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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水句作为汉语语言中的一种特殊句式,其外译的方法和策略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莫言自传
体小说《变》中的流水句为研究对象,探究葛浩文对汉语流水句的处理方式。基于前人对汉语流水句的
分类,对文本中的流水句进行了搜集整理和分析探究,发现葛译流水句的过程中,对不同种类的流水句的
表达方式进行了重新整合和划分,使得逻辑关系更加明显。
[关键词] 汉语流水句；《变》
；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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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句,葛译中与双主语交替流水句的英

汉语流水句,作为中国汉字语言中

标准,抽象概括单主语流水句和多主语

译方法小异大同,都倾向于对相关人物

句子项的独特表达,是指由多个句段组

流水句(多主语流水句又可下分为双主

和相关动词进行标示和联系,从而使整

成的一种复杂句子,句段与句段之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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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空间性特征不断增强。李昊(2018)指

语包含句中,跨句段指认时常出现,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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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法的结构性,创建汉语自己的句法

究,发现葛浩文对《变》中流水句的处

的应用指不胜屈。在文学作品外译的过

理论,跳出主谓结构框架的束缚。曾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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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注重空间性的汉语流水句句式的

(2021)指出,汉语流水句的英译步骤为

译实例：

独特表达和注重时间性的的结构层次分

句子判界,句内翻译,辅助补充隐含信

3.1单主语承前省略流水句

明的英语之间如何能够成功转化,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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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翻译例证

水句合理性的同时,探究其英译的相关

一个被赶出学校的孤独男童,被校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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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关系来进行翻译。对于双主语交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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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文中的主次,在从句中增加连词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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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结构来表目的。

来表示谓语的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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