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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川康牧区行》是一部关于藏族游牧文化的经典著作，其中有众多关于游牧文化的文化负载词，

文章将这些文化负载词分成了四类：社会类文化负载词、生态类文化负载词、物质类文化负载

词、宗教类文化负载词。同时，对这四类文化负载词进行了具体翻译分析，并根据其不同属性和

文化空缺程度探讨翻译方法，提出针对不同类型的文化负载词选择不同翻译策略的观点，认为文

化负载词是 《川康牧区行》译本所需处理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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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化翻译这一贯穿人类文明始终的社会性行为，在不同的时空境域内形成了各自的解读和

阐释。正因如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被人们不断转换。因文化传统的时空各异、人群有别、习

俗不同，造成了翻译 “转换”在表达原有含义上的不忠实性，文化专属性失真与变形就此产生。

一般认为，文本所具有的文化专属性基本由这一文本中的特殊词汇构成，而这一类具有明显文

化特征的专属词群，通常被称作 “文化负载词”或 “文化标记词”，在廖七一先生的定义中即为

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笔者以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处理，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成为一部译作表达准确与否的关键所在。

《川康牧区行》由南喀诺布先生完成于１９５３年，是一部记录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雅砻江流域即今

四川北部藏族牧民的衣、食、住、行、生产、生活、宗教信仰和地方法规等内容的民俗学著作。

全书虽篇幅短小，却精悍简炼。作者通过自己在牧业文化为主调的一些场域中的奇异见闻，以

丰富洞察力启迪哲思，引发情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川康牧区行》汉译始于

１９８７年，译者为我国著名藏学家陈践。汉译本首次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１９８８年出版发行。２０２０

年，时隔２２年后，四川民族出版社以藏汉对照形式再次出版。原作即藏文版 《川康牧区行》在

藏族读者群中常被视作一部经典著作，书中有大量关于雅砻江流域藏族游牧民群体专属文化的

记录式书写。据此，笔者以此次出版的藏汉对照版为中心，试图从原文文本中存在的大量 “文

化负载词”入手，略探汉译本在转换这一著作中的些许得失。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通常根据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精神文化等能够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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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词汇系统产生影响和制约的文化因素来进行分类，即形成了物质文化词、制度习俗文化词、

精神文化词等基本分类。但由于每个民族对于 “文化”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同，分类方式也大相

径庭。对于藏文化中 “文化负载词”的具体分类，仁增教授曾对此作过专文探讨，他在梳理各

类观点的异同后，按照藏文化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且参照当前译界较通用的美国翻译学家奈达的

分类法，将藏文文化负载词分成了生态类特殊文化词、物质类特殊文化词、社会类特殊文化词、

宗教类特殊文化词、语言类特殊文化词等五大类。［１］尽管这一分类法仍然限于上述物质、习俗制

度、精神等三大类的范围内，但鉴于其能更加细致的指认出上述共性范围内的个性因素，本文

以文本中现有的语料为基础，依循该分类中的前四种试析 《川康牧区行》（２０２０年版）中的 “文

化负载词”翻译。

一、社会类文化负载词翻译
社会类文化负载词是指反映某一族群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迥异于其他区

域的职官体系、军事法律、税收等各种制度性文化词。探讨 《川康牧区行》中的社会类文化负

载词，首先就得提到这本著作书名的翻译。《川康牧区行》原藏文书名为 《 》（英译

书名为犃犑犗犝犚犖犈犢犐犖犜犗犜犎犈犆犝犔犜犝犚犈犗犉犜犐犅犈犜犃犖犖犗犕犃犇犛）这个书名本身即为非

常具有社会类文化负载词性质的名称，它由方位词 “ ”加表示牧区的 “ ”，中间还夹有格

助词中的连词 “ ”，再加 “ ”这一表示藏族传统传记或游记叙事文类之一的词汇构成。

再看其汉译标题 《川康牧区行》，“川康”一词可以扩展为 “四川康巴”，照此 “牧区”一词也可

随之理解为四川省境内藏族康巴地区的牧业区域，而 “行”则应是根据文本内容中的游记类文

学叙事特点而来的。虽然对文本内容来源的主要田野考察区域而言，这一名称似乎是可行的，但

“ ”一词在藏文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较早，如 《拔协》中曾提到：“

”［２］这一表述在后来的 《西藏王臣记》中也同样有所沿用：“……

……”［３］６８，

而实际上，这一区域划分法在古代藏族居住区域并不那么具体，区域界限基本都是概念上的区

分，并不能严格进行划界细分，其界限一般是宏观和大略的。此处的 “ ”也应理解为位于

吐蕃政权中心雅砻河谷的北部广袤的原野，并没有具体的所指。南喀诺布先生书中所谓的

“ ”一词，也是从作者的出生地———今四川德格和西藏东部交壤的地区为中心的北部区域

而言，但彼时作者以及书写区域的文化语境内，对于 “川”“川康”“川康牧区”这样的现代地

理概念并不熟悉，这些词都是译者心目中的地理范畴建构，坚持这样的 “定义”可能会忽略作

者的动机与选择。而且 “多康”作为限定词，既是出于文化上的强调，也是出于以地域概念为

基础的藏区历史地理分析的需要。因此此处的 “ ”和 “川康”在现今行政区划上看似是

重合的区域，实则在作者书写的文化语境中却并非如此。实际上，“安多”“康区”“多康”等概

念是由类地理空间概念与区域性文化语言范围相结合构成。这一问题从作者在前言中所谓 “本

书主要以多康北部杂曲卡、果洛色达的牧区部落生活为基础写成。”从他把色达地区在著作中划

分为果洛境内便可知晓。其次 “ ”这一表示藏族传统传记或游记叙事文类之一的词汇。笔

者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以汉文传记类文学著作的藏译书名来反推也是一则可参考的标准，例如

东晋法显所撰的游记 《佛国记》和唐代著名高僧唐玄奘的 《大唐西域记》分别被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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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 》，那么对 “ ”一词，“记”的译法比起 “行”是否更符合

南喀诺布先生的 《 》，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书名作为一本著作极其重要的

部分，涉及作者个人的知识背景和行游经验，应该悉心洞察原文作者的立意所在。

《川康牧区行》中的社会类文化负载词除了著作标题外，还有许多涉及制度性和习俗性的文

化负载词。

例１：

原文：
［４］３２

译文：牧区打冤家。［４］１９

例１中的 “ ”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类文化负载词，建立在游牧民族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的

资源掠夺与分配等基础上。掠夺与贸易，乍看是截然不同的活动，但功能相同———并非自己生

产、采猎，而是从他人处以交换或抢夺的方式获得资源。从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来说，掠夺与

贸易以及赏赐，都是广义社会 “交换”的一部分。［５］ “ ”这一表示无休止的争端的词汇并

非只是 “打冤家”这种个人或家庭层面的械斗与挑衅，更多是来自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利益分配

问题，因此两个词汇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只是表层意思上的相近。

例２：

原文：
［４］５１

译文：夏、冬两季能迁徙的 “靛寺”，即黑色牛毛帐篷寺庙，也有不少。［４］３２

“ ”一词显然直接与游牧社会息息相关，构词中颜色 “ ”的真正所指应为 “黑帐

篷”，而 “黑帐篷”在藏族游牧文化的语境中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 “游动和迁徙”。“黑帐篷寺

庙”也是在跟随与其建立供施关系的游牧信众，于寺庙而言，失去牧民的香火供养 （这里指的

是一种广义的供养，具体的物质供养是以牧畜产品为主）就是一种 “人为风险”，因此 “移动式

黑帐篷寺庙”的重心就是一种依靠游动来利用更广大外在资源的手段。译者用了 “靛寺”的译

法，“靛”一词的具体解释为蓝色和紫色混合而成的一种颜色。［６］ “靛”和 “ ”虽是同一色系

中两个较为相近的颜色，但 “靛寺”一词并不完全对应原文中的 “ ”，廖七一先生对文化

专属性的翻译基本原则中曾提出原语词汇中关键的隐含意义，在译文中应转换为非隐含意义。［７］

由此，在 “ ”一词的翻译上应当更多地体现其所隐藏的 “游动、迁徙”意义，类似 “移

动式黑帐篷寺庙”也是一种可供参考的翻译。

例３：

原文：

……［４］５０

译文：男女老少上山时把要念的 “玛尼”“悉地”，配上各种不同的 “曲牌”来唱。［４］３１

译者用了 “曲牌”来翻译 “ ”这个词汇，《中国音乐词典》的解释为 “曲牌：或称

‘牌子’。南北曲或民间小曲一类不属于板腔结构的曲调，用于戏曲、曲艺的填词创作或作器乐

曲演奏。每一曲牌均有一特定的名称，俗称 ‘牌名’。”［８］，而作者所谓的 “ ”在这里是一

种泛指，可理解为曲调等含义。“曲牌”和 “ ”两个词汇本身存在文化差异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而用一种本身存在文化差异的词汇去解释另一种与其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容易导

致原文词意的误读和译入语中已有文化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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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４：

原文： ……［４］４５

译文：１．昂宿；２．毕宿；３．觜宿；４．参宿……
［４］２７

汉藏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形成了一些具有共识性的知识，天文历算就是其中之一。

译者在翻译这一类文化负载词时，通过历算学部分术语在汉藏文化中的对应关系，很准确地翻

译出每一个星宿在汉文中正确的称呼和写法，这种共识性文化负载词在两种文化传统中共同存

在且意义对等，因此译者在这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是非常得当的。

例５：

原文： ……［４］１１１

译文：这种集会在色达部落称作 “虎月公防”。［４］７０

“ ”在构词上并没有特殊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基础词源，因此译者通过字义对应的方

式使用译入语中较为易懂的词汇，既表示出 “虎月”作为季节或时间限定，又用 “公防”去对

应 “ ”，将活动中所蕴含的 “集会”性质和大众参与的含义也表达了出来。

二、生态类文化负载词翻译
这类文化词是指某一族群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对于认识所在区域内动植物种类、气候类

型及地形结构等方面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词。《川康牧区行》中的主要考察地点位于今四

川甘孜的石渠、色达等境内，在地理意义上通常属于高原气候区，平均海拔逾４０００米。独特的

气候环境下必然会形成相应的生态类词汇。

例１：

原文：

……［４］８

译文：有的地方无尾地鼠很多，数以万计的地鼠洞，显得黑洞洞的，如同市镇一样。［４］５

藏语 “ ”的构词中并未透露出该物种的外形或者与居所相关的含义，但译者将 “ ”这

一物种译成了 “无尾地鼠”。事实上，最接近 “ ”的合理译法当作 “高原鼠兔”，“高原鼠兔

是兔形目，鼠兔科，鼠兔属动物，体长１６６ｍｍ左右，体质量约１２８ｇ，耳大，额隆，鼻尖，上下

唇为黑色。喜居于坡位较低，土壤疏松干燥，地形开阔，离水源较近，植被低矮的高山草甸和

亚高山草甸。”［９］由此可知，无论从科学严谨的学名还是从民俗意义上的俗语名称上看，“高原鼠

兔”一词的使用在现在的生产生活中可谓相当广泛。

例２：

原文：
［４］７７

译文：有时，还有 “春淫雨”，雨雪不停，牲畜成百饿死。［４］４９

尽管在古代汉语中 “淫雨”一词所指为持续不停的雨或过量的雨。但将 “ ”译作

“春淫雨”会产生两种误解：一是词性上的变化。藏语 “ ”通常指雨雪的量，也有用作暴雨或

暴雪的情况，根据原文上下文的语境这里采用的是后者，而 “淫”在现代汉语语境中的延伸意

义和组合方式都倾于贬义，不适合作为原文的准确表述词语。二是 “春淫雨”这一词语所具有

的 “文化意象”容易让人混淆发生现象的地点特征，原文所指的 “ ”这一天气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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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砻江流域的高原气候带，而且雨雪中通常 “雪”的发生频率更高，若是转作 “春淫雨”会

让人产生烟雨朦胧的 “江南”景象错觉，但实际上二者相差太多，甚至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自然

现象。

例３：

表１　物种及其相关名称原文及汉译

年龄 公 母

１岁 毕＝毕吾 毕＝毕吾

２岁 亚孺 姆亚

特有物种及其相关名称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用到音译，例３表中对牦牛年龄的分段称

呼使用了这种方式，译者并没有单一地使用音译，而是巧妙地在音译中使用了 “ ”，和 “孺”

在发音上的接近且本身具有牛犊含义的意义相近；“ ”的翻译 “姆亚”避免了使用具有育崽

能力的成年母牛 “母亚”之间的误读，可以看出在选词上的心思缜密。

例４：

原文：

［４］９６

译文：那儿有许多牧民称之为 “怒鲁”之单个离群野牛，因体硕肉粗，不宜狩取。［４］６２

“ ”是一个方言性词汇，通过作者引申的解释可以理解为暴怒的、野性极强的牦牛种类，

汉译引申解释做到了很好的解读，并在转换时同样用了 “怒”和 “鲁”来表示这种暴怒和莽性，

遵循民俗类方言词汇在发音上的独特性，“ ”和 “怒鲁”的音义近似，既保留了原文的韵味，

同时在译入语中很好地表达出其中的隐藏含义。

事实上，生态类文化负载词在文化负载词中并非是最难翻译的部分，如果稍作细究，大多

数词汇在译入语中仍能找到与之对应或较为相近的词语。但有些看似相近的现象，却有着截然

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进行翻译时稍有不慎，就会产生严重的误解和错译。

三、物质类文化负载词翻译
物质类文化负载词是指某一族群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色的生产、生活方

式 （包括饮食、服饰、住房建筑等方面）的文化词，《川康牧区行》一书中出现了较多当属物质

类文化负载词的记录和叙述。

例１：

原文：

［４］６

译文：令人神往的草原上，以十户至三十户组成的牧民 “帐篷居住圈”总是聚集在一起。［４］４

通过阅读原文，能够理解这里所谓的 “ ”是指一种基于防患和解围动机下形成的类建

筑群现象。而且原文作者用了 “由十户至三十户组成的牧民组成”这一额外的引申，很大程度

是想以引注的方式保留 “ ”这个词汇的独特性。若是拆解 “ ”和 “ ”的组合，“ ”一

词在古藏文文献中通常指 “翼”，由此延伸的就有吐蕃时期的军事划分单位 “四茹”等词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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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作者描述的 “ ”具有的御敌功能，也可看出这一词汇的演变脉络。“ ”确有 “圈”的

含义，但笔者认为，从显性词意上 “ ”这一物质类文化负载词可以译作 “帐篷居住圈”，但

其背后的隐性含义中带有某种部落属性的制度性构成因素，因此，更适合保留原词汇，以 “茹

裹”等音译和适当加注的方式去表述。

例２：

原文： ……［４］２１

译文：两只未剥皮，肢体齐全，叫做 “毛体”的整羊。［４］１３

译者将 “ ”一词译作 “毛体”。而此处单纯将字义对应会导致具体意义的变形，因为在

藏语中通常有使用 “ ”来指代牛羊等牲畜，例如藏语谚语 “ ”。如果按照上述

“毛体”的翻译，则会理解为 “黑头人依靠黑毛”，不便于被不理解该文化的读者所接受，但实

际上其表达的是 “黑头藏人依靠牦牛”。所以，笔者认为类似 “卜廓”的音译在为后人保留民俗

术语或土语词汇的研究上更有参考意义。

例３：

原文：
［４］６９

译文：青年牧民进行 “光背马”之无鞍赛马。［４］４４

将 “ ”译作 “光背马”。从汉译引注的解释中已经可以理解其具体含义，而且这些物质

类文化负载词也有可能在其他藏地牧区有相似的制作成品和赛事模式，但鉴于该书作为区域性

地理单元的文化记述，应当保留其在语言词汇上的个性。相比 “光背马”而言，“布嘞玛”的音

译在为后人保留民俗术语或土语词汇的研究上更有参考意义。

例４：

原文：
［４］７８

译文：一般，从帐篷里往门口看，右边是 “阴帐”，左半边是 “阳帐”。［４］５０

“ ”和 “ ”在汉语中有多种表达方式，例如 “男”和 “女”； “公”和 “母”； “阴”和

“阳”等。对于 “ ”和 “ ”，若是使用 “男”和 “女”则会丢失 “ ”和 “ ”所具有

的家庭构成因素和社会基本结构的内在含义，而 “公”和 “母”又多指动物。因此，译者在此

使用的 “阴”和 “阳”既表达了表层的性别含义，又有社会分工和家庭结构上的通用性。

例５：

原文： ……［４］１０７

译文：稀食计有：“京洛”肉团粥；“京突面”。［４］６８

饮食类的物质类文化负载词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习俗差异甚大，有些在食材上尽管

表现出相同性，但在烹饪方式和佐料搭配等具体做法上不尽相同。译者使用音译加注的方法，

保留了例如 “ ”的发音，又引用 “肉团粥”的具体解释，既能表现出饮食自身的名称特点，

又为译入语读者的识别和理解提供了方便。

四、宗教类文化负载词翻译
宗教类文化负载词是指反映某一族群在其信仰的宗教体系内对于神话、神灵、思想、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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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轨、符号、法器等内容为主的，并在其他文化中形成空缺的文化词。关于 《川康牧区行》中

所涉田野点的部落宗教信仰概况，嘎·达哇才仁先生指出：新中国成立前，瓦秀色达部落因与

外界交往稀少，整个部落社会处在半封闭状态，在宗教信仰方面具有很深的原始信仰色彩……

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文化显现出藏区游牧宗教信仰方面的历史轨迹，直到今天还依然保留着古

老游牧部落宗教信仰的基本特征，对我们今天了解和认识藏区游牧部落宗教信仰文化具有重要

的意义。［１０］在 《川康牧区行》书中也能找到许多与上述描述相符合的部落宗教信仰书写，由此，

关于该文本中的宗教类特殊词的翻译问题也就值得一谈。

例１：

原文：
［４］２３

译文：神氐山头燃起柏枝香，龙氐岭上妇女齐观赏。［４］１３

在这一段煨桑①词里有几个关键词如 “ ”“ ”，这些词汇的具体来源可追溯至藏族本

土宗教即苯教的三界宇宙观。斯巴苯即原始苯教分布于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宗教仪轨和不同

的信仰对象，以及规模不等的信仰群体。但是，作为那些古老信仰的基本架构，斯巴苯对宇宙

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三界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将整个宇宙分为三层，上界为神 （ ）界，中界

为年 （ ）界，下界为鲁 （ ）界。原文本中的 “ ”“ ”也正是苯教知识体系下的一

种叙事成分，但是译者却将 “ ”“ ”翻译成 “神氐”“龙氐”。首先 “氐”一词有两种解

释：１．我国古代西部少数民族名。２．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
［３］９２反观译者所对应的藏文 “ ”，

通过上下文的语境可以看出其用法与 “ ”较为相近，可理解成小丘或小山坳。但是 “氐”一

词与山丘或山坳几乎没有任何语义上的关联，纯粹只是现代汉语发音与藏语 “ ”较为相近而

已。其次是 “ ”这个词，译者翻译成了 “龙”，关于这一问题才让太教授和顿珠拉杰研究员在

《苯教史纲要》中非常明确地提到，目前学术界很多人将藏文中的 “ ”翻译成 “龙”，其实，在

藏文典籍中与 “龙”相对应的词是 “ ”，而不是 “ ”，“ ”是形成于早期苯教中的一个特

殊的概念，故笔者将其音译为 “鲁”。［１１］４８事实上，将 “ ”译成 “龙”的翻译策略通常会导致两

种语言文化意象的错位，特殊的文化意象是某一族群在其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文化结晶，其中很大一部分与族群部落的早期传说以及远古的图腾崇拜有密切的关系。因此，

“ ”和 “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现象，二者虽有相同的方面，

但相异之处更多，故笔者认为将其音译为 “鲁”能更准确地表达原意。

例２：

原文：
［４］３９

译文：黑羊毛绘制表示永固的万字纹及右旋吉祥圈等。［４］２４

译者用 “万字纹”去对应 “ ”，“ ”一词在藏族文化中作为本土宗教符号得到

普遍认同，但实际上，这是个遍布世界多地的一个非常古老且寓意深刻的符号。这一符号在不

同的文化传统中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及历史传统。作为共性符号的 “卍”来说，我们暂且不论

这个分布范围极广的古老符号的世界性，也不去罗列这个符号在世界各地各个文化传统所扮演

的角色。虽然雍仲 （卍在西藏的通称）符号不为青藏高原所独有，但它不仅是藏族先民古老文

明的一个代名词，而且是这个文明传统的一个活化石，这个从远古保存至今的活化石在今天的

文化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１１］４４由此可见，尽管 “卍”这一符号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

但是正如廖七一先生提出的翻译文化负载词汇时遵循的原则：选词必须考虑原语词汇所处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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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７］２３６，应当按照这一符号 “卍”在藏文化中的解读和使用来进行翻译。

例３：

原文：
［４］３９

译文：烟祭供养完后，这些男人立即跨马奔往鄂博 （山顶上扦有风旗的石堆）。［４］４２

在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经常会提及 “文化误读”这一概念，文化误读往往给译者带来负面影

响。译者在翻译 “ ”时用了 “鄂博”一词，在藏语中 “ ”一词通常还有 “ ”

“ ”等写法，其意为山顶上插有风旗的石堆。［１２］，而 “鄂博”一词在 《辞海》中解释为：“敖

包，一作 ‘鄂博’蒙古语，‘堆子’的意思。以石块堆积而成，原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成了

祭祀山神、路神等迷信活动的地方。”［１３］ 《宗教词典》解释为：“祭敖包，蒙古族等族萨满教的最

重要的祭祀仪式。‘敖包’是蒙古语音译，意为木、石、土堆。”［１４］据上述所引，藏语 “ ”

和 “鄂博”确有相似之处，但正如辞典中明确了 “鄂博”一词确系蒙古语音译而来，如果硬将

一种文化现象套进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内，就会影响原作完整内容的传达和对原作意境

及其意义建构上的把握，也就会造成原语文化意象的文化专属性传递上的偏差。尽管这一译法

并非 《川康牧区行》译者独创，通过该时期相关学者的文章著作也能发现沿用此译法的情况。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涉及复杂的文化因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这种翻译没有固定的模式可

遵循，译者只有在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在译语文化自身的框架中正确吸收原语文

化的养分，才能恰如其分地将原语文化负载词汇中的文化因素传达出来。［７］但从根本上或者长远

角度看，梳理好文化负载词的传统脉络和具体语境则是正确处理文化负载词的基本途径。

例４：

原文：
［４］９３

译文：对名为 “终身服侍”的放生牲畜，必须给予特殊照顾，服侍到老。［４］６０

放生是牧民根据生产方式的特点进行的一种宗教实践，放生这个宗教词汇在佛教思想的传

播中被汉藏民族所共同熟知。正如 “ ”对应 “放生”，那么译者将 “放生”这一文化下衍生

出来的词汇 “ ”翻译成 “终身服侍”也是顺应了词汇的出处，很好地处理了文化负载词中

词汇系统的一致性。

例５：

原文：
［４］６５

译文：……奶渣、人参果、珍宝粉诸物合拌之少量 “烟祭锦品”。［４］４０

“ ”产生于 “ ”这个节日，这一节日旨在供养所有的善道神祗，祈祷增长世

间的正气，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节日。若是用 “烟祭”，从汉文语境理解，恐有污染之嫌，损

失了 “ ”字所表达的清洁、恢复、上扬正气、正能量的文化内涵。笔者认为，近年来，

“ ”被翻译为 “世界桑供日”，那么作为与其息息相关的 “ ”也应该翻译为

“桑泽供品”。

结语
关于 《川康牧区行》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笔者通过对上述社会类文化负载词、生态类文

化负载词、物质类文化负载词、宗教类文化负载词四大类的具体翻译分析，发现不同的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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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环境，必然形成不同的习俗文化和制度文化，这也使得某些词语的翻译难以忠实贴切、达意

传神，而只能译出其基本的意思。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往往使译者陷入转换困境，在译入语中

找不到与之对等或对应的词语，只能表达其大概的语义，这种具有特定民族文化内涵词语的可

译限度在这部作品的翻译中尤为突出，即翻译策略选择的不同会使作品的语言风格、艺术特色、

表现手法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文化翻译这一社会性行为在不同的时空境域内形成各自的解

读和阐释时便会产生语言和文化鸿沟，虽不能做到译文和原文尽善尽美的对应，但笔者认为，

有些词汇仍然能够通过仔细斟酌，以翻译策略的适当选择等方法实现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

注　　释：

①用松柏枝焚起的霭蔼烟雾，是藏族祭天地诸神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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