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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讨
根据国际出版社制定的《学术论文翻译质量评定标准》，学术论文翻译实
践中有五种常见的错误类型，但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本期的“译文探讨”部
分从词汇和句子两个层面简要探讨术语错误、过度直译、逻辑错误和语义错误
的具体表现形式，供大家参考，以期减少类似问题的出现。

一、词汇层面
1. 术语错误
【例1】 1983年北约“神射手83”演习几乎导致误判而诱发核战争。
原 译 文 ：In 1983, the maneuver of ―Sharpshooter 83‖ conducted by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lmost led to a wrong judgment and correspondingly induced a nuclear war.
修 改 后 ：In 1983, the maneuver of Able Archer 83 conducted by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lmost led to a wrong judgment and correspondingly induced a nuclear war.
解析：由中文可知，“神射手83”演习是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据此推理，此术语应有对应英文表
述。但通过原译文的 Sharpshooter 甚至 the maneuver of ―Sharpshooter‖ conducted by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均无法找到相关事件。之后通过调整关键词，可以找到 Able Archer 83
的维基百科词条，由相关内容可确定北约“神射手83”演习的正确表达应为：the maneuver of
Able Archer 83 conducted by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例2】 同时，本文分别假定以2008年、2009年和2010年为结构断裂点进行 Chow 检验（结构断
裂检验），结果显示不同的子样本之间不存在转折点、未发生显著的结构变化。
原译文：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ssumes that the Chow test (structural fracture test) is performed
for structural fault points in 2008, 2009 and 2010 respectively,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no
turning points and no significant structural changes between different subsamples.
修改后：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has conducted the Chow test (the test for a structural break) by
assuming the years of 2008, 2009 and 2010 as the structural break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no inflection points and no significant structural changes between different subsamples.
解析：根据维基百科释义，Chow 检验是指一种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检验，被普遍用来检验时间
序列中结构性变化是否存在。所以，“结构断裂检验”、“结构断裂点”和“转折点”等概念，
应属于经济学范畴，不能想当然地将其直译为 structural fracture test，structural fault point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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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points，而应进行必要的查证。由查证可知，这三个词语对应的英文表述分别为：the
test for a structural break，structural breaks 和 inflection points。

二、句子层面
1. 过度直译
【例1】 其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拉开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序幕，“以小球推动大球”
也成就了一段外交史和体育史上的佳话。
原译文：Later, the visit of the American table tennis team to China opened the prelude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moting big ball with
small balls‖ also made a good story in the history of diplomacy and sports.
修改后：Later, the visit of the American table tennis team to China opened the prelude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tiny ball setting the whole
globe in motion‖ also made a good story in the history of diplomacy and sports.
解析：“以小球推动大球”指的是中美建交史上的一段佳话—乒乓外交，即以乒乓球的交流
带动了地球上两个大国的国家关系的发展。但在此，“大球”直译为 big ball 可能会让读者
一头雾水，不明白其指代的对象。因此，将“大球”处理为 the whole globe，再加上 in motion
二词，读者会更明白“以小球推动大球”的具体含义。
【例2】 在这些措施中，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尤为重要，它是保障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因
此在对其进行调整时需兼顾产业之间的经济关联及其与碳排放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此为
基础构建差异化的产业政策。
原 译 文 ：Among these measures, with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ation being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the key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n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economic correlation among industri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arbon emissions, and
accordingly make differentiated industrial policies.
修 改 后 ：Among these measures, with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ation being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n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economic
correlation among industri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arbon emissions, and accordingly make
differentiated industrial policies.
解析：由于过度追求与原文保持完全一致，造成译文中短短半句话中同时出现 particularly
important和the key to 两个都表示“重要性”的短语，造成语义重复和中式英语。可以将原文
中两个语义群合译为一句话，删掉 particularly important 或者 the key to，简译为 with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ation being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conomic growth 或者
with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ation being the key to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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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逻辑错误
【例1】 20世纪20年代，大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曾写道：在因
果律的陈述中——“若确切地知道现在，就能预见未来”，错误的不是结论，而是前提。
原译文：In the 1920s, the great physicist Werner Karl Heisenberg once wrote that in the strict
formulation of the law of causality, if we know the present, we can calculate the future; it is not
the conclusion that is wrong but the premise.
修改后：In the 1920s, the great physicist Werner Karl Heisenberg once wrote, ―In the strict
formulation of the law of causality—if we know the present, we can calculate the future—it is not
the conclusion that is wrong but the premise.‖
解析：根据原文中的参考文献查证可知，此句话的正确逻辑应是，“若确切地知道现在，就
能预见未来”是对因果律的陈述，而“错误的不是结论，而是前提”是对该陈述的评论。而
原译文没有把因果律和“若确切地知道现在, 就能预见未来”的正确逻辑表现出来。
【例2】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促进食品优质供给与人民美好需求相匹
配，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的重要保障之一。
原译文：It is pointed out in the report presented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food safety strategy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highquality food supply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masses for a better lif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guarantees to step up efforts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修改后：It is pointed out in the report presented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food safety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food
supply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masses for a better lif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guarantees to step
up efforts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解析：原译文将“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和“促进食品优质供给”并列处理，造成了主语和其
后系动词单复数不一致。经分析可知，原文旨在传递两则信息：（1）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能
够促进食品优质供给与人民美好需求相匹配；（2）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征程的重要保障之一。在语义方面，该句的核心信息是后者，前者则是对这一战略目
的的阐述，可视为一个整体。因此，翻译此类语句时，要理清逻辑，避免流水型中式英语。
3. 语义错误
【例1】 可见，基于当前国际宏观减排目标与我国绿色发展战略现实诉求的双重约束，着力
解决各个行业的高能耗与高排放问题、切实加快碳减排步伐已显得刻不容缓。
原译文：Therefore, based o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macro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and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is imperative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igh emission problems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accelera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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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改 后 ：Therefore, based on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macro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and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is imperative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igh emission problems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accelera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解析：原文中的“双重约束”指的是在“当前国际宏观减排目标”和“我国绿色发展战略现
实诉求”两个方面的约束。原译文将“减排目标”与“双重约束”错误并列，使得 the dual
constraints 的指向错乱，造成对原文的误解。因此，应将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移到前面，
兼指两者内容。

【例2】 关于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原译文：Two very different views on China‘s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exist in global trade.
修改后：Two very different views exist on China‘s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in global trade.
解析：中文强调的是“关于隐含碳排放存在两种观点”，而原译文主干是 Two views exist in
global trade，即“在全球贸易中存在两种观点”，属于偷换概念，导致语义错误。修改后的
版本将谓词前置，整个介词宾语后置，层次分明，表述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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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往来
在编译工作中，编辑与译者和作者保持良好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良
好的反馈机制有利于信息的收集和知识的积累。本期“编译往来”栏目
中，我们挑选了返作者校对过程中的一些作者反馈，以及翻译过程中的译
者反馈，感谢专家们的支持和肯定，也希望引起大家对编译工作的重视。

一、

作者来信

【作者一】
您好！诚挚感谢您们的辛勤劳动，使《中国史研究》走向世界。
《论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一文翻译很精准，非常好。我只有两点（标有下划线）提出
来商量，一是，我的单位去掉 management；二是，“土司”一词是否就以音译 Tusi 为好。
Chieftain 是土酋，与土司还是有区别的。仅供参考。
顺祝 编安！
《论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

【作者二】
李老师好，我过了一遍，总体翻译的相当不错。校对版本在附件中。
祝好！
《日本为何缺乏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以日本型现实主义为例》

【作者三】
您好，感谢贵社对论文的关注和辛苦翻译，特别是将原文中引用的英文文献做了精确的
还原，在此深表感谢！
稿件已校对完成，建议修改的部分已在 PDF 文档中进行了批注，仅供您参考。因忙于
琐事回复较迟，还请谅解。回复如文稿还有其他问题，也请您再联系我。
祝工作顺利愉快！
《美国视域中的“印太”：从概念到战略—基于对美国主流智库观点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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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报编辑部】
从我们翻译及作者本人审读的情况看，咱们知网翻译工作的质量是杠杠地！！！
我们作者很多都是有国外留学经历的，同时又是同研究主题的，他们都认为好，那就没
问题！

二、术语探讨
1. 关于“石窟”的翻译
中文：甘肃省文物局组织实施的“甘肃省中小石窟调查”项目，主要的目的是对甘肃省境内
除了敦煌莫高窟（包括敦煌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武威天梯山、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
寺等大型石窟群以外的中小型石窟群进行摸底调查，以便更好地进行管理和保护。
原 译 文 ：The project of ―investigation on medium or small scale cave groups in Gunsu
Province‖ is organized and implemented by Cultural Heritage Bureau of Gansu Province. Its
primary goal is to thoroughly investigate medium or small scale cave groups in Gansu Provinces,
which excludes large scale cave groups at Mogao Grottoes of Dunhuang (including Western
Thousand Buddha Caves in Dunhuang, Yulin Grottoes in Guazhou), Tianti Mountain in Wuwei,
Maiji Mountain in Tianshui, Bingling Temple in Yongjing, in order to better manage and protect
them.
编辑批注：grottoes 和 caves 用法存在区别，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翻译所选词汇不
一致，须向作者确认。
作者反馈：在表述整个大的石窟群的时候，比如敦煌石窟、河西中小石窟群时用 Grottoes，
而具体到某一处石窟时用 Caves，所以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大湖滩石窟均应统一为
Caves。全文应统一。 Bingling Temple 应为 Bingling Temple Caves。

译文修改：The project of ―investigation on medium or small scale grottoes in Gansu Province‖
is organized and implemented by Cultural Heritage Bureau of Gansu Province. Its primary goal
is to thoroughly investigate medium or small scale grottoes in Gansu Province, which excludes
large scale grottoes at Mogao Caves of Dunhuang (including Western Thousand Buddha Caves
in Dunhuang, Yulin Caves in Guazhou), Tianti Mountain in Wuwei, Maiji Mountain in Tianshui,
Bingling Temple Caves in Yongjing, in order to better manage and protect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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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盛唐”的翻译
中文：第3窟的两身金刚力士像虽已残损，但仍不失盛唐雕塑丰满健壮的风格。
原译文：Although two Narayanas in Cave 3 have been damaged, they still demonstrate the
plumpness and robustness of sculptures in the flourishing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编辑批注：“盛唐”指从唐高宗时代开始到唐宪宗时代结束的一段时期，此时的中国物产丰
盈，国泰民安，边疆稳固，物华天宝，一派盛世景象。意译为 flourishing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作者反馈：金刚力士似乎用 Vajrapani 的更多。“盛唐”似乎译为 High Tang 的更多。
译文修改：Although two Vajrapanis in Cave 3 have been damaged, they still demonstrate the
plumpness and robustness of sculptures in the High Tang.
3. 关于语言学术语的翻译
中文：定位槽位 ＞ 定量槽位 ＞ 定类槽位
原译文：Positioned slot > quantitative slot > classified slot
编辑批注：定位槽位，定量槽位，定类槽位用法须向作者核实。
作者反馈：这是对王远杰（2008）中文论文的引用，我查阅了一下该作者的英文提要，似未
发现英文对译。因此我根据其内容，暂建议上述三个概念译为 positioning slot, quantifying
slot 和 classifying slot。因为他认为，这些槽位是用来“定位、定量或定类”的，因此建议
用分词形态 -ing 范式，并分别用 Posit.、Quant. 和 Cl. 三个缩写与之对应。
译文修改：Positioning slot ＞ quantifying slot ＞ classifying slot

三、 译者反馈
一位译者近期在翻译稿件的过程中发现，所翻译文章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对某些英文作
品内容翻译后的直接引用，引用超过了文章篇幅的三分之二，并且该文章作者对原英文的理
解很多是不准确的，歪曲了原意。经过我们专家评审的调查和审核，确认该文章存在严重抄
袭问题，违反了学术规范，不符合双语精选优质学术内容的要求，并已将问题反馈编辑部。
下面是摘自该文章的一个例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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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产主义乡村在指导思想、环境保护、经济结构等方面越来越受到各个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质疑。英国等欧洲国家政策的变化，通常被认为是向后生产主义转变
的关键因素。比如，扩大农业政策边界，将以前的“边缘行为者”纳入政策制定过程的核心，
以及通过非政府环境组织等新赋权的行动者，将绿色理念注入农业政策制定过程等，都被认
为是向后生产主义转变的真正指标（Wilson, 2001）。因此，应从政策角度将后生产主义视
为农村经济活动的一种替代模式（Åsa, 2014）。

原文出处：
Wilson, G. A. (2001). From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 . . . and back again? Exploring the
(un)changed natural and mental landscapes of European agriculture. Transactions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26, 77–102.
译者反馈：
作者这里是对直引原文的翻译，但作者的翻译和理解是不准确的—受到质疑的不是“乡
村”，而是乡村的生产主义制度，质疑的方面中，经济是经济，结构是结构，制度的经济问
题和结构问题，是两个问题，而不是经济的结构问题。

译者查证后的译文：
―Policy change during the mid 1980s (in a UK and European context) is usually seen as a key
ingredient of the shift toward post-productivism‖ (Wilson, 2001, citing Marsden et al., 1993;
Ilbery and Bowler, 1998). For example, policies characterized by ―a widening of the agricultural
policy community, with the inclusion of formerly marginalized actors into the core of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and ―the injection of ‗green‘ ideas into the agricultural policy-making process
by the newly empowered actors such as environmental NGOs,‖ (Wilson, 2001, citing Lowe et al.,
1986; Hart and Wilson, 1998) etc., have all been seen as true indicators of a shift toward postproductivism. Therefore, ―an understanding of post-productivism as an idea within political
discourse rather than as a singular manifest change of rural economic activity‖ (Almstedt et al.,
2014) is essential to clarifying its concep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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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快讯

2019年11月1日，阿罗恩（Y. S. Alone）教授莅临中国知网国际出版中心社科翻译分社，给
编辑们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佛教洞窟壁画讲座。阿罗恩教授于印度尼赫鲁大学任教，是目前
在国际佛教艺术史领域非常活跃的印度中青年学者。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印度古代艺术、印度现
代艺术、佛教艺术及古印度种姓制度等。阿罗恩教授拥有长达数十年的科研经验，并发表过多部
著作，获得了业界的高度认可。曾多次到访中国，并于敦煌研究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
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参会或举办讲座。
本次讲座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阿罗恩教授进行主题介绍，内容主要包括阿旃陀佛教石
窟建构、佛像和壁画背后的佛本经和佛传故事。珍贵的图片资料给编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
印度佛教的大门。第二部分由分社编辑任桥主持，通过提问的方式，让阿罗恩教授更加有针对
性地解答编辑们在实际编校中遇到的各类难题。例如，niche 和 shrine 的区别，佛像各类坐姿
和手势的专业表述。编辑们从阿罗恩教授丰富翔实的介绍、生动风趣的讲解中收获颇丰，受益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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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
“2019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日前在京举行。论坛以“引领学术、服务创新、锻造
品牌、争创一流”为主题，来自全国科技期刊界的3000多位代表共同探索“世界一流科技
期刊”的发展路径。
本届论坛由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
杂志社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 期刊协 会会长吴尚
之，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郭义强，中
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刘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马援，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
长戴国强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在出版与服务平台建设方面，中国知网在会上发
布了基于世界知识大数据打造的资源完整、检索精
准、发布及时的全球学术文献整合传播平台——《全
球学术快报（外文版）》，以先进、完整的技术体系
和产品标准及各种应用，为我国学术期刊把握全球动
态、直通全球读者，造了新的出海大船。
会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有限公司副总编辑肖宏做了《2019“世界学术期刊综
合影响力指数 CI”&“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
刊”》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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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资讯
1. 第三届全国翻译批评高层论坛
时间：2019年11月29日
地点：上海
网址：https://www.acacon.cn/lg/3rdtranslationcritics.html

2. 第19届中国传播论坛暨首届“红色文化与中国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
时间：2019年11月29日–12月1日
地点：江西南昌
网址：https://www.acacon.cn/media/19thcommuforum.html

3. 第二届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前沿高层论坛
时间：2019年12月13–15日
地点：广东汕头
网址：https://www.acacon.cn/lg/2ndflingforum.html

4. 第二届翻译技术理论与应用研究论坛
时间：2019年12月14–15日
地点：安徽合肥
网址：https://www.acacon.cn/lg/2ndtranstechapp.html

5. 第十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
时间：2019年12月20–22日
地点：福建厦门
网址：https://www.acacon.cn/lg/10thsolinguist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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