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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中的概念流利
———以李白《送友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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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汉诗英译始于一个多世纪前，随之而来的译文评论也从未间断过。本文尝试从达内西和莫利卡( Danesi
＆ Mollica) 提出的概念流利理论对古汉诗英译进行评论，通过分析和比较李白《送友人》原诗的蕴涵与译诗的蕴
涵，从而得出无论是词汇层面还是句法层面译诗都应尽量与原诗的概念底层结构相匹配，给译文读者带来与原文
读者相类似的感受，这样才能达到译文与原文的概念流利。
关键词:送友人;概念流利;蕴涵;诗歌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465( 2011) 01—0126—05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在认知语义学范畴
里，更是一种词的派生意义的产生途径。一种思维
方式，它与语言符号产生的文化、历史等息息相关。
它存在于我们的日常对话中，我们每天有意识或无
意识在语言中使用隐喻，“中国的唐诗宋词更是堪
称隐喻的语料库”［1］7。莱考夫 ( G． Lakoff) 和约翰
逊( M．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
将研究隐喻的出发点从“表象”变成“概念”［2］3，也
就是说将隐喻研究的对象从语言变异形式变成了
揭示人类思维规律的认知规律。他们将这种位于
概念层次上的隐喻命名为“概念隐喻”。在概念隐
喻化的过程中，喻源概念的一些特定蕴涵 ( entail-
ment) 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投射”到目
标概念上去，形成新的概念———概念隐喻。［1］前言4 － 5

不同的民族从同一个概念中可以得到不同的甚至
非常不同的蕴涵来，就是同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时
期也会从同一个概念中得到不同的蕴涵来。这就
解释了为什么古人说“诗无达诂”。中国人喜欢把
这一切归在“悟性”上，这种悟性也就是对诗歌中

蕴涵的选择。

一、诗歌中的蕴涵

蕴涵有三个特点。首先蕴涵有其个人性，因为
它与个人的知识水平有着决定性的关系。［1］123如古
诗中很多诗句都含有典故，尤其是唐代诗人李商隐
的诗句，只有了解典故的内容，才能读懂诗中的蕴
涵。李商隐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
鹃”中就隐含了两个典故。一是庄子做梦变成了
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而他醒了，却依然还是
庄周———“蘧蘧然周也”( 《庄子·齐物论》) 。梦
焉非焉，亦幻亦真。二是蜀国的君主望帝，名叫杜
宇。他后来禅位隐退，不幸国亡身死，死后魂化为
鸟，暮春啼苦，至于口中流血，其声哀怨凄悲，动人
心腑，名为杜鹃。诗人正是借助典故以表达自己的
心情。其次蕴涵具有文化依赖性。［1］123同一事物在
东西方文化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如蝙蝠在中
国被认为是吉祥与幸福的象征，而在西方则是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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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名词。因为在中国“蝠”同“福”。因此民间绘
画与着衣图案中常出现蝙蝠。如有的画五只蝙蝠
从大门飞进，寓意“五福临门”，有的画蝙蝠从天而
降，寓意“福从天降”。而红蝙蝠更是大吉大利的
前兆，因为“红蝠”与“洪福”谐音。而西方人对蝙
蝠( bat) 没有好感，认为它是一种邪恶的动物，总是
与罪恶和黑暗势力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吸血蝠
( vampire bat) ，令人恐惧。英语中有 as blind as a
bat( 什么也看不见) ，a bit batty ( 有点反常) ，have
bats in the belfry( 疯狂，异想天开) 等与蝙蝠有关的
坏的联想和比喻。最后，蕴涵有很强的时间
性。［1］124蕴涵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
间的变化而改变。此外，个人对蕴含的理解尤其是
对诗歌蕴涵的理解会随着个人知识水平的增长以
及人生阅历的增加和经验的增多而有所变化。同
一首诗歌，青少年时可能只是醉心于措辞的优美，
诗歌表面所传达的意境，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尤
其是经历了作者类似的经历，那么就会与作者感同
身受，读懂了此诗的内涵。那么在古汉诗英译中，
要将原诗的蕴涵与译诗的蕴涵尽量等同，才能使译
文的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诗。

二、概念流利与诗歌翻译

达内西和莫利卡( Danesi ＆ Mollica) 在概念隐
喻的基础上提出了概念流利理论( conceptual fluen-
cy theory) ［3］1 － 12。根据达内西的理解，所谓概念流
利，就是把目标语的表层结构( 如词汇、语法) 与其
所反映的概念底层结构匹配起来所达到的能
力。［4］42概念流利的目的就是确保学习者在与语言
学习其他方面相结合的基础上系统有序地掌握目
标语及目标文化所固有的概念结构。［5］16概念流利
理论本是语言教学理论，这里我们尝试把概念流利
用于古汉诗英译上，这样在汉诗译成英语时，就要
注意所译的概念是否与原诗概念底层结构相匹配，
是否达到了“信”的标准。

从严复 1898 年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
中提出信、达、雅三条翻译标准到奈达 1964 年提出
的动态对等 ( dynamic equivalence) ( “动态对等翻
译就是在译语中用最能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
再现原语的信息，其中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1) 原语
信息要对等，( 2) 译语要自然，( 3) 将对等和自然融
合并高度接近。”) ［6］166到奈达 1986 年的功能对等
( functional equivalence) ( “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

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 ［7］7 － 8都一再强
调翻译首先要“信”，这是翻译者首先要达到的标
准。此外中国古诗讲究炼字，杜甫诗云“语不惊人
死不休”，贾岛也曾为“僧敲月下门”还是“僧推月
下门”而反复思索，王安石也曾为“春风又绿江南
岸”中的“绿”而苦恼。传说王安石为用好这个字
改动了十多次，从“到”、“过”、“入”、“满”等十多
个动词中最后选定了“绿”字。由此可见古诗中的
一词一句都是经过了作者的反复推敲，从而表达了
诗歌的涵义。因此翻译时译者也应谨慎“炼字”，
才能达到译文与原文的概念流利。

三、译诗评析

送友人———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据考证，此诗是李白十五岁时在蜀中送别范崇
凯赴长安赶考前之作。范崇凯是唐玄宗开元四年
状元，后应诏作《花萼楼赋》，为天下第一。［8］173 － 177

在此选用美国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 Ezra
Pound) ，日本译者小畑薰良( Shigeyoshi Obata) ，英
国汉学家威特·宾纳 ( Witter Bynner) 和中国翻译
家许渊冲的译作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四人的译
作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前三者的
译文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分别是 1915 年、1922 年
和 1929 年，此时是中诗英译较为活跃的年代，他们
也代表了二十世纪初非中国译者( 美国、日本与英
国译者) 对中诗英译的解读，许渊冲的译文产生于
2000 年，代表了近年来中国译者对中诗英译的探
索。通过分析四篇译文以期得出哪位译者更好地
把握了原诗的蕴涵，在汉诗英译中达到了概念流
利。

首联“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点出了告别
的地点，用“青山”对“白水”，“北郭”对“东城”，对
偶工整，“青”对“白”色彩鲜明，“横”对“绕”动静
皆宜。［9］316

Pound( 1915) ［10］100 :
Blue 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the walls，
White river winding about them;
Obata( 1922) ［10］101 :
Blue mountain lie beyond the north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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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the city's eastern side flows the white water．
Bynner( 1929) ［10］102 :
With a blue line of mountain north of the wall，
And east of the city a white curve of water，
许渊冲( 2000) ［11］235 :
Green mountains bar the northern sky;

White water girds the eastern town．
其中三位外籍译者，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

日本译者都将“青山”译为“blue mountain( s) ”，只
有中国译者许渊冲将其译为“green mountains”。
我们比较一下“青”，“blue”和“green”在中西文化
中的蕴涵:

表 1 “blue”和“green”在中西文化中的蕴涵

“青”( 中国) “blue”( 英语) “green”( 英语)

植物的生命色 天空和大海的颜色 春天和夏天草和树叶的颜色

春天、青春、和平、希望、安全、幸运、
恬静、新鲜

因寒冷或呼吸困难而使皮肤呈现的颜
色

涉及地球、环境和自然的问题，环保
的

人恐惧、愤怒或患病时的脸色 ( 人或情绪) 悲伤的，沮丧的 青春与活力

表示高雅与忠诚，“the blue blood”指贵
族出身

幼稚，缺乏经验

宁静，沉静 ( 脸色或人) 发青的，有病容的

( 表示) 嫉妒的

每个词在中英文中都有多种蕴涵，这时就要看
运用在诗歌中的首选蕴涵。这是李白送友人入京
赶考的诗。科举考试是中国隋唐到清代的封建王
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及后备人员的制度。中国古
代读书人只有参加科举考试才有机会被朝廷选中，
加官进爵。他们的志向就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为朝廷效力，李白及其友人也不例外，当时年仅十
五岁的李白，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用青色代表
了此时的心情。“Green Mountain State”美国佛蒙
特州的别称，该州以优美的景色而著称，此外 green
在英文中也有青春与活力的蕴涵，而“Blue
Mountains”仅为美国的蓝山山脉，blue 代表了忧郁
与宁静。因此“green mountains”更符合原诗的内
涵。

颔联“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Pound( 1915) ［10］100 :
Here we must make separation
And go out through a thousand miles of dead grass．
Obata( 1922) ［10］101 :
Here we part，friend，once forever．
You go ten thousand miles，drifting away
Like an unrooted water-grass．
Bynner( 1929) ［10］102 :
Here you must leave me and drift away
Like a loosened water-plant hundreds of miles

……

许渊冲( 2000) ［11］235 :
Once here we sever，you and I，
You'll drift like lonely thistledown．
孤蓬，即飞蓬，枯后根易断，常随风飞旋。孤蓬

的翻译也各有不同，庞德译为“dead grass”，小畑薰
良译为“an unrooted water-grass”，宾纳译为“a loos-
ened water-plant”，许渊冲译为“lonely thistledown”。
此句表达了诗人对友人将要独自一人赶赴千里之
外的长安和对他漂泊生涯的深切关怀，在此别过之
后，友人就会像蓬草一样随风飞转，到万里之外去
了。［9］316“孤”在诗中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孤独漂泊
的涵义，显然“dead”( 死的，死气沉沉的，麻木的)
不恰当，过于消极。“unrooted”( 连根拔起的) ，
“loosened”( 关联不那么紧密的) ，和“lonely”( 孤独
的) 相比，“lonely”的涵义更为恰当。

至于蓬草，许渊冲译为“thistledown”意为“蓟
种子冠毛”———会随风飘荡。“thistle”为蓟花，是
苏格兰的国花，也是苏格兰的民族象征，它象征
“保护土地不被敌人侵略”。十三世纪，丹麦和苏
格兰发生战争，丹麦包围了苏格兰城，想要沿着城
壁攻入，于是士兵们纷纷光裸着身体，打算涉过护
城河攻打入城。不料壕沟是干涸的，一眼望去都是
蓟田，踏入蓟田的士兵因踩到蓟，无法忍受疼痛而
发出哀号。苏格兰军队侦测到这种情形，便发动攻
击，突破重围而大获全胜。从此，“蓟”被认为是拯
救国家的花，也被苏格兰选作国花，货币、勋章、纺

821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11 卷



织品等也取用这种植物为题材。① 蓟花勋章 ( the
Order of the Thistle) 即苏格兰的骑士勋章 ( a high
chivalric order of Scotland) 。② 在西方文化中骑士
品质是一种高尚、仁慈、慷慨、勇猛，对女士彬彬有
礼的品质。许渊冲的译文蕴涵了友人的一种无畏、
勇敢的闯荡精神，巧妙地与原诗中“征”的蕴涵不
谋而合。

颈联“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Pound( 1915) ［10］100 :
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
Obata( 1922) ［10］101 :
Oh，the floating clouds and the thoughts of a

wanderer!
Oh，the sunset and the longing of an old friend!
Bynner( 1929) ［10］102 :
I shall think of you in a floating cloud;
So in the sunset think of me．
许渊冲( 2000) ［11］235 :
With floating cloud you'll float away;
Like parting day I'll part with you．
此句用随风而飘的白云象征友人行踪不定，任

意东西，用一轮火红的落日，象征诗人对即将远去
的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9］316在白云落日之间，读
者似乎也能感受诗人此刻的心情，想要留住这美丽
的瞬间，怎奈美好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令人留恋
不舍，给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怅然。诗
人以景喻情，情景交融。译文中有三位译者把落日
译成“sunset”，英文 sunset 与中文落日有着相似的
蕴涵，如 sunset industry ( an industry that is growing
slowly or becoming weaker) 指发展缓慢或实力减弱
的夕阳产业，既然如此，此句的关键在于译诗的概
念与原诗概念底层结构是否匹配。这里我们不妨
采用回译的方法来看各位的译文，“思绪就像浮
云，落日就像故人的分离”( 庞德) ，“啊，浮云游子
的心意，啊，落日故人的渴望”( 小畑薰良) ，“我会
在浮云中想你，所以在落日中想我吧”( 宾纳) ，“随
着浮云你飘荡，如黄昏我与你分别”( 许渊冲) 。通
过回译比较，我们发现许渊冲和庞德所译的概念与
原诗概念底层结构相匹配。许渊冲虽然用 parting
day来译落日，但在诗语中此词指的就是傍晚，黄
昏的时候，与原诗蕴涵相符，而且译者用“float-
ing”、“float”、“parting”、“part”反复的修辞手法，以
期给译文读者带来原文读者相似的感受，因为原文

对仗相当工整，“浮云”对“落日”，“游子意”对“故
人情”。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很难在译文中
达到相同的对仗，许渊冲用反复的手法代替对仗不
仅在词汇层面而且在句法层面使译文结构与原文
概念底层结构相匹配，令译文读者产生共鸣，从而
达到“信”的目的。显然许译更胜一筹。

尾联“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Pound( 1915) ［10］100 :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
Who bow over their clasped hands at a distance．
Our horses neigh to each other as we are depar-

ting．
Obata( 1922) ［10］101 :
We ride away from each other， waving our

hands，
While our horses neigh softly，softly…．
Bynner( 1929) ［10］102 :
…We wave our hands to say good-bye，
And my horse is neighing again and again．
许渊冲( 2000) ［11］235 :
Waving your hand，you go your way;
Our steeds still neigh: “Adieu，adieu!”
尾联两句，情谊更切。既写出了分离时挥手告

别的动作，更写出了内心的感受。这种分离的感受
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假借坐骑的不舍，而衬
托出主人的心情，马犹如此，人何以堪! “萧萧班
马鸣”出自《诗经·车攻》“萧萧马鸣”。斑马，离群
的马。李白用一“班”字，便使古典诗词翻出新
意，［9］316不愧为“诗仙”。诗中的马鸣，应指作者与
友人的两匹马仿佛懂得主人此刻的心情，也不愿脱
离同伴，离别时萧萧长鸣，显然宾纳所译“my
horse”与原诗不符。叠音“萧萧”在小畑薰良、宾纳
与许渊冲的译文中均有所反映，分别用“softly，
softly”，“again and again”和“Adieu，adieu”表示，
但许译中的“still”却巧妙地反映了原诗中不舍的
情谊。

读完此诗，我们脑海中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
在青山绿水，白云落日间，两匹马儿缓缓前行，由于
主人的不忍分别，在挥手分别那刻，马儿也禁不住
萧萧长鸣。比较完四首译诗，我们认为许渊冲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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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http: / /www． hudong． com /wiki /% E8%93%9F% E8%
8A%B1．

参见 Wikipedia ( The Free Encyclopedia) ． http: / / en-wiki-
pedia． org /wiki /Thistle．



文无论在词汇层面还是句法层面都与原诗的概念
底层相匹配，给译文读者带来与原文读者相类似的
感受，达到了概念流利。

四、结论
古诗词是中华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如何让这颗明珠在异域文化中发光并被接受，历年
来中外的翻译家们勇于实践，同时也尝试着从不同
角度对译文进行比较评论，以期更多的人了解中华
文化，随着不同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加深，文化进一
步融合，让更多的异国友人了解并欣赏喜爱中国古
典诗词成为可能。本文从概念流利的角度探讨古
诗英译。认为任何一种翻译方法，无论是异化还是
归化，直译还是意译，都要尽量使译文读者产生与
原文读者相似的感受，翻译的标准以“信”为先。
其次本文所分析的译文产生于不同的年代，译者的
国籍也不尽相同，有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创始人庞德
( 1915 年) ，日本译者小畑薰良( 1922 年) ，与中国
人江亢虎合作翻译的英国译者宾纳( 1929 年) 和中
国译者许渊冲( 2000 年) ，可以看出经过一个多世
纪的探索，中诗英译日趋成熟，中国译者也更胜一
筹，显然这与许渊冲历年来对汉诗英译的不断探索
与努力有关，他更好地把握了原诗的内涵，在汉诗
英译中达到了概念流利。可以看出，中国译者在汉
诗英译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他们对中国文化更了
解，对原诗的蕴涵把握得更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
的中国翻译家来传扬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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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Fluency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A Case Study of Li Bai's Song Youren

LIU Yu，GAO Sheng-bing

(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Nanjing Agri-
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to English has been going on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so has the criticism on the English versions thereof． The paper，taking Li Bai's Song Youren for a case study，
tends to approach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fluency theory
advanced by Danesi and Mollica． By comparing the entailments in the original poem with those in the English
versions，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nglish version is supposed to conform to the original poem conceptually，be
it on the lexical level or on the syntactic level so as to strike the target reader similarly as what the original poem
does on the Chinese reader． And by so doing，the translator has reached the conceptual fluency．
Key words: Li Bai's Song You Ren; Conceptual Fluency; Entailment; Poetry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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