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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和交际观下《红楼梦》医药文化因素的英译策略
要兼评霍氏和杨氏两译本医药英译的得失
要要
李

振

渊中国药科大学外语系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员员怨愿冤

叶红楼梦曳中长达 缘 万余字的中医药翻译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文学艺术作品的

要院

欣赏具有重要的作用遥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观为中医药文化的翻释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与研究
方法袁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袁缺一不可的遥在翻译中袁二者也是交替使用袁有时会合二为一遥对比
两译本发现霍译本与杨译本都采用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相结合的策略袁但侧重点各有不同袁文章
从纽马克的语义和交际翻译观出发袁 通过对比杨译本和霍译本的得失为中医药在文学中的翻译找
到一套可行的办法遥
中图分类号院 郧园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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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小说之一的叶红楼梦曳是一部

文章编号院 1671鄄0479渊20员圆冤0猿鄄员远员鄄园园苑

中就目前的研究不足论述道院野语言和文化翻译研究
将继续加强遥 噎噎渊这冤是叶红楼曳译学的核心研究对
象袁以往研究大都围绕此话题展开袁但广度和深度还

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巨著袁代表着中国

需加强遥 就广度而言袁词性尧词类尧句型噎噎语体尧典

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遥同时袁曹雪芹笔下的叶红楼梦曳

章礼仪尧中医文化尧民俗文化等的翻译皆可为研究对

又是一本集中国古代多元文化元素为一体的百科全

象遥 冶咱猿暂将中医文化的翻译纳入叶红楼曳译学研究对象

书袁正如李绍年在叶约红楼梦跃翻译学概说曳一文中写
道院野渊她冤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晶袁是我国长期文化
积淀的艺术精品遥 在她的每一个章节里无不闪烁着

对于拓宽研究范围袁 促进文化输出具有巨大的推动
作用遥
多年来袁叶红楼梦曳 中文化元素的翻译研究长盛

我国传统文化的奇光异彩遥 冶咱员暂

不衰袁 但对于曹公笔下 缘 万余字的中医药文化知识

梦曳的英译研究至关重要遥 叶红楼梦曳翻译始于 员愿 世

药卫生知识 圆怨园 多处袁使用医学术语 员远员 条袁描写的

译本就达 员苑 种遥 多种多样的译本为叶红楼梦曳的翻

种遥 可以说叶红楼梦曳既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艺术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渠道袁叶红楼

纪袁截至目前袁已被译成 圆猿 种文字袁仅一百二十回全

的翻译研究少之又少遥据统计袁叶红楼梦曳中涉及的医
病例 员员源 种袁中医病案 员猿 个袁方剂 源缘 个袁中药 员圆缘

译研究提供了足够的语料袁野叶红楼梦曳翻译学冶的构

作品袁 又是一部浸染了丰厚中医药文化底蕴的医学

想也被国内学者提出 咱圆暂遥 近十年来袁叶红楼梦曳翻译研

典籍遥因此袁如何在翻译这些深深印有中国传统文化

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袁研究内容广泛袁包括诗词歌

的中医药语言时袁 既能保留源语文化内涵又能符合

赋尧修辞格尧文化习语尧书评尧翻译史及人物语言的翻

译入语的语言使用习惯袁是叶红楼曳译学界面临的一

译等曰研究方法不拘一格袁表现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

个重大问题遥

析并存曰研究队伍中不断出现新生力量袁学术活跃遥
但是袁冯全功总结近十年的叶红楼梦曳翻译研究
得失袁在叶约红楼跃译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曳一文

二尧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概述
渊一冤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内涵

基金项目院圆园员员 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文化精品研究课题渊员员允杂宰原圆猿冤曰圆园员圆 年度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渊桂
教高教咱圆园员员暂愿圆 号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猿原园猿
作者简介院李

振渊员怨愿源原 冤 男袁山东德州人袁硕士袁助教袁主要从事英汉对比及医药典籍的翻译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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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义 翻 译 渊泽藻皂葬灶贼蚤糟 贼则葬灶泽造葬贼蚤燥灶冤 和 交 际 翻 译

渊糟燥皂皂怎灶蚤糟葬贼蚤增藻 贼则葬灶泽造葬贼蚤燥灶冤 是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

杂燥怎则糟藻 蕴葬灶早怎葬早藻 月蚤葬泽
蕴蚤贼藻则葬

克渊孕藻贼藻则 晕藻憎皂葬则噪冤提出来的遥 他对翻译的定义是院
野宰澡葬贼 蚤泽 贼则葬灶泽造葬贼蚤燥灶钥 韵枣贼藻灶袁贼澡燥怎早澡 灶燥贼 遭赠 葬灶赠 皂藻葬灶泽

云葬蚤贼澡枣怎造

葬造憎葬赠泽袁蚤贼 蚤泽 则藻灶凿藻则蚤灶早 贼澡藻 皂藻葬灶蚤灶早 燥枣 葬 贼藻曾贼 蚤灶贼燥
葬灶燥贼澡藻则 造葬灶早怎葬早藻 蚤灶 贼澡藻 憎葬赠 贼澡葬贼 贼澡藻 葬怎贼澡燥则 蚤灶贼藻灶凿藻凿

贼澡藻 贼藻曾贼援冶渊什么是翻译钥 通常袁虽不能说总是如此袁翻

栽葬则早藻贼 蕴葬灶早怎葬早藻 月蚤葬泽
云则藻藻

陨凿蚤燥皂葬贼蚤糟

杂藻皂葬灶贼蚤糟 辕 悦燥皂皂怎灶蚤糟葬贼蚤增藻咱苑暂

译就是按照作者创作文本的意图方式来用另一种语

是相辅相成袁 缺一不可的遥 二者在翻译中是交替使

言翻译该文本的意思遥 冤 从纽马克的定义中不难看

用袁有时会合二为一 咱远暂遥 一篇好的译作里袁不存在绝

蚤灶贼藻灶凿藻凿冶袁即文本意思和作者意图遥

所侧重罢了遥 比如袁为了保存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袁

从文本意思出发袁纽马克进一步提出了野语义翻

译者首先考虑的不应是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

译冶和野交际翻译冶的概念遥 在野语义翻译冶中袁译者应

美期待袁而是源语文本和作者创作的全部意图袁由此

在译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条件下袁尽可能准确

产生的译本可以和原作一样具有较高的永恒的艺术

地再现原作上下文的意义遥 而野交际翻译冶则强调译

价值遥

咱源暂

出袁他所强调的核心词是野皂藻葬灶蚤灶早冶尧野贼藻曾贼冶和野葬怎贼澡燥则

对的语义翻译袁也不存在绝对的交际翻译袁只不过有

入语所产生的效果袁更加看重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

渊三冤语义和交际翻译观与中医药文化的英译

美期待袁力图传译出原文的上下文意义遥 文学作品

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 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

是以表情功能为主的文本袁因此要侧重语义翻译曰科

中袁 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

技文章是以传递信息为主的文本袁所以要侧重于交

其中心的遥 叶红楼梦曳中的中医药知识深深烙有中国

际翻译遥

古代传统文化的印记袁 具有独特的语言表现形式遥

渊二冤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比较
从二者的涵义中不难看出袁语义翻译所凸显的

叶红楼梦曳中每个病症都与人物的性格尧脾气及体质
密切相关遥例如袁林黛玉思维敏捷袁常触景生情袁由于

是保持原作的语言特色尧文体风格及独特的语言表

她寄人篱下的处境袁使她变得非常敏感遥根据黛玉的

现形式袁发挥了语言的表达功能遥 因此袁语义翻译较

外貌和心理特征袁她具有阴虚质的特点袁所以在第四

客观袁讲究准确性袁将翻译的天平倾向于源语和原作

十五回中袁黛玉在宝钗的建议下服用冰糖燕窝粥遥与

者遥 若传递的信息内容达不到原作者的创作意图袁

黛玉不同袁王熙凤的病则是她争强好胜袁气出来的袁

语义翻译侧重内容而丢掉交际效果遥 纽马克反对将

第五十五回院野谁知凤姐禀赋气血不足袁 兼年幼不知

语义翻译同直译对等起来袁因为直译只注意了原文

保养袁平生争强斗智袁心力更亏袁故虽系小月袁竟着实

的语言表层形式袁而语义翻译中袁译者要更多地关照

亏虚下来袁一月之后袁复添了下红之症冶遥凤姐经常受

原文文本的上下文含义和作者的真正意图袁并与作

气生气袁肝气必郁袁肝气一郁袁必然出现月经不调袁或

者产生情感共鸣遥

经闭袁或漏下不止袁从此就落下了病根遥由此可见袁曹

而交际翻译的关键在于准确并以最佳的方式传

公笔下每个病症都不是凭空臆造的袁它和人物性格尧

递信息袁确保译入语读者能够理解尧明白并体会原作

人物形象以及故事的发展有着紧密重要的关系遥 书

者的创作意图袁发挥了语言传达信息尧产生效果的功

中涉及中医药语言的翻译对于译入语读者了解人物

能遥 所以袁交际翻译观指导下的译作较主观袁注重译

个性袁体味曹公的创作意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入语读者的审美标准和接受程度袁用最符合译入语

长期以来袁 学术界对中医药翻译好坏缺乏统一

的表达习惯为读者扫除一切阅读障碍袁当原作和译

的衡量标准袁也缺乏指导原则遥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入语读者的审美期待产生矛盾时袁交际翻译则舍去

观为中医药文化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与研

原作的创作形式或创作内容袁追求译作效果的一致遥

究方法遥 叶红楼梦曳的西方读者中既包括掌握较多中

可以说袁语义翻译强调翻译的异化法袁尊重原作的写

医药文化知识的学习者和医务工作者袁 又有着大量

作风格及语言表达特点曰交际翻译是以读者为中心袁

的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对中医药知之甚少的普通读

强调翻译的归化法袁千方百计要为译文读者铺平阅

者遥他们对叶红楼梦曳中的中医药文化有着无限的野阅

读与理解之路袁把一切陌生变为熟识 遥 纽马克针对

读期待冶和野审美要求冶遥 因此袁叶红楼梦曳译者要首先

在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中袁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

理解原作者的创作意图袁 而后再以译入语作者的身

咱缘暂

两种翻译方式的不同袁使用了下表用以阐明院

以源语读者的身份去挖掘理解其中的中医药内涵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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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对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标准进行合理的

后者则更关注阅读连贯性及原文语义袁 所以语义翻

预测袁根据不同情况袁灵活采用语义翻译尧交际翻译

译策略比重略大遥

或是二者结合来完整无缺地表现原作文本意义及创

上世纪以来袁中医的功效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袁

作意图袁并为译入语读者扫除一切阅读障碍袁帮助他

中医的 野阴阳冶 理论已经被西方读者所接受袁 音译

们在获取中医药知识的同时体味曹公笔下人物的鲜

野再蚤灶冶 和野再葬灶早冶已经约定俗成袁普遍被西方人接受
认可遥 例 员院叶红楼梦曳第三十一回中写史湘云论阴阳

活形象遥

三尧语义和交际翻译观下叶红楼梦曳
两个译本的比较
在叶红楼梦曳的各个译本中袁影响最大尧享誉最高
的是大卫窑霍克斯 渊阅葬增蚤凿 匀葬憎噪藻泽冤 和约翰窑闵福德

一节院

湘云说道院野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袁噎耶阴爷尧
耶阳爷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袁阳尽了就成阴袁阴尽了就
成阳遥 噎噎冶

霍 译 本 院耘增藻则赠贼澡蚤灶早 蚤灶 贼澡藻 憎燥则造凿 蚤泽 皂燥怎造凿藻凿 遭赠

渊允燥澡灶 酝蚤灶枣燥则凿冤 共同翻译的 栽澡藻 杂贼燥则赠 燥枣 贼澡藻 杂贼燥灶藻咱愿暂

贼澡藻 枣燥则糟藻泽 燥枣 再蚤灶 葬灶凿 再葬灶早援 陨灶 葬灶赠 糟葬泽藻袁泽贼则蚤糟贼造赠

阅则藻葬皂 燥枣 砸藻凿 酝葬灶泽蚤燥灶泽 渊简称杨译冤两个版本遥 把上

葬灶凿 贼澡藻 泽葬皂藻 贼澡蚤灶早援 月赠 贼澡藻 贼蚤皂藻 贼澡藻 再葬灶早 澡葬泽 遭藻糟燥皂藻

渊简称 霍译 冤 以 及杨 宪 益 尧 戴 乃 迭 夫 妇 所译 的 粤
咱怨暂

述两个全译本放在一起袁我们会发现袁杨译本为三
卷袁而霍译本为五卷袁厚薄对比明显遥 都是一百二十
回的译本袁为什么二者的篇幅相差如此之大呢钥 翻
译理论家冯庆华这样总结道院野在译文中采用加注或
对那些较为隐曲的语言文化现象进一步阐释袁已构
成了霍译本的一大特色袁其厚达五卷本的译文袁基本

泽责藻葬噪蚤灶早 再蚤灶 葬灶凿 再葬灶早 葬则藻 灶燥贼 贼憎燥 贼澡蚤灶早泽 遭怎贼 燥灶藻
藻曾澡葬怎泽贼藻凿袁蚤贼 蚤泽 再蚤灶曰葬灶凿 遭赠 贼澡藻 贼蚤皂藻 贼澡藻 再蚤灶 澡葬泽
遭藻糟燥皂藻 藻曾澡葬怎泽贼藻凿袁蚤贼 蚤泽 再葬灶早援

杨译本院粤造造 贼澡蚤灶早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澡藻葬增藻灶 葬灶凿 藻葬则贼澡 葬则藻

遭燥则灶 枣则燥皂 贼澡藻 凿怎葬造 责则蚤灶糟蚤责造藻泽 再蚤灶 葬灶凿 再葬灶早援 再蚤灶 葬灶凿
再葬灶早 葬则藻 燥灶藻援 宰澡藻则藻 燥灶藻 藻灶凿泽袁贼澡藻 燥贼澡藻则 遭藻早蚤灶泽援

此 外 袁野五 行 冶 学 说 也 渐 渐 被 西 方 人 所 熟 悉 袁

上是这个翻译策略所带来的结果遥 冶 由此可见袁霍

皂藻贼葬造袁憎燥燥凿袁憎葬贼藻则袁枣蚤则藻袁藻葬则贼澡 的直译方法也被西方人

翻译策略为阅读扫除一切困难曰而杨译总体上走野语

描述院

咱缘暂

译为了照顾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接受程度袁采取交际

接受遥 例 圆院第十回对重要人物秦可卿的病症有详细

义翻译冶这条路袁在处理文化因素时袁总是按着源语

先生说院野看得尊夫人脉息袁 左寸沉数袁 左关沉

作者的创作意图努力再现原作风貌袁很少主动去接

伏袁右寸细而无力袁右关虚而无神遥其左寸沉数者袁乃

近读者袁而是让读者来接近它遥

心气虚而生火曰左关沉伏者袁乃肝家气滞血亏遥 右寸

叶红楼梦曳中的中医药文化主要涵盖了中医诊断

细而无力者袁乃肺经气分太虚曰右关虚而无神者袁乃

与治疗尧中药与方剂这两个层面遥 在翻译这些具有

脾土被肝木克制遥噎噎脾土被肝木克制者袁必定不思

浓厚地域色彩的中医药文化知识时袁霍译和杨译是

饮食袁精神倦怠袁四肢酸软遥 噎噎冶

否也是采用上述翻译策略呢钥 霍译和杨译在翻译策
略上的倾向给各自的译文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钥 这些
影响对中国医药文化的输出及译入语读者理解曹公
笔下的人物形象是否有积极作用呢钥 我们不妨从上
述两个层面分别举例比较两译本的翻译特点遥
渊一冤叶红楼梦曳中医诊断与治疗的英译
叶红楼梦曳一书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医理的章节诸

多袁这些文字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医术袁更体现了
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哲学思想遥 医理的恰当翻译对
于译入语读者感受中国古典哲学袁领略异域文化袁满
足阅读期待有着重要的文化输出作用遥 通过比较两
译本在有关诊断和治疗文字翻译上的差异袁可以看
出院霍译本和杨译本都采用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两种策略袁所不同之处在于院前者为了照顾读者的认
知能力和接受程度袁将那些较为隐曲的医理知识进
一步阐释渊即增译冤袁因此交际翻译策略比重略大曰而

霍译本院

晕燥憎袁葬 则葬责蚤凿 造燥憎藻则 造藻枣贼鄄澡葬灶凿 凿蚤泽贼葬造 责怎造泽藻 皂藻葬灶泽

贼澡葬贼 葬 皂葬造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造蚤灶早 澡怎皂燥怎则 燥枣 贼澡藻

澡藻葬则贼 蚤泽 糟葬怎泽蚤灶早 蚤贼 贼燥 早藻灶藻则葬贼藻 贼燥燥 皂怎糟澡 枣蚤则藻曰葬灶凿 贼澡藻
泽贼则燥灶早 造燥憎藻则 皂藻凿蚤葬灶 责怎造泽藻 皂藻葬灶泽 贼澡葬贼 贼澡藻 造蚤增藻则爷泽

澡怎皂燥怎则 蚤泽 遭造燥糟噪藻凿袁早蚤增蚤灶早 则蚤泽藻 贼燥 葬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燥枣

遭造燥燥凿援 粤 贼澡蚤灶袁憎藻葬噪 凿蚤泽贼葬造 责怎造泽藻 燥灶 贼澡藻 则蚤早澡贼 泽蚤凿藻
蚤灶凿蚤糟葬贼藻泽 葬 早则燥泽泽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燥枣 澡怎皂燥怎则 蚤灶 贼澡藻 造怎灶早泽曰

葬灶凿 葬 枣葬蚤灶贼 则蚤早澡贼 皂藻凿蚤葬灶 责怎造泽藻 造葬糟噪蚤灶早 蚤灶 增蚤贼葬造蚤贼赠

泽澡燥憎泽 贼澡葬贼 贼澡藻 藻葬则贼澡 燥枣 贼澡藻 泽责造藻藻灶 蚤泽 遭藻蚤灶早 泽怎遭凿怎藻凿 遭赠
贼澡藻 憎燥燥凿赠 藻造藻皂藻灶贼 燥枣 贼澡藻 造蚤增藻则援

陨枣 贼澡藻 澡藻葬则贼 蚤泽 早藻灶藻则葬贼蚤灶早 枣蚤则藻袁贼澡藻 泽赠皂责贼燥皂泽

泽澡燥怎造凿 遭藻 蚤则则藻早怎造葬则蚤贼赠 燥枣 贼澡藻 皂藻灶泽藻泽 葬灶凿 蚤灶泽燥皂灶蚤葬援 粤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燥枣 遭造燥燥凿 葬灶凿 遭造燥糟噪葬早藻 燥枣 澡怎皂燥怎则 蚤灶 贼澡藻

造蚤增藻则 憎燥怎造凿 则藻泽怎造贼 蚤灶 责葬蚤灶 葬灶凿 糟燥灶早藻泽贼蚤燥灶 怎灶凿藻则 贼澡藻
则蚤遭泽袁凿藻造葬赠 燥枣 贼澡藻 皂藻灶泽藻泽 遭藻赠燥灶凿 贼澡藻蚤则 贼藻则皂袁葬灶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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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怎则灶蚤灶早 泽藻灶泽葬贼蚤燥灶泽 蚤灶 贼澡藻 澡藻葬则贼援 粤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燥枣

译遥中医学中野气冶的概念具有明显的文化烙印袁它是

燥枣 早蚤凿凿蚤灶藻泽泽袁泽憎藻葬贼蚤灶早 葬贼 枣蚤增藻 燥则 泽蚤曾 蚤灶 贼澡藻 皂燥则灶蚤灶早袁

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最基本能量遥 霍克斯采用了交际

葬 责蚤贼糟澡蚤灶早 遭燥葬贼援 粤灶凿 蚤枣 贼澡藻 藻葬则贼澡 燥枣 贼澡藻 泽责造藻藻灶 蚤泽

澡怎皂燥怎则 燥枣 贼澡藻 澡藻葬则贼曰野肝气冶译为 造蚤增藻则爷泽 澡怎皂燥怎则遥 叶牛

澡怎皂燥怎则 蚤灶 贼澡藻 造怎灶早泽 憎燥怎造凿 早蚤增藻 则蚤泽藻 贼燥 泽怎凿凿藻灶 葬贼贼葬糟噪泽

构成人体及维持生命活动的最根本尧最微细的物质袁

葬灶凿 葬 泽蚤灶噪蚤灶早 枣藻藻造蚤灶早 则葬贼澡藻则 造蚤噪藻 贼澡藻 枣藻藻造蚤灶早 赠燥怎 早藻贼 蚤灶

翻 译策略袁将野气 野译为 澡怎皂燥怎则袁例如 院野心 气冶译为

遭藻蚤灶早 泽怎遭凿怎藻凿 遭赠 贼澡藻 憎燥燥凿 燥枣 贼澡藻 造蚤增藻则袁泽澡藻 憎燥怎造凿

津高阶英汉词典曳 中袁澡怎皂燥则 一词在古时意为 葬灶赠 燥枣

怎灶凿燥怎遭贼藻凿造赠 藻曾责藻则蚤藻灶糟藻 造燥泽泽 燥枣 葬责责藻贼蚤贼藻袁造葬泽泽蚤贼怎凿藻袁葬灶凿
早藻灶藻则葬造 藻灶枣藻藻遭造藻皂藻灶贼 燥枣 贼澡藻 憎澡燥造藻 遭燥凿赠援
杨译本院

粤 凿藻藻责 葬灶凿 葬早蚤贼葬贼藻凿 造藻枣贼 凿蚤泽贼葬造 责怎造泽藻 蚤灶凿蚤糟葬贼藻泽 葬

贼澡藻 枣燥怎则 造蚤择怎蚤凿泽 渊遭造燥燥凿袁责澡造藻早皂袁糟澡燥造藻则袁皂藻造葬灶糟澡燥造赠冤

蚤灶 贼澡藻 遭燥凿赠 贼澡葬贼 憎藻则藻 燥灶糟藻 贼澡燥怎早澡贼 贼燥 凿藻贼藻则皂蚤灶藻 葬
责藻则泽燥灶爷泽 皂藻灶贼葬造 葬灶凿 责澡赠泽蚤糟葬造 择怎葬造蚤贼蚤藻泽援 咱员园暂 由此可见袁
霍克斯是将野气冶理解为一种对人的性情和健康起决

枣藻遭则蚤造藻 糟燥灶凿蚤贼蚤燥灶 葬则蚤泽蚤灶早 枣则燥皂 贼澡藻 憎藻葬噪 葬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定作用的体液曰而在杨译版本中袁为了扫除读者的阅

葬灶藻皂蚤葬 糟葬怎泽藻凿 遭赠 葬 泽造怎早早蚤泽澡 造蚤增藻则援 粤 枣葬蚤灶贼 葬灶凿 枣藻藻遭造藻

译为 憎藻葬噪 葬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澡藻葬则贼曰野肺经气分冶 译为 贼澡藻

造怎灶早泽曰葬 泽造蚤早澡贼 葬灶凿 造蚤泽贼造藻泽泽 皂藻凿蚤葬灶 责怎造泽藻 蚤灶凿蚤糟葬贼藻泽 葬

中 全部 都译 为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而 杨译 本 中 出 现 了 憎藻葬噪

澡藻葬则贼曰贼澡藻 凿藻藻责 葬灶凿 枣葬蚤灶贼 皂藻凿蚤葬灶 责怎造泽藻 蚤泽 凿怎藻 贼燥

读障碍袁译者直接将野气冶略去不译袁例如院野心气虚冶

凿蚤泽贼葬造 责怎造泽藻 燥灶 贼澡藻 则蚤早澡贼 憎则蚤泽贼 糟燥皂藻泽 燥枣 凿藻遭蚤造蚤贼赠 燥枣 贼澡藻

造怎灶早泽遥 此外袁野虚证冶的翻译二者也有所不同院霍译本

憎燥燥凿 藻造藻皂藻灶贼 蚤灶 贼澡藻 造蚤增藻则 贼燥燥 泽贼则燥灶早 枣燥则 贼澡藻 藻葬则贼澡
藻造藻皂藻灶贼 蚤灶 贼澡藻 泽责造藻藻灶援

栽澡藻 枣蚤则藻 责则燥凿怎糟藻凿 遭赠 贼澡藻 憎藻葬噪 葬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澡藻葬则贼

葬糟贼蚤燥灶袁泽造怎早早蚤泽澡袁凿藻遭蚤造蚤贼赠 和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遥 野虚证冶作为中

医一个重要的术语理应有统一规范的英译对应词袁
从这一角度分析袁 霍译本考虑到了术语翻译的一致

则藻泽怎造贼泽 蚤灶 蚤则则藻早怎造葬则 皂藻灶泽藻泽 葬灶凿 蚤灶泽燥皂灶蚤葬援 粤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性和规范性袁 而杨译本从避免歧义出发更多关注了

责葬蚤灶 蚤灶 贼澡藻 则蚤遭泽袁凿藻造葬赠藻凿 皂藻灶泽藻泽 葬灶凿 澡藻葬则贼遭怎则灶援

例 猿院叶红楼梦曳 第四十五回薛宝钗来探望林黛

燥枣 遭造燥燥凿 葬灶凿 泽造怎早早蚤泽澡 糟燥灶凿蚤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造蚤增藻则 责则燥凿怎糟藻

语言的变化及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期待遥

阅藻遭蚤造蚤贼赠 燥枣 贼澡藻 造怎灶早泽 造藻葬凿泽 贼燥 早蚤凿凿蚤灶藻泽泽袁责藻则泽责蚤则葬贼蚤燥灶

玉袁对林的病症有如下描述院

泽藻葬鄄泽蚤糟噪灶藻泽泽援 粤灶凿 贼澡藻 责则藻凿燥皂蚤灶葬灶糟藻 燥枣 贼澡藻 憎燥燥凿

平袁不能克土袁胃气无病袁饮食就可以养人了遥 冶

泽责造藻藻灶 糟葬怎泽藻泽 造燥泽泽 燥枣 葬责责藻贼蚤贼藻袁早藻灶藻则葬造 造葬泽泽蚤贼怎凿藻 葬灶凿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贼澡蚤灶早 贼燥 凿燥 蚤泽 贼燥 糟葬造皂 赠燥怎则 造蚤增藻则 葬灶凿

藻曾责藻糟贼 枣则燥皂 皂赠 则藻葬凿蚤灶早 燥枣 贼澡藻 造葬凿赠爷泽 责怎造泽藻援

蚤灶枣造葬皂藻凿袁燥增藻则鄄葬糟贼蚤增藻 泽贼葬贼藻 燥枣 赠燥怎则 造蚤增藻则 泽燥 贼澡葬贼 蚤贼 憎葬泽

蚤灶 贼澡藻 藻葬则造赠 澡燥怎则泽 燥枣 贼澡藻 皂燥则灶蚤灶早袁葬灶凿 葬 枣藻藻造蚤灶早 造蚤噪藻
藻造藻皂藻灶贼 蚤灶 贼澡藻 造蚤增藻则 燥增藻则 贼澡藻 藻葬则贼澡 藻造藻皂藻灶贼 蚤灶 贼澡藻
泽燥则藻灶藻泽泽 燥枣 贼澡藻 造蚤皂遭泽援 栽澡藻泽藻 葬则藻 贼澡藻 泽赠皂责贼燥皂泽 陨 憎燥怎造凿
对比以上译文发现袁两个版本将野五行冶术语通

过语义翻译的方式展现给读者袁例如袁野肝木冶翻译成
野憎燥燥凿赠 藻造藻皂藻灶贼 燥枣 贼澡藻 造蚤增藻则冶渊霍冤或野憎燥燥凿 藻造藻皂藻灶贼 蚤灶
贼澡藻 造蚤增藻则冶渊杨冤曰野脾土冶翻译成 贼澡藻 藻葬则贼澡 燥枣 贼澡藻 泽责造藻藻灶
渊霍冤或野贼澡藻 藻葬则贼澡 藻造藻皂藻灶贼 蚤灶 贼澡藻 泽责造藻藻灶冶渊杨冤曰野心气
虚而生火冶中的野火冶翻译为野枣蚤则藻冶遥 诊断学中的野左
寸冶翻译为野造藻枣贼 澡葬灶凿 凿蚤泽贼葬造 责怎造泽藻冶渊霍冤或野造藻枣贼 凿蚤泽贼葬造
责怎造泽藻冶渊杨冤曰野左关冶翻译为野渊造藻枣贼冤 皂藻凿蚤葬灶 责怎造泽藻冶遥 描
述疾病上袁 两个版本也同样采用语义翻译策略袁例
如院野经期不调袁夜间不寐冶直译为野蚤则则藻早怎造葬则蚤贼赠 燥枣 贼澡藻

宝钗道院野噎依我说院先以平肝养胃为要遥肝火一
霍 译 本 院陨枣 赠燥怎 葬泽噪 皂藻袁陨 贼澡蚤灶噪 贼澡藻 枣蚤则泽贼袁皂燥泽贼

泽贼则藻灶早贼澡藻灶 赠燥怎则 泽贼燥皂葬糟澡 葬 遭蚤贼援 陨枣 赠燥怎 糟燥怎造凿 则藻凿怎糟藻 贼澡藻
灶燥 造燥灶早藻则 澡葬则皂蚤灶早 贼澡藻 藻葬则贼澡赠 澡怎皂燥怎则 燥枣 赠燥怎则 泽责造藻藻灶袁
赠燥怎则 泽贼燥皂葬糟澡 憎燥怎造凿 遭藻早蚤灶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蚤灶早 灶燥则皂葬造造赠 葬早葬蚤灶

葬灶凿 贼澡藻灶 贼澡藻 枣燥燥凿 赠燥怎 葬贼藻 糟燥怎造凿 遭藻早蚤灶 贼燥 灶燥怎则蚤泽澡 赠燥怎
责则燥责藻则造赠援

杨译本院栽燥 皂赠 皂蚤灶凿袁贼澡藻 枣蚤则泽贼 藻泽泽藻灶贼蚤葬造 蚤泽 贼燥 糟葬造皂

赠燥怎则 造蚤增藻则 葬灶凿 蚤皂责则燥增藻 赠燥怎则 凿蚤早藻泽贼蚤燥灶援 韵灶糟藻 贼澡藻 枣蚤则藻 蚤灶
赠燥怎则 造蚤增藻则 蚤泽 择怎藻造造藻凿 泽燥 贼澡葬贼 蚤贼 糟葬灶爷贼 燥增藻则糟燥皂藻 贼澡藻
耶藻葬则贼澡爷 藻造藻皂藻灶贼 赠燥怎则 凿蚤早藻泽贼蚤燥灶 憎蚤造造 遭藻 遭藻贼贼藻则 葬灶凿
赠燥怎爷造造 遭藻 葬遭造藻 贼燥 葬泽泽蚤皂蚤造葬贼藻 赠燥怎则 枣燥燥凿援

对比上述译本袁 可以发现二者采用了语义和交

皂藻灶泽藻泽 葬灶凿 蚤灶泽燥皂灶蚤葬冶渊霍冤 或 野蚤则则藻早怎造葬则 皂藻灶泽藻泽 葬灶凿

际两种不同策略院霍译本采用语义翻译袁保持原作的

译为野责葬蚤灶 葬灶凿 糟燥灶早藻泽贼蚤燥灶 怎灶凿藻则 贼澡藻 则蚤遭泽袁凿藻造葬赠 燥枣 贼澡藻

造蚤增藻则 葬灶凿 泽贼则藻灶早贼澡藻灶 赠燥怎则 泽贼燥皂葬糟澡 葬 遭蚤贼冶袁野胃气无病冶

蚤灶泽燥皂灶蚤葬冶渊杨冤曰野胁下痛胀袁月信过期袁心中发热冶翻

语言特色和风格袁例如野平肝养胃冶 译为野糟葬造皂 赠燥怎则

皂藻灶泽藻泽 遭藻赠燥灶凿 贼澡藻蚤则 贼藻则皂袁葬灶凿 遭怎则灶蚤灶早 泽藻灶泽葬贼蚤燥灶泽 蚤灶

则 译 为

野赠燥怎则 泽贼燥皂葬糟澡 憎燥怎造凿 遭藻早蚤灶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蚤灶早

贼澡藻 澡藻葬则贼冶渊霍冤 或 野责葬蚤灶 蚤灶 贼澡藻 则蚤遭泽袁凿藻造葬赠藻凿 皂藻灶泽藻泽

灶燥则皂葬造造赠 葬早葬蚤灶冶遥 但是袁在野肝火一平袁不能克土冶一句

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对于中医 野气冶的认识及翻

此句中 野土冶 根据语境增译为 贼澡藻 藻葬则贼澡赠 澡怎皂燥怎则 燥枣

葬灶凿 澡藻葬则贼遭怎则灶冶渊杨冤遥

中袁霍译本又考虑到读者的认知能力和阅读障碍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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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澡藻 泽责造藻藻灶曰 杨译本为了确保译入语读者能够理解尧

贼赠责藻袁蚤灶 贼澡藻 泽藻糟燥灶凿袁蚤灶 贼澡藻 贼澡蚤则凿冶 使痰迷类别在逻辑

肝养胃野和野胃气无病冶分别译为野糟葬造皂 赠燥怎则 造蚤增藻则 葬灶凿

之间的逻辑关系袁增译野憎澡藻灶袁泽怎糟澡 葬泽袁葬泽 葬 则藻泽怎造贼 燥枣冶

遭藻贼贼藻则冶遥 野不能克土冶则直译为野蚤贼 糟葬灶爷贼 燥增藻则糟燥皂藻 贼澡藻

懂袁力求用最简短的语言袁最简单的方式表达中医理

明白并体会原作者的创作意图袁降低阅读难度袁野平

蚤皂责则燥增藻 赠燥怎则 凿蚤早藻泽贼蚤燥灶冶 及 野赠燥怎则 凿蚤早藻泽贼蚤燥灶 憎蚤造造 遭藻
耶藻葬则贼澡爷 藻造藻皂藻灶贼冶遥

上更加清晰袁通过分析短语与短语之间袁短句与短句
等连接词曰而杨译本的最大特点就是简练尧通俗尧易
论文化知识袁保持读者阅读连贯性遥

例 源院叶红楼梦曳 第五十七回袁 宝玉得了痰迷之

渊二冤叶红楼梦曳中药与方剂的英译

王太医也不解何意袁起身说道院野世兄这症乃是

叶红楼梦曳整部书中涉及到的方剂有 源缘 个袁中药

症袁王太医有如下描述院

急痛迷心袁古人曾云痰迷有别袁有气血亏柔饮食不能
熔化痰迷者袁有怒恼中痰急而迷者袁有急痛壅塞者遥

员援 中药的英译

员圆缘 味袁文中用药寒热温凉袁一丝不苟袁可见作者是
抱着一种严肃科学的态度来描写中医药知识遥 中药

此亦痰迷之症袁系急痛所致袁不过一时壅蔽袁较别的

大多源自植物袁其拉丁语名称来源于植物学名袁是由

似轻些遥 冶

学名中的属名或种名及其根尧茎尧叶尧花尧果实等药用

霍译本院

部分组成遥在翻译中药名称时袁译者一般采用拉丁语

栽澡藻 葬灶糟蚤藻灶贼泽 则藻糟燥早灶蚤扎藻凿 贼澡则藻藻 皂葬蚤灶 贼赠责藻泽 燥枣 贼澡蚤泽

英语化的翻译策略遥 例如野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冶的

蚤泽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葬灶 葬灶葬藻皂蚤糟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袁憎澡藻灶 贼澡藻

例 缘院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土炒 云苓三钱 熟

枣燥则皂 燥枣 凿藻皂藻灶贼蚤葬渊痴呆冤院蚤灶 贼澡藻 枣蚤则泽贼 贼赠责藻 贼澡藻 凿藻造蚤则蚤怎皂

用药院

遭燥凿赠 蚤泽 枣葬蚤造蚤灶早 贼燥 葬遭泽燥则遭 蚤贼泽 灶燥怎则蚤泽澡皂藻灶贼曰蚤灶 贼澡藻

地四钱 归身二钱 白芍二钱 川穹一钱五分 黄芪三

泽藻糟燥灶凿袁蚤贼 蚤泽 遭则燥怎早澡贼 燥灶 遭赠 泽燥皂藻 增蚤燥造藻灶贼 藻皂燥贼蚤燥灶葬造
凿蚤泽贼怎则遭葬灶糟藻袁泽怎糟澡 葬泽 葬灶早藻则曰蚤灶 贼澡藻 贼澡蚤则凿袁贼澡藻 燥糟糟造怎泽蚤燥灶

钱 噎渊第十一回冤
霍译本院

燥糟糟怎则泽 葬泽 葬 则藻泽怎造贼 燥枣 泽澡燥糟噪援 栽澡蚤泽 蚤泽 葬 凿藻造蚤则蚤怎皂 燥枣 贼澡藻

郧蚤灶泽藻灶早

圆 凿则葬皂泽

贼澡蚤则凿 贼赠责藻援 陨灶 贼澡蚤泽 贼赠责藻袁枣燥则贼怎灶葬贼藻造赠袁贼澡藻 燥糟糟造怎泽蚤燥灶 蚤泽

粤贼则葬糟贼赠造蚤泽 渊糟造葬赠鄄遭葬噪藻凿冤 圆 凿则葬皂泽

燥贼澡藻则 贼憎燥援

晕蚤责责造藻憎燥则贼 渊责则燥糟藻泽泽藻凿冤 源 凿则葬皂泽

燥灶造赠 葬 贼藻皂责燥则葬则赠 燥灶藻袁泽燥 蚤贼 蚤泽 造藻泽泽 泽藻则蚤燥怎泽 贼澡葬灶 贼澡藻
杨译本院

粤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贼澡藻 葬灶糟蚤藻灶贼泽袁 耶阅蚤泽燥则凿藻则泽 燥枣 贼澡藻

责澡造藻早皂渊痰冤 贼葬噪藻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枣燥则皂泽院
蚤灶凿蚤早藻泽贼蚤燥灶

燥憎蚤灶早

贼燥

葬

憎藻葬噪

蕴赠糟燥责藻则凿燥灶

猿 凿则葬皂泽

噎噎

杨译本院
郧蚤灶泽藻灶早

园援圆 燥扎

糟燥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袁

粤贼则葬藻贼赠造蚤泽 渊糟造葬赠 遭葬噪藻凿冤 园援圆 燥扎

燥遭泽贼则怎糟贼蚤燥灶 糟葬怎泽藻凿 遭赠 泽怎凿凿藻灶 凿蚤泽贼则藻泽泽援爷 栽澡蚤泽 蚤泽 葬

孕则藻责葬则藻凿 栽蚤 则燥燥贼 园援源 燥扎

凿藻则葬灶早藻皂藻灶贼 遭则燥怎早澡贼 燥灶 遭赠 葬 泽怎凿凿藻灶 枣蚤贼 燥枣 葬灶早藻则袁葬灶凿
凿蚤泽燥则凿藻则 燥枣 贼澡藻 贼澡蚤则凿 噪蚤灶凿援 陨贼 蚤泽 燥灶造赠 葬 贼藻皂责燥则葬则赠
遭造燥糟噪葬早藻袁澡燥憎藻增藻则袁造藻泽泽 泽藻则蚤燥怎泽 贼澡葬灶 贼澡藻 燥贼澡藻则 贼赠责藻泽援爷

上述两译本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对中医中野痰

孕葬藻澡赠皂葬 糟燥糟燥泽 园援猿 燥扎

噎噎

例 远院百般请医疗治袁诸如肉桂尧附子尧鳖甲尧麦

冬尧玉竹等药吃了有几十斤下去袁也不见个动静遥渊第

迷冶的认识遥 野痰迷冶在中医中意为头脑发昏袁神志不

十二回冤

野凿藻皂藻灶贼蚤葬冶渊痴呆之意冤 而杨译本则采用语义翻译策

葬灶凿 泽燥皂藻 遭怎泽澡藻造泽 燥枣 糟蚤灶灶葬皂燥灶 遭葬则噪袁葬怎贼怎皂灶 则燥燥贼袁

比较袁前者则更忠实于原文本的涵义及原作者的创

燥灶藻 贼蚤皂藻 葬灶凿 葬灶燥贼澡藻则 澡葬增藻 遭藻藻灶 蚤灶鄄枣怎泽藻凿 葬灶凿 贼葬噪藻灶

清遥 霍译本中采用交际翻译策略将其译为
略译为野凿蚤泽燥则凿藻则泽 燥枣 贼澡藻 责澡造藻早皂冶渊痰疾冤遥 因此袁二者

作意图遥 其次袁霍译本采用语义翻译的策略袁分析了
野有气血亏柔饮食不能熔化痰迷者冶 中各短语的关

霍 译 本 院孕澡赠泽蚤糟蚤葬灶泽 憎藻则藻 糟葬造造藻凿 蚤灶 贼燥 贼则藻葬贼 澡蚤皂

贼怎则贼造藻鄄泽澡藻造造袁遭造葬糟噪 造藻藻噪 葬灶凿 杂燥造燥皂燥灶爷泽 泽藻葬造 皂怎泽贼 葬贼
憎蚤贼澡燥怎贼 贼澡藻 造藻葬泽贼 燥遭泽藻则增葬遭造藻 藻枣枣藻糟贼援

杨译本院栽澡藻 凿燥糟贼燥则泽 憎澡燥 憎藻则藻 糟葬造造藻凿 蚤灶 凿燥泽藻凿 澡蚤皂

系袁将野气血亏柔冶译为野葬灶 葬灶葬藻皂蚤糟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冶而杨

憎蚤贼澡 凿燥扎藻灶泽 燥枣 糟葬贼贼蚤藻泽 燥枣 糟蚤灶灶葬皂燥灶袁葬糟燥灶蚤贼怎皂 则燥燥贼泽袁

减少阅读障碍袁意译为野憎藻葬噪 糟燥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冶遥 再次袁从

葬造造 贼燥 灶燥 藻枣枣藻糟贼援

译本采用交际翻译策略袁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袁
整段文字的整体来看袁霍译本更加关注的是译入语
读者的认知能力和阅读习惯袁通过增译野蚤灶 贼澡藻 枣蚤则泽贼

贼怎则贼造藻鄄泽澡藻造造袁造蚤则蚤燥责藻袁责燥造赠早燥灶葬贼怎皂 葬灶凿 泽燥 枣燥则贼澡要要
要遭怎贼
圆援 方剂的英译

中医方剂的命名主要是根据全方之功效尧性状尧

窑员远远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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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成分及由来渊书名尧人名和地名冤遥 叶红楼梦曳中

创作意图也并未准确表达出来遥第二十九回中袁黛玉

方剂众多袁在涉及此类文化时袁霍译本同杨译本的翻

一恼袁将刚吃的野香薰饮冶吐了出来遥该药被霍译本语

译策略是否相同呢钥

义翻译为 贼澡藻 贼蚤泽葬灶藻 燥枣 藻造泽澡燥造贼扎蚤葬 造藻葬增藻泽袁 而杨译本则

首先来看根据功效而命名方剂的翻译遥 比如袁
第十回中张先生给秦可卿看病后袁写的方子野益气养
荣补脾和肝汤冶 翻译为 野葬 凿藻糟燥糟贼蚤燥灶 贼燥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 贼澡藻
遭则藻葬贼澡袁灶燥怎则蚤泽澡 贼澡藻 澡藻葬则贼袁枣燥则贼蚤枣赠 贼澡藻 泽责造藻藻灶 葬灶凿 糟葬造皂
贼澡藻 造蚤增藻则冶渊霍冤或野凿藻糟燥糟贼蚤燥灶 贼燥 蚤责则燥增藻 贼澡藻 则藻泽责蚤则葬贼蚤燥灶袁

丢掉药物成分袁减少阅读障碍袁采用交际翻译策略袁
译为野贼澡藻 澡藻则遭葬造 皂藻凿蚤糟蚤灶藻冶曰第三十一回袁袭人吐血袁
宝 玉 要 人 拿 山 羊 血 黎 峒 丸 袁 该 方 杨 译 为 野责蚤造造泽
糟燥皂责燥怎灶凿藻凿 憎蚤贼澡 早燥葬贼爷泽 遭造燥燥凿冶袁 不难看出为了照顾

读者的认知接受能力袁杨译本将野黎峒冶略去不译了曰

枣燥则贼蚤枣赠 贼澡藻 遭造燥燥凿 葬灶凿 贼则葬灶择怎造造蚤扎藻 造蚤增藻则冶渊杨冤曰第二十五

而霍译本特别注意了该方的野黎峒冶二字袁通过考究

野粤灶贼蚤责澡造燥早蚤泽贼蚤糟 韵蚤灶贼皂藻灶贼冶 渊 霍 冤

遭造燥燥凿冶袁就比较牵强了遥

回中袁 治疗宝玉燎泡的 野败毒散冶 翻译为

地域来源将其翻译为野匀葬蚤灶葬灶冶袁但山羊血译为野噪蚤凿爷泽

燥蚤灶贼皂藻灶贼冶渊杨冤袁二者都采用了语义翻译策略曰但第四

很多方剂名称来源于书名尧人名和地名袁如野金

或 野凿蚤泽蚤灶枣藻糟贼葬灶贼

十二 回中 野活络 丹也 有 袁催 生 保 命 丹 也 有 冶翻 译为

匮肾气丸冶意为该方出自叶金匮要略曳遥 通过对比叶红

孕蚤造造泽冶渊霍冤或野贼燥灶蚤糟 枣燥则 贼澡藻 遭造燥燥凿 葬灶凿 则藻泽贼燥则葬贼蚤增藻 责蚤造造泽冶

中出现了野文化缺省冶袁霍译本习惯用该方的来源渊人

野贼澡藻 月造燥燥凿 砸藻灶藻憎蚤灶早 耘造蚤曾蚤则 孕蚤造造泽 葬灶凿 贼澡藻 耘葬泽赠 月蚤则贼澡

楼梦曳中一些方剂的翻译策略袁可以发现院方剂翻译

渊杨冤袁二者相比袁霍译本则更加贴近原文语义及作者

名和地名冤来命名袁比如院第二十八回中袁宝玉一口气

的写作意图袁而杨译本则采用交际翻译袁将野催生丹冶

讲了诸多方剂丸药袁其中提到了野左归丸冶和野右归

译为野则藻泽贼燥则葬贼蚤增藻 责蚤造造泽冶袁成了一剂补药袁值得商榷遥

丸冶遥 二者均出自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的叶景岳全

治疗薛宝钗先天热毒的野冷香丸冶袁为了体现该方特

将 二 者 译 为 院 野在澡葬灶早爷泽 阅藻曾贼则葬造泽冶

再看依据性状而命名方剂的翻译遥 比如袁用来

有的性状及方便读者领会想象原作的本义袁霍译本
和 杨 译 本 均 采 用 语 义 翻 译 策 略 袁 译 为 野悦燥造凿
云则葬早则葬灶糟藻 孕蚤造造泽冶遥 贾府送给刘姥姥的包裹里面有梅
花点舌丹和紫金锭袁霍译本是将方剂特性与功效合
二为一袁将语义和交际翻译融为一体袁译为野贼澡藻 砸藻凿

云造燥憎藻则 孕燥蚤泽燥灶 阅蚤泽责藻造造藻则泽冶和野贼澡藻 韵造凿 郧燥造凿 粤灶贼蚤鄄云藻增藻则
孕葬泽贼蚤造造藻泽冶曰而杨译本则注重语义翻译袁按照方剂性状

书曳袁均为补肾药袁前者补肾阴袁后者补肾阳遥 霍译本
和 野在澡葬灶早爷泽

杂蚤灶蚤泽贼则葬造泽冶曰 而杨译本语义翻译为院野蕴藻枣贼 则藻泽贼燥则葬贼蚤增藻冶
和野砸蚤早澡贼 则藻泽贼燥则葬贼蚤增藻冶袁从功效的角度考虑袁显然后者

更易明白遥 另外袁前面提到的野八味地黄丸冶和野黎峒
丸冶也反映了霍译本和杨译本的不同遥

四尧结

语

叶红楼梦曳中长达 缘 万余字的中医药翻译对于祖

直译为 野责造怎皂鄄遭造燥泽泽燥皂 责燥憎凿藻则袁责怎则责造藻鄄早燥造凿 责蚤造造泽冶袁这

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具有重要

对缺乏中医药文化知识背景的西方读者来说很难明

的作用遥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观为中医药文化的翻

白这两剂药为何物遥

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与研究方法袁 二者的关系

在依据药物成分而命名方剂的翻译上袁两译本

是相辅相成袁缺一不可的遥 在翻译中袁二者也是交替

一般都采用语义翻译策略袁比如袁贾瑞所服的野独参

使用袁有时会合二为一遥 对比两译本发现袁霍译本和

汤 冶 被 译 为 野葬 责怎则藻 凿藻糟燥糟贼蚤燥灶 燥枣 早蚤灶泽藻灶早 憎蚤贼澡燥怎贼

杨译本都采用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相结合的策

渊杨冤遥 叶红楼梦曳第二十八回中王夫人一时忘记了丸

了照顾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接受程度袁 将那些较为隐

葬凿皂蚤曾贼怎则藻 燥枣 燥贼澡藻则 蚤灶早则藻凿蚤藻灶贼泽冶渊霍冤或野责怎则藻 早蚤灶泽藻灶早 冶

略袁所不同之处在于院翻译医理及诊断时袁霍译本为

药的名字袁宝玉一时间说出了很多种丸药袁八珍益母

曲的医理知识进一步阐释渊即增译冤袁因此交际翻译

丸 袁 两 译 本 均 采 用 语 义 翻 译 策 略 院 野耘蚤早澡贼 郧藻皂

策略比重略大曰 而后者则更关注阅读连贯性及原文

渊杨冤遥 但两译本在翻译策略上也有所侧重袁例如院八

者都倾向用拉丁语英语化的翻译策略曰翻译方剂时袁

运蚤凿灶藻赠 孕蚤造造泽冶袁将药物的发明人尧药物成分及治疗对

而杨译本更加注重读者的认知能力袁 更倾向于交际

责蚤造造泽冶袁将其理解为野六味地黄丸冶是不恰当的袁因为

文化知识的理解偏差袁某些医药术语翻译尚不准确袁

酝燥贼澡藻则憎燥则贼 孕蚤造造泽冶渊霍冤袁野耘蚤早澡贼鄄贼则藻葬泽怎则藻鄄造藻燥灶怎则怎泽 责蚤造造泽冶

语义袁所以语义翻译策略比重略大曰翻译中药时袁二

味 地 黄 丸 袁 霍 氏 将 其 译 为 野阅则 悦怎蚤爷泽 粤凿藻灶燥责澡燥则葬

霍译本更倾向语义翻译袁习惯用该方的出处来命名袁

象 囊 括 其 中 袁 而 杨 氏 则 译 为 野泽蚤曾鄄枣造葬增燥怎则鄄凿蚤早蚤贼葬造蚤泽

翻译袁甚至采用省略不译遥 但是袁由于译者对中医药

前者治疗肾阳虚袁后者治疗肾阴虚袁功效各异遥而且袁

有时为了照顾读者的认知能力袁 将某些医药知识略

读者很可能会联想到酸尧甜尧苦尧辣等味道了袁作者的

去不译袁 造成译本无法忠实地传达原作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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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容遥 上述不足也是今后野红楼译学冶界需要研究
的课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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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责藻糟蚤枣蚤糟 葬灶凿 责则葬糟贼蚤糟葬造 贼则葬灶泽造葬贼蚤燥灶 泽贼则葬贼藻早蚤藻泽 枣燥则 栽悦酝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蚤灶 葬灶糟蚤藻灶贼 悦澡蚤灶藻泽藻 造蚤贼藻则葬贼怎则藻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栽澡藻 阅则藻葬皂 燥枣 砸藻凿 酝葬灶泽蚤燥灶泽曰 贼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皂藻凿蚤糟蚤灶藻曰 贼则葬灶泽造葬贼蚤燥灶曰 泽藻皂葬灶贼蚤糟曰

糟燥皂皂怎灶蚤糟葬贼蚤增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