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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外国语学院学习，专业为英语；距今从教已经 30 年；
除英语口语外，讲授过大学里开设的所有英语学科。

（三）译者必须避免逐词对译，因为逐词对译有损原
意的传达和语言的美感

作者从自己的情感角度出发，中文和英文表述有所
不同，亦可以理解为“避免‘逐词对译’”。

（四）译者必须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
这里，多雷强调为一般读者服务，让平民百姓能看

懂译文。应该说明的是：虽然作者用五绝体裁翻译（创
作） 中文版《清明节悼父》，其内容通俗易懂，朗朗上
口，老百姓还是可以看懂的。

（五）译者必须通过选词和调整词序使译文产生色调
适当的效果

在翻译 （创作）《悼父》的过程中，作者选用的词
汇，中英文有所不同，甚至迥异，目的是为了符合新韵
律汉语诗歌的需要。

5 结语

翻译中，既要传达原文主旨和意境，又要再现音韵
美，实属不易。（陈宏薇，2015） 塞巴斯蒂安·布兰特
（Sebastian Brant）认为，“……只要韵律允许，译诗应当
采用逐词译法；应当使译文同样具备诗的特征。”（谭载
喜，2016）布兰特使用两种文字创作的诗作使读者感受
到“以诗译诗”的艺术。在“以诗译诗”或“双语写
诗”的过程中，译者或作者应该掌握以下基础知识：

（一）内容上要忠实于原作；
（二）语言上要熟练掌握原语和译语；
（三）形式上尽可能贴近。特定情况下，由于语际的

差异，形式上应该有所让步。
在确定“以诗译诗”翻译的方法之后，译者需要思

考以下几个事项：
（一）选择何种押韵方式。基于作者的创造体验，译

者需要先把原文的所有词、词组全部译成对应的译语，
试图从中找出韵体；

（三）如何再现原诗的意象；鉴于原语和译入语文化
的差异有时会产生冲突，译者可以对原诗的意象作一些
改动；如果是作者双语作诗，作者自己自然会处理和规
避文化的差异冲突；

（三）采用什么技巧来实现原诗的音韵美，如每行诗
用多少音节或音步，每行的押什么韵等。作者的体验如
下：首先，选择音步种类，“抑扬格”“ 扬抑格”等等；
然后，根据句子的长短，确定音步数，“一音步”“二音
步”等等；第三，协调韵律，根据韵体的需要，调整词
序、句法等。一句话，“以诗译诗”是可以实验的，“双
语作诗”是可以尝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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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美国欧洲移民
女性社会生活解析

□ 杨 雁 范金玲
重庆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 19世纪，渴望自由而移民美国的欧洲女性，逐

渐实现从传统家庭环境向新社会环境的角色过渡转换。

女性移民社会公共空间的逐渐扩大与社会性的持续强

化，促进了张抑结合的美国女性时代图景的稳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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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以后，美国性别意识、移民规模以及移民构

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男性家庭成员把精力消耗在竞争

激烈、条件艰苦的现实世界中，并勾心斗角地赚取薪水

时，这些来自欧洲的移民女性则培育了更高尚的文化价

值，例如爱与合作。

到 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宣告开拓疆土结束时，来

自英国、爱尔兰、中欧德语地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数

百万女性已经在美国的乡村和小城镇扎根生活了，特别

是在美国的东北部、中西部和太平洋沿海地区。但当时

美国的女性特征仍是通过家庭生活来定义的，因此大多

数欧洲女性是借助婚姻的形式移民到美国以获取新形式

的自由，而非通过个体本身来实现的。

1 欧洲女性移民美国前社会状况

对于英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人而言，父权社会

制度从字面上意味着男子在家庭、社会中具有支配性特

权。在欧洲，根据受丈夫保护和管制的已婚妇女法律原

则，女性一旦结婚，便从法律上依附其丈夫。在早期美

国清教徒移民中，女性在神的眼中与男性地位平等。但

在现实中，女性、孩子和仆人对男性统治权的依附是普

遍存在的。

在 19世纪，对于美国移民生活的期盼使得年轻男女

们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自己的伴侣。自从美国开始向西开

拓疆土，吸引了大量男性定居于此，导致男女性别比例

失调。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美国成为了年轻女性挑选配

偶的天堂，因此许多未婚的欧洲女性移民美国，希望能

组建称心如意的家庭。

2 欧洲女性移民社会性的提升与变迁

对于来自欧洲的女性移民而言，现实打破了她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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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愿望。在美国，社会生活均以男性为尊，并且，美

国人对于性别和种族的臆断，限制了欧洲女性作为移民

的那点微乎其微的自由解放。到达美国后，无论是女性

工薪族还是移民的母亲们，都对美国的性别和种族概念

感到沮丧。

像美国白人一样，欧洲移民女性一旦结婚，尽量不

会选择外出工作，这不是因为在外工作会侵犯家庭生活

的信仰，而是因为会增加女性家庭繁琐事物的负担。随

着丈夫持续的低微报酬，妻子们开始分担家庭的经济负

担。在美国的城市里，来自欧洲的移民妻子们逐渐把自

己的家务劳动演变成为男性客户提供餐食与洗衣服务、

缝制衣服、包装坚果或帮忙经营餐馆或药房等。与此同

时，他们的孩子们也会参与帮忙。由此可见，在这些家

庭里，公共和家庭工作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大多数移民到美国的欧洲女性都希望获得一份工

作。对于欧洲移民女性而言，她们一般会选择那些美国

女性通常不愿意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在家政服务行业和

工厂里劳动。欧洲女性移民从事家政工作时一般居住在

雇主家里，因为她们的薪水报酬不足以支撑她们进行独

立生活。年轻的爱尔兰女性发现了住在雇主家里的好

处，由于不需要支付房租，她们能够把自己微薄的薪水

汇款给家人或用来购买自己心仪的物品，亦或是把钱存

起来。

爱尔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移民认为，对于

未婚女性而言，家政工作是一份不错的工作，而其他人

却不这么认为。犹太人和意大利移民更倾向于鼓励年轻

女性在工厂里工作，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她们选择在

罐头食品厂、服装厂和纺织品厂工作，但报酬很低，无

法实现独立的生活。工厂的工作时间比在雇主家里从事

家政服务工作的时间短，但是工作条件更为艰苦，工作

环境更为恶劣。有工作收入的寡妇、妻子、母亲和高龄

未婚者们认为工厂里的工作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这种单调沉闷的工作却让人精疲力竭。尽管如此，许

多年轻的欧洲未婚女性移民更愿意离开家人的监管，而

去服从工厂的纪律。她们中的有些人对于工厂里的工作

感到兴奋，因为这能帮助她们开拓视野，接触到以往所

不了解的知识，让她们有机会与同龄的同性或异性进行

社交活动。

在获得收入后，都市里的欧洲移民女性在生活中有

了更多的选择，例如成为消费者。对于欧洲的犹太移民

而言，去公立学校读书或下班后去夜校读书为她们的人

生打开了新的大门。在浪漫主义爱情席卷美国后，年轻

的都市女性在选择伴侣时，开始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

权，甚至在包办婚姻文化传承的欧洲移民中，这一情况

也有所改变。

因此，与都市里的欧洲移民女性保持亲密关系的关

键场所发生了改变，逐渐从相对隐私的家庭与邻里转移

到公共领域里的舞厅和社交俱乐部。这些新形式的休闲

活动让年轻的欧洲移民女性逃离父母的监管，并且拓宽

了与异性交往的途径。当成群结队的年轻男性聚集在喧

嚣的沙龙，他们遇到的是对于男子气概有不同期待的年

轻女孩们。在舞厅里，女孩们不再是当代道德改革者们

所描述的脆弱而易受伤害的对象。实际上，年轻女孩们

在舞厅里占据了一定的上风。由于舞技佳且人数少，她

们得以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挑选心目中最有男子气概的

舞伴。年轻女性在舞厅里的行为挑战了美国社会里的性

别作用，女性展示出了不同于传统女性气质的公众形象。

另外，欧洲国家常常对宗教机构提供经济支持。而

在美国，情况却大相径庭。因此，信奉新教和犹太教的

欧洲移民女性很快便与美国当地信奉新教的女性一样，

为她们所在的宗教社区募集资金。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

市，欧洲移民女性和美国女性一样，成立了缝纫、自助

和传教的社团，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以募集资金。在都

市里，由女性出资和出力建立的老年移民之家给女性提

供了增强其公共领导力的机会。

女性的力量不仅由其工资收入和家庭生活决定。像

乡村的移民女性一样，城市里欧洲移民女性有时也能成

为自己所在生活社区的活跃分子，其作用通常是通过只

服务女性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宗教组织，或者是附属于

男性的兄弟会和互助社区得以实现。女权最重要的公众

表现形式是通过工厂运动和罢工实现的，但欧洲移民女

性很少关注美国选举权运动，在美国人眼中，这些欧洲

移民女性仍然处在男性的统辖之下。

3 女性移民社会性的牵制性关联

虽然欧洲移民女性的工资收入提高了她们的生活水

平，并且在工厂里的劳作使得她们能更加自由地接触到

异性，让她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挑选到自己喜欢的伴侣，

但是这些仍然不能保证她们完全自立和实现自己的愿

望。另外，正如预期所想，即使这些欧洲移民女性融入

了都市的家庭生活，并成为了母亲，但是本地主义者仍

然对她们保持着警惕。

年轻的欧洲移民女性在公共空间对男性的挑战并非

没有得到回应。男性应对这种新型的女性自主权的方式

之一就是建立自己的社交俱乐部。在这些男性建立的场

所，他们会邀请自己中意的女孩，受邀请的女孩要遵守

男性所定下的规则。这些俱乐部扎根在熟悉的同性友爱

沙龙、运动队、帮派以及政治性组织中。大多数俱乐部

都建在本地社区，父母们常常受邀担任监护人。这些年

轻男性愿意牺牲他们在舞厅里的一部分自主权来维系更

收稿日期：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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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传统两性关系。

除了社交俱乐部，其他因素也对平衡商业休闲中两

性的影响力发挥了作用。欧洲移民的父母和亲戚一如既

往地在其后代的婚恋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

需要父母资金资助婚礼和家庭事务的女孩们。甚至在舞

厅里，种族地位、阶级地位和邻里关系仍然影响着亲密

关系的改变形式。参与都市里的社交活动可能会挑战父

辈们传统的观念，例如父母定下的婚约和监护人安排的

求婚。

都市的欧洲移民女性会参与城市娱乐活动、与异性

约会、参加罢工活动等，这些使得她们引起了美国中产

阶级的关注。美国中产阶级的改革者、城市推动者和官

员们以审视的态度来看待这样的变化。在中产阶级改革

家眼中，纯真的女性由于受到不道德行为的影响会堕

落，她们需要关怀与保护。同时言行危险的女性应该受

到监控，以免祸害他人。这些对于欧洲移民女性的印象

促进美国城市管理部门以及相关机构去保护在其眼中脆

弱的工人阶级移民女性，以此来提高其城市的形象和名

声。

4 结束语

在新旧两个世界的斗争中，对于 19世纪来到美国的

欧洲移民女性而言，其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在于其努力争

取独立和她们父母所寄予的传统期待之间的矛盾，在这

一困境中，她们的斗争和努力，为推动女性的社会地位

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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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战略背景下
大学英语教学与

跨文化能力培养研究
□ 嵇丽娜

信阳农林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希望促进

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融合，希望提高和改善文化交际

的质量。然而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却过度地关注语言点

学习，忽视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导致毕业生

语言实践能力差。本文尝试在优化大学英语教学以及完

善大学英语教学体系的同时，提出跨文化教学策略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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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世界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的

发展，无论经济、贸易，还是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人

们的生活等方面都日趋国际化和全球化。在这一过程

中，各民族文化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界限，互相渗

透、补充和融合。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

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希望促进文化之间

的相互了解与融合，希望提高和改善文化交际的质量。

2013年《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中指出：过去几

年里，涉及外语教育价值和意义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主

题展开：一是外语教育的人文性与工具性问题，二是外

语与国家需求的关系问题。英语的知识和能力作为跨文

化能力的基础，主要是通过教学完成的。大学英语教学

承担了提高学生综合人文素养的任务，即学生通过大学

英语课程能够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经历，形成跨文化意

识，增强跨文化能力。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在跨文化能

力培养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跨文化能力的内涵界定

国内外专家对大学英语教学及跨文化能力的内涵界

定：陈国明认为，科技发展、经济全球化、广泛的移民

潮、多元文化的发展以及邦国概念的模糊化是促进跨文

化交际研究发展的主要动因；尤其在全球化发展程度很

高的欧美国家，跨文化能力受到普遍重视。张红玲认

为，跨文化外语教学的目的有两个：提高学生的外语交

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其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应被视为外语教学的高级培养目标；胡文仲指出，目前

我国的外语教学大纲还没有培养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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