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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赏析

本期译林赏析栏目，我们将介绍中国人名的译法，包括汉语姓
名和少数民族语姓名，涵盖正式姓名（符合一般习惯用法的姓名）
和仿姓名的笔名、艺名、帝王名号等。
一、正式姓名的译写
汉语姓名按照普通话拼写，少数民族语姓名按照民族语读音拼写。
正式的汉语人名由姓和名两个部分组成。姓和名分写，姓在前，名在后，姓名之间用空格分
开。姓和名的开头字母大写。例如，李白—Li Bai，王安石—Wang Anshi。
复姓连写。例如，诸葛亮—Zhuge Liang，司马相如—Sima Xiangru。
由双姓组合（并列姓氏）作为姓氏部分，双姓中间加连字符，每个姓氏开头字母大写。例如，
张李平—Zhang-Li Ping，欧阳陈梅—Ouyang-Chen Mei。是否为双姓需经本人确认。不确认且无法
联系到本人的，可按照单姓处理。
凡以a、o、e开头的非第一音节，在a、o、e前应使用隔音符号“’”，以避免在读音上产生歧
义。例如，赵平安—Zhao Ping’an。

二、仿姓名的译写
笔名、字（或号）、艺名按正式人名写法拼写。例如，鲁迅（笔名）—Lu Xun，巴金（笔名）
—Ba Jin，曹雪芹（“雪芹”为号）—Cao Xueqin，梅兰芳（艺名）—Mei Lanfang。
不能分出姓和名的笔名和艺名连写，开头字母大写。例如，冰心（笔名）—Bingxin，流沙河
（笔名）—Liushahe。
法名连写，开头字母大写。例如，鉴真—Jianzhen，玄奘—Xuanzang。
帝王名号和年号等，可采用“专名汉语拼音+通名英译”的原则进行译写。例如，汉武大帝
（谥号）—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唐太宗（庙号）—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康熙皇帝（年号）—Emperor Kangxi（of the Qing Dynasty），慈禧太后（徽号）—
Emperor Dowager Cixi。必 要 时，可 在 英 文 名 后 加 注 汉 语 拼 音 拼 写 法，例 如，秦 始 皇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 Dynasty，known in Chinese as Qin Shihuang。

三、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姓名的译写
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的姓名，有惯用罗马字母拼法的，沿用惯用法。例如，孔子—Confucius，
孟子—Mencius，孙中山—Sun Yat-sen，蒋介石—Chiang Kai-shek。

四、港、澳、台人士和海外华侨及外籍华人、华裔姓名的译写
均以本人惯用拼法为准。例如，李小龙—Bruce Lee，连战—Lien Chan，李连杰—Jet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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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蒙、维、藏等少数民族语姓名的译写
应按照民族语发音用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分连次序依民族习惯。音译转写法参照《少数民
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执行。例如，赛福鼎·艾则孜—Seypidin Azizi。
附表：部分知名少数民族人物

中文名

英文译名

备注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大蒙古国创建者，本名铁木真Temujin

忽必烈

Kublai Khan

元朝开国皇帝

乌兰夫

Ulanhu

国家副主席（1983–1988），内蒙古自治区首任主席

爱新觉罗氏

Aisin Gioro

清朝皇帝的姓氏。例如：爱新觉罗·溥仪译为Aisin
Gioro Puyi或Aisin-Gioro Puyi

多尔衮

Dorgon

清朝摄政王

皇太极

Huangtaiji

清太宗，也作Hong Taiji

努尔哈赤

Nurhachi

清太祖，清王朝奠基者，也作Nurhaci

阿沛·阿旺晋
美

Ngapoi Ngawang Jigme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64–1993），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9–1964,1993–2009），西藏自治区首任主席

班禅额尔德尼

the Panchen Erdeni /
Bainqen Erdini

藏传佛教两大宗教领袖之一，前面要加定冠词the。为
便于理解，可以解释为the Panchen Lama。

仓央嘉措

Tsangyang Gyatso

六世达赖的法名

达赖喇嘛

the Dalai Lama

藏传佛教两大宗教领袖之一，前面要加定冠词the

丹增嘉措

Tenzin Gyatso

十四世达赖的法名

确吉坚赞

Choekyi Gyaltsen

十世班禅的法名

确吉杰布

Qoigyijabu

十一世班禅的法名

松赞干布

Songtsen Gampo

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赞普，也作Songtsan Gampo或
Songtsan Ganbo

宗喀巴

Tsongkhapa

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者

包尔汉·沙希
迪

Burhan Shahidi

全国政协副主席（1954–1964,1980–1988）

赛福鼎·艾则
孜

Seypidin Azizi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任主席

注：表中所列人名按照民族分类（以空行隔开），同一民族内按照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栏目内容来源：英文报刊汉语专有名词译法通则（试用本）.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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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讨
本期译文探讨，主要讨论稿件处理过程中遇到的专有名词、术语
翻译问题，不同学科或领域有一些专有名词或术语，在翻译过程中需
要注意。除去涉及到的这些问题，所选取的例子在语言层面亦不乏出
彩之处，供大家交流和参考。
【例1】
原文：针刺也可以通过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功能，增加能量消耗，促进脂肪
分解。
原译文：Acupuncture could also regulate the hypothalamic-neurohypophysial system to increase
energy expenditure and stimulate lipolysis.
建 议 修 改 ：Acupuncture could also regulate the hypothalamus-neurohypophysis-adrenal cortex
system to increase energy expenditure and stimulate lipolysis.

【例2】
原文：双向链表中每个节点的双向指针用于快速插入、搜索前驱结点和后继结点。
原译文：The two-way index of each node in the Two-way linked list is used for rapid inserting of
and searching for previous and successive vertexes.
建议修改：The two-way index of each node in the doubly linked list is used for rapid inserting of
and searching for previous node and next node.
【例3】
原文：确定交点出入状态: 若A从第1个交点进入B时,该交点所在A中的起点不在B中,则该交
点为入状态,其余交点为交替出入状态。
原译文：Decide the in-out status of intersection points. If A enters B from the first intersection point
and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in which this intersection point is located is not within B ...
建议修改：Decide the entry/exit status of intersection points. If A enters B from the first intersection
point and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in which this intersection point is located is not within B ...
【例4】
原文：并且，“和平宪法”催生了日本一系列的重要防卫基本政策及原则，例如“专守防卫原
则”“不做军事大国方针”“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
原译文：Moreover, “Peace Constitution” gave birth to a series of important fundamental defense
policies and principles in Japan, including “principle of sound guard and defense”, “policy not to be great
military power”, “three principles of no nuclear” and “three principles of arms exports”.
建议修改：Moreover, “Peace Constitution” gave birth to a series of important fundamental defense
policies and principles in Japan, including “exclusively defense-oriented policy”, “not becoming a military
power”, “three non-nuclear principles” and “three principles of arms exports”.
5

译文探讨
【例5】
原文：然而，区域间主义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一定程度的“意象差距”，即在理论维度
上反映区域间主义应然状态的“理想意象”与在现实维度上反映区域间主义实然状态的“现实意
象”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落差和不一致。
原译文：However, a certain level of “intentional disparity” exists after all between idealization and
reality. It means that certain levels of disparity and inconformity exist between “the idealized intention”
reflecting what interregionalism supposed to be like on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and “the reality intention”
which reflects what interregionalism is really like on the reality dimension.
分析：“意象”并非“意向”，“意象”是指一种客观事物中经过思维创作出来的抽象情感。
因此，“意象”在译文中应该用“image”。
【例6】
原文：实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推动了两岸协商取得一系列成果，实现了两岸全面直接双
向“三通”。
原译文：... a series of achievement have been made in promoting cross-Strait consultations: the
direct, two-way and complete “three links” have been achieved.
分析：“三通”属于特定简称，在论文第一次出现，最好先解释其内在含义，不然读者不好理
解。
建议修改：… a series of achievement have been made in promoting cross-Strait consultations: direct
and two-way links of mail service, transport and trade have been fully established.
【例7】
原文：进而自下而上的路径推进台湾各政党特别是绿营政党在国家认同上的态度转变。事实
上，正如民调表明，在推进两岸合作交流的过程中，有必要以适当的方式方法采取有针对性的措
施，让台湾中南部地区民众、中下阶层民众、政治上倾向绿营民众体认到两岸合作交流的好处。
原译文：„especially the Green Party. In fact, as the polls show, during the process of cross-Straits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argeted and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help the people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the middle-lower classes, as well as the supporters of the Green Party gain
benefits from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分析：“绿营政党”是指跟“泛蓝联盟”相对的“泛绿联盟”。“台湾绿党（Green Party）”
主要是组织开展社会环保活动的，并不是“泛绿联盟”的成员。
建议修改：„especially the Pan-Green Coalition. In fact, as the polls show, during the process of
cross-Straits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argeted and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help
the people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the middle-lower classes, as well as the supporters of the PanGreen Coalition gain benefits from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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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编译小助手

本期快报我们为各位专家介绍中国知网开发的“CNKI翻译助手”
产品，该产品的功能较为丰富，可以为您的工作提供帮助。

不同于一般的英汉互译工具，CNKI翻译助手是以CNKI总库所有文献数据为依据，它不仅为您
提供英汉词语、短语的翻译检索，还可以提供句子的翻译检索。不但对翻译需求中的每个词给出准
确翻译和解释，给出大量与翻译请求在结构上相似、内容上相关的例句，方便您参考后得到最恰当
的翻译结果。

CNKI翻译助手汇集从CNKI系列数据库中挖掘整理出的800余万常用词汇、专业术语、成语、
俚语、固定用法、词组等中英文词条以及1500余万双语例句、500余万双语文摘，形成海量中英在
线词典和双语平行语料库。数据实时更新，内容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一、英汉&汉英词典
“英汉&汉英词典”能给出短句中包含的词的词义，短句将被自动划分成有意义词语，并单独
列出给出英译词，如下图所示，系统通过分析“上市公司的财务预警系统”这个被检索短句，在短
句中提取出关键的“上市”、“公司”、“财务”、“的”、“预警”、“系统”这几个词，并分
别给出英译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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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语例句
“英汉&汉英词典”能给出最直观的翻译结果，即被检索词的词义，但这只是初步翻译结果，
如上图，给出词典中“期货”这个词的英译词，有时这不能满足用户的搜索需求，所以第二部分又
给出包含“期货”这个词的短句和短句的翻译，您可以直接通过分析“期货”在短句和翻译中的含
义，来更加准确的把握其专业的英文译意。

每个相关短句下方都有可以点击的“短句来源”（见上图），直接点击页面将跳转到该短句的
出处文章的“知网节”，即短句出处文章的介绍下载页面，您可通过进一步了解文献详细内容来获
取更多关于这个短句和所需翻译词“期货”的相关信息。
三、相关文摘
翻译结果的第三部分是“相关文摘”，系统将CNKI库中包含“期货”的文摘段落按条给出，
并给出其翻译内容，您可以直接通过分析“期货”在文摘和翻译中的含义，来更加准确的把握其专
业的英文译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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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讯
在栏目中，我们为您介绍即将召开的学术会议，并展示不同学科
优秀研究成果的学术新闻。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信息，欢迎分享给我
们，我们会及时刊出，衷心希望我们的内容能给您带去帮助。
一、学术会议资讯
1）全国采矿学术会议
会议主题：绿色开发、科学利用、创新发展
主办单位：中国煤炭学会、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中国金属学会、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中国化工学会、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矿业联合会、中国黄金协会、中国核学会、中国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会
时间：2015年9月9日-11日
地点：中国·鄂尔多斯
会议网址：http://www.chinacs.org.cn/topic20150703/
2）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急症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年会
会议主题：急诊医学,中医学
主办单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急症专业委员会
时间：2015年11月1日
地点：中国·福州
会议网址：http://www.wfcms.org/menuCon/contdetail.jsp?id=6372
3）法治与改革国际高端论坛：公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会议主题：工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主办单位：浙江大学
时间：2015年11月14日-15日
地点：中国·杭州
会议网址：http://www.ghls.zju.edu.cn/chinese/redir.php?catalog_id=111&object_id=301072
4）“一带一路”战略下航空经济与管理创新研究学术研讨会
会议主题：“一带一路”战略下航空经济与管理创新研究
主办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时间：2015年11月28日-29日
地点：中国·郑州
会议网址：http://www.zzia.edu.cn/news/html/2015-8-13/20158131628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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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新闻
2015年中日关系走向何方？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where does it go in 2015？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岛”，对钓鱼岛实行所谓“国有化”，中日间爆发了一场
严重的安全危机。此后，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一度甚至走到了军事冲突的边缘。2015年是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将举行各种隆
重纪念、庆祝活动。

在此形势下，中日关系迎来了2015年。对两国来说，这将是关键的一年。未来的中日安全关系
将如何走？是进一步缓和、改善还是停滞不前甚至再度紧张？来自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的张沱
生研究员表示，“这将取决于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能否落实，取决于两国政策的新的互动。”
该研究论文“中日安全关系的现状与前景”发表在《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1期。
研究指出，钓鱼岛争端之后，两国安全关系出现了趋向稳定与改善的积极迹象。经过紧张的外
交磋商和多种途径的接触与探讨，2014年11月7日，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这为改善两国关
系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达成标志着两国间的安全危机已经得到初步控制，中日
安全关系已经脱离了最危险的时期。
在两国关系出现缓和与改善的同时，还必须正视两国关系仍存在的严重分歧与困难。作者认
为，在未来几年间，中日安全关系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前景：一方面，危机与军事冲突的风险得到基
本控制，双方的对话与合作逐步恢复；另一方面，两国的政治僵局难以全面打破，政治安全摩擦仍
然时起时伏。两国总体关系呈现出“政凉经凉”或“政凉经暖”的状态。
面对各种挑战与不确定因素，为巩固中日关系的初步缓和与改善，更为防止两国间的摩擦再次
加剧，抓住以下四个环节将至关重要：第一是加强危机管理；第二是开展对话；第三是处理好历史
分歧；第四是恢复与加强合作。如果中日双方在2015年能抓紧、抓好上述四个环节，两国安全关系
将可能继续朝着稳定与改善的方向发展。作者认为，在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中国，应对争取中
日安全关系的这一前景发挥积极主动的塑造作用。
文章出处：张沱生. 中日安全关系的现状与前景.国际政治研究, 36(1),43-50.
学术新闻（中英双语版）链接：http://jtp.cnki.net/bilingual/news/detail?code=42&typ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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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各位专家的辛勤努力。为了让交流
更 为 顺 畅，及 时 展 示 工 作 的 最 新 进 展，我 们 开 通 了 微 信 公 众 号
“CNKI双语汇”，欢迎各位专家关注，并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

“CNKI双语汇”开通，欢迎专家关注！
“CNKI双语汇”为中国知网国际出版中心（IPC）微信官方公众账号，关注我们您将获得丰富
的学术资讯，还有精彩的活动等您来参加！（扫描图中二维码即可关注）

【项目回顾】
“中文精品学术期刊外文版数字出版工程”(JTP)由中国知网(CNKI)发起，目的是通过精选并
翻译我国优秀学术论文让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了解中文学术成果。促进中西方学术与文化的交流、融
合，为国内作者和读者“走出去、引进来”打造优质的集成推广平台。
中国知网国际出版中心(IPC)成立于2013年，隶属于中国知网(CNKI)，负责该项目的具体实
施，并为世界范围内的研究人员提供双语出版知识服务。
《中文精品学术期刊中英双语数据库》是“中文精品学术期刊外文版数字出版工程”(JTP)的
主要产品。旨在向全球全面展示优秀中文科研成果，并提供创新点提炼、学术新闻发布、概念释文
和引文链接、知识网络构建等增值性服务，方便读者阅读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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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期《编译快报》一如既往地呈现到您的桌面，希望得到您的指正！
2015年的编译工作稳步推进，产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译文，这得益于各位翻译专家的辛勤付出，
我们在此对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2015年对于我们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在科技和社科领域
我们分别精选了众多具有学科代表性的优秀中文期刊，并已达成合作。因此，我们也亟需进一步扩
充编译力量，在这里我们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可以将您身边具有翻译能力的朋友推荐给我们，充实翻
译力量，共同推动中文优秀学术成果向海外传播，促进中西方的学术交流。
社科翻译分社译者招聘：黄雅静 hyj6837@cnki.net
科技翻译分社译者招聘：刘鉴莹 ljy8288@cnki.net
再次感谢各位专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和支持！愿2015年硕果累累，平安顺遂！

本期责编：马彪、杜熙强
责编邮箱：mb6864@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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