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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影视翻译的功能对等原则
朴哲浩
）

（燕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

摘 要
本文针对影视翻译的特殊性，提出比“守信”、“等值”或者“对等”原则解释力
更强、适用范围更广的影视翻译功能对等原则。根据该原则的要求，
“忠实原文内容与形式同
考虑观众反应”之间出现矛盾时，应放弃对原文内容与形式的忠实，而选择注重观众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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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通常以“守信”、
“等值”或者“对等”为
己任。其实质是要求译文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与原文
保持一致。如果不能兼顾内容与形式，那么至少要
“保意”。 这是翻译的基本原则。无论国内外，翻
译的这些基本原则是针对以文学翻译为主的各类
翻译而提出的。换言之，以“守信”、
“等值”或者
“对等”为己任的翻译，实际上指的就是以文学翻
译为主的各类翻译，其中并不包括影视翻译（特指
配音翻译）。影视翻译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特殊分
支或者一种特殊的文学翻译，自然也要遵循文学翻
译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一方面，影视作品具有
明显的文学属性；另一方面，影视文学作为文学艺
术的新样式，其作品，即影视作品也会有传统文学
作品所不具备的自身特性。这就决定，在影视翻译
实践中，许多具体的问题只靠文学翻译的基本原则
是无法解决的。换言之，影视翻译中的许多翻译现
象，靠文学翻译的“守信”、“等值”或者“对等”
原则是无法解释的。
有鉴于此，本文针对影视翻译的特殊性，结合
具体的影视翻译实践，提出影视翻译的功能对等原
则。由于功能对等原则是针对文学翻译基本原则的
某些局限性而提出的，因此，较之“守信”、“等
值”或者“对等”原则，功能对等原则的解释力更
强、适用范围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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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概述
“功能”一词的来源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
作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种思潮、一种观念，其影响
波及到许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其中包括语言学、翻
译学等。从语言学的角度讲，语言研究与“功能”
的结合，使得现代语言学领域中形成诸如布拉格学
派、马丁内学派、伦敦学派、系统功能语法学派、
美国功能学派、荷兰功能学派、俄罗斯功能语法学
派等众多“功能语言学”派别。
“功能语言学”派别
如此众多，
“功能”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在现代语言学
领域中自然难以得到统一。因此，“功能”这一语
言学术语在各种相关文献中的基本含义也繁多，诸
如“相关性”、“职能”、“意义”、“用途”等等。
从翻译理论角度讲，为翻译学与功能主义之间
的“联姻”牵线搭桥的“月老”有许多。张美芳
（
）教授在《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一书的前
言中引用梅森（
）的观点指出，有三类学术
思想对功能翻译理论产生影响：
（ ）由弗斯（
）、卡特福德（
）、韩礼德（
）等学者创立的英国功能语言学派。
（）
海姆斯﹙
﹚得到乔姆斯基﹙
﹚
语言能力论的启发而创立的交际能力论（ ）源于
布勒﹙
﹚语言功能理论的目的论。它们
）

－），男，朝鲜族，吉林汪清人，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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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功能翻译理论产生影响的主要学术思想（跨文

一个观点：要看译文能否为读者所理解。衡量的标

化交际学、文艺学、社会学等理论也对功能翻译理
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受到以上几种学术思

准不在于译文中所用词语能否被理解，句子是否合
乎语法规范，而在于整个译文使读者产生什么样的

想的影响，功能翻译理论形成各种流派，诸如以韩

反应。在动态对等的翻译中，译文应使读者所作出

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翻译语
篇分析学派、以布勒的语言功能模式为理论基础的

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一
致，而不求完全一致，因为译语和原语的文化和历

德国功能主义学派、以奈达为代表的功能对等论
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功能”。那么这

史背景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由此可见，奈达的“功能对等”虽然强调译文

个“功能”究竟是什么功能呢？总的来说，
“功能”

应使读者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所作出

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即微观的语言功能与宏观的
社会文化功能。大体来讲，以上几种流派中，翻译

的反应基本一致，但同时也要求信息内容的对等，
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本文的功能对等只要求

语篇分析学派更倾向于语言功能，德国功能主义学

译文应使译制片观众所作出的反应与原影视作品

派更加注重宏观的社会文化功能，而功能对等论则
兼顾两者。人们通常认为，倾向于语言功能的功能

观众对原文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一致，至于内容与形
式同原文对等与否、所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就无关紧

翻译观通常更注重原文及其功能，而注重社会文化
功能的功能翻译观则往往更加强调译文在译语文
化环境中预期达到的功能。
总之，上述几种功能翻译理论流派的研究对象
均未超出传统的翻译研究对象，都把影视翻译排除
在外。

要了。关于功能对等的这种理解，主要取决于影视
语言的特点以及影视翻译的特性。首先，“影视语
言由画面语言与人物语言两部分构成。两者之间是
对立统一的关系，互为各自存在的条件。它们合二
：
）
为一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
（朴哲浩
这就说明，影视语言与其它体裁作品语言之间存在
着本质区别。也就是说，影视翻译的功能对等与奈
达的功能对等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其次，从
影视翻译特性角度讲，假如，一段非常幽默风趣、
原作观众听了会捧腹大笑或者会心一笑的原文台
词，为达到使译文内容与形式同原文保持一致的目
的，将其译为让译文观众若无其事，甚至莫名其妙
的台词，那么，这种影视翻译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影视翻译而言，观众对影
视译制作品所作出的反应有时比译文内容与形式
同原文保持一致更加重要。换言之，本文所说的功
能对等是指影视译制作品的观众所作出的反应与
原影视作品观众对原影视作品所作出的反应之间
的对等。这是影视翻译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显而
易见，本文所提出的影视翻译功能对等原则并不隶
属于任何功能翻译理论流派的翻译观；但同时也不
能否认，影视翻译的功能对能原则是在吸收、借鉴
各种功能翻译理论流派翻译思想的积极因素基础
上形成的。

二、影视翻译的功能对等原则
“功能对等”与影视翻译的功能对等原则
众所周知，“功能对等”是奈达作为对“动态
对等”的修正而提出来的翻译观。所谓“动态对
等”（
）的翻译是指：“在译语
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
”
（郭建中
： ）其
中，“切近”是指“切近原语的信息”，“自然”是
指译语中的表达方式，而“对等”把上述两者结合
起来，是对等语（
），而不是同一语（
）。可见，较之形式对应，奈达当时更强调信息
对等，即“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由于他的这一
翻译思想通常被误解为“翻译只要转达内容，不必
顾及语言表达形式”， 奈达后来将“动态对等”改
称为“功能对等”（
）。此时，
他明确提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而且也
包括语言形式。这就是说，
“功能对等”的翻译“不
但要求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
等”。而在论述“翻译的准则”时，奈达提出“动
态对等和形式对应之间，动态对等是重点” 的观
点。他在阐释这一观点时指出，要是从读者的角
度，而不是从译文的形式看翻译，就意味着引进另

影视翻译功能对等原则的具体应用
在具体的影视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往往会处
于左右为难、尴尬无比的境地：如果使译文的内容
与形式同原文保持一致，译文读者（观众）的反应
就无法与原文读者（观众）对原文所作出的反应保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第

期

朴哲浩

论影视翻译的功能对等原则

持一致；如果使译文读者（观众）的反应与原文读

分清男女的场所，多此一举！另一方面，这是什么

者（观众）对原文所作出的反应保持一致，译文的
内容与形式就不可能与原文一致。译者处于这种尴

逻辑呀，明明是餐厅服务员，怎么硬是否认自己的
服务员身份（莫非为此身份而自卑？），而强调自己

尬境地的主要原因在于，遇到以上两难情况时，没

是姑娘（与其说是姑娘，倒不如说是半老徐娘）？！

有条件也根本不可能采取传统文学翻译经常采用
的脚注等补救措施。此时，译者没有其它选择，只

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的处理是合理得当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注重译文内容和形

能遵循影视翻译的功能对等原则。例如：

式与原文对等的译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我国的观众
不但不会有俄罗斯观众所作出的反应，而且还会满
腹狐疑、一头雾水。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方法
：

是遵循功能对等原则，争取使我国观众对译文所作
出的反应与俄罗斯观众对原作品所作出的反应一
致。不难看出，本片译者是费了一番周折之后才得

醉客 我说，小伙子，再来二两。
薇拉 什么小伙子，我是姑娘。
醉客 我说小伙子就是指姑娘。
（选自《两个人的车站》
）
以上场景中的人物对话可以说是编剧煞费苦
心精心安排的结果。俄罗斯观众听过醉客与薇拉之
间这段对话之后的反应自然会是：这哥们儿喝得够
可以的，连男女都不分！其中的奥妙在于，编剧充
分利用俄语自身的语言特点，巧妙利用“
”一词。“
”一句更
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要知道，俄语中表示职业
或身份的名词通常成双成对，一个用来表示男性，
另一个则用来指女性。“
”一词用来指
“
（餐厅）男服务员”，与其相对的“
”
则表示“
（餐厅）女服务员”（在日常生活中，俄罗
斯人通常用“
”一词称呼餐厅女服务员，
无论其年轻与否）。当然，“
”一词在特
定语境中也可以泛指“餐厅服务员”。由此看来，
以上台词的巧妙之处主要在于“
”一句。正是薇拉的这句话将醉客把“女
服务员”当成“男服务员”成为事实，哪怕这不是
醉客的本意。
显而易见，如果只注重译文内容和形式与原文
的对等，以上场景中划线部分的台词只能译为：
醉客 服务员（男服务员），再来二两。
薇拉 我不是服务员（男服务员），我是姑娘
（女服务员）。
毫无疑问，我国观众听到这种译文台词，自然
会觉得极其不习惯，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一方面，
服务员就是服务员嘛，何必非得把“男服务员”和
“女服务员”分得那么清楚，又不是在浴池等必须

出以上译文的，所采取的措施也是符合功能对等原
”一词的处理还有些
则要求的，尽管对“
不足之处，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要知道，能够
使译文达到功能对等的效果，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
的事情。
在具体的影视翻译实践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需
要依靠功能对等原则才能合理解决问题的实例。例
如：

诺瓦谢利采夫 我已经登记要求您接见我，在
下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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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卢吉娜 什么事儿？

关系角度看，除“建议”之外，能够与“接受”搭

诺瓦谢利采夫 是个人的事。
卡卢吉娜 那何必等到下星期三呢？现在，现

配的词汇还很多，比如，
“请求”，
“谢意”，
“邀请”
等，因此，在这个“谈私事”的特定语境中，受话

在我们就可以谈谈个人的事，如果，如果您不反对

者立刻将“接受”的对象理解为“建议”是不现实

的话。您现在就说吧。
诺瓦谢利采夫 不，我不反对。现在吗？

的。因此，“我，请您接受我的——”和“合理化
建议？”两句之间谈不上什么必然逻辑联系。这种

卡卢吉娜 是的。
诺瓦谢利采夫 那，不过，我不知道从哪儿谈
起。
卡卢吉娜 就从最主要的谈起吧，开门见山。
诺瓦谢利采夫 您说开门见山？

情况下，只能依靠功能对等原则来解决问题。根据
功能对等原则，不妨将这段台词译为：
诺瓦谢利采夫 我，建议您接受我的求——
卡卢吉娜 什么？合理化建议？
这种处理方法不仅基本做到对原文的忠实，而

卡卢吉娜 你就说吧。

且使我国观众对译文台词所作出的反应与俄罗斯

诺瓦谢利采夫 我，请您接受我的——
卡卢吉娜 合理化建议？

观众对原影视作品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一致。后者对
影视翻译实践来说更为重要。另外，这种译法也符

诺瓦谢利采夫 也可以这么说吧。
（选自《办公室的故事》
）
上述场景描述的是诺瓦谢利采夫受邀在他的
女上司卡卢吉娜家里与她“幽会”的场面。此时，
他们都表现得心神不定、手忙脚乱。主要原因在
于，经过几次“误会”和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彼
此间产生超过同事关系的感情，两人都对对方“有
那种意思”。问题是，一方面，女方是个老姑娘，
还是男方的上司，另一方面，男方是两个孩子的父
亲，而且又当爹来又当娘。综合各种因素来看，他
们两人都表现得如此慌乱不堪也就是情理之中的
事情了。在这种情形下，诺瓦谢利采夫这个“男子
汉大丈夫”也免不了“胆小如鼠”：经过一番“支支
吾吾”才敢向卡卢吉娜提出模棱两可的求婚——
大家知道，俄语中的“
”有两个常用词义，即“提议，建议”
和“求婚”。显而易见，诺瓦谢利采夫作为一个“男
子汉大丈夫”，想要表达的是后一种意义。而该词
的多义又为卡卢吉娜以
一
句反问提供了条件。他们所处的特定环境和卡卢吉
娜的特殊身份——女人，老姑娘，上司——说明她
将“求婚”理解为“建议”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把这段对话译成汉语就没有那么简单
了。如果选择符合语境的“求婚”之意，那么，卡
卢吉娜的反问“合理化的？”一句就不符合逻辑也
“不合理化”了。假如取“建议” 之意，那么，保
持与后一句的语言逻辑关系是没问题了，但是，做
不到对原文的忠实，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观众得不
到同俄罗斯观众一样的感受。另外，只从词汇搭配

合两人在上述特定环境中紧张慌乱的心理状态。相
信观众能够通过以上特定语境（包括相应画面）以
及影片此前所叙述的内容来理解“求—”之意。可
依靠功能对等原则解决问题的情况还有：

卡卢吉娜
您总是支支吾吾的。我没法摸透
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诺瓦谢利采夫 干吗要摸我，别摸我。
（选自《办公室的故事》
）
它是统计局普通职员诺瓦谢利采夫与女局长
卡卢吉娜在局长办公室里所进行对话的一个片段。
这段对话是他们参加新任统计局副局长、诺瓦谢利
采夫的同窗好友萨玛赫瓦洛夫的上任庆祝聚会次
日进行的。平时老实本分的诺瓦谢利采夫，在庆祝
聚会上找机会向女局长“献殷勤”未果，便借酒劲
“痛斥”卡卢吉娜没有人性、缺乏女人味。他的鲁
莽无礼、一反常态的举止自然让女局长气愤不已，
同时也使她产生进一步了解这个“莽汉”的想法。
于是就有了以上对话。
其中，创作者巧妙利用俄语的两个同根词营造
出一个令人捧腹的效果：余怒未消的女局长用
一词抱怨诺瓦谢利采夫是个难以理解的人，
而犹如做错事的孩子一般在大人面前不知所措的
诺瓦谢利采夫则利用
的同根词
回
应。紧接着他用
的未完成体动词
补充了一句。这是对诺瓦谢利采夫此时此刻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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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感受的强化，即在他看来，卡卢吉娜眼下牙根直

片译者可以说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的应变措

痒，恨不得咬一口让自己蒙羞的属下以解心中之恨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上述两个动词的含义分别用

施非常得当。他创造性地选择“摸透”一词转达
“
”的词义，既部分地遵循了内容对等原

“吃透”与“咬”来传达效果会更理想，即可把包

则（由于两种语言特性的客观存在，同时顾及“
”的内容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根本不可能
的），又为保留原作喜剧效果打下坚实基础（译文

含以上两个动词的相邻语对译为：“我实在没法吃
透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和“别咬我，干吗咬人
啊，我可受不了”
）。也就是说，这里的喜剧效果是
通过听者对说者用词的误解而产生的。这里的妙处
在于，此情此景中，对话者各自的心理状态恰好符
合对该词的不同理解。通过这对同根词词义的比
较，不难发现产生以上喜剧效果的词义基础：
（完）⑴咬开，咬碎。⑵﹙转，口语﹚了解
清楚，弄明白（它的未完成体动词为
）；
（未完）⑴咬，叮，蛰。⑵﹙口语﹚
（有
刺的植物）扎痛，扎（人），刺（人）。⑶咬住，咬
的第
下，咬碎。很明显，说者采用的是
二项意义，而听者理解为该词的第一项词义。
显而易见，如果遵循文学翻译的基本原则，划
线台词的译文风马牛不相及不说，原文的喜剧效果
更是丢失殆尽。这种情况下，对原文内容与形式的
忠实与否显得无关紧要，甚至没有任何意义，而如
实转达原作喜剧效果的重要性却反倒凸现了出来。
因为，喜剧类影视作品失去喜剧效果，等于原作品
的风格、性质随之发生改变，喜剧就会变成正剧。
因此，从功能对等原则角度讲，面对这种难题，该

“干吗要摸我，别摸我”同原作台词“
”已毫无
联系，但与上文中的“摸透”保持逻辑关系）。

三、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影视翻译功能对等原则的要
求，“忠实原文内容与形式同考虑观众反应”之间
出现矛盾，两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况时，应放弃对原
文内容与形式的忠实，而选择注重观众的反应。实
践证明，影视翻译的功能对等原则要比“守信”、
“等值”或者“对等”等原则解释力更强、适用范
围更广。依靠功能对等原则可以解决影视翻译实践
中的许多具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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