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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语言、文化、专业差异限制，中医术语翻译多存在释义不明、译语冗长、译语混乱等

问题，为此提出基于语篇衔接理论的中医术语翻译策略，可充分利用语篇衔接特点，使翻译后的中医术
语仍有原本的含义和作用。翻译时应遵循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建议通过利用词根、词缀、元音字母创
造新词，优化解释性翻译，灵活运用音译翻译法等方式，提高翻译准确性及译后术语的简明性、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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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professional difference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erms, such as unclear translation, longtarget
language and confus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TCM terms based on discourse cohesion theory, which c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ourse
cohesion and make the translated TCM terms still have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function. In translation, we
should follow the cognitive and communicative principles, create new words by using roots, affixes and vowels,
optimize interpretative translation, and flexibly use transliteration translation metho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ranslation and the concisenes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targeted termsafter tran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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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典籍是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基石，

篇是翻译的对象和基本单位，衔接性和连贯性是

在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化传播过程中需准确翻译大

语篇的基本标准，必须达到这 2 个标准才能实现

量中医术语，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医药文化发展，

译文与原文在意义和形式上最大限度的对等 4 。语

而这样的翻译工作存在一定难度。为此学术界均

篇衔接理论可帮助分析语篇的组成方式、语篇与

[1-2]

语境的关系，可根据各个衔接点在文章中形成的

积极研究中医术语翻译

。但当前的中医术语翻

译仍存在释义不明、译语冗长、译语混乱等问题。
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兴起，很多语言学家

[ ]

篇章织体网络把握语篇发展的框架结构。本文基
于语篇衔接理论，探讨中医术语翻译策略。

逐渐转向对段落和语篇进行分析，语篇是作者运
用各类手段将各部分内容衔接起来的有机整体，

1

中医术语翻译现状

具有逻辑性，其基本单位是句子，但不等同于句

自 21 世纪开始，中医术语翻译从中医术语的

子的随机组合；衔接则指篇章中的成分(相邻两句

内涵、方剂名称英译、经典文献中文化负载词等

[3]

或相隔较远的句子)在意义上相联系的现象 。语

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中医术语，还重视推动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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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名词术语国际标准的建立，不断培养掌握中

素产生中医术语翻译差异。当前，同时具有中医

医药专业知识和外语技能的综合型人才，推进中

专业背景和外语翻译能力的人才仍不充足，且中

医药国际化发展。当前中医术语翻译研究或强调

医药文化博大精深，中医典籍中的术语具有极高

翻译时应重视中医内涵，在跨语言转换时应结合

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即使是同一专业背景的中医

[1]

术语的中医本质，不可望文生义 ；或针对某一专

专家，出于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认知、理解不

科的中医术语翻译进行研究，如选取《中华人民

同，在中医术语翻译方面亦会存在解析性思维差

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提及

异。另外，未接触过中医专业的读者会对中医学

的中医外科病名术语，建立小型语料库，对比目

专业术语产生疑问，中医术语中含有的隐喻，更

前较为权威的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标准、

是翻译过程中的一大难点。以上问题均需注意。

WHO 标准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标准，了解目
[ ]

前中医外科病名术语翻译现状并加以分析 2 。还有

3

研究基于译者主体性视阈研究方廷钰教授的中医

3.1

术语翻译实践成果，选取其领衔主编著作中的术

衔接及语境衔接 3 种。语法衔接包括照应、省略、

语，以苗窍、肉刺、鹤膝风和奇恒痢为例，结合

替代和连接。词汇衔接包括词汇重述、同义、狭

访谈结果，剖析并总结了方教授的中医术语翻译

义和搭配等。应用时应遵循认知原则与交际原则。

理念，此类从译者主体性角度解读译家的中医术
[5]

基于语篇衔接理论的中医术语翻译原则与方法
翻译原则：衔接手段可分为语法衔接、词汇

当前中文翻译普遍遵守的原则是判断句子中

语翻译理念有助于挖掘翻译本质 。现有研究相对

的衔接纽带个数、类型，分析衔接纽带性质，即

而言更重实践、轻理论，且多以英语翻译为主。

分析衔接纽带在句子中，是处于直接、非直接状

在中医术语翻译实践方面，多从方法、策略、原

态还是具有中介成分 7 。但在中医术语翻译中，应

则三方面出发，在翻译过程中，多采用音译、直

在上述原则基础上寻找中医典籍中存在的最大关

译、意译、释译、归化、异化、借用、创译、音

联性内容，从而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得最大认知

译加注释法、意译加注释法、直译括号加注释法

效果，促使中医术语既有原本的作用及含义，又

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遵守“信、达、雅”
“准

满足读者认知。此即认知原则。

[ ]

确、简明、文雅”
“自然性、简洁性、民族性、回
[6]

译性、规定性”等一般原则 。

衔接理论应用于中医术语翻译需在最大程度
上形成语境效果，当翻译的内容具较强的语境效
果时，对术语的理解只需付出最小努力就可产生

2

中医术语翻译策略差异及原因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三者相互关联，如

最佳关联。因此，关联性和语境效果成正比，与
对话语进行演绎推理时付出的心理努力成反比。

“医”与“易”，不仅读音相似，在内涵与外延上

此即交际原则。

也具有直接相交与高度统一的特征；而英文的音

3.2

只与形有关，且形与义分离，对于义的定义多是

法，重点在于语句的衔接程度。在翻译中将存在

外部规定，如英语中的句法和语法，脱离了“象

对应关系的词汇尤其是具有重复或相同功能的词

形”的认知框架，具有特定的概念、逻辑、标准。

汇组成“衔接链”，可在语篇中发挥较强的解释能

国内外对于专业术语的理解也存在一定差异，如

力。衔接理论需根据中医典籍语篇原文的特点来

国内术语存在的“通假字”，在国外学术语言体系

确定翻译方式，以最大限度保留术语在译文中的

中并不存在。因此中医术语翻译策略会因语言因

表达模式和意义，揭示语篇中隐藏的衔接手段与

翻译方法：基于衔接理论的中医术语翻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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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意义，保留中医术语在典籍中的整体语义。

文音译成发音相近或相同的语言，多用于地名及
专业名词的翻译，如对一些方剂名称的翻译，在

4

语篇衔接理论在中医术语中的应用

《中医药学名词》(2004)中，
“九味羌活汤”译为

利用词根、词缀、元音字母连接：西医词汇

“jiuwei qianghuo decoction”，
“二至丸”译为“erzhi

中多由词根、词缀及元音字母来连接，有 o、i、u

pills”，“十灰散”译为“shihui powder”等。此法

这 3 个主要根字母，采用衔接理论翻译中医术语

可降低中医术语翻译的难度，避免由于文化差异

4.1

[8]

可利用这 3 个字母创造新词 。在语际转换中，构

导致域外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语言交际干扰问题。

成语言符号体系的过程中通常可实现构型意义的

翻译中还可创造与原文语境最大限度接近的译语

转换，翻译中会产生部分新词，但对英语读者而

语境，使译者更易表达，读者更易理解。

言，这些新词并不会造成阅读困难，因为构词的
词素均是其熟悉的词根、词缀，即使存在少量的

5

结语

中医特色词素，根据语境也可理解含义。因此，

本研究探讨语篇衔接理论应用于中医术语翻

采用衔接理论进行词素翻译，对实现译者和译文

译的可行性及具体办法，认为利用语义衔接特点

读者交际功能的优势较为明显。如翻译清热药与

连贯中医典籍翻译的语义，可使翻译后的中医术

利湿药并用治疗湿热蕴结于下焦的治法，从名词

语仍具原本的含义和作用。今后还需对中医术语

来看，
“热”泛指热邪，各版本均译为 heat，可较

翻译术语评价、构筑标准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好传达热邪的含义；“清营凉血”和“解毒养阴”
是营分与血分的基本治法，可译成“clear nutrient

利益冲突申明

参

and cool blood”和“eliminate toxins and nourish
yin”，从动词来看，
“清”指清除、肃清，clear 本

［1］

字术语的翻译统一为 clear，己被广泛接受。
4.2

优化解释性翻译：当前对于中医术语的翻译

多采用解释性翻译，导致译出语句冗长，影响中

［2］

吴周美瑕,刘新亚. 基于三大标准的中医外科病名英译对比
孙珍珍. 浅析语篇衔接理论[J]. 海外英语,2016(14):204-205.
李振. 语篇逻辑思维下中医典籍英译中的衔接明示与映现[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8,24(1):122-124.

［5］

周开林,吴青,张晶,等. 译者主体性视域下方廷钰中医术语
翻译理念解读[J].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19,41(6):664-668.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9.06.027.

的词汇呈现尽量多的意义。如《黄帝内经》五神

［7］

朱琳. 中医针灸术语的英译方法探究[J]. 昭通学院学报,
2019,41(1):91-94.
王彬. 论健身气功图书“走出去”中中医术语翻译的文化传
真——以《五禽戏》英译为中心的考量[J]. 宜春学院学报,

中的“魂”，1966 年翻译为“the soul and the spiritual

2020,42(1):68-73.
［8］

段英帅,段逸山. 近 30 年中医术语翻译研究现状及分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1):442-446.

效提高译文的词汇密度，可使读者快速获得翻译
现交际目的 。

任美琪,云红.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中医术语“六淫”的英译[J].

［4］

后简洁规范，且可表明原本语义，宜采用尽量少

[9]

献

分析[J]. 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32(2):106-109.

［6］

后的中医术语信息与语境间存在的最佳关联，实

文

［3］

医术语的实际应用，因此在翻译时，为使术语译

faculties”，2011 年即为“the hun-soul”
。翻译时有

考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20,29(2):71-75.

身即有清除、清理的意思，故可直接用 clear，符
合原意也更为简洁，目前学术界也基本将含“清”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9］

熊展,刘海舟. 本地化与 CAT 环境下中医典籍翻译的适应与
选择[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9,17(23):140-142.
DOI:10.3969/j.issn.1672-2779.2019.23.057.

灵活运用音译翻译法：为更好地衔接中医术

（收稿日期：2020-08-27）

语的语篇，还可采用音译翻译法，将中医术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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