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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1981年-2010年三十年间中医英译相关文献进行检索与研读，重点阐述了研究者们提及的主要

中医英译理论依据：归化和异化、功能对等、关联理论和文化图式理论，及其对应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旨在对中

医英译理论依据和策略选择进行宏观把握和系统总结。并分析相关理论和策略间关联，发现有的相反相对，有的

相互渗透、殊途同归，笔者认为在中医英译中，译者要从实际出发，在策略运用上把握好度，灵活处理。同时提

出相关理论联合指导中医翻译的新思考，以期为中医英译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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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searching and study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from 1981 to 2010, the author focused on the main theoretical bas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CM: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Nida'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relevance theory, cultural schema theory and the their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hich was to make a macroscopic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bases and strategy selections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CM.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were analyzed, it was discovered that 

some of them were opposite while others interpenetrative and the translators were supposed to select strategies flexibly in TCM 

translation practice. Meanwhile, some new thoughts of theories’ combination for guiding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CM were brought 

up with the purpose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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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检索，以核心期刊为来源，确定“中医英译”、

“中医翻译”、“中医术语翻译”、“中医名词术语英

译”、“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等相关关键词、主题和

篇名分别进行检索，对获得的文献数据进行了分析

与归类，试图对30年（1981年-2010年）来中医英译理

论和策略的面貌有一个全面系统梳理。

中医翻译理论研究现状

中医语言的独特性使中医翻译工作困难重重，

研究者们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也有提出建立中

医翻译理论的新设想。如王朝辉等[1]早有指出中医界

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译风，没能从中医药翻译的实

际出发，确立一套正确的中医药翻译理论，只凭实践

经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医药翻译存在的问题。

但是，迄今为止的研究大多以感悟、点评、随感

等方式呈现，缺乏层层推进和条分缕析的论述，更

鲜有系统的理论升华，而关于理论依据和策略选择，

要么有翻译策略的零散罗列，却没有翻译理论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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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要么有宏观的理论决策，却没有微观的策略操

作，经常呈现“无法无理”或者“缺法短理”的现象。

中医翻译理论依据及策略选择

1. 归化和异化翻译理论及策略选择 中医语言

包涵浓厚的文化色彩，有关英译中遇到的文化因素

处理，争论最大的是归化和异化选择。如郭先英[2]认

为，就译介中医的基本理念到西方为西方人所理解

和接受而言，“归化”译法功不可没，但是为了让西方

人更好地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异化”译法则

更有利于保留东方哲学和文化内涵。毛红等[3]提出在

对待中医典籍文献中的文化因素时，要避免翻译时

过度归化的现象，尽可能地采用异化方式保留中医

的文化特色。蒋学军[4]也认为中医典籍中的文化图式

翻译应该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

在异化翻译理论指导下，译者选择的方法有音

译、直译、音译加注或直译加注；在归化翻译理论指

导下，选择的翻译方法有借用法、意译、意译加注和

词素造词法。另外增译、减省、释义和添加副标题等

多种方法均被提及。

2. 奈达功能对等理论及策略选择 奈达将翻译

定义为：“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近似的自然对

等值再现源语的信息”（Nida and Taber，1969:12），即

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达成一种合理的对应，使目的语

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也能像源语读者一样清晰。功能

对等重在强调译文接受者的反应，着眼于原文的意

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和形式。

中医术语具有模糊性、笼统性、歧义性和高信息

密度性等特征。在中医英译中，常会遇到文化负载词

或词汇空缺处理难题。通过文献研读，笔者发现有

相当部分研究者引入功能对等理论，用以解决这些

语言文化问题。如沈潇[5]以对等理论为指导，探讨中

医四字格结构术语的英译技巧，认为如果不将隐性

语义译出的话，对深层结构的传译势必不完全，就不

可能实现翻译中对等的目标。李永安等[6]通过具体实

例，说明奈达在翻译《圣经》时提出的许多翻译观点

和理论对今天的中医翻译实践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何阳[7]强调“忠实”并不仅仅是词语的对等，而是使

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起的作用就像原文文本

在原语文化中那样起的作用，因此，“忠实”是要达

到功能上的对等。

3.  关联理论及策略选择 语用学家 斯伯博

（Sperber）和威尔森（Wilson）创立的关联理论关注

核心是交际和认知，认为若文本话语的内在关联性

强，则读者在阅读中无需付出太多推理努力，就能取

得好的语境效果。同时，读者理解话语的标准就是

在文本话语与自己的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

中医语言的文化性、哲学性和语义深厚性使得其

语言的内在关联性较为含蓄，为了使读者用最小推理

努力从译本中获得最大语境效果，如赵晓丽等[8]引入

关联理论对中医英译中的文化缺省加以阐释，并从

关联理论出发探索其补偿措施，认为文化诊释法、文

化融合法、文化归化法在现阶段比较适合中医英译

补偿，实用价值较高。汤思敏[9]指出中医隐喻具有浓

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认为关联翻译理论是扫除

隐喻翻译障碍有效的指导理论。

在关联理论指导中医翻译的情况下，研究者提出

相应翻译思想或策略：直接翻译、间接翻译、直接翻

译和间接翻译相结合、音译加注释、直译与意译相结

合、运用修辞手法和文外加注法等。研究发现，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关联理论引入中医英译中，

这说明关联理论对解决中医翻译难题是具有相当价

值的。

4. 文化图式理论及策略选择 英国心理学家巴

特里特（Frederick Bartlett）将图式定义为过去反应或

过去经验的一种积极组织，是一种“知识结构”，是

每个人过去获得的知识、经验在头脑中储存的方式。

由此可见，文化图式是包括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思

维方式等内容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

中医语言蕴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图式，因此图

式理论与中医翻译有契合之处，为中医翻译难题提

供了很好理论依据。如滕婧[10]指出中医学中常见的概

念和词语在欧洲语言中缺乏对应语，原文作者与译

文读者间存在着文化图式缺省和文化图式相异的现

象，就图式理论（特别是文化图式）对中医翻译的启

示进行讨论。蒋学军[4]分析了中医典籍中的各种常见

文化图式：古典哲学文化图式、宗教文化图式、比喻

修辞格文化图式和典故文化图式。

在文化图式理论指导下，多种翻译模式被提出，

如：文化归化法、文化释诊法、文化植入法和文化融

合法。以及具体策略方法被选择：借用西医法、直

译、意译、音译、意音结合、音译加注、直译加注、意

译加注和词素造词法等。在此理论指导下的中医英

译，有助于世人更为积极地探索和接受中医文化，促

进中医文化与西方医学文化的交流共生。

5. 其他相关理论依据及翻译策略选择 此外，

中医英译研究者也引入了其他理论，如多元文化系

统、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接受理论、改写理论、翻

译美学理论、认知语言学、元翻译理论、当代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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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层级理论和语言符号学层级理论、语篇分析理

论、社会符号学、翻译目的论等。依据这些理论，翻

译策略方法的选择与以上4个理论指导下的策略选

择基本相似，如音译、直译、意译、释译、借用西医

词汇、创译（主要为词素构词法）、音译加注释法、意

译加注释法、直译括号加注释法等。

分析与讨论

依据上述诸多理论选择和策略依据，本文对它

们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对中医英译实践的理论指导作

用进行了一些思考与分析。

1. 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异化归化与直译意

译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异化和归化、直译与意

译有区别，也有交叉和重叠，它们是文本功能、文

化、语言3组不同层面下提出的。张美芳[11]指出: 直

译、语义翻译、异化的共同点是在译文中保持原作的

形式与内容，向原语靠近；而意译、交际翻译、归化

的共同之处是不注重形式，保持内容与效果，比较

靠近目的语。

2. 异化归化、文化图式与多元文化系统  异化式

与归化式的选择，与目的语文化在整个在多元文化背

景下所占有地位相关，而中医文化图式的构建能加强

中医文化在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地位，这对于中医文化

的国际传播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鉴于初期中医文化的

弱势地位，以“归化式”为敲门砖，可以提高传播效

率、增加海外读者群和提高普及度。随着中医日益引

人瞩目，中医英译宜更多采取异化，并通过丰富目的

语读者的中医文化图式，在最大限度保留中医文化

精髓时，给外国人探索中医的机会，使他们领略到中

国文化风情和中医语言风格。久而久之，中医文化在

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也会逐渐得到提升。

3. 关联理论与文化图式理论关照下的文化缺省

处理 关联理论和文化图式理论为中医翻译的文化

缺省现象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力。从语言交际的角度

看，缺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交际的效率[12]，但是缺省

的成分可能会给读者带来理解困难。若中医译作面

向的是国内读者，译者在文本翻译时缺省共有的图

式，不仅能实现“语言经济原则”，用最简短的文字

来表达最充分的信息，也能让读者以最小的努力获

得最大的语境效果，取得最佳关联。但若中医译作面

向的是认知心理中缺少中国文化图式的国外读者，译

者就需要敏锐地识别出存在于中医原作中的文化缺

省，推测出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和可接受度，进而在

翻译中对语义真空进行填补、文化缺省进行还原、文

化图式进行补偿。

综上所述，很多语言学和翻译学等理论都可作

为中医英译的理论依据，它们有的相反相对，在它们

的指导下可达到不同的翻译效果和目的；有的相互

渗透、殊途同归。总之，为了使中医翻译在意义和风

格上既忠实原作和作者，又让译文读者读懂读好，不

是单纯一种策略或方法就可以的，译者要从实际出

发，认真审视其中的文化因素，在忠于原文作者和顾

及译语读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在策略运用上把握好

度，量体裁衣，灵活处理。

结语

30年间，中医翻译研究范围日益拓宽，研究方向

日益多元化，整体呈现出百家争鸣现象和曲折发展

的乐观趋势。不同语言学和翻译学等理论视角下的

中医英译研究，为中医英译研究开拓了新思路和新

视角，这对于探索中医英译理论依据、提升中医英译

理论研究水平和理论层次、或是创建独特的中医英

译理论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笔者相信，在研究

者们的热情投入和精诚合作下，中医英译终究会规

范化，其实践成果也会理论系统化，从而指导中医英

译的标准规范化，促进中医文化在海外高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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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

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辨证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申珊珊，梁茂新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沈阳  110034）

摘要：探讨功能性消化不良（FD）辨证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思路和方法。本文通过检索FD中国

期刊文献近十年的辨证文献43篇，共收206证，并从各版本《中医内科学》、学会标准、行业标准、《中药新药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和临床辨证诸方面比较分析了FD辨证规范和实际应用情况，积极完善FD的辨证规范及FD所

属症状在辨证规范中的作用并开展前瞻性辨证规范研究，使FD的辨证标准客观、规范、统一，发挥辨证论治的特

色和优势。

关键词：功能性消化不良；辨证规范；思路方法

Functional dyspepsia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SHEN Shan-shan, LIANG Mao-xin

(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CM, Shenyang  110034, China )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al dyspepsia(FD) dialectical problem, ideas and methods and propose solutions, this 

article retrievaled functionality indigestion journals nearly a decade of dialectical literature 43, received a total of 206 certificates 

from the various versions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the Institute standards, industry standard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spects of the clinical syndrome of functional dyspepsia syndrome specification, Guiding Principle of Clinical Research on New 

Drug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ctively improved of FD's dialectical norms and FD belongs 

symptoms dialectical norms and carried out forward-looking dialectical norms research, objective, normative of FD dialectical 

standards unified, play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 words: Functional dyspepsia; Dialectical norms; Idea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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