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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外交视野下的汉语词汇翻译研析
张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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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公共外交。公共外交需要对接内外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适应
“听得懂、
外国受众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提高对外交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汉英词汇翻译中要遵循
易理解”原则，做到准确理解语言现象，理解逻辑关系，理解原文涉及到事物的内涵。通过音译、直
意译、注解等方式进行有效语言沟通，更好地传播中国内外政策、塑造国家形象，推进公共外交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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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加强，作为加强对外交流的重要举措，至

一

2010年5月，我国已在世界88个国家和地区创设了
282所孔子学院。[2]（P.121）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

随 着 中 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 影 响 力

是让世界听懂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基本

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方式是通过传播、交流等手段，向外国公众介绍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面临着新的更深刻的相互调

中国的内外政策，以增强了解、减少误解，为中

适。如何准确认识和传播中国仍是发展中的国家

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让外国公众尤

属性、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如何减少外部世

其是西方公众能够倾听中国，必须有效对接内外

界对我快速发展的疑虑，化解矛盾，为我国发展

话语体系，实施有效语言沟通。温家宝在谈到如

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公共外交作为塑造国家形

何加强和改进外宣工作时，提出要“尽量使用国

象、提升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和展示平台，其地位

际社会听得懂、易理解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

和作用愈益重要。开展好公共外交直接关系到我

进行交流”，[3]也就是说要根据国别和地区差异，

国国家形象，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1]

针对不同受众，转变话语体系，淡化宣传色彩，

公 共 外 交，是由政府主导，以外国 公 众 为

以对方习惯接受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阐述观

对象，以大众传媒和国际交流为主要手段，以维

点，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护和促进国家利益为宗旨的国际交往形式，是政

语言是思维和交流的工具，由于中国人和

府外交的重要补充。以2004年外交部新闻司成立

外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要把中国的社会文化内

公众外交处为标志，公共外交在我国越来越受到

涵和方针政策简洁明了地传播到外国受众并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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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确实并非易事。传播学学者陈力丹曾指

（Chung Yeung Festival）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

出，我国的对外传播稿件，大部分来源于中文

的，比如，阴阳（yin yang），道家（taoism），麻

稿，因而在翻译后的英文稿中，充满了明显的汉

将(mahjong)，老子（Laozi），磕头（kowtow），

语讲话方式和思维方式。这种情形经常造成外国

禅（zen），京剧（jingju）等；反映中国传统美食

受众的误解和疑惑；即使言辞达意，也已经让外

的，如，饺子（jiao zi），年糕（nian gao），豆

国受众失去了兴趣。因此，适应外国受众理解习

腐(tofu)，炒面(chow mein)，粽子（zhong zi），馄

惯、准确翻译与传播汉语，建立无沟通障碍的话

饨（won ton）等；反映中国传统武术的，如，太

语方式在公共外交中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限于篇

极(Tai Chi)、少林(shao lin)，中国功夫（kung fu）

幅，主要讨论公共外交视野下的汉语词汇如何英

等；这些白皮黄心的剥壳“鸡蛋词”，代表了中

译的问题。

国气质，反映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活习俗，无
须向“英语世界”做额外解释，就能顺利地理解

二

沟通。
（二）一些反映中国浓郁传统文化习俗的词

要 适 应 公共外交需要，提高对外交 流 的 针

汇，翻译时既要揭示特有中国文化内涵，又要符

对性和有效性，就要符合公共外交视野下对汉语

合外国人思维习惯，要尽可能使用英语相对应的

词汇英译的要求，在汉英翻译中遵循“听得懂、

词汇进行翻译。

易理解”原则，做到准确理解语言现象，理解逻

以春节传统习俗为例，一些反映习俗的词汇

辑关系，理解原文涉及到事物的内涵。即：一是

翻译时，要通俗易懂，让外国人明白。如，送旧

坚持信息等价性，要准确把中文的意思、内涵忠

年(waving good-bye to the old year)的时候有腊八粥

实译出，使译文信息与原文信息相等或相当；二

(the Laba rice porridge)，小年送灶神(waving good-

是坚持源语取向性，要充分彰显中文源语中所具

bye to the kitchen god on the Minor New Year’s day)，

有的文化和风格特征；三是坚持信息传递简洁明

扫尘(sweeping off the dust)，办年货(preparing the

了性。即要本着“得意忘形”的原则，把中文意

food for the Chunjie Festival)，剃年头(having the hair

思提炼出来，用英语思维，以外国受众的习惯和

cut)，贴春联（spring festival couplets）；过大年

方式表达意思。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翻译要

(celebrating the New Year’s Eve)的时候，有祭祖宗

信、达、雅，这里的达、雅，主要是指要符合外

(offer sacrifices to one’s ancestors)，年夜饭(the dinner

国受众的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在具体汉英语言

on the New Year’s Eve)，守岁(staying up for the night

翻译中，要注意不同情境、区别对待，可分为下

on New Year’s Eve)，拜年（pay New year’s call），

列类型：

压岁钱（gift money）等。

（一）反映中国特有传统文化习俗、体现中
式逻辑的词汇，可以直接音译到英语中去。

（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
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为向世界准确客观介绍中国

有 人 形 象称之为剥壳“鸡蛋词”， 外 白 内

各方面情况，对具有当代中国社会特色的词汇，

黄。从tea,tao等词语开始，许多“鸡蛋词”开始影

可采用中国英语、符合英语规范翻译、释译等方

响到西方人的现代生活，有些已经为英语世界所

式处理。

普遍接受。如，反映中国传统民俗节日的，有春

一是具有中式逻辑、已被西方接受的词（即

节（Chunjie Festival or Chinese New Year’s Day),元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可直接应用到对外

宵节（Yuanxiao Festival），清明节（Ching Ming

交流中。如，1958年产生的“大跃进”在英语中

Festival），端午节（Duan Wu Festival），重阳节

成了big leap forward,这个短语已经为英语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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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时代》杂志在封面上甚至用仿造的big

raise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抓改革、

leap forward来形容中国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态

增活力(press ahead with reform to make the economy

势。再如，乡镇企业（township enterprise），农

more vigorous)，重民生、促和谐(give top priority

民工（rural migrant worker），厚黑学（thick black

to ensuring people’s wellbeing and promote social

theory），折腾(Zhe Teng)，关系(Guan Xi)，2008

harmony)。杜绝盲目投资(haphazard investment),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Fuwa），山寨（shan

发展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循环经济

zhai）等对中国社会具有一定写实意义的新词被

(circular economy)，提倡绿色生活方式（green

西方媒体采纳。还有一类合成词，如，中国航天

lifestyle）；等。

员（taikonaut），由tai太空汉语拼音和astronaut(宇

反映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有：近年来城市

航员)合成，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总的来

建设加快，许多地方通过进行大规模拆迁对旧

说，这类反映中国当下社会生活特点的英文词汇

城改造，有的地方损坏古迹，出现了盲目改造

还很少，需要我们在这些方面主动下些功夫。

（blind rebuilding）；在旅游行业出现游客被强迫

二是对反映当今中国政治社会生活能直译为

购物(forced shopping)；一些地方以维护治安、改

英文的词，寻求对应的翻译；没有相匹配英文的

善法治环境为借口，侵犯人权，对违法犯罪人员

词汇，从符合西方逻辑思维和习惯的角度规范翻

游街示众（shame parade）；一些官员为便于贪

译。

污受贿后出逃外国逍遥法外，有计划地把家属移
反映中国对外关系的有：在处理与其它国家

居国外，以解除后顾之忧，出现了裸官（naked

关系时，中国一直主张并实践和平共处（peaceful

official）；城市住房紧张，出现胶囊公寓（capsule

coexistence）五项基本原则，坚持不结盟（non-

[4]
apartment）; 衡量各地社会发展指标排序中出

alignment），反对霸权主义(anti-hegemonism)；

现了城市竞争力(urban competitiveness)，企业发

近年来，又明确提出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core

展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capacity-for-independent

national interests)，发展综合实力，开展柔性外

innovation)；等。

交(soft diplomacy)，维护和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

反映中国文化道德现象与建设的有：实施公

（important strategic period）；面对出现的“中

民道德建设工程(carry out the program for improving

国责任论”、“中国统治论”，意图“捧杀”中

civic morality)， [5](P.93) 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国的论调，中国认清自己是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属

培育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s)；文化生活日益丰

性，在承担国际事务和义务时，坚持共同但有区

富，出现了超女（Super girl）快男（Happy boy）

别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等群众性娱乐比赛；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面

responsibilities）；等。

现象，一些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扩大发行

反映中国政府决策的有：改革开放初期提出

量，出现恶搞(spoof)，制造八卦新闻，开设八卦

大包干责任制（all-round responsibility system）；

网站(gossip,gossip site)；少数情感类电视栏目，

随着改革的深入，提出科学发展观（the philosophy

出现拜金女(material girl)，宣扬拜金主义（money

of Science-based Development）,建设法治国家

worship）；一些人侵犯他人隐私权，在网上人肉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与和谐社会（harmony

搜索（human flesh search）；等。

social)；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提出一

三是采取释译方式，即翻译加注解方式。

揽子剌激计划（stimulus package）。扩内需、保

特别是对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翻译时

增长（boost domestic demand to sustain economic

既要符合英语思维习惯，也要适当注解说明，

growth），调结构、上水平(adjust the structure to

否则外国受众会不明其意。如，三个代表（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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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s theory: the Party must always represent the

展进程而言是有特殊含义的，意味着武力征服，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dvanced

这些国家的霸权、扩张都是同它们的rise相连的。

productive forces,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如今中国也要rise，外国人就很害怕，建议翻译为

of the China’s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fundamental

peaceful development.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

为提高人口素质，我国制定了优生保护法，

in China），三讲教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

新华社用英文“Eugenic Law”对外发布了新闻，

气）three emphases education (to stress theoretical

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Eugenic”是德国纳粹实

study,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good conduct),“三高”

施种族歧视政策、强制推行的所谓“优生”，许

农业（high yield, high quality and high efficiency

多国家的遗传学家和遗传研究机构纷纷致电或致

agriculture），等。

函我国有关部门，表示不理解，要求解释或表示
抗议，他们声称如我国人大通过这一法律，将中

三

断与中国的合作，并抵制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遗
传学大会，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非常不利，后来新

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闻出版署采纳有关专家意见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把

(一) 有关涉及中国内外政策的关键词要依据

优生翻译为“healthy birth”才平息这一风波。

权威解释，正确理解、准确翻译。否则，会导致

(二) 中国英语必须以标准英语为核心，不能

外国受众特别是西方人士误解我国政策的内涵和

生造成Chinglish，让英语使用者看不懂。如，某

实质，给我们正常对外交往造成不应有的负面影

地铁火车站出口处“由此出站”标记译为“From

响。举几例说明：

here stand”，这就是地道的洋泾浜英语，让外国

韬 光 养 晦是中国对外战略方针的重 要 组 成

人不知所云。标准英语表达应为“way out”，出

部分，也是理解和把握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词之

口则为“Exit”。汉语的表达方式与英语的表达方

一，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在翻译与解释上存在疏漏

式有时因为两个民族的思维角度不同而有差异，

与偏差，导致西方产生曲解责难。外语教学与研

如，“一次性用品”的含义在汉语中是这样的物

究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新世纪汉英大辞典》将

品只用一次，而英语的对应方式Disposable Objects

韬光养晦，译为“hide one’s capabilities and bide

的含义是这样的物品用完就扔。再如，汉语中的

one’s time”，意为“隐藏能力、等待时机”，

“张三、李四和王二麻子”，泛指一个不知道

这完全歪曲了中国和平外交战略方针的内涵和实

姓名或不需要说出姓名的人，译成英语时，有

质，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势力利用，攻击中

人译为“A”“B”和“C”，或是直接用××表

国、鼓吹“中国威胁论”。实际上，韬光养晦是

示，这并不严谨，英语中也有every Tom, Dick and

我国奉行的长期战略方针，决非一时策略和权宜

Harry的说法，意思为Ordinary people，在法律用

之计，其准确含义是“保持低调，谦虚谨慎，不

语中，“张三、李四”准确的译法应为John Doe和

称霸，不搞对抗，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一心

Richard Roe，意为诉讼程序或案例中的虚拟当事

一意谋求和平发展”，可翻译为与西方谚语“hide

人。

one’s light under a bushel”相应的“hide one’s
light”（意为不露锋芒）。

(三) 关于习俗语的翻译，有约定俗成的遵循
约定，没有的要尽量与外国习语相对应，采取借

和平崛起，英译为peaceful rise,中国人觉得没

译，即借用英语中的同义习语。英语里有一些习

什么问题，但外国人的注意力放在rise上，在世界

语和汉语的一些习语采用相同或极其相似的形象

近代史上，rise这个英文单词，对于某些国家的发

[6]
或比喻，表达相同或极其相似的喻意。 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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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风顺，英语中有对应的plain sailing，扇风点火

了解中国国情特别是当下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

对应to fan the flames。中国俗语中“说曹操，曹操

提高汉语文化素养与对外交流水平。建议外语类

到”，本来是说一个不太受欢迎的人不期而至，

院校要加强对学生的中国政策、国际关系知识、

现在是描述一种巧合，英语中也有“speak of the

对外交流学教学，外交、国际关系类院校要加强

devil and he will appear”相应说法，为对意外出现

对学生的专业英语和交流学教学。二是加强对汉

的人打招呼的用语。在借用英语习语时，必须注

语词汇英译的管理。特别是对涉及公共外交、关

意两种习语各自特点和使用语境，避免在时间、

乎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敏感词汇，要以官方发

地点、条件、民族习惯等方面形成冲突。

布为准，提高严肃性和权威性。建议国务院新闻

汉 语 词 汇英译的准确、地道与否直 接 影 响

办、新闻出版署或中国翻译家协会等权威机构定

到公共外交的成效，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形象。因

期公布经审定的重要汉语词汇英译。三是进一步

此，要从促进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维护和延长

扩大对外交流，改进对外传播方式，通过“请进

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外部

来、走出去”等方式，建立个性化、人性化话语

环境的角度，重视和加强汉语词汇翻译与对外传

体系，增信释疑，加强相互沟通了解，让西方倾

播工作。一是要加强对外交流人才的培养。既要

听中国的声音，了解真实的中国，支持中国的发

学习、了解西方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又要深入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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