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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的学术图景与前沿脉络

——基于 CiteSpace 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A

刘 岩 杨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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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伴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明清小说外译研究逐渐引起了学界的重视。通过

对明清小说外译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客观、科学地呈现该领域的学术图景与前沿脉络，进一步拓

展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径与范式。［方法 / 过程］以中国知网的北大核心期刊与 CSSCI 期刊收录明清小说

外译研究的 743 篇文章为数据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工具 CiteSpace 对核心作者、研究机构与区域分布进行

分析，回顾与阐释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的学术图景与内容焦点。［结果 / 结论］国内学者立足于地域文化与

历史典籍传播，形成了代表作者群与核心研究区域，内容涉及英语、德语、日语等语种的翻译策略、译

者、传播接受、影响等，从文本上看，明清小说外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大名著和《金瓶梅》《聊斋志

异》等小说上，尤其以《红楼梦》为核心的研究成为了热点，对其他明清小说研究略显不足，反映出学

界在明清小说外译研究关注上呈现的集中性与不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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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软实力建设对于我国综

合国力和国际竞争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伴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文学的先锋作用

和引领作用越来越显著，中国的文学也在走向世界。［1］过去一两千年以来，中国的翻译主要以

“译入”为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应该加强“译出”。［2］“世界需要通

* 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科青年课题“近代以来日本的贵州书写及形象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1GZQN29）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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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文学观察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学来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通过中国的文学翻译，让世界

更加认识和了解中国，从而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3］明清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代表之一，

是明清时期最重要的文体。［4］其所蕴含的内容之丰富性与主题之多样性，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文

化的精华，另一方面也发展了小说成为主流文学，在文学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

论的地位，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辉煌。外译研究可以通过揭示文化关系，探索会通中外的小说

经典，从而凸显出明清小说深刻的历史性。故明清小说外译研究有利于向世界展现明清时期的世

俗文化魅力、时代思潮流变和社会发展进程，其中蕴含的文化积淀，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之

下，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可为空间。同时，也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发挥着积极作用，具有

非常值得研究和倡导的价值意蕴。

近年来，在明清小说外译的可视化分析领域，多围绕单一文本的翻译研究或某一文化意象的

历时归纳等，尚未有学者对明清小说整体的外译研究展开系统、全景式的分析。同时，学界主要

聚焦《红楼梦》的外译研究，未对其他明清小说文本进行数据分析。具体而言，如冉诗洋等人从

可视化分析的角度对国内《红楼梦》英译研究的现状及热点等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该领域的成果

多，内容丰富，但研究方法单一，部分理论视角较陈旧。［5］另外，茶文化是《红楼梦》中最重

要的文化意象之一，姜欣等人通过 CiteSpace 软件把握国内茶文化翻译的知识脉络、主题演进和

研究前沿，期望能使茶文化翻译从业者和研究人员受到启发，促使中国茶文化走出去。［6］简言

之，学者们主要聚焦于单一文本的翻译本体研究和文化特征探究，说明目前学界欠缺对该领域进

行周详系统的分析，故本研究拟通过梳理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的主流演变，以期明确该领域未来的

研究方向，传播明清小说外译成果，推进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1 数据收集与研究思路   

1.1 数据获取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平台，选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和北京

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文献作为样本数据源。由于在知网上检索到的第一篇关于明清小说外译

研究的期刊文献发表于 1993 年，故本研究涉及的时间跨度为 1993 年 1 月至 2021 年 10 月。首先

以“明清小说”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系统整理出国内学者所关注的具体明清小说文本；其次以某

一部具体的明清小说为主题词，如《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检索与外译相关的文献；最

后以“小说 + 译”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最大范围地呈现国内学者在明清小说外译研究领域的学术

成果，然后对检索得到的文献进行筛选，剔除书评、会议综述等无效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样本数

据 743 篇。

1.2 研究思路

本研究采用了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把握明清

小说外译研究的学术图景及前沿脉络。软件运行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9 日。笔者将 743 篇文献

导入软件后，得到作者合作、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等系列知识图谱。

本研究利用文献计量分析软件 CiteSpace，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对明清小说

1 数据收集与研究思路   



097097

刘岩，杨玲 . 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的学术图景与前沿脉络——基于 CiteSpace 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22，4（4）：095-109.

外译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发文趋势、期刊收录、学术群体和研究机构分布等学术态势分析；第

二，对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关键词突现、关键词时区等图谱进行逐一分析，明晰明清小说

外译的研究热点和学术前沿。

2 明清小说外译研究：学术图景   

2.1 发文趋势

从年际论文发文量的变化趋势可以反映出明清小说外译研究领域的宏观研究趋势。本文对从

中国知网（CNKI）中导出的 743 篇文献按照发表时间进行年份整理，并使用 Excel 将明清小说外

译研究成果以发文量为纵坐标、年份为横坐标制成柱状图（图 1）。

图 1 年度发文量发表时序图

从图 1 可以看出，1993 ～ 2021 年学界对于明清小说外译研究成果整体呈上升趋势，研究呈

现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93 ～ 2005 年，为窗口缓增期，这一时期学界对明清小说外译研

究关注度较低，鲜有文献发表，年度发文量在 5 篇上下浮动，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

2006 ～ 2014 年，为持续成长期，这一时期文章数量递增，每年平均发文量达到 30 篇。这一时期

的研究热潮显然与 21 世纪初国家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国家“十一五”时期文

化发展规划纲要》（2006 年）对文化“走出去”做了明确界定，调动了国内学者对中国文学外译

研究的积极性。［7］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外译研究也逐步兴起。第三阶段是 2015 ～ 2021

年，为增长回落期，年度平均发文量为 54 篇。其中，2015 年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是明清小说

外译研究由量变到质变的一年，与前一年的文献数量有着 20 篇的增长。随后，2017 年达到顶峰

年发文量 68 篇之后，2018 年的发文量为 46 篇呈下降趋势，但在新世纪我国外译研究进入一个

全新的发展阶段和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相关研究成果数量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准。2019 年

有所回升，2020 年以来又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前期研究的发展，明清小说外译研究已经较为深入，从发文年度与年发文量的相关系数来

2 明清小说外译研究：学术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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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计算结果为 0.89，为显著正相关，表明明清小说外译研究会受到研究学者的继续关注与重视。

2.2 期刊收录

从论文主要刊文载体可以看出某一领域内主要研究成果选择发表期刊的趋势，也有助于学者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期刊选择做出一定的价值判断。本文将从中国知网（CNKI）中导出的文献数

据按照期刊来源进行分类统计，得出期刊数量为 158 种，其中刊载该方向文章 10 篇及以上的期

刊共 15 种，其发文总量约占总刊文量的 57%，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得：第一，从发文数量来看，刊载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相关论文最多的刊物依次为

《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语文建设》《国际汉学》等，分

别占发文总量的 24.2% （180 篇）、5.9%（44 篇）、5.6%（42 篇）、2.5%（19 篇）、2.4%（18 篇）、

2.4%（18 篇）。第二，从期刊性质来看，（1）文学研究类刊物，包括《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

究》《中国文化研究》等，其中《红楼梦学刊》刊载论文数量远超其他刊物，原因在于《红楼梦》

是明清小说中最受关注的文本，且该刊是国内较早关注明清小说《红楼梦》的专业性期刊，专

门征集关于《红楼梦》的相关文章。（2）翻译类刊物，包括《中国翻译》和《上海翻译》。其中

《中国翻译》的发文量位列第三，该刊物结合了“小说文本”和“翻译”，聚焦于翻译经验、评

价并研究翻译作品。（3）外语类刊物，《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学刊》等刊

物也对明清小说外译的研究有所关注和重视。第三，从刊物级别来看，既有《红楼梦学刊》《明

清小说研究》《中国文化研究》等文学类核心刊物，又有《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等翻译类核心

期刊。综合言之，以《红楼梦学刊》为代表的文学类期刊、《中国翻译》为代表的翻译类期刊及

《外语与外语教学》为代表的外语类期刊对明清小说外译研究保持着高度关注，为国内学者提供

了分享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表 1 主要发文刊物及发文数量（发文量≥ 10 篇）

序号 刊物名称 发文量（篇） 总体占比

1    红楼 梦  学刊  1    8   0 2 4.2%

2 明 清 小说 研究 44 5.9%

3 中国翻译 42 5.6%

4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 2.5%

5 语文建设 18 2.4%

6 国际汉学 18 2.4%

7 外语学刊 16 2.1%

8 中国文化研究 16 2.1%

9 外国语文 15 2.0%

10 外语研究 11 1.4%

11 中国比较文学 11 1.4%

12 上海翻译 11 1.4%

13 外语教学与研究 10 1.3%

14 文学遗产 10 1.3%

15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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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术群体

厘清翻译研究的核心作者及合作关系，对新涉及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的学者迅速了解该研究领

域具有积极作用。通过 CiteSpace 分析软件，以“Author”为节点类型，将年份选定为 1993 ～ 2021

年，时间切片为 2 年，选取的标准为 g-index（k=25）。如图 2 所示，共有 288 个作者节点，51 条

连线。其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作者，节点大小代表发文数，节点越大发文量越多。两个节点

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越粗表明共现次数越多，合作越密切。

图 2 核心作者及合作关系图谱

通过核心作者及合作关系图谱可以发现核心作者分布情况，本研究选取发文量在 5 篇及以

上的作者，共计 17 名，分别为洪涛、刘泽权、王燕、李晶、王金波、张丹丹、宋丽娟、冯全功、

唐均、李海军、何敏、温秀颖、任显楷、郑锦怀、刘晓晖、孙逊、孙建成。从图 2 的分析结果可

以看出：（1）从发文数量看，洪涛、刘泽权、王燕、李晶、王金波和张丹丹是明清小说外译研究

领域发文量居于前列的学者，所在的节点大小依次递减，反映出明清小说外译研究已逐渐形成动

态连贯性的科研氛围，研究的中坚力量已经形成；（2）Density=0.0012 表示代表性作者间存在一定

的合作密度，连线的粗细程度与作者之间的合作次数呈正相关，明清小说外译研究领域核心作者

共现知识网络密度较低。总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以刘泽权、张丹丹、侯羽、刘艳红等作者为主的

具备多条连线的研究团队。二是以刘晓辉、宋丽娟、王金波等为代表的仅有一条连线的作者，呈

现两两合作关系。三是洪涛、李晶、冯全功等独立作者，无合作关系。综合言之，在该领域，研

究团队仅仅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核心作者团队，研究者较为分散，合作关系略现，且多以同一

地区、同一机构的合作为主，反映出学者们缺乏广泛的学术互动。

为进一步了解核心作者的发文情况，特整理出发文量排名前 17 位（发文量≥ 5 篇）的核心

作者（见表 2）。由表 2 可知，洪涛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致力于《红楼梦》的外译研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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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表核心论文 21 篇，无论是从发文起始年份还是从发文量上来说，均是明清小说外译研究中

的领军人物之一，他致力于《红楼梦》英译本的翻译研究、文化过滤、翻译传播和译评等，产出

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此后刘泽权、王燕、李晶、王金波等也致力于明清小说外译领域，涌现

出一批相关研究成果，研究队伍逐渐壮大，呈现出学者广泛参与研究的趋势。通过观察发文量

前 17 位核心作者的研究方向，主要可以分为文学跨语种翻译研究、译介传播研究两大领域。第

一类是文学跨语种翻译研究，主要围绕明清小说不同语种的翻译研究。以洪涛、刘泽权为代表，

两位学者主要聚焦于《红楼梦》的英译研究，但二者的研究视角不同。洪涛主要从翻译的视角来

看《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8］，而刘泽权则致力于从语料库的视角看《红楼梦》的

英译［9］。与之相对，王金波则从德语视角［10］对《红楼梦》展开研究。唐均则从小语种间横向对

比的层面对不同语种的《红楼梦》进行比较研究［11-13］。第二类是译介传播研究。主要是以某一

部明清小说为研究对象，如王燕主要关注《红楼梦》［14］和《三国演义》［15］的外译情况；宋丽娟

以《好逑传》《玉娇梨》［16-17］等小说为研究对象，对其早期翻译和传播进行了探讨；李海军则对

《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概况和译介进行了研究［18］；温秀颖和孙建成主要关注《金瓶梅》和

《水浒传》英译本中的文化互动、文化特征和交流［19-20］等。

表 2 明清小说外译核心作者（发文量≥ 5 篇）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发文起始年份 作者单位

1 洪涛 21 1996 红楼梦学刊

2 刘泽权 18 2008 燕山大学

3 王燕 14 2008 中国人民大学

4 李晶 13 2006 南开大学

5 王金波 12 2007 上海交通大学

6 张丹丹 12 2012 齐齐哈尔大学

7 宋丽娟 11 2008 上海师范大学

8 冯全功 11 2011 南开大学

9 唐均 10 2010 西安交通大学

10 李海军 10 2009 湖南文理学院

11 何敏 8 2008 电子科技大学

12 温秀颖 6 2008 天津财经大学

13 任显楷 5 2011 西南交通大学

14 郑锦怀 5 2011 泉州师范学院

15 刘晓晖 5 2015 大连外国语大学

16 孙逊 5 2008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 研究院

17 孙建成 5 2008 天津财经大学

2.4 研究机构

通过 CiteSpace 软件分析某领域内相关论文发表的研究机构，不仅可以将相关研究的主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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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机构列举出来，还可以将各研究机构间是否有合作关系、合作关系是否密切等信息可视化展现

出来。通过该分析，可以帮助相关学界学者了解该领域内核心研究机构。基于此，本文将 743 篇

有效文献导入到了 CiteSpace 分析软件中，以 1993 ～ 2021 年为时间切片，k 值设定为 25 进行研

究机构分析，得到共有 261 个节点、40 条连线的研究机构共现分布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研究机构共现分布图

由图 3 可知：第一，图中机构名称字体越大则说明该机构发文量越多，由此可以看出发文量

较多的六家研究机构依次为西南交通大学（38 篇）、南开大学（26 篇）、中国人民大学（24 篇）、

上海外国语大学（23 篇）、上海师范大学（21 篇）、北京大学（20 篇）。南京大学、中南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燕山大学等研究机构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

果。第二，图中圆圈越大，说明该机构所发表的研究成果被引频次越高，共现强度越明显，在学

界影响力越大。圆圈颜色越深，说明研究成果发表时间越早。由此可以看出西南交通大学圆圈面

积最大，研究成果被引频次最高。除此之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师范大学、燕山大学等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另外，从发表时间来看，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较早开始了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第三，机构间存在连

线说明机构间具有合作关系，线条越粗说明合作关系越密切，线条颜色越深说明合作关系越早。

图中表示合作关系的连线共有 12 条，具体如西南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艺术研

究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 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饶师范学院、湖南文理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燕山大学——齐齐哈尔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从学院来看，以外国语学院

和文学院为主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既存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与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 研究院、华

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为同一区域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也存在北京师范大学与西南交通

大学、燕山大学与齐齐哈尔大学这样的跨区域合作研究关系，说明学术界以更开放的研究视野与

跨省份合作，在现有基础之上，综合运用各院校资源和优势改进自身研究，促进明清小说外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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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发展。

另外，从宏观区域来看，华东地区（244 篇）、华北地区（214 篇）、华中地区（90 篇）、西

南地区（87 篇）、华南地区（54 篇）、东北地区（32 篇）、西北地区（22 篇）等七大区域均涉及

明清小说的外译研究。其中，华东地区立足于历史人物、地域人文和文献的挖掘，以上海外国语

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利用得天独厚的学术优势，对

明清小说外译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从研究机构所在行政区划来看，北京市成果最

多，除却北京市是全国高校和学术机构较多的城市之一以外，与其是明清两朝的政治中心及文化

荟萃之地等因素密不可分。其次发文较多的省市还有上海市、四川省、湖南省、江苏省和浙江省

等。此外，除青海省之外，我国绝大多数省、直辖市、自治区对明清小说外译研究都已经有所

涉足。

3 明清小说外译研究：前沿脉络   

3.1 关键词共现

CiteSpace 可以将关系密切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形成关键词网络视图，从而反映某一领域的

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绘制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4）。

图 4 中一个圆圈代表一个关键词，圆圈的大小反映了该关键词的频次，圆圈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出

现的频次越高，反之越小。同时，图中的连线反映不同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连线越粗表明关

键词共现的可能性越紧密。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谱

从图 4 可以看出，明清小说研究的热点在“红楼梦”“英译”“翻译”“翻译策略”“林语

堂”“译介”“副文本”“英译本”“语料库”“汉学家”“霍克思”等方面。上述关键词代表了明清

小说外译研究的热点，可以将这些研究热点分成三类。第一类，研究译者及其译本。代表关键词

3 明清小说外译研究：前沿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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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霍克思”圆圈最大，其次是“林语堂”“赛珍珠”“哈斯宝”“杨宪益”“罗慕士”等，说明国

内学者研究最多的译本是翻译界泰斗大卫·霍克思的译本，对杨宪益、哈斯宝、赛珍珠、林语

堂、罗慕士等其他译者的译本也有关注。第二类，研究文本类型。代表关键词中“英译本”最

大，其次是“副文本”“全译本”“底本”“译本”等，说明国内学者主要关注明清小说的英译研

究，而对涉及其他语种的研究较少。并且对副文本这种特殊的文本形式也展开了研究，有助于洞

悉译者的翻译过程、翻译思想等。另外，研究明清小说的版本源流，对窥探和梳理创作背景有帮

助，不仅能让读者看到相对接近原貌的小说，还可以发现不同版本的差异，以便进一步做对比研

究。第三类，研究翻译策略。“翻译策略”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国内主要的研究者对明清小

说各文本外译的翻译策略、译本比较、译介传播、接受评价等进行了探讨，对中国文学海外译介

与传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2 关键词聚类

CiteSpace 的关键词聚类功能可以明确某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发展趋势。通过 CiteSpace 生成

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5）与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图 6）。图 5 中的各类

轮廓值是按大小顺序排列的，轮廓值大小反映了轮廓内部节点的紧密和分离程度。其中 N=100，

E=104，Pruning：Pathfinder，Modularity Q=0.7827（Q 值 >0.3 为 结 构 显 著 ），Mean Silhouette 

S=0.9713（一般数值＞ 0.5 为合理），二者数值均在合理的范围内，说明本研究聚类显著。如图

6，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从历时角度对明清小说外译研究进行宏观梳理，呈现聚类之间的相关

度和相互影响，以分析该领域的发展和演变历程。图中圆圈代表关键词，线条代表关键词之间的

联系。

图 5 关键词聚类图谱

如图 5 所示，出现较高的关键词聚类分别为“#0 翻译”“#1 红楼梦”“#2 英译”“#3 林语

堂”“#4 文学翻译”“#5 传播”“#6 霍克思”“#7 译介”“#8 杨宪益”。这些聚类反映出近三十年

来学界对明清小说外译研究领域聚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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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结合图 5 和图 6，可归纳出三个热门研究主题。第一，译者主体研究。相关学者不仅对“林

语堂”“杨宪益”“戴乃迭”“王际真”等国内译者进行了译者主体性和译本评析研究，亦对“霍

克思”“翟理斯”“赛珍珠”“哈斯宝”“伊藤漱平”“井波陵一”“崔溶澈”等国外译者展开了文

体差异和翻译思想研究。其中，包含译者的聚类有“#3 林语堂”，研究者针对林语堂的翻译作

品《红楼梦》《浮生六记》，考察了林语堂通过译出活动以重现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历程。“#6 霍克

思”中部分学者围绕霍克思所译《红楼梦》，探究了其译文中的诗词辨析和从不同翻译策略来解

读其跨文化思索。“#8 杨宪益”中诸多学者多审视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的翻译风格，并与霍克思

进行翻译思想对比。第二，翻译研究。所涉聚类有“#0 翻译”“#1 红楼梦”“#2 英译”和“#4 文

学翻译”，主要包括翻译理论、翻译策略、文学翻译、翻译史、翻译教学、翻译文本等方面的研

究。具体而言分为以下几个方面：①从不同翻译理论如后殖民地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目的

论等来看明清小说译本的翻译规范、意识形态、汉英对比等问题；②明清小说文学翻译中的审美

取向，如以译本的翻译改写、修辞应用等为侧重点考究在守成与创新中的翻译美学；③语言学视

角下的翻译选择，如针对词性色彩之褒贬、语义词义、专有词汇（文化负载词）等来选取其中富

有鲜明浓郁文化色彩的词应用至翻译当中；④翻译文本上，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红楼梦》《西

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四大名著的翻译研究，另外《金瓶梅》《聊斋志异》《浮生六记》

等文本也是部分学者关注的主题；⑤通俗小说、白话小说等域外翻译史也受到了该领域研究者的

关注。第三，译介和传播研究。包括“#5 传播”和“#2 译介”，明清小说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

也成为研究焦点之一。从传播的目的地来看，明清小说被译介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洲的

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泰国等，欧美地区的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瑞典等，呈现出明清小

说传播的广泛性；从传播的语种来看，同样涵盖了大部分语种，如英语、日语、法语、德语、意

大利语等，展现出明清小说鲜明的跨文化性；从传播的文本来看，《红楼梦》是明清小说中传播

范围最广，影响力最高，被译成的语种也最多的文本，反映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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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综上所述，通过聚类分析并结合具体文献进行解构，得出明清小说外译研究在不同侧面的学

术性及其产生的艺术亮点，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3.3 关键词突现

关键词突现度可以反映特定时间内的研究热点。图 7 中 Keywords 为关键词，Year 为检索数

据的年份，Strength 为突现强度，突现强度越大，说明前沿越明显。Begin 为某一关键词研究热

点的起始年份，End 为终止年份。关键词的突现年份，即该研究领域追踪热点出现的时间。运

用 CiteSpace 软件中的突现词分析功能，科学设置阈值，得出明清小说外译研究前沿统计结果。

从关键词历时演变角度来看，在 1993 ～ 2021 年间，明清小说外译研究遵循了“传统阐

释—经典转型—新意开拓”的路径。由图 7 可知，生成的 25 个突发性关键词的突现强度数值

都不高，说明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热点较为分散。其中“比喻翻译”是最早出现的突现词，围

绕“翻译”的研究持续时间最长（2007 ～ 2012 年），持续 6 年，突现时间长的关键词说明在

一段时间内这些主题都是研究人员的研究焦点和热点。同时，“翻译”的突现强度为 4.46，研

究前沿最明显。而当前有关明清小说外译的研究前沿，最有可能为“译介”“接受”和“明清

小说”。

图 7 突现关键词图谱（前 2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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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 2007 年，即早期研究阶段，关键词突变较少，只有“比喻翻译”和“霍克思”，说

明这段时期学界对明清小说外译的研究关注较少，并且研究角度单一。从 2007 年开始几乎每一

年度均有突现词出现。除此以外，“翻译策略”“语料库”“茶文化”“英译本”“罗慕士”的突现

时长均为 4 年，其中“翻译策略”和“语料库”均始于 2009 年，终于 2012 年，同时，“翻译策

略”的突现强度为 3.93，位居第二。说明在这个时段，相关学者从不同的翻译策略和跨学科的语

料库视角对明清小说进行了多维分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未来图景提供了新思路。“茶文

化”“英译本”和“罗慕士”的起始年份和终止年份一致，均是 2015 ～ 2018 年，即该时期以“茶

文化”为载体开展了相关研究，并且该词突现强度位居第三，说明不仅在历时突现上“茶文化”

持续作为研究前沿存在，在共时突现上也是热点之最。“译介”“接受”和“明清小说”的突现年

份持续到 2021 年，其中“译介”的突现强度为 3.12，表明 2019 年以来学界响应国家政策，在明

清小说的译介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而这些词也预示了明清小说外译的研究前沿，值得学

者们高度关注。

总体而言，突现关键词图谱凝结着多维度的研究话题，深入强化了新时代明清小说外译研究

的相关主题，相关学者紧密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相契，充分关注明清小说，从多元化的视

角与理论进行分析与阐释，从而把握明清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接受及影响，为明清小说外

译领域未来的精深潜力积淀了广博的基础。

3.4 关键词时区

为了深入分析 1993 ～ 2021 年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热点的变化情况，利用 CiteSpace 将网络节

点设置为“keyword”，显示类型设置为“timezone”，对 1993 年以来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热点的时

区分布进行可视化分析，生成的关键词时区图谱如图 8 所示。总体上来看，时区图谱中热点词的

密度随时间的推进在一定限度内不断增大，前沿热点之间联系紧密，再现了明清小说外译研究切

入点的多元化过程。

图 8 关键词时区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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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8 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出，明清小说外译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除了 1993 ～ 1994 年和

1999 ～ 2000 年没有热点词以外，其余每年的热点都在变化，根据每一阶段的研究热点，其研究

阶段从传统型主题到发展型主题再到创新型主题，呈现顺应时代发展的特点，可将研究热点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低缓期（1993 ～ 2006 年），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传统型翻译研究即译者和译本

研究，国内学者主要致力于《红楼梦》的英译研究，该时期的翻译主要体现在英语世界，重点

关注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本。表明此阶段明清小说外译研究仍处于积累时期，尚未突破传

统视角。第二阶段：爆发期（2007 ～ 2017 年），各年份的关键词较为密集，且连续不断，表明

2007 ～ 2017 年期间的明清小说外译研究始终受到学界重视，成果产出相当丰硕。随着中国文化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该时期明清小说外译研究呈现爆发性增加，并且研究热点由上一时期的

单一文本转化为多文本的翻译研究，另外，对译者的翻译风格也有一定研究，研究对象多元化，

关注如林语堂所译《红楼梦》和《浮生六记》、翟理斯所译《聊斋志异》、赛珍珠所译《水浒传》、

韩南所译《金瓶梅》、罗慕士所译《三国演义》、伊藤漱平日译《红楼梦》等，同时对这些译本

进行翻译策略的评析，说明随着具体政策的落实和推进，传统翻译研究面临困境，学界正在摸索

新的研究视角。第三阶段：持续期（2018 ～ 2021 年），该时期明清小说外译研究趋于平缓，爆

发的热点词较少。关于明清小说外译研究中的译者和译本研究已经足够成熟，相关学者不再局限

于传统视角，而是积极扩大视野，朝向更多元的方向发展。如侧重于由国家政府机构力量主导的

典籍翻译［21］的传播动态、外译策略和出版情况等，或以志怪小说为对象，研究该文本群体的译

介情况和叙事重构等。

总而言之，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的三个阶段充分体现了从传统翻译研究到具体形象钻研、从个

体探索到多元深化，整体映现出各阶段的逐层演化，极大丰富了研究内涵。在这三个阶段中，不

乏前后连贯的持续研究，兼有拓展领域的扩充研究，充分体现了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由点到面的多

元深层关系。

4 结 论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梳理了近三十年来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的学术态势，探讨了该研

究领域内的焦点主题和学术前沿。综合言之，在学术图景方面，明清小说外译研究呈迅速发展趋

势，发文期刊种类涉及文学类、翻译类、外语类等，体现了明清小说外译研究的跨学科综合性

质；核心学者较多，但呈分散分布，合作有待加强，研究机构之间合作较为紧密，且呈现了省

内高校合作与不同省份高校合作的趋势。在前沿脉络方面，研究对象呈现了“深度有余、横向

不足”的特征，其中对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聊斋志异》

《金瓶梅》等关注度较高，缺乏对其他明清小说文本的横向关注；研究视角上侧重翻译策略、译

者主体性、副文本、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不同语种之间相互借鉴参考，但缺乏对海外读者接受层

面的研究。随着前期的研究，当前热点正逐渐由高热度文本转向低热度文本的外译。在文化“走

出去”战略提出以后，不但在研究数量上增量明显，在研究层次上也正朝着多维度、跨学科的方

4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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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迈进。近些年来，在国家政策和学术研究的推动下，明清小说外译研究在文本选择、文化意

蕴、翻译策略和方式、传播译介评估效果等方面不断发生改变，这些变化为明清小说外译研究提

供了丰富的研究思路和方向，学者们应该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加强对中国文学外译的研

究，形塑国家形象，促进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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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Prospect and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n Translation of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Visual Analysis of 
Bibliometrics Based on CiteSpace

Liu Yan Yang L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 cance］With the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abroad, the studies on translation of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 circles. Through 
the visual analysis of the studies on translation of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cademic prospect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fi eld can be presented objectively and scientifi cally, and further expand the path and 
paradigm of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abroad. ［Method/process］Based on 743 articles in the fi eld of the 
studies translation of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ublished in CSSCI journals and cor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on CNKI as data samples, using CiteSpace as the research tool to provides a visual 
analysis of the author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the studies on translation of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analysing the academic prospect and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n translation of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esult/conclusion］Based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classics, domestic scholars have formed representative authors and core research areas. The 
contents cover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ors, receptions, and impacts in English, German, Japa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In terms of text, the studies on translation of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ainly 
focuses on the Four Great Classical Novels,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and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n particular, the study with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the core has become a hotspot, and the study 
of other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slightly insuffi cient, reveals the concentration and imbalance 
on studi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ranslation studies; Academic prospect; Hotspots and 
frontier issues; Visu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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