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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看日语电影的过程中，观众

需要阅读中文字幕，以便更好地梳理

情节线索，把握故事内容。近几年来

日本电影被大量引入国内，人们对字

幕提出了更高要求，字幕翻译的重要

性更加突出，字幕翻译者的工作难度

逐渐加大。字幕翻译类属于翻译活

动，但是其与文学翻译呈现出较大差

别，翻译者需要考察字幕与影视作品

的匹配度。字幕与声音同时出现，为

了避免观众出现误解情况，还需要保

证字幕的简洁性。长期以来字幕翻

译成为难点，翻译者只有区分不同台

词类型、精准还原作品内容、注重观

众动态感受、才能高质量完成翻译任

务。本文将以《你的名字》为对象，探

讨日本电影字幕的翻译策略。

一、词语翻译策略

在研究影视作品字幕翻译时，

首先要把着眼点放在词语上。词语

是字幕翻译的基础单位，分为单词、

词组等等。自古以来中日交往频

繁，中国古典文化输出海外，丰富了

日本词汇库，使日语出现了大量汉

字词，很多汉字词保留了原意，也有

很多词意义出现改变。除了汉字词

之外，惯用语也在电影字幕中较为

常见，需要翻译者特别注意。词语

不仅是传递信息的符号，还是民族

文化的符号，体现了历史与时代的

变革，在翻译过程中应该综合考虑

词汇的多层含义，尽可能贴合原意，

避免出现误译情况。具体而言，翻

译者应该在意义和形式方面保持对

等。比如，原台词中出现了“集落”

一词，翻译者将其译成“我们镇”。

这一场景出现在三叶与朋友在上学

路上遇到父亲演讲，父亲正在介绍

自己对镇子的未来规划。“集落”这

一词是汉字词，它的意思是人聚集

生活的场所。在很多字幕翻译中，

经常把“集落”这一词挪用过来，并

没有单独展开翻译。但是在现代汉

语字典中，“集落”词意与日语词意

并不相符，前者指细胞增殖形成的

细胞群。由于意义发生转换，直接

沿用这一词语，不对其进行处理，会

影响观众对故事情节的理解。将

“集落”翻译为“我们镇”，一方面解

释了词汇本身的意思，另一方面增

强了亲切感，体现人物想要吸引听

众注意、拉拢乡民支持自己的心思，

更加符合故事的人物设定。此处翻

译在内容上十分精准，在形式上实

现了对等，表现出翻译者的扎实功

底。

二、句子翻译策略

在日语语法体系中，句子是比词

语更高级的单位，能够传递完整意

思。日语电影中的台词大多以句子

展开，是翻译者必须慎重处理的对

象。日语与汉语不同，前者具有省略

性，后者具有解释性，由于语言特点

不同，句子结构也呈现出较大差异。

翻译者一方面要考虑日语本身的特

性，另一方面要贴合中国观众的阅读

习惯，对画面信息进行适度调整。具

体而言，翻译者应该适当省略源语信

息，变化句子结构位置。比如，原句

中的“俺は”，出现了整句的最后，译

者在翻译过程中调整了这句话的语

序，将其放到了整句的最前面。这个

场景出现在早耶香和敕使畅想未来

时，日语和汉语句式结构不同，导致

“俺は”被放在句末。如果不调整语

序的话，翻译会变成“应该在这个小

镇里平凡地生活下去吧，我的话”。

在汉语中，人称代词要放在句首，因

此译者将“我的话”置于前面，更加符

合观众的阅读习惯。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句子翻译难度加大，在翻译过程

中，译者也会出现误译情况，对重要

信息捕捉失败。“次私も”被译者翻译

为“喝完我也要喝”，然而这一翻译并

不完全准确。此场景出现在三叶和

家人外出，回来路上祖孙三人休息，

奶奶递水给三叶和四叶，二人轮流喝

水。原文已经出现了省略情况，句子

中并没有出现谓语动词“飮”，但是译

者在翻译时想要将谓语动词补出，于

是出现了上述翻译情况。但是在字

典中，“要”本身就表达了说话人的意

愿，将“要”、“喝”放在一起，实际上是

两次表达说话人意愿，具有重复性，

并不符合日语语言习惯，也违背了汉

语句子构成规律。为了避免出现上

述问题，可以将这句话翻译为“喝完

我也要”，这样才更加符合翻译要求。

三、情节翻译策略

情节是阶段性叙事，是一个整体

性的概念，在影视作品翻译中占据

着至为重要的位置。与词语翻译、

语句翻译不同，情节翻译需要充分

考虑前后语境。如果忽视了前后语

境，情节翻译精准度将大大降低，最

终影响观众的个人体验。作为翻译

者，应该在充分了解作品内容的基

础上，将故事前后情节勾连起来，对

前后情节关系进行精确翻译。具体

而言，译者应该将情节视为整体，分

阶段完成翻译工作。比如，在某一

情节的台词中，早耶香与敕使对话，

前者道“よ”，后者回应“よ”。这段

台词出现的场景是三叶和四叶在进

行祭典表演，观众们对三叶和四叶

进行评价，路人 A 感叹四叶已经长

大，路人B夸赞两个孩子长得像她们

的母亲，十分漂亮。三叶的好朋友

早耶香与敕使也来到了现场，二人

在碰面后互相打招呼。第一处是早

耶香的招呼语，第二处是敕使的回

应用语。词典中对“よ”进行了解

释 ，男 性 可 以 用 其 回 应 对 方 的 搭

讪。在翻译时，译者考虑到了角色

的个性特点，结合前后情节，将第一

句翻译为“来啦”，传递了早耶香对

敕使的热情问候。敕使同样用“よ”

回应了早耶香，但语气有所不同。

在结合电影场景，综合分析角色性格

之后，译者将敕使的话翻译成“来

了”，非常精准，且完全贴合观众的语

言习性。情节翻译难度最大，译者也

容易出现误译情况：部分译者受到主

观要素影响，对信息进行了过度增加

或删减，影响了信息的传递；部分译

者并不理解原作文化，忽视了文化特

色的保留，导致翻译效果不佳；部分

译者过分追求形式，并未挖掘台词的

深层含义，致使观众理解受限。为了

实现精准翻译，译者应该做到以下

几点：第一，应该熟悉作品内容，尽

可能完整传达信息。第二，应该承

认中日文化差异，还原真实场景，在

接受日本风俗习惯文化的基础上完

成翻译工作，采用最为合适的翻译

方法。第三，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的

专业能力与审美鉴赏能力，保证意

义与形式的双重对应，最终体现原

作品的意蕴和情趣。

（董青，齐齐哈尔大学讲师，研究

方向：日语语言，日本文化）【基金项

目】：齐齐哈尔大学青年教师科学技

术类科研启动支持计划项目《新语、

流行语的文化内涵以及产生的社会

背景》（项目编号：2012W-M14）

电影《天才捕手》根据A. Scott Berg

所著《麦克斯·珀金斯：天才们的编辑》

改编而成。影片主要讲述的是美国天

才编辑麦克斯·伯金斯和天才作家托马

斯·沃尔夫之间的友情与恩怨。这部电

影的叙事平稳，节奏舒缓，如一条河流

悠远绵长。但在看似平静蜿蜒的河流

下面，展现的却是两个同样伟大的灵魂

的相遇与碰撞。传记电影的创作核心

是人物形象的建构，本文将从特写动

作、意象运用和形象对比来分析《天才

捕手》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建构。

一、特写动作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人物的动

作是最直接的呈现方式。《天才捕手》

中，导演则通过对于托马斯跺脚这样一

个小小的动作的反复特写来呈现人物

的状态和性格。特写的作用往往是为

了强调所要表现的事物，以引起观众的

注意。电影一开始，在雨中站着的托马

斯望着街对面的出版公司，一副踌躇满

志的模样，过了许久，只见他扔下手中

的烟，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镜头下移，

特写了他的脚，只见他使劲地跺一下

脚。这看似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但从

整部电影来看，却大有深意。随着托马

斯跺脚的动作后，镜头切向了出版公司

内部，坐在书桌前的麦克斯此时正在审

批稿子。这时一个人走进来，拿着一摞

稿子希望麦克斯能看一下，这一摞稿子

便是托马斯的《天使望故乡》的初稿。

本来只打算迅速浏览一下的麦克斯瞬

间被托马斯的故事所吸引，在一口气读

完后，他便决定这本书应该要出版。然

而托马斯并不知道自己的书将要被出

版，所以他来到麦克斯的办公室的时候

以为要面临的是退稿，但在麦克斯说明

自己的意图之前，托马斯有一番非常激

动的表白，他告诉麦克斯，无论他怎样

讨厌自己的故事，都不能改变他坚定的

创作下去的决心。由此可以看出，当初

站在街对面的托马斯在经过长久的凝

望之后的跺脚，其实是他更加坚定地表

明自己的决定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而通过这种外在的动作而非其他的表

现形式，也是为了符合托马斯那种非常

外放的性格。在电影的结尾，托马斯站

在海边，长久地凝望着大海，正如在电

影的一开始他长久的望着街对面的出

版社公司一般。过了许久，镜头再一次

移到托马斯的脚上，特写了托马斯使劲

地跺了一下脚的动作，一如在电影的

开始一般，然后仿佛下定决心般转身离

开了，虽然他很快便因为脑结核晕倒在

沙滩上了，但通过他在病床上留给麦克

斯的信上可以看出，站在大海前的他，

其实经历过长久的思考后，终于清楚地

意识到与麦克斯的友情的意义，也决心

告诉麦克斯他对自己有多么重要。

二、独特的意象

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

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

形象。经过主观情意与外在物象相融

合，将人物心象外化表现出来，具有独

特的审美意蕴。所以在电影中，导演

也常常运用意象来呈现人物的性格。

如电影《黑天鹅》便采用了各种各样的

意象来表现妮娜的性格变化。而《天

才捕手》中，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

——河流，象征隐喻着托马斯。

在电影中，托马斯回忆起自己的父

亲的时候曾经说道：“列车缓缓开启，

他的身影，却变得越来越小，直到他完

全消失。那列火车带领我走向自己的

未来，翻过千山，走过万水，始终不变

的是，河流不停息的流淌。”这里，他是

以河流来暗喻自己。在遇到麦克斯之

前，这条河流是默默无闻的，直到麦克

斯的出现，河流有了新的方向。电影

中，托马斯的性格也正像是一条河流

一样，充满激情，不断往前，但又肆意

激荡。托马斯身上洋溢着无限的激

情，他有难以遏制的创造欲望，在他看

来，生活就是应该活在当下，每天为自

己的事业而充满热情的奋斗，这正像

是一条日夜不息、奔腾向前的河流。

但与此同时，托马斯这样的自我和不

考虑他人感受的性格也时常会伤害到

身边的人，正如一条不知道如何约束

自己的河流，很容易酿成灾祸，伤害到

身边人。所以在他身边的人，无论是

他的爱人艾琳、朋友斯科特，还是麦克

斯，都被他深深地伤害过。电影最后，

当托马斯站在大海前凝望远方，那一

刻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大海，也是他

的一生。河流最后的宿命便是归于大

海，而当托马斯最终站在大海面前时，

一方面隐喻他的生命到了终点，另一

方面也是在暗示，经历过那么多，如今

的托马斯终于面对了自己，正如他在

最后写给麦克斯的信里说到的那样，

走过那么多陌生的城市，他终于与自

己面对面了。

三、形象对比

《天才捕手》着力刻画的人物形

象并不仅仅是天才作家托马斯，还

有他的伯乐、天才编辑麦克斯。电

影中对于麦克斯的刻画，主要是通

过对托马斯的刻画，以及两人之间

的对比来反衬的。

从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我们便可

以看出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托马

斯和麦克斯两人初次见面是在麦克

斯的办公室里。在读过托马斯的作

品后，麦克斯有意出版他的作品，于

是邀请托马斯到他的办公室。来到

麦克斯办公司的托马斯没有敲门，

直接走进了麦克斯的办公室。而他

不仅没有自我介绍，反而十分激动

地被麦克斯身后巨大的书架以及上

面许许多多优秀的书所吸引。他自

顾自地诉说着自己的想法，丝毫没

有顾忌麦克斯是否理解自己。由此

也可以看出托马斯的性格，一方面

他对于书、对于写作充满了激情，并

且意志坚定，另一方面他又情绪冲

动，不顾及他人想法，非常自我。而

与之相比，麦克斯对于托马斯突然

冲进办公室并且说了一大段话，不

仅没有无礼地打断，反而是仔细听

完托马斯的话，并且判断出他的身

份之后，不卑不亢地说：“如果你愿

意的话，我们有意出版你的书。”通

过这种对比，我们也可以看出，与托

马斯相反，麦克斯是一个十分有修

养 ，聪 明 智 慧 而 且 沉 稳 冷 静 的 人 。

这从他们以后的交往中也能看出。

而这样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也为

他们以后友情的决裂埋下伏笔。托

马斯和麦克斯争吵决裂的那一幕应

该是两个人性格对比最为明显的一

幕了。在托马斯看来，人应该活在

当下，每天为自己热爱的事业而奋

斗，这才是人活着的意义。与此同

时他也觉得麦克斯活得太过于拘谨

严肃。但在麦克斯看来，每个人都

有自己生活的方式，人不能只为自

己而活，同时也应该考虑身边的人，

特别是自己亲近的人。从这样里也

可出两个人性格上的巨大反差，一

个激动张扬，一个沉稳冷静，一个看

似热情却对他人冷酷，一个表面冷

漠但却关心他人，而这种反差也衬

托出麦克斯的高贵品质。正如编辑

的 光 芒 总 是 隐 藏 在 作 家 的 背 后 一

样，在这部电影中，麦克斯的光芒也

隐藏在托马斯的背后。

（牛莉，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电影《天才捕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文/牛莉

鲁迅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

人生。《含泪活着》这部纪录片就真实记

录了丁尚彪一家直面惨淡人生的故事。

《含泪活着》是旅日华人张丽玲执导的一

部纪录电影，记录了丁尚彪一家寻常而

不凡，低微而坚韧的生活。影片以大团

圆结局完成了丁尚彪的使命，然而他的

故事还在继续，他的意志影响深远。这

部记录片虽然以一个中国“黑工”为主人

公，却深深震撼了日本人民，给他们的生

活带来了新的启示。

一、在苦难中逆袭

生活似乎从来没有眷顾过丁尚彪，

在童年时候，丁尚彪赶上饥荒；在最该

读书的年纪，赶上了“上山下乡”；在最

美好的年华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回

城后，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因为超龄

无缘大学，这份读书的梦想从此破灭。

此后，他把整个人生押注在日本那个看

似发达的彼岸，希望有衣锦还乡的一

天，然而梦想中的北海道却是个贫寒之

地，学习知识无望之后，连外出工作都

被禁止，无奈他只能逃离，同时他的身

份也从正规的留学生转而成为漂泊异

地他乡的“黑户”，曾经美好的期待全部

化为泡影。同行留学的中国同胞纷纷

选择回国，过上安稳日子，只有丁尚彪

坚持在异国挣钱养家。为了还清债款，

丁尚彪同时打着三四份工，白天在工厂

工作，下班后匆匆赶到餐馆刷碗，周末

做清洁工作，每天凌晨才拖着精疲力尽

的身躯，沿着轨道走回自己的出租屋。

居住在只够容身的小公寓里，用塑料袋

洗着冷水澡。没有良好的接受教育的

机会，身无一技之长，丁尚彪在八九十

年代那个充满变革的社会里寸步难

行。女儿考上美国大学之后，丁尚彪一

刻也不敢停歇，他白天跑建筑工地，下

午做商场保洁，晚上在饭店做饭刷碗，

在劳累的工作中还考了五个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从一个语言不通的“黑户”变

成了一个多领域的技术工。不满 50 岁

的他在镜头下瘦弱不堪，头发花白，视

力也出现问题，然而就是这个在日15年

的“黑工”依靠双手养活一个家庭，教育

出一个美国留学生。

2004 年，丁尚彪眼含热泪，告别十

五年的“黑户”生活准备回到上海。日

本海关人员查验他的护照，先是大惊失

色，冷静后迅速作出决定，盖章放行，还

以举手礼向他表示敬意。非法居住在

日本15年，生活的重压却没有压倒他的

责任与人格，即使生活艰苦仍然缴纳税

款，无任何犯罪记录，靠着一双沧桑的

手清清白白地来，清清白白地离开。

没有人比丁尚彪的人生更悲惨，然

而丁尚彪并不是以悲惨的人生取得观

众的同情，而是以他那永不屈服于困境

的进取精神来感动着那些身处逆境却

不得志的人。“在连续3年每年有3万人

自杀的日本，有这样一位中国人顽强地

含泪活着。”《含泪活着》中的这句话，道

出这部纪录片的力量所在。

二、生活从不“落寞”

战胜苦难的，除了这一家三口的勇

气和毅力之外，还有一份珍贵无比的亲

情和对生活的执著。人世间的悲欢不

相通，但是这一家人的悲欢是相通的。

支撑丁尚彪熬过十五年思念和煎熬的，

就是对妻儿的那一份爱与期待。这部

纪录片既是一段平凡人的传奇故事，也

是一个家庭不离不弃的感人情歌。亲

情是这部纪录片所散发的一种爱，坚韧

有力量，在苦难中日益闪耀。

丁尚彪虽然作为非法滞留者，但是

不管何种境遇，他始终秉持勤恳踏实、

乐观豁达的态度面对生活，从不做违法

乱纪的事，对妻子忠贞不渝，对女儿的

成长寄寓希冀。15年的日本滞留岁月，

他过着贫苦而孤独的生活，最难以忍受

的是缺失家庭的温暖。然而面对自己

的妻子和女儿，他对过去的苦难保持着

沉默和内敛，只是用深情的眼神长久地

凝视着已生白发的妻子。在短暂的相

聚里，带着提前做好的攻略，领着去逛

他也从未好好逛过的东京城。一起虔

诚地拜佛祈祷，一起品尝经典小吃，一

起看樱花，一起合影留念，像一对普通

的夫妻。十几年来心酸和委屈化作一

句“十几年啊，确实辛苦一点”，不让妻

子看见自己的泪水。

在海的另一边，妻子陈忻星和女儿

丁晽靠着针织厂微薄的工资艰难过活。

母女俩同住一间小屋，一张床，在八年的

等待中与女儿相依为命。陈忻星日常的

饭食就是面条里放点盐和酱油，她以自

己的节俭为女儿撑起一片成长的天地。

1997年，在贫寒的家庭条件下，丁晽不负

众望考取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本硕博8

年，实现了父亲的理想。从此，一家三

口，在三个国家各自飘零。

人来人往的电车里，有人在听歌，有

人在聊天，有人在看书，人们各自过着自

己的生活。只有这一家人，虽然天各一

方，共享着共一个梦想，坚守着同一个生

活理念，将心酸和泪水留给亲人的背

影。他们失去了太多机会，遭遇了太多

苦难，却从没有絮絮叨叨地相互埋怨。

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扶持，把最坚强的一

面呈现给家人。在上海、东京、纽约三个

不同时空中，携手同行，坚韧而乐观地走

下去。距离远了，心却更近了。这是平

凡人的生活，也是最真诚的生活。

勤恳养家的父亲、独自承担的母

亲、不负期望的女儿，这是一个典型的

中国式家庭，为何会打动无数日本观众

呢？因为，人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是相

通的。纪录片的特点就是它的真实

性。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日本人民，

他们也在默默忍受着生活的繁杂，逐渐

失去了对习以为常的生活的感知。《含

泪活着》中再现了那些人与人之间相濡

以沫的故事，帮助他们在重拾生活中那

些美好，带给他们心灵的洗涤。纪录片

开篇交代了日本的农村青年因生计问

题涌入了城市，这与丁尚彪背井离乡求

生存的生活境遇是相似的。在低迷的

经济环境、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和枯燥

乏味的生活模式下，人们急切希望得到

情感的抚慰。《含泪活着》中的人与事让

他们对生活的信念在相濡以沫的亲情

中重新燃起，让他们在泪水中重新找回

对生活的热爱与责任，在碌碌无为的生

活中发现美好瞬间。

《含泪活着》记录了一个中国底层

家庭的故事，也折射出一代人的辛酸与

奋斗。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没有

绚丽的特效，只有一家三口为生存而挣

扎的真实故事，用那份坚持改变一个家

庭几乎“预定”的平凡轨迹。而这部质

朴的纪录片展现的两代人接力改变命

运的奋斗精神和那份守望相助的亲情，

对于每个时代的人来说，都具有无法超

越的重要意义。

（王学鹏，中原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

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文化、环境行政

法、新闻传媒等）

从《含泪活着》看其对日本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