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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通过梳理这两次转向
的背景及流派、观点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这两次转向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是翻译研究本
身发展的必然。从文化和社会学角度研究翻译能够更好地看到翻译活动在文化和社会中的作用和角色以及
文化与社会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翻译的地位，使翻译不再仅被视为一种语言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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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the“Cultural Turn”and “Social Turn”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PENG Ping1 ， LU Qingliang2
（ 1． School of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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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70s，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have taken the “cultural turn”and “social
tur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two “turns”and their respective schools，ideas
and developments，from which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wo “turns”are inevitable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s well as the translatology itself．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and sociology enable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n translation． These studies，to
some extent，have helped to improve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ion，which is no longer simply taken as a
kind of language transfer．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cultural turn； social turn
80 年代初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地得到迅猛发展。随着文化研究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文化研究在英国兴起，
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全球的翻译研究也掀起了“文化热”。20 世纪 70 年代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 Even
－ Zohar） 提出的多系统论（ Polysystem Theory） 和图里提出的描述翻译学（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被视为西方翻译
研究文化转向的萌芽，而巴斯奈特（ Bassnett） 和勒菲弗尔（ Lefevere） 于 1990 年明确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这一概念和口号，被视为西方翻译研究的转折性观点。在过去二三十年中，西方社会学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
批社会理论家创立了他们的核心理论，包括法国的布尔迪尔（ P． Bourdieu） 、德国的鲁曼（ Luhmann） 等。社会学理论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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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哲学发生了“社会（ 学） 转向”，已经蔓延到社会科学的多个分支。随着西方社会学的发展，翻译研究也发生了“社会转
向”，从文化走向了更宽泛的社会层面。无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还是“社会转向”，都说明翻译研究跳出了传统的语
言学派藩篱，走上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同时使得人们更好地看到翻译在文化和社会中的影响与作用以及文化与社会
对翻译的反作用。为更好地认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有必要对两次转向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影响进行梳理，以期
对中国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启发。

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 一）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
文化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一个永恒主题，因为文化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并且形成
系统性的“文化研究”则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尤其是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互联网的产生和迅速蔓
延，都促使文化研究成为必然。霍加特于 1964 年创办了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CCCS） 并担任主任。这是第一
［1］（ p2）
个正式成立的“文化研究”机构，也是它在学院内建制化的标志。
同时，霍加特于 1957 年发表的《有文化的用处》

（ The Uses of Literacy） 、威廉斯于 1958 年发表的《文化与社会： 1780 － 1950》（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 以及汤普森
（ Thompson） 于 1963 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标志着英国文化研究的
［2］（ p130）

开端。

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文化研究”在多地展开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范围也得到扩展，呈现出跨学科

的多元发展态势。
西方文化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伊斯特霍普（ Easthope） 将西方文化研究归纳为三个阶段： （ 1） 20 世纪 60 年代
致力于拓展文化概念，使其涵盖大众文化，该时期被称为“文化主义阶段”（ Culturalist Phase） ； （ 2） 20 世纪 70 年代以探索
文本性与霸权主义为主要内容，这一阶段被称为“结构主义阶段”（ Structuralist Phase） ； （ 3） 其后以确立文化多元主义为
［2］（ p131）
特点，被称为“后结构主义阶段”（ Post － structuralist Phase） 。
文化研究的话题涉及通俗文化、阶级文化、通俗媒介

（ 戏剧、新闻、音乐） 、日常生活、城市与市郊、主体性、意识形态、霸权、话语、权力以及其他非言语意指（ Non － speech Semiosis） 、身体、身体与技术、公与私的关系、制度和人的关系、文化政治、边缘人与边缘实践得以成长的环境、跨国知识与图
［3］（ p18）

像流、非都市文化之间的殖民参与帝国残余等。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是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内容非常宽

泛，作为文化活动的翻译必然而且已经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因此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巴斯奈特提出的“文化转向”。
实际上，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翻译研究真正的“文化转向”开始时间远远早于上世纪 90 年代。
（ 二）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流派、观点与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 Even － Zohar） 提出的多系统论（ Polysystem Theory） 和图里（ G． Toury） 提出
的描述翻译学（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被视为西方翻译中文化转向的萌芽。以色列学者埃文 － 佐哈尔是特拉维
夫大学文化研究院的教授，他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创建了“多系统论（ Polysystem Theory） ”。该理论认为，文学
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系统都是开放的多系统，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对立关系或对立因素组成。比如，在任何一
国的文学系统中，翻译文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子系统，而且翻译文学和本土文学都在为争取中心位置而斗争。由此
可以看出，如果本土文学比较强势，翻译文学只能处在边缘地位，对该国的整体文学系统来说就不显得那么重要； 但是有
时候，翻译文学也会处于该国文学的中心，对该国的整个文学系统起着重要的作用。翻译文学在一国文学中的地位也影
响着翻译的策略： 当翻译文学在一国文学中处于中心地位时，就会考虑译文要充分地表现原作，也就是体现出“充分性
（ Adequacy） ”，即译者要引领译文读者去接近原作和原作者； 当翻译文学在一国文学中处于边缘地位时，就要考虑译文的
“可接受性（ Acceptance） ”，即译者要尽可能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诉求，引领原作和原作者去接近译文读者。埃文 － 佐哈
尔堪称为一位文化理论家，其关于翻译文学地位的论述更是体现了其文化的视角，即翻译文学的地位与译入语的文化地
位密切相关，而且翻译会影响译入语的文化。
以图里为代表的描述翻译学派把翻译放在了比语言更宽泛的框架内，也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翻译。和埃文 － 佐哈
尔一样，图里也是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根茨勒（ E． Gentzler） 将图里 1993 年之前的翻译研究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
是 1972 － 1976，代表作是《翻译规范和进入希伯来语的文学翻译》，对 1930 － 1945 年间影响外文译成希伯来语的文化条
［4］（ p125）
1980 年出版了《翻译理论探索》。
件进行了综合的社会学研究； 第二个时期是 1975 － 1980 年，
当然，在根茨勒的这

种划分之后，图里于 1995 年出版了《描述翻译学及其他》。图里实际上继承和发展了埃文 － 佐哈尔的多系统论，在他看
来，
翻译过程中语言学和美学占了很少的比重，而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译者对原文本的态度受到
原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文学多系统中地位的影响，而翻译规范的选择又受到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多系统中地位的影响。
在《描述翻译学及其他》（ 1995） 一书中，图里阐述了翻译功能、翻译产品与翻译过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翻译的功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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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产品的形式，翻译产品的形式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同时译入语文化对翻译产品和翻译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言以
蔽之，译入语文化本身决定了翻译的功能、翻译的形式以及翻译的策略。当然，图里没有强调翻译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
实际上，图里在探讨描述翻译学的过程中，不仅注重文化，还注重翻译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
向埋下了伏笔。他指出： “翻译活动应该具有文化意义。译者身份首先能够发挥社会作用，即实现群体赋予翻译活动、翻
［4］（ p53）
译活动的执行者以及产品的功能。”

当然，以巴斯奈特（ Bassnett） 和勒菲弗尔（ Lefevere） 为代表的学者将上述文化视角推向了高潮。他们于 1990 年明确
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这一概念和口号，被视为西方翻译研究的转折性观点，这一口号出现在二人合
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1992 年，二人又合作主编了第一套以“翻译学”命名的丛书，勒菲弗尔本人在这一年里
出版了三部有关翻译研究的著作： 《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 1992a） 、《翻译、历史与文化资料汇编》（ 1992b） 和《比
较文学背景下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1992c） ，其中《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可以看作勒菲弗尔的代表作。巴
斯奈特于 1994 年主编了《跨文化传递： 沃瑞克翻译研究论文集》。1998 年，即勒菲弗尔去世之后，二人合作的最后一本
书《文化建设： 文学翻译论文集》出版。这些后续的出版进一步扩大了翻译文化学派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或者“文化转向”学派注重翻译对译入语文化的影响，认为翻译并非狭义的语言转换，如词、句
［5］（ p8）

子和篇章的转换，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原文在源文化中同样的功能。

翻译不再单纯地被看作是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而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复杂的文本操纵过程，如译本选择、译者、编辑、出
版商或赞助人的作用、决定译者采用策略的标准以及译文是否会被译入语系统接受等等。可以说，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
进行，对译者有着各种文本内和文本外的限制，这些限制或操纵程序已经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问题。因此，翻译研究开
始改变道路，变得更为广泛和深刻。巴斯奈特指出，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有： 如何选择
要翻译的文本，译者在文本选译中扮演何种角色，编辑、出版商或赞助人又扮演了何种角色，什么标准决定了译者将要采
取的策略，文本在目标系统中如何得以接受。因为翻译始终连续不断，因此对译者存在着文本和文本外各种因素的限
［2］（ p123 － 124）

制。

勒菲弗尔最常用的一个词是“改写（ Ｒewriting） ”，他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正是这种“改写”使得原文的

生命得以延续，因而具有巨大的力量。翻译的过程是与两种文化间存在的权力影响和平衡并行的一种过程。因此，在文
化学派看来，翻译是“操纵”特定社会和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如教会鼓励翻译《圣经》，政府支持民族史诗的翻译，翻译
作品也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等等。这种观点扩大了传统的翻译研究视野，提高了翻译作品的地位。
当然，上述只是对“文化转向”的代表性人物和观点进行了梳理，实际上，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化”转向已成事
［6］
实，其表现还包括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 翻译的“文化转向”提出后，不少学

者纷纷响应，认为翻译走出了传统的语言学派的藩篱，走上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翻译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到意识形
态、民族、种族、女性主义等更多的领域，甚至连巴斯奈特本人也于 1999 年出版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
语言学派的主将奈达在其 90 年代的著作中也开始重视文化问题，铁木志科（ Tymoczko） 出版了《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 爱
尔兰早期文学英译》（ 1999） ，费拉德出版了《翻译与性别： 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 1997） 等，斯皮瓦克（ G． C． Spivak） 做出
了关于翻译、翻译的政治以及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论述等，美国学者韦努蒂（ L． Venuti） 提出了“异化”和“归化”翻
译问题。韦努蒂认为 17 世纪以来译成英文的作品基本都是“归化”的翻译，而英语译成其他文字时大多采用了“异化”
翻译，这其实体现了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性，因此，当今世界事务译成英语时应采取“异化”翻译，这是一种明智的文化干
预，
用来改变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主义和全球交往中的文化不平等状态，是对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
［7］（ p20）

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制，有利于在全球地域政治关系中推行民主。

以上观点既可以视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

影响，也可以视为“文化转向”的延续。
由于文化本身的内容非常丰富，因此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研究对象就显得非常宽泛，翻译研究越来越向宏观方向迈
进，这时，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就应运而生。也正如奥地利学者沃夫（ M． Wolf） 指出： “学术界迄今在反思翻译的文化
因素的同时，却普遍忽视了社会语境对译品生产与接收的制约作用。”

二、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 一） 翻译研究社会学转向的背景
西方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明显受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学界公认的布尔迪尔的文化社会学理论、鲁
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以及拉图（ B． Latour） 和卡农（ M． Callon） 共创的行为者网络理论（ Actor － network Theory） 。诞生于 19
世纪的社会学最初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到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德朗蒂指出，社
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研究者对社会理论的兴趣日益浓厚，社会理论已经成功地充当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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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的哲学家们注意到自我、知识、理性或审美都有其
而且，由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

社会性质，当代哲学发生了“社会（ 学） 转向”。
布尔迪尔被誉为法国引领潮流的社会科学家，到 20 世纪 80 代末，布尔迪尔已成为引用率最高的法国社科学家之
一，其中被引用最多的著作是他早期与帕斯隆（ Jean － Claude － Passeron） 合作的《教育、社会与文化中的再生产》。布尔
迪尔的著作还有很多，包括《实践理论大纲》、《实践感》、《语言与符号权力》、《文化生产的场域》、《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
的生成与结构》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尔迪尔提出了符号权力的问题，将文化、权力和再生产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
［9］（ p7）
认为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都体现了强化社会区隔的利益和功能。”
他提出的“场域（ Field） ”、“习性（ Habitus） ”、

“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 ”、“文化再生产（ Cultural Ｒeproduction） ”、“文化制约性条件（ Social Conditioning） ”等概念对
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鲁曼是德国社会理论家，是当代社会系统理论的创始人。他总结了人类历史上有关“系统”的理论成果，根据现代
社会文化发展的特征，将之前的理论加以改造和发展，并借助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成果，创立了他的“社会系统理论”。他
的著作包括《社会理论或社会技术： 系统研究做出了什么》、《社会结构与语义学： 现代社会知识社会学研究》、《社会系
统： 一个一般性理论的纲要》、《作为建构的认知》、《社会的社会》等。尤其是《社会的社会》较为完整地阐述了社会理论
体系，尤其是社会系统理论。鲁曼认为，社会是由多种系统组成的系统，具有多重性，同时各个系统又各自具有独立性，
［10］（ p19）
即“社会系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同质系统，而是由一系列不同层次和具有不同自律性的独立系统复杂地构成”。
在

鲁曼看来，当代社会结构在功能上高度分化，当代行动者的社会逻辑极端复杂。与传统的社会理论家们强调人是世界和
社会的主体不同，鲁曼认为人虽然是社会系统环境的一部分，但社会系统始终通过沟通行动独立存在。系统中的要素通
过自身的再生产来维持系统的整体生命，虽然系统的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都是自律的，但离不开环境。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和拉图尔为代表的（ 巴黎学派）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
论。该理论认为，每个结点都是一个主体，一个可以行动的行动者，彼此处于一种平权的地位。主体间是一种相互认同、
相互承认、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的主体间性的相与关系。这一理论后来受到了人类学者的关注，也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有
力工具。实际上，我们可以将社会视为一个网络，里面的各种要素均需互相认同、承认，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从而能够
维持整个网络的存在，因此各要素需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来维系自己的存在和网络的存在。
不论是布尔迪尔的“场域”、鲁曼的“社会系统”，还是卡龙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都说明社会这一网络系统
的重要性。也正是以上述社会学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学发展，使得众多人文学科的研究融入了社会学的观点，翻译研究也
不例外。
（ 二） 翻译研究社会学转向的流派、观点与发展
1972 年，霍姆斯（ J． Holms） 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社会学（ Translation Sociology） ”这一概念。他指
出，整个翻译研究很少触及译文的社会功能这一领域，即译文在译入语社会中的作用，“翻译社会学”是理论家们没有真
正开展的工作。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不少研究者将翻译放在社会语境下进行审视。1999 年，海伯伦（ J． Heilbron）
的《翻译的社会学： 文本翻译作为文化的世界系统》一文第一次系统地将翻译纳入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海伯伦认为翻译
是一个相对自主、交织着经济、政治、文化等错综复杂关系的动态场域（ Dynamic Sphere） ，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翻译实践
的社会认知模型。在 2002 年 － 2005 年间，奥地利学者沃夫（ M． Wolf） 发表了系列关于翻译社会学的论文，包括《文化、社
会、个人之间的翻译活动： 翻译社会学探索》（ 2002） 、《翻译———一个社会事件： 翻译的社会学方法探索》（ 2003） 、《社会网
络中的译者： 翻译的社会意义探索》（ 2003） 、《翻译的社会维度》（ 2006） 等，提出了建构翻译社会学的主张。沃夫认为，翻
译社会学研究的是翻译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翻译与社会的互动作用和相互影响。沃夫建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
究影响翻译肇始、译品接受、具体翻译策略运用的各种社会制约因素。宏观方面包括政治条件或固有的意识形态以及个
［11］（ p128 － 129）

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微观层面是决定原文的选择、译品的生产、发行与接受以及翻译策略等。

沃夫还

认为，反过来，翻译对社会也会产生影响，对社会起着一定的作用。总之，按照社会学的观点，译者、赞助人、委托人、封面
设计者、发起人等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这种作用又促进了社会互动。
英国翻译学者贝克于 2006 年出版的《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一书也堪称西方翻译研究“社会（ 学） 转向”的代
表作之一，其中通过大量的例证，从叙事的角度阐释了翻译与冲突和政治的关系，认为翻译是冲突和政治的一部分。贝
克指出： “翻译既不是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副产品，也不仅仅是社会与政治发展的结果，更不是文本与人互动的副产品，它
［12］（ p6）
首先是使得这些发展和运动成为可能的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叙述为暴力冲突创造知识环境和道德环

境，而译者恰恰参与了这些叙述的传播和抵制。而且，在贝克看来，叙述不单单是文本的叙述，而是社会学与交际理论中
的概念，更包含了文本外的叙述，是社会中更广泛的各种叙述。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叙述之中，不可能处在叙述之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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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事物。

随着西方翻译研究社会学转向，学界出版了翻译与社会学的论文集并举办研讨会。2005 年，权威学术期刊《译者》
（ The Translator） 出版了特刊《布尔迪尔与笔译、口译的社会学》（ A Special Issue on 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其中刊登的论文比较全面地展示出布尔迪尔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同年 5 月，奥地利的格拉兹大学翻译
系承办了名为“作为社会实践的笔译和口译”的学术会议，著名学者赫曼斯（ T． Hermans） 以及切斯德曼（ A． Chesterman）
就翻译的社会学问题作了主题发言，同时，在这次会议上，不少论文体现出除布尔迪尔以外的其他社会学家的理论对翻
译的影响，包括鲁曼和拉图尔等社会学家的理论。2007 年 11 月，约翰·本雅明出版公司推出了由沃夫和富卡瑞 （ A．
Fukari） 编写的论文集《建构翻译社会学》，其中的论文涵盖译者在翻译社会学的地位、布尔迪尔对翻译社会学建构的影
响、翻译社会学方法论、翻译实践以及对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多个方面。
无论翻译研究选用了哪一种社会学视角，其观点均有相通之处，那就是研究翻译行为与社会的互动与相互影响。一
方面，翻译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语言等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译入语社会又对翻译功能、翻译策略以
及翻译产品的接受与传播起着影响和制约作用。

三、结语
纵观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是一种必然。首先，它们是西方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因为人们生活在文化和社会当中，任何行为都是文化和社会的一部分，翻译行为更是与
文化与社会相互影响。尤其是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的发展已经使得文化理论和社会学理论渗透在人文学科的方方面面；
其次，它们是翻译研究本身发展的必然，因为翻译活动最终是指向文化和社会的，因此，从文化和社会学角度研究翻译能
够更好地看到翻译活动在文化和社会中的作用和角色以及文化与社会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翻译
的地位，使翻译不再仅被视为一种语言转换。总之，翻译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语言转换层面的研究，毕竟，语言是表达文
化与社会的载体，因此，翻译研究必须走到文化与社会的层面。当然，强调翻译的文化和社会属性，并不代表要抹杀翻译
的语言层面，只不过代表了审视翻译的视角从微观（ 语言学视角） 经过准宏观（ 文化视角） 走向了宏观（ 社会视角） ，这是
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翻译活动本身的属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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