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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语词语语义丰富，包含本义和转义。英语词语语义灵活生动、变化自如，往往旧瓶装新酒，承载各
种转义。由于英汉语言和文化间的差异，要理解和欣赏英语词汇的转义不是一件易事。从语义理据和语境理
论入手，对英语词汇转义的生成机制和转义的确定进行研究，并结合翻译实践探讨在英译汉中如何准确再现
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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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igurative Senses and English － Chinese Translation
HU Aiguo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63，China）

Abstract： English words are rich in senses，containing denotations and connotations． English words
are characterized by flexible，vivid and changeable senses，carrying various connotations as holding
new wine with the old bottle． Due to differences i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it i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connotation． The paper is to deal with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conno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 motivation
and context theory，and probes into how to reproduce the connot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 words： denotation； connotation； semantic motivation； context； connotation reproduction
英语词语多数同时具有本义与转义 。本义是词义的核心，它直接、明确地表示所指对象。本义具有
稳定性、易解性、明确性。转义是词语的暗示意义或引申意义 ，具有感情色彩和文体意义，与语境和文化
相关联。英语词语的转义在各类场合大显身手 ，出现在文学作品、报刊杂志、科技文献等各类文体中，体
现出生动、形象的修辞特色。本文基于语境理论以及语义理据理论 ，探讨转义产生的渊源以及转义的确
定，并结合翻译实践，研究翻译中如何再现英语中的转义 。

一、本义与转义
英语词义大致分为本义（ denotation） 和转义 （ connotation） 。 要想全方位地了解英语词义，就必须深
刻理解这一对概念。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对此作了如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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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otation： the constant，abstract，and basic meaning of a linguistic expression independent of context and
situation，as opposed to the connotative，i． e． subjectively variable，emotive components of meaning． Thus，the
denotation of night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period of time from sunset to the following sunrise’，while the
connotation may include such components as ‘scary’，‘lonely’，or ‘romantic’． ［1］（ p118）
Connotation： （ also affective，associative or occasional meaning） the emotive or affective component of a
linguistic expression（ such as style，idiolect，dialect，and emotional charge） ，which is superimposed upon its
basic meaning and which—in contrast to the stative conceptual meaning—is difficult to describe generally and
context － independently． ［1］（ p96）
由此可见，denotation 是词语的基本义，它直接、明确地表示所指对象，这种意思一旦固定下来，具有
客观性、稳定性、明确性。connotation 是词语明确指称或描写的事物之外的暗示意义，或者说是一个词
基本意义之外的含义，它依附在本义之上。它包括词的感情色彩和文体意义等主观要素 ，与地域、历史、
宗教、风俗等文化因素以及语言本身的特点紧密相关 。 汉语中，denotation 可称为“本义 ”，connotation 可
称为“转义”。英语词语的转义比比皆是，蔚为壮观。例如，以下各句中的动物词语都带有转义 。
［例 1］He horsed around a lot when he was at secondary school．
［例 2］As soon as they get paid they squirrel their money away，so they won’t be tempted to touch it．
［例 3］He cocked his head one side with a slight frown．

二、转义的生成机制
［2］（ p85）
词汇的基本义和联想义( 如引申义、比喻义) 之间的关系称为语义理据 （ semantic motivation） 。
英语词汇意义尽管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其转义和本义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为语义理

据。语义理据主要通过隐喻、借代、提喻、委婉等修辞手段得以实现，并由此衍生出词汇的转义。
隐喻（ metaphor） 是一种比喻，它不表露比喻的痕迹，本体与喻体同时出现，即本体隐藏在喻体内，而
非借助 like / as 这一类比喻词作为媒介。如以下颜色语构成的隐喻： see red ( 火冒三丈 ) ，pink slip( 解雇
通知书) ，out of the blue ( 出人意料) ，in a brown study( 想得出神) 。
当两种事物不相类似，但关系密切时，人们用其中一种事物代替另一种事物，这种方式称为借代
（ metonymy） 。如 the crown( 王权; 君权) ，jingle bell( 圣诞节) ，Mecca( 圣地; 令人向往的地方) 。
提喻（ synecdoche） 是以局部代全体，或以全体喻部分的修辞格，体现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或者个别
和一般的关系。
［例 4］The school is not empowered to administer corporal punishment to students． ( 陈定安《英汉修辞
与翻译》)
在报刊英语中提喻法也用得较为普遍 。
［例 5］In other groups，defending champions Spain will lead Group D against Lithuania，Lebanon，France，
Canada and New Zealand，and Argentina will face Serbia，Australia，Jordan，Germany and Angola in Group A．
( 选自 China Daily，整体代部分，以国名指代各国球队)
在日常交际中，人们经常使用比较隐晦、雅致的词语来表达人们所忌讳、不便明说、或被认为粗俗的
事物，这种词语被称为委婉语（ euphemism） 。 委婉语往往通过语义的升格，或者语义的泛化，对特定的
语义给予模糊处理，使之一般化、笼统化，以便淡化人们对某种事物的负面联想或恐惧心理。 如家庭主
妇（ housewife） 称为 domestic engineer，household executive，homemaker，domestic manager； 汽车修理工 （ mechanic） 称为 automobile engineer。
不改变词的形态，只是使词从一种词类转化为另一种词类 ，从而使该词具有新的意义和作用，成为
［3］（ p54 － 55）
一种新词，这种构词的方法叫做词类转化法。
词类转化 （ conversion） 是词语从本义生成转义的
另一重要机制。某些名称经过转类，不仅会产生转义，而且能够表达更加复杂的概念，使词的语义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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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扩大，同时使语言表达更为生动、简洁，是一种重要的综合表达法（ synthetic expression） 。例如：
［例 6］Kissinger got the plans and helicoptered to Camp David． ( 选自陆国强的《现代英语词汇学 》，
helicopter 原为名词，现作“乘直升飞机”解。)

三、语境视野下转义的确定
“语境”（ context） ，顾名思义，就是语言所处的环境。语境理论最先由波兰籍语言学家 Malinowky 于
1923 年创立。他认为“话语和环境互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伦敦功能学派的 Firth 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将语境划分为由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和由语
［4］（ p42）
从狭义上讲，语境是一个词所处的周围的词、短语、句子
言与社会环境之关系构成的情景上下文 。
等，即语言语境（ linguistic context） ，它甚至可涉及到某个段落、篇章、乃至整部书。 从广义上讲，语境还
包括具体的交际环境，即语言外语境或非语言语境 （ extralinguistic or non － linguistic context） ，它包括交
［5］（ p160 － 161）

际中的人物、时间、地点、乃至整个文化背景。

传统的语义学把意思看成是语言的一种内在属性 ，是一种静态之物； 而语用学把意思看成是一种在
交际中得以实现的东西，是一种动态之物。语用学把语义的研究与语境紧密结合 ，能有效地解释用传统
语义学理论难以解释的诸多语义问题 ，拓宽了语言学研究视角，使语义的研究进入到全新高度。对转义
的理解同样需要语用学理论的指导 。
与语言语境关系密切的是搭配关系 （ collocation） 。 搭配关系指的是对词汇如何在一起使用进行限
制的关系，词语之间的搭配使意思更加具体 、明晰。没有语境的衬托，词语或句子的意义将变得游离不
定，难以琢磨。例如，单纯看 heavy 一词的意思难以把握，而要看它具体与哪个词搭配，这时，它的意义
才可确定： heavy work（ requiring a lot of effort） ，heavy heart（ unhappy） ，heavy food（ too solid） 。
句子的理解有时要跳出语言语境，而要从超语言语境的角度来理解 。例如，句子“The bag I am carrying is very heavy． ”从传统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它只是一个陈述句，陈述一个事实。而在现实的交际中，
这句话所表达的意义更为丰富，可行使各种社会功能。用在不同的场合、时间，在不同的人之间所使用，
它可表达抱怨、炫耀、请求、拒绝等各种言语行为（ speech acts） 。
［例 7］A：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cup of coffee？
B： Coffee would keep me awake．
单纯从语言层面来看，我们不知道 B 是否接受 A 的邀请，这要看对话在何时发生的。 如果对话发
生在大白天，喝咖啡有助于提神和提高工作效率 ，则 B 接受 A 的邀请； 反之，如果对话发生在临睡之前，
而喝咖啡可使人兴奋，难以入眠，则显然 B 拒绝 A 的邀请。
综上所述，语境对语言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 ，它就像一个语义参照物，人们可以借助它进行
精确的意义定位。因此，无论是在阅读理解，还是在翻译过程中，把握各种语言单位所处的语境，对于了
解原文的确切含义和真实意图，在翻译中选用准确而得体的表达方式 ，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翻译中转义的处理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其基本要求是忠实于原文的内容 ，因此，译者不能仅仅关注
原文的表层结构和字面意义，而是要深入到语言的深层结构，抓住其内在本质，即其承载的内在信息，然
后根据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特征 ，再现其语用意义，这种语用意义也即转义。以下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来
探讨转义的翻译策略，例句均选自端木义万教授主编的《美英报刊阅读教程 》( 中级精选本第二版 ) ，并
由笔者翻译。
［例 8］Most of the movement has brought African － Americans into neighborhoods much less black than
those they left behind，thus increasing integration． ( 这场人口迁移活动很大程度上使非洲裔美国人搬离他
们原先居住的社区，而移居到黑人较少的社区，从而提高了不同种族之间的融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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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 中的“neighborhoods much less black”可解释为“neighborhoods in which there live more non －
black people”。“black”本义表现一种自然颜色，但在此用作换称，指“美国黑人 ”。 英语中的颜色词多
数带有转义，翻译时译者要倍加注意，细细体会其各种联想意义。
类似的短语还有： meet one’s Waterloo 遭遇滑铁卢( 遭遇惨败)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 把煤运到纽
卡索( 多此一举) ，Pandora’s box 潘多拉的盒子( 灾难之源) 等。
［例 9］Researchers are finding that it is those other parts of relationships—the positive factors—that are
potent predicators of whether couples feel committed to relationships，and whether they weather storms and
stick together． ( 研究人员发现正是婚姻关系中其它方面，即那些积极要素，能有效地预示配偶是否会忠
诚于婚姻、是否会共度难关，长期相守。)
“weather”通 常 作 名 词，其 本 义 是“particular condition of wind，sunshine，rain，snow，etc． ”原 文 中
“weather”通过转类用作动词，其转义是“pass safely through（ a storm or difficulty） ”。 英语中不少词经过
转类，化静为动，不仅形象生动，而且神形兼备，达到了形美和意美之效果，摆脱了本义的藩篱。试比较：
to father / invent the computer，to man / drive the plane，to pen / write your name。
［例 10］These ordinances don’t have any effect on the hospitability business，and in the long term are
very positive because they expand the market． ( 这些规定对餐饮业无任何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因为可扩大
市场需求，这些规定仍将发挥积极作用。)
“hospitality business”字面意思是“好客产品”，该译文给读者的意思很模糊，其实际意义是“business
providing food and drinks( 餐饮业) ”。语言符号与其所指代的事物或意思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体
现为语言的任意性（ arbitrariness） 。任意性是造成语言名不符实，表里不一的重要原因。 语言的表里不
一现象实际上体现出字面意义（ literal meaning） 与指称意义（ referential meaning） 的差异。 指称意义是词
语同它之外的某个实体之间的关系 ，而字面意义则是单个词语最先在语言使用者脑中唤起的概念或形
象。当译者从指称意义的角度考虑问题时 ，是把原语信息中具有相对独立的交际能力的一个词语同它
所指的实体联系起来，然后再在译语中找到同样一个实体的对等说法 。 而从字面意义的角度考虑问题
时，则是把原语中单个的词最常见的意义换用译语中具有这种意义的符号表示 ，完全不顾发讯人的交际
［6］（ p23）

用意和语言符号的外在所指。

本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字面意义 ，容易误导译者，并导致误译； 而

转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指称意义 。指称意义是人们进行语言交际时所表达的最基本意义 。译者的首
要任务就是正确理解并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指称意义 。试比较以下表里不一的短语。
短语

字面意义( 本义，误译)

指称意义( 转义，正确译文)

first blood

第一滴血

初战告捷

dog’s breakfast

狗的早餐

乱七八糟

blue － eyed boy

蓝眼睛的男孩

宠儿

Turkish bath

土尔其浴

桑拿浴

wear one’s birthday suit

穿生日服装

赤身裸体

spend a penny

花费一个便士

上厕所

［例 11］In a lightning rod book，The Lonely Crowd，sociologist David Riesman described a shift from the
self － reliant personality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other － directed”corporate worker of the new service economy． ( 社会学家戴维·李斯曼在他的《孤独的人群 》一书中描述了从 19 世纪自力更生的人物形象向新
型服务经济中“以他人为导向”的公司员工形象的转变，这本书招致不公正指责。)
“lightning rod”本义是指“a strip of metal going from the highest point of a building to the ground which
prevents the lightning from damaging the building by taking the electricity to the ground before it can reach a
dangerous level”（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显然，该句中“lightning rod”用的不是其
本义，其在本句中的转义是 “a thing that attracts criticism or anger that should be directed against sb．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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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采用了隐喻修辞法，把“lightning rod”招致雷击这一特点隐喻为 “对某人或某物进行攻击或批评 ”，
译成汉语时，很难保存其现象，只能采用意译。
［例 12］The government has also been going after employers who hire undocumented workers． ( 政府部门
一直在跟踪、调查雇佣无合法证件的劳工的雇主。)
“undocumented workers”在此的意思是“an illegal immigrant or alien”，是“非法劳工 ”的委婉语。 委
婉语是一种化装词（ cosmetic word） ，它可以弱化某些词语给人带来的不愉快的刺激和反应 ，可使语义获
得某种程度的升格。委婉语的直译如果在译语中能够移植其委婉 、含蓄的色彩，则可以采用直译法。反
之，如果直译会造成理解困难、甚至误解，则应求其次，采用意译法。
［例 13］Are you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People on the street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November election． ( 你将私下谈及共和党吗? 普通人都很关注十一月的总统大选。)
“elephant”是共和党的标志，而“donkey”是民主党的标志。 人和动物共栖地球，互为邻里。 人在与
动物的交往中，发现各种动物的习性与人的习性具有某种相似性 ，例如，鸽子温顺，狗忠诚，狼贪婪，狮子
勇猛，孔雀高傲，蜜蜂勤奋，所以，人们常常把动物与人进行联想和类比 。英语中很多动物词语根据不同
的习性来指代形形色色的人物，或通过转类，隐喻其动作、神态等。例如，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势
力被称为“doves( 鸽派 ) ”，主张强硬路线或用武力解决争端的一派被称为“hawks( 鹰派 )”，“bitch”指
“脾气坏的女人”，“duck”指“可爱的人”，“fox”可指“狡猾的人”，在美语中还可指“妖娆迷人的女郎”。

五、结语
本文从语义理据的角度，阐释了转义生成的深层原因，结合语境理论探讨了转义的理解与确定，并
结合实例研究了翻译中转义的再现策略 。翻译的过程分为理解、表达、校对。理解是翻译过程中最为关
键的步骤，理解不了原文的意思，则表达自然成为无米之炊。理解出现问题，译者即使率而操笔，所产出
的译品必然错误百出，成为一件次品。在阅读原文时，译者应树立强烈的语境观，把握各种语言表达形
式的语用意义，并用恰当的译语形式再现原文的真实含义 。译者应有意识地对比英汉语言之间的差异 、
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 ，不断丰富目的语所承载的各类文化现象，使自己成为一名杂家，这样
在翻译实践中才能做到高屋建瓴 、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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