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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维翻译中的移位法

乌买尔·达吾提

（新疆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民汉语文翻译研究中心,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移位法是指翻译中对句子成分的位置或分句的位置进行倒装而表达的翻译技巧。文章从汉维翻译理论与实践角
度，对移位法这一常用翻译技巧的类型、界定、前提及范围等问题进行论述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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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位法也叫“倒装法”，指翻译中对句子成分的

位置或分句的位置进行倒装表达的翻译技巧。它与

“词序调整法”、“语序调整法”等术语密切相关。前

苏联一些学者认为移位法是语法转换法的一种类

型。许均编著的《苏联翻译理论》中将移位法描述为

“在译语中变动原文成分的位置或顺序。移位的成

分一般是词、词组、复合句中的分句和话语中的独

立句”。①

在汉维翻译理论研究的相关论著中虽然没有提

到“移位法”这一术语，但也做了相关的论述。如，西

仁·库尔班等编著的《翻译理论讲座》里指出：“倒装

法是指突破原文前后分句的次序排列，然后进行翻

译，以便更好地表达原意，使译文通顺，流畅”②；史震

天主编的《汉维互译实用教程》中对“词序调整法”进

行论述时指出：“词序调整是指翻译时对词序做必需

的或必不可少的改变，这里是指译文同原文相比，次

序发生了变化，故而名之”③；张敬仪主编的《汉维-维

汉翻译理论与技巧》一书中“句式技巧”部分也做了

简要的相关论述④。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倒装法、

词序调整法和移位法是基本相同的概念，但在相关

的论著中对移位法的界定、运用前提和运用范围问

题均未进行全面深入的论述。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对汉维翻译实践中常用的移位法的定义、类

型、界定、运用前提和范围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论

述与探讨，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1.移位法的界定

所谓的翻译技巧指的是翻译时在某些场合需要

对原文的译语表达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和改变。它的

依据是两种语言的词汇、语法及表达方式上的异同。

译者越是要准确而等值地表达原文的话语信息就越

要在翻译技巧上表现出创造性。常见的翻译技巧有

“加词法”、“减词法”、“引申法”、“反面着笔法”等。汉

维语的语序不尽相同。维吾尔语中，定语修饰语和状

语修饰语往往位于被修饰语之前；在汉语中，许多修

饰语在被修饰的词语之后，在汉译维时往往要把原

文的语序颠倒过来。移位法常用于汉维翻译实践中，

即对维吾尔语译文的表达进行调换，按意义进行倒

置，原则是使维吾尔语语句安排符合现代维吾尔语

事实的一般逻辑顺序。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目前汉维翻译理论相关

研究论著中对移位法概念的论述尚不够深入和全

面。通过移位法与转换法的比较，就能确定移位法与

转换法有一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转换法也是翻译

实践中常用的一种技巧，是双语翻译中常用的一种

变通手段，也是为获得语义对应而采用的一种必不

可少的应变性对策。由于不同语言在形式上存在着

大量非对应的情况，所以，转换词性、转换原语句法

结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转换法同移位法区别如下：

第一，转换法分为词性转换、句子成分转换、句

型转换等三种类型，而移位法分为整体移位和局部

移位两种，在移位法的这两种类型中会有句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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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换，这与转换法中的句子成分转换有相同之处。

例如：

（1）关于这一点，苏冠兰在信中从未向妻子透

露，归来之后自然也不打算提起。（《第二次握手》第7

页）

鲍兵北柄袄钡庇编罢薄兵钡饼宝摈保兵钡陛蓖边本边吧杯边罢宝编保庇陛辫苯辩袄吧翱扒拜凹陛鞭陛泵痹陛蓖边罢艾悲边本碍

泵陛扁卑编背毖编钡辩苯滨卑避鞭陛闭痹兵凹避鞭泵陛膘钡陛鞭陛泵陛辩袄凹编贝编八凹陛辩拜爱

（2）这张美丽的脸上总是带着那样的表情：顺受

的，毫不抱怨，毫不诉苦的。像大海一样，它接受了一

切，吞下了一切，可是它连一点吼声也没有。（巴金

《家》第16页）

薄兵北柄吧袄坝悲陛鞭边雹编懊倍边贝边罢凹陛泵边凹编保迸边罢艾吧翱叭熬钡痹边本瓣辩苯蓖边罢艾爆陛瓣毙边本编编懊悲陛瓣庇碍

痹边本辩苯蓖边罢艾宝兵扒扒拜薄陛辫饱摈耙扒奔币陛遍杯边凹摈宝碧边疤艾倍编贝痹陛闭饼凹陛迸瓣陛毖编本兵保瓣瓣兵佰奔碍

泵陛扁艾悲陛庇迸陛痹兵薄陛庇陛闭辩摆叭贝编本辩苯蓖边罢卑冰叭摆钡柄爆泵编卑冰吧北编饱避庇陛毕边保泵瓣饼爱癌凹兵本蓖兵叭饱瓣编

钡编爆辫拜艾安俺梆薄编懊皑

在以上例句中不难看出译者采用的是局部移位

的手段，为了使译文达到翻译标准，对句子成分进行

了改变。（状语转换为宾语）。

第二，词类转换就是在翻译时改变词类，即把动

词译为名词，把名词译为代词等，而句式转换就是翻

译时改变句式，即把被动句译为主动句。在移位法中

原文语言在译文语言中的词性不会有所改变，而对

分句的位置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例如：

（3）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

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民族

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

更加坚坚实。（《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

件汇编》第16页）

贝编扒袄钡陛鞭编懊贝编倍彼兵熬保庇陛辫苯闭饼薄避鞭陛泵陛瓣扁艾堡边贝边凹编懊贝瓣编扒袄钡陛鞭编懊贝瓣兵熬吧苯痹陛泵瓣饼

鲍陛彼泵避痹陛彼陛闭饼凹边鲍边鲍陛炳堡编倍编保泵陛滨薄编叭雹边悲陛庇陛扁艾贝编扒袄钡陛鞭编懊卑编鲍甭陛闭闭饼宝编背瓣憋

凹陛毖陛庇陛毙陛闭陛彬保柄佰叭摆靶卑编鲍甭陛毖编凹边本剥钡辩柏叭柏奥艾堡兵辈逼兵翱贝编扒袄钡陛鞭陛泵陛闭闭饼鲍陛辫保毕边

饱陛毕陛辫苯碧泵边保避逼陛痹兵吧白叭悲编扒袄霸保边爆剥奥艾卑柄饱庇柄靶鲍摈保彼陛鞭边背陛彼泵陛别贝编扒袄袄钡陛鞭瓣编懊

扒百背陛泵饼悲兵叭柏疤凹边鲍边鲍陛闭饼保避逼陛痹兵雹兵宝泵陛瓣剥疤卑避辫袄靶爱癌凹兵本瓣蓖兵叭饱编钡编爆瓣辫拜艾

安岸梆薄编懊皑

（4）这几天他又像傀儡似地被人玩弄着；像宝贝

似地被人珍爱着。（巴金《家》第36页）

薄兵钡编饱迸编卑柄钡辩苯滨薄兵本边罢艾卑陛碧庇瓣编叭凹兵钡饼本编钡瓣编倍编霸悲摈钡迸瓣边跋悲陛庇陛瓣扁

凹摈本闭边保泵饼艾倍编霸北冰倍编叭扒袄靶凹编保陛丙翱叭背陛辩拜爱癌凹兵本蓖兵叭饱编钡编爆辫拜艾暗梆薄编懊懊皑

（5）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

要东看看，西看看。（《邓小平选集》第65页）

鲍陛庇编叭扒翱扒苯瓣斌艾本柄叭袄卑庇陛瓣别保兵保兵辈剥叭艾凹瓣边背辩拜-凹边叭悲边辈瓣剥叭杯边悲边叭苯痹瓣边稗艾

贝兵鲍泵编悲陛斌雹陛毙陛辫本柄叭北柄吧摆辈剥叭爱癌凹兵本蓖兵叭饱编钡编爆辫拜艾145梆薄编懊皑

例(3)“丰富”、“坚实”在译文中转换成 薄避瓣鞭陛泵陛瓣膘 和

雹兵宝泵陛瓣剥疤 两个动词；例(4)是被动句，维吾尔语中译为

主动句；这两个例句中所采用的分别是词性转换和

句式转换；例（5）中只将原文第三分句的位置做出调

整，放到最后，实为典型的移位法。

2.移位法的类型

移位法是指在译语中对句子成分的位置或顺序

做必要的变动。可以移位的成分通常是词、词组、复

合句中的从句和话语中的独立句。汉维翻译实践中

的移位法主要分为两种。

2.1 局部移位

局部移位是指在句子内部结构或句子成分位置

上发生变化。如：

（1）枚少爷成服的那一天，觉新上午就到浙江会

馆去帮忙照料。（巴金《秋》第583页）

贝避炳薄编北遍翱扒苯毖编倍边吧翱凹避迸陛庇陛辩苯蓖边罢卑柄钡饼凹陛膘梆卑柄爆庇编叭北瓣编悲边叭苯碧陛瓣膘

凹柄饱柄罢堡冰爆陛滨凹编保陛毖编钡辩苯剥堡避蹦陛鞭边辈庇陛憋卑编鲍甭辩翱爆剥叭凹瓣兵本兵爆痹陛瓣彼陛蓖边边卑瓣编背碍

辩拜爱癌凹兵本蓖兵叭饱编钡编爆辫拜艾案肮俺梆薄编懊皑

（2）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邓小平选集》第38页）

雹边叭保陛鞭编凹陛迸陛辩袄薄陛庇陛痹毖编倍柄叭贝编懊悲陛庇陛辩苯蓖边罢艾凹陛逼泵陛彼边鲍庇陛憋宝边扒苯痹剥叭杯边倍冰叭贝编懊悲陛庇瓣陛碍

辩苯蓖边罢卑编本甭陛鞭边保闭饼本边叭苯泵陛膘卑避辫袄靶爱癌凹兵本蓖兵叭饱编钡编爆陛辫拜艾案岸梆薄编懊皑

以上两个例句中运用的都是局部移位的技巧，

在此过程中只让句子中的某一句子内部结构或句子

成分的位置发生变化，而原文中的意思没变，这些例

句中的黑体部分更为明显地体现了局部移位。

2.2 整体移位

整体移位是指句子内部各单句位置的变化。换

句话说，这种移位是指复句内部各分句位置的改变。

如：

（3）在后面走的弟弟是一个有同样身材，穿同样

服装的青年。他的年纪稍微轻一点，脸也瘦些，但是

一双眼睛非常明亮。（巴金《家》第4页）

凹兵钡陛彬卑编本闭陛辩袄薄摈稗梆保兵叭悲饼佰袄卑陛鞭陛濒梆卑避迸编卑庇陛辫拜凹兵钡瓣陛币蓖边凹瓣摈宝碍

碧边本辩苯蓖边罢艾鲍编坝本边爆辫翱跋佰袄本边扒翱辈蓖兵叭翱跋艾背避毙陛滨卑冰吧背陛瓣辫拜凹陛闭泵瓣边本陛陛滨钡兵叭背瓣兵跋

薄陛辫本陛毖陛便卑避庇陛丙翱保边保泵饼爱癌凹兵本蓖兵叭饱编钡编爆辫拜艾暗梆薄编懊皑

整体移位主要出现在复句内部各分句的变化

上，进行整体移位的时候发生变化的是复句内部的

分句成分，甚至对全句做了整体上的组装，使译文更

加符合维吾尔语的表达规则。从以上例句中的黑体

部分就明显地体现了这种情况。

3.移位法的运用前提

由于汉维语的结构和表达方式不同，在翻译中

应摆脱汉语结构的约束，寻求最佳译文，以期达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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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表达效果。翻译中有时如果不采用移位法，按

汉语句子结构来表达，译文就会不通顺、不流畅，影

响原意的充分表达或者影响原文的修辞效果等。所

以，要探求移位法的运用。试比较以下句子的译文：

（1）她惊喜地回过头，脸上充满光辉，一双水汪

汪的大眼睛发光的盯着他的脸，好像得到了一个大

喜讯似的。（巴金《家》第11页）

饱陛滨饱冰饱柄奥卑编本闭陛毖编悲边叭苯辩拜艾凹兵钡陛彬饱陛辫翱本饼凹避迸陛庇陛扁艾卑冰吧背陛瓣辫拜

钡兵叭背陛闭陛扁卑编保毙编钡辩拜艾宝兵扒扒拜凹边堡边本陛扁薄陛辫宝兵疤宝编佰袄叭钡饼凹边辈庇陛蓖边钡辩袄袄靶爱

饱陛滨饱冰饱柄奥卑编本闭陛毖编悲边叭苯辩拜爱宝兵扒扒拜凹边堡边本陛扁薄陛辫宝兵疤宝编佰袄叭碍

钡饼凹边辈庇陛蓖边钡辩袄靶艾凹兵钡陛彬饱陛辫翱本饼凹避迸陛庇陛扁艾卑冰吧背陛辫拜钡兵叭背陛闭陛扁卑编保毙毙编钡陛瓣辩拜爱

癌凹兵本蓖兵叭饱编钡编爆辫拜氨胺梆薄编懊皑

这一句子前一种译文是按汉语语序排列的，不

符合维吾尔语的表达规则；后一种译文的句构灵活，

处理得较好，以此达到了译文语言的通顺。

（2）但是这时候他忘记了一切：明亮的家，温暖

的被窝，他都忘掉了。(巴金：《家》61页)

背避毙陛滨凹兵倍边吧苯辫倍编贝痹编钡编叭鲍陛闭饼凹兵钡瓣泵兵扒拜昂本摈叭柏跋凹冰稗艾凹瓣陛彼彼陛瓣憋

本摈保毕边钡剥叭钡陛彬倍编贝痹陛彼陛闭饼凹兵钡泵兵扒拜爱

背避毙陛滨凹兵倍边吧苯辫倍编贝痹编钡编叭鲍陛闭饼瓣瓣瓣瓣瓣瓣本摈叭柏跋凹冰稗艾凹陛彼彼陛憋本摈保毕边罢

佰翱倍边卑边吧翱熬叭钡陛彬倍编贝痹陛彼陛闭饼凹兵钡泵兵扒拜爱癌凹兵本蓖兵叭饱编钡编爆辫拜肮俺梆薄编懊皑

以上句子的原文是多重复句。在翻译时，前一种

译文完全按照原文句子的结构进行表达，句构不太

灵活，逻辑顺序也未能处理妥当。后一种译文中译者

没有拘泥于原文的结构形式，而是在紧扣原文内容

的基础上，从翻译的通顺、流畅角度出发，对译文句

子的结构作了移位。

汉维翻译中移位法的运用前提可以归纳以下几

点：第一，翻译过程中，运用移位法是为了达到翻译

标准的第二项内容———“明白通顺”。第二，翻译时，

运用移位法是为了达到一定的修辞目的，即要达到

较理想的表达效果。第三，为了符合维吾尔语句子的

一般逻辑顺序，体现出句子成分或分句强调的重点，

需要运用移位法。

4.移位法的运用范围

汉维翻译时所采用的翻译技巧中，移位法是一

种比较常用的技巧，它的运用范围较广，运用移位法

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包括语法方面的，也包括词

汇方面的，当然，起主要作用的是语法因素，也就是

语法结构方面的差异。移位法既运用于单句的翻译，

又运用于复句的翻译，贯穿整个话语的表达。《翻译

理论讲座》中指出“该技巧大多用在目的关系复句的

翻译中。”⑤这一论述，笔者认为不够全面。移位法主

要在以下范围内可以运用。

4.1 移位法运用于句子成分的翻译

4.1.1 汉语定语的位置在中心语的前面，但

有时也可以后置，而且定语越长，后置的现象就越普

遍。维吾尔语里定语的位置和层次与汉语中的不同。

翻译时要根据定语和中心语的语义关系以及维吾尔

语的表达习惯，恰当地处理，以避免歧义和误解。具

体来说，第一，汉语中数量词、某些形容词和代词修

饰限制偏正结构的词或词组时，为了避免歧义，维吾

尔语中有时把上述词类放到偏正结构的词或词组之

间。如：

（1）坚决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等一批

重大违纪违法案件，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坚强

决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

编》第120页）

薄摈爆陛庇编稗艾背鞭兵堡陛蹦柄罢艾爆柄吧白辈逼避彬悲边保边叭背陛毕剥叭凹瓣陛闭泵陛瓣遍翱霸佰袄悲边钡兵钡蓖瓣边

宝陛剥雹庇陛憋悲陛庇蓖边罢薄陛辫保柄叭卑柄霸饱摈耙扒奔庇摈熬叭钡饼悲编保包陛炳保编卑碧柄叭摆奥薄陛辫保编叭袄奥

悲陛庇陛扁艾雹边叭保陛鞭编贝陛遍钡陛彬饱陛辫苯毙庇陛毙毙编悲边叭爆饼保兵叭柏爆陛辩苯毙饼卑柄饱庇柄靶凹陛陛辫翱扒苯痹陛遍碍

钡饼凹陛甭边扒苯庇陛辩柏跋爱癌凹兵本蓖兵叭饱编钡编爆陛辫拜安鞍俺梆薄编懊皑

第二，汉语中定语的正常位置在中心语之前，但

为了表达的需要，有时也移到中心语之后，或者移到

动词谓语之前。维吾尔语中这种情况很少见，翻译时

一般要放在中心语之前。如：

（2）我们曾经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

的和“左”的。（《毛泽东选集》）

薄陛遍雹边叭保陛鞭编凹陛迸陛辩苯毙饼凹摈辈迸瓣陛斌佰袄绑绑鲍摈坝膀膀饱陛瓣斌雹兵叭鲍编保甭瓣编叭袄鲍庇陛别宝瓣边碍

倍陛碧庇陛辫拜薄陛庇编罢卑柄叭袄疤悲陛庇辩柏跋爱

4.1.2 汉语状语的位置在中心语的前面，这

是一般的规律，但有时为了突出和强调状语的意义，

也可以提到主语之前，或移到句末。维吾尔语里状语

的位置和层次与汉语不尽相同。翻译时要根据状语

与中心语的语义关系以及译文语言的语法特点，恰

当地处理，以避免歧义和误解。具体来说，第一，由于

汉维语中动宾结构的语序不同，因此，汉语的动宾结

构前面有状语时，维吾尔语一般要把状语移到宾语

之后，动词之前。如：

（3）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毛泽东选

集》） 薄陛遍薄兵饱避毖辫苯闭饼凹避闭陛憋凹边本辫苯碧陛痹陛遍卑避辫袄靶爱

第二，汉语中为了突出状语的意义，有时也可以

移到中心语之后。维吾尔语中除诗歌作品和小说中

的对话以外，一般不用这种表达方式，翻译时往往要

放到中心语之前。如：

（4）第二天，吃过早饭，元茂区的村干部们从方

译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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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几十里地，先后来到了，有的坐车，有的骑马，有的

走路。（《暴风骤雨》）

凹编保陛彼饼钡边爆泵陛辩苯滨卑避鞭陛滨艾本柄袄钡痹边佰叭翱本摈钡陛辩苯毙饼叭翱本摈罢艾本避瓣遍翱卑边扒苯苯辫背陛瓣辫拜

钡编饱迸编凹摈罢饱边悲陛辫苯濒本摈坝薄避彼陛扁艾薄编吧苯庇陛辫拜倍边叭佰翱薄陛庇编罢艾薄编吧苯庇陛辫拜凹凹边懊薄陛碍

庇编罢艾薄编吧苯庇陛辫拜雹陛鞭边扒袄本避泵陛扁卑编背辩拜爱

第三，汉语中由介词词组充当的主前状语译成

维吾尔语，应从全句的意义、状语和中心语的关系来

考虑，一般可以移到主语之后。如：

（5）对于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页）

薄陛遍薄兵悲陛鞭陛闭迸陛庇陛憋佰袄贝编鲍陛庇陛庇编叭北编本柄卑彼编靶凹避泵陛绷边叭薄陛庇编罢悲边叭翱奥艾凹兵钡饼

本编钡陛痹兵凹编鲍泵边本陛辩苯庇庇陛憋薄陛庇编罢倍编坝悲陛庇陛碧陛痹陛遍卑避辫袄靶爱癌凹兵本蓖兵叭饱编钡钡编爆辫拜案梆

薄编懊皑

4.2 移位法运用于复句的翻译

4 . 2 . 1 并列关系复句中成套使用联词

“是……，不是……”时，维吾尔语译文则需要将表示

否定意义的分句放置在前，将表示肯定意义的分句

移在后面。

（6）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

党。（《邓小平文选》第6页）

薄陛遍钡陛彬凹边叭贝陛鞭编贝陛遍扒袄贝陛庇泵瓣陛憋雹边叭保陛瓣鞭编北编凹编贝瓣编八艾雹边叭保陛鞭瓣编贝陛陛庇泵瓣陛毕毕边悲瓣兵碍

贝边钡辩翱钡庇陛憋悲陛庇陛辩柏爱癌凹兵本蓖兵叭饱编钡编爆辫拜氨氨梆薄编懊皑

（7）中国是中国人民的，而不是反动派的。（《毛

泽东选集》）

堡兵辈毖摈凹编卑彼陛鞭编保迸陛庇编叭钡陛彬凹编贝编八艾堡兵辈毖摈宝编背毕陛闭陛彬堡兵辈毖摈鲍饼爱

在这种句子的翻译中两个分句的谓语可以只译

一个。

4.2.2 目的关系复句中，如果偏句在后，用的

是磅以便棒、磅以免棒、磅免得棒等关联词语，可将偏句移到

正句的前面。如：

（8）你最好不要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心里难过。

（巴金《秋》第395页）

凹兵熬叭钡饼薄陛包边叭翱霸悲陛庇痹边鲍庇陛憋凹瓣柄饱柄罢艾凹编耙本边宝瓣碧陛彼饼凹瓣兵熬叭杯边扒奔痹编本本瓣剥

悲摈稗爱癌凹兵本蓖兵叭饱编钡编爆辫拜岸安岸梆薄编懊皑

（9）我把发动机重新检查了一遍，以免中途发生

故障。

本摈背辩翱饱边保边跋饱陛毕陛扁悲边背痹陛彼兵罢扒袄奥艾贝边保摈叭钡饼悲边本泵边保编卑碧柄叭摆奥饱陛毕泵陛陛濒爱

在汉维翻译中有时如果不采用移位法，按汉语

句子结构来翻译，可能会出现译文不通顺，不流畅，

甚至影响原意的充分表达或者影响原文的修辞效果

等问题。目前，汉维翻译理论研究中对移位法这一翻

译技巧是有一定的涉猎，但不够全面，也不深入。因

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但有助于汉维翻译理论研

究的深入，而且在汉维翻译实践，汉维语结构对比等

方面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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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anslocation Skill in Chinese - Uyghur Translation

OmerDawut

(School of Humanities/ Xinjiang Translation Research Center,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ract：Translocation refers to the skill to relocate sentence members or clauses in inverted order in translat-

ing . The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deals with the type, definition, premise andd

category of translo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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