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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的“洪荒之力”:
以 COCA和古代汉语语料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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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香港 999077)

［摘 要］ 文章以“洪荒之力”的翻译为例子，探讨了单语语料库，包括母语语料库与外语语料库在翻译教学领域的潜在
价值与优势。母语单语语料库能帮助译者在解码阶段更好地确定词义，外语单语语料库则能在赋码阶段更便捷地提供地道
的译法。此外，语料库本质上所具有的描述性在很大程度上能降低教学内容与方法的规限性。作为一项先进的教研工具，语
料库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必将推动翻译教学乃至整个翻译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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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贸易、跨境移民、全球化
的兴起和大众传媒的广泛应用，翻译活动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1］。尽管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
改变了世界，但翻译教学模式多年来却一成不变。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基于计算机或网络的
翻译教学模式并没有很好地得到应用。在国内，传
统翻译教学多遵循教师的经验式、感悟式和师徒式
的教学方法，在翻译教材、课堂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
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2］。作为应用翻译研究［3］

的一个分支，翻译教学研究长期以来缺乏应有的重
视与有效的理论指导，也缺少严谨的实验手段。在
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滞后于翻译实践的发展，而翻
译教学又滞后于一般翻译理论的发展［4］。为了解
决翻译教学所面临的问题，译学界有必要认真考察
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与需求，并修订翻译人才培
养的目标与方式。翻译教学与语料库的结合给翻译
教学法带来了创新，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翻
译教学的局限性。在语料库翻译教学中，学生可以
通过发现式学习和数据驱动学习等方式掌握翻译技
巧，提高翻译技能。语料库翻译教学模式在改变课
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提高翻译教材的编写水平以
及丰富翻译案例等各方面均有实践价值。

一 语料库理论研究与翻译教学研究

一般认为，Baker 是第一个提出将语料库应用
于翻译研究的学者，在其一系列论文里，她推进了语
料库研究的方法论，深入探讨了将语料库方法应用
于研究自然真实语料的可行性［5-7］。Baker 提出了
著名的“翻译共性”假设( 简称 TU) ，并推荐用语料
库研究方法来验证翻译语言的独特性。自此以后，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报道大幅增加，其中有些研究旨
在探讨“翻译共性”这一假设。基于翻译研究的语
料库类型包括: 单语可比语料库 ［8-10］、平行语料库
［11-12］。所探讨的翻译共性包括简化［8，13］、显化［9，11］、
范化 ［12，14］、整齐化［15］及独特项假说 ［16-17］等。随着
语料库不断被用来研究翻译现象，学者也逐渐利用
其来探讨翻译教学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研究发
现，语料库在译者培训方面很有帮助。在过去十多
年里，语料库与翻译教学的结合日益紧密，这不但体
现在研究领域，也体现在实践领域。在翻译教学领
域，语料库的使用范围与其作为工具的角色紧密相
关。研究者探讨不同类型的语料库如何促进翻译教
学，这些研究均在侧面上说明语料库具有教学上的
优势，包括单语语料库 ［18-21］、可比语料库 ［22-24］、双
语平行语料库［25-27］，一次性语料库 ( dispo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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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或 ad hoc corpora) ［22，28-29］，甚至学生翻译档
案库［30］。以上种种语料库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翻
译教学的价值。

二 国内语料库翻译教学研究

近年来，国内译学界逐渐认识到语料库翻译教
学的价值，该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但是，从已
有的研究来看，语料库仍然未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与
国外的同类研究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学者认为，造
成这种情况有诸多原因，包括语料库未被列入翻译
课堂教学大纲，语料库软件过于专业但应用界面不
够友好，翻译业界没有把语料库能力列为必备能力
等等［31］。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在语料库教学方
面，翻译学界的研究是领先于业界需求的，但与语料
库的潜在价值相比，目前的教研现状则显得不足。
在国内现行语料库翻译教学相关的研究中，翻译学
者也探讨了不同语料库在翻译教学的应用，这类研
究主要集中在双语平行语料库［32-34］，而单语语料库的
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以 COCA(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 语料库为主的英语单语语料
库［35］。此外，国内研究者也留意到母语单语语料
库［36］与翻译学习者语料库［37］的潜在价值。虽然国
内翻译学界关于语料库翻译教学的研究并不如国外
丰富，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翻译研究者及教师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开拓性。刘康龙［38］在《语料库
在翻译教学的应用:批评性回顾》一文中指出，目前
语料库翻译教学存在以下问题: ( 1) 不同类型的语
料库各有其优势和局限; 然而，目前为止还没有平
台将不同的语料库收集到一起; ( 2) 翻译教师利用
研究专用的语料库工具( 例如 WordSmith，ParaConc
等) 进行翻译教学，不利于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
和学生体验; ( 3) 尽管语料库在翻译学界被视为有
价值的翻译参考工具，但在翻译业界并未得到充分
利用和重视［39］。当中主要原因便是语料库工具或
平台不易操作，缺乏友好型界面。( 4) 翻译学界也
缺乏纵向及实证研究，因而语料库翻译教学的价值
不能从科学实证上予以证明。因此，语料库翻译教
学在工具改良、业界推广、研究设计等方面均有一定
的改进空间。

三 单语与双语语料库在翻译教学应用中的优劣势

( 一) 双语语料库
与单语语料库相比，双语语料库包含译入语与

译出语，因而能够提供详实的翻译例证，让译者直观
地看到翻译实例，对翻译过程中的文本转换有直接
帮助，这也是双语语料库最大的优势。但是，我们也

应认识到，双语语料库同样存在不足，必须本着谨慎
的原则加以使用。主要有: ( 1) 多数双语语料库本
身基于句子对建立，其文本收集因而受到一定的局
限。具体来说，如果文本由于操纵等原因漏译、不
译、改译、或在段落或语篇层面拆译，那么这些文本
便无法在平行语料库中被收集或体现出来。( 2) 与
单语语料库相比，双语语料库的文本相对局限，且往
往不能囊括所有文本类型。此外，若不能及时更新
语料库，译者便无法从中搜到一些新字词的翻译例
子。( 3) 某些双语语料库并未标明原文文本与目的
文本，如果译者在使用双语语料库过程中所搜到的
例子出自目的文本，译文质量便受到该库目的文本
质量的影响。不加甄别的套用翻译例子，往往会导
致不地道的表达和翻译腔。单语及双语语料库各有
所长，因此在翻译教学或译者培训中推广语料库的
使用，有必要将两者有效结合，以期相得益彰。

( 二) 单语语料库
单语与双语语料库各有优势。然而，单语语料

库在翻译教学中却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内相关
研究也很少，还有很多可供挖掘的空间。针对国内
翻译教学的现状，可以将单语语料库分为单语母语
( 汉语) 语料库与单语外语 ( 主要是英语) 语料库。
目前看来，基于单语语料库的研究多数局限于单语
外语语料库，当中原因也许是大家普遍认为翻译过
程的主要障碍来自外语而非母语。单语外语语料库
在解码( decoding) 阶段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确定词
义，在编码( encoding) 阶段则能避开翻译腔，选择更
加地道的表达方式。然而，这个假设的前提是译者
能够非常熟练掌握母语。而事实上，一种语言有不
同的文本类型，区分口语与书面语，即便资深译者在
母语学习上也必须下苦功夫。有鉴于此，单语母语
语料库在翻译的解码与赋码过程中与单语外语语料
库一样具有价值，不能忽视。虽然单语语料库具有
语料真实、大容量、易于收集等优势，但由于不能直
接应用于文本翻译的转换过程，无法提供直接有效
的翻译方法和答案，导致其普及率不及双语语料库
高。但如果译者能娴熟地使用一些大型单语语料库
( 包括母语与外语语料库) ，一些翻译难题便可迎刃
而解，进而提高翻译技巧和能力，并加深对翻译过程
的认识。

四 个案研究

本研究使用汉语单语语料库“古代汉语语料
库”及英文单语语料库 COCA 来阐明在翻译过程中
结合母语与外语单语语料库的优势，以及如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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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帮助解决具体翻译难题。我们将以“洪荒之
力”的翻译为例，详细分析单语语料库在翻译中的
使用。

在 2016年的巴西里约运动会，我国奥运女子百
米仰泳选手傅圆慧在接受记者访谈时，称小组出线
已用了“洪荒之力”。“洪荒之力”也成了本届奥运
会一炮而红的潮语，引起无数国内外媒体跟进报道。
然而在提到“洪荒之力”时不同媒体的英文翻译却
非常多样化，引起了译界热烈的讨论。我们把相关
媒体对洪荒之力的翻译列表( 见表 1) 。

表 1 国内外媒体“洪荒之力”的英译

媒体 “洪荒之力”翻译

Washington Post and
VOA

mystical power

BBC prehistoric powers; powers strong
enough to change the universe

New York Daily primordial energy; the power of the u-
niverse

CCTV News Weibo prehistorical powers

Daily Mail I played my full potential，used all my
strength!

The Guardian mystic energy

New York Times I have no reservations I use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从以上的翻译看，我们似乎很难评价究竟孰优
孰劣。虽然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读，但追求
与原文在意义和风格上最接近的译文仍然是必要
的，下面我们将用语料库方法来阐明。

( 一) 利用古代汉语语料库对“洪荒”进行语义

辨析
首先，考虑到“洪荒之力”乃是一个古语，我们

借助古代汉语语料库先对词义进行辨析，这是母语
语料库能够协助我们翻译的第一步。图 1 为“洪
荒”二字在古代汉语语料库中的检索结果，一共有
23条记录。表 2列出了其中 10条记录。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 Firth非常强调词语的搭配，
认为词语的意义是搭配词选择的结果。Firth［40］称:
“由词之同伴可知其义。”通过对“洪荒”一词的语料
库记录的辨析，我们大致可以做以下总结。

1．“洪荒”通常作为名词与形容词出现;
2．“洪荒”与“宇宙”搭配度很高;
3．“洪荒”有宇宙开辟前“原始之力”的意思;
4． 从文体角度而言，“洪荒”来源于中古汉语，

在翻译时应尽量使用对应的中古英语词汇。
我们可以了解到，该词常常与宇宙、天地、混沌

等联系在一起，在语义上大致等同于“宇宙尚未形
成的一种原始状态”。母语单语语料库有助于我们
对一些鲜用词语的词义进行有效辨析，通过找出其
常用搭配词，我们在利用外语语料库进行对应词语
搜索时便能更加得心应手。

( 二) 介绍 COCA的两大功能
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 (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简称 COCA) 是目前最大的免费英
语语料库，它包含 5．2 亿词，文本类型涵盖口语、小
说、流行杂志、报纸以及学术文章。COCA 语料库包
含不少功能，为验证某翻译表达方式是否地道，我们
可以使用其中的 Collocates、List 功能。下面就这两
个功能对“洪荒之力”的适当翻译做探讨。

图 1 “洪荒”二字在古代汉语语料库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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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洪荒”二字在古代汉语语料库检索其中十条记录

序号 语 句 书名 朝代

1 谨按太素将萌，［洪荒］初判。 《北史》 魏晋六朝

2 贼龛凶横，陵虐具区，阻兵安忍，凭灾怙乱，自古虫言鸟迹，浑沌［洪荒］，凡或虔刘，未此
残酷。

《陈书》 隋唐五代

9 混沌疑初判，［洪荒］若始分。 《全唐诗》 隋唐五代

13 不闻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 《五灯会元》 宋

15 思文圣祖，肇初生民，时属［洪荒］，政方朴略。 《云笈七签》 宋

16 五峰所谓“一气大息，震荡无垠，海宇变动，山勃川湮，人物消尽，旧迹大灭，是谓［洪荒］
之世”。

《朱子语类》 宋

17 天地玄黄修道德，［洪荒］宇宙炼元神。 《封神演义》 元明

19 盖将返元气于［洪荒］，混天地为大块。 《三国演义》 元明

20 若论这道院里，昔年也不甚“宫殿盘郁”;到老身，才开辟了“宇宙［洪荒］” 《牡丹亭》 元明

2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蒙学》 清

1．Collocates功能
COCA的 Collocates 搭配功能可以帮助我们确

定英文词汇的使用方式，例如在一个特殊名词之前
应该接什么动词? 某个名词可以用什么形容词来修
饰? 具体在“洪荒之力”的翻译中，我们感兴趣的是
“力”可以用哪些形容词来修饰，而这些修饰词与
“宇宙”也应有语义上的关联。我们主要通过以下
步骤来实现:

( 1) 通过同义词词典( Thesaurus) 搜索关键词的
同义词( Synonyms)

( 2) 筛选后选择“力”的一系列同义词 power /
energy / force

( 3) 得到“宇宙”的一系列同义词 universe /
nature /cosmos /planet

( 4) 在 COCA 的 Collocates 中选择 POS 码 Adj．
ALL( 形容词代码) 加核心单词 power ( 或 energy /
force单复数等词语) ，Collocates 选项输入 universe
( 或 nature /cosmos /planet等词语做查询) ，Collocates
下面一行左右均选择 4，表示 Adj．ALL+power 的前
后文四个字会出现 universe一字。

以上搜索的主要目的是查询出修饰 power ( 或
energy / force，含单复数) 的所有形容词，而这个形容
词又与 universe 有一定上下文的联系。图 2 是
COCA语料库查询的输入查询表格。该查询一共得
到 34个实例，图 3给出部分例子内容。

从图 3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修饰 power 有
一系列形容词。当然，该查询仅限于与 power 搭配
的形容词，我们还可以测试其他的同义词，包括
force，energy( 含单复数) 等。表 3 统计了 Adj．ALL+
power+( Collocates = universe) ，Adj．ALL+force+ ( Col-

图 2 COCA语料库的 Collocates界面

locates = universe) 以及 Adj．ALL+energy+ ( Collocates
=universe ) 所得到的 199 个例子，共有 95 个修饰
power或 force或 energy的形容词。

根据 Pym的观点，译者培训涉及培养以下两种
能力［41］:

( 1) 能够为相关的原文本( ST) 生成一系列不只
一个且可行的目标文本( TTI，TT2，…，TTn) ;

( 2) 能够快速自信并有理据地从该系列中选择
一个可行的 TT。

熟练掌握单语语料库的各项功能，尤其是译出
语单语语料库，能为我们提供一系列不只一个可行
的目标文本，这与 Pym所谈到的译者培训能力息息
相关。根据以上所得词汇，我们大致可以选择一些
相近的搭配来翻译“洪荒”二字，如 mysterious，
divine， elementary， foundational， primordial，
original，cosmic等等。语料库能在第一阶段帮助生
成一系列目标文本，而专业译者需要做的便是从中
选择一个适合的目标文本。因此，语料库可以帮助
译者大大提高翻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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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OCA语料库 Collocates查询所得部分例子

表 3 查询 COCA语料库修饰 power或 force或 energy形容词一览表

形容词 词频 形容词 词频 形容词 词频 形容词 词频

Dark 41 driving 1 mystrious 1 gravitational 11

electromagnetic 1 negative 1 Ｒepulsive 11 electric 1

orgasmic 1 Creative 8 electromagnetic 1 original 1

mysterious 6 elementary 1 overriding 1 Powerful 6

enormous 1 pervasive 1 Total 5 excess 1

present 1 Attractive 4 expansive 1 primordial 1

Weakest 4 extra 1 propulsive 1 Divine 3

foundational 1 pure 1 fundamental 3 full 1

real 1 Nuclear 3 generative 1 regional 1

Positive 3 gravitating 1 secret 1 awesome 2

guiding 1 shifting 1 Electrical 2 healing 1

solar-sail 1 Greatest 2 high 1 sole 1

Higher 2 important 1 special 1 Only 2

impressive 1 spiritual 1 Phantom 2 independent 1

staggering 1 Solar 2 infinite 1 strange 1

Strong 2 inner-dimensional 1 supreme 1 Vital 2

instantaneous 1 transformative 1 Active 1 instrumental 1

ultimate 1 additional 1 kinetic 1 underlying 1

Amazing 1 largest 1 unidentified 1 Amoral 1

life-giving 1 unifying 1 Basic 1 maternal 1

universal 1 Beguiling 1 mighty 1 unseen 1

conscious 1 molecular 1 unstoppable 1 Cosmic 1

moral 1 useable 1 Divisible 1 motivating 1

weak 1 Dominant 1 moving 1 总数 199

2． List功能
COCA语料库另外一个很强大的功能便是 List

功能。List也支持 POS加单词形式对语料库进行查
询( 如:输入_j* energy 查询所有修饰 energy 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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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词) 。但是，如果使用上文所提到的 Collocates，再
加上 List 功能，我们便能更好地搜索到合适的词汇
和搭配。这项查询主要基于 List 的同义词选择功
能，我们可以根据语料库所筛选的结果选择合适的
译文。以下仍然以“洪荒之力”的译例做说明。

根据表 3 所得 99 个形容词，我们依照 Pym 所
提到译者能力的第二步，对所得词汇作筛选，从中选
择一个可行的 TT。根据“洪荒”二字的中文定义，我
们从中选择一些能恰当表达原文的词汇，譬如 mys-
terious ( 神秘的) ，divine ( 神圣的) ，cosmic ( 如宇宙
般的) ，primoridial( 原生的) 。通过在 List 界面中输
入“［= mysterious］ energy”，我们便可得到一系列
mysterious的近义词，而这些近义词都可以自然搭配
energy。表 4为 List功能搜索“［=mysterious］ener-
gy”所得结果，表 5为搜索“［=cosmic］energy”所得
结果，表 6 为搜索“［= primordial］ energy”所得
结果。

表 4 COCA语料库 List功能搜索
“［=mysterious］energy”所得结果

No． ALL FOＲMS ( SAMPLE) FＲEQ

1 mysterious energy 9

2 weird energy 7

3 strange energy 5

4 secretive energy 2

5 furtive energy 1

6 enigmatic energy 1

表 5 COCA语料库 List功能搜索
“［=cosmic］energy”所得结果

No． ALL FOＲMS ( SAMPLE) FＲEQ

1 global energy 199

2 enormous energy 87

3 huge energy 33

4 vast energy 20

5 cosmic energy 15

6 immense energy 14

7 universal energy 6

8 planetary energy 2

9 intergalactic energy 1

10 galactic energy 1

11 global energy 199

12 enormous energy 87

表 6 COCA语料库 List功能搜索
“［=primodial］energy”所得结果

No． ALL FOＲMS ( SAMPLE) FＲEQ

1 developing energy 9

2 primordial energy 7

3 primal energy 5

4 early energy 2

5 embryonic energy 1

6 primeval energy 1

7 nascent energy 1

以上表格中所罗列搭配 energy 的形容词都可
以在语料库找到例证。换句话说，译者不必考虑该
词组搭配表达得地不地道，而只需把关注点放在是
否能正确表达原文的意思。即便该搭配的频次只有
1 次，译者也无需担心该表达方式会不主流或不地
道。这是由于 COCA语料库所收集的语料乃是经过
筛选的美国母语使用者的自然语料，因此与通过搜
索引擎 ( 例如谷歌) 的语料来源必须做严格区分。
具体而言，前者词汇搭配频次的多少只反映主流与
非主流用法，而不是自然与非自然用法;后者搜索结
果的频次不但反映主流与非主流用法，如果所得结
果偏少，也有可能表明该用法不自然或不地道。Ty-
moczko［42］曾担心，语料库使用会鼓励译者倾向保守
的译法，这或多或少是因为译者会根据频次来选择
用词。但辨证来看，单语语料库的使用可以帮助解
决该问题。就“洪荒”二字而言，该词带有一种古语
的成分，我们在考虑该词的对应翻译时应该多考虑
非主流用法( 即频次出现更少的搭配实例) 。频次
作为一个指标可以帮助我们衡量该搭配是否属于创
新用法。从本质上而言，翻译最终取决于译者的选
择，而非语料库本身的问题，语料库作为一个工具，
并不存在鼓励保守用法的倾向。然而需指出，熟练
使用单语语料库并不会给我们提供一目了然的解决
方案，翻译过程仍然需要译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能
力做出适当的判断。

另外，List也有另一功能，便是可以直截了当提
供自然的搭配用法。如果译者能够想到某个搭配，
譬如通过母语语料库查询得出“洪荒”具有“原始”
的意思，继而搜索双语词典得到一系列词汇，譬如
“aboriginal”“primitive”“original”等等。但是译者并
不清楚这些词汇修饰“energy”这个词是否地道自
然，此时便可使用 COCA 语料库的 List 功能。在
List界面输入［= primitive］energy，查询一系列具有
“primitive”意思而又可以自然搭配“energy”的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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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表 7是该查询所得结果。

表 7 COCA语料库 List功能搜索
“［=primitive］energy”所得结果

No． ALL FOＲMS ( SAMPLE) FＲEQ

1 basic energy 23

2 original energy 14

3 primal energy 5

4 primordial energy 5

5 simple energy 5

6 rough energy 2

7 primeval energy 2

8 embryonic energy 2

9 nascent energy 1

10 crude energy 1

11 coarse energy 1

从表 7中可以看出，“primitive”修饰“energy”在
COCA库中没有例证，引例为零。而 primordial 搭配
energy共有 5 个引例。因此，如果我们通过 List 功
能查找同义词，便可迅速得到自然地道的词语搭配。
技术上而言，翻译乃是基于两种语言和文本的写作，
翻译质量与译者的母语与外语语言能力，尤其写作
能力，息息相关。考虑到国内的翻译现状，绝大多数
从事中译外的译员都是汉语母语者，因此对于某个
外文搭配自然与否，便可借助外语单语语料库予以
确认。

五 语料库翻译能力观

在当今资讯爆炸的全球化语境下，随着时代的
转变、科技的进步，跨学科知识体系不断涌现。在这
样的背景下，译者已有的知识结构往往跟不上新知
识体系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动态差距是永存的，因
此学界对翻译能力也有了新的界定。对于翻译能力
的界定，有学者便将其区分为陈述性与程序性知识
两部分［43］。陈述性知识，也叫“描述性知识”，指的
是能通过回忆便能陈述的知识，调动的心理过程主
要是记忆。程序性知识也称“操作性知识”，必须调
动不同的认知策略，并通过各种操作步骤来表现，这
类知识主要用来回答“如何解决”和“怎么办”的问
题。具体到翻译活动，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今知识爆
炸的年代，翻译能力愈来愈与程序性能力相挂钩。
而语料库的创建、维护、查询、分析与评估等均与程
序性知识相关联。使用语料库能够帮助缩小译者知
识结构与译文所涉及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差距，在学
科领域知识、术语一致性、新词翻译与词汇搭配等诸

多方面都可见其优势。由于语料库的重要性，一些
翻译研究者如 Varantola［29］把现代翻译能力与语料
库使用能力相提并论，并罗列出译者所必备的各项
语料库技巧，由“语料库编辑”与“语料库使用知识”
两大板块构成，包括:

( 一) 语料库编辑板块
1．语料库设计与设计标准; 2．搜索策略与搜索

词语选择; 3．批评鉴赏能力以评估语料文本的可靠
性; 4．对语料的合理度与相关度的评估; 5．广泛的软
件知识; 6．对互联网搜索引擎的选择; 7．Word软件与
语料库软件的协作使用。

( 二) 语料库使用知识板块
1．常用语料库分析推理技巧; 2．使用语料库初

步信息以符合有目的性建库标准; 3．使用语料库例
证以做出翻译选择; 4．语料库评估与决策技巧; 5．区
分永久语料库与有目的一次性语料库的建立; 6．总
体语料库知识与管理技巧。

Varantola 对于语料库翻译能力的论述是目前
最为详尽的。虽然有些能力并不直接涉及语料库的
使用，但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也是必备的基础能力，譬
如软件知识、搜索引擎的选择等与创建语料库有着
直接联系，我们也不能忽略。随着译界研究语料库
的进一步深入，语料库本身所具有的优势日益彰显，
在翻译教学领域必将大有所为。语料库能提供翔实
丰富的实例，可以克服翻译教学的某些弊端。例如，
传统翻译教科书往往只提供一种参考译文，这种过
度规限( prescriptiveness) 的教学理念与翻译教学实
践的最新发展是不合拍的。语料库内在所具有的描
述性质( descriptiveness)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教
学的规限性，使两者取得动态平衡。也因此，语料库
有助于提高译者的翻译能力，尤其是程序性能力的
建构和培养。

六 结 语

本文以“洪荒之力”的翻译为例，详细说明了单
语语料库在翻译教学的用途及价值。中文与英文单
语语料库在中英翻译中均有各自优势，不应该厚此
薄彼。可以预见到，语料库对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
的影响是深远的。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语料库便是这个“器”，能使翻译的“事”更加尽
善尽美。在本文，我们并没有采用规限性的方法去
论证“洪荒”一词的最佳翻译。翻译不应该只有一
种正确的解读，过度规限的教学理念与翻译的描述
性相违背，也背弃了语料库自身应该具有的潜在优
势。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语料库在翻译教学的
“洪荒之力”必将发挥得淋漓尽致。

语料库就像一架显微镜，能使我们更深刻、更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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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更具体地去探究翻译这一复杂现象［44］。就翻译
教学而言，我们更不能丢弃这架显微镜，丢弃先进的
工具不用，而局限于落后的观察和教授方法。比起
词典和互联网，语料库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必将推
动翻译教学及整个翻译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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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us Use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A Case Study of“hong huang zhi li”Based on
COCA and Ancient Chinese Corpus

LIU Kang-long，LIU Jian-wen
(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Hong Kong 999077，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translation of“hong huang zhi li”as an example，the current study explores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nd val-
ues of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of monolingual corpora，both L1 and L2，to translation teaching． The use of L1 monolingual corpora can
help translators to differentiate and determine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the ST concepts in the decoding process while the L2 monolingual
corpora can help generate natural and idiomatic expressions in the encoding process． Besides，the descriptive nature of corpus approa-
ches will，to a large extent，balance out the prescriptiveness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As an advanced teaching and research
tool，corpus has its unique benefits and can thereby contribute to translation teaching as well as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Key words: corpus; translation teaching; COCA; ancient Chinese corpus; hong huang zh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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