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的更迭 ，范式的衍进 

◎ 王少爽 

评 《探索翻译理论》 

《探 索》一书是对当代两方翻译理论的 ⋯一个系统性总结，造作 暂理论智识 
的结鼎，体现 其多年研究生涯的经验积淀。 

它的Hj版对_'j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4 "L I发 无疑 

具 ‘霞要意义。《探索》以其精辟的理论见识 

和范式 纳，必定会成为翻译专 学生与研 

究者的一一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理沦 々著。 

E 兰 
时 口  

上世纪60年代至今，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历经了 

5O来年的发展 ，各种理论学说相继萌发 ，学派林立， 

可谓出现了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在 

西方，过去的5O年是各学科理论大发展的时期，如 

语言学、传播学、哲学阐释学、文化研究、文学批评、 

接受美学、性别研究、认知科学等。这些学科与翻译 

研究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一方面，这些学 

科的研究者将翻译现象视为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对 

自身的理论假设进行论证修订，促进本学科的理论发 

展 ；另一方面，翻译研究学者将各学科的理论借鉴过 

来，从多维视角审视和分析翻译现象，丰富翻译理论， 

拓展翻译研究的学科范围和研究内容，其研究方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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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x P L 0 R I N G 
TRANSLATIo N 
T H E o R I E S 

《探索翻译理论》书影 

在不断的更新和完善，翻译研究已成为一种跨学科 

研究。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种类繁多，令人 目不暇 

接，需要对其进行条理性的归纳整理，才能有利于翻 

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已有学者对此做出了富有卓 

识性的尝试 ，如埃德温 ·根茨勒 (Edwin Gentzler)、 

杰里米 ·芒迪 (Jeremy Mundy)等。安东尼 ·皮姆 

(AnthonyPym)的最新力作《探索翻译理论》(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以下简称 《探索》)，于2010年 

年初由罗德里奇出版公司 (Routledge)推出发行。该 

书从范式视角综合分析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对其进 

行了归类研究。 

安东尼 ·皮姆现为西班牙塔拉戈纳省洛维拉维 

吉利大学的教授，著述颇丰，具有翻译学、交际 

学、社会学、伦理学以及 比较文学等多种学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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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主要代表著作有 《翻译与翻译教学中的认识 

论 问 题 》(EpistemologicM Problems in Translation and 

its Teaching，1993)、《翻译史研 究方法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1998)、《移动 的文本 ：本地 

化、翻 译 与 传 播 》( e Moving Text．Localization， 

Translation，and Distribution，2004)等，还编有论文 

集 10本，发表学术论文 140余篇。 

本文拟选取该书的几点创新之处加以剖析，与读 

者分享。 

梳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范式 

《探索》一书由八章组成，分别为 “第一章 ：何 

谓翻译理论?”、“第二章 ：自然对等”、“第三章 ：方 

向对等”、“第四章 ：目的”、“第五章 ：描写”、“第六 

章 ：不确定性”、“第七章 ：本地化”，以及 “第八章 ： 

文化翻译”。从各章主题的安排上来看，该书基本上 

是依据时间顺序，回顾评析上世纪 60年代以来西方 

翻译理论的发展，根据不同的核心议题，将其划分为 

六大范式，即对等论、目的论、描写论、不确定论、 

本地化、文化翻译。最后两种作为新生范式，鲜有人 

论及。依据范式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进行系统分类的 

做法，本书当属首例，是一部具有理论开创性的作品。 

通过作者对各种范式的论证分析，可见其对当代西方 

翻译研究所作出的具有总括性、批判性、前瞻性的整 

体思考。 

“范式”(paradigm)概念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 

托马斯 ·库恩 (Thomas Kuhn，1962)提出，并在其 

专著 《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常 

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克莱恩 

(Diana Crane)认为范式可以理解为 “为研究设定指 

导原则的一种科学发展的模式”(Crane，1972：7)，“针 

对某一特定问题开展研究的方式，一种解决问题的手 

段”(ibid：29 o一个学科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知识 

积累，随着其内部悖论、不兼容性、无法解决的问题 

的增多，会出现危机。因而，将会有一种全新的理论 

视角被提出，得到广泛讨论，并被学科内的一部分学 

者所接受 ，这时就可能会导致 “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触发一场学科革命 (Hermans，1999：9 o在 

翻译研究学科中，从翻译本体的探索到翻译外围现象 

的讨论，研究问题层出不穷，促生了多种翻译理论。 

理论是 “人们从事研究时的一种 ‘预设性信念’，它 

是非被证明的，只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一种 ‘背景信念’， 

我们把这种基本信念作为一种 ‘前提假设’，它为我 

们思考问题提供方法和标准”(吕俊、侯向群，2009：8)。 

当某种翻译理论不能自圆其说，理论观点自相矛盾， 

出现难以解释的问题时，新的视角将会出现，新的理 

论就会萌生。但是每一种理论视角都有自身的盲点 

(Hermans，1999：156)，因此就会造成理论的不断更 

迭 ，范式的发展衍进。 

《探索》对过去5O年中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进行 

了回顾性的总结和思考，深刻剖析了影响当代西方译 

学理论发展的六种范式。对等问题是早期翻译理论的 

核心论点，各种翻译理论围绕如何在目标语中寻获源 

文本的对等单位展开讨论。(1)该书将对等论范式进 
一

步划分为自然对等 (natural equivalence)和方向对 

等 (directional equivalence)，其区别在于是否受翻译 

方向的影响，前者具有双向性，后者则具有单向性。 

(2)目的论范式将翻译意图视为翻译行为的决定性因 

素，强调委托人、客户、目标读者、翻译说明等因素 

对译者决策的影响。(3)描写论范式则将翻译看作目 

标语的文化事实，不主张界定明确的翻译定义，以目 

标语为导向，描写各种翻译现象，注重影响翻译活动 

的各种规范的研究。(4)不确定论范式一方面关注翻 

译的不确定性问题，另一方面关注意义的不确定性问 

题。(5)现代科技进步和全球化进程促生了本地化范 

式，由于国际化在本地化过程中的应用，出现了一对 

多的翻译模式，给翻译对等提出了新的议题。(6)在 

后殖民语境的影响下又出现了文化翻译范式，“翻译” 
一 词不再被用来表示确实存在的文本，而是指不同的 

文化群体间所进行的一般交际活动，该范式主要涉及 

后现代社会学 、后殖民主义、移民、文化杂合等问题。 

每一种范式对于先前范式都具有先进性，但同时，也 

有自身理论发展不可规避，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 

二、将对等视为范式衍进的主线 

在 《探索》的前言中，作者提出所有翻译理论皆 

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即：翻译可以由对等来定义， 

但是许多理由表明对等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对等 

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冲突是所有范式都要解决的基本问 

题，一种范式与另一种范式的区别往往在于如何处理 

翻译中的对等问题。对等是各范式的核心问题，也是 

范式衍变的内驱力。《探索》的各章均有围绕翻译对 

等问题的探讨，构成了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为当代 

西方翻译研究的各种范式建立起内在联系，形成一个 

有机的整体。下面让我们具体看一下各种范式在对等 

问题上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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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结构主义语言观将语言视作 “世界观”，即 

语言是现实世界的反映。根据这种语言观，语言是对 

这种语言的使用者所处现实世界的反映，世界各地的 

人们生活环境存在差异，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世界 

观，因此，各语言问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对等，翻译是 

行不通的。自然对等正是对这种语言观所导致的不可 

译性的一种反驳，认为对等就是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 

间的一种等值关系。在翻译未发生之前，这种关系就 

已经存在，对等可以在从形式到功能的任何语言层次 

上建立。这种范式还列举了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对 

等的各种策略，如维奈 (Jean—Paul Vinay)和达贝尔 

内 (Jean Darbelnet)所提出的七种翻译策略。自然对 

等不受翻译方向的影响，而方向对等则受翻译方向的 

制约，从 A语言译人B语言时的翻译对等，反之不 
一 定成立，反映了语言间的非对称关系。方向对等理 

论允许译者在几种翻译策略中进行选择，这些翻译策 

略不受源文本的强制性规约。翻译策略的分类往往两 

极分化，如归化与异化、形式对等与动态 ／功能对等、 

语义对等与交际对等、显性翻译与隐性翻译、文献性 

翻译与工具性翻译、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充分性翻 

译与可接受性翻译，等等。方向对等还可以被视为一 

种虚构性的社会信仰，从而可以减少跨文化交际过程 

中的不确定性。 

(二)目的论范式仅仅将源文本视为译者的信息 

来源之一，注重目标语语境中各因素，尤其是翻译意 

图对翻译过程的影响。根据不同的翻译 目的，源文本 

可以有多种译法，以实现多种不同功能 ，而对等仅仅 

是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尽管如此，目的论范式与对 

等范式之间依然存在共通之处。目的论范式的先驱赖 

斯 (Katharina Reiss)根据布勒的语言功能模式把文 

本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表情型、信息型和操作型， 

并建议根据文本功能及其相对应的语言特点和交际情 

景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 (张美芳，2009：53)，当目 

标文本需要复制源文本的功能时，其实就是一种功能 

对等。可见， 斯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对等的 

翻译标准。根据翻译的 目的和功能的不同，可以对源 

文本进行多种翻译处理，因此，同一源文本可能对应 

多个译本。这种观点类似于前面所提及的方向对等。 

(三 )描写论范式将对等视为一种相对概念，是 
一 种功能性的关系概念，换言之，就是某种文化 

中区分适当性与非适当性翻译行为模式的一套关 

系 (Toury，1995：86 o对于翻译概念，描写论没有 

给出清晰定义，而是提出了 “假定翻译”(assumed 

translation)概念 ，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为一切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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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文本和行为。“假定翻译”建立在 种基本的 

假设之上，即：源文本假设、转换假设、关系似设 (同 

上 ：33)。其中，关系假没是指源文本与日标文本之 

间的对等关系。与目的论将对等视为一种特例的观点 

相比，描写论反其道而行之，将对等泛化为所有翻译 

文本的形态特征。翻译研究的任务之一就在于确定源 

文本，并试图通过发现 一验证程序建 源文本与目标 

文本之间的对等关系。 

(四)与上述三种范式不同，不确定论范式完全 

摒弃了对等这一概念，认为翻泽和意义都具有 r不确 

定性。针对对等论的不满主要源于两种深层原因—— 

源文本的不确定性和怀疑主义认识论 。}ji『者认为在前 

印刷时代和当今的科技时代，源文本处于不稳定状态， 

既然源文本本身不固定，那么翻译文本义有什么可以 

对等呢?后者则是对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的怀疑态 

度，怀疑对源文本意义的确切理解和对译者意 的把 

握，认为对等这一概念可能本身就是一种渗误，凶为 

我们无法对其完全确定。非决定沦者接受翻译并不涉 

及思想、意图、意义或词语的转换的观点，翻译是基 

于对先前文本的能动性阐释，不同的泽者会生成不同 

的译文。因此 ，解构主义论者认为，稳定的意义只是 

一 种虚幻的存在，将翻译看作 “变形”(transfiwmation o 

(五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与全球化进程的l』Ju速， 

本地化 (1ocalization)行业应运而生，为翻泽研究带 

来了新课题。现代翻译技术的应用、各种类型的 “ 

际化”(interna1ization)、随之而来的一对多翻译模式 ， 

以及文本生产和接受的非线性模式等等，催生了翻泽 

研究的一种新兴范式——本地化。使本地化成为一种 

新范式的关键因素在于国际化操作，其重要任务之 
一 就在于有效保障翻译中的对等 (Pym，2004：54)， 

即对语言材料进行译前处理，使其能够快速高效地翻 

译成多国语言。源文本被加工成一种中介版本 ，即一 

种人工制造出的对等，各国语 言‘的译文都对等于该中 

介版本，产生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人造语言文化。由于 

国际化操作中使用规范统一的术语，提倡非语境化翻 

译 ，本地化范式被视作一种对等的回归。标准化和多 

元化两种策略的对立类似于方向对等的二元性分类。 

(六 )文化翻译范式起源于民族志学，“自马林 

诺夫斯基之科学民族志伊始，文化翻译即已成为人 

类学家试图接近 ‘真理’与事实之路径”(侯豫新， 

2010：52 o相对于传统的翻译概念，文化翻译中的 

翻译概念已超出了有限的文本，是一个既没有源文本 

也没有目标文本的过程，关注的是文化过程而不是产 

品，即不同文化群体问的一般交际活动。文化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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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因在于人们 (主体)的迁移，而不是文本 (客 

体)的转换。在文化翻译范式的相关理论中，充斥着 

对 “翻译”一词的隐喻性用法，如 ：语言是思想的翻 

译 ；书写是言语的翻译 ；文学是生活的翻译 ；阅读是 

文本的翻译，等等。可见这种范式下的翻译概念已不 

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也不存在源文本和目标文本， 

故对等也就无从谈起。 

三、透析六种范式的长处与不足 

实用主义哲学家认为，“任何理论，包括真理理论， 

并不是某种绝对的物质和精神存在的反映，而是一种 

用来作为行动导向的方便的假设，即人们应付环境的 

工具”(吕俊 、侯向群，2009：48 o一种理论从它一 

开始被提出就被赋予了一种主观性，主体的介入使该 

理论与先前理论相比具有优越性的同时 ，也有局限性。 
一

种理论还可以被视为人们看待和处理现实生活所出 

现的问题的一种视角，在具有视觉优势的同时，也有 

自身所无法企及之处——盲点。简言之，任何理论都 

存在自身的长处与不足。通过回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的六种范式的来龙去脉，《探索》也对各自的优点与 

局限作 r透彻性剖析，概括如下 ： 

(一 )自然对等扮演的角色是基础性的，是本书 

所述其他范式的出发点。优点在于 ：结构主义语言观 

使翻译成为理论上的不可能，自然对等为翻译作为一 

种关键的礼会实践存在进行 了辩护。相关学者对如何 

实现自然对等的策略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对译者培训 

具有很高的应用和实践价值。译者与客户可以就翻译 

应该再现 自然对等的观点达成共识 ，因此，这种理论 

还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方向对等的优点和 自然 

对等相似，它解决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不可译性问题， 

但代表了更加宽泛意义上的对等，其二元性分类为译 

者伦理的讨论提供了支撑。对等概念一直以来备受质 

疑，如 ：自然对等预设了一种不复存在的对称关系 ； 

对等的检验没有心理学基础；新信息不可能是自然的； 

自然性隐藏了帝国主义，宣扬了狭隘主义 ；对等理论 

赋予了源文本一种优越性 ；方向对等没有必要进行二 

元划分 ；对等概念只是一种虚构，相似 (similaritv) 

概念足矣。 

(二 )目的论将注意力移向了目标语一方，将译 

者视为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专家，受到其他各方的影 

响和约束。优点在于 ：充分认识了译者工作的职业环 

境，译者对翻译所涉各方负有责任，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并不是简单地进行文本转换 ；将译者从对等论 

中解放出来，不再受到语言规则的严格限制，还使译 

者有充足理由为自己的翻译决策进行辩护，涉及到了 

翻译伦理相关问题。目的论受到的质疑主要有 ：译者 

翻译的是词语，而不是功能，任何功能或意图都是通 

过词语来表达，因此翻译必须进行源文本的语言分析； 

目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 ；目的论是不可证伪 

的 ；意图分析耗时费力，其分析方法繁琐，如诺德 

(Nord，1991)针对文本分析提出的76个问题 ；目的 

论无法解决意图存在冲突的情况。 

(三 )描写论的优点在于 ：摒弃了传统翻译研究 

中的规定性，以目标语为导向，主张将翻译视为目标 

语文化中的事实，侧重历史和文化方面，进行描写性 

研究，发现翻译规范与规律，以对各种翻译现象作出 

解释和预测。描写论将翻译视作一种由规范支配的活 

动，对影响翻译过程和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系统描 

述和分类，开启了翻译规范的研究，对翻译伦理研究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描写论在翻译研究学科的发展 

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对描写论的质疑主要包 

括 ：描写无助于译者培训 ；目标语取向不可能解释所 

有关系 ；描写论的理论模型关注文本和系统，将人的 

因素排除在外 ；对规范的关注助长了保守性立场，不 

利于翻译创新 ；“假定翻译”的定义是循环性的 ；描 

写论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历史性。 

(四 )不确定论强调意义和翻译的不确定性。优 

点在于 ：借助多个学科的理论概念探讨翻译现象，如 

阐释学、符号学、博弈论、解构主义等，从而拓展了 

翻译学的理论内涵。翻译是基于对原文的能动性解读， 

译作和原作之间是一种延续和创生关系。不确定论还 

对如何处理不确定性问题提供了各种理论方案。相当 
一 部分不确定论者的理论探讨的是形而上的，其观点 

受到了关注形而下问题的学者的批判，如 ：不确定论 

对译者无用 ；这些理论家不是实际译者，他们对翻译 

并不关心 ；非决定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这些理论仅 

仅是为了对抗，将所有其他理论都视为不充分的 ；这 

些理论不能够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处理不确定性 

问题。 

(五)本地化范式的优点是：在现代技术的关照下， 

为企业的全球化提供解决方案，使其产品能够得到受 

众的欢迎。本地化过程中的国际化操作生成了一种稳 

定的人工语言文化，也制造了一种新型的对等。技术 

的应用改变了文本生产的线性模式，提高了翻译工作 

的效率。但本地化作为一种范式也受到不少质疑 ：有 

些学者认为本地化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而已，并 

不是新的范式 ；本地化贬低了译者的地位 ；本地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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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低质量的文本和交际 ；标准化消减了文化的多 

元性。 

(六 )文化翻译范式对翻译概念进行了隐喻性扩 

展，翻译被赋予了新的概念内涵，被视为一种文化过 

程，以此来解释后殖民语境下出现的各种文化问题。 

优点在于 ：引入了人的维度 ，从 (喻意性 )译者的角 

度看待翻译 ；关心的是作为文化过程的翻译，而不是 

作为文本产品的翻译 ；对杂合性的关注消解了先前翻 

译理论中的二元对立 ；将翻译与正在使文化形态发生 

改变的人口流动相联系 ；能够应对因不确定论而产生 

的各种批评。与传统的翻译概念相比，文化翻译是一 

种比较激进的研究范式，学界的质疑主要有 ：这些理 

论仅仅使用翻译作为一种隐喻，可能会使翻译概念过 

度泛化，最终使其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文化翻译是一 

个弱性跨学科空间，文化翻译研究者对跨语翻译一无 

所知，也不感兴趣 ；翻译概念一旦失去跨语的语义成 

分，就完全可以在单语中研究翻译，这时的翻译不 

再帮助我们去感受或经历他者文化，而是被同化为 
一 种全球性的单语文化 ；文化翻译与翻译职业完全 

割裂。 

除了上述特点之外，《探索》的写作语言缜密、 

论证有力、理据翔实，其结构布局亦别具特色。为了 

方便读者阅读，在每章的前面都设有文字框，里面包 

含该章即将讨论到的关键概念，并进行了明确释义。 

在每章的末尾处，列述对各范式的常见批评，“本章 

小结”对相关理论作了精辟的归纳总结。正文结束后， 

列出了相关文献资料，有利于读者进一步研读。此外， 

作者还在章末设计了多种问题和活动，启发读者深思， 

巩固对该章知识的消化与掌握。 

四、结语 

《探索》的缺陷主要在于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 

梳理不够彻底、有失全面，使该书美中略显不足。首 

先，翻译研究的认知途径近年来逐渐兴起，研究者借 

用认知心理学、认知语义学、认知语用学、认知符号 

学等认知学科的理论概念，通过实证方法采集数据， 

对翻译过程和译者思维展开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许 

多重要成果。第二，上世纪末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 

学者关注口译现象的研究，“口译研究者发展了自己 

的研究团体、研究对象和基本参考文献，现在很少有 

翻译学者理直气壮地称自己同时还是口译研究领域的 

专家”(Snell—Hornby，2006：115)。第三，翻译研究 

的性别视角将性别研究，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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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翻译研究，揭示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性别话语，并 

主张将女性主义理念运用于翻译实践，形成了一套独 

特的理论话语体系。《探索》的行文中对上述三个方 

面的研究鲜有论及，可谓该书的一处缺憾。在该书的 

前言和后记中，作者认为这些研究在翻译理论发展中 

的作用不是关键性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将其排 

除在外的原因。 

总之，《探索》一书是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一 

个系统性总结，是作者理论智识的结晶，体现了其多 

年研究生涯的经验积淀。它的出版对于翻译学的学科 

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探索》以其精辟的 

理论见识和范式归纳，必定会成为翻译专业学生与研 

究者的一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理论专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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