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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1世纪被誉为“网络化时代”，科学认识网络

传播规律，向世界发布强有力的网络信息，是新时

代外宣工作的关键。在我国，新闻翻译研究的对

象侧重于传统的纸媒新闻（黄勤，2007），少有学者

从网络媒体特点出发，研究网络新闻翻译的独特

性。本文将借鉴信息论的重要基础——冗余度的

相关理论，测度并分析原文（ST）与译文（TT）中冗

余信息的变化规律，得出量化指标。在此基础上，

结合语境的多层划分思路，对语境与冗余信息的

相互关系进行定性分析，从而探索网络新闻翻译

的信息传播机制。

1 “冗余信息”在网络新闻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1.1 网络新闻翻译的信息传播特点

信息论认为，信息传递是一个经历了从信源

信息到编码，再经由信道，然后解码，最后到达信

宿的过程（钟义信，1991）。这一过程会受到来自

外部环境带来的噪音的干扰。对抗噪音最有效的

办法是在信道中输送一定量的冗余信息（甘利俊

一，2013）。“冗余”本质就是重复，但并非多余而无

用的重复。用信息论的定义来解释，“如果信息系

统中的一个信号所载有的信息可以从该系统其他

信号中再次获得，那么这个信号所载的信息即为

冗余信息”[1]。而冗余度是对冗余信息所带来的确

定性、有序性和可预见程度的计量。与冗余信息

相对应的是有效信息，又叫信源熵，“熵”是事物的

不确定性，混乱性和不可预见性。信息熵与冗余

度成反比（贾世楼，2001）。

网络新闻翻译也是一种信息传播过程，具有

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等特点，是一种

将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和信息接受能力放在首位的

新闻传播形式[2]。然而，这一信息传播过程伴随着

文化、媒体等语境因素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受到各

种噪音的干扰。可以说，译者根据语境调整冗余

信息，是对抗噪音干扰、保证有效信息传递的信息

传播行为。它可以归纳为增译与减译的技法范

畴，却有别于其他媒体翻译中的增译与减译。

信息论认为，信息是信息内容和符号形式的

统一体（回阳博史，2003），客体获得信息的本质就

是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区分差异从而取消不确

定性。符号形式的差异往往反映了信息内容的不

同。例如，英语的 corner所承载的信息内容，日语

要用「角」和「隅」两个符号形式加以区分。从语篇

网络新闻翻译中冗余度的测定及语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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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信息论中冗余度的理论和计量公式，测算了对外网络新闻翻译中冗余度的变化

规律，并结合语境因素，分析了其信息传播的整体机制。从而得出结论：对外网络新闻翻译作为一种

信息传播行为，对语篇整体冗余度的调节，是由文化语境到媒体语境层层推进，从而减少噪音，保证有

效信息传播的必然手段。

[关键词] 网络新闻翻译 信息传播 冗余 语境 媒体

119



翻译论坛 2019年 第2期 总201号

整体来看，符号形式的重复与差异组合产生了语

篇不同的节奏、难易度以及语体风格，是理解内容

的必要媒介。因此，从信息的角度考察翻译，需要

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探讨。首先，通过对形式性

冗余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翻译中冗余信息变化的规

律；然后结合语境，对内容性冗余进行定性分析，从

而探究影响冗余信息变化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1.2 研究对象及步骤

本文将我国重点新闻网站——人民网日文版

的100篇对译文本设定为研究对象。分四步骤测

算冗余度：（1）利用中文的词频测算软件（MyZiCi-

Freq）和日文的词频测算软件（KH coder）分别测算

出 100 篇原文冗余度（SR）与 100 篇译文冗余度

（TR）。（2）根据公式：译文冗余度变化率=（TR–SR）/

SR，计算每篇译文的冗余度变化率（TRR）。（3）根据

以上数据，进行趋势拟合，寻找原文冗余度与译文冗

余度变化率之间的关联性。（4）如二者存在联系，则

以内容性冗余为对象，进行定性分析，考察译者是

如何根据语境的变化，来调整译文冗余度的。

2 形式性冗余的定量分析

2.1 基本公式

如前所述，冗余度与信息熵成反比。以文本

中的词频为例，一个文本中不同词的出现概率大，

说明该文本不确定性大，即信息熵大，则冗余度

小；反之，信息熵小，则冗余度大。因此，冗余度的

测算离不开信息熵的测算，后者又可以通过总词

数与词频间接计算出来。文本冗余度的测算就可

按照以下公式推导（徐先蓬，2013）：

①给定一个文本总词数为N，假设每个词仅

出现一次，互不重复，则文本不确定性最大，该文

本的最大信息熵H0为：

H0=log2N （1）

②但实际文本中不同词总数为n，某些词会重

复出现，降低了不确定性。因此，文本信息熵H∞需

要将每个不重复的词的信息熵进行综合计算：

H∞=-∑i
npilog2pi （2）

③则冗余度R可以计算如下：

R=1-H∞/H0 （3）

2.2 译文冗余度变化率统计

通过以上公式，分别计算100篇原文与100篇

译文的冗余度，求得译文冗余度变化率，其数据如

下（编号为采集的时间序列，以下同）见表1。

为具体说明冗余度的计量过程，笔者从 100

篇实例中选取对译86（参考下页表2）进行演算。

第一步，给 ST 分词，N=102，n=66，并统计每

个词的词频。例如，“世博”出现5次，“目前”1次；

第二步，按照公式①计算 ST最大信息熵 6.6724；

第三步，根据公式②算出 ST文本信息熵 5.7926；

第四步，基于公式③得出ST冗余度为13.19%。第

五步，按以上三步骤统计得出 TT 最大信息熵

7.1898，文 本 信 息 熵 5.6267，则 TT 冗 余 度 为

21.74%。第六步，基于TT冗余度与ST冗余度，得

出译文冗余度变化率为39.35%。

同时，为探讨原文冗余度与译文冗余度变化

率之间的联系，从表 1中，提取了 100篇原文冗余

度与100篇译文冗余度变化率，进行趋势拟合，得

出以下页图 1所示的趋势拟合图（纵向为由低到

高的百分比标尺；横向为 100篇文本按原文冗余

度由大到小顺序排列的标尺）。

2.3 定量分析结果：

如下页图 1所示：（1）译文冗余度变化率基本

表1 100篇中日对译的冗余测算（节选）

编号

1

2

……

100

ST最大信息熵

7.0768

8.1032

……

7.8392

ST文本信息熵

6.1725

6.1307

……

6.7111

ST冗余度

12.78%

24.34%

……

14.39%

TT最大信息熵

7.5078

8.2621

……

8.5736

TT文本信息熵

5.9700

5.9390

……

6.2371

TT冗余度

20.48%

28.12%

……

27.25%

TT冗余度变化率

37.62%

13.42%

……

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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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值，仅一篇为负值。这说明由于汉字与平假

名相比，信息熵高而冗余度低，因此汉译日时，日

语译文冗余度一般高于汉语原文冗余度。（2）对

100个原文冗余度点阵（实心点）与 100个译文冗

余度变化率点阵（空心圈）分别进行趋势拟合发

现：原文冗余度越大，译文冗余度变化率就越小；

反之，原文冗余度越小，译文冗余度变化率越大。

换言之，译者习惯于对冗余度大、信息量小的原文

删减冗余，而对于冗余度小、信息量大的原文则倾

向于加大冗余。

由上可知，原文冗余度对译者调整译文冗余

度是有影响，且有规律可循的。如前所述，冗余信

息的调节是为阻抗外部环境带来的噪音而进行的

信息组合行为。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如何影响冗

余信息的调节，本文将以内容性冗余为对象，从文

化和媒体两方面进行定性分析。

3 内容性冗余的定性分析

3.1 语境的三种层级

语境，即言语环境。语用学根据语言使用环

境的层次性，将语境划分为言外语境、言伴语境和

言内语境[3]。言外语境主要指社会文化语境；言伴

语境包括了媒介、语体等因素；言内语境具体包括

上下文、语篇等因素（王建华，2002）。为了更好地

说明网络新闻翻译行为的信息传播特质，本文将

三种语境界定为：文化语境、媒体语境和信息组合

语境。（1）文化语境指的是信息传递的外部环境，

特指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之

间的距离，以及这种距离对翻译的文化迁移所带

来的噪音。（2）媒体语境是指源语与目的语在新闻

体裁等媒体传播方式上存在的差异，以及这种差

异给媒体传播行为带来的噪音。（3）信息组合语境

则是信息以语言形式进行组合的环境。本文以新

闻语篇为信息单位，通过测算冗余度，重点考察语

篇内部有效信息和冗余信息的组合情况。

3.2 文化语境和媒体语境的分类标准

根据以上语境的层级划分标准，本文将分别

从文化和体裁两个因素对100篇对译文本进行文

化语境和媒体语境的分类。

（1）将文化语境设定为中国文化语境、日本文

化语境和中日等距离文化语境。文化语境界定的

表2 对译86文本的ST与TT全文

段

落

1

段

落

2

ST86

19日是世博开园第80天，天气晴朗，游客兴致不减。

截至21时，入园参观者达44.84万人，开园以来参观总

人数已达2953.34万，20日可能已经突破3000万。

目前世博会会期近半，园区运行稳定，进入暑期以来

观众参观热情不减，连续15日（自7月5日起）参观人

数均超过40万。世博会5月1日开园后，参观者总数

达到1000万用了36天时间，仅23天之后，参观者总数

就突破了2000万，表明海内外游客参观世博会的意向

不断增强。而再经过21天之后，世博园累计参观人数

已经达到2950多万。

TT86

上海万博開幕80日目の19日は快晴に恵まれ、大勢の入場者

であふれた。同日の入場者数は午後 9時までに44万 8400

人、開園以来の総入場者数は延べ2953万 3400人となり、20

日には3千万人を超えたとみられる。

折り返し地点に入った万博会場の運営は安定しており、夏

季に入っても入場者が絶えることなく、今月5日から15日

間連続で入場者数は40万人を超えた。5月1日の開園以来、

入場者数 1千万人到達に36日、そのわずか23日後には2千

万人を突破し、さらに21日後には累計入場者数が2950万人

を上回った。国内外観光客の万博への関心はますます高

まるばかりだ。

注：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100473/7076981.html，2014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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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原文冗余度与译文冗余度变化率的趋势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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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可以是报道对象、报道机构、报道内容涉及的

文化因素等。其中，以报道对象或报道机构来界

定文化语境，容易出现混淆。例如文本23，报道机

构为中国媒体，报道对象为日本媒体，该文对日本

大地震中，日本媒体冷静客观的敬业精神进行了

客观评述。如果根据报道对象或报道机构的任意

一项界定文化语境，会出现分歧。这就需要引入

文化专有项的概念，根据报道内容中是否含有文

化专有项来判断文化语境的最终归属。

文化专有项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

词，直接反应了特定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

语境。它包括了地区、宗教、观念模式、风俗习惯、

历史、文化背景、肢体语言与模式（许明武，2004）。

文化专有项的出现为整个文本营造了特有的文化

语境。文本23本身不含有文化专有项，所含信息

是基于中日受众共有的认知与文化体系，因此属

于中日等距离文化语境。

需要指出的是，探讨原文的文化语境对译文

的信息组合语境的影响，不应仅停留在文化专有

项本身，而应以点带面，扩展到文本整体，进行全

面的分析。例如，对译 1出自一篇报道少林寺广

纳海外弟子，弘扬中国武术的新闻。原文 1中出

现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山门”等文化专

有项。

原文1：

1日，美国少林拳法联盟230名“洋弟子”归

山朝拜少林寺，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率少林僧众

在山门前列队迎接远道而来的归山弟子。

译文1：

米国少林拳法連盟の「西洋の弟子」たち230

人が1日、河南省の少林寺に参詣に訪れた。少

林寺住職の釈永信氏は少林寺の僧侶たちを引

き連れ、寺院の入り口の前で整列し、遠方から

はるばるやってきた弟子たちを迎えた。

（http://j.people.com.cn/n3/2018/0702/c94638-9476880.html，2018年

9月1日）

为了将少林文化具体生动地再现给日语读

者，译文1相对于原文1，增加了「たち、河南省、氏、

寺院、はるばる」等内容性冗余；由于内容性冗余

的增加，「たち、の」等形式性冗余也随之增加。本

文因篇幅所限，不能展示整体对译情况，但如果考

察全篇将会发现：内容性冗余的增加连带产生的

形式性冗余更加明显，甚至会有些偏离日语规

范。但这有助于消除文化语境带来的噪音，增强

读者对源文化的解读。

（2）媒体语境则根据源新闻的体裁进行分

类。新闻体裁反映了新闻传播者的动机和传播方

式。其中，汉语新闻体裁的分类包括：消息（以简

明快捷地传递事件信息为主要特点）、通讯（生动

具体地报道人物、事件等）、专访（对特定的人物、

事件和问题进行现场访问之后所写的报道）、评论

（就新闻事件和重大问题发表议论的一种政论文

体）、调查类报告（对某一客观事物进行调查研究

之后的书面报告，要求精确、简洁）。然而，日语源

新闻因其语言符号与汉语的本质不同，承载并组合

信息的方式有根本差异，从而形成了虽同为一种体

裁，但中日媒体传播方式迥异的现象。

例如，王浩智（2013）指出汉语是“下载型”（ダ

ウンロード型）语言，而日语是“密码型”（パスワー

ド型）语言。前者的特点是：信息发送者将大脑中

存储的信息，全部通过语言符号下载出来并进行

传递；后者则在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形

成默契，只用近乎于密码的压缩语言形式传递信

息，却不影响“言外之意”的传达。这种媒体传播

方式上的差异，给媒体语境带来噪音。为了适应

日语新闻规范，需要大幅度调整信息组合语境。

比如例句2。

原文2：

7月 2日晚，在 2018俄罗斯世界杯 1/8决赛

中，日本队一度以 2 比 0 领先欧洲劲旅比利时

队，虽然最终以 2比 3被对手逆转击败，但虽败

犹荣。

译文2：

同7月2日夜、ワールドカップ・ラウンド16

のベルギー戦で、日本は2点を先制した。しか

し、結局逆転されて2対 3で敗れたものの、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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を張れる戦いぶりを見せてくれた。

（http://j.people.com.cn/n3/2018/0704/c94473- 9477732.html， 2018

年9月1日）

原文 2出自报道世界杯日本队战绩的消息类

新闻。其中，“2018”“俄罗斯”“世界杯”“欧洲”“劲

旅”“对手”“队”等信息要素，被省略不译；同时，

“以 2比 0”简化为「2点」。如果通篇考察就会发

现：类似内容性冗余的删减还很多，这同时抑制了

潜在的形式性冗余的出现，从而降低译文整体的

冗余度，实现了日语同类新闻更简练明快的语体

风格。

通过以上实例，可以发现：文化和媒体都会对

译者调整冗余度产生影响。但是，正如功能翻译

理论的创始人Hans J. Vermeer（1996：75）所指出

的那样：当前翻译学界最迫切的任务是找到一个

科学的理论依据，来判断影响翻译的因素之间，究

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为此，以下将结合文化语

境和媒体语境两个维度，考察影响译者调整冗余

信息的内在机制。

3.3 实例分析

为考察文化与媒体因素的相互关系，本文根

据译文冗余度变化率升序列表，将 100篇对译分

为 4个代表性区间，对每个区间进行了文化和媒

体特征的标识。

（1）日本文化语境/媒体语境多样

100篇中，日本文化语境仅有两篇，分别处于

升序列表的第1和第10位，说明与原文相比，译文

冗余度的变化都较小，文本35甚至出现负值。例

如，文本 35报道了日本地方选举中，民主党与自

民党的竞选结果。源新闻为帮助中国读者了解选

举的相关信息，冗余度很高，在100篇原文冗余度

的降序排列中居第 4。但为靠近日本读者的文化

语境，大幅度删减了日本文化背景下的冗余信息，

因此译文冗余变化率是100篇译文中最小的。

原文3：

日本后半部分统一地方选举部分结果 25
日凌晨揭晓，执政的民主党在与最大的在野党

自民党对决的９个市长、区长选举中３胜６负，

输给自民党。

译文3：

日本の統一地方選後半戦の投票結果が25日

未明までに一部明らかになった。与党・民主

党は最大野党・自民党と対決した9市区長選

で3勝6敗と負け越した。

（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100473/7368276.html，2016年12

月10日）

原文4：

日本后半部分统一地方选举２４日上午举

行，主要是选举市长、町长、村长和市、町、村议

会议员以及东京都一些区长和区议会议员。

译文4：

投票は24日午前から行われ、市長、町長、村

長、市・町・村議会議員、および東京の一部区

長と区議会議員が選出された。

（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100473/7368276.html，2016年12

月10日）

如例句3、4所示，选举的全称“日本后半部分

同一地方选举”在原文3中出现时，进行了忠实的

直译，再次出现于原文 4时，被省略为「投票」；原

文3中的两处“自民党”，只保留第一个，第二个不

译。同时，原文多次使用副词“主要是”，对选举制

度进行说明。但对于日本读者来说，并不需要解

释背景知识，因此在译文4中被删除。

例句5、6摘自文本44，作为调查报告，报道了

在日本“宪法纪念日”，爱知县以青少年为对象进

行的有关日本是否应继续放弃武力的问卷调查。

由于文化语境靠近日本，一部分对于日本受众来

说已知的信息要素都被删减。

原文5：

超过 5 成的青少年赞成日本继续放弃武

力，建议维持自卫队现状的人数也激增至6成。

译文5：

武力放棄の継続に賛成した青少年は5割を

超え、「自衛隊は現状維持」の意見は6割に急増

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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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100473/7382618.html，2016年12

月10日）

原文6：

据《中日新闻》报道说，在参与调查的119名

青年男女中，甚至还包括有部分十几岁的小学

生。在关于“是否赞同维持自卫队现状”的回答

中，有 63%的青少年认为应不改变现行《宪法》

第9条第2项，维持自卫队现状。

译文6：

中日新聞によると、回答者119人の中には10

数歳の小学生も含まれる。「憲法 9条 2項は変

えず、自衛隊は現状維持」との意見は63％に達

した。

（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100473/7382618.html，2016年12

月10日）

原文5中的“日本”在整个文本中已出现2次，

在译文 5中没有翻译。而原文 5中已出现的调查

对象“青少年”和调查内容“维持自卫队现状”，在

原文 6中再次出现，属于形式性冗余，均被删去。

原文 6中的“调查”“回答”也在译文 6中被略去。

原文 6中的“青年男女”是“青少年”的近义词，译

文 6译为上位概念的「回答者」，避免了内容性冗

余。通过降低冗余度，日语译文整体呈现出简洁

客观的语体风格，从而提升了调查报告中数据本

身的说服性。这说明，当文化语境靠近目的语读

者时，译者会通过降低冗余度，来减少媒体语境的

噪音，使译文更靠近目的语媒体传播方式。

（2）中日等距离文化语境/调查报告为主

变化率最低的20篇文本中，15篇属于中日等

距离文化语境，其中 9 篇的体裁类型为调查报

告。其他体裁的文本，其译文冗余度变化率的整

体水平在 100篇对译文本中居中位。这说明，如

果没有文化语境的干扰，译文冗余度变化率会受

到以体裁为标志的媒体语境的影响。尤其是调查

报告类文本，日语译文更倾向于低冗余度，高信息

熵。体现在翻译手段上，简化翻译最为普遍。例

如，例句 7、8分别来源于文本 2与 43，二者都属于

调查报告：文本 2报道了多家航空公司上调香港

航线燃油附加税；文本43公布了全国各地职工收

入的增长情况。

原文7：

香港航空及香港快运航空也从2011年1月

1日起统一调整燃油附加费。调整后的燃油附

加费标准为，除香港至莫斯科航线每人每航段

执行 79.6美元的标准外，其余航线执行每人每

航段16.5美元的标准。

译文7：

香港航空と香港エクスプレス航空は同日よ

り燃油サーチャージを一律値上げする。香港

地区-モスクワ路線は79.6ドルに、その他の路

線は16.5ドルに値上がりする。

（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100473/7251479.html，2016年12

月10日）

原文8：

从全国来看，私营单位职工工资大幅低于

非私营单位，年均工资 20759元，地区收入排名

与非私营单位相同。

译文8：

全国的にみると、民間企業の給与は非民間

企業を大幅に下回り、一人当たり平均は2万

759元で、地域別ランキングは非民間企業と同

じだった。

（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100473/7382618.html，2016年12

月10日）

原文7中的“2011年1月1日”在文本2中属于

第二次出现，译文 7将其用日语新闻中代表性的

指示词「同」进行简化翻译，减少了冗余。同时，将

重复出现的“调整后的燃油附加费标准为”“每人

每航段执行”“标准”等部分都删除不译，也降低了

译文的冗余度，构成了高效简洁的媒体语境。原

文2中的“职工”“工资”“收入”是重复多次的关键

词，但在译文 8中，都被省略不译，简洁的表述凸

显了数据本身。

（3）中国文化语境/媒体语境多样（不含调查

报告）

100篇对译文本中，译文冗余度变化率最大的

15个文本，有 13个属于中国文化语境，体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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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评论、专访、特写、消息和通讯，不含调查报告。

其中，译文冗余度变化率最大的文本50是一篇报

道中国丹东特大洪水的消息。源新闻出现了“沈

丹铁路，中朝界河”等文化专有项，构成了中国地

理文化语境。有些地名，如“丹东、鸭绿江”在文本

的导语部分出现后，都进行了省略，从而有助于中

国受众高效接收信息。

原文9：

连接中朝两国的鸭绿江大桥附近江水漫过

岸堤，丹东市区沿江部分地段积水超过1米。

译文9：

中朝両国をつなぐ鴨緑江大橋付近では、増

水した水が堤防を越えて丹東市街区にも流れ

込み、丹東市街地の河沿い地域で浸水が1メー

トルを上回った。

（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100473/7123746.html，2016年12

月10日）

原文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丹（东）铁路多处积

水影响列车运行。

译文10：

瀋丹鉄道（瀋陽－丹東鉄道）は、大雨の影響

であちこちに水がたまり、列車の運行に影響

が出た。

（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100473/7123746.html，2016年12

月10日）

原文11：

随着水位不断上涨，21日，洪水到达丹东城

市段漫上江岸。

译文11：

鴨緑江の水位は上昇し続け、21日には洪水

は丹東市街地の河岸まで達した。

（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100473/7123746.html，2016年12

月10日）

为此，译者在译文9、10、11中对文化地理信息

进行了重复性加译（如划线部分所示），从而减少

了日本读者获取该方面信息时的干扰。

此外，译者还通过增加语法功能词的比例，提

高译文整体的冗余度，来增强易读性（张建理，

1995）。例如出自文本4的例句12、13报道了即将

出台的海关退税政策：

原文12：

27日，海南省财政厅、商务厅、国税局及海

口海关等有关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从 2011年 1月 1日起正式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

境退税政策试点工作。

译文12：

海南省の財政庁、商務庁、国家税務局と海口

税関などの関連部門が27日に共同記者会見を

開き、2011年 1月 1日より、海外からの旅行客

の買い物に対して出国時に税金を還付する政

策のテスト事業をスタートすることを明らか

にした。「人民日報」海外版が伝えた。

（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100473/7251479.html，2016年12

月10日）

原文13：

经海关验核确认，可在指定的退税机构办

理退税，税种为增值税，退税率统一为11%。

译文13：

税関のチェック・確認を受ければ、指定さ

れた税還付担当機関により還付手続きが行わ

れる。還付される税種は増値税（付加価値税）

で、還付率は一律11％とされる。

（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100473/7251479.html，2016年12

月10日）

试想将译文 12的「海外からの旅行客の買い

物に対して出国時に税金を還付する政策のテス

ト事業」压缩为「外国観光客出国時購入品税金還

付政策試行事業」，虽然提高了信息量，却增加了受

众解读信息的压力。加译日语文本中冗余度较高

的「から」「の」「に」「を」「する」等语法功能词，增强

了文本的冗余度。另外，例句13中，译者将文化专

有项“增值税”进行了直译加注释，属于内容性冗余，

且“税种”被加译了「還付される」。这些都提高了译

文整体的冗余度，有效降低了文化语境中的噪音。

（4）文化语境与媒体语境多样

综合以上数据和实例分析，我们可以按照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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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冗余度变化率由低到高的走向，大致将 100篇

对译文本分为四个区间：第一区间，靠近日语文化

语境，译文冗余变化率最低，处于升序列表的顶

端；第二区间，中日等距离文化语境下，调查报告

类文本的译文冗余变化率普遍低于其他体裁，处

于升序列表的中上位；第四区间，靠近中国文化语

境，不含调查报告，译文冗余度变化率最高，处于

升序列表的底端。

而居于中低位的第三区间，所处的文化语境

与媒体语境多样，反映了文化与媒体因素的相互

制约。例如，文本48是依托中国文化语境的一篇

调查报告。文中出现了“车市、房市限购令”“常住

人口”“城市病”等词。这些文化专有项增加了日

本读者解读全文的难度。为此，译文并没有删除

原文的冗余信息，译文冗余变化率要高于中日等

距离文化语境下的调查报告。

原文14：

与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

了 447.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 44.8万人，年平均

增长率为10.6%。

译文14：

2000年の第 5回国勢調査時と比べ、447万 7

千人増加、年平均で44万 8千人増加した。年

平均増加率は10.6％に達した。

（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100473/7382618.html，2016年12

月10日）

其中，原文 14的动词“增加”频繁出现，但译

文 14没有简化或省略。而是通过重复产生出通

俗易懂、节奏缓和的媒体语境，抵消了文化语境的

干扰。这也给我们启示：当文化语境靠近中国文

化，即使媒体语境要求简化冗余，译者仍会为了减

少文化语境差异带来的噪音，而加大译文冗余度；

然而，当文化语境倾向于日本文化，或处于中日等

距离文化语境时，译者则会更多的考虑如何贴近

日语的媒体语境，根据体裁的规范，减少冗余。一

言以概之，即由文化语境到媒体语境，层层推进，

调整冗余。

4 结 语

本文利用信息论中冗余信息的相关理论，通

过定量分析，发现了翻译过程中冗余度的变化规

律；通过进一步的定性分析，考察了影响译者调节

冗余信息的内在传播机制。从而发现，由于网络

媒体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为实现高

效、高质、高量的对外传播效果，译者会对影响翻

译的文化和媒体两大因素进行如下的权衡和

选择：

（1）当原文处于中国文化语境时，会提高译文

冗余度，减少因文化语境的不同而产生的噪音。

虽然译文的媒体传播形式会多少偏离日语规范，

但有助于弥补日本读者的文化缺失，保证源语文

化准确而充分的传播。

（2）当原文处于日本文化语境或中日等距离

语境时，没有文化语境的差异带来的干扰，会更多

考虑如何贴近日语规范的媒体传播方式。这主要

通过减少译文冗余度来实现。

总之，译者对冗余信息的调整，是按照由文化

到媒体的内在机制推进的信息传播行为。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日英新闻二型

模糊多粒度翻译方法研究”（项目编号：61602086）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项目主持人：张南薰]

例句出处

人民网日文版http://j.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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