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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赏析
英汉翻译中，长句和语段的层面布臵是一项必须考虑细致的工作。在对长句和
语段进行翻译时，不仅要注意单句和语段的完整和通顺，也要注意句子成分之间以
及各句子之间的联系，使长句和语段产生较强的向心性。
在英汉互译中，要以语段为结构单位，理顺 是同义形式，其宾语又具有相同形式。经过这样
语义关系。具体地说，原文句子(或分句)有的可 的调整，整个结构和谐统一，前后列举的事物及
能要超前译出，有的可能要滞后表达。语段的重 其内在联系一目了然。
新组织或局部调整，以信息安置得当、语义贯通
为主要目的。1例如：

例文2
原文：（普京主义）其手段和工具主要基于复杂

例文1

的专业官僚机构，并通过行政资源建设实现现代

原文：故宫是中国现存最好、最完整的古代建筑 国家的各项职能，维持政府执行体制的高效与更
群。占地面积达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 新。
方米。由大小数十个院落组成，房屋九千多
间。……
译文：The Imperial Palace，which is the most superb and the best preserved of all ancient architec-

译文：Putinism fulfills the functions of modern
state and maintains the efficient and updated government execution system through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building in the complicated professional bureaucratic agencies.

tural complexes，occupies an area of 720 000
square meters．The built-up part，which is made

说明：因“实现现代国家的各项职能，维持政府

up of large and small courtyards with the number of

执行体制的高效与更新”为“（普京主义）其手

chambers reaching more than 9 000，has a total

段和工具”的目的，为句子的重点信息，因此在

floor space of some 150 000 square meters．

译文中将“fulfills the functions of modern state
and maintains the efficient and updated government

说明：为便于英译句子的安排，该例句将原文三 execution system‖提前，使得句子重点突出，主
句调整为两句。其中原文第二句的前后两个小句 体与目的关系明晰。
拆开，一个附前，一个归后。这样两个英语句子
形成排偶 (parallelism)，结构上整齐匀称。第二
句的主语the built-up part与第一句的The Imperial
Palace同现，随后的which分句与made up of分词
短语的语法功能相当，谓语动词occupies与has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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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赏析
为了使目标语读者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可接
受，译者通常要对原文本的语言形式加以调整，
包括采用归化、异化、变通等手段。2如：

例文4
原文：较之于政治廉洁的国家，腐败盛行的
受援国政府更容易挪用援助资金，因为他们的法
治水平普遍较低，对官员的监督更加松懈，而且

例文3

政府的决策过程和资源分配过程缺乏透明性，因

原文：在四川西部，有一美妙去处。它背依 此，政府官员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群体更有可能
岷山主峰雪宝顶，树木苍翠，花香袭人。鸟声婉 为争夺公共资源而陷入“寻租竞赛”。
转，流水潺潺。它就是松潘县的黄龙。

译文：Foreign aid is more susceptible to em-

译文：One of Sichuan’s finest spots is Huang

bezzlement in recipients plagued with corruption
Long (Yellow Dragon) which lies in Songpan Coun- than in clean ones since in corrupted states, due to
loose maintenance of the rule of law, lax disciplining
ty just beneath Xuebao，the main peak of tile
of bureaucrats, and non-transparent processes of
Minshan Mountain．Its lush green forest，filled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resource distribuwith fragrant flowers，bubbling streams and song- tion, politicians as well as social groups they reprebirds，are rich in historical interest as well as natu- sent are likely to engage in ―a rent seeking contest‖
for public funds.
ral beauty．
说明：这是风景胜地黄龙简介的第一段。译
者在语篇结构上按英文语篇规范作了调整。据陈
宏薇(1996：229)分析，汉语原文反映了中围人的
思维方式。先进行描述，最后点明这一美妙去处
究竟在哪里。而相应英文语篇往往采取开门见
山，点明地点，再进行描述的结构。另外，译文
添加了are rich in historical interest as well as natu-

说明：译文将“政治水平普遍较低”、“监
督更加松懈”、“决策过程和资源分配过程缺乏
透 明 性”三 个 并 列 分 句 调 整 为 名 词 性 结
构，―loose

maintenance‖、

disciplin-

ing‖和―non-transparent process‖三个名词性短语对
应原文的主系表结构，在未改变原文含义的前提
下，使行文更加简洁流畅。

ral beauty等文字，将原文中―美妙‖一词具体化，
给读者更明晰的文字印象。

2

―lax

方梦之.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207,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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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赏析
在前面六期内容中，我们分别从词汇、句子和篇章结构等视角对译文进行了赏
析。这一期，我们不妨先抛开探究译文的显微镜，来体会译文给读者的直接感受。
不难发现，优秀科技英语翻译的共同点之一便是译文的明晰（Clarity），因此在翻译
的时候只要注意一点——避免使用含糊的语言，即采用一些“还原”、“增加”和
“具体化”等方法，将隐藏在语言符号中的意义，准确清晰地显译出来，力求做到
“字字立于纸上”、“语语都在眼前”1。同时，明晰的译文也是本项目的最基本要
求之一。
原文：字母与词的读音有着较为系统的对应 很容易使读者不知所指，因此这位翻译专家通
关系，而字母与语义之间则无对应关系，即GPC 过―具体化‖的方法，将the rules显译成GPC
规则。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没有这种规则，字 rules，降低了迷惑读者的几率。这位专家更英明
形和语音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对较弱。

之处在于他在―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没有这种

译文：For alphabetic languages, there are the

规则‖这句话之前，―增加‖了In contrast的翻译，

grapheme-phoneme correspondence (GPC) rules
that some systematic correspondence is between the
alphabets and phonemes of words, but this correspondence does not exist between the alphabets and
semantics. In contrast, GPC rules do not apply to
Chinese characters where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orthography and phonology is relatively
weak.

使译文达到了逻辑连贯。因为英文和中文的最主
要区别之一就是逻辑连词的使用，据调查2，在
科技文本中，中文连词的使用频率为2.2%，英文
连词的使用频率为6.59%，这说明英文比中文更
频繁地使用连词。因此，在中译英时，我们要把
隐含在中文里的逻辑显译出来。

这段译文具备了可读性，因为它将原文观点
描述得清楚明了，即使是英语母语读者也能够读
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用到了以上提到的使译
文明晰的方法。原文 ―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没
有这种规则‖这句话中包含了含糊的语言——―这
种规则‖。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进入我们脑海的

图1 科技文本连接词使用频率
注：此图摘自《英汉逻辑连接词文体对比研究》2

便是―the rules‖，但在长篇幅的论文中，the rules

1 田传茂.试论科技英语翻译的显译原则[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5):81.
2 王培.英汉逻辑连接词文体对比研究[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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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讨
对很多翻译专家来说，如何在展现原文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译文，使其
更贴合原文，也更符合英文的语言习惯，是每个人都需要高度关注的话题。今天我
们来探讨的问题是信息重心的位臵安排和对原文语义的揣摩。所选取的例句大多已
忠实呈现原文含义，只是在细微之处仍有可改进的空间。当然，所做分析和修改仅
为个人之浅见，欢迎专家批评指正。
1.信息重心的位置：

重点在于“导致整个地区陷入„„机制化困

例1

局”，如果将―while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原文：然而，十几年的大规模制度建设，在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放在句末，
总体上推动东亚粮食安全合作进程向前发展的同 则颠倒了转折关系，变成强调“推动„„向前发
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整个地区陷入了一种制 展”。此外，原文强调的是行为体间的竞争，而
度过剩与成效不足并存的机制化困局。所谓制度 非制度安排或合作架构之间的竞争，因
过剩，是指各行为体出于各自不同的战略目的而 此―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cooperation
竞相发展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安排和合作架

frameworks racing to be developed‖在语义上与原

构，因此造成了地区合作中制度和机制的供给超 文也有些出入。
建议改为：Howev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过了推动地区合作的需要。
译文：Howev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largescal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has largely caused
the region to fall into the dilemma of excessive institutions and insufficient effectiveness while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The so-called excessive institutions refer to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cooperation frameworks racing to be developed by every actor out of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their divers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which results in the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provided exceeding the demand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motion.

large-scal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while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has largely caused the region to fall into the
dilemma of excessive institutions and insufficient
effectiveness. The so-called ―excessive institutions‖
refers to that actors race to develop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cooperation frameworks in their favour out of their divers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which causes that the supply of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exceeds the demand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motion.
例2

分析：原文从“在总体上推动„„向前发

原文：作者认为，腐败会导致援助资金被浪

展”到“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整个地区陷入„„

机制化困局”之间，存在着转折关系，因而译文 费，并使外来援助的国内再分配过程偏离正常轨
对―while‖的使用并没有问题。但是，原文强调的 道，从而降低其预期经济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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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讨
译文：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orruption will stimulus of the 2007-2008 food crisis, the truly
waste the aid funds and make the domestic redistri- breakthrough regarding functional cooperation and
bution of the foreign aid off track, and consequently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has been achieved for no
more than two years.
reduce its expected economic effect.
分析：原文中，“真正实现突破也仅仅是近

分析：原文强调的重点是“腐败”最终会产

生“降低其预期经济效用”的结果。因而，可以 两年的事情”隐含的意思是实现突破的时间过
将―reduce…‖位置前移，突出因果关系。同时， 晚，而―has been achieved‖则侧重表达已经实现了
突破，二者在语义上存在差别。

需要注意的是，中文作者常自称“笔者”“作

建议改为：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者”，而英文中多直接用―in my opinion‖。

some good cooperation proposals during the process,
specific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did
foreign aid’s growth effects through its waste of aid
not start until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and
funds as well as its distortion of aid allocation away
the truly breakthrough in functional cooperation and
from due track.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was not achieved until the
recent two years with the stimulus of the 2007-2008
2. 对原文语义的揣摩
food crisis.
例3
例4
建议改为：In my opinion, corruption reduces

原文：虽然进程中不乏好的合作倡议，但是

原文：不少西方人士认为，“推进人权是全

具体的项目落实与推广却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 球治理机制的责任，它非常重要，如果无法履
机之后才开始的，在2007-2008年粮食危机的刺

行，则会致使该机制丧失合法性。”

激下，功能性合作与机制化建设真正实现突破也

译文：Many Westerners think that ―it is a par-

ticular duty for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to pro译文：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some mote human rights, and this duty is of such importance that failure to discharge it makes the instigood cooperation proposals during the process, spetutions illegitimate.‖
cific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did not
分析：原文的“丧失合法性”指的是在无法
start until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With the
履行责任的情况下，全球治理机制存在的基础将
仅仅是近两年的事情。

被动摇乃至丧失，而非指这一机制将变成非法的
（―illegitimate‖）。
建议改为：Many Westerners think that ―it is a
particular duty for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and this duty is of such importance that failure to perform it will lead the institution to losing its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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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讨
在科技论文中，列举情况很常见，如列举实验器材等。但是中英文表达列举的
方式却不尽相同，如果在中译英时逐字翻译，那么就会造成错误的英文表达。因
此，了解正确的英文列举表达是必要之举。
trusion, numbness and hypervigilance). Common
traumatic events include physical aggression, auto（如闯入、麻木、警觉等）的任何事件。常见的
mobile accident, and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创伤事件有身体侵犯、车祸、自然和人为灾害
(such as flood, earthquake, hurricane, fire, industrial
accident and war).
（洪水、地震、飓风、火灾、劳动事故、战争
原文：创伤事件是指会产生创伤压力症状

等）。
译文：Traumatic

综 上，表 示―不 完 全 列 举‖的 词（组）有

events refer to any events

that will induce 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e.g., intrusion, numbness, hypervigilance, etc.). Common
traumatic events include physical aggression, automobile accident, and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flood, earthquake, hurricane, fire, industrial accident, war, etc.).

e.g.，such as，etc.，et al.和and so on等，且它们
之间只可以单独使用而不是随机组合。那么顺便
补充上表示―完全列举‖词（组），常用的有i.e.和
namely，则在这些词后面的列举内容要覆盖所有
的内容，最后两者用and连接。

原文的两处列举皆属于―不完全列举‖，即
以―等‖字为标志。按照逐字翻译的话，就有了译
文中两处划线的翻译，但实际上，第一处翻译是
错误的，因为在英文表达中，e.g.与etc.是不能连
用的，连用将导致语意重复。与e.g.有相似用法
的词组还有such as，它们都表示―例如‖，且作用
是对部分而非全部内容的举例，在列举的最后两
个内容之间用and连接即可，后面无需其他补
充。而etc.，et al.和and so on也是不完全列举的标
志，表示―等等‖，使用时前面不需要任
何―如‖、―例如‖等引语。因此，经过改译后的译
文如下：
译文：Traumatic events refer to any events
that will induce 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e.g., in8

译海拾贝
中外典故浩如烟海，为增强文字效果，或表达某种感情色彩，作者在行文时常
常引经据典。这在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文字体验的同时，也为翻译工作增加了难度。
本期主要介绍几种常见的翻译典故的方法，佐以译稿或相关实例，供专家参考。
1. 直译

购买中国书籍，还结交清朝文人墨客，并将在中

在不做加工处理即能表达原文含义时，多可 国的见闻编成《燕行录》。
采用直译。

译文：Culturally, Korean envoys sent to the

Qing dynasty made a considerable purchase of Chinese books, associated with men of letters, and com原文：可见，文化交流是一把“双刃剑”。
piled their travel records in China into Yŏnhaengnok
译文：Thus, cultural exchange is a ―two-edged Collection (Songs of Journey to Peking).
sword.‖
说明：译文对“Yŏnhaengnok Collection”做了
说明：“双刃剑”（two-edged sword）一词
解释，即―Songs of Journey to Peking”, 更便于读
在中、英文中均被广泛使用，一般读者都了解其
者理解。
含义，直译即可。
例1

例4
例2
原文：统治者将其势力范围都视为“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
译文：Rulers put its sphere of influence as
―nowhere under the sun that does not belong to the
king.

原文：重阳糕要做成九层高的宝塔形状，上
面还要做两只小羊。“糕”与“高”、“羊”与
“阳”同音，象征着“重阳登高”。
译文：Chongyang cakes were made in the

shape of nine-layer pagoda with two little handkneaded lambs at the top. The Chinese word for
说明：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译文 cake is gao, a homonym of the Chinese word for
直接按照字面含义进行了翻译。此处不需要再加 height while the Chinese word for lamb is pronounced as Yang. Hence the nine-layer, double
说明或补充性的解释。
lambed cake was actually a phys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ustom of climbing heights in the day.
2. 解释性翻译
说明：译文对“gao‖的含义进行了说明，即
某些时候，如果按照原文直译，将会给读者
“a homonym of the Chinese word for height‖，以
理解典故造成困难。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翻译
呼应后文的―climbing heights‖，解释“gao‖象征
时增加对典故的解释。
着“重阳登高”。
例3
原文：文化上，派遣到清朝的使臣不仅大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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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海拾贝
3. 意译
当按照字面翻译无法准确传达原文含义时，
需采用意译，即直接译出典故的内涵。

得益于科技的进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好
内容为我们所用。在国内的人都知道，

微信

（Wechat）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例5

社交工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微信公

原文：但韩国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

共账号，它不仅可以向我们推荐科普短文，更

而是在适应本国风土人情的基础上进行了有效的

能方便专家和我们小编对中英术语的查询，而

移植。

且它的术语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我们的翻译

译文：However, ROK’s absorption was not
―mechanical borrowing,‖ but effective transplant by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说明：对于“拿来主义”一词，译文从其内
涵和文中语境（与“移植”为对比关系）入手，
处理为―mechanical borrowing‖。

项目也一再鼓励专家到这个机构网站去查词，
想必您已经猜到了，这个微信账号的主人就是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如果您的移动客
户端里也有微信，那就赶紧加起来吧（扫二维
码或者手动添加账号）！
微信账号：cnctst
微信二维码：

例6
原文：他们甚至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当
今的中国。
译文：They even look at today’s China with
prejudices.
说明：对于“有色眼镜”一词，既不好做直
译，也不好添加解释。其含义为“带着偏见”，
译文将其处理为―with prejudices‖。
4. 套译
在少数情况下，可用色彩和语意相当的译入
语典故套译。2
破釜沉舟 burn one’s boats
隔墙有耳 walls have ears
浑水摸鱼 to fish in troubled waters

图2 查词步骤
注：首先，在输入框中输入#，然后输入要查
询的词（中、英皆可），点“发送/send”，查
询结果随即显示。

非驴非马 neither fish nor flesh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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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研究
学术论文标题的翻译是能够简要清晰概括论文核心内容的最关键要素。通过对
我们平常编校的稿件以及其它比较典型的中文论文在处理标题时的一般用法进行总
结，从中文标题的语法结构形式和主副标题的形式，归纳出一些常用的中文标题翻
译技巧和处理方法。
一、语法结构形式

译时，通常按表达各个概念的词或词组的先后顺

从语法结构看，主要有偏正结构、并列结

序译出，用―and‖连接即可。例如：

构、动宾结构、陈述句结构、问句结构等几类。

中文：地理距离、边界效应与中国沿边地区

1. 偏正结构

跨境次区域合作——兼论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

某些标题由多个表示具有独立、完整概念的

发展（《东北亚论坛》2014 年第4期）
翻译：Geographic Distance, Boundary Effects,

单词或词组构成。其中有一个受其它词或词组所
修饰、限制或说明。被修饰、限制或说明的这个
词或词组称为―正‖，用于修饰、限制或说明的成
分统称为―偏‖。―正‖就是文章标题的重心，位于
题末。英译时，往往译成―中心词+修饰语‖结构:

and China’s Cross-Border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Also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nchu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中文：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中国翻
译》2002 年第3期）

中心词+of/for/in等介词复合结构。例如，
中文：东亚视野下的我国海上搜救责任区问

翻译：A Text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题研究（《东北亚论坛》2014 年第4期）
翻译：Research on China’s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Area in the Vision of East Asia
中文：当前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中的问题透

二是翻译为不定式短语。当中文的“和”
“与”等并且结构并不表示同等重要的并列意义
时，英译时通常不翻译为“and‖连接的结构，而
根据不同情况翻译为不定式或者现在分词。如：

视(《西南师大学报》2002，1)
翻译：A Perspective on Problem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并列结构
根据不同的情况，并列结构的标题在中译英

中文：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中国翻
译》2002 年第3期）
翻译：A Text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三是翻译为分词短语

时，一般有不同处理方法：
一是翻译为并列的名词结构。这种标题由两
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独立完整概念的词并列组成。

中文：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
合——文本再创造的个案分析（《中国翻译》
2002年第3期）

由于词或词组之间没有说明或被说明、修饰或被
修饰的关系，而是无主次的并列关系，同时为文
章所讨论的中心，因而它们都是标题的重心。英

翻译：Integrating the Empathy and Perspectives of Author， Translator and Reader for Text
Recreation: 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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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动宾结构

中文：翻译就是征服——尼采的翻译哲学

这类结构是翻译应该注意的，因为英文标题 （《中国翻译》2001年第1期）
翻译：Translation as Conquest: Nietzsche’ s

中较少使用动词，一般可以作以下处理：

一是直译。汉语中的动词性短语标题主要分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中文：农业现代化是扩大就业的物质基础
为两大类 ，即带标题用词―论‖的动词性短语和
不带―论‖的动词性短语标题。一般说来，动词性 （《中国翻译》2001年第1期）
翻译：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s the ma短语具有动态效果，所以a不带―论‖的动词性标
题可以直译成英语。如：

terial basis for enlarged employment

中文：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是中国在亚洲

二、主副标题的处理

唯一区域战略选择。（《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
3期）
翻译：Pushing Forward China-Japan-Korea
FTA Is the Sole Regional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a

国内学者的论文惯用主副标题且标题中破折
号经常出现，主副标题如何翻译也非常值得探
讨。根据整理，发现主要有一下处理方式：
长名词结构转化为冒号

二是翻译为带―on‖的介词结构。带―论‖的动

与汉语相比，英语中的冒号式标题占的比例

词性短语标题，―论‖为汉语中的标题用词，没有
实际意义，或者说只是一种文体标记。这种所谓
的标题用词在英语论文标题中很少出现，所以在
不影响意义表达的基础上，可以改译成汉语的名
词短语标题，将动词―论‖―谈‖等省略。例如，
中文：论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中国海权发展的
制约（《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4期）
翻译：On the US Restriction of China’s Sea

很高，这是由冒号式标题的特点决定的。首先，
有些汉语名词短语标题英译后会太长，重点不突
出。正副标题的使用可以缩减主标题的长度，标
题中不太重要的部分放在副标题中作为补充或解
释说明，使整个标题更加简洁且重点突出。其
次，使用副标题可以包含更多的信息以吸引更多
读者。
最后，正副标题是一种结构上的变化，使整

Power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4. 陈述句结构

个标题变得新颖，富有吸引力。鉴于冒号式标题

英语学术论文标题中使用陈述句的实例不多 的种种优点，且在英语中广泛运用，可以改译成
见，因此，中文论文标题翻译时，一般将汉语的 冒号式标题。这样不仅给主标题减负，而且使整
陈述句转换为名词结构、介词结构、动宾结构、 个标题醒目、新颖。
问句结构等标题结构常见，而且英语标题多使用

例如：

不完整句。因此，陈述句结构的汉语标题在英译

中文：四川省卧龙自然保护区景观人为影响

中通常不保留陈述句结构，而是翻译为名词短语 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
结构或其它结构。例如，

学版，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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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研究
翻译：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uman

翻译：On Autonomy: Some Theoretical and

Landscape Impact: Wolo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Pedag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 Chinese EFL ConCase Study in Sichuan Province
texts
副标题的转化和省略

意译或者省略

中文学术论文标题通常用破折号引出较空泛

中文：浅谈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角色

而抽象的评介性副标题。这类副标题常含有这些 （《中国英语教学》2002，9)
翻译：The Teachers Roles in ELT Classes

字眼诸如：―与……商榷‖，―建议‖，―关于……
(再)探讨‖，―述评‖等。这类副标题并没有实质性

2014年12月12日–14日，广东外

的意义，英译时应抓住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对附

语外贸大学举办了―语用与翻译国际

加性的内容省略不译。例如，
中文：也谈―Please‖，也谈―请‖—与刘绍忠

学术研讨会‖。小编正好亲临现场，

先生商榷(《外国语》2001年第4期)

感受到了―翻译‖作为新兴学科所给研

翻译：On ―Please‖ and ―Qing‖

究和实践者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借着
这次会议，我们通过一些具体实例来

三、其它应注意的问题

了解一下什么是语用翻译以及它和科

1. 中心词提前/重要信息突出

技英语翻译的关系。

汉译英时必须首先找出汉语标题中的中心
词，由于汉语论文标题中的词组常常采用偏正结
构，中心词在后，译成英语时，通常需把中心词
提前，并将其放在显著位置。例如，
中文：我国存在某些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原因
探析（《中州学刊》2013，1）
翻译：The Reason of the Some Disparity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in China
2. 善用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表示各句成分或意群之间的关系，

首先，―语用学‖（Pragmatics）有两个基本
概念是意义和语境，它是专门研究语言的理解和
使用的学问，即研究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话语，

可使得内容高度浓缩，文字更简洁。常用的有破 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而―语用
折号、冒号等。例如:
翻译‖（Pragmatic translation）论是何自然教授早
中文：关于自主学习理论和教学实践与中国
于国外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它的
英语教学环境的思考（《中国英语教学》2002， 核心是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原文与译文之间
6)

做到等效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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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自然教授说：―译者因为自身所处环境、经
历以及对事物与语言的认知能力不同，影响到翻

译文：No treading on the lawn.
汉语概念结构往往强调言谈含蓄、婉转、有

译过程中对原文的理解和再表述的方式产生差

礼，即使是警告和禁止行为，也用所谓―温馨提

异，因此如何做到翻译的等效转换，如何处理原

示‖。但是这类话语英译时就要按英语的概念结

文与译文的思维模式和概念结构就成为语用翻译

构，开门见山，直言不讳。

过程中必须重视的课题。‖

以上是两种语言的思维模式和概念结构间转

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语用翻译：

换的例析，远非全面的概括。汉英概念结构繁杂

中文：他能吃能睡。

多样，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体会和归纳。翻译过

译文A：He can eat and sleep.

程必须考虑同一概念可能存在不同思维结构，因

译文B：He can eat well and sleep well.

而要选择不同的语言表达手段。只有做到摆脱原

译文C：He is a good eater and a good sleeper.

语形式束缚，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选择读者接受

英译A是不妥的，因为谁不会吃东西，谁不

的语言表达手段，才有可能使译文准确、得体。

会睡觉呢？B也没有准确传达原文意思，eat well

对科技英语翻译的启示也主要体现在思维模

表达―吃得好‖只指肯在吃上花钱，讲究营养。按

式和概念结构这两大方面，这里仅举国内英译摘

汉语的概念结构，―能吃能睡‖指吃有胃口，睡得

要和外刊英语摘要中逻辑连词使用差异的例子，

香甜，因此C可能是这个意思的等效翻译。

来说明语用翻译给我们带来的启发。

中文：我们享受公费医疗。

会上一位老师通过使用WordSmith Tools分析

译文A：We enjoy free medical care.

了国内摘要英译文中过多和过少使用的连词：

译文B：We are entitled to free medical care.

国内过多使用(overuse)的连词：therefore，

根据我们的认知方式，公费医疗被看成是―享 so，finally和firstly；
受‖，但英语―享受‖的对应词enjoy是不能与free

国内过少使用(underuse)的连词：hence，

medical care搭配的，因此译文B更好些。

thus，yet，in contrast，for example (e.g.)，that is

中文：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夏天：能穿
多少穿多少。

(viz.)和in particular。

译文：In winter, put on as many clothes as
possible, and in summer—the less, the better.
英译必须要吃透原文的概念结构，将笼统变
具体，将含糊莫辨的形式的原文真意译出，好让
读者理解。
中文：小草青青，脚下留情。
请您足下绕一绕，花草对你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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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资讯
1、中医训诂与经典文化学术研讨会
所属学科：中医学

5、第十九届SO2、NOX、PM2.5、Hg污染防治技术研讨
会（CSES）

开始日期：2015-03-14

所属学科：环境科学

结束日期：2015-03-17

时间：2015-05-14至2014-05-16

具体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北京中医药大学京港湾宾馆

具体地点：中国上海

主办单位：中华中医药学会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网址： http://www.cacm.org.cn/coboportal/portal/

网址： http://www.chinacses.org

channel_tzgg.ptview?
funcid=showContent&infoLinkId=43724&infoSortId=52281

6、“人类文明与自然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所属学科：地球物理、自然地理、城市与区域地理、

2、2015 英国IATEFL国际英语教学年会

哲学

所属学科：教育学，外国语言文学

时间：2015-03-21至2014-03-22

开始日期：2015-04-10 至2015-05-14

具体地点：中国青岛

具体地点：英国曼彻斯特
主办单位：国际英语外语教师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地学哲学委员
会、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网址：http://www.fltrp.com/academicnews/15794
3、国际语言学会第60届年会（6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inguistic Association）
所属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

网址：http://news.upc.edu.cn/Item/35455.aspx
7、第12届欧洲神经肿瘤学学会大会（EORTC-EANOESMO Conferences ）
所属学科：肿瘤学

开始日期：2015-04-24至 2015-04-26

时间：2015-03-27至2014-03-28

具体地点：美国 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

具体地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

主办单位：国际语言学会

主办单位：欧洲神经肿瘤学学会

网址：http://ilaword.org/site/
4、第五届亚洲区域科学研讨会

网址：httphttp://www.ecco-org.eu/Events/
EORTC_EANO_ESMO-2015

所属学科：社会学，理论经济学

8、2015年IEEE工业技术国际会议（2015 IEEE Interna-

开始日期：2015-07-17至2015-07-20

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Technology ）（ICIT）

具体地点：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所属学科：自动化技术应用,电工,电力电子

主办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

时间：2015-03-17至2014-03-19

网址：http://www.rsac.org.cn/rsac/meetings/index/25

具体地点：西班牙
主办单位：Universidad de Sevilla
网址：http://www.icit2015.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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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往来
出于各位专家的厚爱，《编译快报》一直发挥着探讨、交流的作用。既第六期
中医专题一发出，就得到了很多专家的反馈，其中不乏专家亲自笔耕，进行改译
的。以下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专家的观点和改译文，让我们共同欣赏，也欢迎您
参与进来。
4. 用EH取代第二个―essential hyperten-

感谢《编译快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

探讨的平台。第 6 期的编译研究版块举例说明了 sion‖。使用缩写词的一个原则：缩写词标注在第
医学论文摘要汉译英的原则，很有指导意义。例 一次出现的地方，以后用缩写词代替原词。同
1 的改译文的质量很高。不过，我在此提供了一

样，当其他的缩写词（比如LAEF和LAFS）再次

个新译文，以供探讨。

出现时，应该全部使用缩写词。
5. 新译文加入stages 1–2。否则，Ⅰ、Ⅱ期

新译文

原发性高血压没有被正确地被翻译。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blood
pressure load predicts early dysfunction of the left
atrium in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EH).
Forty patients with EH of stages 1–2 (hypertensive
group) and forty age-matched normotensive subjects
(control group) were recruited. 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and echocardiography were recorded. The blood pressure load feature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left atrial ejection force (LAEF) and left
atrial fractional shortening (LAFS) were investigated.

6. 表达两个指标的相关性时，association是
较准确的翻译，这种情况下relationship不常用。
7. 新译文中删除了缩写词 BPL (blood pressure load)。如果用BPL, BPL应该标注在第一次出
现的地方，即第一句上。另外，人们对缩写词的
使用较以前有所变化。影响因子高的医学杂志，
比如Nature Medicine, Lancet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都不主张使用缩写词，特别是在
摘要中。因为缩写词会降低文章的可读性。很多

注解
1. 第一句改译文过长。新译文分成三句，分
别介绍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一些西方写作

情况下，读者要回头来找缩写词（特别是不规范
的缩写词）代表什么意思。
中文原文

专家主张段落首句不要超过25个英文单词。

探讨血压负荷在原发性高血压(EH)患者早期

2.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whether blood pressure load predicts early dysfunction of the left atri-

左心功能损害中的预测价值。选择40例Ⅰ、Ⅱ期

um‖。改译文中的―Early changes‖不能很好地表

EH患者进行24h动态血压监测、超声心动图检

达―早期左心功能损害‖。

测，分析血压负荷特征及其与左房射血力

3. 改译文中比较级―earlier‖的使用似乎不

(ALEF)、左房分数缩短率(LAFS)的相关关系，

妥，因为这儿不存在比较的对象。这儿只是表达 另选择40名年龄相当、血压正常的健康者作为对
an early, middle, or late stage in a disease process。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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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往来
原译文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forty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hypertensive group) and forty
age-matched normotensive subjects (control group)
with 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and
echocardiography. We try to assess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blood pressure load in evaluating earlier
changes of left atrial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Left atrial ejection force, left atrial
fractional shortening were measured.

首先，非常有幸能在一年前成为中国知网英
文编译专家队伍中的一员，这一年的合作中，我
十分感谢知网的几位性格和善、礼貌待人、擅于
沟通并具有相当专业水准的PM，很高兴能结识
你们！今天我来给大家推荐几个在查询专业术语
和句式时，我比较常用的几个网站：
1、Tmxmall语料库
网址：http://www.tmxmall.com/

改译文
To assess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blood pressure
load in evaluating earlier changes of left atrial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EH),
forty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hypertensive group) and forty age-matched normotensive subjects (control group) were studied with
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and echocardiography. The blood pressure load (BPL) featur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left atrial ejection force
(LAEF) and left atrial fractional shortening (LAFS)

这个网站共有200多万条经过审核筛选的人
工翻译句对，可查询也可下载，速度很快，表达
也很地道。
2、Linguee语料库
网址：http://www.linguee.com/
这个网站中的所有例句都是完整的句子或者
段落，中英对照都是官方的翻译句式，支持直接
使用SDL MultiTerm进行查询，个人觉得是比较
权威的，缺点是速度太慢且不稳定。

were investigated.

3、Mymemory语料库
网址：http://mymemory.translated.net/

优秀翻译专家的年度感言
2014年，我们编译工作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专家们功不可没！他们都有自

这个网站的翻译句对都是来源于欧盟和联合
国的官方网站，所有记忆库是全免费开放下载，
对于查询一些英文句式的表达很有用。
4、CNKI翻译助手

己繁忙的工作，但是他们也都一次次接

网址：http://dict.cnki.net/

受了篇幅颇长的稿件。时至年底，我们
也要做总结，无论是在工作技巧还是生

这个网站是中国知网自己开发的，几乎能查

活态度上。在此，我们选取了一篇非常

到所有的中文术语相对应的英文术语，但是可能

优秀的翻译专家陆海的年度感言，让我

是因为翻译句对没有经过人工筛选，有些术语和

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声音。或许，这就是

句子的表达不是特别准确，但作为翻译时的参考

我们最实实在在的队伍，总是用各种方

还是很不错的。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同时也祝中国知网

式在向我们诠释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的海外出版工作越来越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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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往来
《编译快报》阅读体验调查
尊敬的翻译专家:
您好！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我谨代表国际出版中心社科翻译分社全体员工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您一年来对
我们工作的支持和肯定！伴随着《编译快报》年终刊期的制作，也意味着您已伴我们走过一个春秋。在辞旧迎新之
际，我们特制作关于《快报》阅读体验调查，希望通过您的重要反馈，帮助我们提高《快报》的制作质量，以便在新
的一年里，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
本调查问卷会耽误您3–5分钟左右的时间，感谢您的支持！
您也可以选择在线完成问卷，会更加省时、便捷哦！问卷链接：http://www.sojump.com/jq/4421085.aspx?t=123
1、您是否有阅读《编译快报》的习惯？
A 经常阅读

B 偶尔看一下

C很少看

D几乎不看

2、对于2014年度的《快报》，从总体内容上来看你会怎样评价？
A 内容贴近实践，整体可读性高

B 内容较为新颖，具有可读性

C 整体内容一般，不会去阅读

D 内容毫无吸引力，不具备可读性

补充评价：____________________
3、您最喜欢（或最关注）《快报》的哪些版块的内容？（可多选）
A 译林赏析

B 译文探讨

C 译海拾贝

D 编译研究

E 翻译资讯

F 编译往来

4、您认为《快报》的排版样式怎么样？
A 排版错落有致，图片搭配合理，在阅读上具有吸引力
B 排版符合主流杂志样式，略显一般
C 排版样式单一，图片搭配不合理，希望能够改进
D 排版以及配图都不能吸引我进行阅读
其它评价：
5、您认为目前《快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A 语言错误较多

B 内容不够全面、新颖

C 排版和设计有待提高

D 发送方式不合理

可补充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
6、您觉得本快报哪些版块内容还需要加强？（可多选 ）
A 译林赏析 B 译文探讨

C 译海拾贝

D 编译研究

E 翻译资讯

F 编译往来

7、您是否愿意在空闲时与我们一起参与《快报》制作相关工作？
A 愿意帮助提供部分版块素材

B 愿意帮助设计和排版

C 愿意协助宣传和发送快报

D 愿意提供评价与改进建议

其它帮助：____________________
8、除现有版块内容外，您还希望看到哪些方面的专题或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若《快报》未来往“在线版”发展，提供更丰富多元的媒体呈现形式，为译者提供在线交流的环境，您对此有
何看法或建议？您是否会登录本中心网页下载阅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除了《快报》之外，您希望我们提供给您哪些其他的翻译相关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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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8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
译国际研讨会在京开幕。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解读中国故事”。莫
言就文学翻译的问题认为，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中国文学
如果不经过翻译家的努力，就很难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莫言也表示，翻译是个语言技术问题，同时也是学术问题，更
重要的是情感问题。
“语言”、“学术”和“情感”，莫言提到的三个关键词很好
地概括了一年来我们与作者、译者的工作。我们以学术为“根”，
以翻译为“本”，以译者、学者与编辑的携手共进为“源”。过去
的一年里，不少翻译专家参与了我们的翻译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
流的翻译服务，成为双语出版的动力。在不断尝试创新的过程中，
我们共同搭建了一个平台——双语出版；我们积淀了一套流程——
采编译协作；我们也物化了一种精神——传播中国文化。
目前，中国学术和文化的传播面临着语言障碍的钳制，而欲冲
破枷锁，使双语出版借着文化强国的东风扬帆远航，便离不开诸位
翻译专家的支持和帮助，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未来，希望我们共乘
《编译快报》这“一叶扁舟”，点亮交流与探讨的“星光烛火”，
共筑这座溢满学术芬芳的“文化乐园”。
最后，预祝我们与所有专家的合作在羊年中更加顺畅愉悦，愿
您新春快乐，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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