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赏析…………3
译文探讨…………5
译海拾贝…………7
编译研究…………10
翻译资讯…………13
编译往来…………15

2

译林赏析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Goran Malmqvist）曾说过：“没有翻译，就没有
世界文学。”翻译为世界文化交流架起一座桥梁。本期“译林赏析”的优秀范
例，既有其他文献的典型示例，也有摘自翻译专家的译稿，希望能为翻译专家
与审校专家提供借鉴。交流激发创造，讨论犹如砺石，如果您对范例有不同见
解，欢迎来函。
【例1】1
原文：该文讨论了如何降低汽车引擎造成的噪音。
译文：This article discusses ways to reduce car engine noise.
说明：科技英语中，名词直接放在被修饰词前做定语的现象日益增多。因此，在科技文章翻
译过程中，我们可以适当地用名词前置定语来替代短语后置定语，以使译文更加简洁。本文中用
“car engine”直接做前置定语，而不是用过去分词“caused by car engine”做名词“noise”的后置
定语，就使语句更加简洁紧凑。
【例2】2
原文：结合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确定对符
合条件的58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
译文：The four financial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which were set up as part of the reform to
dispose of bad assets of th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selected 580 eligible large and medium-siz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or their debt-to-equity reform.
说明：英语句子里主从关系很多，体现出不同的层次。汉语句子并列关系居多，主从不明
显。汉译英时经常需要用从句、分词短语、介词短语、加连接词等手段把并列结构转换为从属结
构，以突出句子重点，主次分明，合乎英语的行文习惯。这句话原文由三个并列动词结构组成。
细看三者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第一个只是完成第二个的方式方法，第二个也只是文章的过渡，它
们都不是句子的重点，第三个才是目的，也就是说句子的重点在最后一个动词结构。译文把次要
的部分用从句处理，这就显示了层次，突出了句子重点。

1

李海军，蒋凤美.语言经济性与科技文章英译的求简方法.中国科技翻译,2013,26(3).

2

贾毓玲.从《 政府工作报告》 的翻译谈如何克服“中式英语”的倾向.上海翻译,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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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3】

原文：首先，简单地用“恩威并施”的政策双轨来界定“战略忍耐”核心特征的做法值
得商榷，这样的话既难以将“战略忍耐”同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政策加以区分，更反
映不出奥巴马政府对朝事实上“威”重“恩”寡的特点。
译文：First of all, we should question the use of carrots and sticks in “strategic patience”. It’s
hard for the policy to distinguish itself from those of the Clinto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 It also
cannot show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uses more sticks than carrots to the DPRK.
说 明 ：“恩 威 并 施”是 中 国 成 语，有 很 多 译 法，如“resort to both benevolence and
severity”“combine justice and mercy”等，而译者巧妙选用了英语中的“carrot and stick”这
一习语，形象生动地表达出美国对朝政策的两个特点。
*

【例4】

原文：早在1722年，中国清政府巡视台湾监察御史黄叔璥视察台湾各岛后就有如下记
载：“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舢板。”
译文：As early as 1722, after his inspection of Taiwan and nearby Islands, Huang Shujing,
who was an investigating censor of Taiwan in Qing Dynasty wrote as follows: “In the north of the
ocean behind the mountain, there lies a mountain named Diaoyu Tai, where over ten large ancient
wooden boats can be berthed. A sampan (a kind of small boat) can sail into the high criss-cross
Xuepolan Mountain (or named Ganlan Mountain, which consists of Bei Xiaodao and Nan
Xiaodao).”
说明：这句话主要是关于钓鱼岛的历史记载，用以证明钓鱼岛自古便是中国领土。“崇
爻 之 薛 坡 兰”这 句 话 的 翻 译 十 分 关 键。“崇 爻”是 形 容 高 耸 交 错，用“high”和“crisscross”。“薛坡兰”则指钓鱼岛附属岛屿南小岛和北小岛等。译文不仅清晰完整的表达出原
文意思，还以文中注的形式进行补充，使译文更加清晰明了。

*

注：例3、例4均来自责编处理过的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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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讨
本期“译文探讨”主要讨论了在用词方面的翻译问题，既有漏译、冗
余，也有错译或用词不当。无论是何种情况，都提醒我们翻译时不可忽略
细微之处，以免造成理解歧义或影响原文意思表达的准确性。

1. 关键词缺失
原文：在全球化潮流与各国和各民族不断增加相互依赖的条件下，独自建设稳定和安全绿
洲的打算已经没有前途。
错译：Under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interdependence of countries and
nations, it has no future to build a stable and secure oasis.
说明：原文是指“独自建设稳定和安全绿洲”没有前途，并不是说“建设稳定和安全绿
洲”没有前途，译文缺失了这个前提，违背了原文的意思。因此建议改为“there is no
future for the plan of building a stable and secure oasis on one’s own”。
2. 涉及历史因素的地理概念错译
原文：自1992年中、俄、朝、韩、蒙五国共同启动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项目以来，图们江
区域合作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
错译：Remarkabl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umen River area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five nations of China, Russia, the DPRK, the ROK,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the PRM”) in 1992.
说明：译文使用了蒙古国历史上曾用过的名称——“蒙古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但该国于1992年2月已更名为“蒙古国”（Mongolia），并沿用
至今。原文提到的项目也是1992年启动的，所以应该使用现在的名称，即“Mongolia”。
3. 冗余
原文：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努力采取措施改善投资环境。
错译：In recent years, Russia has put in a lot of efforts and adopted measures to improve it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说明：原文“努力采取措施”仅用“put in a lot of efforts”就可以完整表达出意思，因此
译文又将“采取措施”译为“adopted measures”就显得冗余，建议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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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有名词未核实
原文：……其中包括同年9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承办的APEC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错译：Including the 20th unofficial APEC meetings of leaders hosted in Vladivostok in September
in the same year.
说明：“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官方英文名称为“APEC informal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在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等学术论文中经常出现一些机构、公司或会议、文
件名称，建议翻译时先查找官方或媒体使用的英文表达，而不要自行翻译。
5. 概念混淆造成的用词不准确
原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的技术和资本几乎是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但
对俄罗斯的投资却微乎其微。
错译：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lthough the US technology and capital are essential factors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orld, US investment in Russia remains trivial.
说明：原文是说“微乎其微”，指量少，是中性概念。而译文所用的词“trivial”是形容事
物微不足道、不重要，带有贬义色彩，与原文意思有偏差。建议改为中性词“tiny”，形容
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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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海拾贝
前两期的《编译快报》发出后，我们收到了许多专家的热情反馈，对于
《快报》中选取的例句和介绍的翻译知识，既有肯定意见，也有不同意见。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此处撷取一二，供大家赏析。同
时，也要对各位专家的积极反馈表示真挚的感谢！

肯定与支持
专家一：
这三份快报我都认真看过，非常有启发。你们的工作十分重要，就我专业的阿拉伯研究来
说，八九世纪阿拉伯的哈里发们也曾主持译馆，翻译许多希腊文，古叙利亚语和中古波斯语的
文献，跟我们今天这项翻译工程类似，也重点集中在医学，药学，地理学等科学著作的翻译。
非常荣幸我们能参与这项功在千秋的事业。
专家二：
非常感谢您转发的快报，我上周拜读了一下，觉得它办的非常好。我在我的大学里也教授
中英文方面的翻译相关的课程，觉得你们的资料也有助于我们的教学工作。

讨论与改进
对于第2期《编译快报》的两个例子，一些翻译专家提出了不同见解，并做了详细说明。这
里对他们表示感谢，同时作为编辑，我们也希望和大家共勉，以期在翻译时更加细心，尤其更
加注意用词和时态的准确性。
[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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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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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三：
多谢惠赠编译快报。这些具体而微的点评对于译者很有参考价值。为严谨计，不知中文例证
能否附上出处？当然出于保密考虑就算了。
示 例1，整 体 结 构 处 理 巧 妙，但 似 仍 有 可 商 榷 之 处: “in advance”我 感 觉“事 先”的 意 思 更
重，“ahead of schedule”似乎更合适。……时态方面，restarts—restarted? keep running--have kept
running? “reactor with its supporting facilities”，“its”似无必要。当然这些都是我的个人感觉。
专家四：
“restarts”虽然可以用一般现在时来表示一般将来时，但原文的意思似乎是宁边五兆瓦重水堆
已经提前重启，如果要表示将来的动作，此处还是用“will”比较好，如果要表示过去的动作，则
应该用“restarted”。“in advance”表示“预先”，如果要表示“提前”，用“ahead of schedule”更清楚，
或 者 用“before”。“in advance”通 常 和 描 述 某 一 事 件 的 词 语 连 用，比 如 ：“in advance of the
governor’s visit”。此外，除了外交场合，西方人都用“North Korea”，很少有人知道DPRK指什
么。
责编反馈：
两位专家就句中“提前”一词的译法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致的修改建议。责编查了词典，
“in advance”确实大部分情况下是指在做某事之前做了另一件事，而“ahead of schedule”则表
示做某事的日程提前。关于时态，这里确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因此两位专家提的建议很好，我
们也需要在编校中注意词语所表达的意思的微妙区别，以便用词更加准确。
对于“朝鲜”的英译名，在中国对外宣传或交流时，一般使用朝鲜的正式名称“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或其缩写“DPRK”（见新华社英文版、China Daily网站或外交部网
站），而不使用“North Korea”，这一点与西方表达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遵循国内的惯例，采
用朝鲜官方英文名或其缩写“DP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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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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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五：
很感谢发来的编译快报第2期。很欣赏报中所列的例句，阅后获益良多。特此致谢！
对今期的其中一句译文希望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原文中的“变脸但不翻脸”，似带
有负面意思，但译文中的“mild adjustment”及“complete change”在英语中属neutral，不
一定是指负面或恶化。如可能的话，似乎能指出负面的含义会较理想？（当然，可能结合
前文看已能达致这样的效果。）如果是指政策调整的话，“变脸但不翻脸”可能是“to
allow hardening of policies but not hostility”？一般来说，如指两者之间的关系，“变脸但
不翻脸”也可考虑“allowing the relationship to go cold but not sour”之类。因没有看过上
下文，只是按“变脸但不翻脸”一语草草提出，如有不当之处，请谅！
责编反馈：
原文确实含有一定的负面意思，即中国对朝鲜政策上变得强硬。因此专家的建议非常
中肯，所建议的译法“to allow hardening of policies but not hostility”也更为准确地传达了
原文隐含的意思。实际上我们在编校过程中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即原文含有正面或负面
的意思，在译文中却使用了中性词句，没有充分传达出这层含义；或原文是中性表达，译
文却带有正面或负面的倾向性。可见翻译的“信”和“达”是译者的经常性功课，在注重
学术严谨的论文翻译中更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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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研究
编译研究的板块中将主要介绍一些英文语言表达和从语言学角度分析
的翻译方法。如果您对学术论文编译工作中的语言处理有任何经验心得，
我们热切欢迎您的分享。

中国地名的翻译
在论文翻译中经常遇到中国地名的翻译，从网上查阅时不止一种版本。那么我们究竟该采
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呢？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9682－2005翻译服务译文质
量要求》对此有如下规定：
5.2.1 人名、地名、团体名、机构名、商标名
使用惯用译名（有特殊要求的按双方约定）。无惯用译名的，可自行翻译，必
要时附注原文。
中国人名、地名、团体、机构名译为拼音语言的，按汉语拼音法或采用历史
沿袭译法译出。译为非拼音语言的，按目标语言既定译法和惯用译法译出，译
出后可附注汉语拼音名称。
另外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GBT17693.1—2008)，汉语地名中的专
名一般音译，首字母大写且连写(但不需连接符)，通名则一般意译。这是对地名翻译最基本的
要求。
但实际翻译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具体的问题，下面结合我们编校过程中常见的情况及一些关
于地名翻译的研究简单总结，供大家参考。
首先对于一般汉语地名的翻译，有学者总结为四种范式概况如下1：
1. 地名结构：专名(单音节)+通名
通名应视作专名的组成部分,先音译并与专名连写，之后再重复意译并分写。山、河、
湖、海各举一例(括号内为属区,下同):
恒山 Hengshan Mountain
淮河 Huaihe River
2.

地名结构：专名(双音节)+通名
专名音译连写, 通名意译并分写, 如
河北省唐山市 Tangshan City, Hebei Province
九寨沟 Nine-village Valley

3.

以人名命名的非自然地理实体地名
姓和名按标准化规则分写，译法按习惯处理:
(1)人名+通名
黄继光纪念馆 Huang Jiguang Memorial
(2)人名+’s+通名
中山陵 Sun Yat–sen’s Mausoleum
(3) the +通名+of +人名
昭君墓 the Tomb of Wang Zhaojun

4.

以人名命名的自然地理实体地名
人名的姓和名则应连写, 且不加定冠词，如:
张广才岭 Zhangguangcai Mountain
左权县 Zuoqu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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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翻译中还有一种特别的情况，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翻译。这种情况要按少数民族
地区地名在当地的文字读音采用相应的汉语拼音字母表示2。
1. 藏族地区的地名，就按藏族人对该地地名的读音转换成汉语拼音。此汉语拼音形式也就是
该地名的英文译名了，如西藏当雄，按藏语发音转换成汉语拼音“Damxung”，其地名英
译是“Damxung”而不是“Dangxiong”。再如：
拉萨市

Lhasa City

昌都地区

Qamdo Prefecture

隆子县

Lhuntse County

日喀则地区 Xigaze Prefecture
2.

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名则按蒙语、维语发音转换。如：
呼和浩特市 Hohhot City
呼伦贝尔市 Hulun Buir City
锡林郭勒盟 Xilin Gol League
扎赉特旗

3.

Jalaid Banner

但也有例外的，就按照约定俗成的表达，如包头市译为“Baotou City”。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名的英译
乌鲁木齐市 Urumqi City
克拉玛依市 Karamay City
吐鲁番地区 Turpan Prefecture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Mongoli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Bayingolin

4.

其他省份大部分都按照汉语拼音的专名加通名的译法，但这些省份也有一些地区是依照少
数民族语言命名的，也要按照上述方法翻译，如：
四川省甘孜县

Garze County

甘肃省舟曲县

Zhugqu County

青海省格尔木市 Golmud City
5.

前面所举例子基本是专名音译加上通名意译。但少数民族地区的通名有时也会采取音译的
办法。如藏族地名“茶卡”，意为“盐湖”，但我们一般不译为“Salt Lake”，而是以其
转换来的汉语拼音的拼写作为英译名，即“Caka”。又如：
巴扎 Bazar (维族：集市)
错

Co

(藏族：湖)

戈壁 Gobi (蒙族：沙漠)
6.

通名专名化的翻译。
景德镇市 Jingdezhen City
绥芬河市 Suifenhe City
泰山 Taishan Mountain（或 Mount 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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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论文中有一些地名简写，如“京津冀”、“长吉图”等，为使外国读者
能够明白指什么地方，不宜音译这些简写，而应译出它们所指的地名全称，即“Beijing-TianjinHebei”“Changchun-Jilin-Tumen”，而不应简化为“Jing-Jin-Ji”“Chang-Ji-Tu”。若觉得译名较
长，又需频繁提到时，可在后文中，在指代明确的前提下，指代，如“the region”“ this area”。
总之，地名翻译首先需查找官方翻译的出处，不可擅自翻译。尤其是，如果对地名并不了
解，就更需要查找地名，再进行翻译，下面举两个已处理的译文中出错的例句。
【例1】
原文：国家在沿海开放的基础上，实施了沿边开发战略，最先开放……二连浩特……等13个
沿边市、县、镇为第一批沿边开发城市。
错译：Under this new strategy, a total of thirteen inland border cities, counties and townships,
including … Erlianhot … were first approved to be opened.
说 明 ： 在China Daily等 国 内 权 威 英 文 媒 体 网 站 上，可 查 到“二 连 浩 特”的 译 法 多 为
“Erenhot”或“Erlianhaote”，前者为按照英文对该地名的读音拼写而成，后者是按汉语拼音写出
来。而例子所用的“Erlianhot”是汉语拼音“Erlian”加英文读音“hot”交叉混合使用，在国内英
文媒体中很少见到，不是惯用译名，因此最好用媒体常用的“Erenhot”。
【例2】
原文：珲春到兰家段公路项目
错译：A road from Hunchun to Lanjiaduan
说明：“珲春到兰家段”，是指珲春到兰家这一段铁路。“兰家”为单独的地名。

1. 任小玫.旅游地名翻译的范式、管理与文化生态意涵—从李祁的《徐霞客游记》英文节译本谈起.旅游学
刊,2009,24(9）.
2. 张立丽.中国地名英译探讨.中国科技翻译,201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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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资讯
本期翻译资讯主要为大家继续分享常用的一种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
SDL Trados。另外为大家搜集了近期学术翻译与社科类的学术会议信息，
希望对大家提高翻译效率和技能有所帮助。

Ⅰ. CAT常用软件及问题(续上期)
前两期《编译快报》里我们介绍了广义的CAT软件(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system)，包括
电子词典、术语库、语料库、翻译记忆库和电子百科全书几大类。这一期为大家介绍狭义的CAT
软件，经常从事翻译的人使用此类软件，翻译的效率会更高。
从狭义而言，CAT软件指如SDL Trados、雅信CAT等的专门工具。这类商业软件综合了翻译
记忆库、术语库、项目管理等许多翻译辅助功能，一般售价高昂。本文仅以市场覆盖最广的SDL
Trados为例进行介绍。
SDL Trados出自德国塔多思（TRADOS）公司，占有了世界CAT领域70%以上的市场份额，已
经基本垄断了国际大型翻译和本地化公司，用户还包括微软、思科、英特尔、惠普、康柏、戴
尔、甲骨文、雅虎、大众、西门子、联合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四万多企业和国际
组织。Trados能够提供翻译记忆库、术语管理、预翻译、交互翻译、编辑校对等多种多样的功
能，有效辅助翻译流程。

图2. Trados 翻译界面

图1. Trados 主界面

13

翻译资讯
以Trados为代表的CAT系统普遍具有的问题有：1）翻译记忆库的积累需要较长时间，短期内
不容易体现出优势；2）翻译记忆库需要严格校对审核，否则将大规模影响后续翻译工作；3）记忆
库的识别与匹配度会因为格式和语言拼写差异而降低；4）学习曲线非常陡峭，一般而言，即使是
熟悉电脑操作的人，也往往要拿出70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掌握其基本功能；5）高昂的费用也妨碍
了CAT软件的广泛应用；6）由于翻译记忆库的工作原理，CAT软件更适用于重复度较高、讲究统
一规范的文本，如法律文书等；对重复度低、要求灵活多样的文本（如文学作品）较难发挥其优
势。
虽然目前的翻译软件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其发展前景是广阔的。只要翻译工作者们善加
运用，翻译软件可以成为人工翻译的良好助手；但同时，译员也应该认识到翻译软件的种种局限
性，不过度依赖翻译软件，在翻译实践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II . 学术会议资讯

1. 第十七届教育哲学学术年会
时间：2014年10月24日-27日
地点：中国·上海
会议网址：http://www.ses.ecnu.edu.cn/s/148/t/499/b0/b9/info110777.htm
2. 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
时间：2014年11月7日-9日
地点：中国·大连
会议网址：http://www.dlnu.edu.cn/new/ggl/65734.html
3. 语用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
时间：2014年12月12日-14日
地点：中国·广州
会议网址：http://www.gdufs.edu.cn/info/1006/41381.htm
4. 首届中英语料库语言学论坛
时间：2014年12月13日
地点：中国·上海
会议网址：http://guyueguo.com:8082/info/164.j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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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往来
在前面几期稿件的翻译过程中，各位翻译专家都尽心尽力，高效
率地完成了工作。在这里国际出版中心的领导和员工对大家的鼎力支
持表示衷心感谢！
但是我们论文翻译的工作量仍然非常可观，为了进一步提高编校
工作的效率，这里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提议，希望在翻译时注意以下几
点：

1. 译文来源批注
有一些引用的文字，或政府机构、文件名称等，需要大家查阅许多文献资料才能找
到原文或权威译法。而责编在编校大家的译文时，为了保证准确性，也需要再次查证。
这就造成了重复工作。因此，建议大家在翻译时，将查找过的英文原文或者专有名词的
权威译法的来源链接以批注形式附在文中，说明所参考的文献，以便责编直接通过这些
来源核实译文。当然，如果是自己翻译的内容，注明自己理解翻译的即可。

2. 翻译完成后通查
相信大家翻译论文时也是花费了许多精力的，但为了避免译文送质检时因为一些疏
忽造成的小错误，影响质检对初译稿的评级，建议翻译完成后尽量能通查一遍全文，看
是否有词句段漏译（包括脚注和文献）、大小写、拼写错误、单复数、数字、角标序号
等问题。

3.

Citation、作者及稿件信息、基金项目的翻译
每次给译者派稿时，都会有一个英文格式体例的模板，将译文放入模板中相应位
置。但在收稿时发现模板中Citation、作者介绍及稿件信息、基金项目这一块仍然是原模
板文章的相应内容，而不是译文。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这些内容也需要翻译，放置时，
也要替换这些内容（即下图中标号3、7、10、11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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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时 光 飞 逝，第 三 期《编 译 快
报》又与大家见面了。作为本期快
报的责编，在梳理译文中的优秀案
例和典型错误时，我深深地体会到
编辑工作所需要的严谨、细心和负
责的职业精神。同时也很高兴能有
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在每日校对
译文的繁忙工作之余，还能与各位
翻译专家分享编译工作中的心得体
会，促进我们之间的交流。正所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大
家能从快报中有所收获，也欢迎各
位来信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在此还要感谢所有与我们合作
的翻译专家和审校专家的辛勤工
作，以及领导同事们的鼎力支持。
衷心祝愿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
国学术成果能更方便地为国际学术
界所了解，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本期责编：黄聪慧
联系邮箱：hch6947.cnk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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