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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汉语言语幽默英译研究
———以« 李家庄的变迁» 为例
蒋柿红ꎬ戈玲玲 ①

(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ꎬ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

文章从言语幽默概论及其延伸理论的视角ꎬ通过建立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方式ꎬ对赵树理的中篇小说« 李

家庄的变迁» 及其英译本( 戴乃迭 １９５３) 中的言语幽默进行研究ꎬ旨在探究该文本中包含修辞手段的幽默在翻译时如何进行转
换以及采用何种翻译策略ꎬ验证言语幽默概论之延伸理论的有效性ꎮ 研究发现:该文本中包含修辞手段的幽默在翻译时采用
了同类转换、零类转换及异类转换这 ３ 种模式ꎬ且呈现出同类转换>零类转换>异类转换的趋势ꎬ其翻译策略共有直译、意译、
省译、换译 ４ 种ꎬ不同翻译策略直接影响译文文本中幽默语段所具备的参数ꎬ决定译语语段的幽默效果ꎮ 因此ꎬ汉语文本中言
语幽默的效果能否成功传达到译文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策略的选择ꎬ这也说明言语幽默概论之延伸理论对汉语言语幽
默文本的英译具有指导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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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ꎬ也是一种经过艺
术加工的语言形式ꎬ它常常出现在日常对话中、影视
剧中及文学艺术作品中ꎬ发挥着点缀生活、化解矛盾
等作用ꎬ其表现方式体现出含蓄或令人回味深长的
特征ꎮ 幽默常常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ꎬ不同民族的
幽默形式受文化差异的影响都有不同ꎮ 幽默本身也
有许多不同的种类ꎬ且艺术表现形式的不同也会使
幽默的侧重有所不同ꎮ 因此对幽默的完全领会要求
人们对幽默文本有深入的理解ꎮ 也正是如此ꎬ对幽
默恰当的翻译十分重要却也并非易事ꎬ它对译者要
求很高ꎬ既要精通两种语言文化也必须会选择合适
的翻译策略ꎮ
赵树理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ꎬ“ 山药蛋派” 的创
始人ꎬ被誉为“ 当代语言艺术大师” 之一ꎮ 赵树理小
说的语言轻快明朗、诙谐质朴ꎬ是一种谐趣型幽默ꎬ
蕴含着浓郁的地方色彩 [１] ꎮ « 李家庄的变迁» ( 最早
于 １９４６ 年出版ꎬ 现有 １９４９ 年 版、１９５２ 版、１９６３ 年
版、１９７８ 年版、１９８０ 年版等ꎬ本语料库采用 １９８０ 年
版) 是赵树理的一部中篇代表作ꎬ用富有地方韵味
及诙谐幽默的语言描写了李家庄中农民与地主的阶
级斗争ꎮ 其中比喻、夸张、降用等多种修辞手段的使
用ꎬ体现了土俗的幽默韵味ꎬ贴近大众的审美及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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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庄的变迁»

１６７３－０７５５(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９６－０６

习惯ꎬ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ꎬ这无疑也增加了翻译的
难度ꎮ
本研究以« 李家庄的变迁» 及其英译本( 戴乃迭
１９５３ 年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ｉ Ｖｉｌｌａｇｅ) 为研究文本ꎬ在言
语幽默概论及其延伸理论指导下ꎬ通过建立汉英双
语平行语料库ꎬ运用语料库检索技术ꎬ研究文中蕴含
修辞手段的言语幽默的英译特征及其翻译策略ꎬ验
证言语幽默概论之延伸理论在指导汉语言语幽默英
译方面的有效性ꎮ
一

言语幽默及其延伸理论简介

Ｒａｓｋｉｎ(１９８５) 最早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幽默进行
了研 究ꎬ 提 出 了 语 义 脚 本 理 论 (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ｃｒｉｐ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ｏｒ—ＳＳＴＨ) ꎬ然而该理论不能解释幽默
解读时脚本转换的原因ꎮ 在此基础上ꎬＲａｓｋｉｎ 与 Ａｔ￣
ｔａｒｄｏ(１９９１) 一起完善了该理论ꎬ提出了言语幽默概
论(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ｅｒｂａｌ Ｈｕｍｏｒ—ＧＴＶＨ) ꎮ 言语
幽默概论阐明了幽默生成和理解的 ６ 个参数( Ｐａ￣
ｒａｍｅｔｅｒ) ꎬ其 中 包 含 ４ 个 必 备 参 数———语 言 (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ＬＡ) 、叙述策略 (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ＮＳ) 、脚
本对 立 ( Ｓｃｒｉｐｔ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 、 语 境 (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ＳＩ) 和 ２ 个可选参数———对象( Ｔａｒｇｅｔ—ＴＡ) 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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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 Ｌｏｇ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ＬＭ) [２]１０８ ꎮ 以上 ６ 个参数
按照生成幽默及区分幽默相似度能力的强弱ꎬ从高
层向低层呈层级排列ꎬ构成言语幽默相似度测量系
统ꎬ即脚本对立( ＳＯ) → 逻辑机制( ＬＭ) → 语境( ＳＩ)
[３]
→对象( ＴＡ) →叙述策略( ＮＳ) →语言( ＬＡ) ꎮ
然而ꎬ将该理论运用于汉语言语幽默及其翻译
研究中发现存在两大问题:第一ꎬ源语中有一些触发
幽默特有的修辞手段( ＝ 叙述策略 ＮＳ) ꎬ而他们在译
语中并不 存 在ꎻ 第 二ꎬ２ 个 必 备 参 数———脚 本 对 立
(ＳＯ) 和语境( ＳＩ) 经常隐含在文本中ꎬ需要依赖上下
文来进行解释 [４]９ ꎮ 基于此ꎬ国内学者提出了言语幽
默概论的延伸理论并得到了 Ａｔｔａｒｄｏ 教授的赞同ꎮ
在该理论中ꎬ汉语言语幽默生成的 ６ 个理论参数被
分为表层参数和深层参数两大类ꎮ 表层参数包含修
辞手段( ＝ 叙述策略) ( ＮＳ) 、语言形式( ＬＡ) 、逻辑机
制( ＬＭ)３ 个参数ꎬ其中修辞手段是关键参数ꎮ 修辞
手段是汉语幽默文本最直接的表现形式ꎬ因此分析
汉语幽默文本表层参数的核心就是分析叙述策略中
幽默具体的表现形式—修辞手段 [５]３７ ꎮ 深层参数包
含脚本对立( ＳＯ) 、对象( ＴＡ) 及语境( ＳＩ) ３ 个参数ꎬ
其中脚本对立是关键参数ꎮ 按照生成幽默及区分幽
默相似度能力的强弱ꎬ以上 ６ 个参数由表层参数到
深层参数从低层向高层呈层级排列ꎬ构成了汉语言
语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ꎬ即汉语言言语幽默英译标
准ꎬ见图 １ [４]１０ ꎮ

图１

汉语言语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

由此可见ꎬ在翻译汉语言语幽默文本时ꎬ译者无
论选择什么样的翻译策略ꎬ都应尽量以完全保留表
层及深层参数为目标ꎬ如果不能完全保留ꎬ也要尽量
保留深层的脚本对立和表层的修辞手段ꎮ
二

汉语言语幽默英译分析

本研究中的语料均取自于自制汉语言语幽默双
语平行历时语料库的子库———« 李家庄的变迁» 汉
英双语平行语料库ꎮ 该语料库以« 李家庄的变迁»
原著(１９８０ 年出版) 和戴乃迭翻译的英译本 ( １９５３
年出版) 为研究文本ꎮ 戴乃迭女士是国际知名的翻

９７

译家ꎬ她的译本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和权威性ꎬ为中国
文学走向世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ꎮ
本语料库首先运用 ＥｍＥｄｉｔｏｒ 软件对原始语料
进行 清 洁 处 理ꎬ 并 保 存 为 ｔｅｘｔ 格 式ꎬ 然 后 使 用
ＰａｒａＣｏｎｃ 软件对文本进行对齐处理ꎮ 本研究以言
语幽默概论所提出的 ６ 个参数为依据ꎬ将汉英文本
以一个或多个文本句为基本单位进行切分ꎬ然后按
照延伸理论所提出的汉语言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的
标准进行人工标注ꎬ建成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ꎮ 标
注示例:Ｈ{ ＳＯ<( ) >ＳＩ< >ＴＡ< >ＬＭ<( ) >ＮＳ<( ) >
ＬＡ<( ) >} ꎬ其中 Ｈ( ｈｕｍｏｕｒ 缩写) 表示言语幽默文
本句ꎬＳＯ 表示脚本对立ꎬＳＩ 表示语境ꎬＴＡ 表示对象ꎬ
ＬＭ 表示逻辑机制ꎬＮＳ 表示叙述策略ꎬＬＡ 表示语言ꎮ
{ } 代表言语幽默文本句标注的起始及终结ꎬ<>代表
每个参数所包含的具体类型ꎬ( ) 代表参数所包含的
具体内容ꎮ 除此之外ꎬ相关的技术性标注符号“ ｖｓ.”
表示“ 对立” ꎬ“ ｎａ” 表示 “ 无” [６]７０￣７１ ꎮ
( 一) 汉语言语幽默英译特征分析
通过对语料库进行检索ꎬ发现该文本中一共有
１１２ 处反映人物语言、动作等的幽默语段ꎬ其中以修
辞手段为表现形式的多达 ８３ 处ꎬ占幽默文本总和的
７４.１％ꎮ 这些修辞手段包括降用、反复、夸张、明喻、
隐喻、夸张、比拟、反语、反问、析词、杂混、叠词ꎬ顶真
共计 １３ 种ꎬ由此可见ꎬ修辞手段是该文本中言语幽
默最直接的表现形式ꎮ 在翻译过程中ꎬ如何将汉语
言语幽默文本中的修辞手段恰当地转换到英语文本
中以保留原文中的幽默效果是需要考虑的重点问
题ꎮ 汉语言语幽默所依赖的修辞手段的翻译策略主
要有三种转换模式———同类转换模式、异类转换模
式、零类转换模式 [２]１０９ ꎮ 通过对语料的统计分析研
究发现ꎬ该文本中包含修辞手段的言语幽默语段在
翻译时均采用了以上三种转换模式ꎬ其中同类转换
模式运用得最多( 占 ５４.２％) ꎬ零类次之( 占 ４１％) ꎬ
异类最少(４.８％) ꎮ
１.同类转换
同类转换模式是指汉语修辞手段转换成英语中
相同的修辞手段 [２]１０９ ꎮ 研究发现ꎬ该文本中包含修
辞手段的言语幽默有 ４５ 处实现了同类转换模式ꎬ占
５４.２％ꎮ
(１) 原文:人是回来了ꎬ可是身上糟蹋得变了样
子:头发象贴在头上的毡片子ꎬ脸象个黄梨ꎬ袖子破
得象两把破蒲扇ꎬ满身脏得象涂过了漆ꎬ两肘、两膝、
肩膀、屁股都露着皮ꎬ大小虱子从衣服的窟窿里爬进
去爬出来 [７]５８ ꎮ Ｈ{ ＳＯ < 真实的 ｖｓ. 非真实的 ( 袖子
ｖｓ. 破蒲扇) >ＳＩ <语言语境 >ＴＡ <具体的对象( 第三
方: 铁锁) >ＬＭ<并置>ＮＳ<评论( 明喻) >ＬＡ<比喻词
(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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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Ｎｏｗ ｈｅ ｈａｄ 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 ａ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ｍａｎꎬ ｈｉｓ
ｈａｉｒ ｍａｔｔｅｄ ｔｏ ｈｉｓ ｈｅａｄꎬ ｈｉｓ ｆａｃ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ｈｒｕｎｋｅｎꎬ
ｈｉｓ ｓｌｅｅｖｅｓ ｒａｇｇｅｄ ａｓ ｔｗｏ ｔａｔｔｅｒｅｄ ｆａｎｓ. Ｈｅ ｌｏｏｋｅｄ ａｓ
ｇｒｉｍｙ ａｓ ｉｆ ｈ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ｄｉｐｐｅｄ ｉｎ ｏｉｌꎬ ａｎｄ ｌｅｇｓꎬ ｋｎｅｅｓꎬ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ｇｈ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ｉｓ ｌｉｃｅ￣ｉｎｆｅｓｔｅｄ
ｒａｇｓ. [８] ９６ Ｈ{ ＳＯ<ａｃｔｕａｌ ｖｓ. ｎｏｎ￣ａｃｔｕａｌ(ｓｌｅｅｖｅｓ ｖｓ. ｔｗｏ
ｔａｔｔｅｒｅｄ ｆａｎｓ) >ＳＩ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Ａ <ｓｔ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ｉｅｈ￣ｓ) >ＬＭ<ｊｕｘ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ＮＳ<ｃｏｍ￣
ｍｅｎｔ (ｓｉｍｉｌｅ) >ＬＡ<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ｄ(ａｓ) >}
上例中包含了真实方面对立的两个脚本:真实
的脚本是“ 袖子” ꎬ非真实的脚本是“ 破蒲扇” ꎬ根据
上下文ꎬ读者可以知道对象是“ 铁锁” ꎬ逻辑机制为
“ 并置” ꎬ叙述策略为修辞手段“ 明喻” ꎬ语言形式是
比喻词“ 象” ꎮ 原文中作者采用了明喻的修辞手段ꎬ
用生动的语言“ 袖子破得象两把破蒲扇” 形象地描
述了铁锁从县城训导班里被释放后回家时的模样ꎬ
乍一看逗人发笑ꎬ笑过后却引人深思ꎮ 铁锁因为与
共产党有些许关系ꎬ就被抓“ 防共” 成绩的县长抓了
起来送进了训导班并被迫在那免费做苦工ꎮ 作者通
过幽默的话语ꎬ讽刺了李家庄当权者们的恶霸行为
及他们对劳苦人民的剥削与压迫ꎮ 在翻译“ 袖子破
得象两把破蒲扇” 时ꎬ译者选择了采用明喻这一修
辞手法ꎬ把“ ｓｌｅｅｖｅｓ” 比作 “ ｔｗｏ ｔａｔｔｅｒｅｄ ｆａｎｓ” ꎬ这属于
同类转换ꎮ 这样一来ꎬ译文中保留了幽默生成所必
须具备的 ６ 个参数ꎬ达到了与原文同样的幽默效果ꎮ
２.零类转换
零类转换模式是指汉语修辞手段在英语中消
失ꎬ特别是汉语特有的修辞手段ꎬ如析词等 [２]１０９ ꎮ 研
究发现ꎬ该文本中包含修辞手段的言语幽默有 ３４ 处
实现了零类转换模式ꎬ占 ４１％ꎮ
(２) 原文:小毛自己虽是一份ꎬ可是村长照例只
吃一碗鸡蛋炒过的ꎬ其余照例是小毛拿回去了 [７]３ ꎮ
Ｈ{ ＳＯ<事情期待的状态 ｖｓ 事情不期待的状态( 按
照惯例分配烙饼 ｖｓ. 例外情况) >ＳＩ<上下文>ＴＡ<具
体对象( 第三方: 小毛ꎬ村长) >ＬＭ<平行>ＮＳ <陈述
( 杂混) >ＬＡ<并列结构( 照例...照例...) >}
译 文: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Ｌｉｔｔｌｅ Ｍａｏ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ｈａｄ ｏｎｅ
ｐｏｒｔｉｏｎꎬ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ｈｅａｄ ｈａｄ ｅａｔｅｎ ｏｎｅ ｂｏｗｌ ｆｒ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ｇｇｓꎬ ａｓ ｈｅ ｉ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ｙ ｄｉｄꎬ Ｌｉｔｔｌｅ Ｍａｏ ｃ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ｈｏｍｅ ａｎｙ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ｌｅｆｔ. [８]４ Ｈ{ ＳＯ<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ｓ.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ａ) >ＳＩ<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Ａ<ｓｔ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Ｌｉｔｔｌｅ Ｍａｏꎬ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ｈｅａｄ) >ＬＭ<ｎａ>Ｎ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ＬＡ<ａｄｖｅｒｂ ( ｉ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ｙ) >}
上例中包含了事情期待方面对立的两个脚本:
事情期待的脚本是“ 按照惯例分配烙饼” ꎬ事情不期
待的状态是“ 例外情况” ꎮ 根据上下文语境ꎬ读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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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道对象是“ 小毛ꎬ村长” ꎬ逻辑机制为“ 平行” ꎬ叙
述策略为修辞手段 “ 杂混” ꎬ 语言形式为并列 结 构
“ 照例 ...照例...” ꎮ 此处使用了汉语独有的修辞手
段“ 杂混” ꎬ即违反词语组合的形式逻辑ꎬ将风马牛
不相及的概念不和谐的排列组合 [５]４０ ꎮ 通过上下文
读者可以知道“ 照例” 分配烙饼时ꎬ身兼两职的干部
可分得两份ꎬ其余担任一个职务的可得一份ꎮ 李如
珍担任村长加社首ꎬ可得两份ꎬ但他却要吃一份用鸡
蛋炒过的ꎬ小毛本没有资格ꎬ但却可以把其余的拿回
去ꎮ 作者通过“ 照例” 的并列使用ꎬ幽默地揭露了李
家庄旧规添新规ꎬ在说理调停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
改变ꎬ只是增加了几名参与调停的干部ꎬ最终却需要
原告与被告事主提供更多的烙饼ꎮ 而在英文中并没
有“ 杂混” 这一修辞手段ꎬ译者仅用了“ ｉ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ｙ” 来
翻译“ 照例” ꎬ且没有形成并列结构ꎬ这样一来ꎬ原文
中的脚本对立( ＳＯ) 就不存在了ꎮ 译文虽保留了其
他三个参数ꎬ但核心参数脚本对立( ＳＯ) 、修辞手段
( ＮＳ) 及逻辑机制( ＬＭ) 的缺失ꎬ导致译文的幽默讽
刺效果远不及原文ꎬ这也说明了零类转换模式不利
于幽默效果的传达ꎮ
３.异类转换
异类转换是指汉语修辞手段转换成英语中不相
同的修辞手段ꎬ如隐喻转换为明喻等 [２]１０９ ꎮ 研究发
现ꎬ该文本中包含修辞手段的言语幽默仅有 ４ 处实
现了异类转换模式ꎬ仅占 ４.８％ꎮ
(３) 原文:小毛也做巫婆也做鬼ꎬ里边跑跑外边
走走ꎬ直到晚饭的时候才结了口 [７]１７ ꎮ Ｈ{ ＳＯ <真实
的 ｖｓ.非真实的( 小毛 ｖｓ.鬼) >ＳＩ<语言语境>ＴＡ<具
体的对象( 第三方:小毛) >ＬＭ <并置 >ＮＳ <评论( 隐
喻) >ＬＡ<动词( 做) >}
译文:Ｗｈｉｌ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Ｍａｏ ａｃｔｅｄ ｂｏｔｈ ａｓ ｗｉｔｃｈ ｄｏ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ｄｅｖｉｌꎬ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Ｏｎ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ｗａｓ 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８]２６ . Ｈ{ ＳＯ<ａｃ￣
ｔｕａｌ ｖｓ. ｎｏｎ￣ａｃｔｕａｌ( Ｌｉｔｔｌｅ Ｍａｏ ｖｓ. ｄｅｖｉｌ) >ＳＩ<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ＴＡ < ｓｔ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Ｌｉｔｔｌｅ
Ｍａｏ) >ＬＭ<ｊｕｘ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ＮＳ<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ｓｉｍｉｌｅ) >ＬＡ<
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ｄ( ａｓ) >}
上例中包含的两个对立脚本为:真实的是“ 小
毛” ꎬ非真实的是“ 鬼” ꎬ根据语境可知ꎬ对象是 “ 小
毛” ꎬ逻辑机制为“ 并置” ꎬ叙述策略为修辞手段“ 隐
喻” ꎬ语言形式是动词“ 做” ꎮ 此处的隐喻诙谐地刻
画出了小毛精明狡猾的形象ꎮ 小毛是小说中地主恶
霸得力的走狗ꎬ平时村子里有了什么事ꎬ他也充当主
事人ꎬ为人精明狡猾ꎬ对地主阿谀奉承ꎬ对穷人作威
作福ꎮ 原文中把他比作“ 鬼” ꎬ非常契合小毛的性格
特征ꎬ“ 也做巫婆也做鬼” 反映了小毛的两面 派 行
为ꎬ语言通俗幽默ꎮ 在译文中ꎬ译者采用了异类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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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ꎬ通过明喻这一修辞手段将其译为“ ａｃｔｅｄ ａｓ...
ｄｅｖｉｌ” ꎬ 保留了与原文中相同的 ６ 个参数ꎬ使译文传
达出和原文一样的幽默效果ꎮ
４.原因分析
通过对语料进行检索分析研究发现ꎬ从幽默生
成效果来看ꎬ采用同类转换模式与异类转换模式更
易于在译文中保留幽默生成的 ６ 个参数ꎬ使译文与
原文达到或接近同等的幽默效果ꎬ使用零类转换模
式会导致幽默效果的缺失ꎮ 然而在译文中ꎬ零类转
换模式所占比例高达 ４１％ꎬ居于第二位ꎬ这就意味
着原文中有很多言语幽默文本在译文中失去了原有
的幽默风味ꎮ 通过对赵树理语言风格进行分析ꎬ发
现造成此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１) 原文中多处使用了汉语独有的修辞手段来
表现幽默ꎬ如降用、杂混、析词ꎮ 以降用为例ꎬ降用是
指由于表达的需要ꎬ临时故意地把“ 重” “ 大” 义的词
语ꎬ降作一般词语使用的修辞手法 [９] ꎮ 赵树理的小
说贴近农民的生活ꎬ文中用的是百姓常用的通俗易
懂的口语ꎬ通过降用这一修辞手段的使用ꎬ更能体现
其“ 一本正经” 表达幽默的韵味ꎮ 如在原文中ꎬ作者
铁锁在太原呆过的那段时间称为“ 太原时代” ꎬ把村
长公布大家商讨的结果表述为“ 断语” [１０] ꎮ 然而在
译文中ꎬ译者仅把他们译为“ Ｔａｉｙｕａｎ” ꎬ“ ｐａｓｓｅｄ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ꎬ英文中没有对应的修辞手段ꎬ所以无法体现
降用所表达的幽默效果ꎮ
(２) 原文中多处使用了地方味十足的惯用语来
表现幽默ꎮ 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ꎬ这两种语言
中词汇的文化内涵也必然有所不同ꎮ 许国璋教授指
出ꎬ词汇的文化内涵在本族文化环境中会小于或者
大于外国文化中的内涵 [１１] ꎮ 在« 李家庄的变迁» 中ꎬ
作者多处使用了“ 土包子” “ 草灰羔子” “ 眼圈子” 等
具有地方特色的惯用语来体现小说土俗的幽默风
味ꎬ这些惯用语中包含了隐喻、反语等修辞手段ꎬ具
有独特的文化内涵ꎮ “ 土包子” 是蔑称ꎬ笑话人很土
气ꎬ在译文中被译为“ ｆｏｏｌ” ꎻ“ 草灰羔子” 中“ 草灰” 一
词是山西方言ꎬ泛指外地人ꎬ含贬义ꎬ在译文中被译
为“ ｓｃｕｍ” ꎬ “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或者被省译ꎻ“ 眼圈子” 比喻
眼界、眼光ꎬ在译文中被译文“ 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ｅｄ” ꎮ 从以上
分析中可见ꎬ这些包含修辞手段的惯用语在汉语环
境中的文化内涵大于英语文化环境中的内涵ꎬ所以
在处理译文时很难保留同样的修辞手段或者转化成
其他修辞手段ꎮ 这样一来ꎬ原文中土俗的“ 晋派” 幽
默风味很难在译文中得到保留ꎮ
因此ꎬ无论原文言语幽默文本中所包含的修辞
手法是汉语独有的ꎬ还是汉语与英语共有的ꎬ想要在
译文中传达出和原文同样的幽默效果ꎬ翻译策略的
选择至关重要ꎬ这决定着幽默生成和理解的 ６ 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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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能否在译文中得到保存ꎮ
( 二) 汉语言语幽默英译策略分析
语料库的统计结果显示ꎬ« 李家庄的变迁» 中由
修辞手段触发的言语幽默的翻译一共采用了 ４ 种策
略———直译、意译、省译、换译ꎮ
１.直译
直译ꎬ即源语形式转换成译语形式ꎬ也就是它的
字面意义( 又称直指) ꎬ加上或不加上译注 [１２] ꎮ
(１) 原文:床边坐着一个人ꎬ伸着脖子好象个鸭
子ꎬ一个肘靠着尖嘴猴的腿ꎬ眼睛望着塌眼窝 [７] ２７ ꎮ
Ｈ{ ＳＯ<真实的 ｖｓ.非真实的( 人 ｖｓ. 鸭子) >ＳＩ<语言
语境>ＴＡ<具体的对象( 第三方: 屋里的人) >ＬＭ<并
置>ＮＳ<评论( 明喻) >ＬＡ<比喻词( 好象) >}
译文:Ａ ｔｈｉｒｄ ｍａｎ ｗａｓ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ｂｙ ｔｈｅ ｂｅｄ ｃｒａｎｉｎｇ
ｈｉｓ ｎｅｃｋ ｌｉｋｅ ａ ｄｕｃｋꎬ ｌｅａｎ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ｎ Ｌｉｐｓ ａｎｄ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Ｄｅｅｐ￣ｓｅｔ Ｅｙｅｓ [８]４４￣４５ . Ｈ{ ＳＯ<
ａｃｔｕａｌ ｖｓ. ｎｏｎ￣ａｃｔｕａｌ( ａ ｔｈｉｒｄ ｍａｎ ｖｓ. ｄｕｃｋ) > ＳＩ <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Ａ<ｓｔ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ａ
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ｍ) > ＬＭ < ｊｕｘ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ＮＳ <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ｓｉｍｉｌｅ) >ＬＡ<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ｄ( ｌｉｋｅ) >}
上例中包含了真实方面对立的两个脚本:真实
的脚本是“ 人” ꎬ非真实的脚本是“ 鸭子” ꎬ根据上下
文ꎬ读者可以知道对象是“ 屋里的人” ꎬ逻辑机制为
“ 并置” ꎬ叙述策略为修辞手段“ 明喻” ꎬ语言形式是
比喻词“ 好象” ꎮ 幽默的触发点源于明喻“ 伸着脖子
好象鸭子” ꎬ在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情况下ꎬ译文中
也采用了 明 喻 的 修 辞 手 段ꎬ 将 其 译 为 “ ｃｒａｎｉｎｇ ｈｉｓ
ｎｅｃｋ ｌｉｋｅ ａ ｄｕｃｋ” ꎬ这样一来ꎬ译文中保留了原文比
喻性词语所描绘的形象ꎮ 直译使译文在内容和形式
上都与原文保持高度一度ꎬ保留了原文中言语幽默
生成的 ６ 个参数ꎬ能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同
样的幽默感受ꎮ
２.意译
意译是指跟随原文的意思来翻译 [２]１１１ ꎮ
(１) 原文:正说着ꎬ听见院里自行车扎扎扎皮鞋
脱脱脱ꎬ车一停下ꎬ 又进来一个穿军服的 [７]２２ ꎮ Ｈ {
ＳＯ<正常的 ｖｓ.非正常的( 自行车和皮鞋发出的声音
ｖｓ. 扎扎扎脱脱脱) >ＳＩ<语言语境>ＴＡ<具体的对象
( 第三方: 穿 军 服 的 人) > ＬＭ < 并 置 > ＮＳ < 陈 述 ( 拟
声) >ＬＡ<拟声词( 扎ꎬ脱) >}
译 文: Ｗｈｉｌｅ ｈｅ ｗａｓ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ｙ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ｏｆ ａ ｂｉ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ｙａｒ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ｍｐ ｏｆ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ｓｈｏｅ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ｙ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ｍａｎ ｉｎ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ａｍｅ ｉｎ [８] ３５ . Ｈ{ ＳＯ <ｎｏｒｍａｌ ｖｓ.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ｎａ) >ＳＩ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Ａ <ｓｔ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ａ ｍａｎ ｉｎ ｕｎｉｆｏｒｍ) > ＬＭ < ｎａ > Ｎ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ＬＡ <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ｏｆ ａ ｂｉｃｙｃｌｅꎬ ｔｈｅ ｔｒａｍｐ ｏｆ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ｓｈｏ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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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中包含了正常方面对立的两个脚本:正常
的脚本是“ 自行车和皮鞋发出的声音” ꎬ非正常的脚
本是“ 扎扎扎脱脱脱” ꎬ根据语境ꎬ读者可以知道对
象是“ 穿军服的人” ꎬ逻辑机制为“ 并置” ꎬ叙述策略
为修辞手段 “ 拟声” ꎬ语言形式是拟声词 “ 扎、 脱” ꎮ
此处体现幽默的修辞是拟声词的叠用ꎬ用“ 扎扎扎”
来形容自行车行进时的声音ꎬ用“ 脱脱脱” 来形容皮
鞋踩在地面发出的声响ꎬ这样的用法使得原文具有
画面感ꎬ生动地描绘了“ 穿军服的人” 在农民心中的
形象ꎮ 为符合英语表达习惯ꎬ译者将其意译为“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ｏｆ ａ ｂｉｃｙｃｌｅ” 及 “ ｔｈｅ ｔｒａｍｐ ｏｆ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ｓｈｏｅｓ” ꎮ
这样一来ꎬ按照汉语言言语幽默英译标准ꎬ触发幽默
的关键参数—脚本对立 ( ＳＯ) 不存在了ꎬ 逻辑机制
( ＬＭ) 及修辞手段( ＮＳ) 同时也缺失了ꎬ译文无法传
递出原文中所表达的幽默效果ꎮ
３.省译
省译是 指 在 翻 译 时ꎬ 根 据 语 言 的 习 惯ꎬ 可 略
则略 [１３] ꎮ
(１) 原文:大家一听这句话ꎬ比响了一颗炸弹还
惊人ꎬ忙问怎么一回事 [７] １０６ ꎮ Ｈ{ ＳＯ <真实的 ｖｓ. 非
真实的( 令人意外的消息 ｖｓ. 比炸弹的响声还惊人)
>ＳＩ<上下文>ＴＡ<具体的对象( 第三方: 铁锁带领的
十多个人) >ＬＭ <夸大 >ＮＳ <评论( 夸张) >ＬＡ <比较
关系词( 比...还惊人) >}
译文: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ａｇｈａｓｔꎬ ａｎｄ ｉｍ￣
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ａｓｋ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８] １８２ . Ｈ{ ＳＯ<ａｃｔｕａｌ
ｖｓ. ｎｏｎ￣ａｃｔｕａｌ ( ｎａ ) > ＳＩ <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ＴＡ < ｓｔ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ＬＭ<ｎａ>ＮＳ<ｃｏｍｍｅｎｔ>
ＬＡ<ａｇｈａｓｔ>}
上例中包含了真实方面对立的两个脚本:真实
的脚本是“ 令人意外的消息” ꎬ非真实的脚本是“ 比
炸弹的响声还惊人” ꎬ根据上下文ꎬ对象是“ 铁锁带
领的十多个人” ꎬ逻辑机制为“ 夸大” ꎬ叙述策略为修
辞手段“ 夸张” ꎬ语言形式是比较关系词“ 比... 还惊
人” ꎮ 作者采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段“ 比响了一颗炸
弹还惊人” 来形容大家听到小常同志被特务活埋这
一消息后的惊诧反应ꎬ语言直白幽默ꎮ 在译文中ꎬ译
者把其省译为 “ ａｇｈａｓｔ” ꎬ虽然也包含了非常惊骇的
意思ꎬ但是却没有传达出原文的幽默意味ꎬ因为脚本
对立( ＳＯ) ꎬ逻辑机制( ＬＭ) 及修辞手段( ＮＳ) 这三个
参数在译文中都没有得到体现ꎮ
４.换译
换译是指用译语文化中的本源概念去取代源语
文化中的本源概念 [６]１７１ ꎮ
(１) 原文:铁锁听罢摇着头道:“ 想不到这些家
伙们这样透脱ꎬ那一个缝子也不误钻!” [７]５７ Ｈ{ ＳＯ<
真实的 ｖｓ.非真实的( 做事透脱 ｖｓ. 时时钻缝子) >ＳＩ

２０１８ 年

<上下文>ＴＡ<具体的对象( 第三方: 村长一伙人) >
ＬＭ<并置>ＮＳ<评论( 析词) >ＬＡ<俗语( 钻缝子) >}
译 文: Ｗｈｅｎ Ｔｉｅｈ￣ｓｏ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ｉｓ ｈｅ ｓｈｏｏｋ ｈｉｓ
ｈｅａｄꎬ ａｎｄ ｓａｉｄ: “ Ｗｈｏ ｗｏｕｌ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ｏｓｅ ｒｏｇｕ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ｏ ｔｒｉｃｋｙ! Ｔｈｅｙ ｌｅａｖｅ ｎｏ ｓｔｏｎｅ ｕｎｔｕｒｎｅｄ!”
[８]９５
Ｈ{ ＳＯ < ａｃｔｕａｌ ｖｓ. ｎｏｎ￣ａｃｔｕａｌ ( ｔｒｉｃｋｙ ｖｓ. ｌｅａｖｅ ｎｏ
ｓｔｏｎｅ ｕｎｔｕｒｎｅｄ) > ＳＩ <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ＴＡ < ｓｔ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ｒｏｇｕｅｓ) >ＬＭ<ｊｕｘ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ＮＳ<ｃｏｍｍｅｎｔ
>ＬＡ<ｌｅａｖｅ ｎｏ ｓｔｏｎｅ ｕｎｔｕｒｎｅｄ>}
上例中包含两个对立脚本:真实的脚本是“ 做
事透脱” ꎬ非真实的脚本是“ 时时钻缝子” ꎬ根据上下
文ꎬ可以知道对象是“ 村长一伙人” ꎬ逻辑机制为“ 并
置” ꎬ叙述策略为修辞手段“ 析词” ꎬ语言形式是俗语
“ 钻缝子” ꎮ 此例中言语幽默体现在汉语独有修辞
手段“ 析词” 的使用ꎬ作者将俗语 “ 钻缝子” 拆开使
用ꎬ用“ 一个缝子也不误钻” 来讽刺村长一伙人非常
狡猾ꎬ时时刻刻都要把掌权的事捞在自己手里ꎮ 在
处理译文时ꎬ译者将原文的俗语替换成了英文中的
俚语“ ｌｅａｖｅ ｎｏ ｓｔｏｎｅ ｕｎｔｕｒｎｅｄ” ꎬ表示为找到某物或
实现某件事而想尽办法ꎮ 译文中保留了除修辞手段
( ＮＳ) 外的其余 ５ 个幽默生成所必须的参数ꎬ虽然无
法将汉语独有的析词修辞手段转化到译文中ꎬ类似
俚语的换译也使得译文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文所
表达的幽默效果ꎮ
语料库统计数据显示ꎬ基于修辞手段的汉语言
语幽默的翻译策略呈现出直译( ５２.４％) >意译( ２３.
７％) >省译(１８.５％) >换译( ５.４％) 的分布趋向ꎮ 其
中直译法更多的实现了修辞手段的同类转换ꎬ所以
能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原文中的幽默效果ꎮ 意译法情
况分为两种:意译时如果能实现修辞手段的同类或
异类转换ꎬ在最大程度上保留 ６ 个参数ꎬ那么原文中
的幽默效果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ꎬ如果意译时
修辞手段只能进行零类转换ꎬ那么译文将无法传递
原文的幽默效果ꎮ 换译法如运用恰当ꎬ也能使译文
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比较接近的幽默感受ꎬ但幽默
感的强烈有所不同ꎮ 省译法最不利于保留原文的幽
默效果ꎬ因为关键的幽默信息ꎬ如脚本对立、修辞手
段等常常在翻译过程中被省略了ꎬ生成幽默的相应
参数也在译文中缺失ꎮ 这一研究结果证明言语幽默
概论之延伸理论所提出的汉语言言语幽默英译标准
适用于指导汉语文本中言语幽默的翻译ꎮ
三

结

语

采用言语幽默概论及其延伸理论所提出的汉语
言语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ꎬ通过对« 李家庄的变迁»
中的言语幽默文本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ꎬ
该文本中基于修辞手段的幽默文本在翻译时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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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转换>零类转换 >异类转换的特征ꎮ 在翻译这
类含有修辞手段的幽默文本时ꎬ要想最大限度地保
留与原文同样的幽默效果ꎬ必须要最大限度地保留
原文中的参数ꎮ 由于赵树理小说中的幽默具有独特
的地方特色ꎬ是土俗、谐趣性型的幽默ꎬ在英译时ꎬ翻
译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ꎮ 研究发现ꎬ在传达幽默效
果的有效程度方面ꎬ直译法 >意译法 >换译法 >省译
法ꎮ 这一研究结果证明汉语言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
在指导汉语言语幽默文本的翻译方面具有极大的指
导意义ꎮ 本研究仅以单一文本为研究对象ꎬ数据尚
不够丰富ꎬ旨在为中文文学作品中言语幽默的翻译
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ꎬ并对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对外
传播做出些许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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