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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讨
本期“译文探讨”版块中，我们从近期稿件中选取了一些典型的错误实例，希
望可以在今后的文章翻译中避免类似问题。本期该部分所列举实例仅作学习交流之
用，如有偏颇，欢迎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错误理解导致的问题
【例1】2015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
员时指出……
译文：On March 4, 2015, whe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visited members of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Kuomintang, Taiwan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League and Taiwan
Solidarity Union attending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12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 .
修改：On March 4, 2015, whe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visited members of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Kuomintang, Taiwan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League and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aiwan Compatriots attending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12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 .
分析：“Taiwan Solidarity Union”为“台独”政党“台联党”，结合上下文信息，此处“台
联”指“台湾同胞联谊会”。
【例2】自建国以来, “天赋使命”观念对美国外交战略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译文：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cept of “manifest destiny” has
exert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of the US.
修改：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concept of “manifest destiny” has
exert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of the US.
分析：“建国以来”并非全指中国建国，后文“‘天赋使命’观念”、“美国”等信息确认
此处“建国”应为美国建国。
二、机构、领导人相关翻译
【例3】日本首相之前、中国总理的电话会谈分别是：2007年9月28日福田康夫首相与温家宝总理,
2010年6月13日菅直人首相与温家宝总理……
译文：The telephone talks between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nd Chinese Prime Minister were as
follows: Prime Minister Yasuo Fukuda and Premier Wen Jiabao on September 28, 2007…
修改：The telephone talks between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nd Chinese Premier were as follows:
Prime Minister Yasuo Fukuda and Premier Wen Jiabao on September 28, 2007…
分析：中国的“总理”对应英文“premier”，而非“prime mini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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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讨
【例4】2018年2月28日国台办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的通知。
译 文 ：On February 28, 2018, the Taiwan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Stat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jointly issued a circular of Some Measures for Promoting CrossStrait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Cooperation.
修改：On February 28, 2018, the Taiwan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jointly issued a circular of Some Measures for Promoting CrossStrait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Cooperation.
分析：涉及国家机构名称时，可前往相关网站查证核实。

【例5】本文中的“印尼劳工法”指的是印尼国会于2003年7月5日通过的关于劳工问题的当年第13
号法令（The Manpower Law of 2003/No. 13）。
译文：The Indonesian Labor Law in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Manpower Law of 2003/No. 13 enacted
by the Indonesian Congress on July 5, 2003 concerning manpower.
修改：The Indonesian Labor Law in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Manpower Law of 2003/No. 13 enacted
by the Indonesian Parliament on July 5, 2003 concerning manpower.
分析：“印尼国会”Indonesian Parliament，“美国国会”使用“Congress”，“英国议会”
使用“Parliament”。

三、宗教相关禁语
【例6】2016年, 印尼伊斯兰激进组织制造的事端明显增加, 警方介入的穆斯林激进团体排斥、攻
击其他宗教和派别的事件有26起。
译文：In 2016, the number. . . There were 26 incidents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the police in which
radical Muslim groups excluded and attacked other religions and faction.
修改：In 2016, the number. . . There were 26 incidents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the police in which
Muslim radical groups excluded and attacked other religions and faction.
分析：伊斯兰教相关的禁语，“伊斯兰”无论放在前面还是后面均不能与“恐怖”连用，可
以与“激进”连用，放在前面，即“伊斯兰激进组织”是可以出现的。

4

译文探讨
四、国家名
【例7】上合的正式成员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地区性大国、四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两个南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同时还有蒙古、
伊朗、阿富汗、白俄罗斯四个观察员国……
译文：The official members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nclude two regional powers,
China and Russia, four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Kazakhstan, Kyrgyzstan, Uzbekistan, Tajikistan) and two
South Asian countries ( India, Pakistan), as well as four observers,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Iran,
Afghanistan and Belarus. . .
修改：The official members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nclude two regional powers,
China and Russia, four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Kazakhstan, Kyrgyzstan, Uzbekistan, Tajikistan) and two
South Asian countries ( India, Pakistan), as well as four observers, Mongolia, Iran, Afghanistan and
Belarus. . .
分析：蒙古人民共和国（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存在与1924年至1992年，是蒙古国
的前身。

五、台湾人名问题
【例8】台湾学者洪敬富则认为网络必然会影响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译 文 ：Scholar from Taiwan Hong Jingfu believed that the Internet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修改：Scholar from Taiwan Hung Chin-Fu believed that the Internet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分析：台湾人名译音问题，参见https://researchoutput.ncku.edu.tw/en/persons/chin-fu-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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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往来
在稿件编校的过程中，编辑人员发现译文查证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导致查
证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译者缺乏查证意识，习惯于自己理解性表达，导致译文专业性不
足，也可能在于译者缺乏查证渠道，没有找到正确且方便快捷的路径和方法。译文查证
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引用的内容来自中国官方文件，且有同时发布官方英文文件
论文经常引用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报告等，有些官方文件同时发布有英文版本，这种情况下译
者不宜按照自己的理解自行翻译文段，而应该通过官方的英文文件找到更加权威的表述。
【例1】在“一带一路”建设全方位开放格局中，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定位主要是面向俄罗斯，开
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互联互通，即“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
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
的重要窗口”。
译文：In the all-round opening-up construction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is mainly to carry out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connectivity with Russia,
that is, “to improve Heilongjiang’s railway access to Russia and regional railway network, to cooperate
intermodal transport by land and sea of Heilongjiang, Jilin and Liaoning with Far East of Russia,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ijing-Moscow Eurasia high-speed transport corridor, and to build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opening-up to the north.”
修改：In the all-round opening-up construction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is mainly to carry out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connectivity with Russia,
that is, “to improve the railway links connecting Heilongjiang Province with Russia and the regional
railway network,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s Heilongjiang, Jilin and Liaoning provinces and
Russia’s Far East region on sea-land multi-modal transport, and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urasian
high-speed transport corridor linking Beijing and Moscow with the goal of building key windows opening
to the north.”
分析：这段话中的“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 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
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 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 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来源于“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经过查证，该文件有
官方英文版，参见http://en.ndrc.gov.cn/newsrelease/201503/t20150330_669367.html。

6

编译往来
二、引用的内容来自英文文献
论文经常引用来自于英文论文、著作的内容，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量避免二次翻译，一定要查到
原文，并使用原文内容。
【例2】希拉里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提出：未来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
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度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
译文：Hillary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as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and proposed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s of the US Diplomatic Strategy over the next 10 years is to greatly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diplomacy, economy, strategy, and other field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修改：Hillary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as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and proposed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sks of American statecraft over the next decade will therefore be to lock in a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investment—diplomatic, economic, strategic, and otherwise—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分析：这段话中的“未来10年, 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度增加对亚太地区外
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来源于《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而这篇文章相当出名，在网
络中很容易查到全文，参见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三、专有名词和术语的查证
专有名词和术语体现文章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如果翻译不准确，容易对读者形成误导，使读者难
以把握文章的主要观点。
【例3】经济发展新常态所关注的问题与以往发展阶段完全不同, 因而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经济发展
阶段质的转变。
译文：The issues of the new norm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previous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new norm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qualitative change of 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修改：The issues of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previous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new normal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qualitative change of 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分析：经济新常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转折意
义新趋势作出的重大判断，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国内外对于经济新常态的翻译已经有了固定的译
法，译者不可随意改动。因此原译文中的new normality须改为new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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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往来
【例4】在楚科奇自治区、马加丹州和堪察加边疆区不通铁路。
译文：There is no railway in Chuki Autonomous Region, Magadan and Kamchatka Krai.
修改：There is no railway in Chukotka Autonomous Okrug, Magadan and Kamchatka Krai.
分析：楚科奇自治区为俄罗斯联邦一级行政区，包括弗兰格尔岛、拉特马诺夫岛及其它岛
屿。对 俄 罗 斯 境 内 自 治 区 的 翻 译 不 能 简 单 套 用 中 国 境 内 自 治 区 的 翻 译 方 式，而 应 该 翻 译 为
Chukotka Autonomous Okrug。
四、人名的翻译
经济论文的文献回顾部分经常涉及到国外作者，对于这些作者的翻译如果不仔细查证容易导致翻
译错误，从而影响读者对于文章观点的理解。
【例5】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重商主义学者霍尼亚、塞拉等人就已经意识到人口、资源等要素对
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译文：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mercantilist scholars such as Honia and Serra real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other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修改：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mercantilist scholars such as Hornick and Serra real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other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分析：霍尼亚为澳大利亚重商主义学者，其英文全名为Philipp Wilhelm von Hornick，因此原
译文中的Honia应改为Hornick，或者使用全名Philipp Wilhelm von Hornick。

【例6】李嘉图认识到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矛盾, 约翰·穆勒则第一次探讨了关于人类社会的经
济增长和自然环境的承受界限问题。
译 文 ：Ricardo recognized the conflict between population and life; and John Muller firstly
discusse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tolera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修改：Ricardo recognized the conflict between population and life; and John Mill firstly discusse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tolera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分析：约翰·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
主义思想家，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其全名为John Stuart Mill，因此原译文中的John Muller应改为
John M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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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助手
具有中国特殊文化背景的政治术语/专有名词的翻译一直是一
个难点，本期介绍词典《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汉英政治
法律词典》，以期对政治术语/专有名词的翻译、查证提供帮助。
一、《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是2001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黄光域。本词
典为有关近代中国专名翻译的实用工具书。共收词目六万余条，包括机关、地名、书名、人名、
报刊杂志名等。本词典对于近代史相关内容的翻译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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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助手
二、《汉英政治法律词典》是2002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李开荣。本书讲述了以
多字词目为主，力求较为全成地反映各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既选收基本常用词语，又注重选收
体现学科发展的新词、新语兼顾理论性、规范性和通俗性，本书收集了政治科学、社会、阶级、
革命、国家、国际交往、政治事务、法律等方面的基本常用词语，具有较高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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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动态
5月6日–10日，中国知网（CNKI）赴美国华盛顿特区参加美国针灸与东方医学大学协会春季
年会。
美国针灸与东方医学大学协会成立于1982年，是一个服务于针灸学校和专业课程的协会，其
主旨在于帮助其会员机构提供卓越的教育服务和高质量的医疗护理，以及为其会员学校的毕业生
提供就业机会，以充分发挥东方医学在美国的医疗保健潜力。目前该协会有57所大学成员，其所
有会员学校均要获得针灸和东方医学认证委员会（ACAOM）的正式认证或具备认证候选资格，
ACAOM是美国教育部认可的唯一一个认可AOM学校和项目的国家性组织。该协会每年春秋各举
办两次会议，此次会议吸引了60余位美国高校的创办人、院长及学术院长，共同围绕影响AOM教
育和AOM专业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
会上，CNKI国际出版与发行公司总经理肖宏、北美子公司总经理张晓茹全面介绍了公司各类
产品及服务，并重点分享了中医药及针灸方面的中英文文献资源、视频教学资源等，参会嘉宾对
CNKI数据库抱有浓厚兴趣。

CNKI代表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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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CNKI代表对乔治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国会图书馆进行了拜访，馆员们对CNKI
电子图书库、AcademicFocus、Journal Translation Project等英文资源表示兴趣，并与CNKI代表就
CNKI资源与服务如何支持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充分交流了意见。

拜访乔治敦大学

此次参会与拜访活动加深了美国针灸与中医药机构对CNKI的了解，为中国优秀中医成果在美
国的进一步推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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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资讯
1、博雅大学堂第一届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高层论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英语专业建设
会议时间：2019年5月24日–26日
会议主题：（1）新时代英语专业的人文教育和复合型人才培养；（2）内容与语言融合的理论与
英语专业教育、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3）CBI与法律英语；（4）一带一路倡议与涉外法律服
务；（5）复合型法律英语人才培养；（6）服务国家战略的英语专业的法律英语、国别研究课程
建设。

2、第九届亚太翻译论坛
会议时间：2019年7月5–7日
会议介绍：亚太翻译论坛原名“亚洲翻译家论坛”，是在国际翻译家联盟支持下，由中国、韩
国、日本等国的翻译组织发起建设的一个区域性交流平台。首届论坛于1995年8月在北京举办，中
国译协为主办方，多家亚洲地区的翻译组织给予支持。其后在中国译协的推动下，论坛每三年举
办一次，由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翻译组织轮流举办，已经成为亚洲翻译界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第九届亚太翻译论坛将于2019年7月5日-7月7日在韩国外国语大学举行。

3、2019第二届机器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国际会议（MLNLP 2019）
会议时间：2019年12月20–21日
会议介绍：MLNLP 2019将于2019年12月20日至22日在中国三亚召开，本会议主要围绕“机器学
习与自然语言处理”的最新研究领域而展开，致力于促进世界顶尖创新者、科学家、学者、研究
人员和思想领导者之间的交流和探讨，促进数据科学与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在会议的这三天
里，您将有机会聆听到前沿的学术报告，见证该领域的成果与进步。大会主题包括计算学习理
论、语言的基础计算、分词和命名实体识别、句法分析、语义分析、话语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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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主办单位：中国知网国际出版社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东升科技园
北领地B2楼
邮编：100092
网址：http://tp.cnki.net （中心官网）
http://jtp.cnki.net （双语数据库）
二维码：

总编：肖宏
执行主编：杨娜
责任编辑：魏光、田玉婷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