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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如何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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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Ⅰ  翻译中根据语境选词相关论述

1，词是语言中能自由运用的音义结合体，是构成句
子的最基本的单位，所以词的意义直接影响读者
对句子甚至对整个篇章的理解。

2，吕叔湘先生说过：“句是积词而成，不认识单词       
的意义，句的意义必然模糊不清。不但是为求了
解必须从词义入手，而且为了达意更非彻底认识
单词的意义不可，好比一个皮匠你不能教他缝衣
服，一家酱坊你不能进去买糖果。”翻译中的词
义亦如此。



    3，英语和汉语都有一词多义的现象，但相
比之下，英语的词义更加灵活，更加多变。
英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J.R.Firth）说：
“每个词用于新的上下文，就是一个新
词。”此话并非过甚其词。英语中有不少
词汇，特别是那些常见的“小词”，词义
及其灵活，简直可以用“变化多端”来形
容，译者必须仔细琢磨上下文，才能捕捉
其确切意思。（孙致礼）



4，王佐良说过：“词义不是简单的一查字典
就得，而是要看它用在什么样的上下文
里。……一句话不只是其中单词意义的简单
的综合，它的结构，语言，语调，节奏，
速度也都产生意义。一词一句的意义有时
不是从本身看得清楚的，而要通过整段整
篇------ 亦即通过这个词或这句话在不同的
语境下的多次再现才能确定。”



5，在翻译实践中，第一步当然是要理解原文
本的意义，尤其是词的意义。词的意义一
定要联系语境。分析语言现象，必须把它
和所依赖的语境联系起来，离开一定的语
境，把一个语言片段孤立起来分析，就难
于确定这个语言片段的结构和意义。同样
地，语境在翻译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理解原文必须紧扣语境，反复琢磨，译语
表达也必须联系语境，准确达意传神。



6，克服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单词中的问题：

        一个英语单词对应一个汉语词；

       克服中国学生在翻译中关于词的选择的问         
题：

        将英语单词和汉语词一一对应起来，从  
而造成翻译用词不当。



Part Ⅱ  翻译中如何选词
1，语境决定词的涵义

翻译下列短语，注意观察和学习如何根据语境选择词的涵
义：

第一组：
            play the piano
            play the violin
            play the flute
            play basketball
            play foot ball
            play cards
            play chess
            play a game
            play a  joke



                  
      第二组：
                  送孩子上学
                  送货上门
                  送来了一封信
                  送一束话作为生日礼物
                  送客人到门口
                  送他到美国读书
                  我明天送你到机场



通过以上两组翻译练习，我们可以得出什么
样的结论呢？

*语境决定词的涵义

*英语单词与不同的词搭配，翻译成汉语时会
有不同的选择；

*汉语的词与不同的词搭配，翻译成英语时也
会有不同的搭配。



Part Ⅱ  翻译中如何选词
2，语境决定词的广狭

词义有广狭之分。
观察和学习：试翻译以下两句，注意中文“农业”是
不是都要翻译成agriculture。
1，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副业要结合起来，共
同发展。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fishing and side 

occupation have to be combined and developed 
simultaneously. 

2,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
     Agriculture is the fundamental s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再来练习一组英译汉的翻译(注意man的词义的广狭）：

1, The man who , in old age, can see his life in this way, 
will not suffer from the fear of death.

2, Man’ s youth is a wonderful thing: it is full of anguish 
and of magic and ha never comes to know it as it is, 
until it has gone from him forever. 

3, “This is a great shame,” he said, to two girls near him, 
“where are your men, my dears?”

4, Now a paper published online in Nature Genetics on 19 
September argues that, in our history, men have 
traveled more widely than women. 



1，一个人年老的时候，如果能这样看待生命，
就不会轻易恐惧死亡的痛苦。

2，人的青春奇妙无穷，充满着痛楚，充满着魅
力。可是，人从来不知青春为何物，老之将至
才痛惜青春不再。

3，“这真是太遗憾了，”他对旁边的两个姑娘
说，“姑娘们，你们的男伴呢？”

4，9月19日《自然遗传学》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
指出，人类历史上，男人比女人旅行的范围更
为广泛。



Part Ⅱ  翻译中如何选词
          3，语境决定词义的感情色彩

论述：
    由于人们对事物的态度不同，就会使用含有不
同感情色彩的词，或肯定，赞扬，或否定，鄙
视。这种感情色彩应相应地在译文中表达出来。

问题：
英语中，当人们描述一个人很节俭时，往往用
（    ）这个词，而描述一个人和吝啬时，往往
使用（    ）这个词。由此得出结论：翻译中，
一定要根据语境忠实地传达出原文的感情色彩。

 



试翻译下列句子，注意词的感情色彩：
He was a man of high renown. 
他是位有名望的人。
His notoriety as a rake did not come until his death. 
他作为流氓/放荡的恶名是他死后才传开来的。
The tasks carried out by them are praiseworthy. 
他们进行的事业是值得赞扬的。
Henry keeps boasting that he has talked to the 

President. 
亨利总是吹嘘说他曾同总统谈过话。



他醉心于译学研究。

He is engross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那个人醉心于名利。

That chap is infatuated with fame and gain.



Part Ⅱ  翻译中如何选词
4，语境决定词义的语体色彩

论述：所谓语体色彩，就是指文体色彩。文体有
正式和非正式之分，古典和现代之分，口语和
书面语之分，这些对翻译都有影响，当然对选
词也有影响。

试译：敬请告知贵公司古典家具628型100套、
CIF纽约的最低价格。We shall be obliged if you 
will inform us of your lower CIF New York price 
for 100 sets of your classical furniture No. 628.

从该译文可以得出什么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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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词义的引申

1，Amplification of Word Meaning（词义的引申）
– 虚实引申

• 具体化引申

• 英语中也用代表抽象概念或属性的词表示具体事物，译成

汉语时一般作具体化引申（concretion) 。
• e.g. During the meeting, the Chinese Premier met 

respectively with his German, British and 
Japanese counterparts.

• 会议期间，中国总理分别会晤了德国总理、英国首相和日
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 抽象化引申

•  英语中，特别是现代英语中，常用一个表示具体形象

的词来表示一种属性、一个事物或一种概念。翻译这
类词时，一般将词义加以抽象化引申（abstraction)，
使译文流畅、自然。

• e.g. There is a mixture of the tiger and the ape in his character.

•           他的性格既凶暴又狡猾。 

•  



– 术语移用

• e.g. Ulysses Grant once explained his military 
success by writing, “The fact is I think I am a verb, 
instead of a personal pronoun.”

• 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曾对自己的军事成就作了
如下评价：“事实上，我认为自己是个动词
（独立而富于行动）；而不是个人称代词（从
属而被动）。” 

•        e.g. U.S. influence and prestige nosedived in 
Africa

•    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和声望急剧下降。 



– 逻辑引申

• e.g. Really, though, the books were about 
money – who has it, where to hide it, what a 
suit of clothing costs, how long you can keep 
the butcher waiting.

•           实际上，这些书与金钱息息相关——
谁得到了它，把它藏到哪儿，一身衣服要
多少钱，你能在肉贩那儿赊多久的帐。



 Part Ⅲ  课后作业

试翻译下列（组）句子，注意词的语境选择，引申，感情色彩和
语体的把握：

1，
       老树又长出了许多嫩叶。
        Many new leaves have grown on the old tree.
       别看他是个大小伙子，脸皮可特别嫩。
        Though he is a tall guy, he is shy.
       这黄瓜很嫩。
        The cucumber is quite fresh and tender.
        新来的老师还嫩了点。
         The new teacher is young and inexperienced.
        她穿了一件嫩绿的毛衣。
         She wears a light green sweater.

        



2, 语言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Language has been formed gradually during 
practice.

     苏州是吴文化的发源地，苏绣，绘画，篆刻，
昆曲，评弹，苏剧以及饮食，服饰，语言等融
汇成其丰富的内涵。

Suzhou is the cradle of Wu Culture, which covers 
Suzhou Embroidery, painting, seal cutting, Kunqu 
Opera, Suzhou Ballad Singing, and Suzhou Opera 
as well as the local cuisine, costume and dialect. 



3, Yong men are not very suitable, because they are too 
daring. 

    年轻人不太合适，因为他们太莽撞。
     They made a daring rescue attempt during that 

accident. 
那次事故中，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救援尝试。
     他们这件事做得很漂亮，值得赞扬。
They have done it quite well and deserve praises.
      他尽说漂亮话。
He is good at high- flown talks. 
     



4, It is the thing he bear to lose, it is the thing whose 
passing he watches with infinite sorrow and regret, it is 
the thing whose loss he must lament forever, and it is 
the thing whose loss he really welcomes with a sad and 
secret joy, the thing he would never willingly relive 
again, could it be restored to him by any magic. 

    谁都想让青春永驻，眼睁睁地看着青春流逝，心中
都会涌起无数的忧伤和追悔，都会充满难以排遣的
哀怨，都会悲喜交集。即便有奇迹出现，令青春回
头，谁也不会再去重温那蹉跎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