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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剧汉译字幕归化策略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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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越来越多的美国影视作品被引进中国市场， 并且呈现出

原声影视作品的数量远大于配音作品的倾向， 汉语字幕翻译的美剧作品因而越来越多。 汉译字幕在美剧的
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成为沟通的桥梁。 美剧字幕翻译的归化策略应以目标语文化为主， 发挥
字幕翻译者的主体性， 恰当地融合中西方文化元素， 并关照中国受众的审美体验， 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国观
众的欣赏需求。 对此， 文章提出可以运用网络流行语拉近审美距离、 专有名词符合期待视野、 成语典故提
升文化品位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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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影视作品字幕翻译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翻译， 它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较大， 而且具有极强的
综合性。 ［１］ 这便要求美剧字幕翻译者灵活运用归化翻译策略， 发挥其二度创造功能， 利用自身熟悉中美
两国文化的优势， 最大程度地将原作品的文化意象、 美学追求与艺术意境传达给观众。

一、 美国影视作品汉译字幕归化策略运用的原则
在美剧字幕翻译中， 译者在以原文为基础的前提下， 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 考虑中国观众的语
言与心理， 在文化层面和审美经验上关照目的语读者， 提升中国受众的审美体验， 灵活地处理文化差
异、 语言差异、 审美差异， 运用 “ 似与不似之间” 的策略使译文与目的语读者间保持合适的审美距离，
唤起观众心中的审美共鸣。

（ 一） 合理分析美剧字幕源语文本
在美剧作品中， “ 每一部影片都是一定文化区域历史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 ［２］ 接受美学专家姚斯

主张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与不终结性， 字幕翻译者对文本意思的前理解与前解读就显得相当重要， 包
括该片的相关主题、 涉及的专业术语、 文本所涉及的七个标准———衔接性、 连贯性、 意图性、 可 接 受
性、 信息度、 情景性和互文性， 以及怎样影响文本结构等。 张美芳曾指出， 字幕翻译研究需要重点解
决的问题包括了意义与其体现方式间的关系、 语篇特征、 语境与语言选择、 语篇体裁与情景语境等问
题。 ［３］ 源语文本中会有许多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词语， 它们为目的语观众所不知， 容易产生歧义， 甚至
难以理解和接受。 对于这些文化词语与专用词语的处理， 可以运用归 化 策 略。 在 美 剧 《 别 对 我 撒 谎》

中， 一个女孩说自己经常在潜意识中能看见凶手作案现场， 但意识中的事件并没有发生。 人们听了之
后觉得很不靠谱， 于是说， “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ｏｒ ｍａｇｉｃ ８ － ｂａｌｌ ” “ Ｍａｇｉｃ ８ － ｂａｌｌ” 叫做 “ 幸运八

球” ， 是美国一种流行的游戏， 借用球来预测未知的事物。 说话者的意图是不必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
或者让幸运八球来决定吧。 但中国受众并不熟悉幸运八球， 如果用异化策略则限制了中国受众的理解，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自媒体领域我国主流意 识形态的话语权研究” （ １４ＣＫＳ０３９） 与湖南省 社科基金项目

“ 大数据时代湖南省文化产业的业态转型升级研究” （ １５ＹＢＡ２４３）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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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翻译者可采用归化策略将这句话翻译成： “ 这就是警察的事了。 或者找幸运 ８ 球 （ 占卜术） ” 。 字

幕翻译者合理分析源语文本， 给 “ ｍａｇｉｃ ８ － ｂａｌｌ” 加上注释， 所要表达的意思等同于中国的 “ 占卜术” ，
中国受众就不难理解了。 一方面， 字幕翻译者尽最大可能正确传达源语的内容， 确保译文的信息准确
无误。 另一方面， 合理分析源语文本， 打破源语形式上的束缚， 采用能为目的语观众看懂并易于接受
的方式。
（ 二） 发挥美剧字幕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美国影视作品的汉语字幕翻译者通过对原作品美学特征的发掘和整体艺术的把握， 用中文再现出
原剧的审美品质。 美剧字幕翻译者既是美剧的解释者， 在将美剧字幕翻译成汉语时， 从一定程度上说，
又是一个创造者， 这样的双重身份确定了译者在美剧字幕翻译中的主体性。 ［ ４］ 字幕组在视野融合过程中
是积极参与的， 任何字幕组都是从自身的期待视野出发， 是一种再创造。 字幕组对美国影视作品既是
理解者， 同时又是阐释者， 在充分尊重原作的前提下， 为达到翻译效果，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适当
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字幕翻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美剧字幕翻译活动的全过程。 当然， 充分发
挥字幕翻译者的主体性， 不代表译者可以抛开源语自由发挥， 而应在以源语为基础的前提下， 在运用
归化策略时适度地发挥主体性， 允许出现 “ 创造性的叛逆” 。

在美剧 《 生活大爆炸》 第四季中， 谢耳朵被霍华德表演的扑克牌魔术激发了兴趣， 也开始研究魔

术起来。 谢耳朵在表演魔术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 Ｐｉｃｋ ａ ｃａｒｄ Ｐｕｔ ｉｔ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ｔｏ ｂｅ ａｍａｚｅｄ ” 美剧
字幕翻译者把 “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ｔｏ ｂｅ ａｍａｚｅｄ” 用归化策略译成 “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 这句话是中国
台湾的魔术师刘谦的经典名言。 字幕组在这里选取了中国受众熟悉的表达方式， 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
体性， 让谢耳朵的幽默形象深入人心。
（ 三） 观照中国受众的审美体验
由于中美文化的不同， 美剧汉译字幕应从受众的角度出发， 观照中国受众的接受程度， 提升其审美
体验， 使其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美国的文化。 像 《 绯闻女孩》 《 生活大爆炸》 这类美剧的场景是反映美国
特色文化的， 包含美国的历史与艺术， 对于这类字幕的翻译， 字幕翻译者不能局限于对白内容， 还要
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 发掘其背后的引申意义。 ［５］
在美剧 《 绯闻女孩》 第一季中， 男主内特因公司上的事情得罪了女友， 真诚地向女友解释道， “ Ｉｔ

ｗａｓ ａ 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 ｍｏｖｅ ｔｏ ｓａｖｅ ｍ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ｔ ｗａｓ ａ ｍｉｓｔａｋｅ ” 字幕翻译者将 “ 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 ｍｏｖｅ” ———绝望的一
步， 运用归化策略翻译为 “ 黔驴之技” ， 表示了自己的无奈， “ Ｉｔ ｗａｓ ａ ｍｉｓｔａｋｅ” 直译为 “ 这是一个错
误” ， 而译者巧妙地是将 “ 错误” 译为 “ 捅了篓子” ， 观照中国受众的审美体验， 考虑了中国人语言表
达的习惯， 使译文富有生活气息， 也更符合口语习惯。

在美剧 《 生活大爆炸》 第七季， 谢耳朵揶揄质子教授， “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ａ ｌｏ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ｒｅ ａ

ｗａｓｈｅｄ － ｕｐ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ｏｒ ｄｅａｄ ” 字幕组翻译为： “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你已经死在沙滩上了。” “ 死在沙滩
上” 源于 “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的打油诗， 出自作家李敖， 后成为大众俗语。

因此， 字幕翻译者应以中国受众的理解和接受为基础， 在选用翻译策略时， 应从文化层面关注中国

受众的感受， 多运用归化策略。 要充分考虑中国受众的文化思维， 使译文符合其期待视野， 进而促进
文化的交流。

二、 美剧汉译字幕归化策略运用的技巧
字幕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 译者应充分认识构成矛盾的各种因素， 采取恰当的方式，
从受众方面入手， 灵活运用翻译归化策略， 实现翻译目的。
（ 一） 网络流行用语拉近审美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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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网络流行语深受广大受众的喜爱， 在美剧汉译字幕中运用网络流行语， 也逐渐成为一种新
的翻译趋势。 在美剧字幕翻译的过程中， 为了拉近与中国受众的审美距离， 译者要充分了解美国影视
作品汉译字幕的特点， 并根据时代嬗变， 巧妙地添加一些网络流行语， 为中国观众创造熟悉的语言和
文化氛围。 ［６］ 下面以美剧 《 生活大爆炸》 的汉译字幕为例， 分析在字幕翻译 过 程 中 对 网 络 流 行 语 的 运
用。 佩妮 听 说 谢 耳 朵 新 交 了 一 个 女 友， 十 分 好 奇， 于 是 说，

“ Ｉ ａｍ ｓｏ ｄｉｇ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ａｍｙ ” 此 处，

“ ｄｉｇｇｉｎｇ” 是挖掘、 发掘的意思， 译者运用网络流行 语 译 为 “ 八 一 八” ， 表 示 要 好 好 八 卦 一 下 他 们 了。
这里译者采用归化策略， 借用互联网流行词语 “ 八 一 八” 把 “ ｄｉｇｇｉｎｇ” 的 含 义 生 动 形 象 地 展 现 出 来，
中国青年受众就能够轻松理解佩妮该句台词的含义。

运用网络流行语进行字幕翻译的相关例子还有很多， 出现在美剧汉译字幕中的还有一些热门词汇
如 “ 山寨” “ 坑爹” 等。 例如， “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ａｔ ｄｏｗ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ｓｔｅａｌｓ ｉｔ ” 此处译者用流行语
“ 山寨” 代替 “ 剽窃” ， 译成： “ 你应该把这句话写下来， 免得被人山寨了。”

译者在美剧字幕翻译中应有高度的受众意识， 明确该美剧的受众群体， 针对受众群体喜好， 运用网

络流行语。 汉译字幕中像 “ 淡定” “ 坑爹” “ 神马” “ 卖萌” 等网络流行语的借用， 给美剧增添了不少
色彩。 《 生活大爆炸》 这部美剧在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 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高质量的翻译， 合理借用网
络流行语， 使中国受众更好地理解该剧中的冷幽默。
（ 二） 专有名词符合期待视野
在美剧字幕翻译的过程中， 一些生僻的名词是英语独有的， 而汉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表达， 如果直译
出来中国受众会不知所云。 译者应观照美剧创作相应的文化和时代背景， 注意其语言特点与相关的修
辞。 在翻译中有些地方涉及地域文 化 和 一 些 专 业 名 词， 语 言 晦 涩 难 懂， 还 有 个 别 难 以 理 解 的 长 句 等，
不仅要理解作者的源语语言所表达的意思， 还要试着使用目的语不减风味地将其翻译出来， 这就涉及
归化时应合理使用专有名词， 例如， 在美剧 《 生活大爆炸》 中谢耳朵发明了一个机器人， 佩妮对着机
器人说， “ Ｗｈａｔ’ ｓ ｕｐ， Ｓｈｅｌ － Ｂｏｔ？” “ 怎么了， 谢童木？” “ Ｓｈｅｌ － Ｂｏｔ” 是由谢耳朵英文名字 “ Ｓｈｅｌｄｏｎ”

的词首和机器人 “ ｒｏｂｏｔ” 的词尾相结合， 构成的一个新的专有名词。 它的本义是 “ 谢机器人” ， 译者采
用归化策略， 拿中国观众熟知的阿童木来代替机器人， 译为 “ 谢童木” ， 给原本没有生命的机器人注入
了鲜活的血液， 非常形象生动， 能使中国受众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 三） 成语典故提升文化品位
中国观众和美国观众拥有的背景知识不一样， 若想要中国受众在欣赏同一部美剧时， 达到与美国
受众相同的接受效果， 汉译字幕起关键作用。 ［７］ 尤其是对一些费解的内容， 如果字幕组在翻译后又加了
相当数量的注释， 观众极有可能来不及看就跳转到下一条了。 但如不加注释， 观众又难以理解其蕴含
的深意，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运用中国受众熟知的成语典故， 提升文化品位， 语言也凝练简洁些， 易于
接受。
在美剧 《 越狱》 中有一个场景是男主角 Ｍｉｃｈａｅｌ 好言规劝 Ｃｏｏｐｅｒ 加入他们的越狱小组， 而 Ｃｏｏｐｅｒ 觉

得新来的 Ｍｉｃｈａｅｌ 简直是异 想 天 开， 于 是 说， “ Ｔｈｒｅｅ ｄａｙ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ｈｅ’ 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ｒａｂｂｉｔ ” 译者把 “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ｒａｂｂｉｔ” 归化翻译为 “ 大闹天宫” ， 灵活运用了成语， 可谓雅俗共赏。

在美剧 《 越狱》 的字幕翻译中， 译者充分运用了汉语的成语、 典故， 以观众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方

式来翻译。 可见， 美剧的字幕翻译要合理地运用归化， 尽可能考虑两国的语言与文化差异， 使中美观
众能拥有基本相同的审美感受和文化体验， 并在此基础上兼顾文化品位。

三、 美剧汉译字幕归化策略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美剧汉译字幕要充分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及译文的流畅自然， 因此， 使用归化策略是必然的， 但也

第６期

曾耀农

薛

丹： 论美剧汉译字幕归化策略的运用

５７

要注意下述问题：
（ 一） 避免失去源语色彩
美剧字幕翻译中过度归化的现象由来已久， 在观众喜爱的流行影视剧中常会见到网络流行语被过
多运用， 汉语观众也常常觉得匪夷所思。 ［８］ 为了吸引眼球、 追求喜剧效果， 美国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中
大量使用网络流行语， 牺牲了源语 （ 英语） 的信息， “ 忠实” 让位于 “ 搞笑” 。 比如， 美剧 《 生活大爆

炸》 第四季第 １５ 集中， Ｌｅｏｎａｒｄ 为了争取科研经费， 英勇地 “ 被潜规则了” ， 为科研项目做出了牺牲。
在豪车上时， 赞助者 Ｍｒｓ Ｌａｔｈａｍ 说， “ Ｔｈｅｒｅ’ ｓ ｎｏ ｑｕｉｄ ｐｒｏ ｑｕｏ ｈｅｒｅ ” “ Ｑｕｉｄ ｐｒｏ ｑｕｏ” 是一句拉丁语，
意为 “ ｔｈ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ａｔ” ， 表示 “ 等价的交换” ， 有其文化内涵。 她的意思是无论 Ｌｅｏｎａｒｄ 怎样， 她都会给他
赞助费。 而字幕组不懂原文的文化特征， 翻译成了： “ 爱情不是我想买， 想买就能买” 。 字幕组借用了
流行歌曲 《 爱情买卖》 来解释该句拉丁语， 为了把当年那句很火的歌词 “ 爱情不是你想卖， 想卖就能
卖” 套用上以达到搞笑效果， 字幕组不惜牺牲 “ 忠实性” 原则， 迎合中国观众的大众口味。
（ 二） 避免过度本土化现象

美国影视作品字幕翻译的过度本土化是指过分使用目的语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文化意象来阐释和替
代源语语言表达形式和 文 化 意 象， 表 面 使 汉 语 观 众 易 于 理 解， 实 际 上 造 成 翻 译 的 交 际 与 功 能 不 对 等，
具体表现为过度使用中国口语、 谚 语、 方 言， 过 分 使 用 典 故、 诗 词、 成 语， 从 而 与 美 剧 主 题、 类 型 与
风格不符， 造成中国观众理解上的困难。 ［９］ 在美剧 《 生活大爆炸》 就有很多过度本土化的例子。
例 １： Ｐｅｎｎｙ ｉｓ ｃｕｃｋｏｏ ｆｏｒ ｃｏｃｏａ ｐｕｆｆｓ

这句话原意为 “ 佩妮喜欢吃可可松饼” ， 比较容易理解。 而字幕组翻译成了 “ Ｐｅｎｎｙ， 亲你的次数

就跟脑白金广告一样多。” 译者滥用文化意象替代， 反而使观众难以理解。
例 ２： Ｙｏｕｒ ｌａｃｋ ｏｆ ｆｅｍｉｎｉｎｉｔｙ ｗｏｒｋｓ ｔｏ ｏｕｒ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 ｌａｃｋ ｏｆ ｆｅｍｉｎｉｎｉｔｙ ｗｏｒｋｓ ” 应翻译成 “ 阳刚气质” 更妥当， 而字幕组翻译成了 “ 你纯爷们的气质对

我们很有利” 。 译 者 过 度 使 用 中 国 北 方 俗 语， 有 些 不 伦 不 类， 因 为 剧 中 人 物 与 中 国 北 方 人 特 征 并 不
相符。

例 ３：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ｓｔｏｎｉｓｈｉｎｇ

在这里的 “ ａｓｔｏｎｉｓｈｉｎｇ” 原意应该是 “ 震惊” ， 而字幕组将该句翻译成 “ 太让我鸡冻了” ， 不太符合

原文意思。 我们支持翻译创新， 但过度使用本土网络词汇， 篡改原文的本意， 改变了原句的风格， 反
而会影响观众对影片的欣赏。
在美剧 《 老友记》 中也有一些过度本土化的翻译， 例如， 第七季中， 有一个片段是女主角 Ｍｏｎｉｃａ

展示自己的厨艺， 其中有一道菜叫 “ ｒａｖｉｏｌｉ” 。 美剧字幕翻译者用归化策略把它翻译成我国的 “ 云吞” 。
其实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曲解， ｒａｖｉｏｌｉ 其实是一种意大利的方形饺子， 一般夹着奶酪馅， 通常搭配酱汁食

用。 不管是制作方法还是外型上， 意大利的 ｒａｖｉｏｌｉ 都与我国的云吞不太一样。 如果字幕组翻译成云吞，
可能会使我国受众造成认知上的误解， 他们会以为美国人也喜爱中国的云吞。 这是字幕翻译过度本土
化造成的认知上的错误。
本土化的翻译方式能够较好地弥补中西文化隔阂， 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但本土化不能被滥用，
否则会造成观众的理解偏差， 不利于跨文化传播的顺利进行。
（ 三） 归化与异化相结合
美国影视作品异化翻译作为一种结合地域文化气息的翻译方式， 是翻译界的创新， 也是一种技巧
性较强的翻译方式， 能更好地开拓观众的文化视野， 拉近两国的文化距离。 美剧 《 生活大爆炸》 就有
一部分字幕翻译使用了异化策略， 在第十集中， 霍华德与岳父一家人吃饭前， 岳父作祷告， 字幕组将
祷告词翻译为 “ 主， 求你降福我们并降福你惠赐的这次晚餐， 我们的主基督， 阿门” 。 基督教作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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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此处的饭前祷告。 随着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中国
观众对这些仪式也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 因此， 此处译者采用异化策略十分妥当， 更有助于加深中国
观众对基督教文化的了解。
对美剧 《 卡萨布兰卡》 中的一段台词， 我们可以分别用 “ 异化” 与 “ 归化” 两种方式翻译， 得出

两者不同的传播效果。 “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ｍｙ ｈｏｍｅ ｉｎ Ｅｄｍｏｏｎｔｏｎ ｗａｓ ａｎ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ｏｆ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ｎ ａ ｔｒｕｃｋ － ｓｔｏｐ ｒｅｓｔｕａｒａｎｔ， Ｉ ｓａｔ ｓｔａｒｉｎｇ ａｔ ａ ｇｌａｓｓ ｏｆ ｃｈｅａｐ ｒｅｄ ｗｉｎｅ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ｇｉｎ ｊ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ｈｅ ｗａｌｋｓ ｏｕｔ ｏｆ ｍｉｎｅ ”

如果用 “ 异化” 的方法来进行翻译： “ 在我开车回到埃德蒙顿的路上， 我陷入了无尽的悲伤之中。

随后， 我来到一家汽车旅馆， 端着一杯廉价红酒出神， 觉着这世上有那么多家旅馆， 她终究还是走出
了我的那一家” 。 最后一句， 会让中国观众难以理解。

如果用 “ 归化” 的方法来进行翻译， 差别会在最后一句： “ 弱水三千， 终究我已不是她那瓢中的一

壶水了。” 运用中国成语 “ 弱水三千” ， 会使中国观众觉得亲切， 似乎是身边发生的故事。

由此可见， 归化与异化虽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但是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结合得好将使美剧

更具艺术魅力。 美国影视作品字幕翻译过分归化会导致文化错位、 文化误导的形成； 而字幕翻译过分
的异化， 则会使译文过于生涩难懂， 成为一种令人难受的 “ 洋腔洋调” ， 甚至使作品失去美国的文化特
征。 在翻译实践中不能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 否则， 会容易引起理解的歧义。 在美剧字幕
汉译中不应有完全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 或完全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单一翻译方式， 过度的异化
或归化都有损译文的质量， 均不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 因此， 在美剧的字幕翻译中应把两者巧妙地统
一起来， 而统一的 “ 度” 则显示了翻译者的语言能力与文化修养。
参考文献：
［ １］ 姚洁  电影字幕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传递———基于电影 《 赤壁上》 的个案分析 ［ Ｊ］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２０１０ （ １７） ：
２０－ ２１

［ ２］ 杨群艳  影视字幕翻译的归化策略 ［ Ｊ］  电影文学， ２０１１ （ １６） ： ３２－ ３４

［ ３］ 牛莉莉  吸血鬼的言辞———从 《 吸血鬼日记》 看字幕翻译的特点 ［ Ｊ］  海外英语， ２０１２ （ ４） ： ５４－ ５５
［ ４］ 夏红英  文化视角下英美影视字幕翻译现状与策略 ［ Ｊ］  电影文学， ２０１４ （ ３） ： ３５－ ３８

［ ５］ 张蕊  我国互联网上民间译制小组研究 ［ Ｄ］  北京邮电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０： ２４－ ２７

［ ６］ ＫｅｎｄａｌｌＬ Ｗａｌｔｏｎ Ｍｉｍｅｓｉ ａｓ Ｍａｋｅ－Ｂｅｌｉｅｖｅ ［ 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２２－ ２５

［ ７］ Ｎｉｄａ， Ｅｕｇｅ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３２－ ３５
［ ８］ Ｓｔｅｉｎｅｒ， Ｇ Ａｆｔｅｒ Ｂａｂｅ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 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５： ４１－ ４４
［ ９］ Ｂｅｌｌ， Ｒ 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ｏｎ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２９－ ３２

［ 责任编辑： 高辛凡］

１４８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第 ２４ 卷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ｎｇｈａｉＳｉｎｐａｏ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Ｈｅ Ｑｉｕｈｏｎｇ ＆ Ｇａｏ Ｙａｎｇｙａ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ｎｇｈａｉＳｉｎｐａｏ （ １９１３ － １９２９） ｗａｓ ａ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Ｎａｎｔ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ｓ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 Ｂ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ａｌ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１７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ｉｔｓ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ｇａｖ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ｙ ｌｏｏ⁃

ｋ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ｓｈａｒｐ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ｎｔｌｅｓ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ｃ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ａｄ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ｓｅｌ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ｖ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ＴｕｎｇｈａｉＳｉｎｐａｏ ｃｏｍｍｅｎ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ｓｏｍ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ａ ｓｅｎｓｅ， ｉｔｓ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ｎｏ ｌｅｓ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ｊｏｒ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ｓ ａ ｌｏ⁃

ｃａｌ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ｉｔ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ｂｏｔｈ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ｃｈａｏ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ｉｎ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ｉｎ
ＵＳ ＴＶ Ｓｅ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ｖｉｏｕｓ Ｍａｉｄｓ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ｈｕａ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ｉｄｓ ｂｕｉ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ＴＶ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ｅｖｉｏｕｓ Ｍａｉｄｓ，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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