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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翻译伦理：《兄弟》英译文案例研究 

 

肖家燕  项梦萍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430068） 

 

摘要：余华的代表作《兄弟》演绎了人物因个人欲望而背叛家庭亲情的故事，蕴含了跨越中西文化语境的

伦理共情，由此成为该部作品翻译及翻译伦理评价的焦点。本文以罗鹏、周成荫的英译文为例，基于翻译

即再叙事的观点，参照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评价标准，从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四个

方面，比较分析原文与译文，探讨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原文的伦理叙事再现的内在关联，说明翻译伦理是汉

语作品英译评价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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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先锋作家之一，余华（2005）所创作的《兄弟》一经问世，便引发

了文学界和翻译界的广泛关注。《兄弟》见证了中国文革时期到市场经济后期中国社会的历

史巨变，演绎了人物因肉欲而背叛亲情的故事，彰显了丰富的艺术价值与伦理内涵（洪治纲，

2006：98；林霆，2006:65）。罗鹏(Carlos Rojas)、周成荫（Eileen Cheng-yin Chow）将

其翻译为英语小说，生动地再现了原文的伦理故事，满足了目标语读者对译文的期待，罗鹏、

周成荫的英译文（以下简称罗周译文）由此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王侃，2010：40）。 

苗娇（2018）研究发现，国外学者对于《兄弟》英译文的研究倾向于文学分析，如 Ramzy

（2009)、Mc Cormick (2018)；少数学者专注于翻译效果的评价，如 Jess Row(2009)。在

国内，全瑜彬（2016：13）等通过实例比较，探讨了罗周译文在信息差额、偏离原文风格等

方面的问题。胡娟娟（2016）运用改写理论，探讨了《兄弟》英译文的文化过滤现象。 

上世纪 60 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将“翻译”这一文化交流活动与“伦理”

概念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逐渐形成译者主体性的“翻译伦理”观（Berman,1995），成为

翻译评价研究热点之一（訾晓红，2018：126）。越来越多的学者（戴秋月，2012；郭建玲，

2010；姜智芹，2010；董国俊，2014）探讨翻译策略与翻译伦理的内在关联，探讨翻译质量、

阅读与接受等。蒋贝（2016）以《青衣》英译文为例，基于切斯特曼的五大翻译伦理模式评

价译文，探讨译者葛浩文的翻译伦理观。受此启发，本文以切斯特曼（2001:139-147）的翻

译伦理为视角，以罗周译文为例，探讨翻译策略取舍与伦理再现的内在关联，为中国现当代

文学“走出去”提供新的路径参考。 

一、 翻译伦理概述 

“翻译伦理”源于西方理论界，迄今 20余载。“翻译伦理”的概念最早是由安托瓦纳.

贝尔曼（Antoine Berman）提出的（王大智，2005：12）。贝尔曼（Berman, 1995:50-61）

在翻译领域，首次提出“文化他者”的伦理思想，主张翻译伦理是尊重原文和文化的独特性，

通过“他者”的传播实现翻译伦理目标。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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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文化他者”，提出了“异化”翻译伦理观，他主张的翻译伦理是反对文化殖民主义，

倡导“存异”伦理（王大智，2012：21）。另一位推动翻译伦理研究的功臣当属安东尼.皮

姆（Anthony Pym, 2001）。皮姆以“回归伦理”为题，提倡翻译研究的伦理回归，将翻译

视作一种文化交流活动，是为特定客户或目标读者提供的专业服务，倡导文化交流的伦理责

任（Pym, 2001:125）。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 2001：139-147）

将以上翻译伦理观归纳为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

承诺伦理。这五大翻译伦理模式为翻译伦理评价提供了具体且可以操作的理论框架，越来越

多的学者（杨洁、曾利沙，2010；来程颖，2019）致力于翻译伦理评价研究，在国内外方兴

未艾（张景华，2009；彭萍，2013；刘云虹，2013）。本文以切斯特曼（2001:139-147）的

翻译伦理模式为基础，分类细读、比较原文和译文，探讨其翻译策略，从再现伦理、服务伦

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四个方面评价罗周译文。 

二、《兄弟》译者伦理的再现 

《兄弟》呈现了故事人物因个人欲望而导致家庭亲情裂变的伦理主题，小说的主要人物

李光头与兄弟（宋刚）之妻通奸，之后宋刚因故而死，将李光头从欲海中唤醒，回归现实的

伦理世界，由此使原作的解读产生了丰富的伦理评判价值（林霆，2006:66-69）。《兄弟》

涉及了大量伦理含义丰富的文化词，译者罗鹏、周成荫对文化专有词的巧妙处理，反映了译

者的翻译伦理意识，具体表现为忠于原作的再现伦理，对目标语读者的服务伦理，基于跨文

化交流目的的交际伦理，符合目标语语言习惯的规范伦理。 

（一） 忠于原作的再现伦理 

所谓“再现伦理”，是指翻译中要忠实地反映原文、原作者的意图、原文文化，译者不

应做任何添加、删除或更改（Chesterman，2001：139）。再现伦理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原

文的语言表达层面，在文体层面，也要再现原文的风格，使得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获得一致

的美学体验（陈振东，2010：88）。罗周译文在翻译《兄弟》时，不同程度地再现了原文的

语言和文体风格。 

（1）语言再现 

《兄弟》有大量的粗俗语、习语，如下例所示： 

例 1：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余华，2012: 267） 

译文：You're the proverbial ugly toad who thinks he can have the swan”. (Rojas&Chow, 

2009:259)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出自《水浒传》（施耐庵，1350），用来嘲笑某人不自量力、异

想天开，想谋求自己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原文中李光头自幼偷窥林红，垂涎于其美貌并展开

了猛烈追求，林红父母对李光头偷窥女儿、死缠烂打的行为气急败坏，因而用“癞蛤蟆想吃

天鹅肉”嘲讽李光头没有自知之明。罗周译文采用直译方法（异化翻译策略），保留了“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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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蟆”（ugly toad）和“天鹅”（the swan）的意象，再现了原文中李光头不自量力的形

象，使得目标语读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意象，同时展现了汉语独特的通俗语言的文

体风格。 

例 2：英雄难过美人关啊。（余华，2012: 15） 

译文：Even the mightiest hero still falls at the hands of a beauty. (Rojas&Chow, 

2009:14)  

传统文化中，“英雄与美人”的关系正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只要是“英雄”便要

保家卫国、丰功伟业而枕戈待旦、风餐露宿，远离“美人”；另一方面，如果选择了美人，

沉溺于温柔乡，也很难建功立业，难以成为人人称颂的“英雄”。而在西方文化中，美人与

英雄是共生关系，有了美人的相伴，自然也有了英雄的存在（董国俊，2014：61）。罗周译

文以直译法，化解此类文化差异，忠实于汉语文化意象与内涵，通过“fall”的“下落、滑

落、落败”之意，将“英雄的失败归因于沉溺于美人”这一内在含义表现得淋漓尽致，表现

了原文独特的文化意象及其传统文化含义。同时，原作中，李光头趁宋刚外出打工时，与宋

刚的妻子林红风花雪月，也呼应了“英雄难过美人关”的伦理叙事，亦即宋刚之死击垮了李

光头的欲望，并自此丧失了事业上的斗志。因而罗周译文通过移植原文的意象，保留原文词

语的概念功能，生动再现了中国文化中英雄与美人之间的微妙勾连。 

（2） 文体风格的再现 

《兄弟》存在大量粗俗脏话，一方面体现了小说人物所处的地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脏

话粗话，也符合李光头愤世嫉俗的人物形象。罗周译文在文体风格上的对等表现，使得原作

的语言风格特色跃然纸上。 

例 3：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余华，2012: 316） 

译文：You can take the monk out of the temple, but you can't take the temple out 

of the monk.（Rojas&Chow, 2009:306） 

 

俗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比喻即便能暂时逃避，由于存在其他无法摆脱的束缚，最

终还得面对，无法逃离。原文中李光头从小就爱慕林红，而此时的林红与宋刚两情相悦，宋

刚在爱情和亲情的抉择中左右为难，对李光头避之不及。罗周译文通过翻译中的形式对称，

准确地传达了原文中，宋刚无法脱身的情境，使英语读者对于这部中国现当代作品的历史、

环境、区域文化等异域风情，获得更加充分的体验。 

例 4：刚才那个戴红袖章的人对着宋凡平喊叫：‘不准说话，低下你的狗头。’ (余华，2012： 

59)  

译文：The man who was wearing the red armband yelled at him,‘No talking! Lower your 

mutt-head.’(Rojas&Chow, 200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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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红袖章的人用“狗头”来显示自身的阶级优越感，及其对地主宋凡平的鄙视。然而在

西方文化语境，“dog”象征着幸运，具有积极的指称意义。正如“幸运儿”的英语表达为

“lucky dog”一样。“狗头”一词具有口语化、粗俗等语言特征，英语中的“mutt”意为

“杂种狗”，常用于表示“愚蠢、笨蛋”。罗周译文通过意译法，用“mutt”替换“dog”, 

巧妙地传达了西方文化中“mutt”消极的含义，因而将“狗头”译为“mutt-head”不仅贴

切地传达了原文的语义信息，也生动地再现了原文的粗俗化语言风格。 

（二） 服务于目标语读者的服务伦理 

“服务伦理”是基于翻译的功能理论，认为翻译是为委托人提供的一种商业服务。在这

种翻译模式中，译者需要遵循委托人和译者共同商定的要求和规则（Chesterman，2001：140）。

服务伦理的核心观点是译者作为原文作者与目的语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在再现原文作者意

图与创作风格的基础上，有必要采取最简明易懂的手法，使得目标语读者对原文作品的内容

获得深入理解，即服务于目标语读者，实现翻译的核心价值（杨瑞玲，2008:55）。在《兄

弟》英译文中，罗周套用了英语文学意象，服务于目标语读者，如下例所示： 

例 5：你的男朋友是个刘镇陈世美。(余华，2012: 270)  

译文：Your boyfriend fancies himself Liu Town's resident Don Juan（(Rojas&Chow, 2009: 

262） 

“陈世美”出自中国传统戏剧《铡美案》：陈世美进京赶考，中举后抛妻弃子，成为薄

情寡义的代名词。原文中林红将赵诗人比作“陈世美”，揭露了赵诗人朝三暮四的顽劣本性。

罗周译文用西班牙早期民间传说中的“Don Juan”（唐璜）再现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陈世美”，

不仅降低了目标语读者对“陈世美”的理解难度，而且，与西班牙民间传说中唐璜的寻花问

柳、风流成性相呼应，完美地对应了“陈世美”见异思迁的恶劣秉性，反映了译文服务于目

标语读者的伦理实践。虽然这一形象移植与其他西方作品中的唐璜（如拜伦笔下）形象有些

差异，但若译文加以补充注释，则效果更佳。 

例 6：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余华，2012: 3)  

译文：A chip off the old block. (Rojas&Chow, 2009: 3)  

“A chip off the old block”即“从大木头上砍下来的一小块碎片”，用来比喻某人

在相貌或行为方式上酷似其父。原文中，李光头年少时偷窥女人屁股被当场抓获，与其父当

年偷窥女人屁股而溺死粪坑如出一辙，父子俩的荒淫无度令李兰无地自容，因而发出了“有

其父必有其子”的无奈感叹。“old block”与“a chip”正好对应了“父”与“子”的生

物关系。罗周译文采取归化策略，将“有其父必有其子”套译为“A chip off the old block”，

契合了原文中李光头与其父皆为不学无术、好色淫逸之徒的形象，实现了语义和文体的功能

对等，体现了罗周译文服务于目标语读者的伦理意识。 

（三）跨文化的交际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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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伦理”关注的是译者与目标文化之间的沟通，译者的任务是成功实现跨文化交流

和理解（Chesterman，2001：141）。交际伦理强调消除不同语言和文化层面的障碍，要考

虑译者对原文的诠释方式能否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产生预期的反应和效果，以实现有效的

跨文化交际（何欣，2005:22-28）。罗周译文在翻译中国历史文化负载词时，通过增词或减

词，以促进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加深东西方文化交流。 

例 7：童铁匠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一碗阳春面。(余华，2012: 191) 

译文：Therefore, Blacksmith Tong, out of a bowl of noodles and with nothing to show 

for it.(Rojas&Chow, 2009: 186)  

“偷鸡不成蚀把米”出自《说岳全传》（钱彩、金丰，1744），用来比喻某人本打算占

别人便宜，结果反而自己吃了大亏，得不偿失。由于该文学典故蕴含了特定的文化内涵，译

者通常需要附以冗长的注释补充说明，以帮助目标语读者阅读和理解其深层文化含义。罗周

译文省略“偷鸡不成蚀把米”，主要考虑到一是较长的注释增加了目标语读者的阅读负担，

二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所对应的语境“赔了一碗阳春面”已被译出，通过省略，减少词语

表达，避免了语义上的重复，虽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原文的语言风格，却简洁明了地传达

了“原本想占便宜却折了本”的含义，成功传达了原文的基本信息，实现了跨文化交际。 

例 8：刘作家喷嗽着，嘴里吐着鲜血说：“就是《水浒传》里的那个李逵。”(余华，2012: 

466) 

译文：Writer Liu coughed up some blood as he answered, “The one who appears in Water 

Margin, who is also known as the Black Whirlwind.” (Rojas&Chow, 2009: 466)  

故事中的“刘作家”欺负李光头的兄弟宋刚，李光头给宋刚出气，狂揍了刘作家，“刘

作家”因而将李光头比作莽汉“李逵”。李逵是《水浒传》（施耐庵，1350）中的风云人物，

绰号“黑旋风”，外貌粗壮黝黑，性格率真胆大。罗周译文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原文中的

“李逵”，增译了李逵的绰号“Black Whirlwind”部分，有助于目标语读者了解典故中“黑

旋风李逵”的人物形象及其文化含义。同时也呼应了“刘作家”将胆大妄为的李光头比作莽

汉“李逵”的内在原由，加深了目标语读者对“李逵”这一中国文学及文化意象的理解，罗

周译文通过增译法，帮助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与理解，促进了汉英文化的交流融通。 

（四）符合目标语语言习惯的规范伦理 

“规范伦理”是指在特定场合下，由目标语中共同价值转化而来的恰当可行的行为规范，

包括期望和职业规范（Chesterman，2001：142）。规范伦理要求译文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目

标语的语言模式及表达规范，满足目标语读者对译作的期待（杨瑞玲，2008:55）。在《兄

弟》英译文中，罗鹏、周成荫充分考虑汉英语言差异，理清句子的主次，调整句式结构，遵

循英语的表达规范，满足了目标语读者对译作的期待。如下例所示： 

例 9：这些处美人把胸挺了三个小时，把腰扭着三个小时，把微笑在嘴角挂了三个小时，把

深情在眼睛里含了三个小时。(余华，201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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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For three hours they had to stand with their chests out and their hips swiveled, 

smiles plastered on their faces and flirtatious looks in their eyes.(Rojas&Chow, 

2009: 653)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重意合，句式短小精炼，分散句式居多；英语属于印欧语系，重

形和，复合句居多。汉英语言在遣词造句上存在显著差异。汉语迂回委婉，先举出论据，再

引出观点。英语开门见山，先引出主题，再罗列支撑材料。汉语中“三人”为“众”，因此，

一般而言，数字“三”有“众多”的含义。例 9中，“三个小时”重复出现，强调了“处美

人选拔比赛”的荒谬及旁观者数目之多，显然“三个小时”是本句的主题。罗周译文将“For 

three hours”这一主题置于句首，并以“with”结构呼应了原文中的对偶结构，符合英语

的表达规范，也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 

例 10：只要是人去过的地方，他们都去了；就是鸡鸭猫狗去过的地方，他们也去过了。(余

华，2012:89) 

译文：They had been absolutely everywhere,  even  visiting  places  where only 

ducks, chickens, cats, and dogs went. (Rojas&Chow, 2009: 86)  

例 10 中原文的对偶结构句式，详细描述了李光头和宋刚整日四处游荡的生活情态。罗

周译文先以简单句“They had been absolutely everywhere”为主句，再以“where”引导

的定语从句构成复合句，简明扼要地传达了“四处乱窜”之意，在句式及结构上，再现了英

语“重形和，复合句居多”的语言表达习惯，符合英语的形式规范。 

三、结语 

上述实例分析表明，罗周译文为实现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在翻

译方法上，灵活使用直译或意译，在翻译策略上，异化和归化策略并举，在翻译技巧上，采

取省略、增词或减词，通过增译或减译法，句式及语篇结构的调整，主题的转换，满足了目

标语语言习惯及表达规范，以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语义和文化信息，再现人物形象、文化意

象和语言风格。有些例证表明，罗周译文实际上综合考虑翻译伦理的四大模式或层面，例如，

《兄弟》后文中出现了“狗屎运”一词，罗、周将之直译为“dog-shit fortune”，与前文

“mutt”对于“dog”的翻译相比，同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译者关注的读者阅读倾

向或阅读需要的伦理意识，实现了交际伦理目标。综上所述，罗周译文的案例分析表明，由

于文学作品自身丰富的伦理内涵，其伦理解读与翻译再现都需要译者的翻译伦理意识自觉与

实践。同时，关于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的翻译评价既是文学翻译研究

的现实需要，也是译者主体性研究及文学翻译评价标准的丰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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