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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交际语境顺应为框架对《高兴》英译本进行个例分析,并对该译本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
翻译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希望为更多的文学翻译实践提供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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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Happy with communicative context compliance, and
preliminarily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more literary translation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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