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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

文化视角下中医古籍书名的英译
荣光

张庆荣

【摘要】 本文分析了中医古籍书名的文化特点及其对英译的影响，以文化移植、文化注释、文化
阐释、文化替代几种英译技巧为基础，结合实例，探讨了其在英译文化内涵丰富的中医古籍书名中的应
用，并总结了中医古籍书名翻译的原则。
【关键词】 中医古籍；书名；文化现象；文化特点；英译；技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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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ltural features in the titles of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works and how do they affect the translation of these titles into English, explores the methods with which
culture-rich titles of these works are rendered based on culture translating skills including transplantation,
annotation, paraphrase and substitution with examples, and finally concludes several principles for translation of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works into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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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是著书者对整部作品的概括，所用语言

证其作为“书名”的价值与特征。

受时代、社会、文化、学科等因素的影响。中医
中医古籍书名命名的文化特点及其对英译的

古籍书名的特点尤为鲜明，用语多寓意深刻，虽

1

文采飞扬，却难以看出所涵盖的具体医学内容，

影响

甚至所属图书类别都无法确定

［1］

。形成这种现象

1.1

用表示珍贵、禁秘、规范的词语强调书籍的

的原因在于，古医籍书名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

价值：历代书籍的保存、流通、传世困难重重，

不仅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现象，还有独特的命名方

直至唐中叶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才有所改

式，在其他类别的文本中鲜有类似情况，因此古

观，但许多医者难以承担其昂贵的费用，面对倾

医籍书名的英译策略不宜照搬其他类别的翻译定

注多年心血完成的医书，医家往往将书名冠以珍

势。本文通过分析，试图揭示翻译行为中的处理

贵、禁秘、赞美之类的词汇，以强调其价值，便

技巧，将古医籍书名圆通地转换为英语，无损其

于流传。经常出现的有金、珠、玉、兰、枕中、

科学价值，且保留“文化气质”；同时，对二者不

禁方、绳、律等词。对同文化背景的本土读者来

可兼得的情况如何取舍，以及如何不失凝练，保

说，所代表的“珍贵”之意不言而喻，然此类概
念在英文中的语义对等词，是否具有相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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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论证。因为这些词汇是富于文化内涵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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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林，不以无人不芳。”可见“玉”、
“兰”在中国文
化中象征美好事物。以文化缺省的形式出现，简
练传神地暗喻了书籍所纳内容的珍贵性，本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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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理解。但详查各种英语词典

［4］

，
“玉”、
“兰”

名词：这类词属于专有名词，多是英语中不存在

的语义对等词 jade、orchid 在英语里没有任何珍贵

的概念，无法找到替换词、阐释词，或一旦以替

的涵义，只是分别代表一种矿物和一种花，如果

换词、阐释词的形式出现，读者会产生误解。学

生硬直译，会丢失原书名的信息，甚至被误解。

界公认使用汉语拼音翻译专有名词

若将王冰的《天元玉册》译为 Four Pillars of Destiny

的《爱庐医案》译为 Ailu’s Case Records；兰茂的

in Jade Volume，读者会以为这是一本用玉制成的

《滇南本草》译为 Materia Medica of South Yunna；

书 。 若 将 徐灵 胎 的 《兰台 轨 范 》译为 Medical

曹仁伯的《继志堂医案》译为 Case Records from the

Standards of Orchid Chamber，读者会误认为这是

Jizhi Hall。但译者必须考虑，在汉语中，同一组发

一本在兰花房里写成的书。所以应分别译为 Four

音常常对应多组概念，有些情况下会产生歧义。

Pillars of Destiny in Jade Volume, A Valuable Book

如宋朝政府编纂的《政和本草》，其中的“政和”

和 Medical Standards of Orchid Chamber, The Royal

是宋徽宗的年号，若译成“Zhenghe”，难免让粗

Library。然而，对于有充分理由证明其语义对等

浅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误以为是明朝下西洋的航

词在英语中有相似内涵的词语，还是应采用直译

海家郑和，或者是福建的政和县。即便译成

法。如古医籍书名中常出现的“金”，
“珠”二字。

Zhenghe era 也不妥当。因为在英语国家，没有皇

［5 ］

《说文解字》 曰：“金，五色金也。黄为之长。
［6］

［8］

。如张仲华

帝的年号、庙号、谥号等概念，他们往往在执政

久埋不生衣，百炼不轻”
。《淮南子·说山》 曰：

领导人的名字后加上 era，表示“某某的执政时期”
，

“渊生珠而岸不枯”。可见其代表“珍贵”。在

如 Clinton era（克林顿执政时期）。如此，读者难

［7］

中，“golden”的解释是

免将 Zhenghe era 误认为是一个叫 Zhenghe 的皇帝

“of a high degree of excellence”
；“pearl”的解释

统治时期，失去了了解中国文化内涵的机会。因

是“one that is very choice or precious”都有珍贵的

此不妨将该书译为 Materia Medica of the Zhenghe

涵义。可以应用文化移植，分别译作 golden/gold

Era ，在该页或文章末尾注释：A Chinese era name

和 pearl。故张仲景的《金匮要略》译为 Synopsis of

is the era name, reign period, or regnal title used

Golden Chamber；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译为

when traditionally numbering years in an emperor’s

Important

a

reign and naming certain Chinese rulers. And

Thousand Gold；孙一奎的《赤水玄珠》译为 Black

“Zhenghe era” (1111AD-1118AD) is the period

Pearl from Red Waters。类似的还有“精”、“妙”、

when emperor Zhaoji was ruling in Earlier Song

“粹”、“正”等直接表示赞美的词汇，比喻善美

Dynasty.

之书，涵义简明，中英相通，分别直译为 gist (the

1.3

main point or part)，miraculous(of the nature of a

有分科，但标准的分科模式只存在于宫廷，主要

miracle)，select (of special value or excellence)，

根据为皇家及国家机构上层人物服务的国家医疗

Merrian-Webster Online

Emergency

Prescriptions

Worth

Orthodox (conforming to established doctrine)

［4］

*

*

用特殊、多样的词汇区分科别：古代医事虽

。

机构及医学教育、考试所设置，民间并没有严格

如刘文泰的《本草品汇精要》译为 Gist of Materia

的学科名称。如养生类古籍，常以“养生”、“卫

Medica Distinctions；张时彻辑录的《摄生众妙方》

生”、
“尊生”
、
“保生”、
“颐养”等多种方式命名，

Numerous Miraculous Prescriptions for Health

对于表示同一科别的词汇，译者应将其统一释义

Cultivation；王惟德的《选方拔萃》译为 A Collection

为一个规范的科别，还是保留原题中的“文化气

of Select Prescriptions；张德裕的《本草正义》译

质”，分别进行直译，需要深刻探讨。笔者认为，

为 Orthodox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teria Medica。

译者作为文化传播者，应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气

1.2

大量使用人名、地名、室名、朝代名等专有

息。但更应考虑到古医籍是中医学的一部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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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价值才是重中之重，是实现书名功能的载体；

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

况且，我们传播的目标读者应是西方医学界人士。

使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提十万余株，

这种从读者角度考虑翻译策略的意识，符合长期

郁然成林”。《杏林碎锦》的内容，并非与此故事

以来翻译研究的共识。另外，以上提到的其他两

相关，“杏林”是该书类属医科的“商标”。

类命名特点多是文学层面上的修饰，无碍中医传

对于第一类情况，作者要表达的涵义是隐藏

播，应尽量保留其文化内涵。分科词汇涉及医籍

在典故之后的具体意象，这一意象涉及该医籍的

的灵魂，是书籍的写作内容和科学价值的体现，

科别、写作特点、编纂方式等重要信息，是书籍

有必要将不同的分科表达方式统一为科学、规范

价值的体现，类似 1.3 中的情况。译者不能因形害

的具体科类进行翻译。如儿科的标准表达方式是

意，一味保留文化内涵而损害其科学性，故应化

pediatrics。古医籍书名中的“颅囟”、
“小儿”、
“哑

隐为显，直接翻译出隐含在典故中的准确意象。

科”都指儿科，故卫汛的《小儿颅囟方》译为

如《和缓医风》是金子久的医案集，由门人刘氏

Prescriptions on Pediatrics；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

记录并保存。
“和缓”在这里是门徒对老师医技的

译为 Key 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n Pediatrics；

赞誉。如拘泥于“和缓”（传说中古时名医），就

叶其蓁的《哑科执掌》译为 A Hand Book on

难以译出该书类属“医案”这一重要信息。故《和

Pediatrics。

缓医风》译为 Case Records of A Skillful Physician。

此外，一些中医学科界限也与当今不同，如

上文提到的《折肱漫录》译为 Medical Records of

古代的外科包括一切体表和由体表疾病引起的病

Long Medical Practice。第二类情况中，典故是体

变，与现代医学外科的界限不同，译者应将这种

现书类属医科的“商标”
，加之涉及大量信息，无

差异体现在英译中。如薛己的《外科发挥》译为

法在译文内扼要阐释，应以直译加注释的方式，

Elaboration on External Medicine ， 而 不 能 译 成

以求忠实原名。如“青囊”为古代医家的书囊，

Elaboration on Surgery。

喻指医书

1.4

［4］

用医学典故暗示图书类别、内容：以医学典

故命名，是指利用某一医学或与医学有关的典制、
成例、或古代故事及有来历的词语命名

［4］

。邵以正的《青囊杂纂八种》译为 Eight
*

Miscellaneous Books in The Green Bag ，在该页或
*

文 章 末 尾 注 释 ： The doctors in ancient China

，常见

usually put their medical books in a green bag, which

的有杏林、橘井、仁术、折肱等。一个典故仅寥

was specifically compared to great medical works by

寥几字，其中蕴藏的文化内涵十分厚重，若仅字

the later generations；上文提到的《杏林碎锦》译

面翻译，读者难知其深意，若将其内涵补偿回译

为 A Collective Pieces of Treatises of apricot forest ，

文，又显冗长。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古医籍书名

该页或文章末尾注释： The great doctor Dongfeng,

中涉及的医学典故可分两类，一类是利用该典故

as recorded on The Tales of Immortals, never

背后的特殊文化内涵提示书中所涉及的具体医学

charged the patients whose severe diseases were

内容，如吴承昊的《折肱漫录》所用“折肱”，语

cured by him, but ask each of them to plant five

［9］

*

*

出《左传·定公十三年》 ：“三折肱知为良医”。

apricot trees. Then his house, after years, was

后遂以“三折肱”喻指医者治疗疾病中积累的切

surrounded by a forest with numerous apricot trees.

身经验，
《折肱漫录》正是吴承昊对自己多年从医

Subsequently the later generations usually compared

经验的总结。另一类是虽用典，但并不强调具体

medicine to apricot forest.

文化内涵，仅借读者对这一典故的耳熟能详，体

1.5

现该书的类别为医科。如张启倬的《杏林碎锦》
，

医学这一大学科体系的总称，故诸多医籍皆迳取

［ 10］

典故“杏林”，源于《神仙传·董奉》

：“奉，

运用多样的词汇表示书籍属于医学类：医是

用之。其相应组合词语又有医学、医林、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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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些丰富的形式，因共同使

（benevolent：doing good or giving aid to others,

用了“医”字而相似，又因为组合了不同的概念

rather than making profit; charitable）4 ，一些英语

而有所不同；但归根到底都表示书籍的类属为医

国家的诊所也用 benevolent 命名，美国波士顿有一

学。笔者认为，在翻译中，不能将他们直接释义

家医疗机构就叫 Boston Benevolent Chiropractic

为 medicine。即使所指相同，也有必要逐字译出

Clinic，足见译语读者能在 benevolent 与医疗事业

其差异。理由是从文化的角度保留了原题的“文

间建立思维联系。张洁的《仁术便览》译为 An

化气质”；从科技的角度，这些词汇只是对书籍类

Overview on Benevolent Skills；孟葑的《仁寿镜》

属的笼统概括，分别译出并不影响科学性；从书

译为 A Mirror of Benevolent Skills。再如《素问·灵

名的角度讲，书名的真正使命是书籍的代号，将

兰秘典论》：“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身则寿”。

自己区分于其他书籍，提供给读者记住该书的线

《易·系辞下》：
“天地之大德曰生。
”可见“寿”、

索，既要具备原书名的“神”以便达意，又要保

“生”这些表示祝愿的词用于医籍书名，旨在体

留原书名的“形”以便区分。如果将它们统一释

现书籍内容可用以治病救人。这些比喻虽富于文

义，那么顾仪卿的《医中一得》、张山雷的《医学

化内涵，但直接易懂，在古医籍书名中常出现“寿

一得》都要译成 A Minor Success on Medicine，作

世”、
“济生”之类的词，可分别直译为 prolonging

为代号的功用丧失殆尽。如果分别译为 A Minor

life, aiding the living。龚廷贤的《寿世保元》译为

Success on Medicine 和 A Minor Success on

Prolonging Life and Preserving the Original Health；

Medical Lore，问题就迎刃而解。如此最好将医宗、

严用和的《济生方》译为 Prescriptions to Aid the

医 林 、 医 门 分 别 译 为 medical sect, medical

Living。

community, medical field。如李中梓的《医宗必读》

2.2

译为 A required reading of Medicial Sect；王廷钰的

注或尾注，弥补原文和译文读者间的文化空缺。

《 医 林 字 典 》 译 为 Dictionary Of Medical

这一策略用于文化移植无法给译文读者提供足够

community；赵濂的《医门补要》译为 A Supplement

的信息以理解原文，为让读者了解所空缺的文化

to Existing Treatments of Medical Field。

背景知识提供渠道。文化注释在古医籍英译中有

医宗等，义皆同

［ ］

文化注释：文化注释即在直译原文、并加脚

助读者理解原题目的完整涵义，并学习中医文化
2
2.1

中医古籍书名中文化现象的常用翻译技巧
文化移植：文化移植是不加解释、以直译的

背景知识，在一些情况下还能避免歧义。另外，
由于注释的内容在脚注或尾注，并不直接加入题
［11］

方式将原文所涉及的本民族文化移植于译语中。

目，丝毫不减译文的信息密度

一些古医籍书名中，虽有文化现象，但所蕴含的

名一样简明，富有神韵。另外，文化注释是深度

文化概念并不复杂，读者即使没有相关知识，也

翻译或厚重翻译法（thick translation）的重要手段。

可以读懂其内涵；或某一文化现象所涉及的表达

以厚重翻译法制造的文本含有浓重的学术气氛，

方式，在读者所处文化中也有相似的内涵，无需

面向的读者对象是喜欢学术探讨并受过良好教育

赘言也可被理解。文化移植保留了原书名的内涵

的读者

与形式，并且中国文化韵味十足，使读者即理解

读者的预期。文化注释多应用于上文提到的典故

了书名，也学习到中医文化。如《孟子·梁惠王

（1.4）和避免音译所造成歧义（1.2）两种情况。

上》：“无伤也，是乃仁术”。《汉书·董仲舒传》
：

类似的还有“上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

“尧舜行德则民仁寿。”可见仁术、仁寿指医术，

载，
“（长桑君）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
‘饮是以上

并有一定文化内涵。我们可以运用文化移植，将

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扁鹊以其言，饮

“ 仁 术 ” 与 “ 仁 寿 ” 直 译 成 benevolent skills

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

，使译文同原书

［12］

。这一特点符合我们对于中医古籍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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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
。可见“上池”比喻医术

概念以弥补文化空缺。这种替换以译语文化为归

高明。马时可的《上池杂说》可译为 Miscellaneous

属，难免会减弱书名的“文化气质”
，故其使用对

*

Statements of The Upper Pond ，在该页或者文章末
*

象应是科别（1.3）、写作特点、编纂方式等体现书

尾注释： The upper pond was believed to be a pond

籍科学价值的文化现象。如“内”指一部书籍的

with supernatural power in ancient China. After the

内编，是相对于外编而言的。
《黄帝内经》译为 The

famous doctor Bianque,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有时“内”也指

Records, have drunk the water from it, he possessed

脏腑，如原题华佗的《内照法》译为 Methods to

the power to see through the body surface of human

Diagnose and Treat Diseases through Viscera。再如

and the walls, and then find out what visceral disease

“绳”、“尺”是古代丈量工具，在古医籍书名中

one is suffering from. People use” upper pond” to

皆 指 标 准 ， 可 替 换 为 standard （ Something

describe great medical skills thereafter.

established by authority, custom, or general consent
［ ］

文化阐释：文化阐释又称释义，指直译后在

as a model or an example）4 。故王肯堂《疡医证治

译书名内以同位语、定语从句或副标题的形式加

准 绳 》 译 为 Standards for the Diagnosis and

入简短的解释，以弥补文化空缺，提高阅读效率。

Treatment of External Diseases。该法还可用于翻译

为保证信息密度，文化阐释只适用于可用扼要语

古籍特有的编纂方式，如颜师古的《<汉书>序例》
：

言解释的文化现象。如颜师古注《汉书·刘向传》：

“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

“《鸿宝》
、
《苑秘书》，并道术篇名，藏在枕头中，

注》”。集注指汇辑诸家对同一古籍音义的注释，

言常存录之不漏泄也”，枕中指藏匿珍玩的地点，

可替换为 variorum (an edition or text with notes by

体现书籍的价值。在英语国家，pillow 里装的只是

different persons)

绒线、羽毛等柔软的物质（A cloth case, stuffed with

译为 A Variorum of the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2.3

［4］

。如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

something soft, such as down, feathers, or foam
rubber, used to cushion the head, especially during

3

［4］

古籍书名中文化现象的处理原则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总结出中医古籍书名英

sleep） ，没有秘藏的涵义。因此可以进行文化阐
释，体现秘藏的涵义。故佚名氏《枕藏外科》译

译的四点原则。

为 Works of External Medicine in Pillow, Where

3.1

Treasures are Hidden Safely。又如《史记·孝武本

下，翻译的本质实际上是文化传播和交流。1980

记》：“少君言于上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

年 3 月杨宪益先生在澳大利亚的“作家周”座谈

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

会上说：
“中国应该知道外国的文化遗产，外国也

则见人，不合则隐”。可见古人认为海上仙人的居

应该了解中国有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译者应

所，可阐释为 where immortals live（Immortal：One

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要以忠实的翻译‘信’

［4］

尊重文化，不遗“文化气质”：在全球化语境

not subject to death） ，使用表示长生的 immortal，

于中国的文化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古医籍翻

暗合了医学治病延年的追求，易于理解。故原题

译同样应承担起文化传播的重任。

孙 思 邈 《 孙 真 人 海 上 方 》 译 为 Master Sun’s

3.2

Prescriptions from Remote Sea, Where Immortals

践中，译者往往将科学（非文学翻译）、文学（文

Live。

学翻译）两种文本分而视之，认为学科著作主要

2.4

文化替换：文化替换，即一些文化现象，单

突出科学，不拘泥于文化：在以往的翻译实

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重在实用；文学作品是社会
［13］

纯直译无法达意，过多文化解释又显冗长，因而

感化的手段，重在审美

对原文化内涵进行改写，代之以读者可以接受的

学性和文学性为一炉，上文中论述的古医籍的翻

。而古医籍书名恰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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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就是这一现象的代表。科类是古医籍科学性

的文化价值、体现科技作品的科学价值。而中医

的重要体现，当文化意象与科类不能兼得时，英

古籍书名，恰是文学与科技的有机结合，这无疑

译应以其为本。这并非背离文化，舍弃一些无足

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中医古籍译者需要同时肩负

轻重意象，而是对中医这一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

文化传播与科学传播两项重任，正确取舍，灵活

要组成部分的尊重与忠实传播。

应变，力求翻译的最佳效果。

3.3

保证简洁，考量信息密度：信息密度是李照

参

［11］

国

考

文

献

将计算机专业术语引入中医英译，用来衡量

译文简洁性的公式。笔者认为，信息密度作为为

［1］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提出的方法，同样适合衡量书

［2］

梁锡锋，注说. 诗经. 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67.

名英译。针对难以简练译出的文化现象，要以注

［3］

王肃（魏），注. 孔子家语.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释的形式维系信息密度。言简意赅是书名的重要

2002，34（3）：59-60.

121.
［4］

特征，冗长的译名不利于古医籍传播。
3.4

形神兼顾，延续代号作用：翻译过程中，书

蒋坚松. 古籍翻译中表达的若干问题. 外语与外语教学，

Dictionary, Encyclopedia and Thesaurus-The Free Dictionary(词
典 、 百 科 全 书 与 知 识 库 免 费 在 线 查 询 ). 2009 ， 6 ， 2 ，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

［5］

许慎（汉）. 说文解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231.

名所代表的价值，与正文不同。正文旨在传递作

［6］

刘安（西汉）. 淮南子.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69.

者的思想，其他一切形式包括文采、句式、修饰

［7］

Merrian-Webster Online( 在 线 韦 氏 词 典 ). 2009 ， 6 ， 2 ，

等都要为书籍内容服务。译者在保证内容翔实（神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
［8］

似）的基础上，才能追求形式一致（形似）。古籍
书名有时类似于人的名字，其意义只是名字功能

舒启全. 汉语专名英译原则. 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
3：106-109.

［9］

左丘明（春秋）. 左传（下）. 北京. 北京线装书局，2007：
671.

的一个方面，而最主要的功能是区分不同个体。

［10］ 葛洪（东晋）. 神仙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4.

因此任何一个古籍书名在体现作者意图的同时，

［11］ 李照国. 中医英语翻译技巧.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也肩负着与其他同类书籍区分的任务，这就要求

［12］ 魏望东. 跨世纪《论语》三译本的多视角研究：从理雅各、

译者内容与形式并重。

76.
庞德到斯林哲兰德——兼议典籍复译的必要性. 中国翻译，
2005，（3）：42-45.
［13］ 李长栓. 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

4

结语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往往注重体现文学作品

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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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对论文中实验动物描述的要求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部 1988 年颁布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和卫生部 1998 年颁布的《医学实验动物管理实施细
则》，本刊对论文中有关是要动物的描述，要求在论文中说明以下事项：①品种、品系及亚系的确切名称；②遗传
背景或其来源；③微生物检测状况；④性别、年龄、体质量；⑤质量等级及合格证书编号；⑥饲养环境和实验环境；
⑦健康状况；⑧对动物实验的处理方式。
医学实验动物分为四级：一级为普通级；二级为清洁级；三级为无特定病原体（SPF）级；四级为无菌级（包
括悉生动物）。卫生部级课题及研究生毕业论文等科研实验必须应用二级以上的实验动物。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