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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以Lakoff的概念隐喻为理论基础，对比分析了人人影视、伊甸园和FIX三大字幕组对美剧《权利的游戏》第七季字幕

当中隐喻的翻译，从归化和异化两个角度探究了他们的翻译策略，试对字幕翻译和二语习得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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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传媒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随着全球

画面和情节的推进，其次才会关注字幕来辅助了

一体化进程，外国电视剧大量引进中国。通过这些

解影视对白的内容。观众对于字幕的关注时间非

影视作品，中国的普通民众了解到国外的文化和历

常短暂，几乎都是扫视的进行，所以，Shuttleworth

史，促进了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在

和Cowie认为字幕翻译是为影视剧对白提供同步说

众多的国外电视剧中，美国的电视剧占据着最大的

明的过程［2］。所以客观上要求一个时间轴内字幕

比例，因而也具有了最大的影响力。从最初的《老

的字数不能过多，一般也没有时间和空间加上注

友记》《绝望的主妇》到《越狱》《吸血鬼日记》《行

释，以免影响影视作品画面的呈现和观众的阅读

尸走肉》等等，各大美剧受到中国观众的热捧。在

效果。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会对字幕中观众难

欣赏影视作品的同时，观众也依赖于优质的字幕了

以理解的名词、事件，或是一语双关加上简洁的注

解剧情，字幕翻译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

释。因此，字幕翻译和其他文体的翻译相比，在简

1

洁、直白的方面有更高的要求。

字幕翻译
由于语言的差异，很多观众并不能直接欣赏

2

隐喻
隐喻在影视作品的台词中随处可见，采用何种

英文影视作品，因此，配上中文字幕可以让观众在
欣赏到精彩画面的同时，更准确地了解剧情。一

策略翻译字幕中的隐喻显得格外重要。

部外国的影视作品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字幕往

2.1

往和剧情、画面、动作等一样重要。近十年来，国

隐喻的概念
对于隐喻的研究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两本著

内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字幕组，从早期的磬灵风软、

作《修辞学》和《诗学》。但是在当时，人们把隐喻

TLF、伊甸园、破烂熊到现在的人人影视。制作精

单纯地视为一种修辞方式，重视其对于语言的美化

良的字幕除了准确的时间轴，还有就是精彩且恰

作用，而低估了隐喻的其他价值。其后对于隐喻的

到好处的翻译。

研究一直在继续，但都着重于其修辞功能。直到 20

“电影翻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要受到电影情

世纪 80 年代，认知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所撰写

景语境、技术等方面的制约，因此翻译难度大”，比

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出版，才向人们揭示

如，从技术上来看，
“开放性字幕翻译通常要求一

了隐喻除了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作为人类重要的

部外国电影被译成中文后，每次显示的字数控制

认知机制和思维方式的存在。

［1］

在 11-16 个汉字之间” ，这是由于字幕的功能性
决定的。在观看影视作品时，观众首先关注的是

2.2

概念隐喻
Lakoff提出了概念隐喻的学说。在认知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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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认为一个概念隐喻包含两个部分 ：原始域和

《权利的游戏》是由美国HBO电视网制作推出

目标域，隐喻将原始域的图示结构映射到目标域

的一部中世纪魔幻题材电视剧，改编自美国作家乔

之上［3］。这种映射不是随意的，而是发生在概念

治·马丁的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系列。该剧描

层次之上的、系统性的。通常人类从具体的概念

写了在中世纪虚构的大陆维斯特洛（Westeros）上，

中逐渐获得抽象思维，并借助表示具体事物的词

关于皇权的争夺、家族的仇恨、战场厮杀、冒险游历

语来表达抽象的概念，使得两种看上去没有联系

的故事。此剧制作精良、阵容强大、情节紧凑，自播

的事物在认知中产生相似的联想，并且这些联想

出以来一直广受关注。2015 年，该剧在第 67 届艾

往往是连贯的。例如 ：

美奖中获得 12 项大奖，包揽了最佳剧情、导演、编

目标域			

原始域

剧、男配等奖项。2017 年 7 月，
《权利的游戏》第七

学生			

祖国的花朵

季在美国正式上映，而人人影视字幕组也全程为中

教师			

园丁

国观众提供了及时且制作精良的字幕翻译。本文

学校			

校园

参考人人影视、伊甸园和FIX三大字幕组对《权利

教学			

培育

的游戏》第七季字幕的翻译，对比分析他们对美剧

这是从“花朵”的具体概念中获得“稚嫩，鲜

字幕中隐喻的翻译策略。

象特征的“学生”这个概念时，联想到“花朵”，于

归化翻译策略
归化是把源语本土化，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

是从原始域映射到了目标域，并继而产生了相互关

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拿美剧字幕的翻

联的一系列联想。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

译来说，要向中国观众靠拢，像中国人那样说话，帮

艳，富有朝气”的抽象概念，在遇到同样具有此抽

［4］

当中提到的，
“隐喻是天才的标志” ，因为好隐喻
离不开求同存异的敏锐眼光。
2.3

3.1

助观众更好理解剧情。
《权利的游戏》讲述的是在虚拟大陆上发生的

隐喻与文化
但是隐喻的这种从原始域到目标域的映射，是

家族争斗故事，里面不乏像龙、长城、活死人等魔

建立在概念的层次上的，而概念和认知与文化密切

分别，在很多时候，归化的翻译策略可以更好地传

相关。不同的文化中，隐喻的映射是不尽相同的。

达台词的信息含量。例如，剧中人类最难对付的敌

例如，龙（dragon）在中西方的文化中所代表的涵

人“White walkers”，字面看起来是白色走路人的意

义并不相同。在中国，龙是神，是天子和皇家的象

思，而在剧中，它指的是死去的人类受到僵尸夜王

征，是高贵和神圣的。所以有真龙天子、生龙活虎

的魔法影响，失去人的意识，但是作为僵尸一类的

的说法，这是一个褒义的隐喻方式。中国人常自称

生物仍然可以活动并攻击正常人类，而他们主要活

为“龙的传人”
，并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

动范围在极寒的北方，所以是“white”，白色代表着

和韩国四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亲切地称

雪，以及寒冷。人人影视，伊甸园和FIX三大字幕组

为“亚洲四小龙”。而西方文化中的龙，与其说是神

都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翻译为“异鬼”。中国人

兽，不如说是魔兽，具备很强的攻击性，可以喷火，

相信死去之后仍然活动的人，就是鬼了。而这一类

代表贪财、邪恶和祸祟的形象。如果把“亚洲四小

鬼，代表的又是异族人的利益，所以“异鬼”的翻译

龙”翻译为“Four Asian Dragons”，在西方人看来，

体现了剧情想要传达的主要意义。另外，
《权利的

这是四个贪婪、暴力、邪恶的国家，脱离了中文语境

游戏》第七季中还有很多体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对

中这个称呼本来的涵义，所以官方把“亚洲四小龙”

白，具体列举如下。

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

3

美剧字幕中隐喻的翻译策略
影视作品是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字幕的翻

幻元素，时间上属于中世纪，又有皇室家族阶级的

例 1 We can take the 7 kingdoms without turning
it into a slaughterhouse.（S7E2）
人人影视字幕 ：我们能拿下七国，而不必让它
血流成河。

译不仅是语言层面上意义的传达，也是文化层面上

伊甸园字幕：
  拿下七大王国，不一定要大开杀戒。

的交流，翻译时应处理好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减

FIX字幕 ：我们不需要杀戮，就能征服七大王国。

少文化差距。

“slaughterhouse”指的是屠宰场。英文当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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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 into”很形象的表达了战争将兴盛的王国变得

另外在第七季还出现过提利尔家族的代表植物玫

破败萧条，横尸遍野。人人影视和伊甸园在字幕当

瑰。正因为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代表性动植物，

中翻译为“血流成河”和“大开杀戒”，这是在中文

在台词中出现了大量的隐喻来指代家族，而字幕

语境中，战争和暴君带来的联想，符合中国人的思

组在翻译时采取的都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即保留

维方式。而FIX在字幕中翻译为“杀戮”，相对战争

台词原有的特色。

的血腥场面，表达的程度稍弱，没有完全体现原文
的涵义。
例 2 You don’
t have the stomach for it, scurry
back into hiding（S7E2）
人人影视字幕 ：你要是看不下去，不如赶紧躲
回窝里去。
伊甸园字幕 ：没有必死的觉悟，滚回去藏着
好了。

例 4 Leave one wolf alive, and the sheep are never
safe.（S7E1）
人人影视字幕：留下一头狼活命，羊群永远不得
安宁。
伊甸园字幕 ：放走一匹独狼，羊群永不安宁。
FIX字幕 ：狼群一朝未灭，羊群永无安宁。
这是史塔克家族的小女儿阿亚在复仇之后说
的话。这里的“wolf”正是指代史塔克家族，只要有

FIX字幕 ：没胆量出击，就滚回去躲着。

一个史塔克活下来，复仇就不会停止。三大字幕组

英文台词里用“stomach”表示“胃口”。面对

的翻译都保留了“狼”的喻体，和用来比喻仇家的

一些残忍的事情，是会让人大倒胃口的。但是在中
文中一般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所以人人影视字幕
翻译为“看不下去”。而伊甸园和FIX翻译为“没有
必死的觉悟”和“没有胆量”，这不是原文语境当中
想表达的含义。
例 3 They’
re bloody wind vanes.（S7E6）

“羊”相互呼应，传达了原台词的效果。
例 5 The lords of Westeros are sheep. Are you
sheep? No, you’
re a dragon. Be a dragon.（S7E2）
人人影视字幕 ：维斯特洛的领主们都是羔羊，
你是羔羊吗？不，你是龙。龙有龙样！
伊甸园字幕 ：维斯特洛贵族们都是绵羊，你是

人人影视字幕 ：全是见风使舵的小人。

一只绵羊吗？不是，你是一条龙。那成为真龙吧！

伊甸园字幕 ：他们都是该死的墙头草。

FIX字幕 ：维斯特洛的领主们都是羊，你是羊

FIX字幕 ：他们都是墙头草。
“wind vanes”指的是风向标，
“bloody”有血腥

吗？当然不是，你是龙。拿出龙的样子！
这是对坦格利安家族的继承人丹尼莉丝说的

的，残忍的意思。在这里，表示的是程度，是“很，

话，因为她是龙族的继承人，所以更应该有胆识。

非常”的意思，用于加强语气，略显粗鲁。如果直

这里将丹妮莉丝比喻为“龙”，而维斯特洛其他懦

译，
“他们都很风向标”，会让观众不解。而“风向

弱的领主被喻为“羊”。在字幕翻译中，人人影视

标”会随时转移，中文当中描写随时转移立场的小

和FIX都注意到了“龙”和“羊”是强大和弱小的象

人，会称他们“见风使舵”。人人影视的译文正是

征，这在中文语境当中也相互呼应。但是伊甸园字

贴切中文的表达方式。伊甸园和FIX字幕组翻译为

幕组将“sheep”直译为“绵羊”，这是没有必要的。

“墙头草”，寓意是相同的，但是没有见风使舵和原

并 且 原 句 的“lords”按 照 前 后 文 来 判 断，应 该 是

文喻体“风向标”的关系贴近，所以人人影视的翻

“领主”的意思，而不是指“贵族”，所以它在这里的

译方式更胜一筹。
3.2

异化翻译策略
异化就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采取外国

翻译冗长，且出现了错误。
例 6 So we walk into the lion’
s den?（S7E6）
人人影视字幕 ：所以我们应该自投狮口？

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使得译文具有异国

伊甸园字幕 ：所以我们直接走进狮穴？

风情。

FIX字幕 ：那就这样自投罗网？

在《权利的游戏》中，最具有特点的是各大家

这 是 主 角 们 在 进 入 狮 族 —— 兰 尼 斯 特 家 族

族都有自己的族徽，而族徽又往往是以动物或者

的势力范围君临城之前的对话，
“lion's den”意思

植物为代表。坦格利安家族的代表动物是龙，兰

是“狮子的洞穴”，比喻的是兰尼斯特家族的根据

尼斯特家族的代表动物是狮子，史塔克家族的代

地。伊甸园直译为“狮穴”，显得很突兀，容易产生

表动物是冰原狼，拜拉席恩家族的代表是鹿等等，

误解。而FIX抛弃了喻体，翻译为“自投罗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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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传达出原文蕴藏的涵义。相

带来了难度。本文对比分析了人人影视，伊甸园和

比较而言，人人影视的翻译最为出色。中文当中有

FIX三大字幕组对美剧《权利的游戏》第七季字幕

“虎口脱险”和“自投虎口”的说法，将“虎”换为

当中隐喻的翻译，从归化和异化两个角度探究了他

“狮”，既便于中国观众理解含义，又对应了原文字

们的翻译策略。通过分析发现，他们在翻译策略的

幕中的“lion”的喻体。

选择上是有共同性的，其中，人人影视字幕组的字

例 7 It was never our forte, Golden Roses, indeed.
（S7E3）

幕翻译更准确地把握和重现了原文的意义，而伊甸
园和FIX字幕组的译文，存在着一些错误和容易产

人人影视字幕 ：我们向来不善战，黄金玫瑰，
名副其实。

生误解的地方。因此，在字幕翻译的过程中，要充
分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灵活使用翻译策略，使

伊甸园字幕 ：打仗反正从来不是我们专长，黄
金玫瑰，此名不虚呢。

得各国的观众体会到影视作品中包含的艺术价值
和文化背景，产生共鸣和感动，促进文化的交流和

FIX字幕 ：打仗不是我家强项，种金玫瑰才是。

人民的相互了解。此外，对字幕的研究还能帮助学

这是提利尔家族的感叹，这里的“golden roses”

生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熟悉西方人的表达方式，为

正是该家族的族徽，也象征着该家族的特点，拥有
黄金、财富和智慧，但却像玫瑰一样娇弱。人人影
视和伊甸园都保留了提利尔家族“黄金玫瑰”的比
喻方式，但是FIX字幕组在译文中产生了误差，
“种
金玫瑰”的翻译，容易让观众产生误解。

英语的学习和使用提供新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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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Metaphors in Subtitles of US TV Series mo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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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akoff's conceptual metaphor, this paper makes acontrastive analysis on
translations of metaphors by YYeTs, YDY and FIX in the subtitles of Game of Thrones（Season 7）. And it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metaphors from two aspects -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trying to propose some
suggestions concerning with subtitle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Key words ：caption translation; metapho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Game of Thr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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