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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通常以民 － 汉 － 外的翻译方式进行，是一种二度翻译，存在着汉语译者和

外语译者在视域上的二度融合。在以文化翻译而非语言翻译为取向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中，民族志翻译借鉴
人类学和民俗学口头程式、表演和民族志诗学等理论和方法，在翻译中提供大量的民族志文化信息，充分体现少数
民族文学口头性和创造性特点，为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提供新的方法指导和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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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ographic Transl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Qiang Ethnic Literature
DUAN Feng
（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China）
Abstract： The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is generally carried out by translating minority
language into Chinese and then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 It is a double translation and a double fusion of horizon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or and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or． Ethnographic translation，assisted by Oral Formulaic Theory，Performance Theory and
Ethnopoetics in Anthropology and Folklore，provides as much as possible ethn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pays full attention to orality and
creativity of the minority literature，thus providing new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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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指的是将少数民族文学

懂民族语言和外语的双语人才匮乏 。在少数民族文

作品翻译成外国语，如英语等，它和少数民族文学翻

学对外译介中，译者直接把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外

译略有差异，后者范围更广，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作

语的情况并不多见，
大多数的翻译还是先将少数民族

品的汉译以及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 。我国少数民

语言翻译成汉语，再将汉语翻译成外语，即民 － 汉 －

族文学对外译介研究，在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领域

外的翻译过程。这实际上是将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

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地位。相对于汉民族文化典籍和

介分为了两个部分，首先是懂民汉语言的译者将少

文学经典的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对外译
介在数量上要少得多，这导致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作

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然后再由懂汉外语言
的译者将汉语本翻译成外语。通常这两部分译者分

品的对外译介研究也缺乏应有的关注。 长期以来，

属于中文和外文两个领域，由于各自的关注点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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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两个领域的译者也甚少交流，客观上使得少

族志学者对待他族文化、再现文化他者的立场和方

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被隔离成两个阶段 。少数民族

法。民族志的跨文化特性决定着民族志实践就是一

文学对外翻译实际上是一种二度翻译 ，也是汉语译

个对他族文化阐释的过程，或称翻译的过程。 人类

者和外语译者在视域上的二度融合，而这种二度翻

学家埃文斯 · 普里查德 （ Evans － Pritchard） 在 1951

译因民译汉和汉译外两个环节互不相涉而显得相互

年的一次报告中，把民族志研究的中心任务描述为

脱节。在这种情形下，外语译本如何能尽可能完整

［1］17
； 1973 年，另 一 位 人 类 学 家 利 奇
“文化 翻 译 ”

地传达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结构和意义，减少汉语

（ Edmund Leach） 也提出，他所从事学科的“根本问

文本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归化翻译 ”所带来的影

题是翻译问题”，并得出“社会人类学家从事的是创

响就成为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

立文化语言翻译的方法学 ”的结论

题。

实践涉及对他族语言的转写和翻译，他族语言的形

［1］16

。 民族志的

少数民族文学广泛存在于民间，同一部作品有

式通常是口语的，所以民族志翻译的过程是从口语

多种版本存在，且不断变化和发展，翻译中的原文本

到笔头，即将他族口头语言文本化的过程。 由此我

很难确定； 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也使得意义的删减

们可以看到，语符之间的转换仍然是民族志实践的

和增添成为常态。传统和民间的少数民族文学通常

一个基本任务。这一点和我们所熟知的翻译，即文

是以口头化形态的形式而存在，翻译实际上是一种

学或非文学的翻译并无不同，语言对比和差异分析

文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民译汉还是

是这个层面上翻译的主要工作。但民族志翻译的内

汉译外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意义的流失或增加 ，少

容却不仅限于此，民族志翻译的根本任务还要去表

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由于其二度翻译的特殊性 ，这

现他族文化。所以，民族志翻译的另一层意义和任

个问题更加突出。 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目的

务是将整个他族文化作为文本进行翻译以表现他族

是，在外语译本中保留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特点和

文化，在这个层面上的民族志翻译并没有我们通常

艺术审美特征，即少数民族文学有别于汉语文学和

所认为的原文本存在。民族志翻译基于他族语言文

外国文学异质的东西，向外国读者展现中国少数民

本，
又远远超越他族语言文本，其阐释、修辞和写作

族文学文化独特的魅力。如何在外语翻译时和少数

的特点远远大于忠实于原文和等效于原文意义的翻

民族文学“直接见面”，仅仅延续民 － 汉 － 外的语言

译标准。民族志翻译赋予了翻译者很大的权利，有

路径显然是不行的，需要我们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

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原文本的对他族文化的理

对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有一个新的思考 ，即少数

解与书写； 但同时也给予了翻译者很大的伦理责任 ，

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不仅仅是民 － 汉 － 外之间的语

即译者的职业操守和译者通过翻译所表现出的对他

言转换，而且是一种将少数民族独特优美的文学审

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与翻译学领域所研究的从书

美和文化意蕴传达再现给外国文化的文化翻译 。在

面文本到书面文本不同，民族志翻译的对象主要是

这种文化翻译中，是沿用传统的以忠实和对等为取

活形态的口头文本，即在社会和历史的语境中，高度

向的文学文本翻译策略，还是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文

地方化的特定口头文本，如史诗、歌谣、祭祀文、布道

学的产生语境、性质特征和接受形式，从一种跨学科

词等具有强烈文化色彩的口头文本 。少数民族文学

和他学科的视角去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翻译并

具有广泛的口头文学特性，其特有的动态性、即时

确定其相应的翻译策略，这是目前少数民族文学对

性、语境化和地方性都使得口头文学的对外译介在

外译介所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将人类学和民俗学

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书面文本的翻译 。将少数民族文

领域中的民族志翻译，以及程式、表演和民族志诗学

学的对外翻译固定在民 － 汉 － 外的语言翻译模式

等相关理论应用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研究中 ，

上，除了语言障碍而不得已而为之以外 ，这也反映了

将会给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带来新的方法指导和

我们习惯于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汉民族主流文学中

研究视角。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忽略了不同民族文学所拥有

一、民族志翻译与表现他族文化

的审美特性和族群文化异质性。少数民族语言的口

民族志翻译源于民族志的实践。在文化人类学

头文本，甚至用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都有

中，民族志的撰写是文化表述的重要方式 ，包含着民

其独特的美学取向和文化诉求，局限于语言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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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解决的只是语符转换的问题。 将翻译置于源

信息。对于英译者而言，拘泥于语言层面上的翻译

语和译语双重文化的语境下，将文化而非语言作为

也就在所难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也说明在少

翻译单位，并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这是民族志文化

数民族对外译介中，采取民族志翻译的观念和策略

翻译观的主要内容。

所具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如何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 ？ 美国学者

就翻译策略而言，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宜

本德尔 （ Mark Bender） 认为有三种方式。 一是基于

更多地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具体而言，可更多采取

第二种语言的翻译，如前面所提到的将少数民族语

直译加注释的深度翻译方式。这样既能满足目标语

言翻译成汉语，然后再将汉语翻译成外语，其中汉语

读者对异域文化的阅读期待，又能使少数民族的独

就成为第二种语言。这种翻译着重语言层面上的转

特文化与艺术之美得以表现。从跨文化交际学的意

换，
缺乏源语（ 少数民族语言 ） 文化的相关信息。 第

义来讲，也可以使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在一个全

二种方式是在第一种方式的基础上，附加上大量关

球化的世界中得以彰显，使它们的文化身份诉求得

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信息，包括口头文学讲述者

以传达。民族志翻译特别强调翻译具有表现他族文

的信息和场景信息，以及在第二语言文本中提供相

化的功能，强调将他族文化作为文本来细读和阐释

对照的原文本，这为将第二语言翻译成外语提供大

的必要性。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是一个具体的

量的民族志信息。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将少数民族语

民族志实践过程，少数民族文学的译者首先应是一

言翻译成外语，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民族志翻译方式 ，

个民族志学者，需要具有跨文化的意识，尊重文化多

可以最直接地体现所要翻译和表现的少数民族文

元的情怀以及具有文化研究的手段和方法 。

二、程式、表演、民族志诗学与羌族文学

化，但这种翻译的操作性受各种因素的制约 ，很难实
［2］143 － 144

现

。现实且具操作性的方式是第二种翻译

方式，这要求汉语译者和外语译者之间的通力合作 ，

对外译介
2008 年 5 月的汶川大地震以极其惨烈的方式

汉语译者在汉语文本中尽可能地提供口头文本的历

将羌民族推显在世界面前。 羌族所居住的阿坝、平

史社会信息，讲述人的在场表演信息，以及提供原始

武和北川等地遭受重创，其中北川羌族民族自治县，

记录转写文本等丰富的民族志资料，使得外语翻译

中国唯一的一个羌族自治县更是遭受灭顶之灾 ，羌

者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对于外语译者来

族同胞损失惨重，羌族文化亟待抢救。 世界人民为

讲，需要有一种“介入 ”的积极态度，即采用民族志

东方这样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所遭受的厄运扼腕

的田野 工 作 方 法，如 参 与 观 察、细 读、深 度 描 写

叹息，但同时也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在世界关注的

（ thick description） 、再阐释（ re － interpretation） 等等，

目光中，羌族文学的对外译介对这样一个古老民族

对文本及文本之外的材料进行仔细梳理 ，并通过与

文化的重振，对羌族文化的认知以及羌族文化身份

汉语译者的合作，将民 － 汉 － 外三种语言贯穿起来，

的确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打破语言的隔阂，跨越语言的界限，将原生态的少数

同任何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一样 ，羌

民族文学文化生动地呈现在世界其它国家的文化面

族也以其丰富的口头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大家庭的一

前。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国内最早开

员。羌族在历史上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恶劣的

始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成英语。1957 年，戴乃迭翻

环境，生存的挑战不断洗礼着这个民族，使传统羌族

译并出版了云南撒尼族叙事长诗《阿诗玛 》（ Ashi-

文学，如羌族史诗充满了沧桑和厚重感。 羌族口头

ma） ［3］； 1962 年，戴乃迭又同杨宪益一起将壮族歌

文学分为古代神话史诗和民间歌谣两大部分 ，前者

［4］

舞剧《刘三姐》（ Third Sister Liu） 翻译成英语出版

。

以《羌戈大战》和《木姐珠和斗安珠 》为代表，后者则

这两本译著对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具有

散落在民间，和羌族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联系，不计其

重大的意义。在两本译著的前言中，两位译者都表

数。

示英译本是基于当地文化局和歌舞团收集 、整理的

将羌族口头文学译介到国外，理解是译介工作

汉语本而译成的。将汉语本与英译本两相比较后发

的基础。“口头诗歌是与文人诗歌有着极大的差异

现，
在汉语本中已经缺失了《阿诗玛》和《刘三姐 》作

的作品形式，不可以简单套用研究文人书面作品的

为撒尼族和壮族的民族诗歌所具有的大量的民族志

方法来研究这些口头创作、口头传播的作品。”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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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民俗学家帕里 （ Milman Parry） 和洛德 （ Albert

民歌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比兴、烘托、委婉、白描、铺

Lord） 所创立的口头程式理论 （ Oral Formulaic Theo-

陈等都是常用的修辞方法。如使用比兴的手法：

ry） 认为，口头文学由于其口耳相传的特点，其内在

“一颗树儿九枝桠，又结葡萄又结瓜。 又结南

的文学语言结构形式具有稳定性，以此保证在千百

山豇豆子，又结四川牡丹花。”此民歌用树来比喻人

年能长期的流传； 口传文学能保持其在程式、主题和

家，言此家人多，用南山豇豆子和四川牡丹花来言此

叙事方式上的相对稳定性。 深入文本之中，梳理文

家人好

［7］19 － 26

。

本之中具有规律性的特征，既关注口头文本普遍性

“远看贤妹身穿花，十人看到九人夸，观音看到

的特征，如中西方史诗中的主题、叙事演进的相似

忙下马，和尚看到不出家 ”。 此民歌赞姑娘之美，但

性，也关注某一特定民族独有的表述程式 ，后者往往

通篇只用了“看”字，便把姑娘之美淋漓尽致地表达

成为理解和表现这一特定民族独有的审美和文化特

出来了

［7］19 － 26

质的关键。

。

帕里 － 洛德口头程式理论提供了一个文本分析

以羌族史诗《羌戈大战 》为例。《羌戈大战 》描

方法。羌族文学，尤其是羌族史诗，在主题、程式、叙

述的是羌族的祖先从西部迁徙到岷江上游定居的历

事等方面，都有着与世界上其它民族文学共享的结

史，由长途跋涉，遭遇戈兵，与戈大战，神灵暗助，最

构性特征。这说明文学是一门人学，世同此心，心同

终获胜，兴建家园，繁衍后代，民族延续等部分组成。

此理，羌族文学与其它民族文学共享着许多相通的

《羌戈大战 》篇幅不长，但具有西方英雄史诗的 雏

东西，这些相通的特征为羌族口头文学的翻译 ，在异

形，其英雄落难，恶魔肆虐，神明高照，悲喜结局等主

域文化中被理解和接受奠定了基础。 同时，我们也

题和叙事模式与西方史诗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

应看到，口传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是在具体的民族文

另一首羌族史诗《木姐珠与斗安珠 》则描写了

化语境中进行的，其独有的语言艺术表达方式成为

一对彼此忠贞的男女青年，奋力抗争，冲破阻拦，终

共性中的个性，普遍性中的差异性。所以，通过具体

成眷属的故事。史诗由倔强公主，牧羊少年，龙池巧

的田野研究方法，发现羌族文学的差异性特征，这对

遇，赠发定情，大胆求婚，三破难题，火后余生，再次

羌族文学的对外译介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羌族文学

求婚，险遭毒计和创造幸福等部分组成。 同样，《木

和文化区别于其它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异质部分 ，也

姐珠与斗安珠》中所表现出来的爱情主题以及叙事

是最具有羌族独特民族性的部分。

顺序，与西方史诗形态的爱情抒情长诗的主题和叙

当代 美 国 人 类 学 和 民 俗 学 的 另 一 个 重 要 理

事模式具有相似性。口头文学在传播过程中高度程

论———表演理论 （ Performance Theory） ，对少数民族

式化的观点对羌族文学的对外译介尤为重要 ，它从

口头文学对外译介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指导作

理论上解决了羌族文学的可译性问题 ，以及在另外

用。表演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鲍曼 （ Ｒichard Bau-

一个相距甚远的文化中被接受的可能性问题 。

man） 认为，表演是一种言说的方式，口头艺术就是

同样，口头程式理论还为我们提供了在羌族口

［8］32

表演

。表演理论所关注的是正在发生中、正在

头文学中发现其固有的，带有区别性特征的结构程

活动中的民间口头艺术文本，所研究的是它们的交

式。羌族文化中保留着不少淳朴厚重的古代遗风 ，

流形式和交流过程。表演理论改变了传统的以文本

羌族人能歌善舞，民歌在羌族民间有着巨大影响，传

为中心，从文本到文本，研究抽象的、往往被剥离了

承着不少优秀作品。 羌族的男女老幼都会唱民歌，

语境关系的口头艺术文本的做法，将文本还原给语

其民歌有山歌、情歌、酒歌、风俗歌、劳动歌、时政歌

境，以表演为中心，关注口头艺术文本在特定语境中

等等。羌族民歌的艺术特色包括唱词结构和调式独

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其形式的实际应用 。对于译者而

特。羌族民歌歌词多为 4 或 7 个音节一句，类似于

言，口头文学的讲述过程应该是一个表演的过程 ，作

汉语中的四言诗与七言诗。 采用调式多为羽、徽调

为演员的讲述者在演出当下的即时发挥 ，表演场景

式为主，多用五声、六声音节，偶尔也用四音音列或

等非语言因素，都应被译者纳入对于口头文学的整

［6］190

。 羌族民歌语言丰富，通过巧妙运

体理解之中。而后，当译者将他所理解和阐释的口

用，表达含蓄、深沉、生动、形象、幽默、风趣、朴素、华

头文学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的时候 ，译者的翻译

丽、抒情、伤感等情绪，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 羌族

行为也是一种表演。 在羌族古老文化的传承中，有

七声音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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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角色———释比。释比，汉族称为端公，羌

民族志诗学的学者们在研究美国印第安部落的口头

族又称为许、比、释古、释比等。 释比是古老的羌民

文本被翻译成英语的情况后，对以往的翻译加以否

族遗留至今的一大奇特原始的宗教文化现象 。释比

定，认为以往的翻译泯灭掉了印第安少数民族文学

是羌族中最权威的文化人和知识集成者 。羌族的许

特有的语言特征和审美特征。他们希望通过深入部

多民俗能够存留到今天，除了社会历史等方面的诸

落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民族志调查方式 ，对部

多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释比对释比经典的

落口头文本重新进行转写和翻译； 通过具体的、具备

讲述和演绎。以羌族史诗《羌戈大战 》为例，《羌戈

操作性的翻译模式，开展对部落口头文本的翻译实

大战》既是羌族的民族史诗，也是一部著名的释比

验，以张显部落口头文本中独特、本质的艺术魅力。

经典。释比在《羌戈大战 》的程式结构下，根据不同

部落口头文本的讲述是一个表演的过程 ，语言只是

的场合，不同的观众，口头演绎着这部经典。不同地

构成表演诸多要素中的一种。翻译是要完整地再现

方的释比对《羌戈大战 》的不同演绎也会形成不同

这种表演的过程（ 实际上翻译也是一种表演 ） ，一切

的口头版本。释比在口头讲述过程中根据不同的语

与表演相关的要素都要尽可能地被再现出来 。 其

境所表现出来的即时性和突出性来表示口头文学的

中，口头文本诵读、吟唱所用的声音的大小、高低、急

讲述，其讲述具有非常突出的表演性质 ，讲述者所显

速、缓慢、停顿、轻重等等，都需要再现出来。再现的

示的对口头文本的操控和创造意图非常明显 ，但同

方式可以采取打破通常的文字印刷方式，通过大小

时又必须遵守着口头文学讲述中的规定模式 。当译

写、黑体字、上下划线、连线、破折线、断行等再现上

者要将羌族文学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 ，他就成了

述的表演要素，以唤起我们阅读文本时的声响感。

目标语和目标文化眼中的“释比 ”。 翻译成为一种

翻译文本是一个综合性的立体文本，印刷符号的视

表演，表示任何翻译都是一定场合和时间的产物 ，都

觉冲击力唤起我们在阅读时的吟唱，在吟唱中体验

是译者的创造性成果。在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中

到的是部落诗歌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以及所传达出的

尤其讲究“译创 ”，即“翻译加创作 ”，这是由于口头

文化魅力。

文学原文本的不确定性和译者在翻译过程的创造性

羌族情歌在实际演唱时，每首歌几乎都加有语

所决定的。 传统译论中的“忠实于原文 ”在口头文

气词，如啊、啦、喂、呃、嘞、咳、哟、哦、喏、喔、嗬、娓等

学的翻译中基本不适用，译者同时也作为一名表演

词。如《 耕地歌》中主要表现劳作的艰辛和对牛的

者，在将一个民族的口头文学译介到另一个文化时 ，

怜悯：

译者会根据翻译的目的，源语文化的规范，译语文化

瓦依拿啦，我年轻的犏牛俩，你俩跑得多快

的期待等等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 同时，译者尤

啊，象插翅腾飞呀。转弯了，我的犏牛俩，你俩

其注意口头文学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的讲述语

多辛苦啊，我也心痛你们，看到地头边啊，已快

境，以及讲述人和观众等等非文本的因素 ，尽可能地

耕拢了。

表现出口头文学所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 。

又如《 割麦歌》中表现人们丰收时欢乐，喜悦的

如何在翻译中去表现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独特的
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 民族志诗学所开展的翻译实

［7］19 － 26

心情：
呀呀拉呀米子，这块地的麦子长得好，也

验同样给我们带来启示。 民 族 志 诗 学 （ Ethnopoet-

很饱米。快收割吧，快收割吧，都象这块地，

ics） 和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一样，专门研究少数

收成该多好。

民族 口 头 文 本，代 表 人 物 有 鲁 森 伯 格 （ Jerome

还如《 挖窝子歌》表现挖窝子时人们你追我赶，

Ｒothenberg） 和特德洛克 （ Dennis Tedlock） 。 民族志
诗学学者认为，部落口头艺术具有其独特的语言和

［7］19 － 26

不甘落后的情形：
挖啊挖，快快挖，我已经挖起走了，你赶快
［7］19 － 26

审美特征，以及其独有的讲述表演方式。 部落口头

跟起来。

艺术表演中的每一个声响，每一个修辞形式，都具有

如何将羌族民歌中这些具有生命力的语气词 、

其独特的美学意义，需要我们去体验它们，尊重它

重复词在译文中反映出来，是采取异化的策略，努力

们，
并打破惯常的书写方式，利用多种手段，将它们

在译文中再现少数民族民歌的声响之美 ，还是采取

完整地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在不同文化的人们面前 。

一种归化的策略将其消隐在译文中，通过译文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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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峰： 民族志翻译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以羌族文学为例

歌步韵来表现，以达到功能对等的效果，这对于少数

注重展示差异，这一点特别适合少数民族文化差异

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译者而言需要做个选择 。译者

性的表达诉求和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学文本的传承

清楚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是一种民族志翻译 ，而

需要，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具有特别

非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翻译，这一点非常重要。 民族

的意义。

志诗学学者所做的翻译实验，例如改变译文的文字
印刷方式来表现口头文本所独有的音响特征在实际

参考文献：

的翻译中难以行得通，但我们可以采取音译的方式

［1］ 谢天振．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M］． 上海： 上海外语教

将这些辅助词保留在译文中，并通过注释的方式解
释说明这些辅助词的作用，这样在译文中这些辅助
词将成为羌族民歌的标志。作为民歌这种具有特别

2000．
育出版社，
［2］ ［美］马克·本德尔著，吴珊译，巴莫曲比馍审校． 略论中国少
2005 （ 2） ．
数民族口头文学的翻译［J］． 民族文学研究，
［3］ Gladys Yang． Ashima［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民族性和文化性的文学类型，异化的翻译策略更能
满足译入语文化渴望了解一个异域文化的期待 。

三、结语
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封闭
到开放的过程。 少数民族文学从被“忽视 ”和“遮

1957．
［4］ Yang Hsien － Yi and Gladys Yang． Third Sister Liu［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2．
［5］ 迈克斯·弗里． 口头诗学： 帕里 － 洛德理论［M］． 朝戈金，译．
2000．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蒲新竹，李娜． 羌族民歌的历史与现状［J］． 教育教学论坛，

掩”到“显现”和“表述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族群身
份和文化身份被确认和被尊重的过程 。少数民族文
学的叙事载体从“母语书写 ”到“汉语书写 ”，再到
“外语翻译”，正进入一个跨语言、跨国别、跨文化的
发展空间。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翻译无疑是少

2010（ 8） ．
［7］ 杨碧嫦，陈远贵． 浅析羌族民歌的艺术特色［J］． 阿坝师范专
2004，
21（ 1） ．
科学校学报，
［8］

Ｒichard Bauman．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M］/ / Philip Auslander． Performance：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2003．

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 。民族志翻译通过
强调在翻译中采取直译，并尽可能多地提供民族志

［责任编辑

肖晗］

背景信息便于译语读者理解，在跨越差异的同时更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 上接第 31 页)
⑧

多有学者作过分析，例如《三星堆祭祀坑》第 427 － 432 页。

⑨

比如在郑州商城外侧发现的三个商代中期的铜器窖藏坑，详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 《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
版社 1999 年版。

⑩

因为商代墓葬资料过多，不便逐一列举，可参看朱凤瀚著《中国
青铜器综论》中关于“商代青铜器”部分的论述，上海古籍出版
2009 年版第 855 － 1210 页。
社，

2012（ 3） ： 30 － 31．
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
［7］ 罗泰． 三星堆遗址的新认识［C］/ / 奇异的凸目． 成都： 巴蜀书
2003．
社，
［8］ 孙华． 试论三星堆文化［C］/ / 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 北京： 科学
2000．
出版社，
［9］ 李学勤． 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C］/ /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成都：
1993．
巴蜀书社，
［10］ 李学勤． 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N］． 中国文物报，
1989 － 07 －
21．

参考文献：
1979（ 2） ： 31．
［1］ 冯汉骥，童恩正． 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J］． 文物，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等． 三星堆遗址真武仓
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C］/ / 四川考古报告集． 北京： 文物出版
1998．
社，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星堆祭祀坑［M］． 北京： 文物出版
1999．
社，
［4］ 孙华，苏荣誉． 神秘的王国［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3．
［5］ 张明华． 三星堆祭祀坑会否是墓葬［N］． 中国文物报，
1989 － 06
－ 02．
［6］ 胡绍宗． 神人以和———三星堆器物坑中的图像与巫仪［J］． 内

［11］ 施劲松． 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J］． 考古学报，
2004（ 2） ： 167
－ 168．
［12］ 代丽鹃． 铜曲刃戈形器造型来源及年代试析［J］． 中国国家博
2013（ 7） ： 15．
物馆馆刊，
［13］ 敖天照，王有鹏． 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J］． 文物，
1980（ 9） ：
76．
［14］ 杜金鹏． 广汉三星堆出土商代铜牌浅说［N］． 中国文物报，
1995 － 04 － 09．

［责任编辑

陈玉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