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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译学和翻译理论      
 

尽管翻译实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然而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一门独立的学

科却仅仅开始于 60 余年前（Munday 2008：5）。James Holmes 在其纲领性论文《翻译学的

名称和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确定了翻译学的两个目标：

“（1）描述我们身处的世界上出现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成果这类现象；（2）定立普遍原则以

解释和预测上述现象。纯翻译学与这两大目标有关的分支可以称为描述翻译学或翻译描述，

以及翻译理论学或翻译理论。”（引自 陈德鸿等 2000：104）然而，谈到翻译理论，尤其是

普遍理论时，Holmes 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十分担忧，他指出：“与这种普遍理论比较，迄今所

见的大部分理论实际上最多也只是浮光掠影罢了。老实说，不论从任何学术角度来看，其中

的大多数根本就算不了什么理论，而不过是一堆格言、规定和假设而已，既过于广泛（包揽

了不属于翻译的行为和不是译作的语篇）又过于狭隘（把一些翻译行为和一般被视为译本的

某些语篇拒诸门外）。”（引自 陈德鸿等 2000：107） 
的确，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往往依靠文学（尤其实比较文学）、语言学（尤其是应用语

言学）这样的学科，使人们看不到翻译理论本身的独特性。针对这一现状，近年来西方很多

学者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出现了一些颇有见解的翻译理论学派。但大多数翻

译学者往往倾向于在某个理论学派里进行探索，概括性总体介绍西方翻译理论的专著还不是

很多。2001 年，Jeremy Munday出版了《翻译学介绍：理论和应用》（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并于 2008 年再版。这是一本概括西方翻译理

论和应用的经典书籍，它是打算从事翻译学研究人士的很好的入门书，让他们懂得如何着手

进行翻译研究、如何进行翻译理论的应用，为西方翻译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然而，该书的重点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一般性介绍，若要批判性认识、思考当代西方

翻译理论的演变过程以及各个理论间的内在关系，还有一本书值得我们借鉴——2010 年刚

刚出版的Anthony Pym的《翻译理论探讨》，该书对当代1西方翻译理论进行了批判的认识和

思考。就翻译理论而言，《翻译理论探讨》（Pym 2010）重点更加突出、理论发展主线更

加明确，更难得的是，Pym对各个理论及其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评价和探讨，值得借鉴！ 
 

二、《翻译理论探讨》简介 
      

2009 年 12 月 4 日，笔者参加了 Anthony Pym 在美国加州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召开的

《翻译理论探讨》的新书发布会。会议的主持人是 Kayoka Takeda，她曾经是 Anthony Pym
的学生，现任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新书发布之际，Takeda 已经将这本书译成了日

                                                 
1 中国史学界当代与现代同义，指的是 1949 年之后。《翻译理论探讨》（2010）的作者Pym在前言中明确指

出，本书涵盖的理论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的。因此，这里所指的“当代”是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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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日语版的《翻译理论探讨》也将于 2010 年初出版。Pym 在致词时讲道，《翻译理论探

讨》的内容基于 2003 年他在澳大利亚讲学时的七个讲座。之后，他在西班牙的 Rovira I 
Virgili 大学翻译和跨文化研究生课程、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翻译方向研究生课程中使用

该内容教学，通过让学生作练习、与学生沟通等方式不断得到新的反馈。此外，借助 Pym
本人和 Routlege 出版社的 facebook、互联网等网络技术工具，Pym 与读者对该书内容进行了

广泛、深刻的讨论。还有，Pym 这几年专门采访了很多西方翻译理论的创始人和研究者（如 
Gideon Toury、Andrew Chesterman、Christina Nord 等），共同对各个理论进行了更深刻的剖

析。所以，在新书发布会上，Pym 对这本书很有信心，称《翻译理论探讨》是第十七本由他

撰写或编写的书，但它有可能成为第一本销量较多的书。 
《翻译理论探讨》(2010) 中的“翻译理论”指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西方（主要包括

欧洲、美国、加拿大2）翻译理论。正如前面指出的，谈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很多人都会

想到Jeremy Munday。Pym（2010: xi）在前言中也指出，Munday的《翻译研究介绍：理论和

应用》（2001/2008）是该领域最好的介绍性书籍之一。该书与Franz Pochhacker的《口译研

究介绍》（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2004）一起让大家了解了“谁已经作了什么”。笔者

认为，Munday（2001/2008）收录的理论和实践较全面，每一章都涉及一个翻译研究的独立

领域。但是，该书旨在对各个理论做出概括性的介绍，各个章节间理论的独立性要远大于

Munday所说的“概念性联系（conceptual links）”。的确，既要把众多琐碎的翻译理论和实践

面面俱到，又要把理论间层层的主关系、次关系、次次关系串联起来，确非易事。 
相比之下，Pym 的《翻译理论探讨》（2010）的“理论”重点更加突出，本书所选择的翻

译理论主线也十分清晰。Pym 指出，20 世纪后半页，“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提出，语

言的“关系”或“结构”决定了语言的实际价值，不同语言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两种语言就是

两个不同的复杂关系网，其中任何结点都不可能完全对应，因此，语言间的互译是不可能

的。然而，翻译实践的长期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翻译界用“等值”（equivalence）概念来解

释这种现象，从语言的意义、语言的使用、语篇等角度说明尽管两种语言结构有所不同，但

“等值”仍旧存在。自此以后，西方翻译理论围绕着“等值”建立了一系列有共同核心的理论范

式（paradigm）以及偏离这个核心的其它翻译范式。这个演变过程主要体现在六个翻译理论

范式的产生和进化上，分别是：等值、目的（purposes）、描述（description）、不确定

（uncertainty）、本地化（localization）、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其中，Pym 把等

值进一步分为两种：自然等值（natural equivalence）与单向等值（directional equivalence）。 
    《翻译理论探讨》（Pym 2010）共由八章组成。除了第一章《什么是翻译理论？》外，

其余七章各讨论一个独立的翻译范式（等值分为两个子范式，分别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讨

论）。正如 Pym 在新书发布会所讲，这七章内容始于 2003 年他的七个讲座，经过多年与理

论作者、本书读者、学生的互动，最终沉淀于他的《翻译理论探讨》（2010）一书中。 
 

三、 第一章和后记：揭开翻译“理论化”的神秘面纱 
 
  Pym 认为，翻译“理论化”（theorizing）并非大师们或长期从事翻译理论或研究者的特

权，而是任何一名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在翻译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  
 

    译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理论化”。一旦发现了某个翻译问题，译者往往必须在

几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中做出选择……也许这些方案各自适用于相应的语篇、目的和客

户的特定情景之中。构想这些方案（生成可能的翻译策略），并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

（选择一个最终的翻译方法）可能是一件困难和复杂的事情，但译者却可以在瞬间同

                                                 
2 见pym在其网站http://www.tinet.cat/~apym/publications/ETT/additional_material.html中对该书某些细节的进一

步解释（notes for translators and other careful readers）。 

2 



时准确地做到。每当译者这样做时，每当译者决定选择这个译法、排除其它译法时，

他们都掺杂了一系列关于翻译是什么、该如何翻译的看法，他们在进行“理论

化”……理论为生成和选择过程设置了背景。因此，作为翻译日常实践的一部分，译

者在经常进行理论化。（Pym 2010: 1） 

 
Pym 认为（2010: 1－3），当译者与其他人讨论该问题时，这个个人的“理论化”过程便变得

公开化。讨论过程中，他们需要借助一些大家有共识的词汇，例如“原语（source 
text）”、“译语（target text）”等。虽然这些术语并不一定表明谈论者在使用某个理论，

但它们往往形成了一定的“翻译模式（models of translation）”,而这些模式的后面常常隐藏

着某种非常强大的指导思想。这样，相关的术语构成了模式，这些模式又形成了理论，为翻

译可能或应该做什么设置了思维背景，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Pym 指出，只有当人们对于翻

译的选择产生了分歧，并就此产生了争论，翻译实践中个人的“理论化”才会演变为公开的

理论。而具有共同理论核心、共同出发点的一系列理论便构成了一个理论范式。 

   正因如此，Pym 在他的后记中特别使用了“创造自己的理论”（write your own theory）
这个标题，他指出： 
 

……我显然不仅仅属于一种范式。我认为任何一个人也不一定非要把自己固定在某个

特定理论之中。我们应该自由地在这些范式之间做出选择，选择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

题的观点。我认为，这才是翻译理论应该发展的方向。（Pym 2010: 165） 

 
    所以，翻译理论并不像有些人想得那样高深莫测，而是实实在在存在于每一次翻译实践

之中，每一位译者为了解决翻译问题都不可避免地进行翻译的“理论化”。对这些理论、范式

的应用应该是灵活的，哪一个理论更便于解决问题，更有利于使翻译达到最佳效果，就要采

用哪一个理论。当现有理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或出现了新的实例表明理论的不足时，就有了

发展理论的必要。这样，翻译理论产生于实践、指导着实践、又一次次被新的实践检验、修

正。 
 

四、第二章至第八章：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批判性认识 
 
    第二章至第八章是对七个翻译范式的介绍，这些范式都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翻译

可以用等值来定义，但是又有很多现象表明等值并非一个稳定的概念。我们应该如何超越等

值思考翻译呢？”（Pym 2010: xi）当然，不同的理论、范式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首先，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介绍了“自然等值”和“单向等值”两个理论范式。“自
然等值”是指两种语言或文化中在某个领域或层面上（例如形式、功能、声音等）价值一致

的对应关系。“自然等值”在翻译行为发生之前就存在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是尽量寻找或

保持（maintain）这种等值。Pym 认为（2010：19-20），“自然等值”是全书所有范式参照的

基准点，尽管这些范式都是在批评自然等值的不合理。另一方面，Pym 认为，单向等值是解

决等值概念弊病的根本途径。顾名思义，单向等值指的是等值只能从一个方向进行，而不像

自然等值那样原语和译语之间的等值是双向的。单向等值是由翻译决定的，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在忠实原文与偏离原文之间做出选择，通过对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获得

（attain）或创造出在某个领域或层面的等值（参见 Pym 2007: 272-294）。翻译过程在某个

价值层面创造了从原语到译语的的等值，却无法保证从译语或目标文化到原语或原文化的等

值。等值的单向性说明了翻译过程并不是完全由原文决定的，而是受到了译者翻译策略的影

响；单向等值的结果是无法预测的，且并不唯一，同一篇原文可能会生成很多类型的等值。

翻译理论史中大量存在两极对立的概念：Cicero 的“像一名拘泥于字面解释的译者”（ut 
interpres）与“像一名公共演说家”（ut orator）、Friedrich Scleiermacher 的“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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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ating）和“异化”（foreignizing）、Eugene Nida 的“形式等值”（formal 
equivalence）与“动态等值”（dynamic equivalence）、Peter Newmark 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与“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Christiane Nord 的“文献型翻

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与“工具性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这些实际上都在用不同

的术语、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单向等值的翻译实质。 
  然而，等值范式并未谈及翻译的功能、目的。等值意味着原文和译文的功能相同。但是

译文往往面对的是与原文完全不同的读者、文化等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是在创造与

原文不同的功能、产生新的文本。如此说来，原文和译文的功能又怎能等值？针对这个问

题，德国的功能学派提出，翻译用来获取一定的目的，当这个目的是为了重复原文的功能

时，就形成了翻译的等值；否则，就必须用一个全新的理论去解释它，而在这个新的理论范

式之下，等值只是一个特例。这种新的思维就是 Pym 在第四章所论述的目的范式，本章详

细介绍了该范式的主要代表人物、代表作品、代表观点。目的范式的一个主要理论是目的论

（skopos theory），该理论将等值范式中原文的决定性地位完全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翻译

的目的、翻译行为（translation action）本身，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同一篇原文可以被译成

不同的译文。Pym 认为，目的范式的主要贡献有：第一，它对译者的身份进行了新的诠释，

译者从一个仅仅是寻找、获得等值的原文的追随者变成了一个可以做出更多决定的跨文化交

际的“专家”。他不仅需要从原文获取信息，而且还要与客户沟通，根据客户的意图和要求，

决定翻译的策略。第二，目的范式打破了以往试图用语言因素来说明、制约所有翻译策略选

择的模式，提出除此以外，译者也必须考虑社会、文化等其它因素。第三，目的范式使我们

重新认识了翻译这个概念，它不仅涉及原文，而且还包括译者、译者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

等多个因素。第四，目的范式发展了翻译道德的标准，它指出翻译的“忠实性”（loyalty）不

仅仅局限于原文，而且还必须包括对译文的读者、翻译的客户、原文的作者等不同群体的忠

实。另一方面，Pym 也对目的范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首先，“目的”是一个理想化的概

念。目的论指出“原文”是不稳定的，因此译者可以根据相应的背景对原文意义进行不同的

诠释。但实际上，随着对原文诠释的不同，原文的目的也在变化，因此，“目的”同样也是个

不确定、理想化的概念。第二，目的论不能被证伪（unfalsifiable）。如果目的是决定所有翻

译的因素，那么所有翻译都应该实现这个目的，没实现该目的的翻译就应该被视为“坏译

本”。但是，Vermeer 认为，翻译目的最终由译者决定，我们又如何去指责或证明译者没有实

现他自己设置的目的？第三，目的论把等值变成该范式的一个特例，这是不恰当的，Pym 认

为等值仍是翻译的一个重要概念，仍旧是西方翻译理论的基础。第四，目的论提出译者应该

花时间和精力与客户等沟通，这不符合翻译的实际情况，很可能造成翻译的低效率或不可

行。第五，目的论中译者成了具有极高专业技能的“专家”，但是如何培养出这些“专家”？是

通过翻译学校，还是自学成材？目的论无法回答。第六，目的论赋予了译者绝对的自由去选

择翻译的目的，但当译者面对互相矛盾、冲突的目的时，该怎么做？目的论不能给出答案。 
    第五章《描述》讲的是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目的范式把等价

缩小成一个特例，恰恰相反，描述翻译学将其发展扩大为一个贯穿所有翻译的概念，Toury 
(1978/2004)指出，所有的翻译都产生等值，否则它们就不是翻译。目的范式认为翻译是译者

或者客户决定的，而描述翻译学却认为翻译由整个社会决定。虽然描述翻译学接受等值概

念，但它认为翻译的核心应该是目标语、目标文化，指出我们不应该告诉译者应该怎样去做

(prescribe)，而是应该去客观地描述它(describe)。描述翻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规范”
（norm）,它指出我们应该从社会的实际翻译行为中总结出“规范”，并将其应用到翻译实践

中，继而给译者一定的指导。该理论促使了一大批翻译实证研究的产生，研究者们利用“有
声思维”（think aloud）、语料库（corpus）等方法工具对词汇简化（lexical simplification）、

解释性（explicitation）、改写（adaptation）等翻译现象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得到了很多有

意义的结果，为翻译研究朝着科学性、学术性的方向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Pym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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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出，描述翻译学一般只研究翻译过程、翻译结果，而很少涉及译者、译者的主观性、译

者的翻译道德等主观不确定的因素，而这些恰恰是翻译最基本的特点。 
     严格来讲，第六章《不确定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翻译范式，“不确定性”最早是物理

学家 Werner Heisenberg 在研究量子力学时提出的（Pym 2010: 93），此概念在翻译学中要与

等值概念结合起来。不确定性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任何观察者都不可能完全客观地观察到

所有细节，那么人们又是如何观察跨语言的等值现象呢？实际上，等值概念从一开始就受到

了“不确定性”的质疑。20 世纪 50 年代等值发展伊始，不确定性也同时被应用于翻译理论

之中。当时，美国哲学家 Quine 曾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一个语言学家到了一个语言完全

不为人所知的村子里，一只兔子跑过，当地人指着兔子说“Gavagai”，语言学家便写下

“gavagai=兔子”，于是产生了翻译的等值。但是，我们是否完全确定 gavagai 的意义就是兔

子呢？它也可能指“看那儿，一只兔子”，或是“长着长腿的兔子”，甚至可能是“兔子左耳上

有一只跳蚤”，等等。即便这个语言学家在村子里住上很多年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当地人的

话中总还会有一些让他理解不到的意思。所以，翻译中必然存在着不确定性，那么我们又应

该如何去面对这个事实呢？决定主义者（determinist）肯定原文的意义和地位，但认为原文

不可能完全决定翻译，只能达到近似的效果，翻译也永远取代不了原文。非决定主义者

（indeterminist）认为原文和翻译都存在不确定性，例如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认为

所有的翻译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转换（transformation），解构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让读者意识到

这一点。Pym 认为，译者必须意识到翻译中等值与不确定性同时存在，并努力使这两个看似

矛盾的现象共同作用于翻译之中，顿悟理论（theories of illumination）、共识理论（theories 
of consensus）、禅经学（hermeneutics）、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博弈论（game 
theory）、指号理论（theories of semiosis）、风险管理理论（risk management）等都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 
第七章《本地化》是目前翻译界较新的一个领域，现代的“本地化产业”（localization 

industry）蓬勃发展，带来了人们对翻译的一系列新的想法。尽管很多人并不把这些概念体

系当作翻译理论，但 Pym 却通过分析本地化的主要观点，说明本地化不应该仅仅是本地化

产业的一个附属物，而是由一些独特翻译理念构成的一个新的翻译范式。本地化和电脑软件

紧密相关，它是指为了使产品适应新的文化、市场、环境而作的准备（或专门制作、改写）

过程。例如一套软件本来是用英文写成的，但是为了适应中国文化、市场，软件设计者将软

件的某些指令译成了中文并进行其它相关修改，这便是该软件的本地化过程。用以定义产品

实际使用环境的一系列语言、经济、文化变量被称为“本地环境”（locale），使材料被快

速、同时译成很多不同的目标语言的准备过程被称为“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也就

是说，为了使产品适应国际市场，首先要把产品中符合所有文化、市场的产品核心提取出

来，使其“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d），之后，便可在这个“国际化”了的产品核心上加上

适应“本地环境”的因素，使其本地化。除了语言因素，本地化往往更加关注信息技术和市场

化，它讨论的对象是“产品”（product），而不是翻译中的“文本”（text），翻译仅仅是本地

化的一部分，除此以外，它还涉及很多技术因素：第一，面对每天都在更新、修改的软件和

网站，译者所做的工作往往是进行新的添加和修改，而不是整篇文本的翻译。在这个过程

中，管理系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更好地提升译者的效率和准确率。管理系统把

“能翻译的”部分提取出来让译者翻译，并为译者提供须共同遵守的固定词汇翻译词汇表；译

者也不再获取项目或文本的整体信息。在这个过程中，项目经理或市场专家起到了主要的决

定作用。第二，为了更好地获取之前的信息，项目需要对文本进行切分并使用计算机软件对

其进行标记，形成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文本。第三，翻译记忆工具把之前

翻译的句子或词组储存起来，这样，译者只需要翻译新的部分，而无需重复之前的翻译。翻

译记忆工具不仅可以提高译者的效率，而且还可以使整个产品的翻译保持一致性。这些新的

技术使文本的生成、使用和翻译具有非线性特征，原文和译文均被切分为不同的子部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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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系统、切分标记工具、翻译记忆工具进行分析，决定哪些需要翻译。译者在此过程

中看不到整体情况，如同汽车修理师，定期维系产品在目标市场与原市场的一致性。这与之

前的翻译范式有着根本不同。本地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等值范式的回归，因为它使用固定的翻

译表达法并让译者进行脱离整体语境的翻译。但是它仅仅是一种“人工的”（artificial）等

值。 
    第八章《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翻译”不是指文化因素对翻译的作用，而是指整个文化用

另一种文化来“翻译”。这里的“翻译”并不指具体地对某一篇文本的翻译，而是被看作不同文

化群体间的整体交流活动。“文化翻译”关注的是文化过程而不是该过程的产物，它认为在这

个过程中应该关注“人”（people）的活动，而非“文本”（text）。在这个大的框架中的“译者”
指的也不仅仅是实际进行文章翻译的译者，而是指在文化交流活动中对文化进行诠释的人。

印度文化研究学者 Homi Bhabha 对“文化翻译”概念的兴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提出了“第
三空间”（the third place），即在殖民统治文化和被殖民统治文化之间存在的那个重叠的交

集。这之前 Jackobson、Even-Zohar、Pym 也相继指出对翻译的认识应该超出文本。实际

上，文化翻译与等值概念就好像是两条平行线，根本没有交叉点。如果从 Pym 本书串联各

个翻译理论的思路来讲，它算不了翻译范式，而应是跨文化交际理论，Pym 在后记中也指出

了这一点。之所以把文化翻译范式收录进来，其主要目的应该是提醒读者除了就实际翻译本

身的讨论外，还可以把翻译概念升华到所有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中，讨论“没有翻译的翻译”
（translation without translations），而这种更广泛的视角对于翻译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借

鉴。另一方面，这种广义的翻译理念也可以被应用于许多文化诠释之中（即文化研究者所说

的“文化翻译”），例如：人种志学、翻译社会学以及研究那些复杂的、被切分的人群的社会

学都可以借鉴这种广义的翻译概念。 
    Pym 在 2009 年底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翻译硕士课程上讲到，20 世纪西方整个翻译理论

的主线是等值与不确定性的矛盾发展，就此矛盾，各翻译范式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放案。等值

范式从语言方面强调了翻译的实质；目的范式强调目的、功能的重要性；描述范式针对范式

的社会实际情况来分析；本地化引进技术，把不确定性彻底摒除，实现了人工的等值。在本

书后记中，Pym 进一步批判性对各个范式进行了总结。等值是一个“社会幻想”（social 
illusion），如同货币，虽是幻想，但是却为社会所需，被社会认同。目的论提出的观点十分

明显，是对翻译的最基本的观察，但它并没有告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怎样做出选择。描

述范式在强调翻译客观性的同时，却对翻译过程本身、译者等的主观性避而不谈。不确定性

提出了等值的不确定性，译者应该在翻译中使这两者和谐共存，但 Pym 对该范式的很多理

论论述并不完全认同。本地化引进先进的技术，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此理论同样也扼

杀了翻译的不确定性，将等值变成了一个简单的、人工合成的翻译原则。文化翻译让人们从

更广泛的社会环境来认识翻译，但严格来讲，它并不属于翻译理论，而是跨文化研究。 
 

五 结语：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批判性认识 
 
  钱钟书在《翻译的基本知识》指出： 
 

从事翻译的人，必须通晓两种文字，不过通法有所不同，他对外国文的知识，必须是

批评的（critical），而对本国人的知识，就必须是实用的（practical）。（引自 

陈福康 1992: 432） 

 
之后，在《论翻译》一书中，他再次说：“……对外国语文的知识，必须是有判断能力的

（critical）”（引自 陈福康 1992: 432）。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的认识上。西方翻译理论在近 60 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翻译界对其客观的认识和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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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认识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力、鉴赏力。Tang 

（2007：362-366）指出，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毫无批判性的接受西方

翻译理论，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担心。从这一点来讲，《翻译理论探讨》（Pym 2010）一书的

批判性思维的确是我国目前翻译界所需要的。 

在《翻译理论探讨》（2010）前言中，Pym（2010：xi）讲道：“只有对基本的文章具有

第一手的知识，才能真正理解批判性思维的历程。”Pym向该书的日译本作者Kayoka Takeda
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第一手的知识”，就是要实际阅读这些文章3。希望大家对这本书的认

识也不仅仅局限在笔者的这篇书评，而是亲自阅读、获得第一手的认识，也许会是别一番景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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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pym在其网站http://www.tinet.cat/~apym/publications/ETT/additional_material.html中对该书某些细节的进一

步解释（notes for translators and other careful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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