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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文学

语言的文化本质,文化的语言内容
关于凯斯 哈维的  同性恋者的身份与文化转换 !

董广才 ∀ ∀ 马 ∀ 娜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 要: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行为, 更多的是一种运载文化的语言交际过程。本文就 同性恋者的身份

与文化转换!阐述凯斯 哈维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立场, 不同的语言体现着不同的文化本质, 不同的

文化赋予不同的语言内容。凯斯 哈维以近期的法国及英美小说中同性恋者的语言为研究客体, 通过对

法语及英语语言的性别身份特征以及翻译交际策略的研究来进一步说明文体翻译所体现的文化的不同。

关键词: 语言;文化; 语言建构

中图分类号: H 31∀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篇号: 1008 2441( 2005) 01 0066 03

The CulturalNature of Language and

the L inguistic Content of Culture

OnK eith H arvey# sTranslating camp talk: Gay identities and cu ltural transfer

DONG Guang cai∀ ∀ MA N a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L iaoning N orm al Univer 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9, China )

Abstract: T ranslat ion is no t just a lingu istic process butmore a process o f conveying different cul

ture. Th is article illustratesK eithH arveys point o f v iew on the re lationsh ip betw een language and

cu lture by referring toTranslating camp talk: Gay identities and cu ltural transfer, different langua

ges represent the na ture o f d ifferent cultures and d ifferent cu ltures g ive d ifferent contents to Lan

guage. Ke ithH arvey has taken research on camp ta lk in the French andAnglo- American novels

in order to illustrate how the translation o f the camp in its f ict iona l settings revea ls the effects o f

constra ints and priorities of differing cu ltural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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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世纪是翻译理论蓬勃发展的百年, 从 20世纪初文

艺学翻译学到六七十年代语言学翻译理论, 再逐步发展

到 20世纪 90年代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翻译理论经历了

千锤百炼, 从幼稚走向成熟, 从单元学科研究跨入多元学

科的大融合。尤其是在 20世纪 90年代,翻译理论与语言

学、心理学、人类学、认知学政治发展以及文化、文学研究

的联系日益密切, 翻译理论家开始从多元学科的角度重

新审视研究翻译理论。

社会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 扩展了翻译实践的范

围。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意思的理解, 已超出了单纯

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它受着文化

的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中原语与目的语中的文化因素

以及语言性别特征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80年代美

国学者罗里 张伯伦 [ 1]就 ∃翻译的性别和隐喻 %以女性

主义的角度展开深入的翻译理论研究; 到了 90年代英国

学者凯斯 哈维 ( Ke ith H arvey)以分析和研究近期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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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美小说中男同性恋者特有的女性气质言语以及言语

中渗透的矛盾的平等礼貌原则, 进一步揭示翻译、文化差

异和性别身份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2]

一、凯斯 哈维的翻译理论

凯斯 哈维 ( Ke ith H a rvey),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理工

学院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讲师, 近几年主要致力于文学翻译

理论、语言与性别身份、英语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

的研究。主要著作有:  同性恋者的身份与文化转换 !

( 1998)、 同性恋语言描写: 语言 /语用学 /政治学 !

( 2000)、 同性恋团体, 同性恋者的身份和译文 ! ( 2000)、

 跨文化运动:法文译文中的美国同性恋文化 ! ( 2003), 等

等。在近几年的研究当中, 凯斯 哈维主要研究社会文化

群体 (特别是受歧视的文化群体 )在文学作品中的描写;

性别身份的行为, 特别是男同性恋者中女性气质的行为特

征; 文学作品翻译中性别身份描写在文体、语用、文化、政

治上的特点; 以及在跨文化研究中, 翻译见证了社会文化

的变革, 等等。

传统上我们提到的文化语境制约的翻译过程大多是

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阐述, 语言的运用是受社会文化背景

制约的, 我们所处的文化不同带来了语言、文体及逻辑表

达的差异。在继承前人翻译理论的同时,哈维首先承认宏

观的社会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就同性恋这一概念,在翻译

过程中要了解原语与目的语的文化背景,原语中同性恋文

化因素在目的语文化中是否存在, 及其社会地位的差异

性, 翻译文本的目的是否要传播这种原语文化, 同时还要

考虑译者的身份及与其相关的政治文化背景。依据哈维

的观点, 文体小说中的语言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它是

作者出于人物塑造及叙述的推进目的而选择的,真正的语

言应该是一种社会语言群体身份的反映。文体语言反映

的不是单纯意义的社会文化结构的特点,更多的是作者塑

造人物的体现。在探讨翻译策略问题上,凯斯 哈维推崇

的是一种 ∃工具箱 %式的策略技巧, 只要是有助于提高翻

译策略的方法都可以为之所用。翻译策略涉及多元因素,

是个动态的过程。凯斯 哈维质疑普遍论翻译策略。他

认为翻译策略与技巧是受文化制约的,文化的差异使得翻

译过程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二、语言建构的文化以及文化影响下的语言构建

 同性恋者的身份和文化转换 !是凯斯 哈维在 1998

年所写的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当中凯斯 哈维从语言学

的角度来分析出现在近期法国及英美小说中同性恋者的

语言, 透视语言中所运载的文化特点。凯斯 哈维从语言

学的角度来阐述由于语言的不同所带来的文化的差异, 同

性恋者的语言的运用使得他们的文化不同于启蒙时期关

于人性的普遍观点。[ 3 ]作为译者不能忽略文学文本中微

观的语言文化,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翻译, 这种文本语言

文化尤为重要。在法语小说中, 男同性恋者之间运用的呼

格中阴性形容词、阴性名词及言语的语调透露着女性的气

质,这是法语中典型的同性恋文化的标志, 依据凯斯 哈

维对同性恋言谈的评价,这种言语特点属于微观意义上的

文化标志,反映了语言建构文化的过程;与英语相比较,法

语中缺少准确的同性恋专有词汇, 这与法国的社会文化氛

围有关,而这一点就是从宏观的社会文化角度来探究特定

语言的翻译。凯斯 哈维将同性恋语言分别译成法语和

英语加以比较,借以阐释翻译、文化差异、性别身份三者之

间的复杂关系 不同的语言运载不同的文化,
[ 4]
不同

的社会文化制约着翻译语言的选择。通过比较, 法国译者

在翻译中会出于所处社会文化的原因省略过多的同性恋

描写,而美国译者却恰恰相反,不仅会再现小说中同性恋

人物的言语,而且更以同性恋者特有的术语重塑这种特殊

文化的魅力。因为在英美社会文化中, 对于这种性别身份

的翻译策略,译者往往持有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态度 ,同性

恋文化的社会承认标志亚文化群体在主流文化中开拓生

存的奋斗与成功。因此,对于这种特别的语言类别的接受

与回避体现了文化影响下的语言构建的特点。

凯斯 哈维认为翻译策略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语

言学、文艺批评或是文化范畴,只要有助于翻译研究我们

就可以借用。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并不一定要遵循特定的

理论指导。比如,礼貌理论假定了一个 ∃理性的原型 %,这

一 ∃原型 %迎合了面子需要。[ 5]但是哈维指出: 同性恋小

说中的人物是偏离这一原型的, 因为同性恋者偶尔会出现

威胁自我面子的行为:同性恋者的言语中往往带有很强的

自嘲情绪。因此对于翻译中所采用的策略要根据不同的

文化条件有所改变。因为通过比较特定的文化及政治背

景的不同,语篇的效果更易于理解,因此, 哈维提升了在翻

译中语言学方法的运用。因此, 凯斯 哈维认为没有统

一、特定的翻译策略方法, 当那些所谓的普遍的策略应用

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团体中它们需要重新定义。

凯斯 哈维认为翻译不是语篇的翻译, 也不是文化与

权势的翻译, 翻译是语篇与文化、权势相互作用的结果。

翻译研究如辨证语言学,需要经历多方面的发展, 需要将

语篇分析与社会、政治语境结合起来, 翻译是多学科相互

作用的结果。本文从法国与英美小说对同性恋言语翻译

的不同文本、不同时期的同性恋言语文本、不同的社会阶

层的言语文本等多个角度对同性恋者的语言进行分析,进

而阐述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文化, 不同的社会文

化背景制约着译语的选择, 文化的转换影响着翻译的过

程 换言之 同性恋语言是一个多元的系统 随着言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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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词汇变化及语调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翻

译过程中, 其关键点不是在文化背景下去定位语篇,而是

要定位文化背景与语篇的因果关系。篇章语言的变化显

示出文化的差异, 语言显示性别身份的差异, 性别身份语

言的交错运用显示文化的转换 ,不同的文化背景制约着文

本语言的选择。根据凯斯 哈维的理论,他认为语言不同

造就了文化不同, 不同文化的相互转换带来了文化语言上

的变更, 如法语中阴性词运用于男性称呼中突显文化的差

异; 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同性恋这一概念的理解及接受程

度不同, 翻译的结果也就不同了。

90年代翻译理论的发展转向多元化进程, 跨学科的

研究已经在翻译界掀起了浪潮。翻译研究已经超越了单

纯语言学的范围, 而凯斯 哈维对文化与语言关系的全新

阐述以及对翻译策略的重新审视,开创了翻译理论的新局

面。但是在对语言与文化的阐述方面仍有不足:不同的语

言带来不同的文化, 但是语言并不能完全反映整个社会文

化, 语言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文化的变化, 但是很多时候语

言变化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并不会带来明显的社会变革, 不

会对整个社会主流文化造成很大的影响。哈维从语言学

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将翻译实践局限于

语言层面上的研究, 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且他主要从文学

作品的特殊语言使用上来研究, 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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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接 65页 )的亲生女儿去经受她曾经经历的苦难,

可见其恶、其卑! 这样的人, 怎能让人耐见? 人生活在世

上, 如果一心想把自己蒙受的痛苦还给别人, 以造成别人

的痛苦而自娱, 其结果只能让人厌弃。杨九红就是如此,

她以自身的狭隘与愚昧葬送了她的后半生: 生活在仇怨、

凄苦、孤独之中。在这里, 我们看到郭宝昌先生的女性批

判心理, 以此从反面表现他的平等兼爱的女性意识。

 大宅门 !表现并完成了郭宝昌先生的女性情结, 展

示了他世界观中的女性意识 母性崇拜意识、平等兼

爱意识, 这是世界永恒的母题与主题, 她让我们重新认识

女性自身, 从而树立起一个真正的女性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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