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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黄帝内经》教材中外英文译本比较
王子旭

王威

【摘要】

田露

王玉兴

根据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关于开展中医药核心课程中外教材比较研究的布署与安排，

我课题组经为期一年的外文《黄帝内经》教材翻译，并与中文教材逐篇逐段逐句加以比较，初步掌握了
中外翻译版本的特点和差异，归纳出翻译过程中存在的常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改进方案。为今后
《黄帝内经》教材翻译及对外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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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project of WFCMS about carrying ou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different

【Abstract】

English versions of textbooks in TCM core courses, this study has done the research for one year. The selected
English versions of HUANG DI NEI JING have been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version sentences by sentences,
paragraphs by paragraphs. It is foun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versities of the English versions home and
abroad with the common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have been summarized. Thus, the solution of improvement has
been provided and such results could be cited as the references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external-oriented teaching
of HUANG DI NEI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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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医学的蓬勃发展，全世界对中医理论

析《黄帝内经》翻译中的问题，提出补偿翻译方法。

的关注逐年上升。《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奠基之作，
把握好译文内容的准确性、对原文的忠实性及文字交流的

1

中外译本的特点与差异

无障碍性尤为重要，因此，对《黄帝内经》的英译研究工

1.1

作必不可少。

NEI JING SU WEN 现为美国中医学专业学生修读《黄帝内

国外译本的特点：Paul U.Unschuld 编译的 HUANG DI

本文对《黄帝内经》以下 4 个英译版本进行比较，包

经》课程的教材之一。译本将《黄帝内经•素问》按章节

括 Paul U.Unschuld 的编译本 HUANG DI NEI JING SU

翻译，不包含《黄帝内经•灵枢》部分。译文在句式结构

[1]

WEN ，著名翻译家罗希文编译的 Introductory Study of

上忠实《黄帝内经》原文语言论述精炼对仗的特点。译文

Huang Di Nei Jing 2 ，朱明编译的 The Medical Classic of the

多为短小的简单句，或是结构并不复杂的复合句；多以直

[ ]

[3]

Yellow Emperor

及 吴 连 生 、 吴 奇 父 子 编 译 的 Yellow
[4]

Emperor's Canon of Internal Medicine

译的方式，忠实原文对应地进行翻译。用词以精炼的短小

。 其 中 Paul

词为主，语言更符合英语国家人们的用语习惯和思维理解

U.Unschuld 的编译本为国外翻译版本，其余 3 本均为国内

模式。同时译文中对重点的关键词以脚注的形式标注，较

翻译版本。本文归纳国内外英译版本的特点、差异，并分

全面地介绍历代医家校勘的内容。脚注与原文译文相比内
容更深入，对基础薄弱的读者来说在理解上会有一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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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此译本后附有索引及校勘出处。
此版本的优点在于用词精小，句式简练，忠实原文语
言结构，行文符合英语国家人们的理解方式。但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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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①尽管英文用词精小，但只能表达一部分原文内涵；

构，多用英文复合句。遇到直译不易理解的句子，多用意

②译文虽力求忠实原文，但仍对原文理解有误而产生歧

译结合译者的理解将原文含义译出，有利于理解原文原貌

义，如“与鸡俱兴”一词被错误地翻译为“get up together

和确切含义。②词的精小灵活与力求对等：国外译本在选

with the chicken 即：和小鸡一起起床”；③脚注中校勘内容

词上多用一些常用英文单词中的特定含义，或是名词动词

虽较详实，但不乏繁杂，未能总结凝练其意义，对初学者

化或动词名词化的词性转换方式表达原文，便于英语国家

在理解上造成困惑。

人士的理解，具有用词精小灵活的特点。相比之下，在某

1.2

国内译本的特点：笔者对罗希文编译的 Introductory

些词的表达上，国内译本因对原文理解更深刻，并力求意

Study of Huang Di Nei Jing 、 吴连生及吴奇父子编译的

思的对等，选择 1～2 个多音节的大词体现特定含义。这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Internal Medicine 和朱明编译的

些词汇虽文学气息浓郁，但对英语国家人士来说，不一定

The Medical Classic of the Yellow Emperor 3 个英译版本进

能准确地理解原文含义。③注释的复杂与凝练：国外译本

行分析，其共同特点为：①在每章节前都有围绕此章节中

的注释详细列举了历代注家的观点，要求读者有一定的中

心内容展开阐述的序言；②语言方面，虽忠实原文，但整

医学基础才能读懂其内涵。而国内译本注释更凝练，只将

体意译大于直译，有些译文中包含作者对原文的理解；③为

历代医家的经典注释作为论据列举在注释后。特别是朱氏

力求完整表达原文原意，在一些文言词汇上对等选择一些

的译本在段落后加注按语，更有利于读者掌握原文精髓。

英文的长词大词来表达；④打破《黄帝内经》原文结构精

通过以上研究，不难体会到《黄帝内经》翻译过程中

炼对仗，语言平仄和谐的特点，英文译文常选用复合句。

存在的不可译性。这是由原语和译入语在转化过程中形合

将原文中上下文关系、逻辑联系较清楚译出，有利于读者

与意合的差别而产生的。《黄帝内经》原文的含义在深邃

理解；⑤均对关键词进行注释，并将历代医家对相关内容

的文言体下，蕴含丰富的内容，翻译时并非仅用一两个英

的注解作为译文相关注释的论据列出。

文单词就能完全对应的译出确切含义。

3 个版本各具特色：罗氏译本分为两部分：第 1 部分
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和治则治法等，分 8 章进

2

《黄帝内经》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行阐述；第 2 部分是《黄帝内经•素问》1～22 章的英译。

《黄帝内经》翻译中的不可译性主要表现在语音、句

译文更重视意合，用英文复合句说明原文意义，但与原文

法及文化层次方面。语音层次的不可译性体现在：《黄帝

句式结构不对等。朱氏的译本节选了《黄帝内经•素问》

内经》语言讲究平仄押韵。而英语没有声调，只有语调的

和《黄帝内经•灵枢》中的重点段落，章节顺序安排与《内

升降之分，所以既要选择准确对应的词语，又要兼顾音韵

经选读》规划教材基本相同，打乱《黄帝内经》原有顺序，

翻译，实属困难。句法层次的不可译性体现在：《黄帝内

按分类对相关选段进行翻译。每章节前有序言，每选段后

经》注重语言的简练性和句式的整齐性，用“之”
“乎”
“者”

有相关注释及按语，精炼总结了选段内容。句式和用词较

“也”等动词使句式结构整齐。而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英

罗氏简单。吴氏父子的版本，语言结构方面最为复杂。此

语与汉语的差异性，很难体现如此工整的句式结构。文化

译本包括《素问》
《灵枢》，以王冰版《黄帝内经》为原本，

层次的不可译性在《黄帝内经》翻译中最为突出。《黄帝

译文中注释紧跟文中关键词后。行文较复杂，同 Paul 译本

内经》既是一本医学经典，又蕴含了大量的中国固有的哲

的脚注一样，需读者有一定中医学基础才可读懂。

学思想，如宇宙间的万物生成论、养生观、精气神等，很

1.3

难有对等的英文词汇体现这些思想理念。因此，就以上问

国内外译本的差异：国内外译本各具特色和优势，且

相互间具有显著差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句式的简单

题，为更好的让世界准确了解《黄帝内经》中体现的思想，

与复杂：国外译本句式结构上较忠实原文，英文简单句居

本文支持补偿翻译的方法。

多，甚至将有些连接上下文含义的词组或意群用括号括起
来，避免产生衍文和错文，同时，使读者体会到中文原文

3

句式结构上的文化魅力。国内译本打破了原文的句式结

3.1

《黄帝内经》中补偿翻译的方法
音译法：音译法为补偿翻译法的一种，即将《黄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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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的特定词语以标准拼音形式译出，代表这一词语的

才能体会到原文文字的瑰丽精妙、修辞的精当、医学及哲

含义，如已公认的“阴”“阳”“气”，此外，篇章名称、

学理论的博大精深。因此，笔者认为在《黄帝内经》译本

疾病名称、方剂名称、穴位名称等也可使用这种方法。例

中应添加与相关篇章相联系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资料。

如：
“罢极之本”的“罢极”。英文中没有对应词或专属名

《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经典，哲学思想贯穿始终，中

词。拼音翻译形式是对此类词汇准确翻译和理解的最好途

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体现的淋漓尽致。中医学将是世

径，更有利于对外传播中医文化。

界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之一，《黄帝内经》作为中医

3.2

加注法：在音译法的基础上，采取加注的形式准确凝

学理论的基石，其翻译和比较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本文

练的表达词汇含义，避免对中医术语的理解错误，体现文

仅就国内外四种译本的特征差异进行分析，希望以此研究

化内涵，扫清读者词汇理解的障碍。如“天癸”，采用拼

为开端，深入了解《黄帝内经》译本的优缺点、翻译过程

音加注的形式可更好阐示中医对人体生长发育特定重要

中存在的问题，以寻求更好的翻译方法，更顺畅的对外交

阶段的论述。

流方式，更便于准确理解的对外中医教育模式，为中医文

3.3

化的传播助力。

意译法：当无法表达原语句式特点、词汇特征、文化

特征时，可打破原文句式，力求精准表达，避免歧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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