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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译者的翻译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助于从行为科学层面探寻翻译的内涵，也有利于译者
翻译能力的提升以及翻译人才的培养。此项研究首先构建了翻译行为体系，在此基础上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因
素及其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再通过调查研究及因子分析，对翻译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最终构
建了由三个类别及 18 个因子构成的影响因素体系。根据因子载荷系数识别了翻译行为关键影响因素，对译
者翻译能力培养和翻译教学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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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Translational Behavior
QIAN Chunhua， GUAN Jiali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Jiangsu 221116，China）

Abstract： Ｒ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al behavior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ontribute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science，promot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of translators and cultivating translation talents． This research，firstly，constructs translational
behavior system． Based on it，it carries ou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nslational behavior and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And then，by questionnaire and factor analysis，it
does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nslational behavior． Finally，the research constructs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which consists of 3 categories and 18 factors，recognizes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factor loading coefficient，and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Key words： translational behavior； influencing factors；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system
对译者的翻译行为进行研究有助于识别其行为特点 ，解释其思维运行机制，从而对翻译教学起着重
［1］
要的促进作用。 而翻译行为影响因素的梳理有助于探寻提升译者翻译能力的途径 ，也有利于翻译人
才的培养。
关于对翻译行为的研究，始于德国学者 Holz － Manttari，她于 1984 年将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行为研
究，将翻译过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统称为“翻译行为 ”。Bell 支持这一观点，认为翻译本身就是语言、人
［2］
际、情境、动机等的复杂交际行为。 关于翻译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发现专门研究“翻译行为影响
因素”的文献，但一些学者在其研究中论及或提及一些影响翻译行为 （ 或与翻译活动有密切关系 ） 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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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如意识形态、翻译动机、翻译能力、委托人和读者、行为特征、源语语篇、译者心智、心理素质、译语文
化、译者意向、历时语料、翻译创造性、文化差异性、翻译行业和产业、翻译策略、译者情感、翻译技术、翻
译工具、翻译资源、翻译理论发展、出版者、赞助人、翻译研究者、翻译评论者、政治环境等。 学者们所论
及或提及到的这些影响因素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遗憾的是，尚未发现对翻译行为影响因素进行综
合分析和系统研究的文献。为此，现阶段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能否找到各具体翻译行为的关键影响
［3 － 19］
因素，建立影响因素体系？ 如何根据翻译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的译者培养措施 ？
本研究在梳理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 ，从理论上对翻译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建立因子体系分析模
型，再通过调查实证研究，对翻译行为影响因素体系进行理论构建 ，根据翻译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提出
针对性的译者培养措施。

一、理论研究
进行翻译行为影响因素体系构建 ，确定其关键影响因素是本课题的主要目标 ，基于对翻译过程的理
解，我们认为，不管是译前、译中，还是译后，译者行为均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 一） 译前行为影响因素
翻译行为的第一步就是问题识别 ，首先要考虑此次翻译处于何种环境，谁是此次翻译的驱动者，这
些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等，其次要考虑谁是此次翻译的驱动者，因此，委托人、
赞助人等权力要素也会影响译者对翻译问题的认知 。 其次，关键主体 （ 包括读者、译者和作者 ） 的认知
也是译者实现有效跨文化交际的必要条件 ，关键主体之间意识形态的交际，需要准确解读作者的价值观
念、思维方式和情感因素，并有效传递给读者，因此也要考虑到读者的思维方式及审美观念 ，译者本身的
［3 － 4］
伦理观和翻译理念也会影响这一过程 ，所以，作者理念、译者理念也属于翻译行为的影响因素之列 。
除此之外，在实现有效翻译转换前，译者还应进行资源选择，主要有词汇、语料、策略和工具方面的选择。
Verschueren 认为首先是语言语体等的选择，然后是话语选择与构建。 除了词汇选择，历时语料也是翻
［20］
译的重要资源，其丰富度和可获得性对提升翻译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 此外，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是译者
必不可少的行为，如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要根据翻译情境和翻译需求而定。最后，资源选择还应包
括翻译工具的选择，它能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还能够有效降低成本，面对较大工作量的任务时，译者大
多选择了翻译工具，网络的发展使其越来越方便，也越来越重要。所以翻译工具的可获得性也是翻译行
为的影响因素之一。综上所述，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权力要素、作者理念、译者理念、读者理
念、翻译资源是影响译前行为的主要因素 。
（ 二） 译中行为影响因素
首先，翻译要实现语言的转换，这是翻译工作最基本的任务，即通过词汇、句法实现源语向目的语的
转换，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语言能力体现译者的专业特征，是翻译能力的重要成分，这是翻译最基本
［7］
的、最重要的因素，对翻译质量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此外，语言转换还受到作者的写作风格、语言结
构及表达方式等作者语言因素，以及源语语篇、文本类型等文本因素的影响，因为语言转换本身就涉及
到源语、译出语和译者语言三种语言 （ 当译者和作者属同一语言，或译者和读者属同一语言，就只涉及
两种语言） ，如果作者语言结构、表达方式、语言习惯与译者、读者差异性较大，语系、语族相隔太远，语
言转换准确度就较低，反之则较高。同样，文本因素亦然。因此，我们将译者语言能力、作者语言、读者
语言和文本因素归结为影响语言转换的主要因素 。
其次，翻译要实现跨文化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源语文化对译者的有效认知是有影响的，译语文
化对译者在词语选择、语言建构方面也有影响，这就要求译者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座文化桥梁 。文
化差异性是文化转换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归属于译者文化能力因素。
再次，翻译要实现交际维度的转换。这是除了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以外，翻译要实现的另一个重要
维度的转换，要求在译文中体现原文的交际意图 ，除了明确表达以外，还要知道表达的方式，把握读者的
［21］
心理需求和知识理解能力。 显然，译者意向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直接决定译者的利益取向和翻译
动机，甚至反映其精神追求，这就是不同译者译出不同文本的重要原因之一 。 另外，交际维度转换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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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不但知道“做什么”，还需要知道“怎么做”，要求译者拥有较强的操作能力，具有广阔的知识面，实
践操作经验丰富。此外，翻译技术水平和技术手段也是翻译操作的影响因素 。基于此，我们认为译者意
向、操作能力、翻译技术是交际转换的重要影响因素 。
最后，翻译要实现美学转换。如果译者没有接纳原文的美学内涵 ，就无法在译出语中表达明确的美
学意向，读者更不能接收到原文的美学意图 。在人文作品的翻译中，译者的情绪、偏好、心智、想象力、创
造力非常重要。我们将情绪、偏好、心智和移情因素等归属于译者情感因素 ，因此，我们选取译者情感和
译者创造力为美学转换的主要影响因素 。
总之，译者语言能力、作者语言、读者语言、译者意向、文化能力、操作能力、译者情感、译者创造力、
翻译技术和文本因素等都是影响翻译转换行为的影响因素 。
（ 三） 译后行为影响因素
一般说来，翻译转换后最重要的工作是检查词语 、句法、流畅性，进一步润饰、校改，完成终稿，这一
系列后续加工过程与译者的专业素养 、语言能力相关，也受到翻译市场因素、读者评价的影响，因为此时
译者会站在需求方和读者的立场上 ，重新审视译出语文本，更多考虑翻译市场需求方和读者的接受度。
此外，适应追惩是译者必须接受读者反馈 、译界评价和市场选择的行为，如果不适应市场需求，则有可能
被市场淘汰，或者与发行方、赞助人等利益相关者发生冲突，被直接退稿、中止发行，所以，译后行为的影
响因素有译者专业素养、语言能力、市场要素、翻译评论和读者评价等因素。
表一
子行为

问题识别
译前行为
理念认知
资源准备

语言转换

译中行为

译前、译中、译后子行为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具体要素

政治环境

国际政治、民族意识、时代政治

文化环境

形成历史、民俗特点、文化形成、宗教信仰

经济环境

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发展状态

权力要素

委托者、发行商、赞助方

作者理念

价值观、伦理、宗教、审美、感情

译者理念

价值观、伦理、宗教、审美、感情

读者理念

价值观、伦理、宗教、审美、感情

翻译资源

词汇、语料、翻译策略、翻译工具

语言能力

双语能力、语言造诣、综合合成、表达修辞

作者语言

语言结构、表达特征、建构风格、修辞方式

读者语言

语言特征、语言结构、表达方式

文本因素

文本类别、源语材料

文化转换

文化能力

源语文化、译语文化、跨文化意识

译者意向

精神追求、经济利益取向、个人兴趣

交际转换

操作能力

专业背景、知识面、认知能力、实践经验

翻译技术

翻译技术手段、翻译技术水平

美学转换
后续加工
译后行为
译后追惩

创造力

想象、艺术修养、灵感

译者情感

移情因素、情绪、性格

专业素养

职业素养、综合认知、协调控制

语言能力

同上

市场要素

媒介评价、市场反馈

翻译评论

专业评论、同行研究

读者评价

读者体验、读者反馈

二、研究设计
前文对翻译子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构建了翻译行为影响因素体系，但仅限于理论分析，说
服力不够。由于行为是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所以本文基于心理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 ，进行译者认知层
面的研究，在表一中所列出的关键词基础上编制问卷并进行大样本调查和统计分析 。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4

2016 年

（ 一） 问卷设计
采用五级量表设计，要求被试以“完全同意 = 5”“同意 = 4”“一般 = 3”“不同意 = 2”“完全不同意 =
1”回答问题。我们分别对译前行为影响因素（ 8 项） 、译中行为影响因素 （ 10 项） 、译后行为影响因素 （ 5
项） 设计问题，如对于八个译前行为影响因素设计为： “在翻译前，我会充分研究作者及读者的政治立场
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我在翻译前常常会分析作者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因素 ”等； 而对于译中行为十个影
响因子设计为： “我认为译者的双语能力、修辞、合成等语言能力在翻译转换时作用明显”“我认为作者
的语言背景、写作风格等语言因素在翻译转换时影响较大 ”等。
（ 二） 调查对象
我们选择北京和上海八家翻译公司的职业翻译共 57 人，江苏三所高校的翻译学教师 78 人，以及江
苏三所高校的翻译硕士（ 笔译方向） 共 112 人 （ 其中在校生 85 人，毕业生 27 人 ） 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
卷 247 份，回收有效问卷 231 份，有效率为 93． 5% 。
（ 三） 描述性统计结果
26
在 231 人中，男性为 46 人（ 19． 91% ） ，女性为 185 人（ 80． 09% ） ； 25 岁以下者为 33 人（ 14． 29% ） ，
36 岁以上者为 88 人（ 38． 09% ） ； 本科生为 32 人 （ 13. 85% ） ，硕士研究生
－ 35 岁者为 110 人（ 47． 62% ） ，
及以上者为 199 人（ 86． 15% ） 。

三、结果分析
首先进行信度、效度分析，以确定问卷可信度和有效性，再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
剔除无效因子，确定关键影响因子。
（ 一） 信度、效度分析
信度用于测验被访者回答问题是否具有稳定性和一贯性 。一般用 Cronbach’s a 值来衡量问卷的可
信度，要求其值不小于 0． 7。用 SPSS 18． 0 统计分析软件分别对译前、译中和译后三类影响因子进行测
0． 920 和 0． 881，然后做一次整体数据处理，结果数值为 0．
量，结果显示，Cronbach’s a 值分别为 0． 793、
863，这说明问卷内部一致性尚可，可以接受问卷调查结果。
效度代表问卷所测量到的结果反映所想要考察内容的程度 ，一般用 KMO 测度和 Bartlett’s 球形检
验法来衡量，运行结果显示，KMO 值为 0． 905，P 值小于 0． 001，这说明问卷设计较好，可进行因子分析。
（ 二） 探索性因子分析
此步骤的目的在于检查各个观测变量与各个因子之间的相关程度 ，即问卷题项是否归属于对应的
影响因子类别。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分析 ，如果负载系数小于 0． 4，则不能被认为其类
属划分得当，用 SPSS 18． 0 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二所示： “经济环境”“读者理念”“市场要素 ”的系数小
于 0． 4，则删除这 3 个因子。然后，我们将剩下的 20 个因子进行第二次分析（ 表略） ，结果表明每个变量
的负载系数均大于 0． 4，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5． 26% 。
表二

探索性因子分析（ 第一次）

译前影响因素

负载

译中影响因素

负载

译后影响因素

负载

政治环境

0． 733

语言能力

0． 981

专业素养

0． 867

文化环境

0． 719

作者语言

0． 689

语言能力

0． 822

经济环境

读者语言

0． 572

市场要素

权力要素

0． 236 删
0． 806

文本因素

0． 701

翻译评论

0． 199 删
0． 850

作者理念

0． 759

文化能力

0． 890

读者评价

0． 745

译者理念

0． 889

译者意向

0． 737

读者理念

0． 300 删
0． 914

操作能力

0． 853

翻译技术

0． 812

创造力

0． 770

译者情感

0． 587

翻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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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次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目的是检验影响因子与被影响因子 （ 即译前、译中、译后 ） 之间因果关系的
相关程度，并通过路径系数大小来判断该因子在这类因子中的重要性 ，从而识别出关键影响因子。对探
索性因子分析删除有关项目后的数据表 ，我们运用 LISＲEL 8． 70 软件进行分析，拟合优度如表三所示：
表三
2

拟合优度指标评价

指标

x / df

ＲMSEA

GFI

AGFI

ＲMＲ

IFI

CFI

理想值

＜ 0． 1

＞ 0． 9

＞ 0． 9

＜ 0． 05

＞ 0． 9

＞ 0． 9

指标值

≤3
2． 26

0． 076

0． 833

0． 895

0． 030

0． 911

0． 928

结果评价

较好

较好

接受

接受

较好

较好

较好

然后，用 LISＲEL 8． 70 软件打开经过表二中删除三个因子后剩下的 20 个因子所构成的 Excel 数据
表，建立协方差矩阵后，在软件中画出关系路径图，运行程序后生成各影响因子和大类因子之间的路径
系数，标准化处理后，结果显示，“读者语言”和“翻译评论”的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为 0． 50 和 0． 51，均小于
0． 6（ 本研究的最低要求） ，说明这二个因子不属于大类因子，应予以删除 （ 图 1） 。删除这二个因子后重
新运行程序，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 0． 6，生成 T 值，均大于 2． 58，说明各个解释路径具有很好的显著性 。
通过路径分析和因子载荷分析，删除“读者语言”和“译者情感”这二个因子后，表二中剩下的 18 个
因子分别类属于三类因子，构成了翻译行为影响因素体系，包括六个译前行为影响因素，八个译中行为
影响因素和四个译后行为影响因素 。此外，因子载荷系数表明了各个影响因素对各翻译行为的影响程
度，在译前行为影响因素中，“翻译资源（ 0． 95） ”、“译者理念 （ 0． 87） ”和“作者理念 （ 0． 80） ”的影响程度
较大； 在译中行为影响因素中，“语言能力（ 0． 88） ”、“文化能力 （ 0． 87） ”、“操作能力 （ 0． 86） ”和“翻译技
术（ 0． 82） ”对翻译行为的影响较大； 在译后行为影响因素中，“专业素养 （ 0． 89） ”和“翻译评论 （ 0． 84） ”
对翻译行为的影响程度较大。根据其影响程度，我们将这些因素归为翻译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 。

四、结语
翻译行为影响因素体系包含了三个类别及 18 个影响因素，即译前行为影响因素，按其重要性排序，
分别为翻译资源、译者理念、作者理念、权力要素、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六个因素； 译中行为影响因素，按
其重要性排序，分别为语言能力、文化能力、操作能力、翻译技术、创造力、译者意向、文本因素和作者语
言八个因素； 译后行为影响因素，按其重要性排序，分别为专业素养、翻译评论、语言能力和读者评价四
个因素。
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得到了 23 个影响因子，然后通过调查研究删去了“经济环境”、“读者理念 ”、
“市场要素”、“译者情感”和“读者语言”五个因子，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未过多考虑这些因素，或
者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小。对于“读者理念”和“读者语言”这两个因素，我们专门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
回访，发现译者在翻译时通常情况下不会考虑读者的实际情况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知道谁是读者，或者
不愿意去了解和分析读者的价值观 、思维方式和语言背景等，这在以后的翻译能力培训中需要加强 。另
外，本研究还通过因子载荷分析，识别了翻译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对于翻译能力培养和翻译教学具
有一定的启示： 首先，在译前行为影响因素中，翻译资源、译者理念和作者理念是关键因素，这说明词汇、
语料、策略和工具的丰富性和可获得性在当代翻译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译界应加大力度进行语料库建
设、翻译策略研究和翻译工具的开发 ，以提升翻译效率和质量。另外，在翻译教学中应加强翻译文化、翻
译思维和通过文本透视作者价值观的能力培养 ； 其次，在译中行为影响因素中，语言能力、文化能力、操
作能力和翻译技术较为关键，说明在翻译能力培养中不仅要加强其双语能力 、语言造诣、综合合成、表达
修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而且要在翻译技术手段及其运用方面的专门培训 。此外，应开设国际文化方面
的课程，增强译者对国际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 ； 最后，在译后行为影响因素中，专业素养和翻译评论较为
重要，说明译者的专业素养对于翻译的后续加工及整体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应加强译者职业道德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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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培养，提升译者对市场需求的分析能力，培养其以市场为导向的观念。
尽管对翻译行为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本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尚未对翻
译行为的驱动机制进行研究，以深层次探寻翻译“黑匣子 ”，所以课题组将持续开展翻译行为影响因素
之间的复杂驱动机制研究，以提出有效的培养方法和措施。
参考文献：
［1］Pavlovic，N． More Ways to Explore the Translation Mind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Protocols［A］． Ins Gopferich et al（ eds） ． Behind the Mind： Methods，Models and Ｒesults in Translation Process Ｒesearch［C］． Sam Funds Literature Press，
2009．
［2］Bell，Ｒ．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M］． London：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1．
［3］王东风． 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 中国翻译，
2003，（ 5） ．
［4］罗选明． 关于翻译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J］． 中国外语，
2012，（ 2） ．
［5］许

2004，（ 1） ．
钧． 翻译动机、翻译观念与翻译活动［J］． 外语研究，

［6］苗

2007，（ 4） ．
菊． 翻译能力研究———构建翻译教学模式的基础［J］． 外语与外语教学，

［7］Alves，F． ＆Vale，D． Probing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Time： Aspects of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 Web Application for
Storing，Annotating，and Querying Translation Process Data［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9，（ 2） ．
［8］刘和平． 翻译能力发展的阶段性及其教学法研究［J］． 中国翻译，
2011，（ 1） ．
［9］孙致礼． 译者的职责［J］． 中国翻译，
2007，（ 4） ．
2009，（ 1） ．
［10］黄国文． 一个简单翻译过程模式的功能分析［J］． 外语研究，
［11］Gopferich，S． ，Jaaskelainen，Ｒ． Process Ｒesearch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Where Are We and What Do
We Need to Do？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9，（ 2） ．
［12］Diamond，B． ＆ Shreve，G． Neural and 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n the Bilingual Brain： Ｒecent
Perspectives［A］． Shreve，G． ＆ Angelone．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0．
［13］杨仕章． 论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过滤［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 4） ．
［14］屠国元，李文竞． 翻译发生的意向性解释［J］． 外语教学，
2012，（ 1） ．
［15］王克非，秦洪武． 英汉翻译与汉语原创历时语料库的研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 6） ．
2012，（ 6） ．
［16］谭业升． 创造性翻译中的交互视角化［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7］王

2012，（ 3） ．
宁． 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翻译的文化协调作用［J］． 中国翻译，

［18］穆

2012，（ 3） ．
雷，杨冬敏． 从翻译企事业员工的现状和市场需求看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王树槐，徐

2012，（ 3） ．
敏． 翻译过程策略的实证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Verschueren，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2000．
［21］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 2） ．

（ 责任编辑： 舒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