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次SIBT在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举行

2017年12月30-31号，第四次商务翻译和外语教学研究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usiness Trans⁃
l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简称SIBT）,在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举行。

该论坛由香港恒生管理学院发起，旨在促进两岸四地的商务翻译学科建设和商务外语教学的发展和交流。第一

次论坛(原名商务翻译高端论坛)在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举办，由该校常务副校长兼翻译学院院长、中华商务翻译学会名

誉会长方梓勋教授担任论坛主席。然后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了第二次和第

三次论坛。第四次论坛由商务翻译和外语教学研究国际论坛组委会主办，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和高级翻译

学院联合承办，此论坛会刊《商务翻译》编辑部和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协办。

第四次论坛前，经协商后将论坛名称改为"商务翻译和外语教学研究国际论坛(SIBT)"，建立了第四次SIBT组委

会，方梓勋教授担任名誉主席，东北师大原副校长、中华商务翻译学会会长张绍杰教授担任主席，吉林华侨外国语学

院英语学院院长杨玉晨等16所高校教授担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了以方梓勋教授为主任，黄际英教授、俞利军教授、翁

凤翔教授、高巍教授为副主任

的论坛学术委员会。本次论坛

共有来自国内外的50多所高

校的79名专家学者和90多名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教师和研

究生代表参加了此论坛。

12月 30日 10:00举行开

幕式，SIBT组委会副主席、东

北师大教授、吉林华侨外国语

学院英语学院院长杨玉晨教授

主持和致开幕词。辽宁省翻译

学会会长董广才教授、辽宁省

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杨俊

峰教授、内蒙古高校外语教学

研究会会长马占祥教授、第三

次论坛举办方代表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肖辉教授分别致辞。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副校长黄际英教授代表

秦和校长致欢迎词。

全体参会代表合影后，大连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杨俊峰教授作《译事三谈》学术讲座，南京晓庄学院/南京理工大

学紫金学院外语学院院长顾维勇教授作主旨发言:《商务翻译无专不译》。来自开罗的Dr. Sayed Gouda作主旨发言:
“Business Translation in a Contex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然后，翻译硕士代表、欧洲中国企业家协会国

际部主任王荟作实战演讲:“How Could Translation Establish Business and Build Future?”。

12月30号下午，首先进行了两场来自美国夏威夷大学的Dr.Dongping Zheng和Dr.Desigh L.Hudson的主旨发

言，题目为“Translingual and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s in translation: Ecological, dialogical and distributed perspec⁃
tives”和“Social Constructivism, Custom Tailoring and Lesson Planning for Teach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glish”。

随后，进行分论坛讨论，由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马建华教授、大连民族大学外语学院院长王维波教授和

辽东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赵丽丽教授主持，代表们分别就商务外语、商务翻译学科教学和研究领域的学科定位、专业

发展方向、师资培养、课程建设、学科研究框架、人才培养标准、教材建设等议题进行了热烈和深入的研讨。

12月31日上午，吉林大学李朝教授作了《商务英语学科研究之交叉研究》的主旨发言;香港城市大学亚洲及国际

学系助理教授Birgit Bunzel作“Presenting Oneself: 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 Correspondence Translation"的主旨

发言;天津财经大学孙建成教授作“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商务翻译研究”学术报告;来自美国的中国日报专栏作家、清

华大学高级顾问Harvey Dzodin作了“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主旨发言;
大连大学英语学院院长高巍教授作“工程商务文本翻译研究与教学：基于修辞功能与互文性分析”的学术报告。

（转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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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翻译（BUSINESS TRANSLATION）

一、符号学与翻译

符号即任何可感知、可认识或可想

象之物（丁达·格雷，2019：62），包括品

性、现实存在或出现的事物，以及思想、

规则和习惯。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符号

系统功能和人类符号活动的学科（Cob⁃
ley，2001：260- 261）。1964 年，Roland
Barthes 出版其专著——《符号学原

理》，书中，作者阐述了符号学的四对基

本概念：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

与系统、外延与内涵，叙述了其自身对

符号学做了什么和符号学未来应该做

什么的看法，标志着符号学作为一门学

科的诞生(王铭玉 王双燕，2019)。目前，

符号学经过学派间的竞争以及世界各

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形成比较系统

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为当代纷杂的文

化问题的处理提供了一个较为犀利的

工具（赵毅衡，2011）。
符号学传统有两大类：Saussure分

支和 Peirce分支。Saussure（1969）认为

人类的语言是一个极大的符号学体系，

语言学可以为符号学提供理论框架，从

而建立符号学的语言学模式，用来集中

讨论符号学如何适用于语言的普遍形

式。然而，Peirce认为符号学应不局限

国外翻译符号学的回顾国外翻译符号学的回顾、、述评与启示述评与启示
李妮①

大连大学 大 连 116622 中 国

摘 要：本文旨在梳理国外符号学和翻译符号学文献，阐述符号与翻译关系，说明国外翻译符

号学发展对我国翻译符号学研究的启示，并为国内翻译符号学研究指出发展方向。

关键词：符号学；翻译符号学

①李妮, 女, 大连大学2019级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应用翻译研究

翻译语境的四维度翻译语境的四维度

栏目主持人：高巍（大连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教授、斯特林大学博士生导师）

本栏目为大连大学外国语言文学2019级研究生专栏。2020年度秋季学期，我

院为外国语言文学2019级研究生开设了翻译学课程，该课程从语域、符号、语用以

及文化的四个纬度，引导研究生分析翻译语境。期末学生提交期末论文，本栏目将

4位研究生的期末论文呈现于此，希望获得同行专家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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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翻译（BUSINESS TRANSLATION）

于考察语言，而是考察一切符号学类

型，不仅包括言语符号，还将非言语符

号囊括在内，从而开创逻辑-修辞模式，

与Saussure的语言学模式相比，更具有

开放性、丰富性和普遍适用性（赵毅衡，

2011）。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奠定符号学

研究的理论基础。

符号学因其开放性和元科学性质，

正向各个学科渗透，而且已成为跨学

科、跨领域的方法论之一（陈宏薇，

2003；王铭玉，2004）。在符号学与其他

学科的结合中，较为典型的是符号学与

翻译的结合。

翻译实际上是通过语言转换来传

递思想和信息的过程，在本质上是符号

信息的转换和传递。与符号学类似，翻

译是一门适宜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借鉴

并结合其他学科来促进自身的研究，如

心理学、历史学、符号学等。实际上，从

本质上而言，翻译中言语文字的转换便

是符号转换。从人类出现伊始，便出现

声音等言语符号和肢体动作等非言语

符号的交互转换，人类在这些符号的转

换中获得信息，这也是比较原始的、朴

实的翻译转换现象和行为。其中，非言

语符号交际的研究将在翻译中占据重

要地位，如多模态中的手势、图像、身

势、面部表情等都将在翻译中发挥重要

作用。

翻译符号学（translation semiotics）
是从符号学维度出发研究翻译的学科，

是以Peirce的符号观为理论基础，构建

以广义翻译为对象的新型符号学与翻

译结合新范式，是符号学与翻译的“联

姻”（郜菊，2018）。
二、国外翻译符号学研究回顾

本节主要阐述翻译符号学学者与

其理论。Hatim & Mason（以下简称H &
M，1990：101-116）认为翻译是一种是

以符号实体为转换单位、跨符号系统的

活动。首先，H & M把符号维度的分析

引入到语境问题的翻译研究中，构建了

包括交际、语用、符号三个维度的语境

分析模式，是翻译符号学研究的开端。

同时，H & M把语篇交际划分为三个层

面∶交际关系、语用行为、符号交际。符

号交际涵盖翻译中相关因素，即词

(word)、文本(text)、话语(discourse)、体裁

(genre)的关系，其中，词是微观符号(mi⁃
cro-sign)，后三者是宏观符号 (macro-
sign)。符号的交互作用不仅发生于语篇

的各种符号之间，而且发生在符号的发

出者和其预期的接受者之间（1990：
101）。其中，H & M所提出的符号交际

的核心便是语篇的互文性，即语篇内及

语篇之间的言语交互作用反映出某一

文本符号的解读受制于之前的语篇内

容。H & M认为具有符号意识的翻译工

作需要按序经历下列四个步骤∶确认符

号实体、辨认信息核心、阐释、转换，他

们认为翻译转换应以符号为单位，语篇

是由符号构成，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要妥

善处理符号之间的句法关系，语义关系

和语用关系。

在H&M的理论基础上，Peter To⁃
rop致力于文化符号学研究，拓宽了翻

译符号学研究领域和方向。起初，文化

符号学指的是Tartu-Moscow符号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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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罗斯文化的符号学研究，之后逐步

走向从符号学视角对文化的综合研究。

文化符号学研究之所以能延伸到翻译

符号学领域，是因为二者有共同的研究

对象，即文本，同一文本可能同时以不

同的形式存在于各种媒体和话语中，如

新闻文本可能存在于广播、电视、采访

中。因此，Torop（2000a：71）将文化视为

符际翻译的过程，文化中所有类型的交

际可以表现为原文本翻译成其他文本

的过程。

Torop（2000: 606-607）认为翻译符

号学的构建具有鲜明的文本和文化特

征，提出翻译符号学及其具体内容，包

括5个方面：（1）翻译符号学根据语言、

文本、文化的符号学特点分析翻译；（2）
互补性翻译符号学研究元交际和全译

引发的文本间关系；（3）社会翻译符号

学通过后殖民、后现代视角分析研究翻

译；（4）过程翻译符号学针对不同翻译

过程的符号学描写创建统一的翻译过

程模型；（5）基本翻译符号学，采用符号

学方法分析符际翻译。翻译符号学的本

体论以文化为翻译机制，在解释文化自

动交际的交际过程时，翻译符号学是重

要手段。

对于文本，Torop (2000：597－609)
还提出文本内翻译、文本翻译和文本外

翻译、元文本翻译，认为翻译是文化的

工作机制。Torop (2000: 71－100)认为，

文本不仅仅是符号系统的固定信息，与

其功能不可分，只能由文本内外连接形

成的交叉区域来定义。

对于翻译过程，Torop (Sütiste &

Torop，2007：203－204)认为，翻译符号

学应该在翻译的框架内研究符号过程。

符号学在翻译阐释中的优势在于其不

仅能解释非语言交际，而且适用于研究

翻译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Torop
(2007：355)认为，翻译过程的基本模式

至少应包括重新编码(recording)、转换

(transposing)、分析 (analysis)、综合 (syn⁃
thesis)、自 治 (autonomy)、支 配 (domi⁃
nance)。

基于 Saussure 和Morris 的符号学

观点，美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Eu⁃
gene A. Nida开启了用符号阐释过程

（semiosis）来研究翻译的社会符号学传

统（2016：90-100）。而世界著名符号学

家、翻译家Dinda L. Gorlée（1994）是现

代国际首位以 Peirce符号学视角探讨

翻译问题的学者，从而引发更多国际学

者对于符号学翻译研究的关注。他一直

在强调Peirce的符号理论，认为翻译是

符号阐释过程，符号阐释过程包括三种

因素：符号，其所指物，及其符号阐释

（interpretant）。符号阐释意指阐释者在

阐释符号时，会生成新的符号，第二个

阐释者在对阐释前者生成的符号进行

阐释后，又能生成另一个新的符号。符

号在阐释中形成无数新的符号，这说明

符号的阐释是无限进行的过程。而翻译

是符号阐释过程，根据符号阐释过程的

无限性可知，翻译是一个无限变化、进

化的过程。符号阐释过程对于符号具有

重要意义，只有通过无限的符号阐释过

程，符号才能更具生命力，一旦阐释终

止，符号也便失去意义，因此，翻译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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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的不在于重现原文的意义，而是显

现翻译真身——符号的意义潜能，使其

得以不断再生。（丁达·格雷，2019：261-
262）。

南 非 学 者 Kobus Marais（Kobus
Marais，2018）以Peirce符号学为主要理

论资源，打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

学，提出了一个综合的生物符号学理

论，生物符号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议

题，研究生命系统中各种形式的交流、

符号过程和意义，从遗传密码序列到细

胞间信号传递过程，到动物行为，再到

人类符号学人工制品，如语言和抽象符

号思维。Marais所提出的综合生物符号

学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的翻译，特别是那

些根本不涉及语言的翻译行为，突破了

翻译研究长久以来仅关注语际翻译的

局限，打破了翻译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

传统，重新反思了翻译的生物符号学过

程，即生物世界中所有符号意义的生成

和获取的复杂过程，为我们分析生物世

界中作为符号学过程的翻译，尤其是作

为社会文化突现过程的翻译，提供了完

整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

以上概述表明，符号学的方法的借

鉴和使用极大地推动了国外翻译学研

究的迅猛发展，翻译符号学也在逐渐延

展到非言语符号研究方面，探究更广范

畴下的翻译符号学，如前文的文化、生

物等。但是，如何更好地运用符号学理

论来分析翻译现象，指导翻译实践，建

设翻译学，以及如何充分把符号学理论

与翻译实践结合仍是翻译符号学学界

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国外翻译符号学的发展对我国

的启示

国外翻译符号学发展的同时，中国

翻译符号学研究也在进行着，但仍处于

萌芽阶段，即原始理论和方法积累的初

始阶段。中国翻译符号学在本质上也是

属于以符号学探讨翻译的研究范畴。在

中国知网“文献”条目下，以“期刊”为

“跨库选择”条件，以“翻译符号学”为主

题，时间设置为截至 2019年 12月 31

图1 来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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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检索中文文献，通过CNKI计量可视

化分析发现：

1. 文献发表情况

从文献来源分布图（图 1）可以看

出，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国内中文

学术期刊期刊发表量共计232篇，文献

的主要来源是《山东外语教学》《海外英

语》《上海翻译》《外国语文》《解放军外

国语学院学报》《中国翻译》等，由此可

见，高水平文献发表量少，因此，给我国

的启示是，我国翻译符号学研究层次不

够深入，相关研究没有引起重视，其领

域仍待进一步挖掘，翻译符号学研究者

还应提高自身研究水平，发表高水平、

高质量文章。

2. 总体趋势分析

通过发文量总体趋势图（图 2）发

现，1988-2006年发文量较少，2007—
2015年间翻译符号学发文量年度差距

较大，2016-2019 年间发文量趋于稳

定，在2016年甚至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从此角度观察可知，我国翻译符号学研

究虽有间断，但在整体上仍进行着，特

别是近年来，由于专家学者的不懈研

究，翻译符号学逐渐形成符号学分支学

科的雏形，且有成为研究热点的趋势。

这启示我国翻译符号学接下来的首要

任务是形成专门学科研究团队，举办翻

译符号学学术会议以促进翻译符号学

学科发展和成长。

根据上文相同数据，结合CiteSpace
软件，关键词频统计分析发现：

图3 关键词共现网络

如图3所示，在翻译符号学中共现

关键词主要包括：符号学（90次），社会

符号学（56次），翻译（50次），翻译符号

学（25次），言内意义（22次），语用意义

（20 次），意义（15 次），符号系统（10
次），言内意义（22 次），翻译研究（9
次），功能（8次），功能对等（8次），对等

（7次）等。以上现象说明我国翻译符号

学仍主要集中于符号学和翻译基础理

图2 发文量总体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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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研究。联系国外研究趋势，可得出

以下启示：我国翻译符号学研究延展性

不足，国外翻译符号学已在发展中走向

文化、生物符号学等层面的研究，而我

国尚处于基础理论的研究阶段，这启示

我国需结合本国发展需求和特点，结合

中国文学、艺术、哲学、文化等领域，对

非言语符号翻译或多模态翻译研究进

行进一步的挖掘和扩展，探索适应本国

翻译符号学发展的延展性研究，发展出

独具中国特色的翻译符号学理论和方

法论研究成果。

四、结语

本研究分析了符号学与翻译的关

系，概述了翻译符号学的国外总体发展

情况，阐述了国外翻译符号学的发展对

我国的启示。通过研究发现：因国内翻

译符号学起步较晚、研究热度不高，虽

国外翻译符号学已走向非言语符号研

究方向，但是国内的研究仍属于原始理

论和方法论积累的初始阶段，与国外发

展不同步。因此，为促进国内外翻译符

号学的发展，中外应在国际上加强翻译

符号学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和研究活

动，建构更为成熟和更经得起推敲的翻

译符号学理论框架，探索中国翻译符号

学发展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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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域理论与翻译

Haliday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

人，在Malinowski，Firth等人的理论基

础之上提出语言和话语分析模式，并且

认为社会文化环境，即语境，对语言的

表达有密切联系。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

环境，语类（genre）的选择会不同，进而

影响语域不同，最终话语语义和词汇选

择也不同。语域包括三个要素：1.语场，

即话语范围指传达什么信息，所进行社

会活动的性质特点，语言或描述的是什

么(What's going on?)；2.语旨，即话语基

调，传意者以及他们的角色，关系，身

份，地位关系等(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in the situation in question.); 3.语式，即

话语方式，语言的表达方式，或传意的

形式，比如书面，口头，评论等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语域的三要

素进一步影响语篇语义，语场体现了语

言的概念功能(ideational)，语式体现语

言的语篇功能(textual)，语旨体现了语

言的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话语语义

影响词汇语法，语篇的场界与观念意义

互联，通过及物性（动词类型，主动，被

动等）体现；语篇的语旨与人际的意义

相互关联，通过情态（语气动词和副词）

体现；语篇的语式和篇章意义联系在一

起，通过主位和信息结构及衔接（代词，

省略号，搭配，重复等用途）体现(杰里

米・芒迪，2007)。从翻译角度出发，词

汇语法影响话语语义，话语语义反映语

域，语域是准确解读源语文本的基本要

素，也是评价翻译作品的重要标准。语

域进一步反映语类和社会文化环境，所

以反向考虑可以评估翻译作品的质量。

对翻译作品对应的语场，语旨及语式进

行词汇，结构，语篇的分析，从而检验翻

译作品是否能够实现相对的功能对等。

下图改自杰里米・芒迪。如图1所示：

国内语域理论与翻译研究回顾与展望国内语域理论与翻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马春雪①

大连大学 大 连 116622 中 国

摘 要：语域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一部分，对翻译具有实践指导意义。本文旨在对国

内语域理论与翻译研究进行回顾。通过CiteSpace软件，结合CNKI数据呈现语域理论与翻译在

我国的研究热点以及研究动态，发现国内学者多关注语域理论的应用实践，主要是不同文体的

翻译，但随着语域理论应用渐广，理论研究势头减缓。故本论文对语域理论发展与应用进行展

望，通过展现近20年的研究关键词，分析语域理论的前景，指出今后语域理论的发展——结合

认知翻译为语域理论今后与翻译的结合找到新的契合点。为今后语域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语域理论；翻译；认知

①马春雪, 女, 大连大学外国语言文学2019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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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语域理论的使用及翻译作用

二、国内语域理论与翻译研究的

回顾

1. 语域理论语翻译的研究——发

展阶段

本文通过采集CNKI期刊数据库，

以语域和翻译作为检索词，选取主题检

索，时间跨度为2000年到2020年，共检

索到中文文献584条，然后进行可视化

分析来展示一下近20年的发表文章数

量，最常见的结合点以及特点。如图 2
所示：

从图 2我们可以看出近 20年间语

域理论与翻译结合的相关研究经历了

起始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以及现

在的停滞阶段。

起始阶段，从图中分析可知 2000
年语域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研究还非常

少，2000年只有三篇相关文章发出，语

域理论与翻译结合是一个新的研究点。

成长阶段，2000年到 2002年是一

个成长阶段，在成长期阶段主要关注翻

译方法，翻译策略语篇翻译等。期间发

表文章数开始增加，分别是3篇，9篇和

16篇，学界开始关注并重视语域理论与

翻译实践的结合；随后 2002年到 2007
年文章数量基本保持稳定，20篇左右。

成熟阶段，2008年到 2017年是一

个成熟期，成熟期阶段主要关注翻译质

量评估，商务合同，医学英语，语言变体

等。大量的文章开始涌现，表明研究语

域理论的学者越来越多，发文数量有轻

微浮动，平均每年42.9篇，学界学者的

研究热情十分高涨。

停滞阶段，2018年是一个转折点，

进入衰退期。衰退期主要聚焦在散文英

译、人物语言的研究等。发文数量开始

呈下降趋势，2018年发文数量是近十年

来最低，仅10篇。2019年的发文数量略

显提高，有22篇。目前语域理论与翻译

图2 语域与翻译的近20年发文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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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结合研究处于沉寂期，截至2020
年8月，2020年有5篇发表的文章。

2. 语域理论与翻译研究——代表

人物

国内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他们都

认可语域理论语域理论对翻译的指导

作用，国内学者着重语域理论的介绍，

在此基础上提出语域理论应适当变化，

在进行翻译时要进行语域创建与语域

重建。在分析语篇时可以将语域理论与

转化概念相结合，达到扩大纯语言层面

的转换目的，进而贯穿语篇分析中情

景，文本和文化的研究。(高生文，2014;
王晓华柴秀娟，2009)

根据上文相同数据，结合CiteSpace
软件，研究语域与翻译的前 30位代表

人物，如图3所示：

图3 语域理论与翻译代表人物

3. 语域理论与翻译研究——热点

根据上文相同数据，用 CiteSpace
以论文关键词为检索条件，得出图4,对
频次在 12以上的关键词进行展示，其

中各个节点表示不同的关键词，包围节

点圆圈大小表征该关键词频次的高低。

语域，语场，语旨，语式，翻译，情景语

境，系统功能语言学，翻译质量评估，语

域对等，语篇分析，字幕翻译等都是研

究的热点内容。每列关键词下方显示的

时间区间为该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

如图4所示：

图4 语域理论语翻译研究关键词的分布

4. 语域理论与翻译研究——典型

主题

21世纪初，我国学者对于语域理论

的关注逐渐加强，国内学者多在于溯

源，以及将语域理论应用于实践，少数

学者完善语域理论。跟上文相同数据，

对数据进行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得图2，
结合饼图主要数据，简要列出代表人物

的代表观点。语域理论（11.73％），系统

功能语言学（9.44％），域理论（8.58％），

韩礼德（6.01％）这些关键词是出现频

率最多的，总占比35.76％。国内更多的

是语域理论结合不同文体的实践与应

用。涉及翻译质量的关键词，如：翻译质

量评估模式（4.72％），翻译质量评估

（2.43％）等；涉及不同文体的翻译的关

键词，如：文学翻译（2.72％），商务合同

翻译（2％），科技翻译（1.72％），字幕翻

译（2.15％），商务英语（1.72％）等，实践

应用总占比64.24％。如图5所示：

以下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张春燕

（2016）提出网络翻译语篇中有大量的

互文指涉是由于文化语境和语域语境

重构下译者与源语篇及读者之间的对

话互动，对话互动使得语篇语境重构，

从而引起译文风格发生改变，原语篇的

的互文指涉体现为译文中词汇语义的

衔接与连贯，成为评估译文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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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燕 郑庆君，2016)。刘娜（2017）等

认为语域理论可以很好地用于中医词

典术语的翻译解决中医英译不规范的

难题，试图运用语域理论进一步指出中

医词典术语的不同是由于译者采用的

语场，语式，语旨在词汇选择上的不同，

建议中医术语翻译应突出中医术语的

语域特征并且要区分正式用于和非正

式用语(刘娜等, 2017)。李刚（2011）等认

为从系统语言学语域理论出发对商务

文本翻译能够避免合作中不必要的纠

纷与争端，从词汇和句式两个方面分析

了商务文本的语域特征，以求译出准

确，符合商务合同惯式的合同译文(李
刚 李兵, 2011)。高巍（2019）基于语域

理论从语篇范围分析商务文本的互文

关系的社会功能及意义；从语篇基调分

析商务文本人员角色；从语篇模式分析

商务文本的识别，转换和解读（高巍 高

颖超，2019）。赵宏涛（2001）提出语旨对

科技语篇的重要性。从语法隐喻以及情

态形式出发，指出科技语篇作者应考虑

读者对文章的感受，对不同的语旨对文

章的语域进行调整(赵宏涛，2001)。于

福清（2010）等提出新闻翻译的必要基

础和前提是语域对比分析，语域为翻译

方法提供指导框架。语域的三要素共同

决定新闻文本的风格，并在词法，语法

和语言上体现。新闻翻译的译文与原文

的语场基本不变，但由于交际目的不

同，语旨会发生变化，所以语式则需要

调整，体现在词汇的选择，句式，衔接与

连贯等(于福清苏学雷，2010)。
三、语域理论与翻译展望

本文通过CiteSpace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对中国近 20年的文章数量进行

一个汇总分析。结果显示语域理论与翻

译实践结合已经过了研究的全盛时期，

可以说第一轮高潮阶段已经过去了。研

究的热度降低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语

域理论内容停滞不前，基本没有新的有

权威的进展；翻译策略与语域理论已被

众多学者分析清晰，创新点逐渐难找；

研究的文章中理论，已经被广大学者，

译者接受，并且应用到实践中；虽然热

度降低了，但是并不排除会迎来新的一

轮研究高潮。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需要

用到翻译的领域会越来越广泛，并且翻

图5 关键词占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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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是交际的复杂行为，是源语作者，译

者和目的语读者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

过程，需要语域理论来提供合理的语

场，语式和语旨，从而将信息尽可能完

整准确地传递，可以相信将来语域理论

与翻译实践会更加契合，语域理论会更

好地指导翻译活动，实践则会进一步丰

富语域理论。

综上所述，语域理论接下来的发

展：1.中国进入新时代，结合新时代发

展，将语域理论运用到其他学科，如商

务英语无论是教学还是翻译实践都可

以与语域理论相结合，从实践中不断丰

富理论，使其更加具有实用性；2.从认

知角度出发，对译者的思维过程进行研

究。语域理论基于社会语境的语场、语

旨与语式诸要素对翻译语境提供了解

释力，但是，译者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

的认知过程是深层次的研究，即，在特

定的社会语境中，译者是如何进行认知

源文本（ST），并进行译入语的转换过

程，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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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revi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egister theor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is paper presents popular topics and trends of register theory and translation in China by
CiteSpace and CNKI. The data show that Chinese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reg-
ister theory, mainly in the translation of different areas.
【KeywordsKeywords】Register theory; Translation; Cognition

014



商务翻译（BUSINESS TRANSLATION）

一、引言

语用学是以语言意义为研究对象

的学科。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语言交际现

象。语用翻译则是运用语用学理论去解

决翻译操作中涉及到的理解问题和重

构问题、语用和文化因素在译文中的处

理方法以及原作的语用意义的传达及

其在译作中的得失等问题 (何自然段开

诚，1988)。由此可见，语用翻译呈现出

不同于一般语用学研究的特点。然而目

前，我国对于语用翻译从理论到应用的

梳理属于滞后状态，因此本文对近二十

年的语用翻译研究进行剖析，立足于语

用学源头，研究语用翻译的发展趋势，

寻找近二十年语用翻译研究特点，旨在

为今后该领域研究提出建议，努力探寻

一条语用翻译研究更为科学化、系统

化、学术化的道路。

二、回顾过去，研究发现

1. 研究转向

最早将语用学的相关理论引入

翻译研究的学者Hatim和Mason，他们

从翻译的语用维度讨论了言语行为

理论，合作含义理论，关联理论的语

境形态等 (Hatim&Mason，1990)。我国

学者对语用翻译进行系统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张亚非强调翻

译过程中语用等值的重要性。曾宪才

也认为语用翻译是指用符合译语规

范和习惯的表达式传达原语的语用

意义，是一种语用等值翻译 (曾宪才,
1993) 。何自然和张新红教授则认为

语用翻译是语用等效翻译(何自然 张

新红，2001)。同时，国内外学者还运用

了许多不同的语用理论对翻译过程

中的语言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关联理

论，顺应理论，模因论等理论对翻译

现象进行研究，其中受到学者高度重

视的关联理论和顺应理为语用翻译

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最早以关联理论进行语用翻译

系统研究的学者是Gutt。他把翻译视

为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以关联

理论为理论框架, 构建出一个新的理

论范式，把关联理论中语言使用的描

述性用法和阐释性用法运用到语际

国内近20年语用翻译研究综述
祁怡婷①

大连大学 大 连 116622 中 国

摘 要：本文对近二十年（2000-2020）年语用翻译领域的文献进行综述。文献限定为发表在近

二十年国内语言类核心期刊，由语用研究的翻译历程出发，分别从语用翻译研究转向，研究方

法，热点演变趋势三个方面展开综定位现在，分析语用翻译研究特点；最后提出语用翻译研究的

相关建议。

关键词：语用翻译；研究方法；特点

①祈怡婷, 女, 大连大学外国语言文学2019级研究生

015



商务翻译（BUSINESS TRANSLATION）

间的语境中 (Gutt，1998)。而我国学者

在进行关联理论的研究同时，努力寻

求该理论与语用翻译实践的结合。孟

建钢从关联理论的角度讨论翻译的

标准，还讨论关联性在翻译解读中的

作用,提出译文语篇连贯的重构过程,
实际上就是译文读者寻找关联的过

程 (孟建钢，2002)。此外，国内的学者

还尝试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对不同类

型的文本翻译研究，如新闻文本，广

告语，文学等。姬鹏宏和曹志宏从关

联理论的视角，分析了科技翻译的基

本要素(姬鹏宏 曹志宏，2002)。袁红

艳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对科技翻译中

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解读。而她所说

的“叛逆”实则就是为了达到对原文

真正的忠实，创造性叛逆作为一种手

段可以再现原文的最佳关联 (袁红

艳，2006)。邓显奕非常新颖地以一个

表达型文本的政治讽刺漫画的英译

汉为案例，阐释关联理论在多模态图

文译文生成过程中的指导性作用，提

出在生成图文译文中有“最大关联”

与“最佳关联”两个原则 (邓显奕,
2019)。何继萍分别探讨科技词汇，句

子，短语的翻译，指出译者在翻译科

技英语文献时，应从其文体特征着

手，运用适当的翻译技巧，寻求最佳

关联，减少译文读者的认知努力 (何
继萍，2019)。

Verschueren 在《语用学新解》中

提出语言顺应理论,为语用翻译研究

提供了新的思路。维氏所说的顺应论

是指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要根据不

同的说话对象和环境来选择 (Ver⁃
schueren, 1999)。语言的翻译的过程也

是如此。国内最早基于顺应论的翻译

研究是戈玲玲，她认为在顺应论的框

架内, 翻译是一个对原语的语境和语

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的顺应过程并

探讨了顺应性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戈
玲玲，2002)。而欧阳巧琳打开了学者

们基于顺应论对不同文体文本翻译

研究大门，她探讨了顺应论在广告语

汉英互译中的指导作用及广告语汉

英互译过程中顺应性翻译的一些要

求 (欧阳巧琳，2003)。之后不少学者将

顺应论用于不同语篇的翻译比如电

影字幕翻译 (付有龙，2009；黄美琳，

2012)，文学翻译 (邓隽，2019)，茶文化

翻译 (孙蕊 柳文芳，2017)等。目前我

国学者对语用翻译的研究已从文本

的翻译研究过渡到科普翻译及科技

翻译 (周德锋，2020；崔媛，2020)。
由此可见，我国语用翻译的研究

转向集中于不同文本转换。2002 年

起，无论是基于关联理论还是顺应论

的翻译研究，我国学者们都逐步扩展

了该研究的文本领域。而最近，科技

翻译文本已成为研究主流。如今科技

发展之迅速，也表明语用翻译研究越

来越贴近现实。

2. 语用翻译研究方法

为探索近二十年语用翻译的研究

方法，笔者以“语用翻译”主题进行检

索，时期为 2000-2020 年，共检索到

404篇有效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权

威性，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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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文献类型设定为期刊，期刊

来源于核心期刊。通过表 1发现，我国

语用翻译研究方法大多从定量分析

和定性分析两个方面展开，但有明显

的定量分析缺失现象。而定性分析拘

泥于翻译现象本身，学者们擅长用定

性分析的方式对形成的结果进行归

纳。定量分析是采用定量定性分析相

结合，而目前的研究趋势也倾向于

此，学者大多都是基于翻译语料库或

调查实验等展开的量化研究。如鲍晓

英和钱明丹通过问卷调查和口译试

验等方法探讨了国内口译教学中学

生语用能力的培养现状，为培养学生

的口译语用能力，文章构建了“教材

—教师—教学”三维模式 (鲍晓英 钱

明丹，2013)。王建国和谢飞从《边城》

的四个译本着手进行案例分析和量

化统计，分析译者母语的语用取向对

翻译的影响 (王建国 谢飞, 2020)。

除定量和定性研究之外，笔者发

现学者进行一种新型翻译研究方法-
多模态语用分析法。多模态语用分析

法是将语用学、多模态研究、翻译研

究相结合的方法。用语用学框架分析

解释视觉和语言内容之间发生的关

系，运用最佳相关性的假设，识别多

模态翻译语境中语义关系 (陈吉荣，

2019)。多模态语用分析对涵纳语言、

视觉、听觉等多系统逻辑的语用翻译

研究提供了有效借鉴。张天骄以语用

学理论关联理论为框架对二十一则

平面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进行

分析，旨在寻求平面公益广告中多模

态隐喻的本质、理解机制以及语用功

能 (张天骄，2018)。谢欣婷从多模态及

关联理论的视角，探讨相亲节目《非

诚勿扰》的英译，关注字幕模态和画

面模态的相互关系 (谢欣婷，2020)。由
此可见，多模态语用分析既关注翻译

语言，也关注翻译信息传递中的多媒

体因素，并可应用于不同文本。

3. 语用翻译热点演变趋势

为了探究语用翻译研究热点及在

一定时期的发展动向与趋势，笔者使

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了语用翻译学

研究聚类图谱以及语用翻译关键词

的时区视图。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

件是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

算法，通过找出文献中的信息（包括：

信息、期刊、研究机构、关键词、共现

分析、被引文献、聚类等）的关系，并

利用图谱把关系呈现出来。它能够显

示出一个学科或领域在近二十年发

展的趋势与动向，分析学科的发展脉

络，能够识别学科研究热点，帮助预

测学科未来的发展走向。

为了保证数据的权威性，更准确

定位语用翻译关键词及研究热点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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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因此本研究把数据选取时期为

1990-2020 年。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

知网数据库，文献来源于CSSCI，核心

期刊。以“语用翻译”为主题进行检

索，去除其中的书评，会议报告等无

效数据，共检索到 420篇有效数据。基

于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关键词共现

功能，能够显示语用翻译关键词不同

文章中的频率及中介中心性。关键词

可以反映出一个领域的研究热点，中

介中心性表明了关键词之间的联系

程度，中介中心性越高，表明关键词

在研究中越重要。由表二可知，语用

翻译研究中，频次由高到低的关键词

依次为翻译研究、语境、语用意义、关

联理论、语用失误、言语行为、顺应理

论、文化差异、语用功能等。而中介中

心性较高的关键词为翻译研究、语

境、语用意义、关联理论、顺应理论。

由此可见，“翻译研究”为频次最高，

中介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说明我国

学者已将语用理论如关联理论、顺应

理论与翻译研究密切结合，对翻译更

深层次进行剖析，对翻译实践起着重

大作用。

为了更加清晰的呈现出有一个领

域内的研究热点演变过程，笔者还根

据CiteSpace聚类的时区视图，将语用

翻译领域的演变趋势投射到纵向时

间轴上，得出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热

点。从图 2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关键

词的有节点，有些没有。节点之间的

连线代表两个关键词之间的传承关

系，结点越大，代表传承关系越密切。

从图中笔者发现从 1992年起，我国学

者就把语用学与翻译联系到了一起。

从 2000年开始出现了把“语用翻译”

作为关键词的研究，后来相继出现了

基于语用翻译研究的广告翻译，商务

文本翻译，公示语翻译，字幕翻译，文

学翻译，茶叶名称翻译等。虽然这些

文本类型的节点都不大，甚至没有节

点，但是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三、定位现在：语用翻译研究特点

通过对语用翻译研究的回顾与评

述，笔者发现以下特点：

（1）从文献的数量来看，笔者从

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以 1990-
2000年为时间段，对语用翻译研究的

核心期刊进行检索，检索到 21 篇：从

2001-2010年，检索到 242篇；从 2011-
2020年，检索到 162篇。由此发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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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 20年对于语用翻译的研究有着

较快的增长趋势，但是还需要进一步

提高。

（2）从研究内容上来看，语用翻

译研究的体现是多角度，多维度的综

观研究。学者们从认知、社会、文化、

语境等, 多角度、多维度地分析语用

学对不同文本翻译的解释力、局限性

等。语用翻译领域也日渐广泛，从最

初的源文本过渡到广告、商务文本、

公示语、文学、茶叶名称、跨文化交际

的科技翻译等，极大地拓宽了语用翻

译的深度和广度。

（3）从研究方法上看, 语用翻译

研究已走向将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

合的路向，学者们将理论演绎、译例

分析的定性研究和定量试验、问卷调

查等实证方法相结合。学者不再是偏

重理论演绎，带着预先找好的理论框

架去找语料，而是增加了实证研究，

减少其中的主观性，使得语用翻译更

具有科学性,提高了翻译研究的信度

和效度。另外，学者们不再局限于语

言本体所传递的信息，而是充分考虑

图像、音乐、语气、神态等多模态非语

言因素，寻求翻译与语用的真正融

合。

四、对语用翻译研究的建议

根据近二十年语用翻译学研究和

反映的问题，笔者对今后该研究领域

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第一：注意研究人才的培养，运用

现代技术手段培养语用翻译学专业

人才。语用翻译研究近二十年硕果累

累，进步巨大，但总体上来说，还处于

并不完全成熟、并不特别规范的发展

阶段，这主要是因为语用翻译学专业

人才比较稀缺。从实用性角度来讲，

语用翻译学是对语言服务和翻译应

用的专业知识领域的探究。根据笔者

对各大高校在翻译课程的教材使用

调查，虽然各大高校未语用翻译教

材，但是教材研究对象越来越细化，

如非文学翻译教材，科技翻译教材

等。高校在翻译课程设置方面，应注

重课程内容调整，可将语用理论运用

到翻译教学中。翻译教学要结合市场

需要的翻译技术，翻译管理不断更

新。目前大众对语言运用及翻译服务

相当强调与重视，作为语用翻译的专

门研究学者，在今后研究之路上要注

意与时代同进步，与科技共发展，在

现代技术及科学保障下实现语用翻

译的突破与发展。

第二：注意研究方法的运用，实现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方面突破。根

据文献研究，笔者发现研究方法的不

足主要表现为定性分析不足和定量

分析缺失。这为未来语用翻译学研究

方向指名了方向：学者在进行语用翻

译研究时要注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

析相结合。运用定性分析法要注意第

一手语料的研究，加强对语料的归纳

与分析，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假设、

推定和结论才有意义。目前定性研究

出现的问题是文中数据量偏小，特征

不明显。这些研究从侧面反映出目前

语用翻译研究较多关注定性研究，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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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定量研究的说服效果，这更突出

了我们在未来研究中运用定量研究

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五、结语

通过对近二十年语用翻译学研究

的回顾和综述，目前，笔者发现：第

一，我国基于顺应论和关联论研究转

向集中于不同文本转换，目前科技文

本的研究成为主流，随着社会发展科

技进步，会有更多学者进行科技英语

翻译研究，旨在帮助国家之间更好的

交流，实现合作双赢。第二，在研究方

法上，笔者认为会有更大的突破，不

局限于定性定量研究。目前，多模态

文本研究逐渐增多。对于语用翻译的

研究不局限于语言本身分析，而是与

其他符号资源共存，共同建构意义，

有助于提高图文翻译质量。第三，学

者们对于语用翻译的研究视角会继

续延展，不会局限于基于关联论顺应

论等基础理论的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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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2000-2020). The literature is based on the core journals of domestic languages in the past 20

years, from three aspects: pragmatic translation turn, research methods, and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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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翻译研究领域具有开放性，在其发

展过程中不断与其他学科领域相互借

鉴、发展自身，其中便包括文化研究。二

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化人类学、跨

文化交际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于翻译

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着学者们从

文化维度推进翻译研究，拓宽研究视

野，将翻译研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

背景中去考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

来，继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
Hornby）（1990）在其论文中提出了将文

化作为翻译单位之后，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与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é Lefevere）（1990）在其著作中正

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此后

众多翻译学者将视野拓宽至文本之外，

探究外部宏观因素如何作用于翻译过

程。本文在对国外文化维度翻译研究主

要理论观点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之上，

梳理国外文化翻译研究对国内文化翻

译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国内文化翻

译研究结合本土实际情况的新近发展，

并对文化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发展

前景进行分析，以期为研究者提供些许

启发。

二、文化翻译研究

受文化研究的影响，文化翻译研

究超越单纯的语言层面，更多地关注

意识形态、种族问题、权力关系、语言

与文化霸权对于翻译的影响。自二十

世纪末以来，翻译研究者逐渐开始关

注意识形态对翻译制约作用。勒菲弗

尔 (André Lefevere)（1992）对影响翻译

的文学系统之外的意识形态因素与文

学系统之内的诗学因素进行了详尽分

析。随着这种文化视角的注入，翻译研

究进一步将研究关注范围拓宽至对翻

译过程中所存在的语言与文化霸权的

关注。如特贾斯维尼·尼南贾纳(Niran⁃
jana Tejaswini)（1992）、苏珊·巴斯耐特

(Susan Bassnett) 与 特 里 维 迪 (Harish
Trivedi)（1999）都试图从后殖民视角探

究翻译背后不平衡的权力关系。霍米·

巴巴(Homi K. Bhabha)（1994）从相反视

角来看待殖民过程，认为意识形态、种

国内文化翻译研究国内文化翻译研究::回顾与展望回顾与展望
仇轶凡①

大连大学 大 连 116622 中 国

摘 要：文化翻译研究主要是指对影响翻译的文本外的宏观文化因素的研究。本文在介绍

文化翻译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梳理国内文化翻译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基于CiteSpace可视化

分析软件对国内文化翻译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趋势、代表人物予以分析。

关键词：文化；意识形态；后殖民主义翻译

①仇轶凡, 女, 大连大学2019级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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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等的“杂合化”不再仅仅是殖民

者的殖民手段，而是可以对殖民文化的

霸权地位产生颠覆的一种反殖民策略。

而以上这些研究的影响也自然而然延

伸至我国翻译研究学界，为我国翻译研

究提供了新思路，这一点在以下结合数

据的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出。

三、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

据库，以“文化翻译”为检索词进行主题

检索，时间跨度设定为 2000-2019年，

文件类型设定为期刊，文献来源类别为

CSSCI。共检索到 1110篇文献。本研究

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所获

取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CiteSpace 是

一款知识图谱绘制工具。CiteSpace的应

用可为研究者提供某一领域清晰的发

展脉络、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等信息。

为了探究文化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趋

势、研究热点等，本研究基于中国知网

计量可视化分析及CiteSpace可视化软

件绘制了发文量曲线图、关键词聚类图

谱以及关键词聚类时区视图。

四、国内文化维度翻译研究现状

探究

1. 基本情况统计

发文量随年代变化情况。发文量

趋势图（见图 1）显示了 2000-2019年

期间文化翻译研究领域在中国学术网

络出版总库（CNKI）发文量的变化情

况。由发文量趋势图（见图 1）可看出，

在2000-2019年期间，最高发文量约为

105篇，最低发文量约为 10篇。其中，

2000-2007年相关研究性文章的发表

量呈曲折上升的趋势。并且发文量在

2007年达到最高值。而在之后的2008-
2019年间文化翻译研究领域的发文量

则呈现曲折下降的趋势。由此可看出，

近年来文化翻译研究的关注度较之前

有所下降。

2. 关键词共现分析

图 2为 2000-2019年文化翻译研

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通过此图可

以清晰地了解到 2000-2019年间文化

翻译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在关键词

聚类图谱（见图2）中，节点代表论文的

关键词，节点大小与关键词在该领域

文献中出现的频次成正比，节点间的

连线代表关键词的共现关系。如果关

键词在此领域反复出现，则该关键词

所代表的研究点为该领域的研究热

点。通过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2）可以

观察到，图中较大的节点为翻译（179
次）、文化翻译（75次）、翻译策略（60

图1 2000-2019文化翻译领域发文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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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文化差异（45次），为该领域的核

心关键词。较小的节点为该研究领域

的次级关键词，图中相对较小的节点

所对应的关键词为文化（42次）、异化

（35 次）、文学翻译（27 次）、归化（26
次）、文化转向（23次）、文化意象（13
次）、民族文化（12次）、译者（11次）、外

宣翻译（7次）等。

图2 文化翻译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

由图中较大的节点关键词可知，

该领域研究者多关注文化翻译中译者

在面对文化差异时所采取的翻译策

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生发于不同

地域，发源于不同历文明。两者在地

理、宗教、历史、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

不可忽视的差异。因此无论是在中国

文化外译的过程中还是西方文化译入

中国本土的过程中，译者在处理文化

意象或者弥合文化差异时都会或多或

少遇到棘手的问题，比如一种文化意

象在另一文化中无法寻找到对应项，

即文化专有项；亦或是两种文化对某

一事物的理解相差甚远。因此，不断有

学者基于个案研究对文化差异处理、

文化意象的翻译给出自己的见解。如

张南峰（2004）将邱懋如、艾克拉西以

及王东风所归纳的针对文化差异的翻

译策略加以对比，认为艾克拉西提出

的分类法较全面，并从英汉翻译的视

角对艾克拉西的理论作了四项修改使

其更适于本土翻译实践。

此外，在过去近二十年间，出现以

上研究热点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在20
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受西方

学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国内逐

渐有学者开始关注翻译中的社会文化

因素以及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对翻译

的制约。如吕俊（2002）认为我国翻译研

究经历了从文本理论到对话理论再到

权力话语理论的转变，认为虽然对话理

论打破了一致性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

更为宽泛的“标准”，但其仍局限于文本

与作者及译者之间的领域。而权力话语

理论则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为我们

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可以让我们更清

楚的认识翻译的本质。此外，吕俊

（2002）还探讨了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

标准问题。重新对翻译进行定义，并提

出了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三条翻译标

准，并将之与传统的“信”、“忠实”标准

相比较，分析了两者的区别。同时，受国

外文化翻译研究对种族、语言与文化霸

权关注的影响，部分学者也试图从后殖

民视角切入分析翻译中存在的种族间

的不平等关系以及杂合现象。王东风

（2003）深入探究了后殖民翻译研究中

部分关键概念，包括解殖民化、归化、异

化、东方主义、民族主义、欧洲中心主

义、杂合化。进而提出归化与异化并不

是二元对立，想要进行文化交流要坦然

面对杂合。并且认为后殖民理论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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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同样，孙会

军、郑庆珠（2003）也提倡以积极的态度

看待“杂合”。认为杂合是翻译的必然结

果是文化的重要特征，并认为通过杂合

可以实现对目的语文化的优化，也是抵

抗强势文化的有效手段。但同时也提出

应注意杂合的度，提倡在保持自身文化

凝聚力的同时吸收其他文化中的精华。

在我国翻译实践发展中一直都有

重视文化因素的传统，对文学翻译尤

其重视，而且国外翻译研究的文化转

向最初的落脚点便是探究意识形态与

诗学形态对文学翻译“重写”的影响，

这自然启发国内学者对文学翻译中的

影响因素以及在这些影响因素制约下

如何使文学翻译中的文化更好的传播

与交流进行思考。如徐敏慧（2016）运

用了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对文

学翻译应该译什么、由谁译的问题进

行探究，通过揭示有限生产场域与大

规模生产场域的运作模式以及功能不

尽相同，提出同一作品可以进入两个

不同生产场域，这样既发挥语言文化

间交流沟通的作用，又可以发挥文化

传播的作用。当然除了呼应以外，不少

学者也对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予以

反思。如吕俊（2004）对翻译研究的“文

化转向”进行反思，指出应将外部的文

化研究与内部语言本体研究相结合，

而不是只关注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对

翻译的操纵。

此外，由关键词共现图表可看出

“归化”、“异化”的节点较为凸显，这是

因为我国在一段时期内对“异化”理论

出现了较集中的研究与讨论。自劳伦

斯·韦努蒂（1995）（Lawrence Venuti）于

1995年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

翻译史》中提出“异化翻译”的概念，郭

建中（2000）教授系统将其引进之后，

此理论在我国翻译领域引起了一定程

度的讨论以及热潮。韦努蒂的这部著

作体现了对于译者主体意识的关注，

认为翻译界一直强调对原作的忠实，

译者在此前的翻译发展史中一直处于

一种隐身的位置。这思想也为我国学

者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因此，“归化”、

“异化”、“译者”自然而然在一定时间

段内占据了文化翻译研究领域的热点

地位。在此热潮中，既有学者将其与翻

译实践相结合加以论述，也有学者对

韦努蒂的翻译理论进行追根溯源式地

重新解读。如蒋骁华（2007）对“异化”

翻译的内涵、韦努蒂提倡“异化”翻译

的原因进行溯源式探究，指明“异化”

翻译理论与解构主义的区别，认为“异

化”翻译理论属于文化翻译理论而非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王宁（2009）指出

除去“异化”理论外，韦努蒂的翻译理

论中还体现了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以及

对译者主体性的重视。除了对韦努蒂

翻译理论的深入解读外，还有学者对

这种热潮予以反思，提出应思考“归

化”、“异化”理论是否适合我国本土的

翻译实践以及应批判性的借鉴西方翻

译理论。如曹明伦（2011）指出国内有

些学者在“异化翻译”与“强势文化”的

内涵上理解有偏差，对这两个概念的

提出背景、适用范畴有待深入考察，而

且不应对“异化”趋之若鹜，过分强调

“异化”，应综合考虑韦努蒂所赋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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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内涵与本土实际情况。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

的交流不断密切，加之我国不断扩大

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宣

翻译的发展。随着实践的需求的增长，

研究者对外宣翻译的关注度也随之提

高。外宣翻译作为一种对外形象展示

的手段，具有一定目的性，讲求信息传

递与交流的准确性，而中国与国外受

众之间在思维方式、文化背景、语言习

惯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这也就给外

宣翻译带来了一定挑战。因此也就不

断有学者积极为外宣翻译中遇到的问

题寻找解决方法。如陈小慰（2013）提

出外宣翻译要求译者要有文化自觉与

文化自信，而这两点要以充分的受众

意识为前提。并通过西方修辞学的视

角，提出译者要充分了解受众与我们

之间的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差异。并

且对比我们的母语与目的语在语言修

辞习惯上的差异。并提出受众意识的

三点体现，即“选材、内容形式与诉求

手段贴近受众，在外宣翻译中使用受

众认同的方式”。

除上述研究之外，某些文化翻译

研究主题在图表中的显现较不明显，

如文化语境、典籍翻译。我国近年来大

力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加强文化交

流，而文化典籍翻译则是文化走出去

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典籍生发于高

文化语境，文化负载量高，在外译过程

中阻碍较大。对此也不断有学者进行

深入探究，如姜欣、姜怡、林萌（2009）
以丝语为例，提出了解决典籍及文史

翻译中“高文化语境”和“低文化语境”

错层问题的三个策略，指出应该根据

不同语境，适时慎重地采用概译、转

译、阐译等方法。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

文化外译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

3.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图可为研究者提供一

系列信息，如该领域某个时间段关注

度较高的研究点、近些年受关注的的

研究热点、该领域持续时间较长的研

究主题等。能够较好地帮助研究者发

现某个领域的研究规律、研究趋势。关

键词突现图所依据的排序方式分为三

种，分别为突现词强度、开始突现时

间、突现持续的时长。图 3为根据关键

词开始突现的时间进行排序的文化翻

译领域关键词突现图谱。其中，Strength
代表该关键词突现的强度，Begin代表

该关键词开始突现的时间，End代表该

关键词结束突现的时间。

图3 关键词突现图谱

通过对关键词突现图谱（见图 3）
的观察，可以得出在文化翻译研究中

持续时间较长的研究关注点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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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归化”、“少数民族”、“外宣翻

译”。此外，通过图3还可以观察到最近

六年出现在该领域并且至今依然活跃

的研究点为“少数民族”、“外宣翻译”、

“文化传播”、“民族文化”。而其中对

“少数民族”、“外宣翻译”的关注持续

时间相对较长。因此，可以得出对民族

文化以及对外宣传文件的翻译的研究

为近期研究趋势。如潘文国（2017）提

出中华文化外译要特别注意对于关键

术语的翻译，不要不假思索的使用前

人翻译中已有的术语译法，或是直接

套用西方文化术语。并且提出为中华

文化术语“正名”要有全局观并且真正

理解中华文化精髓。再如武建国、牛振

俊、冯婷（2019）由林语堂的翻译作品

的启示，在互文性、关联理论的基础之

上进一步构建了传统文化外宣翻译过

程中的文本分析模式，提出可以通过

互文翻译策略解决目前传统文化外宣

所面临的部分问题。

4. 作者发文量及合作关系分析

图4 文化翻译领域核心研究者图谱

核心研究者是研究领域内的中坚

力量。通过观察核心研究者图谱，可以

清晰了解到此领域的核心研究者。首

先，在核心作者图谱中（见图 4），杨仕

章所在节点显示为最大，这说明此研

究者的论文发表数量最多，频次最大。

杨仕章（2007）主要依托俄语翻译实例

对文化翻译进行深入研究，如对文化

图示、文化翻译单位-文化素等进行深

入研究。其次，王宁、孙艺风、姜秋霞、

段峰、周宣丰的节点也略大于其他作

者，可以得出这些作者在文化翻译研

究领域较为活跃。其中，王宁、孙艺风、

周宣丰等人主要基于后殖主义翻译理

论进行翻译研究。而姜秋霞（2009；
2016）主要关注意识形态文学翻译的

影响以及翻译的社会文化身份。孙艺

风（2003）主要对翻译中意识形态的作

用、翻译的杂合性、异质“他者”、多重

空间概念等进行深入探讨，对翻译现

象以及翻译研究现象进行描述，同时

为本土翻译实践提供新思路。如曾提

出跨文化意识形态的概念，梳理跨文

化语境下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提

出应抛开对意识形态的成见，不要将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二元对立，倡导

不同文化多元共生和多元文化互补。

周宣丰（2014）则深入探究强势文化如

何通过控制翻译方向性、文化文本的

审查、操控和改写、文化“他者”的归

化、文化“他者”的“他者化”表征等权

力政治运作机制行使权力。此外，核心

作者图谱（见图 4）对于研究者之间的

合作关系也给予了清晰呈现。作者之

间的连线代表他们之间有合作，连线

越粗代表合作越密切。通过图4可以看

到，武建国、冯婷、牛振俊三位作者之

间有合作，武建国与李昕蒙之间也有

合作关系。此外，殷优娜与李杉杉之间

也具有合作关系。其他作者则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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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五、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文化维度的翻译

研究着重于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分析本

土文化外译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

并就特殊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法。此

外，文化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范围也

有所扩展，少数民族文本的翻译以及

非文学翻译文本等近年来也逐渐受到

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可能成为接下来

的发展趋势。但是，国内文化翻译研究

较多停留在将国外文化翻译研究理论

运用到我国文化翻译研究当中，较少

基于我国本土文化翻译实践提出本土

文化翻译理论。此外，我国文化翻译研

究较多停留在将早已从文化研究中所

借鉴的理论更深入地与翻译理论研究

相结合或将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鲜

有将尚未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文化研

究理论引入翻译研究，而且将文化研

究及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理论多学科

融合并辅之以人文数字技术的研究也

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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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QIU Yifan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search hot topics, research trends and representative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Chinese Mainland, with the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KeywordsKeywords】Culture; Ideology;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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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本翻译实践报告科技文本翻译实践报告
安雨婷①

大连大学 大 连 116622 中 国

摘 要：翻译原文节选自英国经济学人集团出版社的杂志《经济学人》2020年9月4日刊。本

文章首先对选文进行翻译工作，随后结合翻译学相关理论对原文、译文及翻译过程进行分

析。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实践；科技

①安雨婷，女，大连大学2018级翻译专业学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科技商务翻译

大连大学大连大学1818级翻译专业级翻译专业““科技商务文本翻译实践与反思报告科技商务文本翻译实践与反思报告””栏目栏目

栏目主持人：高巍，大连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教授，英国斯特林大学外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大连大学英语学院翻译专业开设了《翻译概论》课程，借鉴英国斯特林大学与

赫瑞·瓦特翻译课程的设置与教学方式，结合我院翻译专业学生的语言学习实际状

况，设计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评估，以及教学方法。本栏目摘选了翻译本

科学生的四篇科技与商务文本的翻译实践与反思报告，供同行专家和师生批评和

指导。

埃隆·马斯克的未来蓝图正在持

续构建之中

人们时常幻想着未来，想着是否

有一天汽车能实现自动驾驶，星际旅

行变得易如反掌和靠意念就能移动物

体。然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科学狂

人”埃隆·马斯克研究不到的。无人驾

驶、火星探索和意念移物分别是马斯

克旗下三家公司：特斯拉、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以及神经连结所研究的主要领

域。2020年8月28日，马斯克在一场网

一、ST&TT
Elon Musk’s vision of the future

takes another step forward
IN IDLE MOMENTS, people some⁃

times dream about the future. Of cars
that can drive themselves. Of travelling
to other planets. Of moving objects by
the power of thought. Whichever particu⁃
lar dream you have, though, Elon Musk
is probably trying to make it real. Self-
driving cars and travel to Mars are the
provinces of two of his firms, Tesl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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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 respectively. Moving objects by
the power of thought is the province of a
third, Neuralink.

And on August 28th, at a presenta⁃
tion broadcast over the internet, Mr.
Musk showed off the firm’s progress.
The highlight was the appearance of Ger⁃
trude, a pig with a chip implanted into
her brain.

Reading the brain’s electrical sig⁃
nals, a technique called electroencepha⁃
lography (EEG), started more thanmore than 100100
years agoyears ago and is now routine. ItIt generally
involves placing electrodes non-invasive⁃
ly on the scalp, though itit sometimes re⁃
quires the invasive insertion of wires into
the scalp or the brain itself.

Non- invasive EEG provides useful
information, and can even be employed
to do things like playing simple computer
games via software which interprets the
signals received and turns them into in⁃
structions. It is, though, a crude ap⁃
proach to monitoring the activity of an or⁃
gan that contains 85bn nerve cells and
trillions of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In⁃
vasive EEG offers higherhigher resolution read⁃
ings from those nerve cells, albeit at
greater risk because of the surgery in⁃
volved. The device Gertrude carries,
known technically as a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 carries invasiveness one
stage furtherfurther still by making the EEG re⁃
corder a potentially permanent implant.

络发布会中展示了该公司脑机接口技

术的最新研发成果，一头名为格特鲁

德的猪倍受瞩目，这可不是一头普通

的猪，因为马斯克通过手术将一个硬

币大小的芯片植入了它的大脑。

该技术该技术大部分情况下使用的是非

侵入电极外置式，即将一个脑电帽戴

在格特鲁德的头部，有时会选择侵入

电极内置式的方法将电极丝植入大脑

表层。随后再使用脑电图监测大脑神

经元活动，这项监测技术有着 100100多多

年的历史年的历史至今已趋于成熟。

脑机接口技术就是将植入物永久

植入大脑中，通过脑电图实现内外连

接。软件通过对非侵入式脑电图进行

分辨后，可以把人脑的神经系统电活

动转换为一系列计算机语言，随后输

出一系列信号驱动外部设备，使人类

可以仅通过意识就能玩一些简单的电

脑游戏。但大脑有 850亿神经细胞以

及上万亿的神经活动，这种方式只能

粗略地监测大脑活动。而侵入式脑电

图则则大大提高了精准度，不过这项技

术有个缺点，就是植入手术会有很大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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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域分析（Register Analysis）
韩礼德在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出了语篇分析模型（Model
of discourse analysis）,旨在通过理解原

语作者的语言选择了解语篇背后更深

层次的社会与文化意义。韩礼德的语

篇分析模型（如图 1-1）顺序为自上而

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文化环境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的重要地

位。社会文化环境是指文本出现的大

背景，包括其产生的方式、地点及所包

含的社会文化因素。文本类型（Genre）
则主要明确了用语的功能，同时也影

响着着语域（Register）。在系统功能语

言学中，语域与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紧

密关联，语域即适用于某一特定情景

下的语言，主要由三因素构成：话语范

围（Field）、话语意旨 (Tenor)和话语方

式（Mode），下面将基于选段, 运用韩礼

德与霍姆斯的翻译研究框架（如图 1-
2）对这三因素分别进行讨论：

SignalsSignals from implants such assuch as this
might be employed to control a prosthet⁃
ic limb, or even a real oneone that brain or
spinal- cord injury has deprived of its
normal nerve connections. They might
also be used to control non-medical ma⁃
chinery, if someone thought it worth the
risk of having a BCI implanted to do
this. And it isit is possible to use them to
send signal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oo, to give instructions to the brain rath⁃
er than receive them. That might be
used to generate signals which suppress
an incipient epileptic seizure.

Excerpt from:
The Economist Elon“Musk’s vision

of the future takes another step forward”

Friday, September 4, 2020.

颜色标记：

词汇选择分析—下划线

翻译技巧分析—波浪线

连贯中的衔接分析—加粗加粗

互文分析—阴影

植入物从大脑传递出的信号不

仅可以控制假肢，甚至还能控制由

大脑或脊髓受损引发神经损伤致残

的四肢四肢。如果你愿意冒着手术风险

接受这项技术，你还可以尝试用去

控制一些非医用设备。除此之外，我

们还能进行逆向操作，通过机器发

射信号给大脑下达指令，这或许可

以用来预防早期癫痫发作。

节选自《经济学人》，2020年 9
月 4日刊《埃隆·马斯克的未来蓝图

在持续构建之中》，第450-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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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1. 话语范围 (Field):
(1) 刊物背景：《经济学人》是由英

国经济学人集团出版的杂志，创办于

1843年 9月，创办人詹姆士·威尔逊。

杂志的大多数文章写得机智，幽默，有

力度，严肃又不失诙谐，并且注重于如

何在最小的篇幅内告诉读者最多的信

息，是全球阅读量最大的时政杂志之

一。杂志主要关注政治和商业方面的

新闻，每期也会有针对科技和艺术的

报导，以及书评。杂志中所有文章都不

署名，而且往往带有鲜明的立场，但又

处处用事实说话。该段节选自《经济学

人》刊物中的科技专栏。主要包括科技

领域相关问题。

(2)文本题材 (Text type restricted) :
科技类文本

(3)翻译模式 (Medium restricted) :
笔头翻译

(4)翻译领域 (Area restricted ) : 由
英到中

(5)翻译的时代性 (Time restrict⁃
ed) : 21世纪当代科技类文章

(6)文章主题 (Subject matter) : 脑机

接 口 技 术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Technologies)的运用与发展

(7)背景知识 (Background) : 脑机接

口(BCI)是在人脑与计算机或其它电子

设备之间建立的直接的交流和控制通

道，通过这种通道人就可以直接通过

脑来表达想法或操纵设备而不需要语

言或动作，这可以有效增强身体严重

残疾的患者与外界交流或控制外部环

境的能力，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脑

机接口技术是一种涉及神经科学、信

号检测、信号处理、模式识别等多学科

的交叉技术。

2. 话语意旨 (Tenor)：
(1)文章目的 (Purpose) :介绍马斯

克旗下公司脑机接口技术的最新研究

成果以及脑机接口技术的工作原理和

应用领域等, 向读者普及科学发展前

沿知识。

(2)目标读者 (Target reader) :《经济

学人》刊物的阅读者，来自社会不同领

域的读者

3. 话语方式（mode）：属于正式体

(Formal)。该篇文章发表于《经济学人》

杂志中的科技板块，介绍的主要内容

是马斯克旗下神经连结公司最新的脑

机接口技术研究成果。内容专业性较

强，涉及到生物、医学、人工智能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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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知识且包含系列术语及有效数

据，需要读者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三、词汇选择分析（Word Choice
Analysis）

词汇选择方面重在理解词汇的几

个不同层面的意义：词汇意义 (Lexical
meaning)、外延意义 (Denotative mean⁃
ing)、内涵意义 (Connotative meaning)以
及感情意义 (Affective meaning)。值得注

意的是，如果把字和词语比作砖头，那么

字和词语赖以生存的上下文就是框架结

构。如果没有上下文这个框架结构，字和

词语这些砖头也就无法建立起高楼大

厦。原文做了详细标注（下划线），下面将

对该选段中的典型部分分析。

原文 1：Self-driving cars and travel
to Mars are the provinces of two of his
firms, Tesla and SpaceX respectively. Mov⁃
ing objects by the power of thought is the
province of a third, Neuralink.

译文 1：无人驾驶、火星探索和意

念移物分别是马斯克旗下三家公司：

特斯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神经

连结所研究的主要领域。

分析：通过研究发现，越是常用的

字和词语就越是拥有繁多的释义和搭

配。“province”是一个一词多义的单

词。外延意义有：省份、职权、领域。结

合具体语境，在译文中选取了其“领

域”的意义。另外通过查阅相关资料，

我发现了上述提到过的三家公司均为

专门从事这三个领域的，所以又在“领

域”前增词“主要”。

原文 2：It generally involves plac⁃
ing electrodes non- invasively on the

scalp, though it sometimes requires the
invasive insertion of wires into the scalp
or the brain itself.

译文2：该技术大部分情况下使用

的是非侵入电极外置式，即将一个脑

电帽戴在格特鲁德的头部，有时会选

择侵入电极内置式的方法将电极丝植

入大脑表层。

分析：该文段标黄的两个单词虽

然表面上看可以当作普通的词翻译，

但是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这其实是

两个专有名词，是两种放置芯片的方

式：侵入型和非侵入型。

原文 3：It is, though, a crude ap⁃
proach to monitoring the activity of an or⁃
gan that contains 85bn nerve cells and
trillions of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译文 3：但大脑有 850亿神经细胞

以及上万亿的神经活动，这种方式只

能粗略地监测大脑活动。

分析：这段话中只标黄了一个词

“It”，因为这是许多同学英译汉时时常

处理不好的细节问题：代词的翻译。我

们都知道，中英文之间存在着巨大差

异，其中之一便是英文善用代词而中

文反之。在英译中的时候，代词的翻译

可以遵循一个原则：既不抽象也不具

体。回归到本句中，“It”指代前文的非

侵入电极外置式，翻译的时候借助本

位词“这”译为“这种方式”。通过大量

的实践，我们慢慢就可以体会到“不抽

象不具体”的精髓。

四、翻译技巧分析（Translation
Skills）

本部分原文已做详细标注（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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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现下只对典型技巧做详细讲解。

原文 1：Whichever particular dream
you have, though, Elon Musk is probably
trying to make it real.

译文1：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科学

狂人”埃隆·马斯克研究不到的。

分析：这句话使用了增译技巧。

“科学狂人”是我们国内媒体对马斯克

的一个绰号，用来赞扬其极高的科学

造诣。考虑到读者缺乏相关背景知识

以及对马斯克的了解，所以在此增译，

起到解释说明作用，更加便于读者理

解。

原文 2：Self-driving cars and travel
to Mars are the provinces of two of his
firms, Tesla and SpaceX respectively.
Moving objects by the power of thought
is the province of a third, Neuralink.

翻译 2：无人驾驶、火星探索和意

念移物分别是马斯克旗下三家公司：

特斯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神经

连结所研究的主要领域

分析：这里采用了“分合移位法”

中的合译法。这两个句子中包含着三

个并列成分，分别是：无人驾驶、火星

探索和意念移物，恰好是三家公司的

主要研究领域。为了加强译文的紧密

型，故将这三个成分并列，并做句子的

主语部分。

原 文 3：The device Gertrude car⁃
ries, known technically as a brain-com⁃
puter interface (BCI), carries invasive⁃
ness one stage further still by making the
EEG recorder a potentially permanent
implant.

译文3：脑机接口技术就是将植入

物永久植入大脑中，通过脑电图实现

内外连接。

分析：将本句在原文中的位置做

了巨大调整，从原文的段尾提到了中

文的段首，并采用意译，追求功能上的

对等。英文在叙述时习惯先总后分，而

中文则习惯先分后总。这句话起到统

领全段的作用，因此在译文中将其放

在句首，并根据语境，对翻译的内容做

了调整。

原文 4：A real one that brain or spi⁃
nal- cord injury has deprived of its nor⁃
mal nerve connections.

译文4：由大脑或脊髓受损引发神

经损伤致残的四肢。

分析：这里体现了定语从句的翻

译方法，将定语前置于中心语之前。这

也算是一种合译法，即将英文的复合

句译为汉语的简单句。虽然本句的定

语较长，而定语较长的句子一般放在

中心语之后，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需要结合具体语境灵活变通。

五、连贯分析（Coherent Analysis）
连贯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形

式上的连贯又称为衔接（Cohesion），另

外一种是信息上的连贯，主要讨论的

是主位结构（Thematic structure）。下面

将按照这两大类对选段的典型部分进

行分析。

1. 衔接：

原文 1：Of carsOf cars that can drive them⁃
selves. Of travellingOf travelling to other planets. OfOf
movingmoving objects by the power of thought.

译文1：是否有一天汽车能实现自天汽车能实现自

039



商务翻译（BUSINESS TRANSLATION）

动驾驶动驾驶，，星际旅行变得易如反掌和靠星际旅行变得易如反掌和靠

意念就能移动物体意念就能移动物体。。

分析：该现象属于典型的平行结

构（Parallel Structure），是一种语法纽

带，将有同等重要性的概念以同类语

法形式表达出来，增强了语言的连贯

性并且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虽然在

词汇方面英文忌过多次的重复，汉语

不怕重复，但是基于本文是科技题材，

内容应简洁有力，所以译文中将三个

并列的句子合译成一个句子里的并列

成分。

原文 2：Reading the brain’s electri⁃
cal signals, a technique called electroen⁃
cephalography (EEG), started more thanmore than

100100 years agoyears ago and is now routine.
译文2：随后再使用脑电图监测大

脑神经元活动，这项监测技术有着100100
多年的历史多年的历史至今已趋于成熟。

分析：此现象属于逻辑纽带中的

时间纽带（Temporal transition），体现了

时间顺序。在英文中做时间状语，翻译

时，词性转换成了名词，比较符合中文

行文习惯。

2. 主位结构：

由于分析过程较复杂，所以本部

分按照原文段落分段采取画图与讲解

相结合的方式对整个选段进行分析。

Para.1

IN IDLE MOMENTS, (people) sometimes (dream
about the future.) Of cars that can (drive themselves.)
Of (travelling to other planets.) Of (moving objects by
the power of thought.) Whichever particular dream
you have, though, (Elon Musk) is probably trying to
make (it) real. (Self-driving cars and travel to Mars)
are the provinces of two of his firms, Tesla and
SpaceX respectively. (Moving objects) by the power
of thought is the province of a third, Neuralink. And
on August 28th, at a presentation broadcast over the
internet, (Mr. Musk) showed off the firm’s progress.
The highlight was the appearance of Gertrude, a pig
with a chip implanted into her brain.

第一段

(人们)时常幻想着未来，(想着是否有一天

汽车能实现自动驾驶，星际旅行变得易如

反掌和靠意念就能移动物体。)然而，只

有你想不到，没有“科学狂人”埃隆·马斯

克研究不到的。(无人驾驶、火星探索和

意念移物)分别是马斯克旗下三家公司：

特斯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神经连

结)所研究的主要领域。2020年 8月 28
日，(马斯克)在一场网络发布会中展示了

该公司(脑机接口技术)的最新研发成果，

一头名为格特鲁德的猪倍受瞩目，这可不

是一头普通的猪，因为(马斯克)通过手术

将一个硬币大小的芯片植入了它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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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2

Reading the brain’s electrical signals, a technique
called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started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and is now routine.( It) generally
involves placing electrodes non- invasively on the
scalp, though it sometimes requires the invasive in⁃
sertion of wires into the scalp or the brain itself.

第二段

该技术大部分情况下使用的是非侵入电

极外置式，即将一个脑电帽戴在格特鲁德

的头部，有时会选择侵入电极内置式的方

法将电极丝植入大脑表层。随后再使用

(脑电图)监测大脑神经元活动，(这项监测

技术)有着100多年的历史至今已趋于成

熟。

（1）主位推进模式：本段整体结构

为复合型。

T1--------R1
↓

T2(R1)
↓

T3--------R3(R1=T2)
↓ ↓

↓ ↓
T4(R1=T2=R3)--R4

T5--R5
T6

（2）主位与述位具体代表的内容:
T1: people
R1=T2=R3=T4: Self- driving cars,

traveling to Mars and moving objects by
the power of thought.

T3=T5: Elon Musk

（1）主位推进模式：本段整体结

构为连续型。

T1--------R1
↓
T2--------R2
（2）主位与述位具体代表的内

容：

T1=T2: a technique called electro⁃
encephalography (EEG)

R1: Reading the brain’s electrical
signals +started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and is now routine.

R2: generally involves placing elec⁃
trodes non-invasively on the scalp, though
it sometimes requires the invasive inser⁃
tion of wires into the scalp or the brain it⁃
self.

R4: he provinces of three of his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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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4
(Signals from implants) such as this might be em⁃
ployed to control a prosthetic limb, or even a real one
that brain or spinal- cord injury has deprived of its
normal nerve connections. (They) might also be used
to control non- medical machinery, if someone
thought it worth the risk of having a BCI implanted to
do this. And it is possible to use (them) to send sig⁃
nal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oo, to( give instruc⁃
tions to the brain) rather than receive them.(That)
might be used to generate signals which suppress an
incipient epileptic seizure.

第四段

植入物从大脑传递出的(信号)不仅可以控

制假肢，甚至还能控制由大脑或脊髓受损

引发神经损伤致残的四肢。如果你愿意

冒着手术风险接受这项技术，你还可以

(尝试去)控制一些非医用设备。除此之

外，我们还能进行逆向操作，通过机器(发
射信号)给大脑下达指令，(这)或许可以用

来预防早期癫痫发作。

Para.3
(Non-invasive EEG) provides useful information, and
can even be employed to do things like playing sim⁃
ple computer games via software which interprets the
signals received and turns them into instructions. (It)
is, though, a crude approach to monitoring the activi⁃
ty of an organ that (contains 85bn nerve cells) and
trillions of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Invasive
EEG) offers higher resolution readings from (those
nerve cells), albeit at greater risk because of the sur⁃
gery involved. The device Gertrude carries, known
technically as a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
carries invasiveness one stage further still by making
the EEG recorder a potentially permanent implant.

第三段

脑机接口技术就是将植入物永久植入大

脑中，通过脑电图实现内外连接。软件通

过对(非侵入式脑电图)进行分辨后，可以

把人脑的神经系统电活动转换为一系列

计算机语言，随后输出一系列信号驱动外

部设备，使人类可以仅通过意识就能玩一

些简单的电脑游戏。但大脑有(850亿神

经细胞)以及上万亿的神经活动，(这种方

式)只能粗略地监测(大脑活动)。而侵入

式脑电图则大大提高了精准度，不过这项

技术有个缺点，就是植入手术会有很大风

险。

（1）主位推进模式：本段整体结构

为混合型。

T1--------------R1
↓
T2(T1)------------R2

↓
T3--------------R3(R2)
T4--------------R4
（2）主位与述位具体代表的内容：

T1=T2: Non-invasive EEG

R1: can even be employed to do
things like playing simple computer
games

R2=R3: monitoring the activity of an
organ that contains 85bn nerve cells and
trillions of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T3: Invasive EEG
T4: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
R4: carries invasiveness one stage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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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2. Reading the brain’s electrical signals, a tech⁃
nique called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started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and is now routine. It gener⁃
ally involves placing electrodes non- invasively on
the scalp, though it sometimes requires the invasive
insertion of wires into the scalp or the brain itself.

Para3.Non- invasive EEG provides useful informa⁃
tion, and can even be employed to do things like play⁃
ing simple computer games via software which inter⁃
prets the signals received and turns them into instruc⁃
tions. It is, though, a crude approach to monitoring
the activity of an organ that contains 85bn nerve cells
and trillions of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Invasive
EEG offers higher resolution readings from those
nerve cells, albeit at greater risk because of the sur⁃
gery involved. The device Gertrude carries, known
technically as a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 car⁃
ries invasiveness one stage further still by making the
EEG recorder a potentially permanent implant.

第二段：该技术大部分情况下使用的是

非侵入电极外置式，即将一个脑电帽戴

在格特鲁德的头部，有时会选择侵入电

极内置式的方法将电极丝植入大脑表

层。随后再使用脑电图监测大脑神经

元活动，这项监测技术有着 100多年的

历史至今已趋于成熟。

第三段：脑机接口技术就是将植入物永久

植入大脑中，通过脑电图实现内外连接。

软件通过对非侵入式脑电图进行分辨

后，可以把人脑的神经系统电活动转换

为一系列计算机语言，随后输出一系列信

号驱动外部设备，使人类可以仅通过意识

就能玩一些简单的电脑游戏。但大脑有

850亿神经细胞以及上万亿的神经活动，

这种方式只能粗略地监测大脑活动。而

侵入式脑电图则大大提高了精准度，不

过这项技术有个缺点，就是植入手术会有

很大风险。

（1）主位推进模式：本段整体结构

为连续型和线型的混合体。

T1----------R1
↓
T2(T1)----------R2
↓
T3(T2)----------R3

↓
T4(T3)----R4

(2) 主位与述位具体代表的内容:
T1=T2=T3: Signals from implants
R1: control a prosthetic limb, or

even a real one
R2: control non-medical machinery
R3=T4: give instructions to the

brain
R4: generate signals which sup⁃

press an incipient epileptic seizure.

六、互文分析（Intertextuality Anal⁃
ysis）

由于该选段四段内容之间存在互

文关系，因此详细的互文处倚在前文

中做过标记。下面将对局部选段进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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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分析：这两段中，互文性主要

体 现 在 一 系 列 的 术 语 上 ：脑 电 图

（EEG），非侵入式脑电图（Non- inva⁃
sive EEG），大 脑 神 经 细 胞（nerve
cells），侵入式脑电图（Invasive EEG）。

第二段对侵入式与非侵入式两种方式

进行了解释，随后第三段则通过对比

的方式阐述了两种方式的优缺点。这

两段有共同的论述对象，因此产生互

文的地方也比较多。通过之前的分析

我们会发现，互文性分析与连贯性分

析存在许多重合的地方，这正是二者

相辅相成关系的体现。

七、语用分析（Pragmatics Analy⁃
sis）

根据英国学者奥斯丁提出的理

论，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大多情况下

同时在实施着三种行为：言内行为（Lo⁃
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现

对选文四段进行具体语用分析，以原

文标注的形式为主。

Para1.
IN IDLE MOMENTS, people sometimes dream about
the future. Of cars that can drive themselves. Of trav⁃
elling to other planets. Of moving objects by the pow⁃
er of thought. (Representatives) Whichever particular
dream you have, though, Elon Musk is probably try⁃
ing to make it real. (Expressives) Self- driving cars
and travel to Mars are the provinces of two of his
firms, Tesla and SpaceX respectively. Moving objects
by the power of thought is the province of a third,
Neuralink. And on August 28th, at a presentation
broadcast over the internet, Mr Musk showed off the
firm’s progress. The highlight was the appearance of
Gertrude, a pig with a chip implanted into her brain.
(Representatives)

第一段

人们时常幻想着未来，想着是否有一天汽

车能实现自动驾驶，星际旅行变得易如反

掌以及靠意念就能移动物体。（阐述类）然

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科学狂人”埃隆·

马斯克研究不到的。(表达类)无人驾驶、

火星探索和意念移物分别是马斯克旗下

三家公司：特斯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

及神经连结所研究的主要领域。2020年
8月28日，马斯克在一场网络发布会中展

示了该公司脑机接口技术的最新研发成

果，其中一头名为格特鲁德的猪倍受瞩

目，这可不是一头普通的猪，因为马斯克

通过手术将一个硬币大小的芯片植入了

它的头骨。（阐述类）

Para2.
Reading the brain’s electrical signals, a technique
called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started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and is now routine. (Representa⁃
tives) It generally involves placing electrodes non-in⁃
vasively on the scalp, though it sometimes requires
the invasive insertion of wires into the scalp or the
brain itself. (Expressives)

第二段

该技术大部分情况下使用的是非侵入电

极外置式，即将一个脑电帽戴在格特鲁德

的头部，或者有时会选择侵入电极内置式

的方法将电极丝植入大脑表层。（阐述类）

随后再使用脑电图监测大脑神经元活动，

这项监测技术有着100多年的历史至今

已趋于成熟。（表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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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3.

Non- invasive EEG provides useful information, and
can even be employed to do things like playing sim⁃
ple computer games via software which interprets the
signals received and turns them into instructions.
(Representatives) It is, though, a crude approach to
monitoring the activity of an organ that contains 85bn
nerve cells and trillions of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Expressives) Invasive EEG offers higher reso⁃
lution readings from those nerve cells, albeit at great⁃
er risk because of the surgery involved. (Representa⁃
tives) The device Gertrude carries, known technically
as a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 carries invasive⁃
ness one stage further still by making the EEG re⁃
corder a potentially permanent implant. (Representa⁃
tives)

第三段

脑机接口技术就是将植入物永久植入大

脑中，通过脑电图实现内外连接。（阐述

类）软件通过对非侵入式脑电图进行分辨

后，可以把人脑的神经系统电活动转换为

一系列计算机语言，随后输出一系列信号

驱动外部设备，使人类可以仅通过意识就

能玩一些简单的电脑游戏。（阐述类）但大

脑有850亿神经细胞以及上万亿的神经

细胞连结，非侵入式的方式只能粗略地监

测大脑活动。（阐述类）而侵入式脑电图则

大大提高了精准度，不过这项技术有个缺

点，就是植入手术会有很大风险。（表达

类）

Para4.
Signals from implants such as this might be em⁃
ployed to control a prosthetic limb, or even a real one
that brain or spinal- cord injury has deprived of its
normal nerve connections. (Representatives) They
might also be used to control non-medical machin⁃
ery, if someone thought it worth the risk of having a
BCI implanted to do this. (Expressives) And it is pos⁃
sible to use them to send signals in the opposite direc⁃
tion, too, to give instructions to the brain rather than
receive them. (Verdictives + Expressives) That might
be used to generate signals which suppress an incipi⁃
ent epileptic seizure. (Verdictives+Expressives)

第四段

植入物从大脑传递出的信号不仅可以控

制假肢，甚至还能控制由大脑或脊髓受损

引发神经损伤致残的四肢。（阐述类）如果

你愿意冒着手术风险接受这项技术，你还

可以尝试用这些信号去控制一些医学领

域外的设备。（表达类）除此之外，我们还

能进行逆向操作，通过机器发射信号给大

脑下达指令，这或许可以用来抑制早期癫

痫发病。（评判类+表达类）

八、认知分析（Cognitional Analysis）
之前几个部分主要对翻译的文本内

容进行了细节性分析。现在，我想回顾一

下翻译时的心路历程。如果从译者的思

维过程切入，那么不得不提的便是著名

翻译学家尤金·奈达的模式。奈达认为翻

译的过程主要分为三阶段，即分析、转

换、重建。这个观点也与学者塞莱斯科维

奇与莱德勒曾提出的“解释性模型”不谋

而合，“解释性模型”强调的翻译过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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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Analysis of
Technical Text

AN Yuting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Abstract】This ST is excerpted from a magazine, The Economis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is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 other is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process.

【KeywordsKeywords】Portfolio;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步骤分别为：阅读和理解（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脱离原语外壳（Dever⁃
balization）以及转述（Re-expression）。我
的翻译过程也跟上述的模式相似。

当确定好要翻译这篇文章之后，

我先通读了一遍原文。科技类题材讲

求平易和精确，单词表达的也都是所

指意义，所以理解起来并不难。不过，

由于背景知识匮乏，我一开始甚至都

不认识马斯克，更别提他旗下的神经

连结公司了，所以便去恶补了一番相

关知识，查阅了一下午的相关资料，最

后才弄明白了这项脑机接口技术的来

龙去脉，也在脑海中大致形成一个图

像，将线性、抽象的语言具体化、形象

化，然后借助着一系列的翻译理论与

技巧完成了汉译工作。最后在文本分

析过程中，不断改进着自己的译文。

九、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
2020年8月28日美国当地时间周

五下午，在脑机接口创企Neuralink所在

的加州弗里蒙特总部，其创始人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在猪身上演示了该

公司技术所取得的最新进展。对于这家

成立四年的初创公司来说，这次演示旨

在表明，Neuralink的脑机接口技术正在

朝着可以安全植入人体的目标迈进，可

能会帮助患有各种令人衰弱疾病的人，

甚至在不远的将来拓展到军事、教育等

其他产业。脑机接口技术正在为一系列

狂野的科幻场景打开了大门，使全面的

智能化控制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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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本翻译实践科技文本翻译实践
张晨妍①

大连大学 大 连 116622 中 国

摘 要：本文章节选自美国科普文章专题新闻网站-每日科学（Science Daily）在 2020年 7月

15日发表的《Researchers gives robots intelligent sensing abilities to carry out complex tasks》。本

片节选围绕机器人感知部分的研究进行论述。21世纪到来，人类科技高度发展，人工智能应

运而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脚步，各国之间对于高新科技的竞争合作日益增强，此时翻译作

为各国交流的桥梁起着弥足重要的作用。对于科技文本，专业性词汇较多翻译难度较大，尤

其是新型的人工智能产业，研究范畴较广，内容丰富，需要译者充分查阅资料，来获得最精确

的翻译。

关键词：翻译实践；神经形态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

①张晨妍，女，大连大学2018级翻译专业学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科技商务翻译

为了在机器人知觉这一新的领域

有所突破，NUS 团队(T1a)开发了神经

形态技术(R1a)--一种模拟人类大脑的

神经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计算领域，它

(T2b=R1a)用来处理来自人造皮肤的感

知数据(R2b)。（阐述类）因为因为助理教授

Tee和Soh(T3a)都是英特尔神经拟态研

究社区的成员，所以在他们新的机器

人系统(T3b)中使用Loihi神经拟态研究

的芯片(R3b)是必然的选择。（表达类）

在最初的最初的实验中，研究人员(T1a)
将一只机械手与人造皮肤(R1a)合成，

并且并且使用它 (T1b=R1a)来阅读盲文

(R1b)，通过通过云端将触觉数据传送给

Loihii(R1c)，将合成手臂感觉到的微隆

一、ST&TT
To break new ground in robotic per⁃

ception, the NUS team(T 1a) explored neuro-

morphic technology (R1a)-- an area(T2b=
R1a) of computing that emulates the neural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of the human
brain -- to process sensory data(R2b) from
the artificial skin. （Representatives）/As
Asst Prof Tee and Asst Prof Soh(T3a) are
members of the Intel Neuromorphic Research

Community (INRC),(R3a) it was a natural
choice to use Intel's Loihi neuromorphic re⁃
search chip (R3b)for their new robotic sys⁃
tem(T3b).（Expressive）/

In their initialinitial experiments, the re⁃
searchers(T1a) fitted a robotic hand with
the artificial skin(R1a), andand used it(T1b=
R1a) to read braille(R1b), passing the
tactile data to Loihi(R1c) viavia the clou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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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t the micro bumps felt by the hand
into a semantic meaning.（Representa⁃
tives）/Loihi(T2=R1c) achieved over 92
per cent accuracy(R2) in classifying the
Braille letters, whilewhile using 20 times less
power than a normal microprocessor.
（Representatives）/

Asst Prof Soh's team(T1) improved the
robot's perception capabilities(R1) by com⁃
bining bothboth vision andand touch data in a spik-

ing neural network./ In their experiments,
the researchers(T2a=T1) tasked a robot
(R2a=T2b) equipped with bothboth artificial
skin andand vision sensors to classify various
opaque containers (R2b=T2c) containing
differing amounts of liquid(R2c)./ They(T3=
T2a=T1) alsoalso tested the system's ability
(R3a) to identify rotational slip, whichwhich (T3b=
R3a)is important for stable grasping(R3b)./
（Representatives）

In bothboth tests, the spiking neural net⁃
work (T1) thatthat used bothboth vision and
touch data was able to classify objects
and detect object slippage(R1)（Repre⁃
sentatives）./ The classification (T2a=R1)
was 10 per cent more accurate than a sys⁃
tem(R2a) that used only vision. More⁃
over, using a technique(R3b) developed
by Asst Prof Soh's team(T3b),the neural
networks(T4a) could classify the sensory
data(R4b=T5c) while it was being accu⁃
mulated, unlike the conventional ap⁃
proach(R5c) wherewhere data is classified afaf⁃⁃

起转换为语义。（阐述类）Loihi(T2=R1c)
在归类盲文字母方面已达到 92%的准

确率(R2)，与此同时它的功耗则比普通

微处理器低20倍。（阐述类）

助理Soh教授的团队(T1)通过通过将视

觉和和触觉数据结合在一个脉冲神经网

络中的方法，提高了机器人的感知能

力(R1)。在这个实验中，研究人员(T2a=
T1) 让装上了人造皮肤和视觉传感器

的机器人(R2a=T2b)对各种不透明的容

器(R2b)进行分类，这些容器(T2c=R2b)
中都含有不同数量的液体(R2c)。他们

(T3=T2a=T1)还测试了系统识别转动滑

移的能力(R3a)，这(T3b=R3a)对于稳定

抓取(R3b)是很重要的。（阐述类）

在这两项两项测试中，同时同时使用视觉

和触觉数据的脉冲神经网络(T1) 能够

对对象进行分类和滑动检测(R1)。（阐

述类）该分类(T2a=R1)比仅使用视觉系

统的准确率(R2a)高出10%。此外此外，利用

助理 Soh 教授团队 (T3b)开发的技术

(R3b)，神经网络(T4a)能够在积累感觉

数据(R4b=T5c)的同时同时对其进行分类，

这与将数据完全收集后后对其分类的传

统方式(R5c)有所不同。（阐述类）此外此外，

研究人员(T6a) 还演示了神经形态技术

的效率(R6b)：Loihi(T7a)处理感官数据

的速度比性能最好的图形处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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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ter it has been fully gathered.（Represen⁃
tatives）/In addition, the researchers
(T6a) demonstrated the efficiency(R6b)
of neuromorphic technology: Loihi(T7a)
processed the sensory data 21 per cent
faster than a top performing graphics pro-

cessing unit (GPU),(R7b) whilewhile using
more than 45 times less power（Repre⁃
sentatives）./

Asst Prof Soh shared, "We're(T1) ex⁃
cited by these results(R1). /They(T2a=R1)
show that a neuromorphic system(T2b) is a
promising piece of the puzzle for combining
multiple sensors to improve robot perception
(R2a=R2b)./ It(T3=R2)'s a step towards
building power-efficient and trustworthy ro⁃
bots(T3) that can respond(R3) quickly and
appropriately in unexpected situations."
（Expressive）/

The Science Dally“A human- like

brain for robots-- Researchers gives robots

intelligent sensing abilities to carry out

complex tasks”

Friday, July 15, 2020.

颜色标记：

词汇增减分析—下划线

翻译技巧分析—波浪线

连贯中的衔接分析—加粗加粗

互文分析—阴影

名词解释—斜体

Ta、Tb、Tc代表每句中的不同主位

Ra、Rb、Rc代表每句中对应的不

同述位

(R7b)快21%，而而功耗则少了45倍以上。

（阐述类）

助理 sohn教授说：“我们(T1)对这

些结果(R1)感到兴奋。他们他们(T2a=R1)表
明，神经系统(T2b)就是一个为了提高

机器人的感知能力而将多个传感器结

合起来这一难题的最有希望的部分

(R2a=R2b)。这(T3=R2)是朝着制造高效

和可信的机器人(R3)迈出的一步，这些

机器人(T4=R3)可以在不可预料的情况

下做出迅速而恰当的反应(R4)。”（表达

类）

本文节选自《每日科学》，2020年7
月15日刊，《一个为机器人而造的类人

脑》中的<研究人员赋予机器人智能感

知能力去执行复杂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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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译分析

1. 语域分析

Field (语场)
科技文的作用重在对自然现象、

社会现象的说明、解释、阐述，因而要

以准确传递信息为准。

(1) Text type (文本类型): 信息类文

本 (2) Text range (文本范围): 科技类文

章

(2) Subject matter (主题):神经形态

系统

(3) Background knowledge (背景知

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人越来

越仿真。但是拿起一样东西对于人类

来说很简单，但对机器人来说，却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确定物体的位

置，计算距离，推断它的形状，确定使

用的力度，以及抓住物体不让它滑落，

但现如今大多数机器人却无法做到这

一点。为了执行更复杂的任务，机器人

必须配备特殊的触觉和快速、智能处

理感官信息的能力。

神经形态技术应运而生。神经形

态技术将是高性能计算的下一个发展

阶段，它能够大幅提升数据处理能力

和机器学习能力。IBM公司2014年8月
所公布的百万神经元级别的TrueNorth
芯片，在执行某些任务时，其能效可达

传统中央处理器的数百倍，首次与人

脑的大脑皮层有了可比之处。神经形

态芯片计算能力显著提高，能耗和体

积却要小得多，更为智能的小型机器

或将引领计算机微型化和人工智能的

下一阶段。

Tenor (语旨)
语旨是指交际双方的角色关系，

它能体现话语风格。

(1) Author’s background (作者背

景): 不详，这篇文章来源于新加坡国立

大学，该大学计算机科学家和材料工

程学家共同开发了一项模拟生物神经

网的人工大脑系统。因此作者可能是

该领域的研究者。

(2) Target reader (目标读者):关注

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的科学家、材料

学家、物理学家等。

Mood（语式）

正式体，该文章发表在美国科普

网站--每日科学上，该网站旨在报道

每日最新科研进展，包括天文、地理、

科技、环境、社会等。其受众者大多为

科研人员，知识分子，以及行业领军人

物，因此其知识性较强，论述文本趋向

于客观性。其中许多内容涉及专有名

词、特殊用语等等，需要译者查阅资料

并且准确翻译。

3. 语用分析

文中阴影部分

文章较多使用专业术语，进行一

些罗列。

斜体下划线--翻译难点，专业术

语。

①neuromorphic technology 神经形

态技术 Computer chips that process in⁃
formation more like a human brain does.

Intel Neuromorphic Research Com-

050



商务翻译（BUSINESS TRANSLATION）

munity (INRC)

英特尔神经拟态研究社区 Intel
Labs has established the Intel Neuromor⁃
phic Research Community (INRC), a col⁃
laborative research effort that brings toeffort that brings to⁃⁃
gether teams fromacademicgether teams fromacademic,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oovercome theworld toovercome the wide-ranging chal⁃
lenges facing the field of neuromorphicof neuromorphic⁃⁃
computingcomputing.

Loihi 罗希（芯片）

Loihi is predominantly a researchLoihi is predominantly a research
chip meaningperformance characterischip meaningperformance characteris⁃⁃
tics are not guaranteed.tics are not guaranteed.

Spiking neural networkSpiking neural network 脉冲神经网脉冲神经网

络络

A spiking neural network(SNN) isA spiking neural network(SNN)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neural net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neural net⁃⁃
works known in the machine learningworks known in the machine learning
community. Spiking neural network opercommunity. Spiking neural network oper⁃⁃
ates on spikes. Spikes are discreteates on spikes. Spikes are discrete
events taking place at specific points ofevents taking place at specific points of
time.time.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

图形处理单元

A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is a
chip or electronic circuit capable of ren⁃
dering graphics for display on an elec⁃
tronic device.

3. 主位推进分析

该文本使用多种形式的主位推进

法，使得行文更加流畅。文章中都有标

注，因此仅进行图示。现选取几项典型

的主位推进进行分析。

（（11））Constant theme patternConstant theme pattern
Asst Prof Soh's team(T1) improved

the robot's perception capabilities(R1)
byby combining bothboth vision andand touch data
in a spiking neural network./ In their ex⁃
periments, the researchers(T2a=T1) tasked
a robot(R2a=T2b) equipped with bothboth ar⁃
tificial skin andand vision sensors to classify
various opaque containers (R2b=T2c)
containing differing amounts of liquid
(R2c)./ They(T3=T2a=T1) alsoalso tested the
system's ability(R3a) to identify rotation⁃
al slip, whichwhich (T3b=R3a)is important for
stable grasping(R3b)./

T1（researchers）----- R1 (capa⁃
bilities)

↓ ↓
T2(=T1)---------R2 (robot)
↓ ↓
T3(=T2)---------R3 (ability)
这一段主要运用平行主位结构，

这段中每个句子的主位皆为下个句子

的主位（researchers）。因为每个句子的

都有同样的出发点，即为研究者，述位

各不相同，帮助读者快速地锁定关键

内容。

（（22））Simple Linear PatternSimple Linear Pattern
Asst Prof Soh shared, "We're(T1)

excited by these results(R1). /TheyThey(T2a=
R1) show that a neuromorphic system
(T2b) is a promising piece of the puzzle
for combining multiple sensors to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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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 robot perception(R2a=R2b)./ It
(T3=R2)'s a step towards building pow⁃
er- efficient and trustworthy robots(T3)
that can respond(R3) quickly and appro⁃
priately in unexpected situations." /

T1--------R1（results）
（researchers）↓

T2(=R1)---------R2
↓

T3(=R2)--------R3
T1 researchers
R1=T2 results
R2=T3 robot perception
这一段主要运用了线行主位结

构，前一句的述位连接下一个句子的

主位，不断给读者提供新信息，也起到

逻辑连贯的作用。

4. 互文分析

篇文章都是在围绕神经形态技术

来进行论证，其互文性体现在围绕着

神经形态技术引申出的一系列内容，

文中已用蓝色方框标注，现取一些典

型例子进行分析。

Mind Map

5. 衔接分析

本文的衔接种类较多，在文本中

用红色字体标出，现列举较为典型的

几处。

Numeration and process(Numeration and process(顺序与过顺序与过

程程))
In their initial experiments, the re⁃

searchers fitted a robotic hand with the
artificial skin.

最初始初始的实验

Temporal transition(Temporal transition(时间纽带时间纽带))
After
Result and inference(Result and inference(结果与推论结果与推论))
In ad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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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ntic addition and reinforceSemantic addition and reinforce⁃⁃
ment (ment (语义加法和强化语义加法和强化))

Moreover
表明了神经形态技术不仅准确性

高，它的效率也非常高，是一个语义上

的递进。

并列连词。、

文章中连用两个both...and...
模拟人脑的计算领域

Use of similar and near- similarUse of similar and near- similar
wordswords（（同义词同义词、、近义词的使用近义词的使用））

rotational slip=slippage
衔接手段衔接手段（（Grammatical connectorGrammatical connector））

中的照应中的照应，，替代替代、、省略等省略等

unlike the conventional approach
(R5c) where data is classified after it has
been fully gathered.

where在这里指代了图形处理单

元，即原始的数据处理方式。

6. 增减词分析

原文中绿色阴影为减词，黄色阴

影为增词。

增词

（（11））Supplying words omitted or subSupplying words omitted or sub⁃⁃
stituted in the originalstituted in the original

In their experiments, the research⁃
ers tasked a robot equipped with both ar⁃
tificial skin and vision sensors to classify
various opaque containers containing dif⁃
fering amounts of liquid. 在这个实验中，

研究人员让装上了人造皮肤和视觉传

感器的机器人(R2a=T2b)对各种不透明

的容器(R2b)进行分类，这些容器中都

含有不同数量的液体。

分析：在翻译从句时需要增添句

子所需成分，以达到文章通顺。

We're excited by these results.
我们对这项结果感到兴奋。

分析：excited作动词用，需要增添

感到...使得文章更加通顺。

（（22））Supplying connectors for betterSupplying connectors for better
cohesion.cohesion.

it was a natural choice to use In⁃
tel's Loihi neuromorphic research chip
for their new robotic system.

所以在他们新的机器人系统(T3b)
中使用 Loihi 神经拟态研究的芯片

(R3b)是必然的选择。

分析：前句有As，根据判断这句话

存在因果逻辑关系，因此这里的As译
为因为。但在汉语中因为与所以连用，

在后句前面加上所以使得逻辑更通

顺。

减词

（1）语法角度

it was a natural choice to use In⁃
tel's Loihi neuromorphic research chip
for their new robotic system. 所以在他们

新的机器人系统中使用Loihi神经拟态

研究的芯片是必然的选择。

分析：英语中经常使用代词，汉语

中则使用的比较少。这句话中 it较为冗

余，删去使得译文练达晓畅。

7. 文化分析

（1）这篇文章介绍了为创造更高

效智能的机器人，科学家们将神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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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技术植入机器人。通过一系列的实

验，科学家们力证了神经形态技术的

高效率和高质量。这虽然可能是众多

关于机器人研究中不起眼的一篇文

章，但却是人类在人工智能方面不可

或缺的重大进步。

（2）研究目的：人类的触觉足够灵

敏，可以感觉到不同表面之间的细微

不同，哪怕这些差异仅仅是一层分子

的区别。然而，现在大多数机器人的操

作都是基于视觉处理。新加坡国立大

学的研究人员希望用他们最近开发的

人造皮肤来改变这一状况。根据他们

的研究，这种人造皮肤在检测触觉方

面，可以比人类的感觉神经系统快

1000倍以上，并且在识别物体的形状、

质地和硬度方面，可以比人类眨眼速

度快10倍。

（3）研究实践：近日，一款安装在

轮椅上的机械手臂发布了正式测试版

本，主要是为了部分残疾人士能够自

己的完成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动作，

并且现在这款机械臂也在以色列最先

进的青少年康复中心阿林医院进行试

点试用。把神经拟态技术放在机械臂

上其实可以很好地帮助残疾人士完成

日常生活。辅助机器人技术可以弥补

上千万需要借助轮椅的残障人士，使

用上肢进行喝水、吃饭等基本动作。特

别之处就在于该项技术可以预测残疾

人士的动作，这样就可以做出相反的

动作进行摇摆的抵消。

这款机械臂的科研项目主要由埃

森哲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英特尔提

供神经拟态技术以及 Applied Brain
Research（ABR）公司提供算法，以色列

研究团队整合多方技术来进行产品测

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款机械臂配备

了最新的神经拟态技术。

三、翻译反思

该翻译是我第一篇系统完整的翻

译实践。由于我学术造诣不深，才蔽识

浅，其中不乏有一些错误，望能指正。

当今乃世界之又一大变局，高新

技术产业的竞争前所未有之剧烈。“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谋求发展的

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增强自身实力，更

需要交流合作，译者作为合作的桥梁，

搭建好这座桥显得尤为重要。首先，科

技翻译，毫无疑问，重在其准确性和科

学性。科技文献不需要辞藻华丽、繁文

缛节，其中在干练精准，因此我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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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Analysis
is of Scientific Text

ZHANG Chenyan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Abstract】The source text is selected from Science Daily. This text is about the research on robots. This

paper comprises thre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source text and Translation text, the second

chapter is translation analysis, and the third chapter is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KeywordsKeywords】Neuromorphoic technology; Robo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nslation practice

文章时尽量注意到译文的精炼准确，

查阅了许多资料，来获取一些背景知

识。我深刻的感受到作为译者，需要在

各个层面都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方能

做到游刃有余。其次是科技文本长难

句居多，有时一段话中仅有一到两句

话，这对于语法基础不好的我则是难

上加难。通过对长难句的分割、重组、

意会，我反复斟酌用句，方可得出译

文。最后是要将所学翻译理论知识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只有将所学知识运

用到实际中去，才能叫真正的领悟。实

践是检验真理，在不断的翻译实践中，

我们才能真正地有所得。最后我想用

一句话来总结此次翻译实践：“世事洞

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综上便是我对于此次翻译实践的

一些拙见，以及对翻译概论这门课的

理解。我相信在日后的实践中，我会对

翻译的理解更加深入，对于翻译更加

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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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类英语文本翻译实践与分析科技类英语文本翻译实践与分析———以—以
Concerns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oncerns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为例为例

范文欣①

大连大学 大 连 116622 中 国

摘 要：本文中的英语文章选自英国全国性综合内容日报（The Guardian）2016年 10月 16日

刊，文章围绕霍金教授对于人工智能的警告进行论述，阐述了人工智能的优点和潜在的危

机，赞扬了人工智能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翻译实践报告由双语翻译和翻译分析两大部

分构成，结合翻译理论对科技类英语文本进行翻译和内在逻辑的分析。

关键词：翻译实践；科技翻译

①范文欣，女，大连大学2018级翻译专业学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科技翻译

对于人工智能的忧虑

斯蒂芬·霍金教授（T1）曾经警告世

人，建立强大的人工智能(AI)(R1a)可能

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好的，也可

能是最糟糕的事情”（表达类+阐述类）,
同时他对一所新成立的致力于研究未

来智能领城的学术研究机构(R1b)表示

赞赏，认为这“对人类文明和生存的未

来至关重要“（阐述类+评判类）。

霍金(T2)在剑桥大学莱弗里休姆未

来智能中心(LCFI)的开幕典礼上发表了

讲话(R2)。（阐述类）该中心(T3=R1b)是
一个多学科研究机构，试图解决人工智

能研究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些尚无定

论的问题(R3)。（阐述类）“我们花了很多

一、ST&TT
Concerns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Professor Stephen Hawking（T1）

has warned that the creation of powerfu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R1a) will be
"eithereither the best, or the worst thing, ever
to happen to humanity",（representatives+
expressives）and praised the creation of
an academic institute(R1b) dedicated to
researching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 as
"crucial to the future of our civilization
and our species".（representatives + ver⁃
dictives）

Hawking (T2a=T1) was speaking
（R2a）at the opening of the Leverhulme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 (IL⁃
CFT)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a multi-
disciplinary institute(T2b=R1b) that will
attempt to tackle questions（R2b）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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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rapid pace of development in AI
research. （representatives） "We (T3)
spend a great deal of time studying histo⁃
ry(R3)," Hawking said, "which, let's
face it,(T4=R3) is mostlymostly the history of
stupidity(R4). SoSo, it(T5) is a welcome
change(R5) that people are studying in⁃
stead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 "（expres⁃
sives）

WhileWhile the world- renowned physi⁃
cist(T6=T1) has often been cautious
about AI(R6a=R1), raising concerns that
humanity(R6b) could be the architect of
its own destruction if it creates a super
intelligence with a will of its own, he (T7)
was also quick to highlight the positives
(R7) that AI research can bring.（repre⁃
sentatives） "The potential benefits(T8)
of creating intelligence(R8) are huge,"
he said. "We(T9) cannot predict what we
might achieve(R9) when our own minds
are amplified by AI. Perhaps with the
tools of this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
tion, we(T10) will be able to undo some
of the damage(R10) done to the natural
world by the last one industrialization.
And surelysurely we(T11) will aim to finally
eradicate disease and poverty(R11). AndAnd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will be trans⁃
formed. In shortIn short, success(T12) in creat⁃
ing AI could be the biggest event(R12)
in the history of our civilization."（ex⁃

时间研究历史(T4)，”霍金说，“但面对

现实吧,这些大部分是愚蠢的历史(R4)。
因此，人们（T5）如今能够改为研究未

来智能是一个可喜的变化(R5)。”（表达

类）

这位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T6)对
人工智能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R6a)，
他担心如果人类(R6b)创造出具有独立

意志的超级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人类

自身的毁灭。（阐述类）但但很快他(T7)也
强调了人工智能研究可能带来的积极

影响(R7)。（阐述类）他说:“创造人工智

能(T8)有着巨大的潜在好处(R8)。如果

人类的智力(T9)被人工智能强化,难以

想象我们将实现什么样的新成就(R9)。
或许有了这次新技术革命的工具

(T10)，我们能够抚平上一次革命工业

革命对自然造成的破坏(R10)。当然，我

们(T11)最终一定会向着消灭疾病和贫

穷的目标(R11)前进，我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都将被改变。简而言之简而言之，人工智能

的成功(T12)创造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

最瞩目的事件(R12)。”（表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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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域分析

Register Analysis
1. Field（语场）

（1） text type（文本类型）：信息类

文本

（2） text range（文本范围）：科技类

文章

（3） subject matter（主题）：人工智

能对人类的危机

（4） background information（背景

信息）

A、史蒂芬·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年 1月 8日-2018年 3月
14日），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与理论

pressives）
Huw Price(T13), the center's aca⁃

demic director and the Bertrand Russell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where Hawking is alsoalso an ac⁃
ademic, said that the center(R13) came
about partially as a result of the univer⁃
sity's Centre for Existential Risk.（repre⁃
sentatives） That institute(T14) exam⁃
ined a wider range of potential problems
(R14) for humanity, whilewhile the LCFI has
a narrow focus.（representatives）

AI pioneer Margaret Boden(T15),
professor of cognitive science at the Uni ⁃
versity of Sussex, praised the progress
(R15) of such discussions.（representa⁃
tives）As recently as 2009 she(T16=
T15) said, the topic(R16) wasn't taken
seriously, eveneven among AI researchers.
"AI(T17) is hugely exciting," she said,
"butbut it has imitations, which present
grave dangers(R17) given uncritical use.
"（expressives）

休·普莱斯(T13)是该中心的学术

主任，他同时也是霍金教授所任职的剑

桥大学的伯特兰·罗素哲学教授(R13)。
（阐述类）休·普莱斯表示,该中心成立

的部分原因(T14)在于剑桥大学的人类

生存风险研究中心(R14)。该中心(T15=
R14)研究过人类可能面临的种种危机

(R15)，关注范围比LCFI的更广。（阐述

类）

研究人工智能的先驱、苏塞克斯大

学的认知科学教授玛格丽特·博登

(T16)称赞了此类讨论的进展(R16)。（阐

述类）她说，在 2009年, 甚至甚至在人工智

能研究人员(R17)中，人工智能的话题

(T17)都还没被认真探讨过。“人工智能

(T18)激动人心，但但它有自身的局限性,
如果不加批判地使用,就会带来极大的

危险(R18)。”（表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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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系物理学家，出生于英国牛津，

毕业于剑桥大学，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

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当代最伟大的

科学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

一，被誉为“宇宙之王”。曾为荣誉卢卡

斯数学教授。2015年7月20日，霍金启

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星智慧

生命的搜索行动。次年 1月，霍金获得

卢德奖。2018年3月14日，霍金去世，享

年76岁。

B、人工智能（英语：Artificial In⁃
telligence，缩写为 AI）亦称智械、机器

智能，指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所表现

出来的智能。通常人工智能是指通过

普通计算机程序来呈现人类智能的

技术。该词也指出研究这样的智能系

统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如何实现。人

工智能于一般教材中的定义领域是

“智能主体（intelligent agent）的研究与

设计”，智能主体指一个可以观察周

遭环境并作出行动以达致目标的系

统。

（5）Author’s intention(作者意图)
A、通过霍金教授观点的阐述，表

明人工智能潜在的危机

B、警醒人们不要太过信赖人工智

能，应该对其批判使用

2. Tenor（语旨）

（1）Author’s background（作者背

景）

Alex Hern，英国全国性综合内容

日报 the guardian（《卫报》）科技板块的

编辑，具体信息不详。

（2） Target reader（目标读者）

政界人士、白领和知识分子等接受

过良好教育并且对于人工智能领域存

在的忧患感兴趣的人群。

3. Mode（语式）

正式体（formal）。这篇文章发表在

英国全国性综合内容日报 the guardian
（《卫报》）的科技板块，利用各专家学者

的观点阐释了人工智能潜在的危机。

三、衔接手段

韩礼德和哈桑在《英语的衔接》一

书中指出:语篇的生成依赖于语言成分

的连续性，而语言成分之间又具有互相

解释的功能。语言成分的连续性是语篇

中通过某一手 段把结构和意义上能相

互解释的成分构成一体的连续网络。[1]
韩礼德和哈桑视这种手段为衔接手段。

衔接包含指称、省略、替代、连接、

及词汇衔接五种手段。

英文在写作形式上偏向于形合，运

用一系列衔接手段使得文章读起来逻

辑清晰、结构严谨。文章中存在大量衔

接的例子，在原文和译文中都有标注，

下面仅举出几个简单的例子加以分析。

1. 加粗字体部分衔接手段（logical
connection）中的连接（conjunction） 连

词的使用

（1）对比和转折（contrast）
如最后一段中的：AI is hugely ex⁃

citing," she said, "but it has imitations,
which present grave dangers given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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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use."
这里的 but表示转折之意，作者想

表达虽然人工智能对人类的生活有许

多积极的影响，但是如果不加选择地使

用，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危险。故译为：但

是

（2）语义增进和引申（semantic and
reinforcement）

如最后一段中的：As recently as
2009 she said, the topic wasn't taken se⁃
riously, even among AI researchers.

这里的even表示“甚至”，作者想表

达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在2009年并未

得到重视，甚至在科研人员之中也很少

见。故译为：甚至

（3）过 渡 和 总 结（transition and
summation）

如第三段中的：In shortIn short, success in
creating AI could be the bigges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ivilization."

这里的 in short 起到了总结的作

用，作者表示总之人工智能的成功创造

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瞩目的事件。故

译为：简而言之

2. 双下划线部分-衔接手段（gram⁃
matical connector）中的照应、替代、省略

等

（1）替代

如第二段中的"We spend a great
deal of time studying historyhistory," Hawking
said, "which, let's face itit, is mostly the
history of stupidity.

这里前半句提到了我们花费大量

的时间研究历史，后文用 it替代前文的

history，“但我们面对现实吧,这些大部

分是愚蠢的历史。”

（2）照应

如 第 三 段“While the world- re⁃
nowned physicist has often been cau⁃
tious about AI”

第一段和第二段的开头都提到了

史蒂芬·霍金教授，所以这里没有直呼

其名，而是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来与前

面的霍金形成照应

（其余衔接手段已经在文中被标

注，这里不再赘述。）

四、翻译技巧分析

1. 词性转换

词性转换这个手段是以词为对象

的变通手段，但其作用所及已不仅仅是

词。调整短语间词与词的关系、转换句

型等都可能同时要用到词性转换。[2]
例如：Professor Stephen Hawking

has warned that the creation of powerfu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will be "either
the best, or the worst thing, ever happen
to the humanity.”

本句中包含了一句宾语从句，其中

“the creation”一词直译成“强大的人工

智能的创造”显得冗长赘余且不符合中

国人的语言习惯，可以采用词性转换的

方法，将其转化为动词“建立”，故得出

译文如下：

斯蒂芬·霍金教授曾经警告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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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强大的人工智能(AI)可能是“人类

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好的，也是最糟糕的

事情”。

2. 反面着笔的译法

反面着笔(negation )有时也称正说

反译或反说正译，其基本概念是原文从

一个角度下笔，译文恰恰从相反的角度

下笔。采取这个译法时被反面处理的可

以是词、短语，也可以是整个句子。有时

采用这个译法是被逼出来的，因为照原

文角度下笔在译文中行不通。正面硬闯

过不去，所以译者就掉转方向，从另一

个角度下笔，结果一下子就闯通了。[2]
例 如 ：That institute examined a

wider range of potential problems for hu⁃
manity, while the ILCFI has a narrow fo⁃
cus.

本句是一个复合句，while引出了

一个转折。如果直译的话后半句就是

“然而 ILCFI的关注点相对狭窄”，这样

的话在一整句话中就出现了两个主语

且衔接不够顺畅，不符合中国人叙述习

惯。因此我们可以采取反面着笔的译

法，反话正说，直接译为“该中心关注范

围更广”，使得行文更加通顺，主语得到

统一。故得出译文如下：

该中心研究过人类可能面临的种

种危机，关注范围比 ILCFI的更广。

3. 状语从句的译法

由于状语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表

达存在很多差异，所以我们可以采用贴

合汉语习惯的译法代替英文结构译出

来的句子，避免原文句型结构。例如：

We cannot predict what we might
achieve when our own minds are ampli⁃
fied by AI.

这里的when引导条件状语从句，

可以直接翻译成“当……的时候”,但是

为了避免这种纯粹英文结构的再现，我

们可以将其翻译成“如果……”,故得出

译文如下：

如果人类的智力被人工智能强化,
难以想象我们将实现什么样的新成就。

五、增减词分析

增词（下划线标注）

1．根据意义或修辞上的需要

（1）增加动词

（2）增加形容词

（3）增加副词

（4）增加名词

（5）增加表达时态的词

（6）增加量词

（7）增加承上启下的词

2．根据句法上的需要

（1）增补原文回答句中的省略部分

（2）增补原文句子中所省略的动词

（3）增补原文比较句中的省略部分

（4）增补原文含蓄条件句中的省略

部分

减词（下划线标注）

1．从语法角度来看

（1）省代词

（2）省非人称的或强调句中的 it
（3）省略连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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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省冠词

（5）省引导词

2．从修辞角度来看

（1）省略重复出现的词语

（2）根据汉语习惯，省略一些可有

可无的词

Concerns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Professor Stephen Hawking has
warned that the creation of powerful 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AI) will be "either the
best, or the worst thing, ever to happen
to humanity", and praised the creation of
an academic institute dedicated to re⁃
searching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 as
"crucial to the future of our civilization
and our species".

Hawking was speaking at the open⁃
ing of the Leverhulme Centre for the Fu⁃
ture of intelligence (ILCFT) at Cam⁃
bridge University, a multi- disciplinary
institute that will attempt to tackle ques⁃
tions raised by the rapid pace of develop⁃
ment in AI research. "We spend a great
deal of time studying history," Hawking
said, "which, let's face it, is mostly the
history of stupidity. So，it is a welcome
change that people are studying instead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 "

While the world- renowned physi⁃
cist has often been cautious about AI,
raising concerns that humanity could be
the architect of its own destruction if it
creates a super intelligence with a will of

对于人工智能的忧虑

斯蒂芬·霍金教授曾经警告世人，

建立强大的人工智能(AI)可能是“人类

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好的，也是最糟糕的

事情”,同时他对一所新成立的致力于

研究未来智能领城的学术研究机构表

示赞赏，认为这“对人类文明和生存的

未来至关重要“。

霍金在剑桥大学莱弗里休姆未来

智能中心的开幕典礼上发表了讲话。该

中心是一个多学科研究机构，试图解决

人工智能研究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些

尚无定论的问题。“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研究历史，”霍金说，“但面对现实吧,这
些大部分是愚蠢的历史。因此，人们如

今能够改为研究未来智能是一个可喜

的变化。”

这位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对人工

智能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他担心如果

人类创造出具有独立意志的超级人工

智能，可能会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但

很快他也强调了人工智能研究可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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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own, he was also quick to highlight the
positives that AI research can bring.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creating intelligence
are huge," he said. "We cannot predict what
we might achieve when our own minds are
amplified by AI. Perhaps with the tools of
this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e will be
able to undo some of the damage done to the
natural world by the last one industrializa⁃
tion. And surely we will aim to finally eradi⁃
cate disease and poverty. And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will be transformed. In short,
success in creating AI could be the bigges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ivilization."

Huw Price, the center's academic di⁃
rector and the Bertrand Russell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where
Hawking is also an academic, said that the
center came about partially as a result of the
university's Centre for Existential Risk.
That institute examined a wider range of po⁃
tential problems for humanity, while the IL⁃
CFI has a narrow focus.

AI pioneer Margaret Boden, profes⁃
sor of cognitive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 praised the progress of such
discussions. As recently as 2009 she
said, the topic wasn't taken seriously,
even among AI researchers. "AI is huge⁃
ly exciting," she said, "but it has imita⁃
tions, which present grave dangers given
uncritical use."

来的积极影响。他说:“创造人工智能有

着巨大的潜在好处。如果人类的智力被

人工智能强化,难以想象我们将实现什

么样的新成就。或许有了这次新技术革

命的工具，我们能够抚平上一次革命工

业革命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当然，我们

最终一定会向着消灭疾病和贫穷的目

标前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将被改

变。简而言之，人工智能的成功创造可

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瞩目的事件。”

休·普莱斯是该中心的学术主任，

他同时也是霍金教授所任职的剑桥大

学的伯特兰·罗素哲学教授。休·普莱斯

表示,该中心成立的部分原因在于剑桥

大学的人类生存风险研究中心。该中心

研究过人类可能面临的种种危机，关注

范围比 ILCFI的更广。

研究人工智能的先驱、苏塞克斯大

学的认知科学教授玛格丽特·博登称赞

了此类讨论的进展。她说，在 2009年,
甚至在研究人员中，人工智能的话题都

还没被认真探讨过。“人工智能激动人

心，但它有自身的局限性,如果不加批

判地使用,就会带来极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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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连贯分析

1. 主位推进模式（thematic progres⁃
sion），用（T1…n）,(R1…n)表示

由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这几段文字

重复最多的主位是霍金以及其他教授，

而述位则偏向于AI以及莱弗里休姆未

来智能中心(LCFI)。故这篇文章是围绕

着几位著名科学家对于研究机构功能

以及人工智能对于人类未来的威胁的

探讨。以下只举一例进行说明，其余可

参照文本。

Hawking (T2a=T1) was speaking
（R2a）at the opening of the Leverhulme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 (IL⁃
CFT)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a multi-
disciplinary institute (T2b=R1b) that
will attempt to tackle questions（R2b）
raised by the rapid pace of development
in AI research. "We (T3) spend a great
deal of time studying history (R3),"
Hawking said, "which, let's face it(T4=
R3), is mostly the history of stupidity
(R4). So，it(T5) is a welcome change
(R5) that people are studying instead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

如图所示霍金（T2a）在 ILCFT的开

幕式上发表了一篇讲话（R2a），他表明

该 研 究 所（T2b）在 解 决 一 些 问 题

（R2b），而这些问题出自于我们花费太

多时间研究历史（R3），所以我们要提

出转变（R5）。从总体上来说，该段主要

介绍了主位的主要信息和相关信息。

2.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和思维

导图

由文本内容可知，这篇文章分为四

部分。第一部分简要说明了霍金对人工

智能的态度以及对研究中心成立感到

的欣慰，第二部分阐述了人工智能研究

中心的职能和研究对象，第三部分简要

说明人工智能的优缺点，第四部分表明

了研究中心的积极作用。由文本内部的

互文指涉的箭头可以看出文本之间的

互文性，主要信息之间相互贯通，构成

语义链：

The establishment of ILCFT—the
threa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
function of ILCFT—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institute

Mind-map

从思维导图可以看出，该文本以霍

金教授对人类的警告引起下文，分别阐

述了其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和对人工智

能研究中心的赞赏和认可。对于人工智

能方面他指出人工智能存在着优点，但

它也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对于人工智

能研究中心他赞扬了其研究方向，认为

其对人类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为了例证

该中心在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作者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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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了休·普莱斯和玛格丽特·博登的观

点，表明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在对于人工

智能未来应用方向起到的重要导向性

作用。

七、语用分析

根据言外行为的不同，我们又可以

将言语行为分为以下六类：representa⁃
tives（阐述类）、directives（指令类）、com⁃
missives（承诺类）、expressives（表达

类）、verdictives（评判类）、declarations
（声明类）。这六大标记词已在文中以括

号标出。

由于本文是科技类文本，属于信息

类文本。从整体上看，文本用语以阐述

类（representatives）为主，主要向读者介

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的潜在优点

和威胁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在未来

人工智能引导和控制方面所发挥的巨

大作用。由于引用了几名教授对于AI
和机构的看法，故有几处表达类（ex⁃
pressives）的运用。

由于信息类文本的用意主要为传

递和表达信息，故重点分析言内行为

（locutionary act）。但文中也存在几处言

外行为（illocutionary）的例子：

"AI is hugely exciting," she said,
"but it has imitations, which present
grave dangers given uncritical use."

这句话出现在文章末尾，是研究人

工智能的先驱玛格丽特·博登教授对于

人工智能的看法和评价，她将AI有可

能带来的后果一分为二，表明虽然AI

的发明和创造十分激动人心，但它仍有

自身局限性，如果不加批判地使用，就

会带来极大的危险。言外之意就是号召

当局对人工智能的使用设限、警示科学

家以及生产厂家对于人工智能要批判

性地使用，不要因AI的无限制滥用而

导致人类的最终灭亡。

八、文化维度分析

从文化角度解析东西方对于人工

智能威胁的不安。

相对于中国人、日本人，西方媒体、

知识精英普遍对前沿科技有更多的戒

备与恐惧。从西方哲学的主体性角度

看，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人忧心忡忡。

在以人为中心的体系中，主体性强调人

的能动性、创造性与主导性。之于自然、

环境、客体化的世界，人是主导者、创造

者、塑造者。秉承这种思维的人自然对

比人更加“理性”和“智能”的超级智能

心存恐惧。大部分西方人工智能哲学方

面的研究是关于智能、意识方面的研

究，他们的底层思维还是近代以来占主

流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的主体性、

能动性以及主客体的分离等思想。

“天地人”三才，是中国固有哲学传

统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基本思想框

架。人存在于天地之间，人道与天道相

互贯通融合，人居中可参赞化育。对中

国正统社会影响最深刻的儒家思想强

调从人的社会性、关系性来认识人，理

解人。虽然儒释道对人生宇宙的本质看

法不一、对社会伦理规范各有侧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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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Analysis
of Scientific Text：Based on Concerns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AN Wenxin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Abstract】】The source text is selected from The Guardian. The article focus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erms of the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 cris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
is composed of English to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translation the-
ories.
【【KeywordsKeywords】】The transl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analysis

都没有把人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

和超级智能共处有何不可？这或许是中

国人普遍没有如西方人那样产生对超

级人工智能的生存级别的恐惧感的原

因之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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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类英语文本翻译实践与分析商务类英语文本翻译实践与分析———以—以AA
big-sum gamebig-sum game为例为例

于泓玥①

大连大学 大 连 116622 中 国

摘 要：本文中的英语文章选自英国经济学人集团出版的杂志《The Economist》2020年8月22
日刊，文章围绕中国两大流媒体巨头——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以及美国老牌流媒体网飞之间

的关系进行论述，文章由双语翻译和翻译分析两大部分构成，结合翻译理论对商务类英语文

本进行翻译和内在逻辑的分析。

关键词：翻译实践；商务翻译

①于泓玥，女，大连大学2018级翻译专业学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科技商务翻译

大额游戏

成立于2010年的视频网站爱奇艺

(T1)已经习惯了外媒称其为“中国版网

飞”(Netflix)(R1)。(阐述)鉴于视频流媒体

先驱网飞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功(R2)，
这个昵称(T2=T1)还不赖，(阐述)但但爱奇

艺的创始人兼CEO龚宇坚称(T3)，爱奇

艺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网飞加强版”

(Netflix plus)(R3)。(阐述)这样的宣称(T4=
R3)很大胆，因为正在亏损的爱奇艺的市

值只有只有美国这家娱乐业巨头的十五分之

一，后者的市值达到了2140亿美元(R4)。
(表达)但是但是，龚宇这么说也有他的道理。

与网飞一样(T5)，爱奇艺(T6=T1)也
为用户提供大量的授权和原创内容

(R6)。(阐述)但不同的是但不同的是，网飞(T7=T5)的

一、ST&TT
A big-sum game
Launched in 2010, iQiyi(T1) has

grown used to the foreign press calling it
“the Netflix of China”(R1) (representa⁃
tive). Not the worst nickname(T2=R1),
given the videostreaming pioneer’s suc⁃
cess(R2). (representative)ButBut Gong Yu,
iQiyi’s founder and boss, insists that his
firm(T3=T1) is more accurately de⁃
scribed as“Netflix plus(R3)”. (represen⁃
tative)A bold claim(T4=R3) for a loss-
making business worth one- fifteenth asas
much asmuch as America’s (cash-generating)
entertainment powerhouse with a market
value of $214bn(R4). (expressive)StillStill,
Mr Gong has a point.

Like Netflix(T5), iQiyi(T6=T1) of⁃
fers customers a deep catalogue of li⁃
censed and original content(R6). (re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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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ative) UnlikeUnlike Netflix(T7=T5), which
relies almost entirely on subscription fees
(R7), iQiyi(T8=T7) has multiple revenue
streams(R8). (representative)“Member⁃
ship fees”(T9), which start from 19.8 yu⁃
an ($2.87) a month, accounted for justjust
over half of iQiyi’s 7.4bn yuan in reve⁃
nues in the second quarter(R9). (repre⁃
sentative)The rest(T10) came mainly
from an online store (which sells“enter⁃
tainment- related merchandise”), a na⁃
scent mobile- gaming arm, an e- book
business and advertisements(R10); iQiyi
(T11=T8) operates a“freemium”model
which allows stingier users to stream
some content free of charge provided
they agree to watch ads(R11). (represen⁃
tative)

Conveniently for iQiyi(T12=T11),
which does little business outside its
home market(R12), Netflix(T13=T7) is
blocked in China, under laws that ban a
lot of foreign content(R13). (representa⁃
tive) ButBut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China is
free from the streaming wars(T14) of the
sort that pits Netflix against rivals like
Disney, HBO (owned by AT&T) and NB⁃
CUniversal (belonging to Comcast) (R 14).
(representative)Far from itFar from it. (expressive)
Mr Gong is battling Tencent Video(T15),
part of the eponymous technology con⁃
glomerate(R15). (representative)It(T16=

收入几乎完全来自用户订阅费(R7)，而
爱奇艺(T8=T7)有多种收入来源(R8)。(阐
述)“会员费”(T9)起价为每月19.8元(合
2.87美元)，在爱奇艺第二季度的总收入

74亿元中占比刚刚刚刚超过一半(R9)。(阐述)
爱奇艺其他的收入(T10)主要来自于在

线商城(销售娱乐相关商品)、新增的手游

部门、电子书业务和广告(R10)；爱奇艺

(T11=T8)实行“免费增值”的运营模式，

允许不想充值的用户能够在同意观看

广告的前提下免费观看部分内容(R11)。
(阐述)

对于海外业务寥寥无几(R12)的爱

奇艺(T12=T11)有利的是，由于中国法律

禁止了大量外国媒体内容在中国进行

播放(R13)，网飞(T13=T7)无法打入中国

市场。(阐述)但是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就能

够免于一场流媒体大战(T14)——就像

网飞和迪士尼、HBO(A&T 旗下)以及

NBC环球(隶属康卡斯特)等对手之间那

样的竞争(R14)。(阐述)然而然而，现实远非这

么简单(表达)——龚宇正在和腾讯科技

集团旗下(R15)的腾讯视频(T15)展开较

量。(阐述)六月底，腾讯视频(T16=T15)的
用户数达到了1.14亿，超过了爱奇艺的

1.05亿(R16)。(阐述)爱奇艺(T17=T1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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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5) overtook iQiyi at the end of June
with 114m video subscribers to iQiyi’s
105m(R16). (representative) Mr Gong’s
firm(T17=T12) shed 14m subscribers in
the most recent quarter(R17) whilewhile Ten⁃
cent Video(T18=T16), which also runs a
freemium model and charges subscribers
20 yuan a month, added 2m(R18). (repre⁃
sentative)

iQiyi(T19=T17) insists the setback
was down to one-off factors, such as vi⁃
rus- induced disruption to film produc⁃
tion, which temporarily emptied the con⁃
tent pipeline. Perhaps(R19). (expressive)
ButBut Tencent Video(T20=T18) offers a
richer selection of Englih-language con⁃
tent, including hit television series like

“Chernobyl”and“Silicon Valley”(R20).
(representative) More importantMore important, the ri⁃
valry(T21) between Tencent Video and
iQiyi is a proxy war between mighty Ten⁃
cent and fading Baidu, a search firm that
is iQiyi’s majority owner(R21). (represen⁃
tative)IndeedIndeed, iQiyi(T22=T19) seemed to
concede as much in its latest annual re⁃
port, writing that“competitors include
well- capitalised companies that are ca⁃
pable of offering compensation packages
more attractive to talents.”(R22) (repre⁃
sentative)

StillStill, as Westerners who pay for a
few video subscriptions can attest,

最近一个季度流失了 1400万名用户

(R17)，而而同样实行“免费增值”模式、会

员费每月20元的腾讯视频(T18=T16)却
增长了200万名用户(R18)。(阐述)

爱奇艺(T19=T17)坚持认为此次失

利是由一次性因素造成的，比如疫情导

致电影制作中断，使内容供应线出现了

暂时的空档(R19)。(表达)也许原因是像

爱奇艺所说的这样，但但腾讯视频(T20=
T18)却在此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英文影

视，包括《切尔诺贝利》、《硅谷》等作品

(R20)。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腾讯视频和爱奇艺

之间的竞争(T21)实际上是实力雄厚的

腾讯和日渐式微的百度——爱奇艺的大

股东之间的代理人战争(R21)。事实上事实上，

爱奇艺(T22=T19)在最新的年报中似乎

也承认了这一点，年报中写道“竞争对手

包括资本雄厚的公司，它们能够提供更

加吸引人才的薪酬待遇”(R22)。

不过，付费订阅好几个视频服务的

西方人们能够证明，流媒体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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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ing(T23) is not a zero-sum game
(R23). (representative) Gigi Zhou of BO⁃
COM International, a broker, reckons
the Chinese market(T24) will soon be
big enough to sustain both iQiyi and
Tencent Video, which also has yet to
make money(R24) (verdictive). Ms Zhou
expects 400m Chinese(T25) to sub⁃
scribe to video- streaming platforms
by 2023, up from some 300m in 2019
(R25). (verdictive) So long as no new ri⁃
val emerges, each firm(T26) could cap⁃
ture around 150m, helping them spread
costs over more subscribers and so turn
a profit(R26). (verdictive)

BeforeBefore streaming peace can break
out, iQiyi(T27=T22) faces another fight
(R27). (representative)On August 13th
it said it(T28=T27) was under investiga⁃
tion by America’s Securities and Ex⁃
change Commission afterafter a short-seller
accused it of inflating sales data, a
charge it denies(R28). (representative)
If found guilty, it(T29=T28) may have to
delist from New York’s Nasdaq ex⁃
change(R29). (representative)The firm’s
stable share price implies investors’
faith(T30) in battle- hardened Mr Gong
is unshaken(R30). (representative)

(T23)并非零和博弈(R23)。(阐述)交银国

际的周喆表示，中国市场(T24)很快就会

发展大到能够同时容纳爱奇艺和尚未

盈利的腾讯视频两家公司(R24)。(评判)
周喆预计，到2023年将有4亿中国用户

(T25)订阅流媒体平台服务，高于2019年
的3亿左右(R25)。(评判)只要没有新的竞

争对手出现，每家公司(T26)都能获得大

约1.5亿用户，帮助他们把成本分摊到

更多的用户身上，从而从而达到盈利(R26)。
(评判)

在流媒体领域趋于稳定之前之前，爱奇

艺(T27=T22)还有一场仗要打(R27)。(阐
述)8月 13日，由于卖空者指控爱奇艺

(T28=T27)销售数据注水，爱奇艺正在接

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但公司

否认这一指控(R28)。(阐述)如果被定罪，

爱奇艺(T29=T28)就可能不得不从纽约

纳斯达克交易所摘牌(R29)。(阐述)但目

前，公司稳定的股价表明，投资者对身经

百战的龚宇的信心(T30)并没有动摇

(R30)。(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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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域分析

1. Field(语场)
Text type(文本类型)：信息类文本

Text range(文本范围)：商业类文章

Subject matter(主题)：中国的流媒体

之争

Background knowledge(背景知识)
流媒体(Streaming Media)技术是指

将一连串的媒体数据压缩后，以流的方

式在网络中分段传送，实现在网络上实

时传输影音以供观赏的一种技术。流媒

体实际指的是一种新的媒体传送方式，

而非一种新的媒体形式。Netflix是一家

美国公司，在美国、加拿大提供互联网

随选流媒体播放等业务，该公司1999年
开始提供订阅服务。Netflix作为流媒体

巨头，从1997年上线到至今，在一个几

乎没有竞争的环境中，占据了绝大部分

市场份额，然而随着更多流媒体的加

入，让原本一家独大的市场有了很大的

不确定性。Disney+流媒体服务、苹果公

司推出的Apple TV+、2020年春，华纳的

HBO Max和NBC环球的NBC Universal
也加入战局，再加上之前已经上线的亚

马逊Prime Video，他们都有着各自的优

势和劣势，不同程度上影响着Netflix，因
此，Netflix一家独大的局面也逐渐被打

破。2014年，随着4G技术的不断成熟及

用户的不断壮大，中国视频网站用户也

呈大规模增长。与此同时，中国视频网

站市场也逐渐趋向饱和，一些大的视频

网站为了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开始选择

并购重组或强强联合的模式。重组联合

后，经过几年激烈的市场角逐，现国内

视频网站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凭借

BAT的力量和内容方面的优势三家长

视频平台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尽管目前

视频网站的会员数量及广告收入都比

较可观，但国内视频网站整体处于长期

的亏损状态。

Author’s purpose(作者意图)
说明中国国内流媒体的发展状况，

视频网站爱奇艺的运营现状以及两大巨

头——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为代表的中国

流媒体间的竞争未来。

2. Tenor(语旨)
Author’s background(作者背景)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是由英

国经济学人集团出版的杂志，由詹姆士·

威尔逊于1843年9月创办。杂志的大多

数文章写得机智，幽默，有力度，严肃又

不失诙谐，是全球阅读量最大的时政杂

志之一。杂志主要关注政治和商业方面

的新闻，杂志中所有文章都不署名，而且

往往带有鲜明的立场，但又处处用事实

说话。

Target reader(目标读者)
《经济学人》的读者定位多为高收

入、富有独立见解和批判精神的社会精

英，而本文的目标读者应为关注商业以

及流媒体领域发展的相关人士。

3. Mode(语式)
本篇文章属于正式体，目的在于以

爱奇艺为代表剖析中国当下流媒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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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以及未来走势，文章中多处运用现

实数据来佐证立场，逻辑严密，论证清

晰，专注于当下形势分析和未来趋势洞

察，立场鲜明，不偏不倚。

三、衔接分析

1. Logical Cohesion(逻辑衔接)
本文中衔接手段出现频率高，在文

中已做加粗标明，故在此只举典型做详

细分析，其余的可对照原文和翻译文本。

（1）对比和转折

Conveniently for iQiyi, which does
little business outside its home market,
Netflix is blocked in China, under laws
that ban a lot of foreign content. ButBut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China is free from the
streaming wars of the sort that pits Netf⁃
lix against rivals like Disney, HBO
(owned by AT&T) and NBCUniversal
(belonging to Comcast).

这里的but表示转折，在but之前的

句子表达的是由于网飞无法打入中国市

场而不会给爱奇艺带来太多的竞争压

力，但but后句子则说明爱奇艺仍然无法

避免国内的流媒体之战。

（2）语义上的附加和强化

More importantMore important, the rivalry between
Tencent Video and iQiyi is a proxy war
between mighty Tencent and fading Bai⁃
du, a search firm that is iQiyi’s majority
owner.

在此句中，more important后说明了

爱奇艺和腾讯视频背后真正的竞争者是

百度和腾讯集团，为了表示强调则译为：

更重要的是

（3）因果

So long as no new rival emerges,
each firm could capture around 150m,
helping them spread costs over more sub⁃
scribers and so turn a profit.

在市场足够大、用户足够多的情况

下，两家公司都能够获得相当数量的用

户，从而转亏为盈，这里的so后面接续的

就是在市场和用户数都达到一定水平条

件下而产生的盈利结果。

（4）时间和顺序过程

BeforeBefore streaming peace can break
out, iQiyi faces another fight.

before表明在流媒体之战落幕之前

爱奇艺仍然还有问题需要处理。

（5）过渡

StillStill, as Westerners who pay for a
few video subscriptions can attest,
streaming is not a zero-sum game.

still在这里承接了上文爱奇艺和腾

讯视频之间的竞争现状，still后用西方的

经验和国内现实预测了中国流媒体未来

的发展形势。

2. Grammatical Cohesion(语法衔接)
本文中语法衔接手段出现的不多，

以人称照应为主，存在部分替代现象，语

法衔接部分已在文中用双下划线标出，

此处只各举一例分析。

1) It overtook iQiyi at the end of
June with 114m video subscribers to 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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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i’s 105m.
这里的 it指的是腾讯视频，但为了

使句子连贯流畅则译为“腾讯视频的用

户数”

2) Indeed, iQiyi seemed to concede
as much in its latest annual report, writ⁃
ing that“competitors include well-capi⁃
talised companies that are capable of of⁃
fering compensation packages more at⁃
tractive to talents.”

这 里 的“well- capitalised compa⁃
nies”是爱奇艺年报中的描述，用来替代

腾讯视频。

四、连贯分析

1.主位推进(Thematic ProgressionThematic Progression)
主位推进模式在文中用 (T1…n),

(R1…n)表示。本文主要围绕爱奇艺的运

营和与腾讯视频间的竞争展开，段落中

出现次数最多的也是爱奇艺，所以能够

清晰地看出有关爱奇艺的信息是文字要

表达的主要内容，述位描写也与之相关，

下面举首段为例说明，其余可参照原文

标注。

Launched in 2010, iQiyi(T1) has
grown used to the foreign press calling it

“the Netflix of China”(R1). Not the worst
nickname(T2=R1), given the video⁃
streaming pioneer’s success(R2). But
Gong Yu, iQiyi’s founder and boss, in⁃
sists that his firm(T3=T1) is more accu⁃
rately described as“Netflix plus(R3)”. A
bold claim(T4=R3) for a loss- making

business worth one-fifteenth as much as
America’s (cash- generating) entertain⁃
ment powerhouse with a market value of
$214bn(R4). Still, Mr Gong has a point.

本段中，T1为爱奇艺，R1是有关爱

奇艺的简短介绍，T2为R1，R2的信息在

进一步介绍T2也就是R1。T3表面上看

是主位发生了变化，其实还是T1，R3围
绕T3也就是T1展开，T4为R3，R4对T4
作了更详细的解释说明，所以从总体上

看，本段一直在围绕主位介绍，主要信息

也都是与主位相关。

2.互文性

由全文内容可以得出，本文分为六

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爱奇艺并与老

牌流媒体Netflix简要对比，第二部分是

两家公司在运营以及收入上的详细对

比，第三部分开始介绍国内的流媒体竞

争，主要是爱奇艺和腾讯视频间的较量，

第四部分对比了爱奇艺和腾讯视频的经

营现状，第五部分继续聚焦于流媒体，基

于现实预测了流媒体之战的未来发展，

最后一段说明了爱奇艺现在面临的现实

问题。文本的主要信息之间相互连贯，构

成语义链如下：

“Netflix plus”(iQiyi)→contrast with
Netflix(blocked in China)→battling Ten⁃
cent Video→the operation of two compa⁃
nies→the future of the streaming war→
the difficult position.

五、语用分析

语言行为的分类的六大标记词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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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标出。

本文为商务类文本，属于信息类文

本，从整体上看本文内容以阐述类为主，

侧重提供客观信息而非主观看法，向读

者介绍爱奇艺以及流媒体的相关信息，

并无过多的言外之意，文中也存在表达

类和评判类，下面各举一个例子说明，其

余可对照文本中的标注。

A boldbold claim for a loss- making
business worth one-fifteenth as much as
America’s (cash- generating) entertain⁃
ment powerhouse with a market value of
$214bn. (expressive)

这个句子出现在第一段的末尾，这

里的bold表达的是对于龚宇称爱奇艺为

“Netflix plus”的态度，因为爱奇艺的市

值只有Netflix的十五分之一。

So long as no new rival emerges,
each firm could capture around 150m,
helping them spread costs over more sub⁃
scribers and so turn a profit. (verdictive)

这个句子出现在倒数第二段的末

尾，表达的是如果没有新的竞争对手，那

么两家公司都能够获得盈利，和平共处，

是对发展形势的一种判定。

七、文化分析

Netflix是美国的老牌流媒体，从数

据上看，Netflix的商业成绩无疑是这一

领域的第一，但是在2019年第二季财报

中Netflix透露，公司八年来首次在美国

境内经历了用户数量下滑，境外用户增

长也低于预期。对于Netflix这样的大公

司来说一个季度的不如人意不算大危

机，但在这场流媒体大混战中Netflix作
为成功的典范必须继续创新。在过去，流

媒体领域里Netflix可以说是一家独大，

垄断地位使Netflix的用户黏性很高，但

随着迪斯尼、NBC环球、AT&T和华纳等

好莱坞巨头加入战斗开始提供自己的

六、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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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式服务后，Netflix的竞争压力骤

然增大。流媒体混战中，尽管Netflix获取

了先发优势，但在大势所趋中，后来者的

实力与野心都不容小觑。

流媒体的战火其实早已燃到了国

内，2004年11月，中国第一家视频网站

乐视网上线。16年间，中国视频网站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无序发展到有

序竞争的发展历程，2014年，随着4G技

术的不断成熟及用户的不断壮大，中国

视频网站用户也呈大规模增长。与此同

时，中国视频网站市场也逐渐趋向饱和，

一些大的视频网站为了增强市场竞争能

力，开始选择并购重组或强强联合的模

式。重组联合后，经过几年激烈的市场角

逐，现国内视频网站的基本格局已经形

成。凭借BAT的力量和内容方面的优势，

“爱奇艺”“优酷”“腾讯”三家长视频平台

用户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9年底，整

体用户渗透率为80.2%。“爱优腾”已成

为视频网站的三巨头，稳居长视频网站

第一梯队。

爱奇艺的前身是百度在2010年以

“奇艺”为名投资组建的视频公司，2011
年11月26日启动“爱奇艺”品牌。2013
年，百度收购PPS视频业务，并与爱奇艺

进行合并，进行视频资源的深度整合，

2018年3月29日，爱奇艺在美国纳斯达

克挂牌上市，通过新的融资渠道作为资

金的支持，爱奇艺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处

于第一梯队的爱奇艺不仅面临着同梯队

的激烈竞争，同时也面临着第二梯队的

赶超，同时短视频的崛起也对爱奇艺等

视频网站产生冲击，内外部激烈的竞争

格局，促使每一个视频网站都必须引起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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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Analysis of Business
English Texts: Based on A Big-sum Game

YU Hongyue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Abstract】The source text is selected from The Economist, a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Econo-

mist Group. The article focuse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major streaming media giants in Chi-

na- iQiyi and Tencent Video, and the famous American streaming media Netflix. This paper is com-

posed of two parts: English to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the transla-

tion theory.

【KeywordsKeywords】Translation practice; Business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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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经济、政治、文化各领

域的交流与发展，多语言翻译需求量

剧增，国内外很多以人工为主的传统

翻译公司逐渐升级转为集语言、文化

和技术为一体的语言服务公司。为适

应新时代语言服务行业的需求，很多

国内外各高校的硕士和本科翻译专业

都设有翻译技术课程，培养翻译人才

的信息素养。本文拟讨论信息素养的

内涵和理论模型，并结合翻译技术课

程的教学实践，提出培养学生在信息

素养方面的翻译能力。

二、翻译能力中的信息素养和理

论模型

在知识型社会中，信息素养是终

身学习的基础，学习者可以不断了解

新的知识并扩展相关性研究 (Ward，
2006)。信息素养 (Information Literacy)
是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1989) 针对

翻译技术课程中译者信息素养的培养翻译技术课程中译者信息素养的培养
张晨曦①

大连大学 大 连 116622 中 国

摘 要：信息化时代的语言服务行业对译者的信息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本文拟基于信

息素养的内涵和理论模型，归纳信息素养的核心要素，重点探讨如何在翻译技术课程中围绕

这些核心要素，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

关键词：翻译能力；信息素养；翻译技术课程

①张晨曦，女，讲师，研究方向：翻译教学与翻译技术

栏目主持人：刘江（大连大学英语学院语言、认知与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副教

授、研究生导师）

本栏目展示英语学院四位青年老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的思考：张晨曦老师提

出，应该在知识、技术、资源和流程四个方面加强对译者信息素养的培养；邱敏老

师通过述评，比较四款翻译软件的实用性；周雯雯老师从确保译文最大限度忠实

原著出发，探讨把训诂学方法与典籍英译有机结合的可行性；杨轶殊和张建梅老

师从合同中通用条款的翻译和撰写予以阐释，分析基本条款中常用副词，明确双

方责任和权利的界定，有效地保护双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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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特点提出的重要概念，“一

个具有信息素养的人须能识别信息

需求，还应具备定位、评价并有效使

用所需信息的能力。”翻译活动从本

质上来讲是一种信息加工 (Wilss，
1996)，并且信息涉及多个学科领域。

伴随着信息社会与现代职业化翻译

的发展，译者需要理解、组织和管理

复杂的信息。因此，译者的信息素养

尤其重要。具体来讲，翻译的过程体

现了信息素养上述的三个方面：源

语言文本作为一种信息，译者首先

需要解读，判断是否可以理解原文

的信息，是否需要学习信息的相关

背景，然后需要进行相关知识的检

索，并对学习到的相关知识进行评

估，最后在新的语言环境中阐述出

来。

在翻译能力的研究中，近些年的

国内外学者将信息素养作为翻译能

力的子能力来研究。PACTE研究团队

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型(PACTE，2005)
和Transcomp团队提出的翻译能力构

成(Göpferich，2009)都提到了信息素

养中的工具应用子能力。EMT欧洲翻

译专家团队（2009）认为翻译能力包

括信息挖掘能力,即译者应该知道如

何使用搜索引擎或其他工具获取所

需信息。李瑞林（2011）提出培养翻译

人才的终极目标是素养的培养，其中

就包含信息数字素养。王华树（2015）
认为译者需要具备良好的信息检索、

辨析、整合和重构能力。王华树和王

少爽（2016）讨论了翻译技术与译者

信息素养的密切关系，建议将信息素

养作为构建数字化时代译者的能力体系

中的重要成分。

Pinto 和 Sales (2008) 通过跨学科合

作构建了译者的信息素养模型“INFOLI⁃
TRANS”(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transla⁃
tors)。他们提出的信息素养包括七个方面：

理解信息、确认和定义信息需求、定位和

搜索信息、分析和评估信息、整合与应用

信息、分享信息与拓展信息内容等。根据

上述信息素养所需要具备的能力，他们构

建 出 译 者 信 息 素 养 的 模 型 INFOLI⁃
TRANS。该模型主要包括三大模块(见图

一)：信息素养的内涵、能力和技能。其中第

一大模块信息素养的具体内涵包含四项

内容：知识 (knowledge)、技术 (technology)、
资源 (resources) 和流程 (process)。在第二

和第三大模块中，针对信息素养的具体内

涵，研究者提出了相关的能力与技能，如

认知能力、信息数字化能力、交流能力、流

程化与决策能力等。

图一 INFOLITRANS模型

结合翻译活动，译者的信息素养模型

INFOLITRANS阐述了以下四个方面：（1）
知识方面，包括翻译项目相关知识的获取

与知识的认知能力；（2）技术方面，包括翻

译工作所需的技术与数字化的信息技术

能力；（3）资源方面，包括获取翻译工作所

需的资源与沟通能力；（4）流程方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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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项目流程的设计与决策能力。

三、翻译技术课程中译者信息技

术的培养

在信息化时代，翻译技术已经成

为新时代译者必不可少的一门技能。在

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翻译专业教

学指南》中明确提出翻译技术课程要设

置为翻译专业的核心课程，要培养学生

具有熟练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翻译工具

的能力。翻译技术教师可以基于“INFO⁃
LITRANS”模型，从知识认知、技术应用、

资源获取和流程设定四个方面设置相关

教学活动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1. 知识认知

在翻译技术课堂中，教师应尽量

选取非文学类素材作为翻译任务的材

料，如法律、经济、工程、技术、医学等

文本。这是因为职业化翻译可能涉及

译者从未接触的专业领域，译者不可

避免会遇到不理解的领域知识和专业

术语。但是，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知

识认知能力，而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

其他专业领域的术语和知识。

在翻译技术课程中，教师可以根

据信息素养的三个方面，即判断需求

的能力、检索能力和评估能力，要求学

生首先进行自我判断需求，判断自己

是否能理解原文以及相关领域知识；

然后，要求学生对该领域的相关知识

进行检索和自主学习，如检索与原文

相关的知识文化背景和专业领域术语

等，增强学生对新知识的认知能力；最

后，要求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评估，

评估自己是否可以将学习到的知识应

用到翻译任务中。

2. 技术应用

翻译技术课程的教学内容从广泛

意义来讲，凡是与翻译任务相关的计

算机技术都需要学生学习。翻译技术

的课程体系包含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

的操作、术语管理与翻译、语料库与翻

译、翻译项目管理、机器翻译与译后编

辑、本地化翻译、技术写作与传播以及

译者初级编程等。在翻译专业本科阶

段，翻译技术课程主要内容为计算机

辅助翻译 (CAT) 技术，包括：（1）文本

处理技术，如OCR、语音识别、格式转

换和字数统计等；（2）翻译记忆工具，

如 SDL Trados、MemoQ、Wordfast 等 ；

（3）术语管理工具，如 SDL Multiterm、

火云译客术语模块等；（4）质量监控

QA工具等。

翻译工作所使用的技术总是伴随

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升级，教师

应该在翻译技术课程中重点培养学生

如何快速掌握一种新的信息技术的能

力以及技术思维。在遇到翻译问题后，

引导学生自己探索需要什么技术去支

持，是否可以应用自己曾经接触过的

软件，还是需要学习新的技术来解决

问题。此外，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多参加

翻译技术大赛，学习最新的翻译技术，

将课堂学习延伸到课外学习。

3. 资源获取

在翻译工作中，译者必须具备较

强的资源获取能力与团队沟通能力。

翻译技术课程重点培养学生的“搜

商”，即如何在海量的互联网中搜索到

所需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对于检索出的网络结果不可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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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培养学生的查证能力，在关键词的

挖掘、检索结果的甄别和检验方面，都

需要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进一步考证。

在翻译技术课程中，教师要求学

生掌握四类资源：（1）主流搜索引擎，

如谷歌、必应、百度、搜狗等，注意诱导

词的选择和检索规则等；（2）语料库，

如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 (COCA)、英国

国家语料库 (BNC) 和 Sketch Engine
等，掌握语料库检索技巧，并通过英语

语料库的统计数据进行检验，提高汉

译英的翻译质量；（3）在线术语库，如

联合国术语库、微软术语库、术语在

线、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

语库、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等；（4）机器

翻译，如谷歌翻译、必应翻译、百度翻

译、有道翻译等，掌握MT+PE的翻译模

式，即通过比较不同机器翻译的结果

进行译后编辑。此外，翻译技术课堂还

可以通过学生小组合作，培养学生在

团队中资源共享与沟通交流的能力。

4. 流程设定

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翻译活

动已由个人翻译转为协作翻译模式，

如云平台和众包等翻译模式。云平台

翻译模式也称在线协作翻译平台模

式 ，如 SDL Groupshare、MemSource
Cloud等。众包翻译模式是将巨大的翻

译任务碎片化，在短时间内分配给注

册审核的若干名译员，快速完成翻译

任务。教师可以在翻译技术课程中模

拟这些工作流程，在线发布翻译项目

作业，分配项目经理、译员和审校等不

同角色，完成译前准备、译中翻译、译

后审校、生成译稿等环节，使翻译项目

真实化，课堂社会化，并引导学生思考

用何种CAT工具进行翻译项目以及注

意翻译项目操作流程等细节问题，如

项目分析、文本处理、翻译资源管理、

翻译质量控制等非文字翻译类工作。

另外，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选拔学生

加入到语言服务公司的翻译项目中，

让学生有机会熟悉真实的翻译项目流

程，为今后进入相关行业打下基础。

四、结语

信息素养在译者翻译能力的构成

中是必不可少的。通过翻译技术课程在

知识、技术、资源和流程四个方面的培

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将得到进一步提

高。在当今的信息社会，培养翻译专业

的学生懂得利用技术解决翻译中的实

际问题，并在翻译实践中不断积累信息

技术的知识，培养应用信息技术的能

力，进而形成适合自己的信息技术应用

策略，最终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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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The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ranslators’information literacy.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and theoretical model of information lit-

eracy, this paper intends to summarize the core element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focusing on how to cul-

tivate students’translation competence in terms of those core elements in translation technolog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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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相对备受争议的机器翻译，在翻译

已经发展为语言服务行业重要内容之

一的今天（Li，2011），机助翻译（Com⁃
puter Aided Translation,简称CAT）技术

在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方面的作用，已

是业内的共识。在这一背景下，由高巍、

张晨曦编著，上海交通大学 2017年出

版的《翻译技术》一书的学术价值和社

会价值不言而喻。本文拟在介绍《翻译

技术》一书的内容和特点的基础上，探

讨机助翻译的发展及其带给我们的启

示。

二、《翻译技术》简介

《翻译技术》一书开篇将翻译提升

到语言服务的高度，指出机助翻译技术

已经成为整个翻译产业不容忽视甚至

难以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

上，高巍和张晨曦（2017）从译前、译中、

译后三个维度介绍并总结了机助翻译

技术知识。第二章至第四章从译前准备

的角度,首先讲述了文本处理的技巧以

及文本处理的相关软件应用,旨在将各

种类型的原文本处理成CAT软件可以

运行的文档;继而，讲解了翻译记忆库

和术语库的概念、功能及相关操作,为
翻译编辑做好铺垫。第五章至第七章从

译中翻译的角度,介绍了语料库与互联

网检索在翻译过程中的辅助作用,并介

绍了国内外主流CAT工具的操作。第八

章至第十章从译后处理的角度,介绍了

翻译质量的监控、翻译项目的管理以及

本地化相关知识。

《翻译技术》一书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逻辑严谨，适合高校外语特别是翻

译专业学生以及翻译从业人士的阅读

使用。每一章由中英双语的核心概念开

始,有助于学习者提前了解本章的重点

内容和关键词。每一章最后有关于实际

操作的思考题,便于学习者及时梳理总

结章节重点知识,即时下载相关软件进

行实际操练。在介绍各种软件的使用

机助翻译的发展及启示机助翻译的发展及启示
——基于《翻译技术》的思考

邱敏①

大连大学 大 连 116622 中 国

摘 要：《翻译技术》一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机助翻译的价值及相关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

相关人员不仅应及时跟进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根据实践需要做出有效选择，还应就实践

中遇到的问题对相关技术的应用予以不断完善，以确保机助翻译能够切实提高翻译效率和

质量。

关键词：《翻译技术》；机助翻译；翻译效率；翻译质量

①邱敏，女，讲师，研究方向：翻译技术

082



商务翻译（BUSINESS TRANSLATION）

时,以大量操作界面图片为辅助,清晰明

确,容易上手。本书兼具指导性与实践

性,可用作高校外语和翻译专业学生的

教材;对于从事语言服务行业的专业人

士,或者对翻译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士来

说,都是非常具有可读性和实操性的参

考用书。

三、相关软件的发展及启示

目前的很多CAT软件融合了多种

翻译技术,以翻译记忆和术语管理为主

要功能,附带质量保证、项目管理等功

能,所以掌握CAT软件的使用既是《翻

译技术》一书的重点，也是了解掌握机

助翻译技术的重点。鉴于自《翻译技术》

出版以来，相关机助翻译技术软件又出

现了一些新发展，这里重点介绍该书涉

及的 SDL Trados、MemoQ、火云译客和

Transmate四款CAT软件的发展及使用

情况。

1. SDL Trados的发展及使用

《翻译技术》一书重点介绍的是目

前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机助翻译软

件 SDL Trados 的操作及使用，以 SDL
Trados Studio 2015为例，讲解了如何建

立并使用翻译记忆库、术语库,如何进

行翻译编辑等操作。SDL Trados功能非

常强大，基本上将整个翻译流程整合在

了一起，中文官方网址 https://www.sdl⁃
trados.cn。SDL Trados拥有面向不同群

体的多款产品：面向自由译者和翻译团

队的翻译工具 SDL Trados Studio、基于

云平台的SDL Trados Live、面向项目经

理的 SDL Trados Business Manager、面

向Studio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专门的

术语管理工具SDL MultiTerm和软件本

地化工具 SDL Passolo。其中 SDL Tra⁃
dos Studio，拥有 SDL Trados Studio Pro⁃
fessional、Freelance 和 Starter 三 个 版

本，在官网可以注册申请 SDL Trados
Studio 30天免费体验使用。

书中介绍的版本 SDL Trados Stu⁃
dio 2015, 后 续 有 SDL Trados Studio
2017、SDL Trados Studio 2019 及 SDL
Trados Studio 2021版,其中 SDL Trados
2021版新增的 SDL Trados Live可以让

译者在个人电脑、移动设备和平板电脑

上灵活工作。但是与 2015版相比,新版

本的核心内容没有变化。另外,先前的

版本Trados 2007 SP3是最后一个与Of⁃
fice界面集成的版本,因为具有一边修

改Word里的文字格式一边翻译的优势,
而且界面更加简单直观,相对易操作,所
以目前有很多译者依然在使用旧版的

Trados 2007。
2. MemoQ的发展及使用

《翻译技术》一书介绍的另一款国

外常见的CAT软件是MemoQ，官方网

址https://www.memoq.com/，目前官网浏

览仅支持英、德、法、日四种语言，说明

对中国市场的投放不足。这款软件全球

市场占有率第二，欧洲市场占有率第

一,旗下主要产品包括面向翻译团队的

翻译管理系统memoQ server、可进行实

时团队协作、基于云平台的 memoQ
cloud、面向自由译者的memoQ transla⁃
tor pro、用于翻译项目管理的 mem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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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manager以及可以通过听写 30
多种语言进行翻译的 Hey memoQ。
memoQ的特点在于与大多数其它翻译

工具兼容，可以导入、翻译和导出由其

它翻译工具生成的文件，支持大多数文

档 格 式 ，例 如 microsoftword、XLIFF、
XML、SDLXLIFF或 INDD，内嵌了十七

个机器翻译引擎插件，支持100多种语

言之间的互译。

尽管 SDL Trados和memoQ功能相

对完善，但是操作也相对复杂，而且正

版 Trados和MemoQ软件收费昂贵，自

由译者很难承受，而国内的机助翻译技

术发展日新月异,很多软件技术公司开

发了CAT软件和翻译网络平台,其中很

多是免费的。而且国内的CAT软件操作

界面相对简单，更容易上手,比较符合

中国用户的操作习惯。

3. 火云译客的发展及使用

火云译客是《翻译技术》一书介绍

的一款在线翻译平台，其网址已变更为

https://pe-x.iol8.com，并更名为云译客。

目前云译客的网页版和电脑客户端版

本都可以免费使用。用户注册登录后，

主界面已变更为包含工作台、翻译、

Twinslator、术语库、语料库、订单、译客

江湖、工具包和帮助中心在内的九大模

块。在工作台模块，译者可以查看和管

理自己的翻译任务或翻译项目。翻译模

块包括快速机翻、任务列表、创建项目

和共享项目四个子模块。Twinslator（孪

生译员）是云译客打造的全新模块，是

指译者通过创建自己专属的 Twinsla⁃

tor，与机器翻译引擎合作，实现“人机共

译”。术语库和语料库是云译客为用户

提供的免费的术语及语料共享平台，译

者既可以通过云术语库、云语料库进行

查询，也可以建立并分享自己的术语库

及语料库。译者可以在新增的订单模块

进行在线抢单，通过完成翻译用户发布

的订单获取收益。在译客江湖的发现魔

方模块，译者可以通过参与平台活动获

得魔方，积累E力在E力商城兑换增值

服务。

4. Transmate的发展及使用

《翻译技术》一书介绍的Transmate
是成都优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开

发的机助翻译系统，官方网址已变更为

http://www.uedrive.com，目前旗下产品

包括Transmate单机版、Transmate企业

版、Transmate翻译教学系统和译马网

(jeemaa.com)。其中 Transmate单机版可

以免费注册使用，Transmate企业版和

Transmate翻译教学系统可以申请免费

试用。Transmate翻译教学系统是在企

业版的基础之上，结合高校翻译教学需

求,供学生学习了解机助翻译技术并进

行模拟实训的系统。该系统强调学生的

自主实践学习：包括系统管理平台、教

学管理平台、学生翻译平台及语料管理

平台。通过Transmate翻译教学系统，学

生可以更直观的了解机助翻译技术，熟

悉翻译公司的运作模式及整体翻译项

目流程，从而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实用型

翻译人才,提升高校学生的职业化能力,
增加就业的个人竞争力,为学生顺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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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场,迈出进入社会的第一步增加一

定的砝码。译马网是 Transmate旗下的

在线语言服务平台，翻译用户可以实现

从自动下单、订单管理、项目生产管理

到自动结算的全流程自动化。

四、余论

不可否认，目前的机助翻译依然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大众对机助翻

译技术的了解有限,如果不是翻译领域

的从业者,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机助

翻译,如果有了翻译需求,也不知从何入

手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其次,术语库和

语料库的应用是目前国内外CAT工具

的主要内容；如果术语库和语料库资源

建设不能及时跟进,势必会影响到翻译

的准确性和术语的一致性。再有,大多

数译者在使用CAT软件时,是以单机工

作为主,即使有团队协作,也缺少不同团

队间的沟通与合作,从而造成翻译工作

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影响翻译效率。针

对这些局限，笔者认为：不仅译者应该

主动自学相关机助翻译技术，还应该在

外语专业学生中加强对机助翻译技术

的教育；对专业人士来说，更要高度重

视相关领域的术语库和语料库的资源

建设；在软件开发方面，希望在不远的

将来,能够有一个大多数译者都认可的

翻译平台进行资源整合,使译者在真正

意义上实现资源共享,实现跨文化、跨

专业的翻译协作,从而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为中国文化输出、一

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等国家战略提供

强有力的语言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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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Technology
QIU Min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Abstract】Translation Technology introduces the value of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and the ap-

plication of related technologies in practice systematically. Related personnel should not only timely fol-

low up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technologies,make effective choices according to

practical needs, but als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technologies in light of the prob-

lems encountered in practice, so as to ensure that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can effective-

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translation.

【KeywordsKeywords】Translation Technology;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efficiency of translation; quali-

ty of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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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易经》被称为六经之首，是中国文

化之精髓所在。《易经》的英译本更是多

达十余种，分别有麦格基、理雅各、卫礼

贤、贝恩斯、韦利、汪榕培、沈仲涛译本

等。其中，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易经》

译本是其译介中国典籍的巅峰之作，被

公认是最出色的西方语译本之一，出版

后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广

泛而持久的影响，成为西方社会了解认

识中国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本

文以卫礼贤《易经》译本为范本，进行研

究。

《易经》的英译研究以1985年柯大

诩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介绍《易

经》英译本的文章为开端，在此期间出

公开发表的关于《易经》英译研究的论

文/著作 66篇/部，分为四大类，主要涉

及《易经》翻译史与国外研究、译本比较

研究、译文理论研究等。国内《易经》英

译研究虽然研究理论丰富，研究也相对

细致，但仍存在问题。1. 相对于其他典

籍的翻译，《易经》英译的研究论文数量

较少。2. 其研究多基于一家之言，停留

于翻译理论。前期论文以不同版本之间

对比研究为主，基于一家之言的中文理

解，评价各个译本翻译特色；后期以各

种理论为指导，但多局限于翻译理论。

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易

经》的中文释义尚未完全达成共识。因

此，《易经》的译介应从源头着手，先考

据《易经》原文的本意，对其进行语内翻

译。而对《易经》本意的考据，则需借助

训诂学的方法。

训诂学是以古代文献语言的词义

为研究对象，借助古代文献语言及用语

言解释语言的注释书，通过研究古代汉

语词的形式与内容结合的规律以及词

义本身的内在规律，准确探求和诠释古

代文献的词义的学科。国学大儒黄侃先

生曾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

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

释语言之谓。”是故，“训诂之意在于确

定典籍之义。”由此可见，训诂学有助于

确定典籍字词含义、理解句意、理顺文

本，是解读典籍文本的前提。因此要研

训诂学视角下卫礼贤训诂学视角下卫礼贤《《易经易经》》英译本研究英译本研究
周雯雯①

大连大学 大 连 116033 中国

摘 要：本文拟借助训诂学中“以形索义”、“音声求义”和“比较互证”的方法，对卫礼贤《易

经》译本进行研究，赏鉴既有译文并指出其中的的误译，旨在探究训诂学与典籍英译的有机

结合，确保译文最大限度忠实原著。

关键词：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

①周雯雯，女，讲师，研究方向：翻译

087



商务翻译（BUSINESS TRANSLATION）

究《易经》译文，必须先用训诂之法，解

读《易经》之意，在明了本意的基础上，

对译文进行探讨。

本文只是训诂学与《易经》译介相

结合的初始阶段，因而只是尝试性的用

训诂学方法对卫礼贤《易经》译本进行

研究赏鉴，同时指出其中的误译，为后

续的语内翻译打下基础。

二、训诂学方法

许慎《说文解字》：“训，说教也。”段

注：“说教，说释而教之”。《说文》：“诂，

训故言也。从言，古声。”段注：“训故言

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因此，

训诂即为解释。同时黄侃先生指出“训

诂之事，在解明字义和词义。因为解释

句子正是建立在解释词义的基础上的，

只有先弄懂了词义，然后才能进一步弄

通句意……但是单个词儿的意思懂得

了，整句话的意思不一定也能够懂得，

所以训诂学的内容除了释词而外，还要

进一步去解句，即解释整个句子的含

义。而要弄通句意，还必须对句子进行

语法分析，对于某些特殊的修辞现象，

也不能忽略，所以语法和修辞，也是训

诂学所不能不过问的”。训诂学主要采

用的方法分别有：以形索义，因声求义

和比较互证。其中，“以形索义”是“运用

表意汉字的字形与它所记录的词汇相

互适应的关系来推求本义的方法”；“因

声求义”是“一种利用语音线索来明假

借、系同源、考证古书词义的方法”；

“比较互证”即“用已知的音或义相关来

证明类似的音或义也相关”。因此，本文

将主要以“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

“比较互证”为研究方法，对卫礼贤《易

经》译本进行研究。因卫礼贤译本对部

分卦名进行了字形分析，因而，本文主

要运用“以形索义”的方法对其译本进

行佳译赏析，然后尝试性地运用“因声

求义”和“比较互证”的方法考证译本中

的误译，进而探究训诂学与《易经》翻译

的结合方法。

三、基于训诂学方法的卫礼贤《易

经》译本佳译赏析

例1：《易经》书名翻译

原文：《易经》

译文：I Ching /Book of Changes
解析：无论是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战

国竹简，还是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

土的汉初帛书，涉及古经《易》书名的

原始记载均为《易》，及至1685 年，法国

皇家科学院院士、数学家白晋（1656—
1730）奉法王派遣来到中国传教，在传

教的同时开始研究《易》，后著有《易经

大意》等著作，国际上始将《易》改称为

《易经》。因而对于《易经》书名的翻译，

应着力于“易”字的释义。

甲骨文的“易”有两种写法，即为

“ ”与“ ”。 之形态，东汉许慎《说

文解字》解“易”字曰：“蜥易，蟈艇，守宫

也，象形。”许慎认为“易”字壁虎类爬行

动物，此字是一个象形字，据说这种动

物能在一天十二个时辰变换十二种颜

色，来迷惑天敌而保护自身不受杀害，

故假借为“变易”之“易”。许慎《说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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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后又引《秘书》：“日月为易，象阴阳

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属皆从易。”《秘

书》即《炜书》，认为“易”字上“日”“下”

“月”构成，所谓“日月为易”，有日月更

迭，交相变易之意。因此在《说文解字》

中，许慎将其解释为改变。卫礼贤译本

将《易经》书名译为 Book of Changes，取
“变化”之意，符合《易经》的基本要义。

例2：“屯”卦卦名

原文：屯

译文：Chun/ Difficulty at the Begin⁃
ning 并解释“a blade of grass pushing
against an obstacle as it sprouts out of
the earth”.

解析：

屯，甲骨文 像一颗种子，上有嫩

茎 ，下有细根 ；在根部加一撇指事符

号表示种籽扎根。有的甲骨文 写成与

“生”相似的字形，下部（屮）像种子刚

破土萌发，上部 像幼苗的嫩稍。《说文

解字》：“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

而難。从屮貫一。一，地也。”故“屯”字，

即早在萌出时受阻碍的状态。卫礼贤将

此字的字形做了分析，“a blade of grass
pushing against an obstacle as it sprouts
out of the earth”(草在萌出时受阻)，因
而将“屯”卦卦名译为“Difficulty at the
beginning”(初期受阻)，其解读是合乎

该字本义的。

例3：蛊卦

原文：蛊

译文：Ku/Work on What Has Been
Spoiled (Decay)，并解释：The Chinese
character ku represents a bowl in whose
contents worms are breeding.

解析：“蛊”字字形演变如下：

。清代陈昌治

刻本《说文解字》曰：“腹中蟲也。”《春秋

傳》曰：“皿蟲爲蠱。”这与卫礼贤译本对

“蛊”字的解释相同，即“The Chinese
character ku represents a bowl in whose
contents worms are breeding.”在对“蛊”

字的字形进行分析之后，卫礼贤将卦名

译 为 “Work on What Has Been
Spoiled”, 这一释义符合字义。

四、基于训诂学方法的卫礼贤《易

经》译本误译辨析

1．基于“因声求义”的误译辨析

例1：《小畜》九四

原文：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译文：If you are sincere, blood van⁃
ishes and fear gives way. No blame.

解析：原文中的“血”，《汉语大辞

典》释义，“血”通“恤”，陆德明释文引马

融曰“血，当作恤，忧也”。而卫礼贤译本

直接将“血”译为“blood”，并未因“血”

因而求义，未尽原文之意。

例2：《小畜》九五

原文：富以其邻

译文：You are rich in your neigh⁃
bour.

解析：“富以其邻”中“富”实为

“服”。证于古籍，《书·顾命》“昔君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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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平复”，“丕平复”即“斯编服”。“服”即

《左僖公十五年传》“服者，怀德之服”，

言与邻相顺服不相犯。而卫礼贤译本

中，未因“富”之音训其意，将其译为

“rich”,此为误译。

例3：《家人》上九

原文：有孚威如终吉

译文：His work commands respect.
解析：“有孚威如终吉”中“威如”应

为“畏如”。《孟鼎》“亯奔走畏天畏”即为

“亯奔走畏天威”；《毛公鼎》

即为“旻天疾威”。但从卫礼贤译本

来看，“respect”（尊敬）只有尊敬之意，

并无敬畏之意，未能忠实原文。

2. 基于“比较互证”的误译辨析

例4：《晋》六二

原文：于其王母，

译文：One obtains great happiness
from one’s ancestress.

解析：经考证“王母”即“母”，《史伯

硕父艮》以“皇考”与“王母”，“泉母”并

列。金文称“母”曰“王母”。因此，王母并

非“祖母”，“王”乃尊大之意。

卫礼贤将此处处理为“ancestress”
（女性先祖），三人均未对“王母”进行

义训，因此都有原文有差异。

例5：《损》初九：

原文：巳事遄往

译 文 ：Gone quickly when one’s
tasks are finished.

解析：“巳”为“祀”的假借字，“巳

事”即“祀事”。在译本里，“祀事”只被翻

译为“task”（任务），与原文不符，未达

其意。

由此可见，通过训诂学的方法对

《易经》英译本进行考据，可以规范并矫

正译本中的一些误译和不足之处，进而

更为真是的还原《易经》的原貌。

五、结论

训诂的首要作用是对典籍中古字

词的音、义进行正确解读，其是典籍英

译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因而，利用

训诂学的基本方法，以文字本身为研究

对象对《易经》进行语内解读，然后对不

同译本进行比较，进而开展语际翻译，

才能确保所译之《易经》最大程度地传

达《易经》文本的原有信息。当然本研究

所采用的范式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

善。因是对范式的初次尝试，因而只以

经典译本之一的卫礼贤《易经》译本为

研究对象。下一阶段，应选取几个经典

译本进行平行比对，同时对《易经》原文

中的已训字和未训字进行统计，以期更

准确的对《易经》进行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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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Richard Wilhelm’s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from Exegetical

Perspective
ZHOU Wenwen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033, China

【AbstractAbstract】With the help of exegetical methods, which are explaining the meaning from character

forms, explaining the meaning from the sound and explaining the meaning from the related docu-

ments, this article will appreciate Richard Wilhelm’s translation vers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at

first, and will then illustrate some mistranslation in this version from the exegetical perspective, in or-

der to more faithfully expres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n English, while exploring

the way of combining exegetics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eywordsKeywords】 explaining the meaning from character forms; explaining the meaning from the

sound; explaining the meaning from the related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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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合同语言的主要特点之

一就是古语的频繁使用。古语词属于具

有正式用语风格的词，这些古英语词汇

不但可以避免用词重复和文句过长而

且还使合同语句简练、准确、有说服力，

起到了连贯上下文的作用。常用的这类

古语词是由here、there、where等副词分

别加上与 in、on、to、of、at、by、after、up⁃
on、under、with等一个或几个介词，共同

构成一体化形式的公文语副词。这些词

都表示固定的含义，在合同写作和翻

译时都不可拆分，体现了英语合同语

言的庄重和严谨。（傅伟良，2003：159）
1. hereby：by means of , by reason

of this（特此,因此,兹）
常用于法律文件、合同、协议书等

正式文件的开头语；在条款中需要强调

时也可用，一般置于主语后,紧邻主语。

This Contract is made and signed
in____(place) on____(date), by and be⁃
tween_____(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Buyer).The buyer hereby orders from

the Seller the following goods subjects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本合同由____（以下称卖方）和

____（以下称买方）于____年____月
____日，在____签订。特此，买方向卖方

订购下列产品，条件如下：

说明: 规定买卖双方的签约时间

和地点，通常置于合同开头部分。翻

译时将状语部分置于谓语前，按照时

间在前，地点在后的顺序，符合中文

合同的结构特点。同义词和近义词并

列在英文合同里十分普遍,这是出于

严谨和杜绝漏洞的考虑,有的也属于

合同用语的固定模式, 如此文本中的

made and signed，表示签订；by and be⁃
tween强调合同是由“双方”签订的,因
此双方必须严格履行合同的责任. 在
英语合同写作，汉英合同翻译时为注

意事项。

2. Herein：in this (此中，于此)
表示上文已提及的“本合同（中）

的...本法（中）的...”等时，使用该词。

商务文本中的副词翻译方法商务文本中的副词翻译方法
杨轶殊① 张建梅②

大连大学 大 连 116622 中 国

摘 要：在翻译和撰写国际贸易合同时，为了使每一个合同条款清晰、准确，会在合同条款

中频繁使用大量副词。本文将对合同中通用条款的翻译和撰写予以阐释，分析基本条款中

常用副词，明确双方责任和权利的界定，有效地保护双方的利益。

关键词：商务合同；合同条款；翻译技巧；副词

①杨轶殊，女，讲师，应用语言学及英语教学

②张建梅，女，副教授，应用语言学及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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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air competition mentioned herein”,
可译为“本法（中）所称的不正当竞争”。

The terms“FOB”,“CFR”or“CIF”
shall be subject to the“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e
Terms” (INCOTERMS, 2000) provided
by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herein.

除非本合同另有规定，“FOB”、
“CFR”和“CIF”均应依照国际商会制定

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
TERMS）2000》办理。

说明: 属于合同运输条件条款的一

部 分. 其 中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herein 翻译时位于句首，起强调作用。

3. Hereinafter: later in the same
contract (以下，在下文)

一般与 referred to as, called等词组

连用，以避免重复.置于这些词组前面，

与之紧邻。

This Agreement is entered into
through friendly negotiations between
____Co.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Party A”) and ____Co. (hereinafter re⁃
ferred to as the“Party B”) based on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to develop
business on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forth below:

本协议由____（以下称为甲方）和

____（以下称为乙方）为发展业务在平

等互利的基础上签订，其条款如下：

说明: Text 1 中 the terms and condi⁃
tions 是近义词并列，表示合同条款。

4. Hereof: of this (关于此点；在本

文件中)
在表示上文已提及的“本合同的、

本文件的……”时，使用该词。例如表示

本合同条件、条款时，可以说“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provisions hereof”，这里

hereof表示“of this Contract”。hereof和
thereof 的区别：hereof 强调“of this”。
thereof强调“of that”。此词一般置于要

修饰名词的后面，与之紧邻。

Unfair competition mentioned in
this Law refers to acts of such business
Operators as contravene the Provisions
hereof, with a result of damaging the law⁃
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ther business
operators, and disturbing the socio-eco⁃
nomic order.

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

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李

峣，2009：12）
说明: 属于不正当竞争条款，定义

了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 such …as 是

关系代词，要限定的词是位于之间的

“business Operators”。
5. Hereto: to this (至此，对此)
在表示上文已提及的“本合同的...

本文件的...”时，使用该词。例如表示

“本合同双方”，可以说“the Parties here⁃
to”，这里 hereto表示“to this Contract”；
表示“本协议附件4”，可用“Appendix 4
hereto”，这里 hereto表示“to this Agree⁃
ment”。此词一般置于要修饰名词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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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与之紧邻。

This Contract is made for the bene⁃
fit of the Parties hereto and their respec⁃
tive lawful successors and assignees and
is legally binding on them.

本合同的受益人为本合同双方

以及双方合法继受者和受让人并对其

有法律拘束力。

说明: 属于合同中约束合同各方权

利条款的一部分。上述文本中，hereto紧
邻其修饰词之后，同样的Parties hereto
都表示的是Parties to this Contract。

6. Thereafter; (此后；之后)
thereafter为副词，一般用于修饰合

同条款中的时间状语，逻辑上显得更为

严密.例如 the third month thereafter 可
翻译为“之后第三个月”。置于所修饰词

后,紧邻所修饰词。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utomati⁃
cally renewed for one year terms thereaf⁃
ter unless and until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thereto by giving six months' writ⁃
ten notice to the other.

除非一方当事人提前六个月向另

一方当事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终止本

合同，否则本合同逐年自动延长一年。

说明: 规定合同延长的条件与期

限。（彭萍，2008：212）
7. Therein：in that; in that particu⁃

lar context; in that respect (在那里；在那

点上，在那方面)
在表示上文已提及的“合同中的

……，工程中的……”等时使用。置于所

修饰词后,紧邻修饰词。

Party C or New Company shall re⁃
tain all rights with respect to the specifi⁃
cations, plans, drawings and other docu⁃
ments and Party B undertakes not to dis⁃
close the same or divulge any informa⁃
tion contained therein to any third coun⁃
try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Party C or New Company.

丙方或新公司应保留有关说明书、

计划书、图纸和其他文件的所有权利且

乙方应承诺未经丙方或新公司事先书

面同意不披露上述文件或泄露上述文

件所包含的任何信息给第三国。

说明: 属于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其

中without 引导的状语在翻译时前置，

符合中文习惯。（尹小莹 杨润辉，2008：
16）

结语

本文介绍了普通英语中极少使用

却是英语商务文本不可或缺的副词，本

文对每个词特定的不可替代的语义含

义、用法、译法及在文本中凸显的鲜明

的特点作出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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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of Adverbs in Business Contract
YANG Yishu ZHANG Jianmei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Abstract】When translating and wri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ntracts, a large number of ad-

verbs are frequently used in order to make each contract clause clear and accurate. This article will ex-

plain the translation and writing techniques of the general terms of the contract, analyze the commonly

used adverbs in the basic terms, clarify the defini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of both parties,

and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both parties.

【KeywordsKeywords】business texts; contract clauses; translation techniques; ad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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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

现代化进程，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

也日益凸显，国家和个人在学习等领域

的对外沟通和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文化

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和相互交流即

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重要，这对外语

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跨文化外语教

学是文化教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外语教学要实现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

的相融合，胡文仲提出文化教学应该贯

穿整个教学过程，外语专业的诸多课程

都需要从跨文化角度来教。跨文化教学

已然显示出学术研究和外语教学改革

跨文化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现状跨文化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及改革探讨及改革探讨
——以大连大学为例

于辉①

大连大学 大 连 116600 中 国

摘 要：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为了响应国家对外语教学的更高要求，跨文化交际能力和

教学理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结合大连大学的实情，从大学英语的课程要求、课程设

置、教材和师生等角度分析跨文化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以期改变现状并探讨大学英语跨

文化教学改革。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①于辉, 女, 讲师, 研究方向：大学英语教学

栏目主持人：王善江（大连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栏目收录了与大学英语跨文化内容相关的两篇论文。李瑞凌和金威通过跨

文化语境创设的案例教学，分析了跨文化语境创设的可能性，探索了跨文化语境创

设的方法，提出了英语教师需要具备“大文化观”，兼顾中西方文化，培养学生的跨

文化意识和思辨能力。于辉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探讨了跨文化视角下大学

英语教学改革现状，提出跨文化外语教学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以期提高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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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本文结合大连大学的实情，

从大学英语的课程要求、课程设置、教

材和师生等角度分析跨文化视角下的

大学英语教学并探讨大学英语跨文化

教学改革。

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的

重要性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响

应国家对外语教学的更高要求，我国所

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越来越

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我国高校外语教

学作为跨文化教育最有效、最重要的阵

地之一，为培养跨文化人才提供了坚实

的平台（王晓宇 潘亚玲，2019）。从根本

上而言，跨文化外语教学理念从目标到

内容始终都在响应国家对现代外语教

学的发展要求( 付小秋 张红玲，2017:
90)。纵观2004年、2007年的《大学英语

课程要求》和2015年的《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可以看到跨文化交际内容、跨文

化交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文字

表述，同时在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性

质、目标、要求等方面也体现出跨文化

教学重要性的提升。

在 2004 年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

教学要求( 试行)》中，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开始受到关注(杨盈 庄恩平，2007:
13)，在教学性质、目标、要求中明确提出

跨文化交际内容：大学英语不仅是一门

语言知识的基础课程，更是大学生拓展

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重要教育课程。

大学英语的课程设计应该既要考虑培

养文化素质还要传授国际文化知识，使

大学生通过语言这种载体了解西方的

科学技术、文化习俗等知识。另外，要尽

量在教学过程中安排跨文化交际方面

的内容，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2007年，社会的发展对高校教育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国家教育部门颁

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该要求

中指出了大学英语课程具有工具性、人

文性的特征，明确教学内容除了语言方

面的知识、技能外，还包括人文方面的

情感、素养、理想，这充分体现出一种转

变，即从以往认为英语只是一门工具转

变为英语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

2007 年正式版《大学英语课程教

学要求》和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2020年)》
发布，培养跨文化人才的要求日益明

晰，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国

际化外语人才不可或缺的能力，促使跨

文化外语教学研究成果激增（王晓宇，

潘亚玲 2019）。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5）延续

了 2007年对大学英语课程的定位，再

次强调了英语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

力、综合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意识等

教学内容，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

外语专业的核心教学内容之一。

英语教育的普及、社会的发展、高

校的扩招等变化都对高校英语教学提

出了新的挑战。为了迎接这些挑战，国

家教育部门不断改进教学目标，从最初

的传授语言知识、操练语言技能，大学

英语教学逐渐转变为重视文化对大学

生的影响作用，要从文化的角度来深入

改革大学英语教学。在提高大学生英语

水平的前提下，全面提高他们的综合文

化素养。虽然最新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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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强调了大学生要学习英语文化，但

对文化教学的内容、要求、评估等都没

有给出详细的要求，文化教学依然只是

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另外，其中所涉

及的国际文化、外国文化被人们默认为

英美文化，丝毫没有提及大学生的母语

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不足，应

该引起教育部门的关注。

针对我校大学英语教学现状的几

点思考

现结合我校的实情，从大学英语的

课程设置、教材和师生等角度分析跨文

化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我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会做

人、能做事、会学习、能创新，有高度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

化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其中的国

际化视野可以解读为对应大学英语教

学指南中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我校2015
年《人才培养质量分析报告（2011-2013
届）》数据显示，用人单位认为我校毕业

生外语水平差，应用型专业学生英语听

说能力不达标，研究性专业学生英语学

习与专业知识脱节。

在2015年以前，我校大学英语课程

设置主要以工具性为主，强化学生的英

语应用能力，课程设置中对于自主学习

能力、综合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意识

的体现不足，所以导致教学效果没有达

到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还需要进

一步落实课程标准（曹盈 王善江，

2020）。
笔者曾带领黄旭婷、王雨欣等大学

生创新创业团队成员几人随机对大连

大学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120名在校

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的有效问卷

119份。问卷是关于大学英语教学中的

文化和跨文化方面的内容，涵盖了教

材、教师和学生这三个角度。

大学英语教材中所涉及的文化内

容对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影响

巨大。从课程使用的教材这个角度来看，

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现有的教材

中，中西文化的比例安排并不十分合理，

甚至严重失衡。接近九成的被调查者认

为英语教材中有必要出现中国文化。此

外，90％以上的调查者迫切希望学校能

够开设跨文化交际等相关课程。

从对教师的评价来看：只有一半的

被调查者认为老师上课的内容能够做到

语言和文化并重，认为教师更加注重语

言本身而忽视了背景文化的讲解的学生

占比接近40%。另外，70％以上的被调查

者希望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能够更多地涉

及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知识。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99％以上的被

调查者都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甚至

有7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其很重要。

但是，被调查者中80％的学生认为，即

使经过了多年的英语学习，他们仍无法

较好地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

跨文化视角下我校大学英语教学

改革探讨

增强文化意识、丰富文化知识、培

养文化能力、跨越文化差异是大学英语

教学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孔德亮 栾述

文，2012）。本文从下面几个方面阐述我

校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改革：

1. 优化课程设置，注重跨文化教学

结合我校的现状和大学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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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首先要通过优化课程设置来落实

课程标准，注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从 2015年开始，从学生需求出发

我校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GDA三阶段

体系。GDA分别指通用英语（G）, 拓展

英语（D）和学术英语（A）。通用英语（G）
指的是大学英语基础性课程，旨在提高

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拓展英语(D)是
拓展类的课程，涵盖文化、语言技能、语

言应用几个方面，旨在拓宽学生国际视

野；学术英语(A)对接学生专业学习，助

力学术水平和职场成长。目前我校已建

成4门通用课程，18门拓展课程，2门学

术课程和 14门综合教育选修课程（王

善江，2020）。在大学英语的通用英语课

程之外，开设的拓展课程中有文化类

的，如美国文化概况、英国文化概况、中

国文化概况、跨文化交际、英文电影中

的中美文化比较、人文经典选读等。

跨文化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

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教学模式转变为

“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外语专业的诸多

课程都需要从跨文化角度来教”( 胡文

仲，2013：6) 。在优化了课程设置后的

GDA体系中，跨文化教学不仅仅体现在

拓展英语的文化类课程上，还应该力争

贯穿在GDA体系三个阶段的所有英语

课程中。

2. 转变师生观念，树立新的教学思

想

相对于传统外语教学，跨文化外语

教学是一个新的外语教学思想。要开展

跨文化外语教学，首先要转变教师和学

生的思想观念，重中之重是在教师中树

立跨文化教学的思想。教师的跨文化素

质即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教学能力是

基础，关系着跨文化教学思想的贯彻、

跨文化教学方法的实施、跨文化教学活

动的开展和跨文化教学目标的实现（孔

德亮 栾述文，2012）。转变学生的思想

观念重点是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意识

和能力，不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探

索精神就不能成为具有跨文化交际能

力的人。只有师生观念的转变，树立起

跨文化教学的新思想，才能落实我校的

人才培养目标，提升学生英语的语言应

用能力，拓展国际化视野，提高文化素

养，打造终身学习能力。

3. 积极推动跨文化外语教学改革

教师的跨文化教学是基于跨文化

教学的思想和意识，通过掌握跨文化教

学的原则和方法实施开展跨文化教学

的课堂活动，然后反思自己的教学和课

堂教学研究，教师的上述种种跨文化素

质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学校提供相应

的培训和研修，也离不开教师自身不断

学习提高。

一方面，我校为大学英语教师提供

海外轮训、短期集训以及各种相关的培

训，有助于教师转变教学思想，改革教

学模式，更新教学手段，优化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学院层面上组建教学团

队，定期开展集体备课，研讨教学设计，

为课程标准的落实提供师资保障。同

时，教师自身加强跨文化教学方面的研

究和学习，通过理论的研究来带动教学

的实践，利用计算机、多媒体、雨课堂等

智慧辅助手段，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

模式探讨并推进跨文化教学的新模式。

从总体而言，跨文化外语教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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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面还有待扩大，跨文化外语教学研究

以外语学界和教育学界学者为主要研

究力量，但是相对于广大的外语教师而

言其影响面较小。其次，尽管跨文化教

学的研究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并在研

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等方面取

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相关的实证研究

还有待增加。再者，培养学生跨文化交

际能力必须立足我国的国情，从高校自

身的现状出发，没有现成的照搬照抄模

式。要推进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研究

和教学改革还需专家、学者、一线教师

等多方人员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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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orm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rom the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 Take Dali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YU Hui
Dalian University, 116600, Dalian, China

【AbstractAbstract】Along with the soci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in response to our country’s higher

request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greater importance has been increasingly attached to the in-

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the teaching notion. From a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this pa-

per analyze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curriculum setting,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Dalian University, and discusses the re-

form of College English intercultural teaching so as to change the present situation.

【KeywordsKeyword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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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

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

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是大

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在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培养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客观上，

由于缺少交际环境，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培养在操作上难度更大。我们也有主观

认识上的误区：长期以来认为提高了学

生的语言运用技能也就提高了跨文化

交际能力；在实际操作中仅仅局限在为

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而讲解相

关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上。针对跨文化

交际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和瓶颈，英语

教师有必要对课堂教学设计进行再思

考和再审视，在跨文化语境下创新教学

设计，充分挖掘大学英语课程丰富的人

文内涵，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跨文化语境创设的个案

在第二届“外教社”杯决赛中，武汉

大学的靳奇老师的教学设计是跨文化

语境创设的成功范例。他授课的题目是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这是一篇

以“诚信”为主题的议论文，在美国文化

背景下，作者通过追溯过去的好时光，

把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欺骗行为和它进

行了对照，进一步呼唤现实社会对诚实

品质的回归。我们先看看靳老师的讲课

思路：在师生互动的导入之后，进入

“Approaching the Theme of the Struc⁃
ture”环节，这是一个从宏观把握主题

的阶段。接着他又从微观的视角循着作

者的写作思路剖析了课文：the Line of
Thought in the Structure, 这一部分涵盖

了对语言点的处理。最后他从写作的角

度切入，带领学生分析文本的起承转合

和篇章布局的技巧。课后作业是让学生

观看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清华大学演

讲的视频，思考与本课主题有关的二个

问题。他的这节课教学设计独具匠心，

其中一个鲜明的特色是跨文化语境的

跨文化语境教学设计初探跨文化语境教学设计初探
李瑞凌① 金威②

大连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622 中 国

摘 要：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设计中，引入中国文化的语境，使之与西方文化语境有机融合，

可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认知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实践意义上看，这种

授课设计把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综合语言技能、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融入在跨文化语

境之中，重点解决了课堂教学中容易被忽略的两个难点：人文素养和学习策略的培养。跨文

化语境创设有三种基本方法：体验探究法；语言文化融入法；中西文化比较法。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设计；跨文化语境

①李瑞凌，男，大连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②金 威，女，大连大学英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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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这是一条贯穿整个教学设计的主

线。我们来看一看在各个教学环节他是

如何围绕这条主线创设跨文化语境的：

在导入环节，由西方发明的测谎仪联想

到中国的搭脉法，设计了两个问题让学

生回答，同时对学生进行把脉，通过脉

搏跳动的快慢、强弱来判断学生是诚实

的还是说谎的。在主题探讨环节，课文

中提到了美国林肯和华胜顿的诚实故

事，靳老师又拿来了中国曾子杀猪的故

事进行对照。在第三个环节处理语言

点“peek”一词的时候，有意识地选择了

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例证。最后英国

首相访华的视频作业也是有目的地创

设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语言环境。如

果再仔细观察，会发现最后一张幻灯片

也选择的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法

艺术—行楷，来进行首尾呼应，回答课

文的主题。

通过上述对靳老师创设跨文化语

境教学设计的回顾，可以看出他的设计

不是随意和无目的的，而是有计划、有

目的、有意识地在处理西方文化背景的

课文时加入了中国的元素。他精心选择

的代表中国文化元素的点，由主题

“honesty”贯穿成一条本课教学设计的

主线，进而扩展成为与西方文化进行平

等交流、对话和互动的中国文化语境层

面。

二、跨文化语境创设的可能性

1. 理论依据

授课人有目的地引入中国文化语

境层面，创设跨文化交际语境是否具有

可行性？它的意义在哪里？从认知理论

上看，我们在接受新事物之前，大脑中

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图式（schema）。一
个人在接受新思想、新信息、新概念的

时候，只有把它们同这个人脑海里的固

定知识联系起来才能产生意义、概念。

跨文化语境的创设，激活了学生头脑中

熟悉的中国文化的图式，通过记忆、感

知、理解、想象、联想、推理等心理认知

过程与新的西方文化信息相联系和比

较，了解文化差异，形成跨文化意识，发

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在理论上这个教学

设计具有可行性。

2. 实践意义

从实践意义上看，这种授课设计把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综合语言技

能、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天衣无缝地融

入在跨文化语境之中，创造出跨文化语

言习得的环境和条件。它重点解决了课

堂教学中容易被忽略的两个难点：人文

素养和学习策略的培养。大学英语课程

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就是我们

平时说的既要教书又要育人。现在的问

题是重视教书，忽视育人，即使是有育

人的教学设计，口号式、说教式的方法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这也是为

什么我们当下格外重视和倡导课程思

政的原因之一。授课人有意识、有计划

地引入中国文化语境的层面，他的教学

目标十分明显：吸融西方文化的同时，

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靳老师把这个宏观的情感目标

都物化在微观的教学活动设计中。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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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要这样设计？首先，引入的中国文化

语境可以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可以更

好地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

从而也加深对本族文化特征的了解。在

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名人当中，有很多学

贯中西的大家，比如晚期最后一根辫子

的辜鸿铭，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

宙文章的林语堂，大胆地假设，小心地

求证的胡适为什么在晚年对中华文化

推崇备至，或是翻译，或是直接用英文

向世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因为比

较出鉴别，他们通过跨文化的比较加深

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势的认识，而这

些优势是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比如中

国文化中优雅的举止，简朴的生活，和

谐的心灵，泰然的天性。其次，跨文化的

教学设计顺应了当前加强文化的软实

力建设，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时代潮

流。跨文化交际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

的。然而当今世界，中西文化之间的交

流和对话是不平衡的。西学东渐的风很

强，中学西传的风却很弱。通过这样的

教学设计，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堂英语

课把课程的思政教育潜移默化地融入

到了语言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之中，真正

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这一

技巧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潜移默化的效果还体现在对学生

学习策略的引导上。作为教师，我们都

清楚传授方法比传授知识更重要。我们

都希望学生成为打渔的人，而不是从别

人手里拿鱼的人。就是我们说的“授之

以渔”，让学生在打渔中学习打渔，在干

中学（learn by doing），在干中摸索、总结

方法和技巧。教师的教法影响着学生的

学法，跨文化语境的教学法带给学生的

跨文化的比较方法，辩证、全面的哲学

观，对学生的认知策略、交际策略都会

有重要的影响。

三、跨文化语境创设的方法

以上分析了跨文化语境创设的可

行性及其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如何以

学生为中心引入跨文化语境？归纳起来

有三点：

1. 体验探究法

就是让学生直接沉浸在真实或虚

拟的跨文化交际场景中感知和探究东

西方文化差异。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和斯

坦福大学的医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工

程学院等应用性强的学科院系，40%的

课程是用一种“难题教学法”完成的，就

是把本学科本专业本行业中各种难题、

问题、矛盾等交给学生去解决。在解决

问题处理难题的过程中学习，而不是灌

输现成知识，教授已总结好的方法。（夏

纪梅，2003：503）这种教学方法就是“在

干中学”的理念产物。我们在教学设计

中，也应该运用这种方法设置跨文化交

际的难题，让学生自己去探究，在完成

交际任务过程中去学习。运用体验探究

法，会常用到“模拟”策略。“模拟也是针

对问题解决教学的一种有效的宏观策

略”。（Smith & Ragan, 2013：345）跨文化

交际活动的模拟，需要提供一个问题的

情境，要求模拟者运用得体的语言和行

为做出恰当的反应，合理表现出某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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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模拟”策略不仅

可以让学生熟谙了不同文化的差异，自

己看到问题解决的结果，更重要的是通

过自身体验获得了得体的交际策略和

技巧。

2. 语言文化融入法

融入法指的是将文化内容与语言

材料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这种方法好处

是学生在学习语言项目的同时又学习

了文化，可以说是一箭双雕。我们教过

的课文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另外特别

值得推荐的跨文化教学的素材是新视

野大学英语听说教程中文化讲座的内

容（cultural talk）内容短小精悍，紧扣课

文主题，讨论文化差异，引导学生的文

化思辨。

3. 中西文化比较法

语言教学中只有通过对比才能知

道两种文化的优劣之处，从而形成辩

证的文化观；也只有 通过对比才能了

解跨文化差异，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意

识。运用比较法有两种策略值得考虑：

（1）挖掘素材，借题发挥

一些有价值的跨文化素材是隐藏

在课文之中的，备课时如不仔细，很容

易错过而难以发现。为了创设跨文化语

境，就有必要对发掘的文化素材进行延

展和发挥，达到预定的跨文化教学的目

标。如在“The Pickle Jar”一课，儿子娶

妻成家有了孩子，那一年圣诞节一家三

口回老家看父母，课文中就有这样一

句“The first Christmas after our daugh⁃
ter Jessica was born, we spent the holi⁃

day with my parents.”从这句话可看出，

同中国人一样，西方人过节也有团聚的

习惯。抓住这一点，借题发挥，引导学生

发现中西文化的共同之处，就可设计出

如 下 问 题 ：Do people get together to
spend holidays in the west? Which sen⁃
tence indicates that?讨论之后，再以一

段视频进行相关跨文化知识的延展。这

样做，不仅丰富了课程的内容，提高了

授课效果，而且培养了学生跨文化比较

的思维意识和习惯。

（2）翻译入手，盘活输出

这里的翻译法，不是外语教学流派

中的语法翻译法，那是利用对目的语的

翻译来帮助学生学习语法。这里的翻译

法是以语言输出为目的，借助翻译操作

中的语言转换，比较汉语和英语的异

同，进而了解隐藏在语言背后的中西不

同的思维方式。作为语言输出的一项重

要语言技能，《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根据

基础、提高和发展三个不同阶段提出了

三种不同层次的翻译教学目标。在实践

教学中，翻译这项技能的培养实际上被

我们忽略了。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个原因是受传统教法的影响，大学英

语教学语言技能的重点仍然是阅读和

写作。另一个原因是翻译的练习和训练

操作起来难度很大，老师和学生都有畏

难情绪。引入翻译法进行跨文化语境设

计，可以让学生从微观上把握中文和英

文的差异，更重要的是，通过英文和中

文的互动转换，学生会重新认识母

语 — 中文的重要性，特别是英译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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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生重新回归母语的学习，或许能

解决不少专家担忧的问题：“对母语学

习的轻视，甚至忽视，对外语学习异乎

寻常的狂热，使我国文化生态严重失

衡。”（黄源深，2018：222）从翻译入手

可利用的方法有：对翻译作品的批评和

鉴赏、翻译实践等。

四、结语

本文通过一节大学英语课的案例

教学，探究了跨文化语境创设的可行性

及其现实意义，提出了跨文化语境创设

的几种操作性强的方法。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讲解员，而是

跨文化语境的创设者。英语教师必须有

自己的“大文化观”。既要引入西方文化

元素，又要不忘中国文化的因子，既要

让学生知道美国梦，也要让学生知道中

国梦。弘扬中华文化；既要传授跨文化

知识，又要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技能。只

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及

其思辨能力，提高自己的综合文化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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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ross-cultural Teaching Design
for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LI Ruiling JIN Wei
College of English,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Abstract】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enabl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integrating the two cultures. Cog-

nitive learning theory sketch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is plan. In teaching practice, this idea

solves the difficulty in cultivating students’humanity and developing their learning strategies. Basi-

cally,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introduce cross-cultural context: exploring by one’s own experiences; inte-

grating culture with language; 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eywordsKeywords】College English; Cross-cultural context; instruc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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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Translation”the quarterly Periodical , the first and only scholarly Periodical de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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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ponsored project only on a separate page.

If your submission i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our Periodical, it shall not be published in any pe⁃
riodical(s) elsewhere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Editorial Office of“Business Translation”. Please re⁃
member that the Editorial Office reserves all rights to refuse submitted work. Therefore, you may be
asked to remove extreme graphic material or excessive language, unless otherwise declared ahead. Your
submission would be at your own disposal and not be returned in case of no notice for revising or publi⁃
cation within the referring period of 5 weeks upon receiving it.

Editorial OfficeEditorial Office（（ChinaChina）：）：
Email:Email: sibt_j@163.com ; 1034501032@qq.com
TEL:TEL:0411-84710460; 15640288991
Add:Add:315, Shixuezhai, No.217 Jianshan Street,D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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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稿件處理：本刊審稿週期為五周，超過五周未獲通知，請作者自行處理稿件，恕不退

稿。對擬刊用稿件，除非作者事先聲明，本刊有權做文字性或技術性修改，或要求作者修

改。請勿一稿多投；來稿文責自負。

投稿信箱：sibt_j@163.com；1034501032@qq.com

聯繫電話：0411-84710460

编辑部连络人：郝博 15640288991

编辑部地址：沈阳市惠工街217号德郡大厦22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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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东北亚外语论坛》征稿启事

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简称NALLTS），是立足于东北亚旨在促进学术交流

与合作的国际平台（每年举行一次），入选论文由美国新视野出版社出版NALLTS文集，进入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国际会议录索引（CPCI-SSH）》数据库检索，同时中国知网（CNKI）全文

收录。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为NALLTS期刊，中国知网全文收录，国际刊号：ISSN 0025-
7249和 ISSN 0257-2478（电子版），由美国新视野出版社出版，由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是一份面向外语界专家、学者和教师的关于语言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理论实

践、外语教育教学研究和夸文化交际等领域学术期刊。入选本期刊稿件，经作者本人申请和

专家组审查合格，可编入NALLTS文集进入CPCI-SSH检索。

本刊为语言、文学和教育类专刊，栏目设置如下：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理论、外语教育

理论、外语教学实践、评价研究、硕博论坛、外语资讯等栏目。本刊为双月刊，每逢双月25日

出版，定价：6.98美元。

本刊3版起发，每版中文1500字符，英文3000字符，作者来稿要求提供作者信息，即工作

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文章的题目摘要和关键词等相应信息。稿件用

中文和外文均可，但题目、作者单位、摘要和关键词必须有英文。

投稿信箱：nafls@vip.163.com 和 1164026978@qq.com

编辑部（美国）：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华立大街8414号，邮编89147
电话：4698672050
邮箱：williamliu0515@gmail.com

编辑部（中国）：
沈阳市惠工街217号德郡大厦2202室，邮编110013
电话：024-31994562；15640288991
邮箱：nafls@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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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ast Asia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Calls for PapersCalls for Papers

The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 Teaching（NALLTS）
serves as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to promote academic and cooperations exchange in Northeast
Asia（Once a year）. The high-quality paper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NALLTS proceedings pub⁃
lished by New Vision Press. All NALLTS proceeding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CPCI-SSH Interna⁃
tional Index and CNKI database. Northeast Asia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NAFLS）is the peri⁃
odical of NALLTS, which is published by New Vision Press and co-organized by Dongshiruipu Edu⁃
c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Ltd., Co.Included in CNKI.The ISSN is ISSN 0025-7249 and ISSN
0257-2478（online）. As an academic periodical for language experts, scholars and teachers, the
content focuses on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translation and foreign lan⁃
guag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periodical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CNKI database, and some of them may enter the CPCI-SSH International Index which is priced.

Columns of the periodical are as follows: linguistics,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eory, for⁃
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eor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evaluation research,graduate
BBS, foreig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so on.

Each page of the periodical may contain about 1500 Chinese or 3000 English words. Three pag⁃
es would be the minimum publishing coverage.When contribute, the author need to provide the fol⁃
lowing information: work unit, address, postcode, 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the title, abstract
and key wordsof the article. The article can be written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but the title, the
abstract and key words must be in English（and Chinese if the article is written in Chinese）.

This periodical is specialized for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special education.Contributio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re welcome.

Email :Email : nafls@vip.163.com; 1164026978@qq.com

Editorial Office in ChinaEditorial Office in China：：
Rm. 2202, Dejun Mansion, 217 Huigong St. Shenyang, China
TEL:TEL: 024-31994562 15640288991
EmailEmail：：nafls@vip.163.com

Editorial Office AbroadEditorial Office Abroad：：
8414 Opulent Ave, Las Vegas, NV 89147
TEL:TEL: 469 867 2050
Email:Email: williamliu05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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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翻譯和外語教學國際論壇（SIBT）
第五次SIBT二號通知

爲了適應我國兩岸四地和全球商務翻譯學科建設的發展需求，使商務翻譯研究和翻譯

教學領域的同仁及從事商務翻譯的工作者獲得更廣泛的學術交流機會，在已經舉辦過四次

SIBT基礎上，第五次商務翻譯和外語教學國際論壇將於2019年12月6-8號在大連舉行。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商務翻譯和外語教學國際論壇組委會

【【承辦單位承辦單位】】大連財經學院國際商學院

【【協辦單位協辦單位】】東師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論壇議題論壇議題】】1.商務翻譯理論研究；2.商務翻譯的學科發展與建設；3.商務翻譯實務探索；

4.商務翻譯教學實踐；5.商務翻譯商業模式探索；6.包括法律科技工程醫學等商務翻譯研究

【【會議時間會議時間】】2019年12月6-8號,6號14點開始接待報到。

【【會議和報到地點會議和報到地點】】大連財經學院國際會議中心

【【會務費會務費】】正式代表900元，研究生代表500元，住宿和交通費自理，住宿300元/每雙人標

準間。請於11月25日前將住宿費和會務費彙至對公帳號（戶名：瀋陽東師瑞普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賬號：0334310102000002032，開戶行：盛京銀行沈阳銀合支行，或支付寶：info@nallts.
com），彙款後在回執內標注彙款明細。現場刷公務卡繳費，亦須提前通過上述方式預繳費，

報到時退費。

【【論文和发言論文和发言】】參會者可以提交論文和分組發言（有宣读论文和發言證書）；論文經審核

可以進入本論壇期刊《商務翻譯》，中國知網收錄，還可以申請進入國際會議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2019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Literature and Teaching
(NALLTS)，此文集出版後進入 CPCI-SSH國際檢索和中國知網檢索。投稿詳見其徵稿啓

事。

關於其他詳細到會路線和日程等，報名回執後請看第三號通知。

回执和投稿邮箱：sibt_j@163.com；1034501032@qq.com
联系人和电话：郝 博（秘书处）15640288991；024-31994562

晋炳坤（承办方）0411－39265057

SIBT組委會秘書處

大連財經學院國際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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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usiness
Transl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SIBT）
The 5th SIBT will be held in Dalian City. This symposium provides a premier forum to ex⁃

change ideas and promote research into critical areas related to business translation and foreign lan⁃
guages teaching. Topic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research into business translation
•directions and trends of business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ractice for business
•business translation teaching
•CAT and business translation
Organizers:Organizers: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SIB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Dali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ENRP Education Technology Co.,Ltd
Time:Time: 6th to 8th December, 2019,
Registration:Registration: 2:00pm , 6th December,2019
Venue:Venu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of Dali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Registration fee:Registration fee: ¥900 for academic staff and ¥500 for graduates. The participants are respon⁃

sible for their own transportation and accommodation expenses. The organizer can help to arrange
the accommodation at the participants cost, ¥300 for a double standard room. Registration and ac⁃
commodation fees are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company account before Nov. 25th (Account Title: 沈
阳東師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Bank Account: 0334310102000002032, Bank: 盛京银行沈阳银

合支行, or the Alipay：info@nallts.com) . Please indicate the purpose and the amount of the curren⁃
cy in the postscript. The official card holders need to pay the above mentioned fees in advance.

Papers:Papers: Authors can submit their papers and group statements (A certificate of presentation
will be issued) ; Papers are selected and included in Business Translation (SIBT Periodical),the
CNKI database, or can apply for Proceedings of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
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NALLTS). The proceeding will enter the CPCI-SSH database and the
CNKI database. The contributors can refer to the call-for-papers notice.

Receipt and Submission email:Receipt and Submission email: sibt_j@163.com; 1034501032@qq.com
Contacts:Contacts: Hao Bo(Secretariat) 15640288991; 024-31994562

Jin Bingkun(Organizer) 0411－39265057

Secretariat of SIBT Organizing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Dali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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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2020 NALLTS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NALLTS),

launched b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aims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level of Northeast Asia ar ⁃
ea. NALLTS has been supported by many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from England, America, South Korea, Japan, Russia and other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NALLTS has been warmly welcomed by the universities in Northeast and North China, thus the es⁃
tablish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committee, which includes Zhang Shaojie (the chairman), Yang Jun⁃
feng, Liu Yong bing, Li Zhengshuan, Ma Zhanxiang, Zhou Yuzhong, Dong Guangcai, Yang Yue,
Yuan Honggeng, Jiang Yufeng and Wen Xu. All are the deans of schools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working as the standing directors.

2020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2020NALLTS) was held on November 25th, 2020. This conference was sponsored by Organizing Com⁃
mittee of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orga⁃
nized by Academy of Literatur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nd Guangdong Fron ⁃
tier Educatio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he co-organizers were ENRP Edu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and New Vision Press. More than 400 experts, scholars and colleagues from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142 teachers from more than 100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b⁃
mitted papers to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which will be included in CPCI-SSH. 5 Chinese
and foreign experts gave keynote speeches. In addition, more than 40 delegates presented the ab⁃
stracts of their academic paper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2020NALLTS was presided by Dr. Ding Junhua, Secretary-General
of NALLTS. Professor Zhang Shaojie, Chairman of NALLTS, delivered the opening speech. Profes⁃
sor Yu Jianhua, Academy of Literatur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delivered the
welcoming speech. Five keynote speeches were de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 and more than 40
scholars presented abstract papers including literature, linguistics,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stud⁃
ies. Professor Yang Yuchen fro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Yu Jianhua from Academy
of Literatur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rofessor Zhang Shaojie fro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Li Zhengshuan from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 ⁃
versity and Dr. Stephen E. Ronto gave their keynote speeches and the titles of the speeches were
"On a Clause Relational Approach to Discourse Analysis", "Connecting a Different Reading Pub⁃
lic: Compilation of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Grammar-Pragmatics Interface: A
Case Study of Voice Constructions", "Donne’s Art of Conceit" and "EdTech in Language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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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A Cup of TEA".
Dr. Ding Junhua, Secretary-General of NALLTS, made a summary speech. Dr. Ding Junhua

presided the closing ceremony, delivered a closing speech, and announced the list of awarding pa⁃
pers, Li Ye, Gao Yan, Wang Xiaomei, Lu Bin and other 11 winners were awa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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