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古至今，日本人爱猫，对猫有种特殊的感

情，创造了很多跟猫有关的文化。日语中就有大

量与猫有关的词汇、谚语、熟语，对猫的生理外形、

生活习性、性格特点等各个方面均有涉及，可见日

本人对猫观察之细致。翻译好这些猫谚，对中国

人通过猫谚加深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有着重要的作

用。文章试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探讨日语猫谚的

汉译问题，以此来看中日两国文化间的共性和差

异，希望能从翻译的角度为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

提供一个视角。

1 文献综述

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跟猫文化、猫谚有

关的研究还是有不少的。陈菁晶（2011）列举了动

物谚语在《新日汉成语谚语词典》中出现的频率，

其中猫谚出现 45次。刘婷（2014）从猫的外形、性

格、传说及固定表达对猫谚进行了分类总结，共列

举了 45个猫谚。崔成子（2014）从喻体和喻义的

角度对比了中日文化内涵。张燕（2011）对比了猫

的中日文化内涵，得出二者间的相同点与不同

点。相卓（2014）从猫的五个特征分析猫谚及其汉

语译文，得出产生翻译差异的原因，但仅是从比较

文化的角度论述，并未涉及翻译技巧。

由此可见，在众多的研究论文中，对猫谚进行

分类，中日猫文化对比，猫谚产生文化背景对比等

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对猫谚的翻译及其翻译技法

探讨的研究很少，而且上述论文中出现的关于猫

谚的汉语译文笔者认为很多都不严谨，注释内容

过长，与其说是译文不如说是日语意思的解释说

明，例如「猫に鰹節」被译为：把猫喜欢的干松鱼放

在猫的旁边，表示很容易招来过失或危险的状

态。因此笔者想通过对日语猫谚进行分类，以猫

谚的中文译文为着眼点，分析两者的对译问题，探

讨适合日语猫谚的翻译方法。

2 猫谚的分类

文章主要以前人研究中出现的猫谚和『俗信

故事ことわざ大辞典』（小学馆，1982）里收录的猫

谚为研究对象，对应的中文译文参考前人研究中

众多学者的译文以及《新日汉成语谚语词典》（上

海译文出版，2002），梳理出笔者认为比较恰当的

翻译。结合后文对翻译技法探讨的需要，将猫谚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日语猫谚的翻译
——以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为中心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东语系 张春丽

[摘 要] 日语中有大量与猫有关的谚语，但现有的研究多以猫谚的分类、中日猫文化对比、猫谚产

生文化背景等为主，对猫谚的翻译及其翻译策略探讨的较少。谚语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文化的反

映，翻译好日语猫谚有利于增进民族文化的理解和交流。文章拟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参考前

人研究对猫谚进行再分类，并逐类分析探讨猫谚的汉译问题，总结出适合猫谚乃至动物类谚语的翻

译法。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日语猫谚 翻译 归化 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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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四类。

第一类：译文中有“猫”，采用直译法的猫谚

1.鳴く猫鼠捕らず 好叫的猫不会抓老鼠

2.鳴かぬ猫が鼠を捕る 善捕鼠的猫不叫

3.猫がいないと鼠が遊ぶ 老猫不在，老鼠称快

4.猫にあった鼠 老鼠见了猫

5.猫と庄屋に取らぬはない

猫儿不避鼠，官儿不避贿

6.猫の食い残し 猫剩食儿，不吃光

7.猫の鳴き食らい 猫吃食鸣声儿

8.猫に九生有り 猫有九命

9.猫を殺せば、七代祟る 杀猫遭报应，祸延七代

10.猫が草を食うと雨が降る 猫吃草要下雨

11.猫の顔を洗うと雨が降る 猫洗脸要下雨

第二类：译文中有“猫”，但需加解释说明的直

译+加译法的猫谚

为方便阅读，以下A译文均为从前人研究及

字典收集而来，但笔者认为不符合跨文化交际的

译文，B译文为笔者给出的试译。

12.猫の寒恋い

A猫儿思寒冬 B连怕冷的猫都想念冬天，凡事

都有限度

13.猫にもなれば、虎にもなる

A既可为猫，也可为虎 B既可为猫也可为虎，刚

柔并济

14.猫が肥えれば鰹節が痩せる

A一方好，一方坏 B猫肥鱼瘦，一方得利一方

受损

15.猫は剥げても猫

A万变不离其宗 B猫毛掉光还是猫，万变不离

其宗

16.猫が手水を使うよう

A敷衍了事 B像猫洗脸走过场

17.猫の魚辞退

A只存在一时，长不了 B猫改不了吃腥

18.借りてきた猫

A反常态的老实 B像借来的猫，异常老实

19.上手の猫が爪を隠す

A真人不露相 B好猫不露出爪，真人不露相

20.猫の居るのは屋根の上、鳥の居るのは木の上

A各得其所 B猫居屋顶，鸟居于树，各得其所

21.猫に木天蓼

A立竿见影 B给猫木天蓼（猫喜爱的植物），立

见功效

22.猫を追うより魚除けよ

A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B赶猫不如撤鱼——治

标要治本

23.猫が鼠をとるようなもの

A非常简单 B猫抓老鼠，易如反掌

24.猫の鼠取らず

A不务正业 B猫不抓鼠，不务正业

25.猫の子一匹いない

A空无一人 B连只小猫都没有，空无一人

26.猫に鰹節

A千万小心 B馋猫守鱼，危险至极

27.猫の額に鰹節

A不可大意 B猫头系鱼干，危险至极

28.猫の鼻先の物を鼠が狙う

A不自量力 B鼠窥猫物，不自量力

29.猫は三年の恩を三日で忘れる

A忘恩负义 B养了三年的猫三天就忘恩，忘恩

负义

30.猫の首に鈴をつける

A想得好做不到 B猫颈系铃，想得好做不到

31.猫ばば

A掩盖坏事，假装不知 B如猫掩粪便，假装不知

32.猫の鼻

A猫鼻头，冷的很 B如猫鼻般冷漠

33.猫の額

A面积小，巴掌大 B如猫额般狭小

34.猫の尻尾

A无关紧要，可有可无 B如猫尾可有可无

35.猫の目

A变化无常 B如猫眼变化无常

36.猫舌

A舌头怕烫 B如猫舌般怕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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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猫足

A蹑手蹑脚 B像猫走路，蹑手蹑脚

第三类：译文中用别的动物或事物替代猫的猫

谚（此处A、B译文同上）

38.猫は虎の心を知らず

A小人难度君子之腹 B猫不知虎心，燕雀安知

鸿鹄之志

39.窮鼠猫を噛む

A狗急跳墙 B穷鼠咬猫，狗急跳墙

40.たくらだ猫の隣歩き

A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B自家猫捕邻家鼠，狗拿

耗子多管闲事

41.男猫が子を産む

A公鸡下蛋不可能 B公猫产子不可能

42.猫の額にある物を鼠窺う

A太岁头上动土 B鼠窥猫物，痴心妄想

43.猫に小判

A对牛弹琴 B给猫小判（古代钱币），对牛弹琴

44.猫に經

A对牛弹琴 B给猫念经，对牛弹琴

第四类：难以找到对应译文，只能意译的日式

猫谚

由于这类谚语的特殊性，笔者把日文解释一

并附上，其中部分谚语笔者没有找到对应的译文，

加*的译文为笔者的试译。

45.猫も杓子も 无论谁

日译：偉い人もつまらない人間も、例外無くす

べて。

46.猫の手も借りたい 忙的不可开交，人手不

足/猫的手都想借，谁来帮忙都好。

日译：非常に忙しく、働き手が不足している様

子の喩え。忙しくて人手が足りず、だれでもい

いから手伝っ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

47.猫を被る/猫被り 假装老实，佯装不知；表

面做天真无害状

日译：①知っていながら知らない振りをする。

②転じて、本性を隠して大人しそうに振る舞う。

48.猫の精進 *猫吃素，不可能

日译：精進は仏教用語、魚肉を食べないで、菜

食すること、不可能のこと。

49.小姑一人は猫千匹 对媳妇而言，一个小姑子

犹如一千只猫般麻烦，难对付。

日译：嫁にとって小姑は、猫千匹に匹敵するほ

ど厄介な存在であるということ。

50.猫跨ぎ *难吃的鱼；比喻擅长吃鱼的人把骨

头剃得很干净的样子。

日译：魚の大好きな猫でさえ、一瞥もくれず跨

いで通るほどまずい魚という意味。また、魚を

食べるのが上手な人が身をきれいに取って食べ、

骨だけ残った様子を形容するときにも使う。

51.猫に唐傘 *形容猫前打伞，吓得跳起来，掉头

就跑的样子。

日译：猫の目の前で 傘を突然開くと、びっく

りすることから、驚くこと、嫌がることなどのた

とえ。

52.猫舌の長風呂入り *舌头怕烫的人喜欢温

的洗澡水，泡澡时间长。

日译：ぬる湯好きの人は、入浴の時間が長いと

いうこと。

53.心配は猫をも殺す *担心害死猫

日译：「猫に九生あり」といわれる猫でさえ心配

のために死ぬ。まして人間は心配で寿命を縮める。

以上是笔者对搜集到的猫谚的分类，下面将

结合这几个类别来探讨猫谚的翻译问题。

3 关于猫谚的翻译问题分析

谚语的翻译和其他文体不同，必须综合考虑其

语言的趣味性，隐藏的深层含义及文化意义，还要

让读者容易理解。从猫谚的对应译文来看，既有综

合考虑到了谚语文体的特殊性、意义和读者接受度

的译文，也有考虑的不是很全面的译文。本节旨在

考察上述的对译分类，分析探究其翻译特点。

第一类（1-11）完全采用直译，直接译成对应的

中文，兼具了形神，隐含的深意可任由读者发挥想

象。1-5是与猫和老鼠有关的谚语，猫抓鼠，猫是鼠

的天敌，这也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猫的特点，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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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不少类似的表达。如「猫がいないと鼠が遊

ぶ」——老猫不在，老鼠称快。简洁明了，因为汉语

中也有“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从跨文化交际

的角度来看，这种译法更有利于读者了解日本文

化，中国人习惯用老虎和猴子进行比喻，而日本人

用的是猫和老鼠。6猫吃食的时候爱剩饭，7发出

声音，8猫有九条命，中国人也有同样的认识。9-11

中国文化中虽没有这样的表达，但是看了译文也很

好理解。9杀猫祸延七代，会让中国读者深刻感受

到日本人爱猫之深。10-11是与猫和天气有关的谚

语，这会让中国读者知道原来日本人还有看猫知天

气的文化。

第二类（12-37）的A译文是从先行研究及字

典收集而来，但笔者认为不符合跨文化交际的译

文，因此笔者又另外给出了B译文。具体的差异

如下。

①12-13的A译文采用直译，12猫思寒冬，13

既可为猫又可为虎，中国读者单看字面会有点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此就需要在字面意思之

后，再附一个解释说明。如B译文 12怕冷的猫思

寒冬，凡事都有限度，13既可为猫又可为虎，刚柔

并济。通过这样的加译，既展现了原文字面上的

趣味性，又传达出了它的深层含义。笔者认为这

样的译文，更有利于促进中日人民的跨文化交流，

让中国读者感受到日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

②14-31的A译文的特点是把猫的性质特征

直接翻成了人的行为性格或事物的规律。谚语是

劳动人民创造、通过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其语言

单纯朴素，形式也以素描式的叙述为主。猫谚中

直接写猫的性质特征的谚语占了大部分。但看前

人研究及字典中的译文，很多都是舍弃了谚语的

字面意思，直接翻成了人的行为性格或事物的规

律，但如此一来就无法感受到日本人的具象性思

维。“日本人更注重即物性、直观性、实用性，在日

语中更多的是用具体形象的词汇来阐述道理，表

达思想。”“日语谚语都是用具体的事物表示的抽

象意义。”[1]这种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的不同，正是

跨文化交际的障碍。14猫が肥えれば鰹節が痩せ

る，18借りてきた猫，23猫が鼠をとるようなも

の，21猫にまたたび，这几个谚语涉及到了猫爱

鱼，他人面前变温顺，抓老鼠，爱木天蓼。但是从

字典给出的译文（即A译文）看，它们都是意译，虽

翻译出了深层含义，但猫这一动物的特征却全没

了。不只是这几个谚语，14-31的18个谚语都是如

此。翻译不仅是转换知识的活动，也是传达文化

的活动。猫谚作为民族智慧的结晶，反映了日本

民族多彩多样的价值观。通过它的译文，中国读

者可以感受到日本民族的风俗与文化。但是字典

里给出的中文译文，恐怕并没有充分地展现原文

的味道和原文所要传达的形象，不利于跨文化交

际。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像B译文那样，不只是意

译，在保留原文的形式或表达方式的同时，再附上

解释说明进行加译，更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

理解和交流。

③32-37的A译文的特点是省略了修辞手法，

进行意译。无论是中国的谚语还是日本的谚语，

为了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通常都会采用一些修

辞手法，如比喻、拟人等，能够给人一种生动活泼

的直观印象。猫谚中使用修辞手法的也不少，32-

37这几个谚语的比喻特征非常明显，都是用猫的

生理外形来比喻事物。如猫额，猫尾，猫眼等，A

译文只是翻译了意思，既看不到“猫”，也看不到修

辞手法。而B译文“如猫额般狭小”“如猫尾可有

可无”“如猫眼变化无常”，把比喻的本体也翻译出

来，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比喻，所以对中国读者来

说，不失为一种崭新有趣的体验。这是笔者给出

B译文的出发点，既保留原文的修辞手法，又将潜

在的文化意义展现出来，而且从字面就可以看出

这是个比喻的谚语，充满日本特色。通过这样的

谚语，能够充分感受到两国的文化差异，了解异国

文化，从而重新审视本国文化，这不正是跨文化交

际的意义吗？

第三类（38-44），是少见的有对应中文谚语的

猫谚，其实A译文就已经很完美了，也是众多研究

猫谚的学者一致认可的翻译。但笔者认为，如果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考虑的话，是否可以保留原

文的字形，再加上中国的谚语呢？这样读者既能

理解谚语的意思，又能感受到中国人所用谚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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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所用谚语的不同之处。如中国人用 38燕

雀安知鸿鹄之志，日本人用“猫不知虎心”，中国人

用39狗急跳墙，日本人用“穷鼠咬猫”。

第四类（45-53）都是典型的日式谚语，只能意

译。这类猫谚充分反映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和

思维方式，中国文化中没有这样的说法，因此翻译

时有困难，但也不是不能翻译。翻译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解释原文意思，第二阶段是翻译成和

原文意思对等的表达方式。如果第二阶段难以做

到，那么就尽量做好第一阶段，尽量正确地把握原

文的意思。此类中“猫和勺子”“猫的手都想借”

“精进”“小姑子和千只猫”“猫舌的人泡澡”等，都

有着浓厚的日本特色，体现了日本人对猫的独特

认识，跟中国的文化差异非常大。45、46、47是日

语学习者比较常见的猫谚，也经常作为典型的日

式猫谚被学者们提及，这里的翻译也就遵从前人

的翻译。48-53这几句猫谚相对少见，笔者也没有

找到对应的译文，只能参照日文解释进行意译。

4 猫谚翻译法的探讨

国家不同，同一事物的文化意义就不同。对

于译者来说，认识到这种文化的不同很重要。翻

译者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翻译时要充分理解语

言的文化背景，考虑到不同国家的语言习惯和民

族特点，尽量缩小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翻译出最自

然最贴近原文的译文。日语猫谚，从形式上看，句

子短小精悍，多使用修辞。从语义上看，多通过直

观描写表达抽象的意义。从文化特色来看，都是

日式的思维，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在翻译过程中，

要原汁原味地呈现原文特有的文化韵味几乎是不

可能的。要处理好日语谚语汉译中的文化差异，

有效的途径就是采用归化与异化翻译法。

4.1 归化与异化的概念

翻译的归化与异化是 1995 年美国学者 L.

Venuti（韦努蒂）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

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 1813 年宣读的一篇论文。

他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归

化），按照读者国家的文化习惯进行翻译；另一种

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异化），最大限度的还原作者

或原著的语境，使其感受到异国的情调。归化和

异化是将直译和意译的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

至文学、诗学等更广泛的层面。从19世纪70年代

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文学翻译除“五四”后十

余年异化译法一度占上风外，大部分时间还是以

归化译法为主调。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界

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

思考，异化译法开始受到重视。但归化不等同于

意译，异化不等同于直译。

归化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使外语符合

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的方

法。归化翻译以译语为中心，追求译文符合译语

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因而能够较好地满足读者的

理解需要，即转化为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

原文的含义。但归化不一定是意译，异化也不一

定是直译。归化与异化，要区别于意译与直译，前

者侧重于文化层面，是翻译方向——即方法论的

问题，后者侧重于语言层面，是翻译手段——即具

体操作方法的问题。实现归化翻译法既可用意译

也可用直译。来看几个用意译的归化译法：1.「犬

猿の仲」（狗和猴子的关系），水火不容。2.「猿も

木から落ち」（擅长爬树的猴子也有从树上掉下来

的时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3.「鬼に金棒」（给

鬼金棒—给强大的人更强大的武器），如虎添翼。

这一组对译中，虽然原文和译文的喻体不同，但喻

意却相近，采用意译，译成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汉语

谚语，属归化翻译法。再看以下几个用直译的归

化翻译法。例 1「虎を描いて狗に類する」画虎类

犬。「喪家の狗」丧家之犬。例 2「鉄は熱いうちに

打つ」趁热打铁。「人は見かけによらず」人不可貌

相。这两例都是采用直译的归化翻译法，例 1日

语的画虎类犬，丧家之犬都是是从古代汉语传入

的，分别出自《后汉书》《史记》，像这样出自中国典

故的谚语可以直译，虽然有的日本谚语在语序或

结构上跟汉语稍有不同，但表达的含义没有改变，

采用直译，中国读者自然一目了然，因其符合汉语

表达，属于归化翻译法。例 2基本上是直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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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面含义，虽为直译也不能说就是异化，因为“趁

热打铁”“人不可貌相”在中文里早已是家喻户晓

的表达了，即很靠近读者文化的表达，属于归化翻

译法。通过归化，可使外国谚语本土化，符合汉语

的语言、文化习惯，通俗易懂。

异化是指在文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压力下，

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

国情境。异化译法的核心，就是尽量传译原文的

“异质因素”，具体说来，就是要尽量传达原作的异

域文化特色，异语语言形式，以及作者的异常写作

手法。例如「花は櫻木、人は武士」。归化版翻译

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虽完美诠释了原文的

意思，但樱花和武士这两个日本标志性的文化形

象尽失。再看异化版译为“花似樱花盛，人如武士

尊”，相比前者更能传神达意，将日本的文化自然

地传递给了读者：樱花是日本的象征，日本人爱樱

花盛开时的灿烂，而武士为人们所尊重，武士精神

是日本文化精髓之一。

在翻译中，异化与归化并非水火不容，他们可

以互为补充，甚至相互转换。例如日语词汇「料

理」，本来中文的意思是表示照料，照顾；处理，安

排，通过直译即异化翻译后，现在中国读者已经很

好地接受了这个日语词，并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地

用到它，如韩国料理、泰国料理等。“寿司”“刺身”

也是日语词汇异化翻译的结果，本来汉语中没有

的东西，现在人们却习以为常地用着这些词，比起

“生鱼片”，“刺身”这个词听起来更洋气，因而也更

容易被大众接受。还有「人気」「写真」「物語」「和

菓子」，如果归化翻译为“受欢迎”“照片”“故事”

“日式点心”，意思虽然一样，但总觉得缺了点异域

情调，词形不如原文的简洁，词意不如原文丰富。

正是因为最初这些词传入中国时采用了异化翻

译，更多地保留了日本民族独有的风情，人们对它

们的接受度反而更高，人们的频繁使用，又进一步

促进了这类日语词汇在中国的普及。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本异化的翻译被完

全接受，并融入到本国文化的时候，异化就转化成

了归化。因此异化与归化是一个动态概念，通过

异化翻译，使两国的异质文化发生摩擦、碰撞，由

读者去感受，通过交流的不断加深，读者对两种文

化间的了解也会不断深入，这就达到了跨文化交

际的意义。

4.2 归化翻译法在猫谚翻译中的运用

前文第一类（1-11）猫谚虽为直译，但因其采

用的是符合汉语文化的思维表达方式，属于归化

翻译法。如1「鳴く猫は鼠取らぬ」（好叫的猫不抓

老鼠），2「猫がいないと鼠が遊ぶ」（老猫不在，老

鼠称快）等。这一类中的“猫抓老鼠”“老鼠见了

猫”“猫吃饭剩食”“吃饭鸣声”“猫有九条命”，都是

中国人也熟知的猫的特征，句式上也是中国人习

惯的表达方式。虽然此类中还有“杀猫祸延七代”

“猫吃草下雨”“猫洗脸下雨”，但中国也有“万物皆

有灵”“燕子低飞要下雨”“鱼儿出水跳，风雨就来

到”，中国读者在看到这样的译文时，自然可以联

想到类似的句子。像这样有文化共性的猫谚，适

合用归化翻译法，这样更契合中国读者的思维方

式，即使不懂日语的读者也会觉得很自然。

第二类（12-27）中A译文和第三类（38-40）中

的A译文，前者直接翻译谚语的深层含义，后者是

译为汉语中喻意相近的谚语，均为意译，是典型的

归化翻译法。如第二类中 30「猫の首に鈴をつけ

る」，想得好做不到。33「猫の尻尾」，可有可无。

第三类 38「猫は虎の心を知らず」，燕雀安知鸿鹄

之志。39「窮鼠猫を噛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归化版译文表达出了原文的意思，甚至第三类也

有对应的汉语谚语，却丧失了原文的形象和旨趣，

懂日语的人看到这样的译文不免有着“怅然若失”

的感觉。为了便于读者接受，很多学者或字典比

较倾向于采用归化翻译法，以传达意思为核心，但

是过度的归化难免会破坏原文的信息，完全中式

的译文会让读者感受不到异国风情，怀疑自己看

的是否是外国作品。因此翻译不宜过度归化，否

则会阻碍跨文化交际，缩小反观异国文化的视野，

导致文化的单一。

4.3 “异化翻译法”+“归化翻译法”在猫谚翻译中

的运用

与传统翻译界认同“归化”翻译的潮流不同，

125



翻译论坛 2019年 第4期 总203号

韦努蒂对归化现象感到痛心。他认为归化策略反

映出“根据种族中心主义思想而迫使外国语言符

合译语文化的表达方式及文化价值观”，在其《翻

译的丑闻》中提倡坚持采用异化策略，以形成“多

样化”的语言。[2]

鲁迅也是异化翻译法的坚决拥护者，“其实世

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

离，从严辨别起来，也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它

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

作的风姿。”（鲁迅，1932）。鲁迅认为译文应尽可

能忠实于原文，原文第一位，通顺第二位，甚至牺

牲通顺求忠实。他在日本求学的最后一年，就完

全采用异化的翻译法，因为他认为异化能够传递

新鲜的词汇和新颖的表达方式，有利于扩充中国

的词语，改善中国传统的语法和句式结构。[3]

基于以上理论，从促进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

发，猫谚翻译采用异化翻译（让读者靠近原文）是必

然的选择。因此笔者在前文猫谚分类的第二、三类

给出了异化翻译版的B译文，按照忠实原文的准

则，将「借りてきた猫、猫ばば、猫に鰹節、猫は虎の

心を知らず、窮鼠猫を噛む」等直译为“借来的猫”

“猫粪”“馋猫守鱼”“猫不知虎心”“穷鼠咬猫”。但

由于谚语的特殊性，一些带有日本特色或文化形象

的谚语，单纯采用异化翻译，恐怕读者难以理解。

异化与归化相结合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如

38「猫は虎の心を知らず」。异化翻译为“猫不知虎

心”，可能读者会略觉困惑，再加上归化译法的“燕

雀安知鸿鹄之志”，就达到了形神兼备的效果。而

单纯用归化译法的话，虽未尝不可，却失去了原文

的意象。异化与归化的结合弥补了这一不足，既再

现了原文的表层形式，又揭示了深层含义。异化与

归化结合的翻译方式一方面丰富和完善了汉语的

表达力，使表达意思的手段更准确，更多样化；另一

方面，也为读者了解日本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38

这句谚语的异化翻译，让中国读者了解到汉语的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日本的谚语表达是“猫不

知虎心”，也许再过几年，用的人多了，“猫不知虎

心”，也会归化为人们常用的表达，代替“燕雀安知

鸿鹄之志”，最终实现异化到归化的转变。

再如第四类中的48「猫の精進」。单用异化法

直译为“猫的精进”，在理解上略显生涩；单用归化

译法，译为“不可能”，又缺失了原文的意象。“精

进”这个词虽然起源于佛家用语，但其精神与内

涵，不仅影响了日本的宗教，更融入了日本人的生

活，其中禅宗的精进精神，甚至成为饮食烹饪的技

术与表达方式之一。在日本，把素食者称为“精进

者”，素食则叫做“精进料理”。“精进料理”这四个

字，使人们在吃素食的同时又可以感受到素食的

意义。“精进”乃是菩萨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

进、禅定、智慧中很重要的一环。“精进”这个词，无

论是在日本人的生活还是精神层面都是一个很重

要的词，如果我们在翻译的时候，简单译为吃素或

吃斋，就失去了认识日本“精进”文化的机会。在世

界风行素食的今天，若将日本的“精进”文化引入到

中国，必会受到我国素食爱好者的喜爱，并有可能

通过他们的传播，使这个词被大众认可，并广泛使

用起来。因此采用这种传递异国文化信息的异化

翻译法很有必要。

5 结 语

日语猫谚翻译过程中的难点是解决文化差异

问题。采用传统的归化翻译法，以传达意思为中

心，摆脱原文形式上的束缚，确实更通俗易懂，更

贴近读者。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间的政治、

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的需求越

来越强，认识了解外国文化，对异国文化采取“拿

来主义”，或稍加变通为我所用，将成为一种新

潮。随着人们对外国文化接受度的提高，对异化

的翻译法也会越来越宽容。由于异化翻译更多地

保留了异国风情，更忠实于原文，在这个对获取新

鲜事物有强烈渴求的时代，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和关注，拓宽视野的同时也实现了跨文化交际。

因此可以说归化翻译是常规手段，异化翻译是必

然趋势。二者相互补充，互利共生。在翻译实践

中不能简单地排除任何一种译法，而应尽力寻求

两者的平衡点，把握好度，根据不同情况恰当地选

用某一种译法，或将两种译法综合运用，才能取长

补短，以期获得理想的翻译效果。本文中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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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谚翻译，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会偏重于异

化翻译，但由于谚语体现的异国文化特色，具有一

定的不可翻译性，就需要归化与异化翻译的结合，

才能“互补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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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refers to advanced research on cat proverbs and makes a new classification, then analyses trans-

lation problems of cat proverbs by category, and summarizes the translation method of cat proverbs and other animal pro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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