根据译者在翻译决策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 4 个

项目 8、
项目 7 和项目 9 之间接受度均不存在显

方面： 1） 选择原文； 2） 解读原文； 3） 选择翻译方法；

p ＞ 0． 05） ，
著差异（ t = 0． 167 ～ 1． 430，
这 6 个项目

4） 选择表达方式和翻译技巧（ 方梦之 2004： 78） ，
探

接受度处于较低水平； 项目 11 和项目 13 接受度

讨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以避免译文中的文化功能

p ＞ 0． 05） ，
不存在显著差异（ t = 1． 747，
这 2 个项

翻译失误。

目接受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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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性描述

程度级别 均值 标准差 项目号

最高级

较高级

中等级

较低级

最低级

4． 98

4． 23

3． 73

2． 67

1． 01

0． 10

0． 41

0． 57

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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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120

能上的等值与否是评判译文质量的重要标准。20
条公示语的 5 种不同接受程度以及被试的点评反

均值

标准差

T3

5． 00

0

T10

5． 00

0

T16

5． 00

0

T6

4． 96

0． 24

馈可以反映出文化功能翻译失误对译文可接受程
度的影响。
3． 2 点评反馈结果和分析
归纳 5 个等级组点评反馈结果显示，
最高组

T4

4． 95

0． 29

和较高组内未见涉及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点评。

T17

4． 28

0． 58

点评涉及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有： 中级组的 T15，

T12

4． 22

0． 83

T2，T1； 较低级组的 T5，T7，T9，
T20； 最低级组的

T14

4． 20

0． 81

T13，
共计 8 项。可见，
可接受性程度越低的译文

T18

3． 78

0． 91

离译文读者的文化需求
文化功能翻译失误越多，

T15

3． 78

0． 91

越远，
与译入语文化功能的偏差越大。经过分类

T2

3． 75

1． 06

整理发现，
译文的文化功能翻译失误主要有两种

T1

3． 63

1． 10

形式： 文化身份指对偏差和社交意图理解偏差。

T19

2． 76

1． 18

T20

2． 73

1． 16

T5

2． 70

1． 12

T8

2． 66

1． 10

T7

2． 61

1． 08

T9

2． 54

1． 06

T11

1． 03

0． 16

T13

1． 00

0

0． 78

注： T 为测试项的代称。
此外，
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5 个组别的接
受度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表明： 5 个组别间的接受
度 存 在 极 为 显 著 的 差 异 （ F = 1938． 40，p ＜ 0．
001） 。经检验发现，
5 个组别的接受度逐级显著
递减，最 高 组 的 接 受 度 明 显 高 于 其 它 4 个 组 别
（ M d = 0． 75，
p ＜ 0． 001； M d = 1． 25，
p ＜ 0． 001； M d =
2． 32，
p ＜ 0． 001； M d = 3． 97，
p ＜ 0． 001） ； 较高组的
接受度明显高于中等组、
较低组和最低组 （ M d =
p ＜ 0． 001； M d = 1． 57，
p ＜ 0． 001； M d = 3． 22，
0． 50，
p ＜ 0． 001 ） ； 中等组的接受度明显高于较低组和
最低组 （ M d = 1． 07，p ＜ 0． 001； M d = 2． 72，p ＜
0． 001） ，
较低组的接受度明显高于最低组 （ M d =
1． 65，p ＜ 0． 001 ） 。即 最 高 组 ＞ 较 高 组 ＞ 中 等
组 ＞ 较低组 ＞ 最低组。
测试项可接受程度呈现 5 个等级差异的结果

首先，
以译文文本内容与读者在文化身份上
的对等作为可接受性标准，被试的点评参见表2 。
点评显示，
被试认为这 4 条公示语译文内容好像
都是针对“本土的、
当地的、
中国的”对象，
而不是
外国人的群体特征。外国读者衡量翻译服务对象
参照的标准是自己的文化身份，
否则就是服务对
译文
象错了或没有必要翻译成英语。分析认为，
保留的原文预设指对关系与外国读者的文化身份
存在冲突。这一矛盾客观上反映出译者以原文为
中心而忽视读者反应的翻译观。
其次，
以译文文本内容与读者在社交意图上
的对等为可接受性标准，
被试的点评参见表3 。点
评显示，
被试认为这 4 项译文的社交意图含糊，
意
思没表达清楚或无法读懂。其中，
不清楚 T5 说的
是宠物还 是 人，或 有 其 它 隐 含 意 义； T20 提 到 的
“文明”让人感到不安； T9 的“下”和“上”缺乏上
下文语境，
指示不清； T13 的“五讲四美三热爱”译
文表达的社交意图有歧义。整体来看，
译文读者
若对社交意图不理解或理解偏差，
可接受性程度
显示出更低的趋势。分析认为，
读者不理解译文
的社交意图与原文中的民族文化内容有关，
这种
文化差异导致原语的文化语用预设在译文中缺失
文化功能翻译
及译语和原语的文化功能不等值，
失误是影响翻译效果和质量的主要原因之一。

译文存在不同程度的翻译失误，
被试对翻译
表明，

结束语

失误容忍度存在差异。译文的翻译失误包括语言

4

翻译失误和文化功能翻译失误，
但以往对译文可

本研究通过考察美国英语母语者对汉译英公

强调
接受性程度的研究长期停留在语言层面上，

示语可接受性的程度，
探讨翻译失误中的一个难

译语和原语在语言表达上的对等，
过分关注译文

—
—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表现形式及成因。5
题—

的语言翻译失误。文化翻译观的领军人物巴斯奈

个不同等级的可接受程度和相关点评显示： （ 1 ）

特认为，
翻译等值就是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

可接受程度越低的译文，
存在文化功能偏差的可

译文和原文在文化功
的对等（ 廖七一 2001： 359） ，

能性越大； （ 2） 译文中保留原文本土的、
中国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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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系（ 见表2 ） 和民族文化内容 （ 见表3 ） 为文化

的缺失和以原语为中心的翻译观是文化功能翻译

功能翻译失误的表征要素； （ 3 ） 译者主体性发挥

失误的主要成因。

表2
级别

文化身份指对偏差描述

项目号
T15

N =4

译文和点评
No Admittance for Vendors
One would assume all the vendors would be local and would not need the sign translated for foreigners．

中

T2

等
级

T1

No Scribbling ＆ Defacing
I wouldn＇t think most travelers would consider doing this anyway． I would figure it was only for the Chinese citizens since I wouldn＇t think of doing it．
No Spitting
I think this may be more useful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because culturally they do this more than
foreigners．

较

T7

No Pet Peeing on the Sidewalks or Grasslands

低
I doubt that travelers would be bringing their pets to China，no point in translating this one．

级

表3
级别

社交意图理解偏差描述

N =4

项目号

译文和点评

T5

Peeing or Defecating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n the Park
I am not sure of the purpose of this one． Is it for pets or humans？ Does this park have no restroom facili-

T20

ties and that is why the sign is needed？
Be a Civil Visitor

较

I would be uncomfortabl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the sign means by civil． I would be afraid that I might

低

do something that might be considered uncivil in China but not in the U． S． For example，in the U． S．，

级

pushing when you are in a crowd of people is considered rude，but it is perfectly accepted in China．
T9

Get Off First，Get On Next
What？ ？ ？ Does this refer to elevators？ ？ ？ If so，then yes． When in China，I found that I had to wait for
others to enter and then I was able to push my way through to get off！ I thought it was common courtesy！

T13

I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communicate — is it to get off a road？
Five Stresses，Four Beauties and Three Loves

最

I saw an explanation of this online，but most people from outside China or Asia will be unfamiliar with it．

低

Sounds like an advertisement for sex？

级

Sorry，I just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But it sounds like something Lao Tzi might have said？
While poetic and cute，but I do not have a clue what this means．

研究发现，
文化功能翻译失误在交际中的具

前一种文化功能翻译失误不接受的原因证明吕和

体表现是“译文的服务对象错了”或“意思没表达

发的“某些公示语完全是针对本地、本国公民需

清楚”，
即文化身份指对偏差和社交意图理解偏

求和行为特点而设置的，
与外国受众存在指对偏

差。这两种翻译失误都与译者主体性的缺失相

差”（ 吕 和 发 2005： 26 ） 的 观 点 是 正 确 的。译 者

关，
这种缺失导致对原文文化功能理解的偏差以

“把对内的话语直译成外文”（ 张新红 2000： 19） ，

及翻译调整的失误，
呈现的可接受性趋势与图瑞

为翻译而翻译，
忽视译文的读者 / 服务对象，
由此

（ Toury） 的“贴近译语的译文其可接受性是占上

造成指对偏差。被试拒绝接受后一种翻译失误的

风”的理论相符（ 转引自方梦之 2007： 33） ，
说明外

主要原因是不理解或误解译文的内容，
与窦卫霖

国人对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容忍度很低。被试对

和祝平“越是涉及我国特有的事物和观念，就越

107

2019 年

王倩

战菊

文化功能翻译失误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第1 期

难被外国人所理解”的观点相符，由于地域和人

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
而是译者理解

文等的不同，
文化之间不仅有文字书写方式及语

作者意图，
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再现于另一文化

言结构上的差异，还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 （ 窦

”（ Snell-Hornby 1988： 2 ） 总之，翻译
的语言表现。

卫霖 祝平 2009： 63） 。译者主观上忽略译入语的

不是译者简单地用译语去描述原语的内容，
而需

未调整原语文本中的民族文化内容，
是
文化特色，

译文的文化功能和
要译者充分地考虑译文读者、

译文出现社交意图模糊和理解障碍的主要原因。

译文的文化语境，
协调和操控原语和译语的文化

整体上看，
两种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根源都在于

功能，
恰当和积极地发挥译者主体性以避免译文

简单地把原语
译者的翻译观： 以原语文化为中心，

的文化功能翻译失误。

文本对内的文化概念用英语复制，
未能发挥译者
主体性。
译者是原文的读者和译文的作者，
在翻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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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测试项译文和原文

N = 120

译文

原文

1． No Spitting

1． 禁止随地吐痰

2． No Scribbling ＆ Defacing

2． 禁止乱写乱画

3． Please Keep off the Grass

3． 请不要践踏草坪

4． Thank You for Not Littering

4． 请勿乱扔

5． Peeing or Defecating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n the Park

5． 严禁在公园内大小便

6． Please Do Not Leave Food or Wrappers Behind

6． 请不要随手乱扔废物垃圾

7． No Pet Peeing on the Sidewalks or Grasslands

7． 禁止宠物在人行道和草坪上便溺

8． Please Be Silent in Public Places

8． 请在公共场所保持安静

9． Get Off First，Get On Next

9． 先下后上，文明乘车

10． Wait Behind the Yellow Line

10． 请在黄线后等候

11． Please Queue This Line

11． 请在此排队

12． Please Offer This Seat to the Elderly or Weak or the Disabled

12． 请给老弱病残抱小孩及孕妇让座

or Those Carrying the Children or Pregnant Women
13． Five Stresses，Four Beauties and Three Loves

13． 五讲四美三热爱

14． Don＇t Take Food or Drink into This Ｒestaurant

14． 本店严禁外来食物和饮料

15． No Admittance for Vendors

15． 禁止小商小贩

16． Please Do Not Pick the Flowers

16． 请不要折花

17． Please Flush Toilet Bowl

17． 请用后冲洗

18． Keep the Bus Clean

18． 保持车内卫生

19． Smiling Service to All Customers

19． 微笑服务

20． Be a Civil Visitor

20． 做文明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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