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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赏析
许渊冲的诗译人生：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
2021年6月17日，我国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许渊冲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翻译界痛失一位重量级泰斗，夜
空中多了颗闪耀的星。许老从事文学翻译长达80余年，出版中英法文
翻译著作180多本，年岁百年仍笔耕不辍。本期编译快报主要回顾许
老的诗译人生，借以缅怀许渊冲先生。
许渊冲先生，1921年4月出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
大学外文系。当年还是西南联大外文系大四学生的许渊冲，在欢迎美
国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上校的招待会上，巧妙地对译了“三民
主义”，将“民族，民权，民生”对译为“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即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1944年考
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948年赴法国留学，1951年在北
京外国语学院任教，1952年调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任教，1983年起任
北京大学教授。2010年许老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2014年8月2日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之一“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
（ Aurora Borealis Prize for Outstanding Translation of Fiction
Literature），为迄今首位荣获此奖的亚洲译家。
许老提出文学翻译“三美”理论（意美，音美和形美），主张译
效“三之”说（让读者知之、好之、乐之）。所谓“三美论”，“意
美”即思想内容的美，能够感动人心；“音美”即音韵节奏的美，要

和原诗一样有悦耳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形美”即形式上的美，
如字形结构、长短、对仗及句式1。许老结合《论语》中提到的“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提出在文学翻译的“三之”
说，“知之”就是知道，理解；“好之”就是爱好、喜欢；“乐之”
就是感到愉快、乐趣。译文要使读者知道原文说了什么，这是译文的
最低要求；其次要使读者喜欢译文，这是中等要求；最后译文要使读
者感到乐趣，这是最高要求2。
下文是一首笔者很喜欢的许老翻译的《登高》，在此分享给大家。
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On the Height

Du Fu

The wind so swift, the sky so wide, apes wail and cry;
Water so clear and beach so white, birds wheel and fly.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A thousand miles from home, I’m grieved at autumn’s plight;
Ill now and then for years, alone I’m on this height.
Living in times so hard, at frosted hair I pine;
Cast down by poverty, I have to give up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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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 文学与翻译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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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 新华网. 翻译家许渊冲：一生“诗舟”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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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 逝水年华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译文探讨
在科技论文撰写中，正确使用动词时态十分重要。动词时态是表
示行为、动作和状态在各种时间条件下的动词形式。时态三大分类为
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各个分类下又包括一种完成时态，表示相
对而言更为遥远的时间概念，即现在完成时、过去完成时和将来完成
时。本期编辑快报参考《英语科技论文撰写与投稿》4，依托科研论
文写作架构IMRaD（Introduction、Materials and methods、Results和
Discussion），并结合双语项目（JTP）学术期刊稿件翻译遇到的问题，
分别阐述各章节动词时态使用的方法。
一、前言/引言部分（Introduction）
引言是说明论文写作的背景、理由、主要研究成果及其与前人工
作的关系等。
内容

时态

示例

备注

Acid mine drainage (AMD) is
formed by the joint action of
介绍一般性
weathering,
leaching,
and
资料、现象或 一般现在时
microorganisms
on
sulfur普遍事实
containing minerals in the presence
of oxygen and water.
研
究
背
景

4

Kupferberg et al. found that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从 句 中 的
一般过去时 biological,
+ 一 般 现 在 factor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资 料 为 普
occurrence and progress of 遍事实
引述其他学 时
depression.
者过去的研
究行为
Pournik et al. studied the influence 从 句 中 的
一般过去时
of residual acid on the fracture etch 资 料 尚 未
+一般过去
morphology, and found that the 被 视 为 普
时
residual acid and the fresh acid 遍事实，只
任胜利. 英语科技论文撰写与投稿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引述其他学
者过去的研
究行为

solution had different effects in this 在 特 定 情
point.
况下起效

Xu et al. pointed out that the
一般过去时
dissolved oxygen in fracturing fluid
+（may+原
may cause oxidative dissolution of
形）
pyrite in reservoir.

从句中的
资料不是
很确定的
研究结果

特定研究领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creased
域中最近的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depresses
某种趋势，或
强 调 表 示 某 现在完成时 disadvantaged groups’ well-being,
resulting
in
more
negative
些“最近”发
psychological problems.
生的事件对
现在的影响

存
在
问
题

研
究
目
的

叙述普遍事
现在时
实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effect of
combined antiretroviral therapy
(cART) on brain structural
alterations in AIDS patients.

However, only a few studies have
过去已开始
been carried out to deliver TCM
并 持 续 到 现 现在完成时
formula
with
utilization
of
在
nanocarriers.
用 paper 或
1. The purpose/aim/goal/objective
report等表示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effect
论文提供资
of…
料的行为，重
不受时间
点 在 于 介 绍 一般现在时 2. This paper presents/discusses/
影响
reports…
新的技术或
3.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new
方法、分析某
algorithm for...
个问题或提
出某个论证
用 study 、
investigation
1. The purpose of the experiment
或 experiment
reported here was to investigate the 涉 及 的 是
等介绍研究
一般过去时 effect of...
已经结束
活动，重点在
2. In this research, we investigated 的事情
于提出某个
the effect of...
调查或实验
结果

所涉及的资
料“将要”在
将来时
论文中被提
出来

1. This paper will propose/present/
有些学者
discuss...
会使用将
2. In this paper, we will argue
来时
that...

二、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1）若描述内容为不受时间影响的事实，使用一般现在时。
例：AOD is a remote sensing parameter used to measure the extent
to which suspended particles affect light transmission through absorption
or scattering.
（2）若描述内容为特定、过去的行为或事件，使用过去时。
例：The collected samples were filtrated with glass fiber membranes
(0.45 μm) which had been preheated at 450 °C for 4 h.
三、结果（Results）
结果部分主要包括结果的介绍、结果的描述和对结果的评论。
内容

时态

示例

结
的
绍

The aquifer parameters and
果 指出结果在
phase
parameters
一 般 现 liquid
介 哪些图表中
involved in the UTCHEM
在时
列出
model are shown in Table 1.

结
的
述

果 叙述或总结
描 研究结果的 过去时
内容

Due to the significant linkage
disequilibrium between two
SNP loci, the resistance
germplasm identify efficiency
for resistant haplotype and
single
resistance
allelic
variation was similar.

对结果进行
对 结
说明或由其
果 的
现在时
得出一般性
评论
推论

One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the
descending order removal
mode may lead to a large
degree of secondary extinction.

备注

有时也会使用
现在时描述结
果，表示“该
结果是在研究
过程中所揭示
的普遍事实”

不同结果之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gree
间或实验数
一 般 现
well with the simulation
据与理论模
在时
results.
型之间进行
比较

这种比较关系
多为不受时间
影响的逻辑上
的事实

四、讨论（Discussion）
讨论中通常先简要回顾研究目的和重要结果，然后再讨论具体结
果的蕴含及科学意义或贡献。
内容

时态

示例

回顾研究目的

过去时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gender,
school
age,
and
measurement tool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on...

概述重要结果

Species contraction/expansion led
the
formation
of
过 去 时 / to
phylogeographic “suture zone” for
现在时
some plant groups.

备注

现在时：具有普
遍意义；
过去时：只针对
本次特定研究

说明结果或阐述
现在时
相关推论

The risks of PFOA and PFOS are
low, and their risk priorities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heavy metals
and ammonia nitrogen.

研究方法或结果
的局限性及相关 现在时
建议或实际应用

The CAPS and dCAPS markers
对拟将进行的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can be
相关研究，使用
detected with polyacrylamide gel
将来时
electrophoresis.

主从复合句中，
从句时态为现
在时/过去时，
规则同上

科技论文写作中，需要正确使用动词时态。一般性事实与不受时
间影响的事实（general truths和atemporal facts），使用现在时；发生
在过去或存在于过去时间点的行为、状态或情况（work done、work
reported和observations），使用过去时；表示预期的行为、状态或情
况（perspectives），可以使用将来时。

学术会议
1. 2021年新能源研究和应用国际会议（ICNERA 2021）
时间：2021.7.8–7.10
地点：中国，海南，三亚
网址：https://www.icnera.org/
2. 2021年第四届数据科学和信息技术国际会议（DSIT 2021）
时间：2021.7.23–7.25
地点：中国，上海
网址：http://www.dsit2021.net/
3. 第三届能源、动力、环境与计算机应用国际学术会议
时间：2021.12.17–12.18
地点：中国，厦门
网址：www.icepeca2021.org
4. 第九届地质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
时间：2021.12.18–12.19
地点：中国，北京
网址：http://icgrmsd.easyace.cn/
5. 2021年第四届算法、计算和人工智能国际会议（ACAI 2021）
时间：2021.12.22–12.24
地点：中国，海南，三亚
网址：http://www.acai2021.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