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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赏析
本期的译林赏析，我们为大家带来《黄帝内经》的翻译赏析。作为中医四部
经典著作之首的《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为医家之宗，是最代表
中医文化的经典著作。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必然少不了对这一巨著的翻
译。对这部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现了不少版本，其中以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院长李照国的译本知名度较高。下面让我们来共同赏析一下该版本。
书名的翻译

真气以却病延年的原则方法，以及先天

《黄帝内经》书名的解释和翻译历

真元之气 在人体生 长 发育中的 重要作

来 不 一。“黄 帝”： 古 代 医 家 托 名 所

用，因 此 采 用 意 译 是 最 妥 当 的。又 如

作 ；“内 经”： 相 对“外 经”所 说

“灵兰秘典论篇第八”译为“Chapter 8
Linglan Midian Lunpian: Discussion on the
Secret Canons Stored in Royal Library”。

（《外 经》现 已 失 传），“经”： 标
准、准则。有些版本将《黄帝内经》直
接音译为Huang Di Nei Jing（《黄帝内经
·素 问》，文 树 德，2003；《黄 帝 内
经》，罗希文，2009）；李译文则采用
意 译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此 译 法 不 仅 保 留 了 原 书 名 的 古
味，还 透 露 出 其 在 中 医 学 中 的 经 典 地
位。“Yellow Emperor”不仅仅是“黄”
和“帝”的字面直译，它还包括起名缘
自 黄 土 高 原 的“土 色 黄”“yellow”、
人 种 肤 色“yellow”、扎 居 地 黄 河
“yellow river”等意思，在直接明了的基
础上尽可能地保留原意，充分体现了其
文化内涵。
篇名的翻译

其中，“灵兰”为灵台兰室，相传为帝
王藏书之所，“秘典”即秘藏的典籍。
该篇主要讨论人体十二脏腑的功能及其
相互间的协调关系，指出心在生命活动
中的主导地位。因其内容至关重要，应
将其藏于灵兰之室以保证流传完好，故
名“灵兰秘典”。此番音译加意译在做
到不失原味之余，仍表达完整，实属不
易。
中医特有名词的翻译
中医特有名词包括生理名词及病理
名 词，如“三 焦”、“腠 理”、“消
渴”、“飧泻”。译者运用音译加注的
手法来解释，此时要遵循医学翻译的原
则。如“腠理”可理解为现代医学中的

由于《黄帝内经》中的篇名普遍较

汗腺，李译文译为Couli (muscular inter-

长，绝大部分信息在目的语英语当中找

stices)；“三 焦”为 中 医 六 腑 之 一，为

不到对应的概念，逐字翻译显得冗长且

人体内通调水液的通道，具有温化水液

丧失古文原味，为此，篇名翻译一般采

等作用，李译文译为 Sanjiao ( triple ener-

用“音 译+意 译”，如“上 古 天 真 论 篇

gizers)；“飧泄”则为现代医学中的泄

第 一”译 为“Chapter 1 Shanggu Tianzhen Lunpian: Ancient Ideas of How to
Preserve Natural Health Energy”，其 中

泻 ：Sunxie ( diarrhea with undigested

“上 古”为 远 古，“天 真”指 先 天 真

读者理解。[1]

food in it)。这种翻译方法不仅不失原文
的色彩，同时也传递了医学信息，方便

气。该篇主要是讨论上古之人保养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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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赏析
内容翻译举例
李 译 文 中，对 核 心 概 念 名 词，译 者 采 用
“音译加文内注解” 的译法，用括号中的注解
辅助读者理解，并在脚注中添加权威注本的部
分内容，尽量做到不折损原意。
例如“虚邪贼风”: Xuxie (Deficiency-Evil)
and Zeifeng (Thief-Wind)，文 后 加 注“Xuxie
and Zeifeng: refer to all abnormal climatic changes and exogenous pathogenic factors. ”相对于时

for”相比于后者单纯的一个“emerges”，不仅从

下 用 替 代 法 译 为 现代医 学 中 的“pathogen”或

句式选择上具有医学翻译的严肃性，还透露出

“pathogenic factors–wind”[2]，译者此番译法虽

李译对于“神明出焉”的理解不是表浅地停在

然表面看来有些令人疑惑，但是如果结合译者

字面上，而是从整体出发取其精髓之意，尤其

在 脚 注 中 加 上 的 王 冰《内 经》注 本 的 解 释:

是对如此考人的“出”字。从语法角度，古汉

“Xieqi (邪气) attacks the human body when it

语中“……者……也”是判断句，上述两种译

has become weak, and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Xux-

文均可译出此含义；其后的“神明出焉”则系

ie (虚邪); when it secretly harms the human body,

暗喻手法，后者译为“……像……”不算错，

it is called Zeifeng (贼风)”，则表明译者严谨的

但李译文却用“similar to”在原文含义的基础

学术态度。

上，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

再如，《灵兰秘典论篇第八》“心者，君

对古汉语中对偶句的 翻译，由于 文 化 差

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译为：“The heart
is the organ similar to a monarch and is responsible for Shenming (mental activity or thinking).
……”，乍 看 之 下 李 译 文 似 乎 看 不 出 什 么 特

异，在目的语英语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修辞手

色，但是相比时下流行译本“The heart is just

者，君 主 之 官 也，神 明 出 焉。肺 者，相 傅 之

法，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提取这种语法的关键
点 ： 结 构 相 同、字 数 相 等、意 义 对 称——当
然，字数相等不能作为硬性要求。如上例:“心

[2]

like a king organ from which spirit emerges” 就

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

立见高下了。在选词方面，对“君主”一词的

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李译文为：

翻 译，李 译 文 采 用 的 是“monarch”，而

中医特有名词，李译文所采用的“音译加文内

“The heart is the organ similar to a monarch and
is responsible for Shenming (mental activity or
thinking). The lung is the organ similar to a prime
minister and is responsible for Zhijie
(management). The liver is the organ similar to a
general and is responsible for strategy. The
gallbladder is the organ similar to an official of

注解”的译法更尊重原文。在句式上，前者的

justice and is responsible for making decision. ”如

前 半 句 采 用“be similar to”明 显 比 后 者“be

此译来，既不失原意，同时也仿照对偶手法传

like”正 式 ； 前 者 的 后 半 句“be responsible

达了源语特有的文化。

“monarch”不 一 定 指 君 主，它 也 可 以 是“a
person or thing that holds a dominant position”，即最高统治者；相比之下，“king”就
显得有些僵硬死板了。再者，“神明”一词是

2

蒋学军.中医典籍中的文化图式及其翻译.中国科技翻译，2010,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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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讨
在本期的译文探讨版块，我们主要探讨中医药翻译中的一些翻译技巧。在中
医药的翻译研究中，方剂及其功效专业词汇的翻译一直存在着不规范的问题，这
为译者的翻译带来了不少困惑，那么方剂的翻译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呢？
一般而言，中医方剂名称的翻译要遵循3个原则：简洁性、信息性、回译
性。[3]
简洁性原则：中医用语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简明扼要，方剂名称也不例外。名
称具有符号功能和传情表意的双重功能。在中医用语中这两种功能都是有的，而
在译文中要首先满足其作为指代符号的功能。方剂名称使人能见词明义，译文要
吸收中医方剂名这一特点，但不能成为译文繁琐的理由。
信息性原则：从对中医方剂名称命名的分析来看，方剂名称除了具有指代功
能外，还能对其所指代的方剂的组成或功效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说明作用。
回译性原则：英译的方剂名称在形式上尽可能与其中文形式相近，熟悉中文
的读者遇到某一方剂名称的英译形式时，脑海里就能反映出其中文形式。
例1 适合直译的方剂名称
从中药名的中文构成来看，直译法

桃花汤[3] Peach Blossom Decoction
注：以颜色命名，译法：颜色+剂型

适合于以下几种中文命名法：以方中君

名。再如：碧玉散译为Green Jade Pow-

药命名，以治疗方法命名，以服药时间

der。

命名，以颜色命名，以主治病症命名，

宫外孕方[4] Extrauterine Pregancy Decoction
注：以主治病症命名，译法：病症名+

以借喻法命名，以功效命名，以主药加
功效命名的方剂名称。
桂枝汤[3] Ramulus Cinnamomi Decoction
注：以方中君药命名，译法：君药+剂
型名，再如：牡蛎散译为Concha Ostreae
Powder，苍耳子散译为Xanthii Powder。
导痰汤[3] Phlegm-draining Decoction
注：以治疗方法命名，译法：病名+治
法+剂型名，再如：定喘汤译为Asthmarelieving Decoction，消瘰丸译为Scrofula
-Resolving Pill。
鸡苏散[3] Rooster-waking Powder
注：以服药时间命名，译法：时间+剂
型名，再如：鸡鸣散译为Roostercrowing Powder。

剂型名，再如：疝气方译为Hernia Decoction，三 痹 汤 译 为Triple Arthralgia
Decoction。
玉女煎[5] Jade Maid Decoction
注：以借喻法命名，译法：借喻物+剂
型名。此方英译还有Jade Lady Brew、
Decoction of Gypsum Fibrosum和Jade
Woman Decoction等。其 中，第 二 种 英
译回译成中文为石膏煎，不符合中医术
语翻译的回译性原则。而按照中国的文
化传统，玉女煎翻译为 Jade Lady Brew
和Jade Woman Decoction欠 妥，故 此 翻
译为Jade Maid Decoction，再如：碧玉
散译为Jasper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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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讨
保和丸[6] Harmony Preserving Pill

例2 不适合直译的方剂名称

注：以功效命名，译法：功效+剂型名。此方

对不适合直译的方剂名称尽量采用音译，

英 译 还 有Pill for Promoting Digestion（译 法

主要有以下几类：以方中所含诸药的组成命

1），Preserving and Harmonizing Pill（译法2）

名，以比喻、传说或五行命名。

和Lenitive Pill（译法3）。译法1只是解释说明

麻杏石甘汤[8] Maxing Shigan Decoction

了该方的功效，有悖于中医术语翻译的简洁性

注：以方中所含诸药的组成命名，译法：音

和 回 译 性 原 则，译 法2中preserve是 个 及 物 动

译。这类方剂名称本来应该直译，但是由于中

词，前/后没有宾语欠妥，译法3中Lenitive是

药拉丁语名称较长，如果一个方剂名称中含有

一个西医词汇，指缓和剂、润泽剂，与中医的

两个以上的中药名，那么这个方剂名称译出来

消食化滞、理气和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后一定比较长，影响交流，如将麻杏石甘汤译

除非完全对等，中医术语翻译时应尽可能避免

为Decoction of Ephedrae, Armeniacae Amarum,

使用西医术语，以免引起概念的混淆和混乱。
再如：温脾汤译为Spleen-warming Decoction，
抗白喉合剂译为Anti-Diphtheria Mixture。
牛黄清心丸[7] Calculus Bovis Bolus for Clearing
Away Heat-fire
注 ： 以 主 药 加 功 效 命 名，译 法 ： 主 药+剂 型
+for+功 效 或 者 剂 型+of+主 料+for+功 效，再
如：藿香正气水译为Herba Agastachis Syrup for
Restoring Healthy Energy，精制银翘解毒片译
为Well-prepared Tablet of Fructus Forsythiae and
Flos Lonicerae。

6

同5。
蒋林.中药名及其功效语的汉英翻译.中国科技翻译,2002,15(4)
8
同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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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cyrrhizae and Gypsum Fibrosum显然过于繁
琐，因此这类方剂名称还是音译为好。再如：
竹叶柳蒡汤译为Zhuye Liupang Decoction。
真人养脏汤[8] Zhenren Yangzang Decoction
注：与传说相关的方剂命名，译法：音译。
“真人”指吕纯阳，即纯阳真人吕洞宾，是传
说中的八仙之一。再如：真武汤中“真武”为
“北方行水而设”（《古今名医方论》），译
为Zhenwu Decoction； 天 王 补 心 丹 译 为
Tianwang Buxin Pill。

译海拾贝
前几期的《编译快报》发布后，我们陆续收到了许多翻译专家的热情反馈，
本期的译海拾贝栏目将针对第5期该栏目中的例2继续深入探讨。第5期编译快报
中，该栏目主要针对英文科技论文中的“信、达、雅”展开讨论。对于该栏目中
的例2，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位翻译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5期《编译快报》中的【例2】如下：

翻译专家给出如下注解：

中文：川芎嗪的神经保护作用可能至少

1、中文断句不似英文那样严格，常常一

部分由抑制HIF-1及TNF-活化介导，并抑制

个段落只有一个句号。这一句中文有两层意

细胞凋亡，从而减少缺血—再灌注脑损伤的

思，英文分为两句更适合英文读者。

梗塞区。

2、“Apoptosis” means “programmed

原 译 文 ：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cell death”, a genetically programmed event and

TMPZ followed by the inhibition of apoptosis

different from cell death caused by injury. 翻译

formation, resulting in reduction in the infarct

专家揣测“cell death”应更接近原意。

volume in ischemia-reperfusion brain injure, may
be mediated at least by a portion of the inhibition
of HIF-1 and TNF-activations.

3、“Injure”是 动 词，其 相 应 名 词 是
“Injury”。
4、作为第二句主语，“其”在此可还原

改 译 文 ：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TMPZ may be mediated at least by a portion of
the inhibition of HIF-1 and TNF-activations,
followed by the inhibition of apoptosis formation, resulting in reduction in the infarct volume in ischemia-reperfusion brain injure.

于完整原意以求准确。
5、纵观原句，“至少”很难直接融入英
译句中。“one…”应能表达此层意思。
6、“介导”在中文原文的用法值得商
榷，其意用“involve”间接表达。
7、“HIF-1及TNF-活化的”译为“HIF-

翻译专家改译： 1TMPZ produces neuro-

1/TNF-activated”较为适合目前的生物医学

protection by inhibiting cell death2, which leads

英文习惯，但不一定是标准英文（比如这样

to a reduction in the infarct volume after ische-

用 斜 线 的 比 比 皆 是，但 有 些 作 者 并 不 苟

mia-reperfusion brain injury3. 4One5 potential

同）。

mechanism of TMPZ-produced neuroprotection
may involve6 HIF-1/TNF-activated7 partial inhibition8.

-5-

8、用“partial inhibition”翻译“部分抑
制”较为简洁。

译海拾贝
英语句子有严谨的主谓结构，通常由名
词 性 短 语 和 动 词 性 短 语 构 成，两 者 协 调 一

成译文多枝共干的空间立体结构，促使汉语
流散型结构向英语聚集型结构转换。[9]

致，提纲挈领，形成句子主体。句中其他的

编辑意见：

介词、连词和汉语中没有的关系代词、关系

原句可以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川芎嗪

副词、分词、动名词、不定式等围绕主谓结

的作用由什么介导，二是川芎嗪的神经保护

构构成空间结构，使得英语句子往往以形统

作用产生什么效应。改译文将这两层意思放

神，是一种以限定动词为核心，控制各种关

在一句话中，主句表达第一层意思，从句表

系 的 空 间 性 树 型 构 造，句 式 呈 现“聚 集

达第二层意思，使得两个意思有了地位上的

型 ”。

分别。翻译专家改译将两个意思分成两句表

与英语的主谓结构相比，汉语的主谓结

述，在两句中分别作为句子的主干，在从汉

构要复杂得多。主语不仅形式多样，而且有

语流散型结构到英语聚集型结构的转换中，

时可有可无，谓语也复杂多样，导致汉语不

既保留了原语的意思，又将译文以最符合英

受形态的约束，没有主谓协调一致的关系，

文思维习惯的方式表述出来，使得读者理解

也就没有这种可以驾驭全句的关系，因而句

起来更加容易。感谢翻译专家的中肯建议！

式呈“流散型”。汉语的句式结构犹如一根
竹竿，一个短句一个短句地展开。正是由于
汉语中没有非谓语动词形式和定语从句, 要表
达复杂的思想时，只能借助自然词序，按动
作发生的顺序或因果关系排列，分句间只能
以意相连，逐步交代，呈线性递进 ，即“流
散型”。
因此，在汉英翻译中我们常常用到的策

我们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对快报的积极反
馈！真诚地期待各位翻译专家更多地与我们
分享工作中的心得，欢迎来信对本期《编译
快报》的内容提出宝贵的建议与意见！让我
们共同领略翻译乐趣，提升翻译水平。
联系邮箱：interaction.cnki@gmail.com

略，就是把汉语流散型结构转换成英语聚集
型结构。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译者必须对原
文仔细分析并获得准确理解。由于汉语是一
种流散型结构， 词跟词之间没有空隙，加上
主语、谓语等成分都没有形式标志，所以，
要对汉语原文进行分析必须从语义着手 , 把句
子拆成一个个片段 , 弄清其间的语义关系。只
有弄清了汉语原文中逻辑内涵和语义关系，
找出了句子的语义重心，才能确定“主语+谓
语”主干结构，并以此为焦点辐射全句，形

9

王大来，英语聚集型结构和汉语流散型结构的转换.中国科技翻译,2009,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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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译研究栏目主要围绕医学论文摘要的汉译英展开。公开发表的学术论
文一般都需要附上英文摘要，而英文摘要的好坏甚至直接影响到论文的发表。不
少作者一方面英语语言基础不扎实，另一方面对医学英语的特点不了解，生搬硬
套，使论文的英文摘要质量不尽如人意。本栏目希望通过对医学论文摘要的翻译
原则的讨论，给作者带来一些启示。
医学英语除了要满足科技英语崇尚严谨周密、概念准确、逻辑性强、行文简
练、语法正确、句式严整、重点突出的一般要求之外，还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l、在词汇上，普通英语词汇在医学英语中的意义转变较大，希腊语、拉丁语
的词素占有极高的比率，而且医学英语中大量使用了动词或名词的派生词；
2、在语法结构上，医学英语中频繁使用名词和缩写词来增大信息密度，并
较多采用长句和定语从句，在论证上起到连接信息和强调信息的作用。
因此，根据医学英语的语言特点，医学论文摘要汉译英宜遵守如下原则：忠
实、简明、统一。[10]

例1 忠实性原则

表面上看原译文与原中文摘要的意

探讨血压负荷在原发性高血压(EH)

义相近，但实际上原译文没有做到忠实

患者早期左心功能损害中的预测价值。

于原文，它与原中文摘要的目的句（划

选择40例Ⅰ、Ⅱ期EH患者进行24h动态

线句子）、方法句不对应，误传了原中

血压监测、超声心动图检测，分析血压

文摘要的信息。原文的目的与方法应译

负荷特征及其与左房射血力(ALEF)、左

为：

10

房分数缩短率(LAFS)的相关关系，另选

To assess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择40名年龄相当、血压正常的健康者作

blood pressure load in evaluating earlier

为对照。

changes of left atrial function of patients

与其对应的英文摘要原文如下：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forty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EH), forty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hypertensive

(hypertensive

group) and forty age-matched normoten-

matched normotensive subjects (control

sive subjects (control group) with ambula-

group) were studied with ambulatory blood

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and echo-

pressure monitoring and echocardiography.

cardiography. We try to assess the predic-

The blood pressure load (BPL) feature and

tive value of blood pressure load in evalu-

its relationship with left atrial ejection

ating earlier changes of left atrial function

force (LAEF) and left atrial fractional

of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shortening (LAFS) were investigated.

Left atrial ejection force, left atrial fractional shortening were mea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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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and

forty

age-

黄洪. 医学论文
摘要汉英翻译的
原则探索.浙江医
学教育,2005, 4(1)

编译研究

例2 简明性原则

例3 统一性原则

一般来说，中文摘要在200字以内，而英

医学论文摘要翻译的统一性原则，就是指

文摘要字数为150–300个单词。这就要求作者

汉译英过程中人称时态、概念术语、数字符号

对原文信息进行精心筛选，不属于目的、方

在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统一，不允许随意变换。

法、结果和结论四部分的内容不必写入摘要，

数字在论文（包括摘要）中的规范表达方法

而对属于这四部分的内容也应适当取舍。比如

是：个位数1~9用英语数词来表示，十位数以

目的在多数标题中已初步阐明，若无更深一层

上的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句子不以

的目的，在英文摘要中完全不必重复叙述；再

阿拉伯数字开头，数字在句首时应该用英语数

如方法，有些方法在国外已是常规方法，在英

词表示。

文摘要中就可仅写出方法的名称，而不必一一

如：17 cases of intestinal obstruction caused
by cancer of colon were analyzed.
应该改为：Seventeen cases of intestinal obstruction caused by cancer of colon were analyzed.
翻译医学概念术语时，有相当一部分作者

描述其操作步骤。 例如：
原译文：The mean ALT of group 1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s 2 and
3 patients (P < 0.01).
在描述结果时，最常遇到的问题是做比较
的句子。在组织语句时，应力求简练，避免重
复及罗列过多的数字。此句已经十分清晰地表
达了比较的内容，只是比较部分若能更加简
练，比如改成下句就更好了。
改译文：The mean ALT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oup 1 than that in group 2 and 3
(P < 0.01).
需要注意：“than”后面要有与比较项目
相应的代词，即“that”或“those”。[11]

依赖汉英词典作字面翻译，比如把“对照组”
（control group）译 成“contrast group”，“疾
病的发生与发展”（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a disease）译成“th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a disease”，或 者“结 果”
（results）与“结局”（outcomes）不分等等。
其实，选词绝不仅仅是从汉英词典上找到
对应词而已，它体现了译者的医学专业知识和
对汉英双语词汇的深刻理解，应该参考国际通
用译名和医学英语专业词典的译法，而不是通
过直抄普通汉英词典的释义甚至乱译医药术
语。例 如 ： 阿 胶 不 能 译 为“donkey-skin
glue”，正确的译法是“ass-skin glue”；膏药
不能译为“medical cream”，而应译成“dogskin plaster”。以上所列译名都难以按正常的
翻译思维解释，由此可见，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从事医学文献的翻译离不开专业词
典，而且同样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

11

照日格图. 如何撰写医学论文Ⅶ.关于医学论文英文摘要的撰写要求（四）.中华口腔医学杂志,200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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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资讯
1）第三届国际中医药特色技术传承发

地点：中国，重庆

展大会

主办单位：循证医学教育部网上合

主题：传承中医药特色技术，推动

作研究中心，卫生部中国循证医学

中医药走向世界

中 心，中 国Cochrane中 心，中 国 循

时间：2015年3月13日-23日
地点：马来西亚，文莱
主办单位：中华中医药学会，马来
西亚中医师公会，马来西亚中医施
诊团

证 医 学 杂 志，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会议网址：
http://ebm2015.77huiyi.com/
4）首届贝加尔湖国际传统医学研讨会
主题：针灸及传统医学专题研讨

会议网址：
http://www.meeting.edu.cn/meeting/
notice/meetingAction-53854!
detail.action
2）2015年第9届草药医学国际会议

时间：2015年5月22日-23日
地点：俄罗斯，伊尔库茨克
主办单位：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中国中医科学院

（The NHA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会议网址：http://www.caam.cn/

on Herbal Medicine）

5）2015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国际针灸

时间：2015年3月20日-22日

学术研讨会

地点：澳大利亚，悉尼

主题：针灸基础、针灸临床、针灸教

主办单位：中草药医学国际学会

育（标准、立法、国际战略）、针灸

(NHAA)

与中医药（针药结合）和针灸特色疗

会议网址：http://www.nhaa.org.au/
events/2015-international-conference
3）第八届亚太地区循证医学研讨会

法（针灸流派、技法演示）
时间：2015年9月26日-28日

（The Eighth Asia-Pacific Seminar on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

地点：加拿大，多伦多
主办单位：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
国中医科学院

主题：健康中国，知证决策

会议网址：http://www.caam.cn/

时间：2015年3月27日-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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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编者寄语
从《编译快报》创刊号与大家见面到现在，我们已经共同走过了6
个月的时光，真诚希望《编译快报》能够成为我们之间交流探讨，共
同提高的交互平台。由于专业知识和经验有限，《编译快报》中一定
还有许多不足，恳请各位专家海涵，同时，真诚地希望各位专家多提
宝贵意见，能够让我们更快成长！
感谢各位翻译专家和审校专家提供的高质量的反馈，为《编译快
报》提供了丰富的优秀素材，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你们求真务
实、严谨治学的态度。国际出版中心刚刚成立不久，我们的事业还在
起步阶段，你们的每一句鼓励、每一条建议都让我们感受到国际出版
是值得我们倾力奉献的伟大事业。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在
学术出版的道路上越走越稳。同时，感谢团队的同事们为我提供的素
材与帮助！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祝愿各位翻译专家和审校专家们工作顺
利，事业有成！期待在新一年里各位专家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和
建议，祝愿我们的双语出版事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期责编：李杰
联系邮箱：lj.cnki@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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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FOR
Qualified Part-time English Translators all Year Round
in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disseminate the most valuable papers selected from the best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s and promote the academic exchange globally, CNKI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is looking for
qualified part-time English translators, all year round, majoring in various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working or studying overseas (in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Remuneration
will be paid based on the amount of characters of Chinese manuscripts and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
Those excellent translators with stable quality of translation will be granted with additional material
and spiritual rewards as well as a long-term agreement.
Job description and requirement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papers into English:
1. Translation work finished timely under the guarantee of quality;
2. Timely email communication needed.
Qualifications (any of the following three):
1. Master or PhD degree; at least 2 years’ experience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or
regions; first authorship of at least 2 papers published in English journals;
2. Master or PhD degree; at least 2 years’ experience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non-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or regions with English as working language; first authorship of at least 2 papers published in English
journals;
3. PhD candidates, 2 years at least, with English as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first authorship of at least 2
papers published in English journals.
Application steps:
1. Application (including CV (needed), list of publications (needed), areas of expertise in translation
(needed), and any other materials verifying applicants’ academic and English ability (preferable);
2. Verification;
3. Translation testing;
4. Agreement signing (for purpose of payment).
Address:
Building A2, Dongsheng S&T Park, Northern Territory, 66# Xixiaokou Ave,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192, PR China (Postal Code: 100192)

We will greatly appreciate it if you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some other experts
qualified for academic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 (CD) Electronic Journals Publishing House is the operating entity of CNKI. First launched
in December 1996 by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Tsinghua Tongfang Holding Group, CNKI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http://www.cnki.net) is a key project of Chinese 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a sharing platform
of advanced Chinese digital library technologies and network resources, and a platform of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and value-added services. CNKI has long been suppor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and National Copyright Administration. It has built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Chinese
academic knowledge resources---China Integrated Knowledge Resource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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