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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医艺术相与为一：
中国古典涉医诗曲英译的接受美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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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院涉医诗曲是医学著作诗化的产物，
凭借其凝练的语言、
较高的修辞艺术手段及幽默诙谐

的阅读体验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一颗不容忽视的明珠。而它的翻译也需要译者不但熟谙英汉语
以译语读者为中心，
灵活变通采取“等化”及
言在各个维度上的差异，而且要具备一定的医药常识，
“浅化”
的翻译方法。文章将接受美学理论中的
“读者中心论”作为涉医诗曲翻译指导原则，恰当运
给
“现实的读者”
和
“观念的读者”带来别致的艺术召唤。
用翻译策略，
传达原诗韵味，
关键词院涉医诗曲曰英译曰接受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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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重新完整无缺损地呈现给目的语读者袁实属不易遥
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院野从最初出发到终竟到达袁这

涉医诗曲是指将医药术语及名称渊或谐音冤为语

是很艰辛的历程袁一路上颠顿风尘袁遭遇风险袁不免

汇直接嵌于或寓于语句之中的诗歌曲赋遥 清代赵翼

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遥因此袁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

叶陔余丛考曳对涉医诗曲在古典文学中的地位做出阐
释院野药名入诗袁三百篇中多有之噎噎陈亚郎中以药

名为诗至百首噎噎皆游戏笔墨袁颇也可喜遥 冶涉医诗
曲起源于叶诗经曳和叶楚辞曳遥 叶说文窑酉部曳有野醫者袁
治病工也噎噎巫彭初作醫遥 冶叶广雅窑释诂四曳院野医袁
巫也遥冶叶诗经曳尧叶楚辞曳中描绘了大量巫事医俗现象遥

地方遥 冶咱猿暂涉医诗曲语言高度凝练袁创作中或融合比
兴要要
要野手如柔荑袁肤如凝脂冶渊叶卫风窑硕人曳冤袁或融
入离合要要
要野江皋岁暮相逢地袁黄叶霜前半夏枝渊地
黄冤冶

渊张籍 叶答鄱阳客药名诗曳冤袁 或使用谐音双

关要要
要野雨余凉意到胡床 渊禹余粮冤冶渊黄庭坚 叶定风
波曳冤及韵律尧平仄等多种艺术手段袁因此它的翻译则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至唐宋呈现出百花齐放

更具挑战性袁 译者要在真正理解诗人创作意图和实

的格局遥 涉医诗曲诞生于风骚传统袁受到医学著作

现手段尧具备欣赏诗曲及翻译诗曲能力的前提下袁最

诗化的影响袁它的发展尧功用展示出中国古典文学创

大限度地实现译文的意境并激起与原作等值的阅读

作强大的生命力和兼容力咱员暂遥 诗是语言的极致袁是对

体验遥 本文将接受美学理论中的野读者中心论冶作为

语言的再创造遥 诗人不仅运用词语的表面含义抒发

涉医诗曲翻译指导原则袁恰当运用翻译策略袁传达原

情怀袁而且运用艺术手段改变词语的结构和意义袁创

诗韵味袁给野现实的读者冶和野观念的读者冶带来别致

作意境袁激发联想袁从而使作品产生无穷魅力 咱圆暂遥

翻译是一种以转换语言文字为手段的跨文化交

际行为袁由于文字尧文化尧认知及审美差异袁将一首诗
曲对母语读者唤起的整体感觉和意象通过另一种语

的艺术召唤遥

二尧 接受美学理论对于诗曲翻译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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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美学思潮遥 在这种背景之下袁康茨坦斯大学文
艺学教授姚斯渊匀葬灶泽 砸燥遭藻则贼 允葬怎泽泽冤在 员怨远怨 年出版的
叶提出挑战的文学史曳 一书中提出了接受美学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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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 野读者中心论冶为指导涉医诗曲英译
中文化意象的处理

念遥接受美学认为袁野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袁文学的

翻译中袁 由于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存在较大差

唯一对象是读者袁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耶可能

异袁 要把一首负载浓厚医药文化的诗曲对母语读者

的存在爷袁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转化为耶现实的存

唤起的整体意象和艺术感受用另一种文化完整地重

在爷遥 冶咱源暂遥 由此不难看出袁接受美学理论强调了读者

现出来袁其结果往往很难令人满意遥 但野既然要翻译

在文学作品中的核心地位袁一部文学作品不仅是为

诗歌袁就必须在这种不可能中寻找可能袁要寻求再现

读者创作的袁而且也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审

诗意及其所载文化风貌的最佳途径遥 冶咱圆暂接受美学主

美经验对作品的价值尧 属性和信息等召唤结构主

张读者在文学作品中处于中心地位遥同样袁翻译研究

动地选择尧接纳或抛弃遥 以接受美学为研究视角的

和实践中译语读者地位举足轻重袁 译文的效度及影

翻译交际活动将译语读者置于文学翻译中心位

响取决于译语读者的阅读体验遥 为了实现读者对于

置袁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翻译 界长期争执不

源诗曲阅读体验的最优化袁 翻译家许渊冲先生结合

下的归化和异化的问题遥 关注译本对读者的召唤

自己译诗心得提出的文学翻译方法论野三化冶要要
要浅

程 度 并 不意 味 着 译 本 一 味 地 照 顾译 语 在 语 词 尧句

化尧等化及深化不失为调和文化意象冲突尧寻找平衡

法尧修辞和美学各层次的习惯袁而是兼顾带给读 者

点的一剂良药遥 许渊冲咱员园暂认为袁诗曲翻译中野当原文

一种异域色彩的别致感受袁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遥

的表层和深层一致袁译文和原文耶意似爷能传达原文

接 受 美 学翻 译 观 与 尤 金窑奈 达 的 结 构主 义 翻 译 理

耶意美爷的时候袁可以采用耶等化爷的译法袁如果原文的

论相得益彰袁在奈达看来袁翻译就是再现最近似而

表层和深层之间有距离袁或是译文和原文耶意似爷并

又最自然的译文袁 而译文效果和 认可度很大程度

不能传达原文的耶意美爷袁那么就采用耶浅化爷或耶深

上取决于读者 咱缘暂遥 因此袁野一篇好的译作袁应该使译文

化爷的译法遥 冶

读者在阅读之后获得与原文读者等量的信息和艺术
感受遥 冶

咱远暂猿员远

渊一冤 涉医诗曲英译中比兴文化意象的等化处理
比兴是中国诗歌中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袁 宋代

中国古典涉医诗曲是医学诗化的典型代表袁创

朱熹比较准确地说明了野比尧兴冶作为表现手法的基

作中运用了比兴尧离合尧谐音尧双关和韵律等多种修

本特征袁他认为院野比者袁以彼物比此物也冶曰野兴者袁先

辞和艺术手段袁语言凝练而又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意

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遥 冶例如袁叶诗经曳中就多以

象和意境遥 同时袁涉医诗曲语言的所指又深深扎根

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为比兴袁 曲折幽隐地描述了创

于传统医学的文化土壤之中袁许多诗歌中呈现的比

作情境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情感遥医药比兴入诗袁用意

喻尧象征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遥 而正如王佐良

深刻袁具有特殊的情感氛围袁若采取省译或略去不译

先生所言院野翻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钥 就是两种文

势必会影响译语读者对原诗的美学艺术欣赏遥 刘宓

化的不同遥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袁

庆 咱员员暂谈到人类文化的野共核冶讲过这样一句话院野思维

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遥 冶咱苑暂而

的共性是翻译的基础遥 思维能力和规律也具有人类

很多情况下袁这种解释也很难令人满意袁甚至适得其

性遥 共同的思维能力和思维规律使人们对相同的事物

反遥 涉医诗曲的翻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文化碰撞袁

可能取得共同的认识遥 冶野各民族语言虽然不同袁但都

在文化移植过程中伴随有艺术效度的损耗遥 那么袁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由文化差异而带来的意义和信
息的损耗呢钥 将接受美学的野读者中心论冶引入到涉

可以利用相同的概念尧推理和判断等思维规律袁指称
事物尧阐释词义尧叙事述理尧表情达意等遥 冶咱远暂圆猿 因此袁同

一件事物的属性及文化内涵完全有可能被东西方读

医诗曲的翻译中袁野首先要对它渊诗曲冤进行解读袁揣

者共同接受袁形成相似以至相同的意象和意境遥 采用

摩作者的意图袁理解诗的意境遥 冶咱愿暂而后对译语读者

野等化冶法根据字面直译完整地保存原诗的意趣袁拓宽

美习俗等冤进行分析和判断袁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转

例如袁叶诗经窑秦风窑蒹葭曳 中第一章前四句院野蒹

所处的各文化维度渊固有的价值观念尧文化取向和审
换诗曲中医药文化负载浓厚的元素袁最终实现钱钟
书先生在野林纾的翻译冶一文中提出的文学翻译最高
理想要要
要野化冶袁而野耶化爷的实现需要译者对于源文本
的深刻理解和目标读者的深刻理解遥 冶

咱怨暂

了译语的文化维度袁带给读者一种别样的异域感受遥

葭苍苍袁白露为霜遥 所谓伊人袁在水一方遥 冶许渊冲先
生这样翻译院

郧则藻藻灶袁早则藻藻灶 贼澡藻 则藻藻凿袁
阅藻憎 葬灶凿 枣则燥泽贼 早造藻葬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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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澡藻则藻爷泽 泽澡藻 陨 灶藻藻凿

言结构的关系时袁 译者充分考虑原诗的尾韵 野皱冶尧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恋人的无限思念遥 蒹葭袁

野皂藻藻贼冶 与 野泽憎藻藻贼冶袁 野贼藻葬则泽冶 和 野泽造藻藻增藻泽冶 与 野造藻葬增藻泽 和

月藻赠燥灶凿 贼澡藻 泽贼则藻葬皂援

即芦苇遥叶本草纲目曳记载芦叶野治霍乱呕逆袁痈疽遥冶
芦茎尧芦根清热生津袁除烦止呕遥 全诗每章都以蒹葭

野扣冶尧野袖冶 和 野瘦冶袁 译文押尾韵 野澡怎藻冶 与野灶藻憎冶袁
葬责责藻葬则泽冶袁可谓精雕细琢袁独具匠心遥

渊二冤涉医诗曲英译中双关文化意象的浅化处理

起兴袁描绘出芦苇的颜色由苍青至凄青到泛白袁把深

双关是一种修辞手法袁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袁

秋凄凉的气氛渲染得越来越浓遥 此时芦苇作为秋季

利用词的多义尧同音或谐音的条件袁有意使语句具有

风物的代表袁成为自然与人的有形链接遥 作家黄廷

双重意义袁言在此而意在彼遥古典诗词中创造野双关冶

法在著作叶浮生拾慧曳中论述深秋时节的芦花飘忽不

的手法很多袁而涉医诗曲中谐音双关是最为常见的遥

定袁其萧瑟和苍茫所构成的意象袁古文人假借而传达

南宋爱国诗人黄庭坚在叶定风波窑用药名招婺源马荀

一种悲情

遥 芦苇分布广泛袁东西方读者完全可以

咱员圆暂

依据全诗的语境及芦苇属性构成相似或相同的文化
意象袁采取等化的翻译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译

仲游雨岩袁马善医曳诗中野白发自怜心似铁袁风月袁使
君仔细与平章遥 冶一句暗含药名野莲心冶和野使君子冶袁

诗人巧妙利用谐音双关的修辞手段表达了自己凄清

文和原文野意似冶袁传达原文的野意美冶遥 在第一句译

隐逸尧忧伤感时的心情遥由于英汉语言在语音尧语义和

文中袁许渊冲先生将野蒹葭冶直译为野则藻藻凿冶袁同第三小

修辞上存在较大差异袁在翻译涉医诗曲中双关文化意

句的野灶藻藻凿冶形成押尾韵袁第二句中野早造藻葬皂冶与第四句

象时袁很难达到语言表面和深层意义上的一致遥 因此袁

野泽贼则藻葬皂冶押尾韵袁将形容词野早则藻藻灶冶提前而省略野遭藻 动

译者在正确理解诗曲意境的前提下袁 采取 野浅化冶方

式袁重复形容词野早则藻藻灶冶袁画面活灵活现袁实现了译文

层次的隐含意图袁使译语读者更加清晰地理解大意遥

与原文在结构尧韵律上的对等遥 不难看出袁译文完整

例如袁叶西游记曳 第三十六回中有一首诗院野自从益智

转化了原文的文化意象又照顾了读者的韵律体验袁

登山盟袁王不留行送出城遥 路上相逢三棱子袁途中催

不失为妙译遥

趱马兜铃遥 寻坡转涧求荆芥袁迈岭登山拜茯苓遥 防己

词冶袁诗味颇浓遥 同时为了符合原作野苍苍冶的创作形

元代王实甫的代表杂剧叶西厢记曳不乏有诗曲中
融入比兴的表现手法遥 比如袁第五本第一折野裙染榴
花袁睡损胭脂皱遥 扭结丁香袁掩过芙蓉扣遥 线脱珍珠袁
泪湿香罗袖遥杨柳眉颦袁人比黄花瘦遥冶许渊冲先生这
样翻译院
酝赠 泽噪蚤则贼 蚤灶 责燥皂藻早则葬灶葬贼藻 澡怎藻

匀葬泽 遭藻藻灶 泽造藻责贼 蚤灶贼燥 则燥怎早藻凿 憎则蚤灶噪造藻泽 灶藻憎援
酝赠 造蚤造葬糟鄄遭怎贼贼燥灶泽 皂燥则藻 贼澡葬灶 皂藻藻贼

栽澡藻 遭怎贼贼燥灶鄄澡燥造藻 蚤灶 枣燥则皂 燥枣 造燥贼怎泽 泽憎藻藻贼援
蕴蚤噪藻 责藻葬则造泽 怎灶泽贼则怎灶早袁皂赠 贼藻葬则泽

匀葬增藻 憎藻贼 皂赠 枣则葬早则葬灶贼 泽蚤造噪藻灶 泽造藻藻增藻泽援

法袁丧失一些双关艺术修辞手段袁反映诗人创作时深

一身如竹沥袁茴香何日拜朝廷钥 冶詹纳尔这样翻译院
粤枣贼藻则 陨 早则藻憎 蚤灶 憎蚤泽凿燥皂 葬灶凿 贼燥燥噪 皂赠 增燥憎泽袁
匀蚤泽 酝葬躁藻泽贼赠 藻泽糟燥则贼藻凿 皂藻 枣则燥皂 贼澡藻 糟葬责蚤贼葬造援
韵灶 皂赠 躁燥怎则灶藻赠 陨 皂藻贼 贼澡则藻藻 憎葬赠憎葬则凿 燥灶藻泽

栽燥 澡藻造责 皂藻 葬造燥灶早 葬泽 陨 则燥凿藻 蚤灶 贼澡藻 泽葬凿凿造藻援

韵增藻则 澡蚤造造泽蚤凿藻 葬灶凿 早怎造造赠 陨 泽藻藻噪 贼澡藻 泽糟则蚤责贼怎则藻泽袁
悦造蚤皂遭蚤灶早

月怎凿凿澡葬援

皂葬灶赠

皂燥怎灶贼葬蚤灶泽

贼燥

憎燥则泽澡蚤责

贼澡藻

郧怎葬则凿蚤灶早 皂赠泽藻造枣 葬泽 蚤枣 遭藻澡蚤灶凿 葬 枣藻灶糟藻袁

宰澡藻灶 憎蚤造造 陨 则藻贼怎则灶 贼燥 增蚤泽蚤贼 贼澡藻 则燥赠葬造 责葬造葬糟藻钥

吴承恩在这首诗中用了 野益智冶尧野王不留行冶尧

酝赠 藻赠藻遭则燥憎泽 噪灶蚤贼 造蚤噪藻 憎蚤造造燥憎 造藻葬增藻泽袁

野三棱子冶尧野马兜铃冶尧野荆芥冶尧野伏苓冶尧野防己冶尧野竹

这首诗前后分别使用了中药 野榴花冶尧野丁香冶尧

遇到的种种艰辛磨难和决心袁 取中药名称谐音为双

杂造蚤皂皂藻则 贼澡葬灶 早燥造凿藻灶 枣造燥憎藻则 皂赠 枣葬糟藻 葬责责藻葬则泽援

沥冶尧野茴香冶等九味中药来总结唐僧去西天取经途中

野芙蓉冶尧野珍珠冶尧野杨柳叶冶和野黄花冶等文化意象袁形

关修辞手法袁艺术特点鲜明遥 译文中袁译者并没有将

象表达了思念爱人尧夜不能寐的凄楚意境遥 诗中野榴

上述九味中药按生物学名英译袁如将野益智冶拉丁语

花冶描绘裙子颜色袁野丁香冶和野芙蓉冶描写纽扣的精

译为野粤 造责蚤灶蚤葬藻 燥曾赠责澡赠造造葬藻 枣则怎糟贼怎泽冶袁野王不留行冶译为

致袁眼泪如野珍珠冶袁野杨柳叶冶形容美丽的眉毛袁而野黄

野灾 葬糟糟葬则蚤葬藻 泽藻皂藻灶冶 或 野 三 棱 子 冶 译 为 野悦赠责藻则怎泽

花冶颜色及细长条状带给读者一位日夜思君袁脸形消

则燥贼怎灶凿怎泽冶遥相反袁译者预测判断了读者的阅读障碍和

瘦的女子形象遥 译语读者所处的各文化维度对上述

认知取向袁 试图挖掘出每味药在语义和语音上的引

含有情意的物象能够唤起同母语读者相同的整体意

申内涵袁注重从交际的维度野浅化冶并简单明了地实

境袁野等化冶处理原文袁直译各味中药名袁无损地传达

现了原诗在信息传达上的有效移植遥 英译中注重韵

了诗中的野意美冶遥 同时袁在处理文化意象与其他语

律袁第一句中野益智冶意为野立志冶译为野贼燥燥噪 皂赠 增燥憎泽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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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第二句中 野三棱子冶 实为 野三楞子冶 译为野贼澡则藻藻

及规范化问题遥涉医诗曲是医学著作诗化的产物袁凭

憎葬赠憎葬则凿 燥灶藻泽冶压尾韵曰野城冶即野糟葬责蚤贼葬造冶 与野马兜铃冶

借其凝练的语言尧 较高的修辞艺术手段及幽默诙谐

意为野马铃冶译为野泽葬凿凿造藻冶押韵遥 第三句中野荆芥冶意

的阅读体验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一颗不容忽视的

为野经戒冶译为 野泽糟则蚤责贼怎则藻泽冶袁 第四 句野竹 沥冶意为 野竹

明珠遥 而它的翻译也需要译者不但熟谙英汉语言在

篱冶译为野葬 枣藻灶糟藻冶同野朝廷冶译为野则燥赠葬造 责葬造葬糟藻冶押 尾

各个维度上的差异袁而且要具备一定的医药常识袁以

韵遥 整首译诗袁语言凝练富有韵律袁意义明确且人物

译语读者为中心袁灵活变通采取野等化冶及野浅化冶的

性格鲜活袁足见译者良苦用心遥

翻译方法遥 不容否认袁爱尔兰翻译理论家泰特勒渊粤援

叶西厢记曳第三本第四折张君瑞得了相思病袁崔

云援栽赠贼造藻则冤提出的野诗人译诗冶以其诗人的思维方式尧

摇影夜深沉袁酸醋野当归冶浸遥 面朝着湖山背阴里窨袁

但在英语语言中找出与涉医诗曲中文化意象相同或

这方儿最难寻遥 一服两服令人恁遥 忌的是野知母冶未

相似的译语意象袁在译作中呈现出离合尧谐音及双关

寝袁怕的是野红娘冶撒沁遥 吃了呵袁稳情取野使君子冶一

的修辞手段则极具挑战袁有时还要通过野深化冶法增

星儿野参冶遥 许渊冲先生这样翻译院

译或释义把原诗的野弦外之音冶阐释出来袁而这样的

莺莺派贴身丫鬟红娘送来一剂良方袁此方为院野桂花冶

诗的语言方式袁可以再创造式地还原原作的野诗意冶袁

栽澡藻 造葬怎则藻造 枣造燥憎藻则泽 贼澡则藻憎 贼澡藻蚤则 泽澡葬凿燥憎泽 贼澡藻灶 灶蚤早澡贼

结果却往往使得译文很难符合诗歌翻译的美学 原

栽澡藻 皂藻凿蚤糟蚤灶藻 憎蚤造造 早蚤增藻 贼澡藻 责燥燥则 泽糟澡燥造葬则 葬 早燥燥凿

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遥

陨灶 贼澡藻 泽澡葬凿藻 燥枣 则燥糟噪泽 遭赠 贼澡藻 责燥燥造泽蚤凿藻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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