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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民汉语文翻译中形象的转换表达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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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化学、民族民俗学等诸学科的基本理论为依据，综合运用对比、分析、归纳等研究方法，
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形象转换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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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交汇的

地区,各民族之间为了生存和发展,常常要通过多

种方式进行联系和交流,这就必然会进行语言的接

触并进而形成语言兼用（双语）的现象,因此学习和

掌握对方语言的现象自古有之。新疆又是翻译之

乡,自古以来翻译活动连绵不断,十分活跃。特别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达到了

空前的繁荣。在新疆民汉语文翻译实践中及本人教

授“翻译理论与实践”这门课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碰

到的主要难题是民汉语文之间形象的转换和表达

问题。民汉两种语言中都有丰富多彩的形象,这些

形象和民汉多种民族的历史背景、经济生活、生态

环境、风俗习惯、心理状态等密切相关。因此如何保

证原语文化信息传递的程度,同时保证原语形象的

民族文化特色传递的效果是形象表达的关键。本文

借鉴前人和本人的实践经验,对民汉语文中的形象

表达进行论述。

1 .保留原语的形象直译

所谓的保留形象直译是指维吾尔语中的形象

怎么样,在汉语中表达时保留其原来的形象，如：

（1)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薄边叭背陛憋凹编卑彼陛鞭编保迸陛庇编叭钡陛彬倍编贝痹陛彼饼悲编杯编吧本摈背丙翱八爱

（2)杀鸡给猴看。

保摈宝兵钡饼凹冰背泵柄叭摆奥艾贝边本痹兵钡蓖边凹陛绷辫袄懊悲陛庇痹边跋

瓣瓣瓣傍鲍兵鲍边本蓖边艾雹兵坝薄边本蓖边谤扒袄雹泵陛毙编罢艾瓣瓣瓣扒奔辩拜凹兵倍边卑陛痹蓖边贝编钡陛庇陛陛别 （3)

悲边叭翱奥爱

俗话说“水向戈壁流，财富归巴依”，他有意地

瞥了县长一眼。

薄冰叭袄卑柄饱陛毙饼凹编吧袄背辩苯滨悲摈稗薄摈背瓣兵奥凹冰吧北编叭北编罢凹瓣编贝编八艾悲边吧翱钡蓖瓣边

本摈背兵悲彼边耙悲边叭苯彼饼本兵悲边叭艾本边贝边钡蓖边本摈背兵悲彼边耙本边背陛彼饼癌本兵悲边叭皑爱

饿狼从来不会变成绵羊，靠近锅台沾黑灰，接

近坏人招祸害。

以上4个例句都采用了保留形象直译的方法进

行翻译，既准确翻译出了原形象的基本意思，也保

留了原形象的色彩风格。译出语和译入语保持基本

对等，符合翻译标准和原则。

2．舍弃形象意译

原语中的一些形象译入语中没有对应的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用直译方法表达原语的形

象，译文读者可能很难理解其寓意，如果用对应法

来表达原语的形象，译语中又找不到合适的形象，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意译法把原语形象的简单内

容表达出来。当然，原语形象的色彩风格就无法保

存了。译语与原语在内容、形式、风格上基本保持对

等，仍符合翻译标准和原则。

（1)卡扎菲就这样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句号，

但对利比亚来说，这却只是顿号或逗号。

卑边吧翱碑陛炳爆兵钡辩翱跋悲陛庇陛扁凹冰吧苯闭陛彬卑陛碧陛庇陛别倍边本边保陛闭饼凹边宝陛辫熬爆泵瓣兵叭扒扒拜艾

背避毙陛滨背陛丙苯鞭编北编钡陛彼绷编保编罢凹避鞭泵毕边钡辩翱艾薄兵倍编叭北陛遍贝兵凹陛碧闭陛彬凹边宝陛辫辫熬爆毕边钡庇陛毕饼

凹编贝编八爱

（2)他本来抱着望子成龙的愿望，可他的儿

子……

凹兵薄边背陛彼陛闭陛彬凹陛逼泵陛彼边鲍庇陛憋凹边扒袄霸薄摈背兵奥本避泵陛碧陛扁饱陛毕陛瓣碧陛闭饼凹瓣边叭叭吧柏

悲陛剥保泵饼艾薄陛辫翱跋薄边背陛彼饼爱爱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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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非所问 卑边背剥扒奔彼编艾雹边悲边背迸边跋扒奔痹编靶 （3)

劳动有何罪？ 卑编保痹编罢饱边雹毕边罢北兵钡边倍痹兵隘 （4)

例（1）中的“句号”“顿号”和“逗号”都是形象性

表达方法。在维吾尔语中对应为 饱避毙瓣陛瓣便 、 本避辫苯瓣濒雹瓣编疤 和

雹编疤 。但如果这样直译，不符号维吾尔语的表达习惯。

因此，只能舍弃原语中的形象而意译。例（2）中的

“龙体”，只能译为 贝兵薄边叭袄靶保编钡庇陛辫拜 ,不能说 凹编堡辩苯敝边保编钡庇陛瓣辫拜 ，

例（3）原语中的 卑边背瓣剥 （头，脑袋）和 雹边悲边背瓣迸瓣边跋 （小腿）在

译语中只能按表达的意思来表达，因为在译语中没

有这种说话习惯。例（4）中的 卑编保痹编罢 （坎土曼）是维吾

尔族传统农业工具，但如果直译为“抡坎土曼有何

罪？”，就不够明白、通顺，所以只能舍弃原句，将其

按表达的意思来翻译，即“劳动有何罪”。这种翻译

方法也叫做“抽象化”———“坎土曼”是具体的词，

“劳动”是抽象的词。可见，翻译中有时从具体到抽

象，有时从抽象到具体，否则就无法翻译。

3 .形象替换

维吾尔语中的部分形象译成汉语时，直译法和

意译均不宜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从汉语中能够找

到与之相对应的意义和基本相同的形象，然后用归

化的方法来处理，这样便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

者理解。例如：

（1)各地条件和情况不同，改革不能“一刀切”。

堡边本剥叭钡陛彬爆边叭翱凹陛泵饼佰袄凹编倍丙翱背饼凹摈宝碧边疤凹编贝编八艾爆兵辈边凹陛彼剥倍边保碍

泵边倍编贝痹陛闭饼薄陛辫保边本边悲泵边倍编本辩苯毖陛庇饼薄摈背痹边本辩柏爱

（2)胆小如鼠

直译： 饱边爆毕边罢凹冰保饼

意译： 悲摈叭悲兵钡迸边跋艾堡陛毖陛辫拜本摈跋

替换形象： 保摈宝兵本柄叭袄靶

（3)叶落归根

凹边懊凹边本庇陛闭陛扁艾凹摈悲兵叭苯闭饼保边雹边叭

倍编贝痹编本编叭扒袄悲边吧翱钡闭陛彬悲兵背陛毕饼保冰懊爱 （4)

天下乌鸦一般黑。

例（1）用译语中习惯讲的 薄陛辫保边本瓣边跋 （一棍子）来表

达原语中的“一刀切”，也就是替换了形象。例（2）中

的3种翻译方法，我们认为只有第3种是对的，因为

它符合译文语言的说话习惯和造句规则。例（3）“叶

子”（ 本摈雹兵叭贝瓣边跋 ）在译文中用 凹瓣边懊（马）来表达。例（4）原

语中的 悲边吧翱罢（锅）在译语中变成“乌鸦”（ 悲边杯边）。形象的

替换属于归化翻译法，它的优点在于符合译语习

惯,通俗易懂；缺点是牺牲原语的形象和民族文化。

4 .省略原语的形象

汉维语翻译过程中，我们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是两种语言中的形象既不能直译，也不能意译和替

换。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省略原语的形象，以非形象

的句子表达原语中的形象内容，这跟前面所提的舍

弃形象意译相似。如：

扒翱钡闭饼凹冰本辩袄本编奥艾保兵宝兵贝闭饼保边熬扒翱保兵杯痹边跋本边卑饼钡边钡闭饼凹冰本辩袄本编奥艾

薄边爆毕陛剥叭凹柄饱柄罢卑编保痹编罢饱边雹痹边跋

这个句子中的 扒翱罢（颗粒）， 保兵宝兵霸 （鸡蛋），钡边罢（馕）

和 卑编保痹编罢 （砍土曼）等词语形象很强，但译语中没法体

现，只能省略原语的形象，表达其内容。

5 .增加形象

民汉语文翻译中，有的时候，为了准确翻译，将

原语无形象的句子，在译语中用形象性的词语来表

达，也就是说在译文中，增加形象。如：

（1)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的

忙的。

凹兵熬叭雹摈贝陛碧迸陛毙剥叭鲍陛闭陛甭陛蓖边佰袄卑陛庇庇陛别悲陛庇陛辩柏艾雹摈贝陛碧迸陛毙剥叭鲍陛闭陛甭甭陛闭陛彬

卑编保痹陛闭陛闭饼饱边雹陛辩柏爱

（2)他打算离开这个工作。

凹兵薄兵凹陛碧泵陛滨悲兵保兵背兵爆闭陛彬悲边吧苯闭陛闭饼凹避彼陛丙翱保陛辩柏爱

在例（1）中原来没有形象，但译文中加了 卑瓣编保瓣痹瓣编罢

（砍土曼）这个形象的词，也就是说把原语“帮忙”这

个词译成了 卑编保痹编罢饱边雹痹瓣边跋 （挖砍土曼）。在例（2）中，用

悲兵保兵背兵爆闭陛瓣彬悲边吧苯闭陛瓣闭饼凹边鲍痹瓣边跋 （支起摆脱的锅，意译吃散伙

饭）这个形象来表达“离开”（ 凹瓣边本辫苯瓣庇瓣陛瓣膘 ），使译文更生

动。

6 .先直译后加注

2007年底，印度总理辛格对我国进行访问,媒

体进行大量报道说：“龙与象将和谐共舞”，这个句

子的形象性很浓，如果不了解这个句子的背景及反

映的时代特征，很难表达其确切的含义和风格。把

它翻译成： 棒凹编堡辩苯敝边薄陛庇编罢雹陛斌薄陛庇瓣庇编凹陛闭瓣边跋凹冰保毙兵鲍瓣饼磅 ，好像把

读者带到动物世界，译文没有到位。如果将其译为：

堡摈辈毖兵薄陛庇编罢倍陛闭辩苯彼泵边罢薄陛庇庇编凹陛闭边跋凹冰保毙兵鲍饼爱

虽然内容准确了，但是其形象却丢了。从这个

角度讲，译文也没有到位。所以，我们来一个直译和

解释结合，即译为：

凹编堡辩苯敝边癌堡兵辈毖摈皑薄陛庇编罢雹陛斌癌倍陛闭辩苯彼泵边罢皑薄陛庇庇编凹陛闭边跋凹冰保毙柄鲍饼爱

总之，形象色彩的处理是民汉语文中的一个难

题。我们表达形象时,须对上下文进行逻辑推理,并

参照文化背景来判断原语中某一形象的确切含义。

因为形象的翻译中，语言的背景和文化信息对准确

地解释原文形象含义，忠实地传达原文内容从而得

出高质量的译文是至关重要的。 (下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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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依次改为“所”、“本”、“封”、“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汉语量词虽然不像汉语

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等那样复杂，但少数民族

学生在汉语学习中同样会出现不少偏误现象，老师

应在教学中正确引导，学生在学习汉语量词时，要

特别注意量词的理据性、量词的分类，排除母语和

目的语的干扰，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汉语的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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