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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赏析
本期的四个优秀翻译范例，均选自翻译专家的译稿。这
些范例对译文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巧妙之处，在此进行汇总并
与大家分享，希望这些范例具有参考价值。由于翻译本身是
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如果您对范例的翻译有不
同见解，欢迎来信与我们讨论。

【例1】
原文：宁边五兆瓦重水堆的提前重启，铀浓缩设施的持续运转、新的轻水堆及
其配套设施的建设，都在说明朝鲜核能力正在朝向综合性、现代化的方向稳步迈
进。
译文：The five-megawatt heavy water reactor at Yongbyon restarts in advance. The
uranium enrichment facilities keep running. A new light water reactor with its supporting
facilities is being constructed. All these show the DPRK’s increasingly comprehensive and
modern nuclear capability.
说明：原文的主语是三个并列的较长的短语，如果直接翻译为三个动名词短语
会使句子主语冗长。译文将其巧妙拆分成三个独立的分句，最后再用“all these”来
指代它们做主语，化整为零，句子结构更加短小明晰。
【例2】
原文：如果中国对朝鲜的真意是“可变脸但不翻脸”的话，这意味着韩中两国
间的战略合作也只能受到明显的限制。
译文：If China only tends to make mild adjustment instead of complete change to its
policies toward the DPRK,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ROK will be
subject to limitations.
说明：类似“可变脸但不翻脸”等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很值得推敲。具体翻译
策略需要根据中文具体内容进行选择。例句中，中国对朝鲜“可变脸但不翻脸”是
指中国对朝鲜政策的调整，并非本质性改变。译文将“可变脸但不翻脸”与原文的
语义背景相结合，既巧妙体现了词语本身的意思，又准确表达了原文文意，处理十
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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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赏析
【例3】
原文：意识形态外交应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译文：The ideological diplomacy should be subject to and at the service of realizing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i.e. to complete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when the CPC celebrates its centenary and to turn China into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at is prosperous, strong, democratic, culturally advanced and
harmonious wh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ks its centenary)1 and the Chinese
Dream for China’s great rejuvenation.
说明：“两个一百年”是中国特色政治词汇，其具体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由于这一奋斗目标的背景和内容丰富，其具体所指远非这
五个字的字面意思，因此翻译的时候需要把具体含义解释出来，以免外国读者不明
白其所指。
【例4】
原文：2012年末的火箭发射与2013年2月的核试验说明，朝鲜正在一步步逼近获
得真实的核打击与威慑能力。
译文：The rocket launch at the end of 2012 and the nuclear test in February 2013
indicate the DPRK’s growing ability to achieve real nuclear attack and deterrence.
说明：中文原文主述位关系结构比较复杂，为了使译文逻辑更加严密，译文用
“growing”表示“一步步逼近”的概念，并将后半部分的小句转化为名词结构，行
文更加流畅，语义表达简洁明了。

1

“两个一百年”的内涵和具体翻译内容可以参考官方译法：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4-06/03/
content_17558022_2.htm Upgrading China-Arab relations （2014-06-03）
2
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十八大报告（全文）（201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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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讨
在译文探讨的版块中，我们将从翻译稿件中选出一些典
型的错译实例，供大家参考与讨论，以便在今后的翻译实践
中帮助大家避免同类错误出现。所有快报中列出的错误案例
仅作学习交流之用，不会涉及对翻译专家的评价。

weapons originates from its fea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neighboring South
Korea.

【例1】专有名词要大写
在处理人名、地名、国家名称、组
织名称等专有名词时，应特别注意拼写
和大小写规则，以免产生政治问题。专
有 名 词 第一个字母一般需要大写。另
外，山脉、群岛、沙漠以及其它以复数
形式出现的地理名称前一般需要加定冠
词“the”。

说明：朝鲜和韩国的英文全称分别为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和“the Republic of
Korea (ROK)”。尽管国际上也经常使用
“the North Korea”和“the South
Korea”表示朝鲜和韩国，但参照新华社
等中国官方相关报道，表达中一般不使
用“the North Korea”，翻译中需要特别
注意。译文应修改为：The DPRK’s
pursuit for nuclear weapons originates from
its fea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neighboring
South Korea。

原文：这就使钓鱼岛这一局部争议，影
响到两国关系的全局。
错译：Hence, the partial dispute of Diaoyu
islands jeopardizes the overall SinoJapanese relations.
说明：“钓鱼岛”作为地理名称专有名
词，其全部单词首字母大写，而且名词
前需加定冠词“the”，即，“the
Diaoyu Islands”。所以译文应修改为：
Hence, the partial dispute of the Diaoyu
Islands jeopardizes the overall SinoJapanese relations.

此外，在处理政治类相关文章中还
应特别注意中国立场，使用官方正确表
达，比如：
原文：俄罗斯与日本北方领土争端使其
领土主权受到挑战。
错译：The dispute over Northern
Territories with Japan also challenges th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of Russia.

【例2】专有名词表达的准确性
对于地名和国家名称，尤其是政治
敏感性词汇和热点词汇，除了注意大小
写和拼写规则外，还应注意使用中国政
府的官方表达。比如:

说明：“北方四岛”为日俄存在主权争
议的领土，作为第三方，我们对该地区
的英译名应同时标出日俄双方的命名，
宜改为：The dispute over Northern
Territories (known as the Southern Kuriles
in Russia) with Japan also challenges th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of Russia.

原文：朝鲜追求核能力出自于对美国与
邻国韩国的恐惧。
错译：North Korea’s pursuit for 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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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讨
错译：Starting in 2009, Mongolia
officially dispatched 150 soldi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US and NATO
dominated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becoming the forty-fifth
country that sent troops to Afghanistan.

【例3】数字和时间的错译
在数字处理过程中需要认真阅读中
文原文，并查阅相关背景资料，对数字
内容进行准确表达。下面例子中，原文
数字不宜直接使用，应根据译文需要转
化表达方式，以使译文更加合理。

说明：由于文中所述为从2009年之后的
某一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可以理解为
2009年至今），所以应使用完成时。故
译文应修改为：Since 2009, Mongolia
has officially dispatched 150 soldi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US and NATO
dominated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becoming the forty-fifth
country that sent troops to Afghanistan.

原文：RCEP将包括东盟10国和东盟的
自贸伙伴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
本、韩国和新西兰等共16个国家。
错译：RCEP will include the 10 ASEAN
countries and their 16 free trade partners,
including Australia, China, India, Japan,
South Korea and New Zealand.

在论文翻译过程中，除了注意根据
文中时间变化选择相应时态外，还应注
意和上下文时态保持一致。

说明：由东盟倡导的RCEP（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包括东盟10国和亚
太地区其它6个自由贸易国（澳大利
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
兰），总共16个国家。所以，译文应修
改为：RCEP will include the 10 ASEAN
countries and their 6 free trade partners,
including Australia, China, India, Japan,
South Korea and New Zealand.

原文：据统计，1926年珲春已有船只60
艘，平均载重量15吨以上。
错译：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in 1926
there were 60 ships in Hunchun, the
average maximum load is above 15 tons.
说明：中文原文中并未出现时间变化，
所以整个句子的时态应该保持一致，使
用一般过去时。译文应改为：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in 1926 there
were 60 ships in Hunchun, and the
average maximum load was above 15
tons.

【例4】时态表达问题
在汉译英过程中应注意时间和时态
的区分表达。
原文：从2009年开始，蒙古国正式派出
150名军人参与美国和北约主导的在阿
富汗的反恐行动，成为第45个正式向阿
富汗派兵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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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海拾贝
创刊号发出后，我们收到了许多专家的来信，专家们分
享了日常翻译中积累的一些实用翻译经验，并对快报内容和
具体范例发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本期节选了部分专家的
回复，希望能进一步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我们也非常感谢
各位翻译专家积极热情的反馈，对于您的反馈意见，我们都
逐一进行了整理，会在研究商讨后及时进行回复。我们也真
诚期待并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给出意见和建议，并和我们分
享翻译中的相关问题。

·勇于质疑翻译中的问题
在我们收到译者的回复中，有些专家很热情地提出了对编译快报内容的思考，
对此我们十分感谢。以下是两位专家的回复：
专家一
“我对译文2（如下）有一些看法，供贵刊参考。
原文2：其间多次实行权利下放，但都只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
理权限。
译文2：We tried to delegate power to lower levels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But this
was limited solely to readjusting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and of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regions.
说明：上述二例皆为国内俗语的形象表达。“一站式”可按字面意义直译，但后
两个却不行。“一条龙”、“条块”在此上下文中若直译，会令国外读者不知所
云，因而必须根据其实际指称意义，分别译为“协调的系列程序”和“不同的部
门和地区”（“条”指自上而下各个部门这条线，“块”指平级的各地区几大
块）才能正确表达原意。 (《编译快报》第一期，P7)

贵刊对译文2中条条和块块的理解（即‘条’指自上而下各个部门这条线，
‘块’指平级的各地区几大块）是正确的。但其译文（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regions）还是不清楚，因为‘regions’也有‘different departments’。如美国有
‘federal departments’，也有‘state departments’。美国的读者看了‘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regions’，就会不知所云。
在中国，条条和块块实际上与中央和地方是同义词或近义词，指的是地方
的‘departments’是由各中央‘departments’（即‘ministries’） 纵向领导还是
由各地方政府横向领导。
因此，如译为‘the central and local or ministerial and regional authorities’或
‘the central and local or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uthorities’似更能正确表达原文的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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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海拾贝
专家二
“谢谢来信及所附快报。读了感到非常好，有几处地方想略作评论：
(1)第6页‘人的可靠性是最不如科学仪器的’，范文翻译成‘man is the least
reliable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意思变成‘人是在科学仪器中最不可靠的’，
但是人不是科学仪器。中文原文的‘最’应当是‘很’的意思，所以如果翻译
成‘man is far less reliable than scientific instruments’就能准确反映原文意思。
(2)第11页提到逻辑不清晰的文章。深有同感。
(3)第13页提到用主动语态，少用被动语态。很正确。这是英文学术写作的基本
原则，simple and direct。”

·认真搜索学术词汇和学术资料
对于学术翻译中应该注意学习的问题和内容，翻译专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体
会：
“作为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我十分赞同你们的想法。中外学术交流，文
章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我发现很多好的中文文章，因为作者或译者对国外在相
关领域内用词的不熟悉，导致翻译失误和错误的现象很普遍。”
这一忧虑也是我们工作中应高度注意并着力解决的问题，一些翻译专家的经验
的确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由于每个学科都细分为多个方向，每个方向又包含多种研究课题，所以
即使是该学科的学生，也很难完全了解所要翻译的内容，比如具体的学术词
汇，以及与其配套的学术界惯用动词用法。此问题需要翻译者根据所提供的题
目和摘要进行参考，同时进行相关学术资料搜索以确认具体用法。比如，搜索
原文作者所引用的原英文论文内容，然后查阅该领域的具体英文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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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研究
学术出版文章在语言表达上和选词用词上需要做到严
谨、规范。为此，我们会定期根据平时学习和积累的期刊翻
译写作相关资源，特别为大家总结分享词汇、句法、修辞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常见处理方法，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也
欢迎您分享您的经验并推荐好的资源。

英语论文翻译写作的简洁性
文字简洁、语言精练是写作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学术期刊语言的重要特点。
然而，中西方思维和语言的差异使很多译者在进行汉英翻译过程中不自觉产生语言
冗余现象，这就使得译文在不知不觉中背离简洁、精炼的语言标准。语言冗余现象
在期刊论文翻译和写作中同样存在。这一现象主要体现为词汇层面的用词冗余和句
法层面的表达不简洁。下面我们根据实例对这两方面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下面是几个用词冗余的例子3：
1. 原文：中国东西部发电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促使电网互联加快了步伐。
原译：Unbalance of power resources distributed in east and west China stimulates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grid interconnection.
改译：Unbalance of power resources distributed in east and west China stimulates to
accelerate grid interconnection.
说明：译文中“accelerate”一词已经准确包含“加快步伐”的意思，所以应该
去掉“the pace of”,以免赘述。
2. 原文：今年进口国外的风电设备已明显减少。
原译：Imports of foreign wind power equipment have declined sharply this year.
改译：Imports of wind equipment have declined sharply this year.
说明：由于进口的一定是国外的，所以应该将“foreign”删去。
以上例子中的名词和形容词是从中文原句带进英文的，由于其意思已经包含前
面的动词或名词中，所以它们明显是冗余成分。
3. 原文：这些措施将会对电厂的CO2排放起到限制作用。
原译：These measures will have a restrictive effect on the CO2 emission of power
plants.
改译：These measures will restrict CO2 emission of power plants.

3.

本部分案例摘选自：朱新佳. 英语科技论文写作中的冗余及编辑处理[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1, 22(2): 296–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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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研究
4. 原文：我们必须对汽轮机的设计加以改进。
原译：We must make an improvement in turbine design.
改译：We must improve turbine design.
说 明 ： 虽然原译文中“动词 +名词”的形式在语法上是正确的，但是动词
“ m a k e ” 意 义 含 糊， 不 能 准 确 表 达 特 定的 动 作 。 该 动 作 可 以直 接 由 动 词
“improve”表达，这样句子结构会更加简洁。
上述语言冗余现象主要是因为作者在写作英文时无法摆脱中文的思维方式，或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片面追求忠于原文。“达”和“信”一样，都是翻译的最基本要
求。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做到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达到目标语言的要求，避免产
生冗余表达和中式英语表达。
下面再来看一组表达不够简洁的例子4：
1. 句A：In addition to bank loan in the Eurodollar market, Bell South can consider that
the company uses a domestic loan.
句B：In addition to bank loan in the Eurodollar market, Bell South can consider
using a domestic loan.
说明：句B将原来的（宾语）从句结构替换为分词结构，句子的逻辑和内容更
加清晰、简洁。
2. 句A：the transmission of the data of the network
句B：the network data transmission
说明：句A中“of”短语的堆砌连用，修饰结构不够清晰，容易造成逻辑混乱，
难以理解各成分的具体关系。句B将修饰名词前置，结构和意思简洁清晰。
3. 句A：It is necessary to put an end to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leading organizations
accompany the guerrilla units here and there.
句B：Leading organizations should stop accompanying the guerrilla units wherever
they go.
说明：和句B相比，句A因为含有定语从句，句子结构显得比较复杂。将以
“situation”为先行词的定语从句结构简化为B中的现在分词结构后，句子结构
变得简洁，逻辑也更加清晰。

4.

本部分案例1、2、5、6摘选自：胡庚申，申云桢. 英语论文写作与发表之失误例谈（六）：正文的简洁表达[J].
科技与出版，2005, (5): 52–53。案例3、4摘选自：Joan Pinkham. 中式英语之鉴[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200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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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研究
4. 句A：When making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in the past, we were young and
arrogant.
句B：When we were making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we were young and arrogant.
说明：句B使用过去时态“were making”表达“in the past（过去）”的意思，
这样表达更加符合英文习惯。
5. 句A：By way of piping lines, the crude oil is transmitted from the well to the refinery.
句B：The crude oil is piped from the well to refinery.
说明：在不改变句义的情况下，恰当地使用动词既可以简化句子结构，也便于
理清句子逻辑关系。
6. 句A：The rate of nuclear reaction is controlled by insertion of the control rods or
removal of the control rods.
句B：The rate of nuclear reaction is controlled by insertion or removal of the control
rods.
说明：并列结构中重复出现的词语可以通过改变并列结构或者使用替代词等方
法，将重复的词语“去掉”。
虽然上述例子中原文表达语法和语义逻辑正确，但用词数量和句长均有进一步
改善的空间，而且修改后句子的语义逻辑会更加清晰。为了达到简洁和精炼（句中
无多余词）的学术论文语言标准，在学术论文翻译和写作过程中应努力做到“能用
一个词表示时，绝不使用两个词”。
词汇冗余和表达不简洁两种现象在翻译中应该避免，也是可以避免的。当然，
学术论文翻译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达到文章简练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做到清楚表达
文意，以便于国外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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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资讯
上一期翻译资讯版块介绍了三种CAT常用软件：电子词
典、术语库和语料库。本期继续上一期的主题，为大家介绍
另外两种翻译专家常用的辅助翻译软件（翻译记忆库和电子
百科全书），希望对大家的学习和工作有所帮助。

Ⅰ. CAT常用软件及问题（续上期）
4. 翻译记忆库 指包含了很多翻译单元的数据库，一个翻译单元指的是源语言语
句和翻译后的目标语句的配对。翻译记忆库通常配合专门的CAT软件使用。在翻译
过程中，软件会搜索与当前待翻译的原语句一致或者相似的句子，找到了匹配的句
子后，译员可以重复利用或者修改译文。翻译记忆库与双语平行语料库有相似之
处，都可以从以往的翻译范文中提取相关资料，为译员后续的翻译提供参考与借
鉴。翻译记忆库通常更适合于大规模翻译项目，在积累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充分发挥
其效果。另外，保证翻译记忆库的语言质量至关重要，即译员在使用前必须核实记
忆库无错译、杂乱的翻译配对等，因为翻译记忆库的差错将导致后续翻译的大规模
差错。

5. 电子百科全书 这是译员经常会使用的工具。译员在接触新的翻译话题时，必
须迅速了解其相关概念，以便生产专业的译文。译员一般可以通过网络百科全书迅
速检索、了解这些话题和概念。国内外最常用的电子百科全书分别是百度百科和维
基百科，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的信息来源不一定可靠，其准确性需要译员仔细鉴
别。（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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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资讯
学术会议资讯
1. 2014年国际公法学大会
时间：2014年9月15日-17日
地点：英国·剑桥
会议网址：http://www.publiclawconference.law.cam.ac.uk/
2. 2014 欧洲法经济学年会
时间：2014年9月18日-20日
地点：法国·马赛
会议网址：http://www.eale.org/conference/Aix-Marseille2014
3. 2014民族医药学术国际交流大会
时间：2014年10月
地点：中国·北京
会议网址：http://www.cmam.org.cn/info.aspx?typesysno=20&sysno=521
4.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4年年会“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专题会议
时间：2014年10月13日––-14日
地点：中国·大连
会议网址：http://www.cuaes.org/content-EA0p00-20140801031001390885.htm
5.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onetic Research and Language Learning
时间：2014年10月17日-19日
地点：中国·长沙
会议网址：http://www.icprll201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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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往来
在本期的编译往来栏目中，我们节选了一些海外专家和
译者的来信。他们对这项宏大的翻译项目评价很高，并以极
大的热情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正是各位专家们的认同与鼓励
让我们充满信心，立志做好这项宏伟的事业。

美国译者：
“承蒙来函，非常感谢。多年来个人研究和中西交流中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
您做的这类工作十分必要，意义深远。优秀中文研究成果走不进国际学术主流，不
能形成应有的影响，很可惜，对各方面都是损失。我很愿意参加贵中心这项事业，
希望本人的经验和专长能够在提高译文质量上有所帮助，让来之不易的中文学术精
华能够以精准流畅的英文呈现出来。”

英国译者：
“作为一个SSCI的外国法律期刊的评审，我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看到更多的中
国人的优秀文章刊登在国外的优秀法律期刊上，和更多的国外学者交流，所以你们
的这个平台我真的非常看好。希望我们能彼此加强沟通，有进一步合作的机会。”

高校译者：
“非常高兴看到编译快报创刊。相互交流和切磋翻译技巧一定能够提高译者水
平从而获得高质量译文，为我们的稿件走出国门贡献绵薄之力也是外语工作者的责
任和义务。同时祝愿我们的刊物越办越好。我一定认真阅读，提高自己的水平。”

在未来每一期编译快报中，我们都将专设编译往来这个版块与大家交流。如
果您对我们的编译工作有任何意见、建议、感想，欢迎您随时来信分享，我们将
刊登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以促进沟通。我们真诚欢迎您的来
信，邮箱地址是interaction.cnki@gmail.com，我们会认真对待每一封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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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CNKI国际出版中心全体成员努力为您精选实用的内部参考资料，真
诚希望《编译快报》能为各位翻译与审校专家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平
台。由于我们的学识和经验有限，有做得不够完美甚至纰漏之处，还请
各位专家海涵，多批评指正。对您提出的每一条意见和建议，我们都深
表感谢，并且会认真听取，努力完善工作。
《编译快报》第二期的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与我们合作的所有严
谨负责的翻译专家和审校专家，因为最基础的素材就来源于您的辛勤工
作，您的热情与汗水鼓舞着我们，因此才能促成今天这样一份读物的诞
生；其次要感谢中心各位责编平日工作中的辛勤积累和领导的全面指
导，更要特别感谢社科翻译分社和质检管理分社的责编们提供的大量素
材，以及美编王立红对版式和封面的设计。正是大家的倾力而为，才最
终搭建起这个桥梁，为所有支持我们事业的专家送上一份小小的心意。
我们的翻译事业离不开各位合作翻译专家和审校专家的热心支持，
衷心希望与您在合作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开拓中国学术与文化事业
的海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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