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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讨
在本期“译文探讨”中，我们从各位翻译专家的译文中总结出部分比较典型和常见
的翻译问题进行分析，希望可以在今后的文章翻译中避免类似问题。本期该部分翻译问
题仅供学习交流使用，如有偏颇，欢迎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与专有名词有关的错误
【例1】早在20世纪80年代，伊恩·罗克斯博勒和拉斐尔·昆特罗就建议将这一概念从社会
科学的词汇中清除出去。
原译文：In as early as 1980s, Ian Roxborough and Raphael Quentro have advised to delete the
concept from the vocabulary of social science.
修改后：In as early as the 1980s, Ian Roxborough and Rafael Quintero have advised to delete the
concept from the vocabulary of social science.
解析：这里“拉斐尔·昆特罗”对应的英文名字应为“Rafael Quintero”，而非“Raphael
Quentro”。当遇到论文中出现的中文翻译的外文名字时，需要根据这个人的背景和相关成就去查
询正确的英文名字，不能直接根据中文进行音译，这样很容易导致错误，误导读者。一个有效的
途径是，可以先查看本句话对应的参考文献或者脚注中是否提及了这个人的英文名字或者作品，
以此为根据再进行搜索可以提高效率。
【例2】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和霍伊特的扇形模式都或多或少地
涉及到城市批发业的布局问题。
原译文：Chris Taylor’s theory of centrality, Burgess’s concentric circles and Hoight’s fan-shaped
patterns are more or less related to the layout of the urban wholesale industry.
修改后：Christaller’s central place theory, Burgess’s concentric zone model and Hoyt’s sector
model are more or less related to the layout of the urban wholesale industry.
解析：这句话中，除了人名翻译错误外，还出现了经济地理领域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错
误，如“中 心 地 理 论”应 为“central place theory”，“同 心 圆 模 式”应 为“concentric zone
model”，“扇形模式”应为“sector model”。
二、中式英语问题
【例3】从多维度视角构建地区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体系。
原译文：They construct a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suitability assessment system from
multiple prospects.
修改后：They construct an assessment system for the suitability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解析：原译文只是按照原中文的词语顺序进行了翻译，然而中文论文中一些名词较长，如
果完全字对字翻译就会造成译文的表达偏中式英语，不太符合英文的语法规范，如这里原译文中
出现了五个名词连起来使用的情况，英语中却不多见。可以适当调整词语顺序，使用介词连接，
让译文流畅自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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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在大框架下予以细化或变通，不断调适国家立法与本地区体育发展的利益冲
突，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益一致。
原译文：„ they refine or modify the laws under the framework, adjust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local sports development constantly in order to make interest achieve
maximum unity.
修改后：„ by refining or modifying the laws under the framework, and adjusting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local sports development constantly in order to maximize
common interests.
解 析 ： 原 译 文 中 的“make interest achieve maximum unity”，实 际 上 真 正 的 含 义 便 是
“maximize interests”，这样表达更加简洁明了。

三、直译问题
【例5】在当前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冲击下，中国大型复
杂产品制造业无法像一般制造业那样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模式嵌入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 GVC) 进行产业升级，技术引进的“天花板”效应逐步显现。
原 译 文 ：„ the large-scale complex produ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cannot be
embedded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GVC)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mode of “market for
technology” which is adopted by the gener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ceiling effect of the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gradually emerged.
修 改 后 ：„ the large-scale complex produ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cannot be
embedded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GVC)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mode of “opening market for
technology” which is adopted by the gener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ceiling effect of the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gradually emerged.
解析：“以市场换技术”是指向国外开放市场，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简单的译为market
for technology会让受众摸不着头脑，而opening market for technology则较清晰地还原了原文意思。
【例6】虽然人进党高层领导人认识到要关注本党在2011年大选中未能赢得过半选票的原
因，并承诺与社区一级的党员和支持者共同讨论和分析对策，但这项活动并没有认真开展。
原译文：„ promised to hold joint discussion and analyze the solutions with the first-rank party
members from communities, such activities were never conducted.
修改后：„ promised to hold joint discussion and analyze the solutions with the Party members
from communities, such activities were never conducted.
解析：社区一级指的是社区作为一个级别，“社区一级的党员”指社区党员，而非社区的
一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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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代不明的问题
【例7】此外，分布区域、建设时间、依托高校特色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地的国家大学科
技园愈发呈现出鲜明的多层次、多特色趋势，而部分大学科技园的产业特色未被广泛认可。
原译文：In addition, differences in distribution area, construction time and dependenc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ies, etc., make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science parks all over the country
increasingly show a trend of multi-level and multi-features, while the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me
University Science Parks are not widely recognized.
修改后：In addition, differences in distribution area, construction time and dependenc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ies, etc., make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science parks all over China increasingly
show a trend of multi-level and multi-features, while the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me University
Science Parks are not widely recognized.
解析：各地是指中国各地，没有前文的关于中国这个大语境的交代，此处直接翻译为the
country就有指代不明之嫌，由于中译英针对的是国外受众，译为China会比较清晰明了。同理，中
文经常出现“我们”，“我国”之类的字眼，我们不能简单的直译为“we”，“our country”，应
该根据语境决定是否应该具体化翻译。
五、句子结构优化的问题
【例8】根据过家兴的研究，“我国50年代后期的训练实践中就运用了有关训练分期的理
论。1961年出版的北京体育学院《体育理论》本科讲义中，作为一条训练原则提出”。
原译文：„ The theory was proposed in handout of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 of Sports Theory of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taken as a piece of training principle and was published in 1961.
修改后：„ The theory was proposed as a training principle in Sports Theory,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material of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and was published in 1961.
解析：原译文结构比较啰嗦，读起来有种流水账的感觉，读完又不太明白意思。但是调整
后的结构比较紧凑，语义也一目了然。
【例9】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经济波动日趋复杂
化，也给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原译文：China is now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increased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leads to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has brought great difficulties
to our macro control and monetary policy implementation at this stage.
修 改 后 ：During the current economic transition period, China’s increased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leads to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has brought great difficulties
to our macro control and monetary policy implementation at this stage.
解析：中文的语义侧重宏观经济的特点，为使句子结构更紧凑，语义更清晰，后者的表达
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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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探讨
第三届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于2017年11月24日-26日在重庆举行。本届
论坛由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天
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主办，由四川外国语大学承办。论坛以我
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为背景，将从政治文献的翻译理念、策
略、流程管理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重点研讨我国政治话语的对外翻译与传
播。知网国际出版中心社科分社两位同事受邀参会并带回与翻译相关的一手资
料。
一、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友义，基于“十九大”报告翻译，就党政文献翻译与构
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话题提出如下翻译建议：
（1）社会生活 social activities
（2）爱国主义 love of the country
（3）党中央提出put forward; decided; instructed
（4）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Regulations for Political Activities within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5）稳步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pension systems must be refined
（6）新中国成立以来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Since
1949/Since the early 1950s
（7）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工作 theoretical studies/political philosophy
二、此次论坛与会发言者还提出翻译工作应该解决两个误区：
（1）联合国文件都是这样表述的；
（2）某某外国媒体都是这样表述的。
以“中国梦与„„梦（息息相通）”为例：
日本：coexist with （词义太大）
外交部纽约版：is (closely) connected to/with/interconnected with（词义、语气都略显平淡）
外交部慕尼黑版：i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意译，平淡，缺乏修辞）
外交部伦敦版：is (closely) linked with （不如connected效果好）
中央编译局（十九大报告）：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外文局：is connected with
联合国译法：resonate with
美国驻华大使：be compatible with
外交部雅加达版：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无论是修辞效果还是政治寓意，译文都精准传
神，展示中国梦和其他梦想之间的亲密和谐关系）
综上，翻译工作者应该在查证可信度较高的资源基础上，进行辩证分析，依据语境进行
改写或者润色，使译文与原文意思最为贴切，这样方能达到翻译效果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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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届世界中医翻译大赛
主办单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翻译专业委员会、翻译中心）
时间： 投稿截止至2018年4月30日24时
会议网址： http://www.wfcms.org/menuCon/contdetail.jsp?id=8283

（2）The Translation and Localization Conference 2018
会议主题：Translator Ex Machina
时间： 2018年3月23日-24日
地点： 波兰华沙
会议网址： https://sites.grenadine.co/sites/tlc/en/tlc-2018

（3）BP18 Translation Conference
主办单位：B+B Mezzofanti Bt.
时间： 2018年4月19日-20日
地点： 维也纳
会议网址： http://bpcon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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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往来
本期的编译往来版块，我们筛选了一批2017年度优秀的译者和质检专家名单以示感
谢。 在过去的合作中，感恩您一路见证和伴随知网双语事业的稳步发展。饮水思源，
我们深知，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您的热情参与和积极配合。
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与您继续交流和学习，我们一起共同成长，携手将科技
和社科百余种国内影响力一流、国际印证表现一流的行业大刊中的优秀文章通过知网
平台推向海外，让世界听见更多中国学者的声音。

社科分社优秀译者

科技分社优秀译者
康国栋

陶剑

钟业红

徐英敏

陈彤

范俊川

韩阳

WEI Yang

刘涛

易玲

贺琳

耿庆友

冯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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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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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媛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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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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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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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科华

何金廖

舒晓森

蔡志坚

陆海

沈美琳

徐子月

刘春雷

程志敏

杨紫宁

岳翠萍

陈中智

王晓飞

李明江

张浩

陈智超

程冀

穆杰

张雷

刘伟国

赵惠平

康唯佳

张巍

易涛

高建莉

刘晶

CHEN Wen

宋俊丰

胡慧媛

郭昌雷

王树国

郭昊

张海玥

陈曼

韩雪婷

孟醒

何小芳

何文珊

李平

程庆正

周琴娣

张春静

李鹏飞

卢冉

任建茹

乔清泉

张军

耿硕

范如芹

徐嘉尉

侯蕾

胡畔

谭慧玲

裔然

金晓华

白小东

汤晓玲

孟超

赵晶

苏金波

高为民

耿嘉箴

杨晓健

吴献贤

方华明

张凝

张靓

张芳英

陈永娟

王观宇

曹馨月

崔海真

邵亚平

林津如

宋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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