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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译唐诗宋词时，能准确传达一字一词、一境一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许渊冲先生用他的
“三化论”开创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既译词句，也译情感。选择“三化论”视角，通过举例
赏析，主要探究“意美”传递与“等化、深化、浅化”的有机结合，分析许渊冲诗词英译中所采
用的英译策略，旨在丰富翻译美学理论的具体实践，启迪译者灵活、准确地再现原诗词的美学内
涵，也让译者体会只有细细琢磨和推敲才能得出较为理想的译诗，才能更深刻地感染读者，更好
地传播中国传统诗词的韵味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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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various scenes and senses of beauty in Tang poetry and song
ci into English cannot be accurate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Xu Yuanchong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Three Transformations” and created his own unique strategi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which convey meanings as well as emotions.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 equalization, particulariz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with “ beauty in sense” and analyz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in Xu’ s poetry translation, appreciating specific practices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nd enlightening the translator to reproduce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poetry
more flexibly and accurately. Only when translators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etry that their deliberately
honing and polishing can result in a more ideal translation which can spark resonance among readers and
better spread the charm and beau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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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翻译无论是国外引入还是国内输出，都是

语读者更顺畅、更深刻地体会到原诗细腻而丰富的

翻译中的难点。以唐诗宋词为首的浩如烟海的中华

情感表达，而“意美”的完美呈现与“等化、深化、

传统诗歌词曲的输出更是难上加难。究其原因，无

浅化”的翻译理论息息相关，彼此成就。“三化”

外乎其精妙绝伦的格律音韵、博大精深的文化蕴涵、

方法使用相当灵活，例如：在《七绝•屈原》一诗

独树一帜的古典之美和虚实结合的情感赋予。能够

中，许译“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为

准确理解和认同中国传统元素及其意蕴对国外读者

“Wild weeds o’ergrown, few sweet flowers could be-

来说实属不易。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三之论”

low; He plunged in endless waves to end his woe”，

和“三化论”等理论自成一格，在中国古诗词英译

“太盛”和“少”属等化，“跃”“冲”合译为

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与成就。而怎样使文学翻译为

“plunge”以及“万里涛”抽象化为“endless waves”

读者“乐之”，即表现“意美”呢？概括地说，译

是浅化，而加上的“below”和“to end his woe”则

诗更倾向于意译，需要采用“深化、等化、浅化”

是既深化又押韵，具有“音美”和“意美” 。所

三种方法，这就是许渊冲翻译哲学的方法论。众多

以译者要掌握变通的能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学者都已对“三美论”进行了颇有成果的研究，但

在英译诗词时恰当地选用一种方法，或将三种方法

鲜有学者从“三化论”视角进行探讨，所以本文尝

有机结合。当一种译法不能很好地表达原诗的“意

试从“三化论”视角研究许渊冲诗词“意美”的英

美”时，就运用另外两种补足其意象、情境和美感，

译策略。

目标旨在缩小中西语言差距，追求意义相通和形神

[2]

兼备。以下具体赏析许先生丰富的诗词英译实例，
分别探究“等化”“浅化”“深化”如何精妙地传

一、许渊冲先生的“三化论”

达“意美”。

华兹华斯认为诗必源自诗人的真情实感，“For
all good 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

二、许渊冲英译诗词中的等化

[1]

ful feelings”（好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显
然，情感的表达与传递是译诗中举足轻重的一环。
许先生说“译诗要和原诗一样感动读者的心，这是
[2]

“等化”，具体策略有：换词；正译（否定句
改为肯定句或反面说法换成正面说法）；反译；主

意美” ，同样强调诗词背后所寄托的深刻情感。

动译被动/被动译主动；等等。具体而言，形式有所

再者，“意似”相当于“知之”，“意美”相当于

变化，但内容对等，且能传递出“意美”。
[4]

例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

为了实现“三之”采用的基本译法就是“三化” 。

译文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译者凭借自身的审美与创造美的能力，在‘等化、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深化、浅化’方法论的指导下，充分发挥译语优势，

Notes: Seeing a pool of moonlight, the poet is

“好之”，“神似”或“三美”才相当于“乐之”，而
[2]

追求原作的‘意’与‘艺’在译语中创造性的‘再生’，
[3]

drowned in the pond of homesickness.

以期达到使人‘知之、好之、乐之’的效果。” 总

首先，“等化”的“意似”又有几种，低级的

的来看，“三美论”“三之论”与“三化论”是有

只是“形似”，高级的却是“神似” 。“looking

机的整体，密切相关但具体操作却各有侧重。本篇

up”“bowing”的工整对仗与原诗极为对等，保持

将具体分析“意美”如何融入在“三化”方法之中。

了“形似”；“in homesickness”前置，强调“思

所谓“深化”，包括特殊化、具体化、加词、一分

故乡”之意；精彩之处是“drowned”一词和“notes”

为二等译法；所谓“浅化”， 包括一般化、抽象化、

部分，一方面与前文押韵达到“声美”，另一方面

减词、合而为一等译法；所谓“等化”，包括灵活

巧用暗喻将原诗优美的画面感和意境之美生动形象

对等、词性转换、正说、反说、主动、被动等译

地呈现出来。“生动的意象是想象力的产物，是思

[2]

法 。“三化”很具体，它利用多种变通使得目的

[2]

[5]

想的载体和灵魂，诗情、画意皆为象语”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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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ool”“moonlight”极富想象力。“沉溺淹没”

体词抽象化；合译；删而不译（减词）；将原诗典

在名为“思乡”的池塘里，足见游子被包裹在浓浓

故浅显化；等等。
[6]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

的思乡之情中，满心满眼都是愁绪，让人感动，达

例5

到“意美”。

译文 How many can go home by moonlight who
[4]

例2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

译文

How hard is it

are missed?
The sinking moon sheds yearning over riverside
trees.

To keep me fit

“不知”一句改译为疑问句，其实是“等化”

In this lingering cold!
这里进行了句式转换，将原来的陈述句转换为

中的句式转变，追求的是刻画出情感的强烈和张力。

感叹句，恰当地表现出词人内心的烦闷和哀怨。感

“落月摇情”是将月光之美、游子的思念和诗人的

叹句不仅陈述出语意，更直抒胸臆，将原词情感重

感叹交融，氛围静谧凄清，但江边的树摇曳生姿，

点突出，符合“神似”。原诗要表达在忽冷忽暖的

动更衬静，情景交融且以情为重，表达的是一种游

时节人的身体很难休养好，再加上在萧索的深秋，

子意欲归乡而不得的悲伤和无奈。译文把月拟人化,

一个人难免会孤独，哀愁不断，因此休养难上加难。

动静结合，“shed yearning”直接动态地表现出月

转换为感叹句确实能够强调这种伤感和愁绪难捱的

亮的渴望和呐喊，代游子直接强烈地抒情，将静态

情感，强烈情绪的表达更能引起读者共鸣。

的不绝如缕的思念用动态的拟人修辞来表现，更便

[4]

例3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

译文

I wish your heart would be like mine,

Then not in vain for you I pine.
精妙之处是译文和原文的对仗相称，“只愿”
与“I wish”对应，且否定的半句中，没有用陈述
的正常语序“then I won’t pine for you in vain”，而
是将表示“不负”的“not in vain”前置，与“定不
负”十分契合，保持结构和句式上的对等。选词
“pine for”准确展现情谊之隽永，直观地表现出一
种苦苦思念的刻骨铭心的情谊，有“衣带渐宽终不
悔”之美−哪怕伊人已逝，此情绵绵无绝期。
[6]

例4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

译文

If you’ve a friend who knows your heart,

Distance can’t keep you two apart.
首先这明显是“意译”，虽然“海内”“天涯”
“邻”都未具体译出，且运用了“浅化”将“海内”
“天涯”简单化合译为“distance”，但其追求的是
意义和情感的“神似”，“知己”与译文对等，而
且后半句用了否定增强表意语气，更强调出知心好
友间的思想感情相通是不畏距离的。译文和原文在
形式上相反，但内容和意义的迁移没有缺失，这属
反译。

三、许渊冲英译诗词中的浅化

于目的语读者欣赏，彰显了译者对“意美”的深刻
理解以及对原诗情感蕴涵的表达。
例6

[4]

泪痕红浥鲛绡透 。

译文 Her kerchief soaked with tears and red with
stains unclean.
此处可对比徐忠杰先生的译本：
A drenched handkerchief, with red stains, bespeaksProfuse tears, running with rouge down the cheeks.
徐先生的译文将原诗所有意象全部保留，包括
“胭脂”，虽然意象一一对应，但用了两个诗行，
形式略有不对等，不够简洁凝练；表意来看，意象
列举过于具象反而冲淡了读者自己的情感联系，缩
减了遐想空间。许译以“kerchief”为主语，使用被
动语态，只写物，未提人，却让读者眼前自然而然
浮现出哭泣中的女子形象；同时采用模糊处理，
“胭脂”的具体意象被删除，因其本身就不被目的
语 读 者 熟 知 ， 不 易 被 代 入 理 解 ， 使 用 “ red with
stains unclean”来说明女子与曾经的挚爱重逢时恸
哭引发擦拭泪水的手帕都湿透的结果，“但见泪满
巾”的情景意味不曾缺失，还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
最重要的是诗行简短与原诗相对应，也让读者有更
多的联想空间，朦朦胧胧中想象出一幅女子悲情落
泪图，感情溢于言表。
[4]

例7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

译文

Pink hands so fine,

Gold-branded wine,
“浅化”即化难为易，把深奥难懂的原文化为
浅显易懂的译文，策略为：将特殊词一般化；将具

Spring paints the willows green
Palace walls can’t con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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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酥”和“黄”分别形容唐氏的绰约之

“grief（悲伤落寞）”，而“Slow, Slow Song”则

姿和酒色之美，“满城”“宫墙”指南宋时绍兴的

可以奠定整首词哀婉凄清的基调，温婉深沉，如泣

一段宫墙。没有文化背景的英语欣赏者很难建立起

如诉，且有种余音绕梁的优美之感，声情与文情丝

意象关联，像这样文化不通的地方可以化难为易，

丝 入 扣 。 又 如 ，“ 钗 头 凤 ” 译 为 “ The Garden of

以着力保留原文意境。“pink”“fine”生动形象

Shen−Tune:‘Phoenix Hairpin’ ”，结合了这首词的

地 展 示 了 唐 氏 玉 手 的 红 润 美 丽 ，“ gold-branded”

背景−地点沈园，词人与唐氏被迫分开七年后在

也恰如其分地展现了醇厚味香的金黄色美酒。在陆

此偶然相遇，唯余彼此痴痴情深和相思之切却又物

游眼中，美酒美在视觉色彩，此外，“黄”正好与

是人非的凄楚，读者被补足了“沈园”这一信息，

唐婉的肤色“红”相互衬托 ，由此出发，结合

能够联想到这首词是因在一个特别的地方而触景生

“green”，更能看出许译的转化的巧妙，仅色彩就

情，接着“Phoenix Hairpin”又让人意识到是与一

相辅相成。“spring”“palace”都使用了拟人修辞，

位美丽的女子有关，这样就可以展开对故事的猜想。

动感十足，将春色的活泼和满溢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如，“虞美人”译为“The Lost Land Recalled−

[7]

例8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

Tune:‘The Beautiful Lady Yu’ ”，概括了词的主要

译文

On a hobby-horse you came on the scene,

内容，抒发了亡国之恨，回忆往昔，又看当下，倍

[6]

Around the well we played with plums still green.

感伤怀，铺垫了词人对故国不再、物是人非的惆怅

这句诗中有我们极为熟知的中国传统典故“青

和愤慨，很容易触动读者的心。诗歌题目以“长干

梅竹马”，在英语文化中无直接对等用典。许先生
用“hobby-horse”创造性地替换了原诗中的“竹
马”，孩童的木马玩具是和英文文化对等的，也与
下句中的“play”一致，目的语读者能直接理解到
两人自小结伴游戏以及原诗中自幼相识、情谊深厚
的原意。用此特殊化的异化的手法，化难为易，将
特殊名词一般化，更好地传递了这一中国古典文化。
此外，把原诗中的“绕床”译成“around the well”，
更是传神，“水井围栏”这一意象有所简化，生动
地描绘出男女孩童在庭院内、水井旁追逐嬉戏的欢
乐场景，生动俏皮。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过程，而
且是一种情感体验和“审美享受”，“文学翻译中
的审美过程是一种心理过程，它作用于并建构文本
[8]

所描述的表象” 。

四、许渊冲英译诗词中的深化

行 ” 为 例 ， 译 为 “ Ballad of a Merchant’ s Wife”，
“ballad”一词凸显出整首诗的浪漫情怀，像哼唱
曲子一般娓娓诉说她的故事，并带有民俗故事色彩，
而整个题目则清晰地刻画出一位有故事的妻子形象，
读完诗句就能印证她的故事就是于家中寄情思念远
方的郎君并时时待人归，期待相聚并永不分离。
下面来看“深化”手法运用的词句分析。
例9

[6]

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

译文 Still we heard hidden grief and vague regret
concealed,
Music expressed then far less than silence revealed.
虽然“幽情”转为“深藏的悲伤”是“等化”
的换词，但也使怨愤情绪更具体化更深刻；“concealed”“expressed”和“revealed”都是加词，让
情感的埋藏与外显对比更加强烈，且使目的语读者
能体会到原诗情境所蕴含的深沉的伤感和遗憾。乐
声抵不上寂静，无声让人动容、引人共鸣，动人的
是一片寂静里化不开的情。深埋心底的伤心事在静

所谓深化，是透过原文的表层形式，探究其深
层内容，包括：抽象词具体化；一般名词特殊化，

悄悄中凝结，译文也不曾丢失令人触目伤怀的情绪
表达和余韵悠长的艺术美感。

必要时可以运用典故；加词；一分为二；等等。这

例 10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而今有谁堪摘 ？

一翻译技巧使译文神韵更加深刻。

译文 The ground is covered with yellow flowers,

[4]

在词牌名翻译对等的要求方面，许先生多采用

Faded and fallen in showers.

具体化加背景补充的策略，将词牌名与故事背景或

Who will pick them up now?

主旨相结合，旨在让目的语读者一看到题目就可以

译文意象与原诗一一对应，句式也是先描述后

预想到此诗词承载的主要思想感情和文化内涵。

疑 问 ， 与 原 诗 形 式 对 等 。“ be covered with” 把

“ 声 声 慢 ” 译 为 “ Grief Beyond Belief−Tune:

“满”字展现得十分贴切，仿佛“堆积”的景象就

‘Slow, Slow Song’ ”,让读者一下子就抓住题眼

在眼前；有一个难译的词是“憔悴损”，“F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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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allen in showers”十分生动形象，选词“fade”

也成为译者越来越重要的使命。英汉两种语言之间

“fall”不仅指菊花凋谢枯萎，更代表词人自己不

固然有众多差异，但英译要追求最大程度地再现原

再壮年，面色憔悴,将词句的言外之意表达出来，传

文的韵律、风格和情怀。“三化论”是灵活变换、

递原文深层结构的“意美”。词人以花喻人，在译

创新立异的方法策略。因“诗”制宜，具体问题具

文中对这种暗含意义进行了补足：菊花凋零，散落

体分析，恰当运用“等化”“浅化”“深化”技巧，

在地，无人问津；山河破碎，身世浮沉，也无人怜

超越“忠实”，从“形似”到“意似”到“神似”，

惜自己。如果不体现“托物言志”，那么“诗句所

尽量缩小译文和原文思想上的距离，在情感上力求

蕴含的丰富的中国文化意象也荡然无存，因而损害

传神达意，“原汁原味”地补足英译过程中失去的

[9]

了读者对诗作整体艺术美感的体验、欣赏和感受” 。

“诗味”，追求“意美”，展现中国诗词特有的古

例 11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

典意境和风韵。

译文

Flowerlike face and cloudlike hair, gol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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