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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FICATION IN KENNETH BURKE’S NEW 
RHETORIC THEORY

DONG Yuanxing, DONG Yiran, CHEN Si1

Abstract: Breaking cultural barriers via language to achieve effective communi-
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manifesting the national image and enhancing inter-
national contacts and cooperation have become the main task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translation (IPT) in the diversified world today. The convergence be-
tween IPT, “Iden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IPT. A novel communication model of IPT is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Lasswell’s 5W”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fication” in Kenneth 
Burke’s New Rhetoric Theory. By analyzing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C-E 
translation of Premier Li Keqiang’s important speeches, this piece of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bringing “identification” strategies 
into IPT activities. After penetrating the factors functioning on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IPT, strategies such as using “effective replacement of person” and “re-
ceiver-friendly expression” are found to serve the purpose of IPT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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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有效建构外交话语体系，彰显良好大国形象，实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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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这也是中国在外交新时代的新使命和新方向。

外宣工作多以语言为媒介，翻译在该过程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外宣翻译是

翻译的特殊形式，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来语为

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包括境内外籍人士）为受众对象的

交际活动”[1]。外宣翻译的质量和传播效果影响国家形象和文化的传播，传播过程

成为国家形象的外部建构过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2]。

外宣翻译的言语传播特性决定了要不断借鉴修辞学与传播学理论。随着以“劝
服”（persuasion）为目的的修辞学的发展，“新修辞学”成为当代修辞学的典型代

表。修辞与翻译目的都是为了弥合文化冲突，消弭误会，达成劝服的信息传播活

动，二者的契同点为它们搭建起理论互鉴的桥梁。新修辞学的经典理论——肯尼

斯·伯克（Kenneth Burke）“同一”理论，可以延展翻译学研究范围，拓宽其研究视

角。

同时，外宣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宣传活动，也具有传播学的特性，而修辞学的

发展和言语传播相辅相成[3]。刘亚猛指出，“修辞支撑着交流、传播、公关、广告

及一切形式的宣传，在保证国际根本体制的正常运转、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持

和增强所谓‘软性权力’等事关社会和民族兴亡盛衰的要害利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4]。

可见，外宣翻译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与新修辞学和传播学都密不可分。

本文将结合“同一”理论和传播学理论，评估外宣翻译的传播效果，探究达成良好

传播效果的翻译策略和原则。

一、研究现状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言语交际行为，其本质是交往传播[5]。外宣翻译作为典型

的跨文化言语交际行为，其研究视角也不断扩展。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用新修

辞学理论来研究外宣翻译问题。吴艾玲创新性地指出，新修辞学为外宣翻译带来

启示，即任何领域的外宣材料都以吸引外国人士认同中国为目的，因而具有明显

的说服性[6]。该观点承认修辞的本质即劝服，强调外宣翻译目的为促进“认同”，
找到了新修辞理论与外宣翻译研究的契合。早在上世纪80年代，顾曰国引入了肯

尼斯·伯克的“同一”理论[7]，并从三个方面对“同一”理论作深入评析：一是“rhetoric”
与“修辞学”的比较；二是“同一”理论的本质；三是“同一”理论对修辞学发展的影响

及其可借鉴之处[8]。

国内最先引发人们对修辞与翻译关系加以关注的著述，是刘亚猛的《追求象

征色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该书指出国内外宣翻译与西方存在的差

异，西方的雄辩传统、论辩实践和劝说模式决定了什么是在理的说法，“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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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资源才能收到最大效果而又不逾矩，某一种特定场合下劝说对象一般对劝说

者抱有什么样的期望，只有增强对这一具有深层规范功能的传统的研究了解，才

能从根本上避免在确定外宣方略时流于浮浅或盲目。[2]”受该论点的启发，陈小慰

探讨了当代修辞对翻译研究的建构意义，将“认同”引入外宣翻译，围绕建立“认同”
的必要性、基础及如何建立，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说明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

是实现对外宣传目的、获得最终理解认同的保证[9]。袁卓喜从修辞劝说视角探讨

了外宣翻译中修辞运作策略问题，通过选取新闻、简介、典籍外宣三种文本进行

译例分析，促进了我国外宣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发展[10]。鞠玉梅运用“同一”理
论，从同情认同、对立认同、误同三个方面对进行分析，认为人称指示语的使用

是一种修辞策略，在话语交往中的作用超出了语义界线。而伯克的“同一”理论可

以解释人称指示语使用的修辞动机[11]。

外宣翻译的重点在“宣”而不在“译”，传播效果是衡量外宣翻译活动成功与否

的关键。因此，学者也将研究视野伸向传播学领域，试图找到两者的交叉点。吕

俊在对翻译的性质和认识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呼吁将翻译置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中
[12]。张健是较早在外宣翻译研究中引入传播学视角的学者。基于传播学先驱拉斯

韦尔（Harold Lassewell）提出“传播五要素论（Lassewell 5W）”，他认为译者

应采取重组、加工、增删等处理方式对新闻稿件做“译前处理”[13]。此后，杨雪莲

从传播学理论视角考察了外宣翻译实践问题，认为衡量外宣翻译能否取得预期效

果的关键在于可读性和可接受性[14]。韦忠生建设性地提出外宣翻译的五大原则：

政治言辞修正、语言动态对等、文化传真、平等心理和读者认同[15]。许峰采用刘

宓庆的翻译传播行为模式和交流操控权的转移模式，探讨了中国古诗词的翻译标

准和翻译策略[16]。卢小军针对国家形象的外宣翻译策略的做了实证研究，融合国

家形象、传播学、跨文化交际学等相关理论，归纳了我国外宣翻译误译的主要类

型，提出应对外宣翻译问题的策略，强调在外宣翻译过程中，应注重传播效果，

并且受众内外有别[17]。贾毓玲从语言逻辑、句法角度探讨了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

创建与翻译[18]。

外宣翻译具有跨学科性质，与传播学和新修辞学息息相关，因此，可将肯尼

斯·伯克新修辞学的“同一”理论纳入外宣翻译研究与实践中。然而，目前的研究多

为理论性探讨，尚未构建评估模型以探讨外宣翻译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策略。鉴

于此，本文以“拉斯韦尔5W（Lassewell 5W）”传播模型为基础，选取该模型中影

响外宣翻译传播效果的显著要素，构建外宣翻译的模型，在“同一”理论架构内探

讨外宣文本的翻译策略。

二、理论基础

自上世纪20年代起，修辞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在西方影响力空前的“新学”。道

格拉斯·埃宁格认为“修辞不仅蕴藏于人类一切传播活动中，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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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不可避免地是修辞动物。[19]”修辞学的复兴，也为传

播学的兴盛奠定了理论基础。新修辞学家们紧密联系社会，积极从多领域汲取营

养，使之成为一门“有效地使用话语的综合性语言理论”[20]。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

成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修辞学家，也是新修辞学的奠基人。

伯克将修辞学定义为“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21]，并非彻

底否定古典修辞学思想，他的思想根植于古典修辞学，实际上源于亚里士多德的“
劝说”修辞观。伯克将“劝说”和“同一”等同起来，认为劝说是“同一”的结果，“劝某

人时，只有用他那样的语言说话，使用同样的手势，运用相同的语序与比喻，持

有相同的态度和观点，在以上诸多方面与他‘同一’，才能劝说他[22]”。“同一”是伯

克新修辞思想的核心，既是修辞手段也是修辞目的。

（一）“同一”的三种劝说形式

伯克提出三种方式以取得认同，即“同情认同 (identification out of empa-
thy)”，“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out of antithesis)”与“误同(identification out of 
in-accuracy)”

1.同情认同。“同情认同”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情感实现劝说。例如,《战国

策·赵策四》中“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就是典型案例。战国时期，秦国趁赵国政权

交替之机，大举攻赵，并已占领赵国三座城市。赵国迫于危急，向齐国求援。而

齐国坚持要以赵威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为人质方肯出兵。赵太后爱子心切，执意不

肯，致使国家危机日深。触龙，作为一位同是膝下有幼子的老臣，以切身爱子之

心“甚于妇人”，而“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劝慰之辞，在情感上唤起了赵

太后的共鸣，最终成功说服赵太后将爱子出质齐国，从而化解了赵国的危机。“同
情认同”关键是动听众以情，通过实现共同利益完成劝说。该修辞手段运用广泛，

如“同是天涯沦落人” 、“他乡遇故知”等都是“同情认同”的有效情景。

2 .对立认同。 “对立认同 ”是 “一种通过分裂 (segregation)而达成凝聚

(congregation)的最迫切的形式”[23]。“分裂”当指对立面，正是由于双方具有某对立

面才可能形成联合。即，双方能达成认同是因为存在共同“敌人”， “敌人”可能是

人、物或者人的生存环境。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由分转合，因为有共

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双方达成认同，形成统一战线。可见，外部敌人无疑

是使对立双方联合起来的凝聚力量。“对立认同”这一概念体现了伯克认识事物与

处理事物的哲学观念。

3.误同。“误同”让听众不经意中与说话者达成认同，从而被说服，因此是一

种强有力的但最不容易为人察觉的劝说形式。现实生活中不乏“误同”的例子。例

如，点餐时，客人通常会不自觉地被菜单上的精致图片吸引，将眼前勾起食欲的

图片“误同”为真正的美味，从而愉快地消费。这类例子可以延展到所有的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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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等传媒领域。在许多宣传活动中都能找到使用“误同”进行劝说的踪影。伯克

的“误同”观点，不仅在现实中对人的思维具有指导意义，在理论上也有重要的研

究意义。

（二）外宣翻译与“同一”修辞理论的主要契同

翻译学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传播与交流的科学。修辞学是一门研究

言语交际行为及其规律以取得理想交际效果的科学。当代语境中，外宣翻译和修

辞密不可分。翻译和修辞最大契合点在于：两者都是以语言媒介为主，面向受众

的交际活动。外宣翻译与“同一”修辞理论的契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认同为目的。现实生活中，所有翻译行为都为实现某个预期目标，追求“
译有所为”[24]。外宣翻译活动常肩负着一定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使命，其目的性更

为突出。根据伯克的观点，修辞的关键目的在于“认同”，即“同一”。而外宣翻译的

根本目的也是弥合分歧、促进了解、达成认同。这种目的上的契同，使外宣翻译

与“同一”修辞殊途同归。

2.以受众为中心。受众的接受程度是衡量外宣翻译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说

白了，外宣翻译的受众就是外宣产品的消费者。受众的目的是为获得并享受高质

量的信息服务。无疑，信息产品宣传中，赢得受众就等于手握王牌。伯克反复强

调“说服是认同的结果”。因此，善修辞者必须赢得受众的善意，使受众认同他们

的各种话语成分，这是成功进行任何说服的必要条件之一。正如韩非子在《说

难》（《韩非子》）中所言：“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不论

古今，善修辞者必须根据受众的心理需求调整言论。外宣翻译与“同一”修辞都遵

循“受众中心”原则，这种契同是引入“同一”修辞理论的基础。

3.以语境为背景。语境在话语的产生和理解中至关重要。肯尼斯·伯克提出

的三种“同一”劝说形式都强调了话语在特定场景下的目的性，特定场景即为“语
境”[25]。翻译研究中的语境可分为“小语境”和“大语境”。“小语境”指文本自身所处

的语言环境，包括措辞、搭配、上下文及语义间的联系等；“大语境”指时间、空

间、题材、读者对象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外宣翻译和修辞活动离不开语境的指

引，从话语产生到目标接收的整个过程都受语境的引领。

（三）“同一”视角下外宣翻译与传播学的契同

1. 外宣翻译与传播学的契同。外宣翻译与“同一”修辞理论的契同表明，外宣

翻译也是一种劝服活动。那么在国际交流中，外宣翻译者在不同情境下选择何种“
同一”修辞策略才能达到预期传播效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外宣翻译活

动的传播过程，进而找到影响外宣翻译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

DONG Yuanxing, DONG Yiran, CHEN Si ◆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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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是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1948年，拉斯韦

尔提出传播过程的五个基本要素[26]：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

渠道（what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hat effect）。这就

是“拉斯韦尔5W”模式（图1），它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图1 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

“拉斯韦尔5W”模式中的五个要素是也是翻译过程中普遍关注的对象。“谁”可
以置换成翻译的主体，“说什么”是翻译的内容，“通过什么渠道”对应为翻译原则、

策略、技巧等，“对谁说”即为读者、受众，而“取得什么效果”则对应传播效果。当

然，外宣翻译作为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影响其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除“拉斯韦尔

5W”模式中所列因素外，还应包括中西文化传统、政治现状等。

2.“同一”视角下外宣翻译的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描述了传

播活动的过程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具有普遍适用性。利用这个模式，根据外

宣翻译与传播学的契同，可以初步建立一个广义外宣翻译传播模式（图2）。

图2 广义外宣翻译传播模式

广义外宣传播模式展示了传播过程的五大环节。然而，对于任何外宣翻译文

本而言，其传播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有各自的特点。各环节的特殊性，决定了翻

译策略的选择和传播效果的实现。基于“同一”理论与外宣翻译的契同，广义外宣

翻译传播模式可以进一步充实，从而形成“同一”视角下外宣翻译的传播模式（图

3）：

图3 “同一”视角下外宣翻译的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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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模式可知，外宣翻译适用的翻译策略，是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

受众、预期传播效果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选择。这个模式可以帮助我

们在“同一”修辞理论的视角下分析外宣翻译的传播效果，总结为达到预期传播效

果应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策略。

三、译例分析

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国外交别开生面。在中国外交频频落子世界的同时，

中国领导人的系列重要外宣讲话引起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在外事活动中，李克

强总理的讲话语言平实，风格亲和，其演讲模式有助于拉近与国外政府、人民之

间的距离；在语辞的运用、思想和价值观的传输、表述的生动性和感染力方面都

有自身的特点，受到了国内外一致好评。下文正是依据“同一”视角下外宣翻译传

播模式对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的外译进行分析，探讨其间运用的修辞策略和实现

的传播效果。

（一）“同情认同”策略的传播效果分析

“同情认同”是李克强总理在外事讲话中普遍使用的修辞策略。其具体表现为晓

听者以理，动听者以情，共之所鸣，表之所期。

例1：“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经历过饥饿的痛苦，我们与仍处在饥饿状态的人们

感同身受，我们希望看到饥饿和贫困在全球被消灭，我们愿意与各国分享农业技

术、经验和农业发展模式。”（《依托家庭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2

译文：“The Chinese of my generation had suffered from hunger, so we 
share the feeling with people who are still suffering from hunger. We hope to see 
hunger and poverty eliminated in the whole world and we are willing to share 
with other countries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models.” 

根据“同一”理论视角下外宣翻译的传播模式，我们从传播主体方面对此段进

行分析：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为演讲者，也是传播的主体，从开篇就以“我们这一代

人”，为总理角色增添了亲和感。而在译文中，译者并没有直接将“我们这一代人”

译为“our generation”而是巧妙地使用“my generation”。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与

同代人一样亲身经历过饥饿，这就拉近了“高高在上”的总理与普通听众之间的心

理距离，更容易使听众感同身受，自然流露出对处于饥饿状态人们的理解和同

2 摘自2014年10月16日李克强总理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演讲。
 本句英语译文摘自网站：http://www.kekenet.com/kouyi/201411/3421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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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从而塑造了李克强总理仁爱、和善的大国领导人形象。这种通过置换人称的

修辞手段，是实现“同情认同”的有效方法之一。这项通过激发听众“感同身受”的策

略成功传递了演讲者的说话目的，为接下来双方形成同促农业现代化的共识打下

了基础。

例2：“扶贫脱贫是硬任务，各级政府已经立下军令状，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完

成。”（《2016政府工作报告》）

译文：Poverty reduction is a must,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have made 
the pledge, and it must be accomplished both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within the timeframe set.3

“立军令状”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立誓将士“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往往饱

含着一种苍凉、悲壮的色彩，这里则表明中国政府改善民生、扶贫脱贫的决心。

但是，这类特色文化词汇无法直译，英语读者往往很难理解。此处翻译为“made 
the pledge”可与读者形成相同的价值取向，即重视人民利益。这种“同情认同”的翻

译策略有助于塑造中国政府关注民生、敢于负责的良好形象。

（二）“对立认同”策略的传播效果分析

“对立认同”产生作用有一个条件，即存在特定认知语境。只有存在特定语

境，“对立认同”的修辞策略才会得到充分发挥。外交演讲中的大语境就是国际环

境和双边关系。语境属于传播内容的影响因素，根据“同一”视角下的外宣翻译传

播模式，传播内容的影响因素也决定修辞策略的选择。例如：

例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7年来，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一波三折，前景仍不明

朗。最近，包括经合组织在内的一些国际机构下调了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如何稳

定经济，增加就业，促进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聚焦发展共

创繁荣》）4

译文：It has been seven years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roke out. The 
economic recovery process, which has been through many twists and turns, 
still shows uncertainties. Recently, the OECD and some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have revised down their growth outlook for the world economy. How 
to stabilize the economy, create new jobs and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mains the challenge for all countries. In this connection,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e following thoughts.

3  本句英语译文摘自网站：http://www.lanxicy.com/read/ed5eb91f6c3342f29ab0d6 
89.html

4 摘自2015年7月1日李克强总理应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
本句英语译文摘自网站：http://www.putclub.com/html/ability/intEconomy/ 

20150710/1034 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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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语境来看，此段讲话正值国际金融危机爆发7年，全球经济环境面临诸多

挑战。为了有效传达与世界各国一起“聚焦发展共创繁荣”的意愿，演讲人罗列了

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共同的敌人”以达到联合一致的目的。而在

译文的处理上，“共同的敌人”的危害性通过语言选择进一步加深。这里的修辞手

法包括：

1.使用程度词。例如“一波三折”是四字短语的固定说法，汉语中数字“一”、“
三”通常虚指，并不表示确切的数量，此处意为“许多”。英语则不同，表示“许多”
常用具体的“many”、“much”等。“一波三折”译成“many twists and turns”，其

中“many”的使用更符合英语读者的认知习惯，并且凸显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加剧

受众对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担忧。

2.避免使用积极词汇。例如“前景仍不明朗”的翻译，去掉了“前景”这个带有积

极色彩的词汇，译为“still shows uncertainties”。消极词汇突出了经济复苏面临

的重重阻碍，与“many twists and turns”相呼应，容易激起受众对“共同的敌人”的
警觉，有助于达成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共识。

例4：“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既要加强需求管理，又要着力推进

结构性改革，以消除‘病灶’”。（李克强在2016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5

译文：To address the deep-seated problems in the world economy, we 
need to both strengthen demand management and advance structural reform 
to eliminate the root causes that trigger problems.

本句使用了暗喻修辞手法。“病灶”本是一个医学术语，意指病变，对应的英语

为“focus / nidus”，而此句中“病灶”取引申义“严重的问题”。译者采取意译阐释的

策略，转换成“root causes that trigger problems”，既突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又

能引起目的语读者的关切，使其产生“对立认同”，从而自然地认同并接受我们所

采取的改革措施。

（三）“误同”策略的传播效果分析

“误同”通常表现为人对自身处境的误解。利用“误同”，说话人可以把听话人

摆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或者听话人把说话人摆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以便听话

人采取说话人所期待的行动，从而达到预期的修辞目的。通常通过对人称代词“我
们”的有效置换来实现。

例5：“中国与东盟互为近邻，共同利益广泛，但也有不同关切，邻里之间难

免磕磕碰碰，这并不奇怪。”（李克强在第十七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

上的讲话）

5 本句英语译文摘自网站：https://www.hjenglish.com/fanyi/p790736/?_t_t_t=0.208 
1544791629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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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As close neighbors,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have extensive common 
interests. In the meantime, we also have some different concerns and disagreements, which 
is just natural between neighbors.6

演讲者使用隐喻的修辞手法，将中国与东盟用“近邻”、“邻里之间”联系起来，

使听众自然联想到“近邻”所隐射的可能涵义，诸如：远亲不如近邻、和睦、亲

善、相互支持等等。其目的是不动声色地为听话人设定他应选择的立场，使听众

受“误同”的感染采纳演讲者的意见，并作相应举动。本例中，为了更好地顺应受

众心理和语言习惯，在跨语言、跨文化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误同”作用，译者采用

了如下修辞策略：

1.使用第一人称复数置换第三人称。译文用“we”替代“邻里之间”，顺理成章地

将听众引入说话者所设定的关系中，这种立场上自然而然形成的“同一”，使听众

更乐于接受演讲者的思想和劝说。

2.尊重差异，采用受众易于接受的表达。为了营造“误同”所需的语境，演讲

者为听众设定“邻里”身份并对该身份进行了阐释。使用“磕磕碰碰”轻描淡写地隐

喻邻里间的分歧和矛盾，这个表述在中文语境中很容易得到听众的理解和认同，

却不一定能被西方受众接受。因此，将“磕磕碰碰”译为“different concerns and 
disagreements”， 语言上就不会渲染“分歧强烈”的色彩，听众也就不会“浮想联

翩”其背后的消极隐喻项。演讲者在对听众进行劝服的过程中，排除了“磕磕碰碰”
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完美地营造了一个“睦邻友好”的邻里关系，使听众产生了

有效的“误同”。
例6：“中美建交几十年了，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但是中美关系向前发展是

大趋势。”（李克强2017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答记

者问）

译文：It has been several decades since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has seen more than a fair share of 
ups and downs, but it has been always moving forward, which I believe is the 
underlying trend.7

在汉语中，“风风雨雨”本是一个不含褒义色彩的词。把它译作“a fair share of 
ups and downs”，让人看到的不只是中美关系进程中令人不快的一面（downs），

同时也可以联想到其中的积极层面（ups），从而产生“误同”，对中美关系的发展

充满信心。“中美关系向前发展是大趋势”没有译为“…moving forward is the trend”，
译文中却用了现在完成进行时句式结构“has been always moving forward”，暗示两国

6 本句英语译文摘自网站：http://www.kekenet.com/kouyi/201412/346137.shtml
7 本句英语译文摘自网站：http://360.bigear.cn/news-38-1147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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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一直在向前发展，也让人产生“误同”。同时，译文末句增加了一个主语“I”，
表明李克强总理本人持正面立场，看好中美关系发展态势，从而加强了“误同”的
语境，让读者更容易产生相同的回应，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充满善意的期待。

四、结语

话语本身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用于传递信息，控制思想，引发行为；可以

用于说服他人，也可以用来攻击他人。在表达观点的同时，话语亦可能招致误

解。在当代语境中，修辞与翻译的最大契同在于，两者都是运用话语媒介、面向

受众的交际活动。修辞与翻译两者不仅在目的、语境、受众方面存在契同，而且

也共同拥有深厚的跨学科理论资源等待发掘。肯尼斯·伯克新修辞学“同一”理论在

外宣翻译过程中的应用，既在理论上提供一种新颖的视角，在实践中也有益于对

翻译方法进行探讨。基于“拉斯韦尔5W”传播模型的启发，重建“同一”理论视角下

的外宣翻译传播模型，对于研究和选择外宣翻译策略、增强外宣传播效果而言，

是一次跨学科的有意义的尝试。

如根茨勒（Gentzler）所建议，翻译研究可以不断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其他

学科也可以从翻译研究中获取借鉴[27]。外宣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形式，时代

感强，现实意义大，以不同理论切入点观之，亦会有不同发现与收获。随着中国

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全球化的大语境下，外宣翻译研究更应“审时度势”、 “与时

俱进”，创新研究方法，充实研究对象，这样才能达到外宣的预期传播目的，实现

更佳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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