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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翻译实践

   在美国看台湾报纸 "百家争鸣"

    关于 "论文翻译" 的思考

   通往加的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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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杂志和书，这三者的关系，可能多数人未曾思考。但是情人、朋友

和亲人，这三者的关系，琢磨的人，恐怕就多了。  

先谈报纸，报纸类于情人。此处所指情人，可广义理解为“钟情之人”，

而钟情，多出于视觉感受，所谓颦笑举止，自有迷人之处，皆为双目所涉猎。

而报纸所载新闻，也多是博人眼球，说到启迪智慧，应该不是它的功能。当然

报纸，或者说在如今，各种媒体的新闻，仍然不可或缺，它是街谈巷议的必

备，让你放松快活，但同样简单速食，很可能“眼前一亮，过目即忘”。不过

如此最好，就像一上街，你就能看到各种“情人情物”，但最好眼到即止。念

念不忘，绝非好策略。

而书，特别是经典类，则仿似师长亲人，凝练厚重。每个人家里都有买回

来未曾看过，或者不曾读完的书。就像任何人都难以和至亲或老师独处终日。

至亲，相处可能在饭桌上，老师，相处可能在课桌上，然而也就到此为止了

罢。他们对你的情愫，往往浓得化不开，实难消解。

而杂志，则不同了。杂志最像朋友。前人苏浚在《鸡鸣偶记》中，把朋友

分成畏友、密友、昵友、贼友四种，似有臧否之意。其实，朋友应该是最富弹

性的组织。诤友能助砥砺自省，酒友可伴红尘快意，与难友病友的“与子共穴

相扶将”，同文友乐友的“箫长琴短衣流黄”，放朋友于数学语境，寻求最大

公约数，恐才是交友的真谛。

相较于爱侣情人如薤露的情之戋戋，师长家人似山岳的情之拳拳，朋友之

情，更像海绵，不论涓滴河川，包纳万象。

而一本好杂志，则应是恣意吸纳好文字的文化海绵，他庄任他庄，明月照

大江，他谐任他谐，猫狗扑蝴蝶。真正做到水乳交融，刚柔并济。

而一本关于中外语言的杂志，更应为我们世界的文化交融，略尽绵薄。不

求成为东西文字世界交汇的要津，即使只是阡陌交通途经的一处驿站，已然足

够。

中西合璧，我们的精神空间将会翻番。在这里，探寻梦幻，除了李白，还

有莎士比亚；解构现实，除了狄更斯，还有杜甫。我们在这里打开了一扇窗，

但门，依然开着。

这就是这本杂志的由来。

创
刊

词



各国争相引进中国图书

 如何正确“走出去”
征服老外

中国网络小说要想全面打入欧美主流市场，在保证作品质量的前提下，还需要国内

相关企业做很多的工作，比如采用影视改编等手段来使网文的影响产生化学反应、加强

作品版权保护，以及完善发行渠道等。

《西游记》英文版 资料图

各国争相引进中国书籍

年2月，中国和印度经典著作翻译 译和出版，代表着中印经典翻译项目取得

工作传来好消息。据印度汉学家 阶段性成果，是中印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今狄伯杰教授介绍，《四书》《骆 又一例证。

驼祥子》《活着》《看上去很美》等书印 而在泰国，中国畅销小说《芈月传》

地语定稿翻译已经送交出版社准备出版， 泰文版本月亮相曼谷国际书展。该书泰文

另外，季羡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巴 出版社——暹罗国际多媒体有限公司说，

金的《家》、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书的 他们每年都会引入10部到12部中国小说，

印地语翻译工作也将截稿。这些书籍的翻 其销量皆高达发行量的70%。

暹罗国际多媒体有限公司代表思迪德 语地区图书行业重要奖项。

说，在诸多被译成泰文的中国小说中，拥有 在此之前，德语世界原来有《西游记》

厚重历史背景的作品因凸显独特中国文化底 的两种译本。一种是1962年翻译出版的《西

蕴而常居销量之冠。小说《芈月传》在中国 方朝圣》，依据是中文原版及一百回俄文译

国内的热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由小说改编 本，但采取总结性的翻译方式，诸多的诗

的电视剧火爆更增强了他们将该书引入泰国 词、回目、对话等均被删除。另一种转译自

的信心。他相信，《芈月传》将会在泰国掀 1942年出版的英文节译本《猴子：中国民间

起“芈月热”。 小说》。《猴子》由英国汉学家阿瑟·韦理

在欧洲，瑞士译者林小发(中文名)凭借 英译，胡适作序，翻译了原书100回中的30

其翻译的《西游记》首个德文全译本，获得 回。英译本主角名叫“猴子”，没有回目，

第十三届莱比锡书展奖翻译类大奖。这是德 也未翻译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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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芈月传》英文版 资料图

母语翻译成外语之后很难符合 一个中国人跟一个外国人一起翻译，两

外国人的阅读习惯，这是国际 个人在翻译中互相切磋。“比如翻译荀把翻译界的共识。翻译不是简单 子相关书籍时，有很多古文，外国翻译

的语言表达问题，因为在一般语言表达 不一定懂，中国翻译可以告诉他，中国

能力之上，要有文体、风格的意识，要 翻译译后，外国翻译进行润色。平时翻

熟悉并且把握学术语言规范等其他许多 译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假期可以见面互

方面。学习外语达到能够基本表达意 动。”

思，并不是很难，但能够做到像使用自 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大学英

己母语那样使用外语，尤其写作能达到 美文学与翻译教授朱振武也认为，图书

正式发表出版的水平，不是不可能，却 走出去的路上，翻译是一块大的绊脚

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 石，但可以进行中外合作翻译，就好像

如何将汉语文学作品准确地翻译成 杨宪益与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共同翻译

外语，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 《红楼梦》取得成功一样。

任、教授赵白生提出了新的翻译模式。

中文书籍走出国门关键

在翻译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总 中国图书在海外销售，如何运作也

经理张纪臣介绍，2016年开展的 是一个大问题。《哈利·波特》系列图据“全国出版社走出去情况调查” 书在中国的大卖，正是由于先有系列电

结果显示，2010—2015年间，全国版权 影的火热，才推动了图书的销量，如何

输出数量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但全国 形成产业链也是中国出版业缺乏的能

仅有一半出版社输出过图书版权，版权 力。

输 出 地 是78个 国 家 ， 仅 占 全 球 国 家 的 作家、文化评论人韩浩月等专业人

士则强调，中国网络小说要想全面打入40.4%，且其中30个国家引进版权数量低

欧美主流市场，在保证作品质量的前提于10种，排名前8位的国家和地区引进量
下，还需要国内相关企业做很多的工占73.6%。同时，我国图书走出去仍以实
作，比如采用影视改编等手段来使网文物出口和版权输出为主，数字出口和海
的影响产生化学反应、加强作品版权保外出版有待形成规模；海外客户多为中
护，以及完善发行渠道等。文书店、华文学校、大学和专业图书

馆。

中国图书“走出去”更

要“走进去

《红楼梦》英文版 资料图

(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澎湃新闻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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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组接地气国产剧

才能走出去

1110

你打开电视苦追《甄嬛传》《芈月传》《伪装者》《琅琊榜》的时候，你可能想

不到大洋彼岸，也有一群“歪果仁”在掰着指头算国产剧更新的时间。不过面对当满嘴汉语的国产剧，老外如何看得懂？国产剧字幕组的出现，让这个鸡同鸭讲的

难题迎刃而解。

都说风水轮流转，历经了美剧席卷、韩流来袭，如今总算轮到国产剧出海。从《媳妇

的美好时代》到如今小鲜肉挑大梁的《解密》《翻译官》，国产剧的海外热播，正在悄然

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华流”。为了接上外国的地气，国产剧也组建了字幕组，推出官方

字幕，翻译成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印尼语、波兰语、匈牙利语、葡萄牙语等几

十种语言，美国的影视字幕网站VIKI便是海外国产剧的一大集散地。

要将自己的剧集打包兜售给老外，简单粗 不服气，觉得就连国外本来使用的直译List of 

暴地将汉语翻译成当地语言是远远不够的。中 Langya也比这个好啊。不过翻译是见仁见智

外文化的巨大差异，要求字幕组必须细致考量 了。
播出地的文化风俗、习惯，除了要把汉语翻译 堪称业界良心的还有赵宝刚执导的《北京
成当地时尚的网络用语，还要在某些专有名词 青 年 》 ， 这 部 在 越 南 国 家 电 视 台 青 年 频 道
上加注背景知识，尽量把故事本土化。 (VTV6)播出的电视剧，邀请了50多名越南籍人

就拿美版《甄嬛传》来说，娘娘的口头禅
士参与翻译和配音，这其中不但有留学生为语

“一丈红”如果直译，肯定会让老外一头雾
言把关，还特邀了越南影视明星、主持人配

水，而改成The scarlet red(罪孽深重的红)则让 音，增加了明星效应。
对方秒懂，同理，皇后的名言“臣妾做不到 国产剧的成功出海，除了在故事结构上越
啊”，被翻译成了“I truly cannot bear it”(我 来越与国际接轨外，更在于其运用了时尚的翻

真的不能忍啊)。 译和本土化的包装手法助推。从这个角度来

至于《琅琊榜》更是被玩坏，由于剧情是 说，在互联网时代，字幕组为国产剧在全球化

以平反昭雪的复仇故事，字幕组别出心裁，将 发展中做了绝佳的文化铺垫，只有字幕组接地

该剧称为中国版《基督山伯爵》，片名也由直 气，国产剧才能走出去， 否则哪怕剧集再华美

译的《The Rankings of Langya》，升级为气势磅 大气，也只能沦为“中国文化爱好者的小众产

品”。礴的《Nirvana in Fire》（浴火重生）。可有人

《琅琊榜》剧照

《甄嬛传》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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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天津网-每日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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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月十日，本地化项目部针对近期完成的 句子单词需翻译成汉语；如果句子本身是缩略式

“日韩歌词译制”项目第一期，举行了 韩文或者只是口头语，则根据上下文翻译通顺即

项目研讨会，对于歌词译制中的翻译规 可（适用于rap歌曲）。

范，进行了分析探讨和统一确认。 日语歌词组提出，在译制中，拟声词需要尽

与会者一致认为，歌词的译制，一定要尽量 量翻译成中文，同时，由于日语属于黏着语，必

做到“保护歌词语境，用词简练得当”。 须借助日语中的助词或者助动词，才能表达某个

项目主管李丽提到，在正式启动翻译工作 单词在句子中所起的作用或者所处地位以及语法

前，需要对歌曲制作背景进行常识性了解，不要 功能。具体翻译处理中，在不改变原句的语义、

逐行翻译，要逐句翻译，切忌望文生义；上下文 语感和风格的基础上，做到灵活而准确地用汉语

之间，要形成有机结合，不要出现语法错误，并 的语序将原文表达出来。

以信达雅为宗旨；敏感词汇不可直译，委婉表 本次研讨会的讨论成果，将直接用于该项目

达。 第二期的翻译工作中，对于提高项目质量，统一

韩语歌词组提出，韩语倒装情况较多，翻译 译制风格，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中应适当调整为汉语语序，特别是定语过长的情

况一定要调整；歌词中出现英文，有实际意义的

“我是番茄酱”第二季评选揭晓

第二季"我是番茄酱"获奖者刘洪燕NEWS
01

“日韩歌词译制”项目研讨会顺利举行

西
讯行政部近日公布了2017年第2季度 “我是番茄酱”评选活动秉持“鼓励先

进，提携新锐，展示成果，宣导风尚”的宗“我是番茄酱”评选结果，CAT项

旨，主要对40岁以下，在翻译工作中取得突目 二 部 刘 洪 燕 当 选 本 季 “ 番 茄

出成绩的中青年翻译（口笔译）工程师，进酱”。

行鼓励与奖励。评选活动每季度进行一次。由 西 讯 “ 质 量 与 技 术 评 估 小 组 ”

“ 我 是 番 茄 酱 ” 评 选 标 准 ， 除（QTAP）负责的此次评选工作，评选标准涉
“FETE”指针，同时也关注翻译工程师的

及翻译工作的多个方面，主要包含四个指
“团队协作”、“学习分享”和“交流互

针，即“FETE”：Feedback（客户好评/投
动”等内容。

诉）、Error rate（综合差错率）、Turnover

（翻译总量）、Efficiency( 翻译速度)。根据

评选结果，刘洪燕得分95.8，CAT项目一部

马爽爽得分95.4，CAT项目二部孙久阳得分

95.3，分获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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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西讯笔译培训教程完成更新

九
月初，历时半年的2017西讯初级 1038个 ， 其 中 英 语 词 汇312个 、 德 语 词 汇

及中级笔译培训教程修订工作完 217个、法语词汇217个、日语词汇292个。

成版本更新。这是2012年公司推 此次版本修订工作，始于2017年3月，由

出初级培训教程及中级培训教程以来，第 西讯语言培训中心组织，本地化项目部、

五次完成版本修订。 CAT项目部、日语部、德语部以及法语部协同

此次重新修订的5.0版本，在初级笔 完成。

译方面，调整了“出国留学申请翻译流程 此次版本修订的成果展示与研讨会，将

及规范”的部分内容，新增“艺术研究领 于2017年11月举行。

域翻译技巧与规范”及“汉语简繁体转换

及录入细则”两个单元并增加专业术语词

汇146个。在中级笔译方面，新增“航天科

研应用文献翻译规范”并新增专业词汇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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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到一年中秋节，来来来来……赏月吃 的注重包装盒，吃货们注重味道，行政部的注重

饼摆龙门阵啦！据说这一天的月亮是 价格……但是不管怎么麻烦，我们一定会让每个

一年中最亮最圆的。当然，也有“十 小伙伴都喜欢的！我们的目标是：没有最好只有

五的月亮十六圆”这个说法啦！不管是哪天圆， 更好！！ 

大家团圆才是真真的宗旨！！！ 传统的，非传统的月饼都会有的，五仁月

我们在月饼节当然要吃月饼啦！就像西方 饼肯定也不会少啦！等着敞开肚子接纳它们吧。

人圣诞节吃百果馅饼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所 哈哈哈……有酒、有饼、有亲人，节假日里岂不

以， 噔噔蹬蹬……这么重要的节日，怎么可能少 美滋滋！

了月饼和西讯呢！咱们来点实际的，圆圆的月饼 团圆喜笑颜，赏月食甜饼。月圆人也圆，

也能代表西讯的心意呀！行政部的美少女们当然 酒香花儿艳。在这里，西讯翻译祝大家中秋节快

要用心选购，让大伙儿感受到公司浓浓的爱 乐，家圆人圆事事圆，甜甜蜜蜜幸福园！！！

意！！！ 

月饼采购其实很伤脑筋的呢？！外貌协会

赏月吃饼摆龙门阵啦！

行政部同事采购的中秋福利



我们为您提供无限可能的上升空间，这里没有人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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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讯 A to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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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ad to Cardiff I
通往加的夫 （一）

足球，作为世界上第一普及的运动，影响力毋庸置疑。而英语和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

范围最广的语言和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如果让足球作为两者之间的媒介，基于足球的英文

和中文的互动，一定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不但可以提高对两种语言的立体认知，还能够

让足球运动在中国得到更好的普及和推广！

本文关注意大利尤文图斯俱乐部从2017欧洲冠军联赛八强赛到半决赛的行进路径，从

“体育新闻”报道的视觉，拆解行文中对于足球+语言的巧妙掌控。希望阅读本文，有助于

读者增强对于英文语言技艺的理解和运用。

11.04.2017 23:05 - in: Match report  

Flawless stunJuve Barcelona 

标题的意思是尤文(图斯)表现完美，击溃巴塞罗那。注意中文“表现完美”，英文用形容词

flawless放在句首，请细心体味两种语言在表达上的区别与特点。

Stun也是英文表现力丰富而生动的常用词。值得学习借鉴。

例1：The world is stunned by the missing MH370.(马航MH370失联，震惊全世界。)

例2：老外对中国人不习惯排队的特点感到非常不适应。(Commonplace queue jumping in China 

stunned the foreigners.)

Advantage Bianconeri as Paulo Dybala and Giorgio Chiellini 3-0 
win over Barcelona at Juventus Stadium 

  set up a pulsating

尤文依靠迪巴拉和基耶利尼的进球，在尤文图斯竞技场3比0击败巴塞罗那，取得一场令人心潮澎湃的胜利。注

意pulsating，中文的意思是“令人血脉贲张”或“令人心潮澎湃”等。

Two  from Paulo Dybala, 90 minutes of football of the very highest 
quality,  Juventus Stadium crowd, a night that confirmed the Bianconeri’s 
credentials as Champions League contenders.

flashes of brilliance
a record sellout

flash of brilliance，表示“灵光一现”或者“神来之笔”。比如我们形容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

序》，就可以说是flash of brilliance。或者我们夸赞朋友某句话说得绝妙，也可以是flash of brilliance。

a record sellout，sellout是指门票售罄或者销售一空，注意record此处用法为形容词，指“创纪录的”或者

“打破纪录的”。

The had the lead within seven, had doubled it within 22 and had 
taken the game   an  Barcelona within 55. At full-time, players 
and fans alike were free to reflect on a flawless performance.

impeccable home side 
beyond the reach of off-colour

Impeccable意即flawless，收集同义词，是做好翻译或英文写作的必修课！

聚焦
Spotlight

西讯语言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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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enuity，和Invention以及flash of brilliance同义。in a packed penalty box，是指人挤人的禁区。进攻方要进

攻，防守方要防守，大量的人挤在禁区里，所以用packed，非常形象。

It was the  of Dybala that set the Old Lady 
, but it was the focus, concentration and organisation of the 14 black and white 

shirts to have taken to the field that .

invention and unerring finishing on course to 
victory

saw her home

Invention此处就是 flash of brilliance(灵光闪现)，unerring 意即flawless。

on course to victory，“走在胜利的道路上”也即“走向胜利”。

saw her home。see sb home，是“使某人平安到达”或者“使某某凯旋”的意思。此处的her，是指尤文图

斯(绰号老夫人，Old Lady)。

The signs were there Roaring out of the blocks
fed off an electric atmosphere  took the game to

wreaking havoc 

  from the first whistle. , the Italian 
champions  in Turin and immediately  
Luis Enrique’s Barca with Gonzalo Higuain, Dybala, Juan Cuadrado and Mario Mandzukic 
– reunited in the forward positions – with their energy and movement.

The signs were there，是指从开场哨响起的那一刻起，“就显露出了努力争胜的迹象”，signs也指上文提

到的focus, concentration and organisation。

electric atmosphere，是指令人激动的氛围，electric意即pulsating。

Take the game to，是指“把战火烧到对方半场”或者“让对方够得受”的意思。

例1：Trump firstly takes the game to Hilary in the Fir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Debate。（在首场美国总统大选辩

论会上，特朗普率先向希拉里发难。）

例2：游行示威者向警方发起了挑衅。（The demonstrators took the game to the police.）

It wasn’t long before the Blaugrana goal was under threat. Sami Khedira shot over the 
bar from the edge of the  and Higuain could only direct a header straight at Marc-
André ter Stegen from Miralem Pjanic’s inside five minutes.

box
curling free-kick 

Box，在足球术语中，指“禁区”。

curling free-kick，free-kick是任意球，curling是形容任意球旋转幅度大，即所谓的“圆月弯刀”般的“弧

线球”或“香蕉球”。

Sure enough, with their next attack, Juve took the lead thanks to Dybala’s . 
Receiving the ball from Cuadrado on the right-hand channel in a penalty box, 
the Argentine ,  from his feet to 

 into  the far corner.

ingenuity
 packed 

ducked weaved and dug the ball out curl a fabulous 
finish

注意此处谈到阿根廷人进球时，用了三个动词，非常值得玩味：duck, weave and dig。

curl a fabulous finish 是指用脚旋出一记绝妙弧线球，完成进球。Finish，在足球世界里，是指进球的意

思。比如足球评论员常常呐喊的：What a finish!（多么漂亮的进球！）

Home side ，主队，主场作战的球队。你到我家来做客，你是visitor，我就是home side。

Seven，22和55是指三个球的进球时间。三个进球，让对手彻底无计可施（beyond the reach of），off-

colour是指巴塞罗那在三个失球后显得“黯然失色”。

聚焦
Spotlight

He  15 minutes later. Moments after Gianluigi Buffon's 
 had miraculously denied Andrès Iniesta from equalising, the Bianconeri 

 was at it again instinctive 
block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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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line，此处指边线或底线。Cut-back是指回传，到了底线附近向后传球。

聚焦
Spotlight

sliding a shot wide是指射门（低射）滑门而过。

spell of influence。Spell是指特定的一段时间，此处的spell of influence，就是Barca，即巴萨（巴塞罗

那）攻势凶猛的一段时间。

On a plate是指现成的，摆在面前的。此处指回传球的位置恰到好处，让迪巴拉很方便起脚射门，实现进

球。

sweep home clinically。sweep是指扫射，sweep home是扫射进球的意思，home表面意思是家，把球踢进

球网，也可以理解为“让球到家”，是很地道的表达。Clinically是指精准、精确、不偏不倚。

flooded black and white territory，flood的运用非常生动，前面用了wave，后面用flood，说明攻击的浪潮

非常汹涌，淹没了整个black and white territory（黑白色的领地）。这里的黑白色，同样是指代用法。对

手在尤文半场的攻击，而尤文图斯的队服，就是黑白色，行文因此显得生动。 

remainder of the half，是指上半场剩下的时间。Half，在足球术语中，是指半场，1st half即上半场，2nd 

half即下半场。

defensive duo，防守二人组，是指后面提到的后卫Chiellini和Leonardo Bonucci。Duo的用法很妙，还可

以用在类似“东北二人转”等表示搭档或伙伴等关系的时候。比如在翻译部门负责审校工作的两个同

事,我们就可以称之为proofreading duo。

Juve might have even entered the break with a three-goal advantage, ter Stegen
 Higuain's  and Bonucci narrowly missing Khedira's 

 with his head.

 palming 
away awkward, bouncing volley cross-
cum-shot

palming away是说巴塞罗那守门员ter Stegen翻动手掌将对方的射门托出球门的动作。

Awkward在此处是指尤文前锋伊瓜因的射门是个反弹球，即bouncing volley（volley，凌空射门），让守门

员作出了非常困难而狼狈的扑救，针对这个棘手的射门，用awkward非常传神。

cross-cum-shot，是指斜射传球，就是从边路往中路或另一侧传球，而且传中的力量较大，就像出膛炮弹

（shot）一样。

Barca posed a greater scoring threat early in the second period, Lionel Messi
 before a heavy touch from Luis Suarez when played throughon goal allowed 

Buffon to rush from his line to smother, but their would not last long.

 sliding a 
shot wide

spell  of influence 

back on the offensive  
byline  cut-back on a plate sweep home clinically

 with the inexhaustible Mandzukic. The Croatian's drive to the
and precise put the ball for Dybala to  

inside the near post.

He was at it again，此处指他又进球了，be at it是指“从事某件事情”，上文提到进球，所以此处就是

“再次取得进球”的意思。

instinctive block，是指本能的防守。有时候对方攻门，射出的皮球球速太快，守门员无暇思考，靠条件

反射作出本能扑救。

The inevitable wave of Blaugrana jerseys flooded black and white territory  
remainder of the half defensive duo

for the
, yet  Chiellini and Leonardo Bonucci, both superb 

throughout, stood firm.

The inevitable wave of Blaugrana jerseys，首先解释inevitable wave，因为接连失球，巴塞罗那就势必会

大举反击，形成一波又一波攻击的浪潮。所以这个必然的情势，用 inevitable wave非常恰当。而

Blaugrana jerseys，这里用了借代的修饰手法，Blaugrana是西班牙语“红蓝色”，而巴塞罗那的球衣正

是红蓝色，所以这里用“红蓝色球衣”指代巴塞罗那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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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as they had done in the first half, Massimiliano Allegri's men chose their moments to 
move forward  and were soon rewarded with a 

third goal.
to perfection monumental and richly 

deserved 

to perfection，就是“完美”之意，是指Massimiliano Allegri's men（阿莱格里是尤文主教练，此处指尤文图

斯队员）找准时间，寻找到了恰到好处的机会反击。这篇新闻用到多处关于“完美”的词汇：flawless，

unerring，impeccable，包括clinically和此处的to perfection。

聚焦
Spotlight

Defensive reinforcements arrived in the form of Mario Lemina, Tomas Rincon and 
Andrea Barzagli as Barca began to squeeze Juve back into their own territory and the 

mistime his jump unmarked in the penalty area ,是指Samuel Umtiti“跳起顶球的时机不对”，mistime就

是指他起跳的时机没有把握好，球要么已经飞过头顶了，要么就还没完全到达他的头顶。Unmarked，是

指在禁区内“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在足球术语中，mark是指后卫对对方前锋的“盯人防守”。此处

Umtiti在禁区内无人盯防他的情况下，没有选择好顶球的时机，将球顶偏。

10 minutes from time。这里的“time”，是指“球赛终场的时间”，10 minutes from time，就是离比赛结

束还有10分钟的时候。

It would prove to be the only in concentration on behalf of the Old Lady with 
Chiellini, Alex Sandro and Buffon all producing critical  in and 
around the danger zone as the clock slowly ticked towards full time.

lapse 
defensive interventions

Lapse，走神，疏忽。是指上文提到的unmarked，后卫没有对前锋进行盯防，就是走神了。

defensive interventions，主要是指防守上的“抢断”、“抢球”或者“阻挡对方的传球或进攻”。

A beautifully managed four minutes of stoppage time came and went to bring an end to 
a pulsating night of football at Juventus Stadium. A  showing and three 
massive first-leg goals.

spectacular

Spectacular，英文常用词，此处是指showing非常精彩。

We do it all again in eight days' time…

最后这段话，是指两队第二回合的比赛将在八天后进行。欧洲冠军联赛（UEFA Champions League）的淘汰

赛阶段，都采取两回合制，即比赛双方各自在自己的主场进行一场比赛，两回合进球累计多者，进入下一

轮。只有最后的决赛是一场定胜负，在中立场地进行。

Goalkeeper ter Stegen, much the busier of the two on the night, did well to keep out a 
pair of  Higuain efforts on the counter attack, but could do nothing about 
Chiellini who Javier Mascherano for strength, planted  and 

via the upright.

well-struck
beat his feet guided a header 

into the far corner 

well-struck，（射门）漂亮的。

Beat，是指进球者Chiellini力压对方防守队员Mascherano，在力量上击败对手，beat sb for strength。

planted his feet，是指在对方的推搡干扰下，“牢牢地站在地上”。

guided a header into the far corner，header是指头球，精准地头球，将球顶进球门远端(far corner)。

But the drama was far from finished.  between Messi and 
Suarez put the Uruguayan  with Buffon on the angle, only for the skipper to 
somehow  his first-half intervention,  to turn it 
around the post.

A rare piece of link-up play
one-on-one

better  brushing his fingers on the ball

A rare piece of link-up play，是指梅西和苏亚雷斯两人之间，难得一见的绝妙传球配合。

one-on-one，指前锋苏亚雷斯直接面对门将布冯，两个人一对一。

Better，注意此处better的用法是动词，指改善或做得更好。

brushing his fingers on the ball，brush的使用很好，是指守门员用手指将球拨开。

monumental and richly deserved，是对第三个进球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非常理所应当。这里的

理所应当，是指抵抗住了对方的进攻，抓住了时机，所以进球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home side could only watch Samuel Umtiti 
.

mistime his jump unmarked in the penalty 
area 10 minutes from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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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言堂
Brainstorming

关于 的思考“论文翻译”
    李丽

最近，我们处理了一份关于“电视节目制播中音乐作品版权全流程管理研究”的论文。在稿件正式翻译之前，我们做了一份试

译稿件以确认客户的风格需求，在稿件翻译过程中，我们的翻译工程师也对论文中涉及到的专业术语等等做了详细的查询，最终在

翻译总监审稿的过程中，我们对其中涉及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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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的特有词汇

本次论文中涉及到的特有词汇就是“春

晚”，我们都知道“春晚”的英文是“Spring 

Festival Gala”，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同胞对中

国 的 关 注 ， 更 多 人 的 人 开 始 使 用

“Chunwan”来表示，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说

法有没有达到一定的普及度呢？是国际友人都

熟知的吗？于是大家展开了，对Chunwan一词

的搜索。

Lily分享了在维基百科上所查到的具体解释（https://en.wikipedia.org/wiki/CCTV_New_Year%27s_Gala）

Amanda分享了中国国际电视台网站上查到的新闻

关于论文中人称的选用【 】

最初的稿件中选用的是第一人称。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用有什么优势呢？

大家开始发表意见，总结起来，大家觉

得采用第一人称有几个好处：

 使文章更具真实性   

 使文章更生动形象

 使读者能更具体的体会作者心情

但是，论文一般是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

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客观性是它的最大特点，而采用第一人称会

给人一种主观性的感觉，大家综合考虑最终还是觉得用this paper更加合适。



英文题目开头第一字不得用The、An和A；

文献的主副标题必须用句号分开，不得用分号或破折号；

题目中尽量少用缩略词，必用时亦需在括号中注明全称(尽

管中文文献题目中常用英文缩略字或汉语拼音首字母缩略

字）；

特殊字符即数学符号和希腊字母在题目中尽量不用或少

用。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两种用法：

关于“全面论述”的用法【 】

“This paper, from all aspects, describes…”

“This paper elaborates…”

《朗文词典》中对“elaborate”一词是这样解释的：to give more details or new information about something，这个单词本身已

经包含了from all aspects的含义，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坚持的原则是“能用一个词，就不用两个词”。如果一个单词本身就

能说明几个单词包含的意思，那么这个单词会更直观更形象，最终我们确定了采用第二种用法。

译言堂
Brainstorming

在此，我们也跟大家

分 享 一 下 《 美 国 工 程 索

引》中对于信息性文摘的

写 作 要 求 （ Preparation of 

Abstracts），包 括 对 文 摘

长度、文体风格、文摘题

目等的要求，希望对大家

能有所帮助：

取消不必要的字句：如“It is reported”、“Extensive investigations show that”；

对物理单位及一些通用词可以适当进行简化；

取消或减少背景情况（Background Information）；

限制文摘只表示新情况、新内容，过去的研究细节可以取消；

作者在文献中谈及的未来计划不纳入文摘；

尽量简化一些措辞和重复的单元,如：不用at a temperature of 250℃ to 300℃，

而用at 250℃~300℃。

文摘长度（Length of the Abstracts）

文摘长度一般不超过150 words，不少于100 words。一般缩短文摘方法如下：

文体风格（Styles）

句子结构严谨完整，尽量用短句子；

技术术语尽量用工程领域的通用标准；

用过去时态叙述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

者结论；

不使用俚语外语表达概念，应该用标准英语；

尽量应用主动语态代替被动语态；

用重要的事实开头，尽力避免用辅助从句开

头。

文摘题目（Title）

即原始文献的题目，力求简单明了直接反应文献的主题：

Brainstorming是一种激发集体智慧产生和提出创新设想的思维方法。翻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转换过程，而是一项思想的碰撞和

交流。对客户的每一个稿件，我们都会倾心制作！这是对我们自己，也是对客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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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中人
Insider

浅谈翻译实践

逻辑思维能力

译工作是沟通世界的桥梁，是世界各国人民

之间经贸往来、科技交流、政治沟通必不可翻少的重要环节。因此，世界各行各业的发展

与进步，离不开我们翻译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奉献。

我从1972年5月开始从事翻译工作，至今已经走

过了45年的翻译历程。在军队情报机关从事翻译工作

13年；1986年转业到兵器部338厂科技情报室从事翻

译工作17年。从1990年开始，在《中国摄影报》、

《人民摄影报》、《国外产品与技术》等10多种国家

级刊物发表科技译文70多篇，并在重庆西讯翻译公

司、重庆市索通翻译公司、重庆工程师协会智宏科技

翻译中心、重庆华电翻译公司等以及北京、上海的多

家翻译公司担任兼职翻译，获得用户一致好评。可以

说翻译工作成就了我自己，也为国家的经济振兴做出

了贡献。

构，主要部分（主语和谓语）可能很短，从属部分

可能很多，句中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显得比较紧

密。这样一个英语句子所表达的思想，用汉语来表

达，往往多用并列结构，多按时间顺序或自然的逻

辑顺序，一层层逐渐展开，甚至分成几个短句，和

英语的原句相比，结构显得较为松散。理解原文是

翻译首要的又是关键的一步。而理解原文的过程是

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是一个语义辨认、语法分

析、逻辑分析三者相互作用的过程，总起来说是一

个根据上下文进行推理演绎的过程。在翻译的过程

中，首先要理清英语的逻辑思维顺序，然后必须如

庖丁解牛一般把一个由两三百字组成的句子按中国

人容易理解的顺序肢解成一段文字，依次展开。

文学功底

汉语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有非常多的精妙

的词句，如果翻译中能够用到这些词，不但能够让

读者更加容易理解，使文章读起来更加流畅，而且

还可以为译文生色不少。在这方面，我早年的文学

修养和沉淀在我的翻译工作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

几十年的翻译经历使我体会到，要做好翻译工

作，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东方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有很多差异，导致了汉语

和英语的许多不同之处，东方人感性居多，具备重形

象，重直觉，重整体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理性居

多，是具备重理性、重逻辑、重个体的思维方式。英

语体现一个“紧”字，汉语体现一个“松”字。英语

叙述往往把许多意思集中在一个句子里，多用主从结

语言组织能力

在翻译中，语言组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汉语和英文的顺序往往大相径庭。中国人喜欢先说时

间，地点，再交代事情；先出现所述之物，再对其阐

述。而英文完全不同，英文的时间地点等状语往往在

句子末尾，并且可以先以代词“它”来代替所述之

物，在一长串有关“它”的信息之后，最后出现所指

代的是什么。如果完全按照英语顺序来翻译，不但让

人觉得生涩无比，而且常常给人感觉一头雾水，不知

所云。所以，在完全领会了英文原文的意思之后，接

下来的工作是怎样把这些信息重新组合，整理，按照

汉语习惯的顺序，措辞方式组织语言。比如，英语十

分倾向用被动语态，而汉语正好相反，在英译汉时就

要注意转换。另一方面，汉语中非常喜欢用无主语的

句子，而英语注重逻辑，主语省略的句子较少见，在

汉译英中也要注意补充主语或者改为被动语态。

科技知识能力

从事科技翻译，必须具备一定的科技基础知

识，了解具体行业的科技信息，博览相关行业的科技

资料。比如，在翻译汽车资料的时候，对汽车发动机

的功能、基本结构和各部件的大致功能特点有一个基

本的了解。翻译的技术文章才能让技术人员折服。

积累甚至熟记专业词汇和特殊表达结构

翻译工作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生僻的词和惯用

语，积累和熟记这些生僻词和惯用语，对翻译人员来

说是一项基本功。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多种差

异，许多情况之下成了英、汉互译的极大障碍。翻译

之难，主要难在处理语言的差异上，难在寻觅译文的

近似值表达上。我们只有不断积累、不断更新自己的

知识，才能使自己的翻译经验不断提升，把翻译工作

越做越好。

总之，语言的表达形式是千变万化的，但各族

人民的思维逻辑是基本一致的，只要我们紧紧抓住思

维逻辑这条主线，善学习、勤积累，我们就一定能成

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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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成志老师连续从事翻译工作45年，1990年起先后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科技译文70多

篇，长期在国企、私企担任专职、兼职翻译，参与过许多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科研项目的

翻译工作。翻译的资料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研、军工、医学、化工、电子、

工程建筑等数十个专业领域。

副译审职称

重庆市翻译家协会会员

重庆市工程师协会会员

康成志

邮箱：KCZ1969@163.com



心灵签到
Voice of the Heart

在美国看台湾报纸

美国留学期间，由于身边有不少的台湾同

学，我产生了进一步了解台湾的想法。“纸在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知道

最好的方式是亲临台湾，但在客观条件暂不具备的

前提下，通过浏览台湾的报纸（电子版）和网络论

坛，也能丰富我对台湾的认识。

我经常浏览的台湾报纸电子版主要有以下几种：

《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联合报》、和《旺

报》。从这几份报纸的不同风格，可以看出台湾的

言论自由程度。台湾报纸的群星闪烁，让我想起春

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所导致的

“百家争鸣”的局面。

《中国时报》是我最常浏览的台湾报纸。我以前

在看一些台湾作家的散文时，经常会在文章末尾看

到“刊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之类的字样，因

此我很早就对这份报纸充满好感。由于我通常都是

上网看电子版，所以会经常输入这份报纸的网址

“Chinatimes”。

台湾的网址包含China这个单词，台湾的报名冠

有“中国”二字，这都让我倍感亲切。毕竟，我们留

学在外，看到了太多把China与Taiwan隔离起来的人

和事，这让人无奈，也让人伤感。此外，“时报”两

不同色彩不同解读

个字也显得非常洋气，会令人联想起《纽约时报》。

从内容来看，《中国时报》的风格比较平和，尤其适

合刚刚接触台湾报纸的大陆人阅读。

台湾的报业这么发达，我们当然不能只倾听一种

声音。所以，尽管我未必同意这上面的很多观点以

及对大陆的看法，《自由时报》也是我经常浏览的

报纸，我常常在看完《中国时报》对一件事情的报

导后，就马上输入《自由时报》网址，看同一新闻事

件在两份不同色彩的报纸上得到的不同解读。

《自由时报》的电子版上还有各种“部落格”，

也就是我们大陆人所说的“博客”。很多台湾的文

人学者都在这里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每逢大

事发生，就会有各种风格的文章出现。我常常光顾

一位女记者邹景雯的部落格，她是台湾的外省人，

从照片上看还是一位美女。在她的部落格上，曾经

写着“世界上只有一个台湾，台湾属于台湾人民”

的字样。

她的立场鲜明，文笔犀利，文章也很好看，但更

好看的是文章下面的网友评论。有很多来自大陆各

省的网友在她的部落格上面留言，跟她进行互动、

切磋、辩论。她也一一予以回应。她的部落格上的

各种台湾与大陆的网友的对话与交流，其精彩程度

并不亚于大陆的天涯论坛。

在关注了一段时间她的部落格后，我还发现很多

观点不一致的两岸网友，竟然通过在她的部落格的

上面的辩论和交流，不打不相识，最后成为了朋

友。她的很多观点我并不赞同，但她对台湾的爱，

对自己信念的坚持，却为我所欣赏。

《联合报》也是我必看的报纸。联合报里面的部

落格内容更加丰富，而且很有深度。其中有一个系

列的部落格叫“天下城邦”，以谈论时政内容为主，

里面的每个博主都被称为“市长”。“天下城邦”中

最有名的一个部落格叫“天下纵横谈”。这里的市

长YST，我认为是我见过台湾的部落格里面文笔最

好、观点最独特、也最有思想的人。他的文章好到

什么程度呢？有一段时间，竟然有人怀疑YST就是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除了“天下纵横谈”外，“天下城邦”还有很多

精彩的部落格。这里算是台湾“深蓝”的集中地。通

过阅读这些文章，我从某种程度上了解到了部分台湾

人对日本的特殊情感，台湾的族群分裂的源头，电影

《海角七号》的暗喻，以及台湾的“深绿”、“浅

绿”“浅蓝”“正蓝”等政治谱系的思想。

当然，这些文章也都是一家之言，未必客观，未

必正确。但至少，这对于满足我对台湾的好奇，对于

拓宽我的思维，改变我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都

有极大的意义。这也是我出国留学的一大收获。

出国留学一大收获

本文曾刊载于台湾《旺报》

“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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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硕士

现供职于中央电视台办公室版权和法律事务室

鲁佳

鲁佳，80后，《留学生》杂志专栏作者，著有留学随笔集《美国法学院也有诗与远方》。美

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硕士（LLM），北京大学艺术硕士（MFA），清华大学法学学士，四川外国

语大学文学学士。游走于法学和文艺之间，徘徊在民谣与摇滚边缘，在琴弦上寂寞成长，就这么

飘来飘去。

敖。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YST的真实身分。

YST是两岸统一的坚定支持者，这样的人在台湾

的比例非常小，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其实持什么样的

政治立场并不重要，多元的社会自然有多元的思想。

在部落格上受人欣赏的关键是要能写出有思想，有深

度，有文采的文章，即使别人不同意你的观点，也不

得不佩服你的思想和文字。就像龙应台曾经说过的一

句话“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认为YST完全做到了这

一点。

他的文章读起来酣畅淋漓，有力有理有节，资料

详实，旁征博引，论证也丝丝入扣。即使跟他观点不

同的人在看了他的文章后，虽然不一定会被他说服，

但要么会佩服他的文笔和思想，要么会痛恨他的宣传

和鼓动能力。

YST在大陆也有一票粉丝，常有大陆的网友在他

的部落格上留言。曾经有一位大陆网友准备在大陆为

他开网站，全面转载他的文章，进一步宣传他的思

想，但YST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据他自己的回答

是，他不愿意被卷入其他团体，他希望独立写作，只

为自己发言。

邮箱：lujia01@tsinghua.org.cn

http://mp.weixin.qq.com/s/4Lu09AHaxmh2NwgvMeLD7g


Caitlin Doughty 1984.8.19

思想的声音
Sound of Mind

A BURIAL PRACTICE  
NOURISHES 

THAT
THE PLANET

责任编辑   陈 颖

hen I die, I would like for they practice "sky burial," a ritual Why, when I die, should they not 

my body to be laid out w h e r e t h e b o d y i s l e f t t o b e have their turn with me?Wto be eaten by animals. consumed by vultures. In Mumbai, Am I not an animal? Biologically 

Having your body laid out to be in India, those who follow the Parsi speaking, are we not all, in this room, 

e a t e n b y a n i m a l s i s  n o t f o r religion put their dead in structures animals? Accepting the fact that we 

everyone. called "Towers of Silence." These are animals has some potentially 

Maybe you have already had are interesting cultural tidbits, but terrifying consequences. It means 

the end-of-life talk with your family they just haven't really been that accepting that we are doomed to 

and decided on, I don't know, popular in the Western world — decay and die, just like any other 

cremation. And in the interest of full they're not what you'd expect. creature on earth.

disclosure, what I am proposing for In America, our death traditions For the last nine years, I've 

my dead body is not strictly legal at h a v e  c o m e  t o  b e  c h e m i c a l  worked in the funeral industry, first 

the moment, but it's not without embalming, followed by burial at as a crematory operator, then as a 

precedent. your local cemetery, or, more mortician and most recently, as the 

We've been laying out our dead recently, cremation. I myself, am a owner of my own funeral home. And 

for all of human history; it's call recent vegetarian, which means I I have some good news: if you're 

exposure burial. In fact, it's likely spent the first 30 years or so of my looking to avoid the whole "doomed 

happening right now as we speak. In life frantically inhaling animals — as to decay and die" thing: you will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of Tibet, many as I could get my hands on. have  all  the  help  in  the world  in  

that avoidance from the funeral whence we came. Now, I don't wi l l be lowered into a large 

industry. want you to get me wrong — I concrete or metal vault. We're 

It 's a multi-bil l ion-dollar a b s o l u t e l y u n d e r s t a n d t h e wasting all of these resources — 

industry, and its economic model importance of ritual, especially concretes, metal, hardwoods —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when it comes to the people that hiding them in vast underground 

p r o t e c t i o n ,  s a n i t a t i o n a n d we love. But we have to be able to fortresses. When you choose 

beautification of the corpse. create and practice this ritual burial at the cemetery, your dead 

Whether they mean to or not, the w i t h o u t  h a r m i n g  t h e  body is not coming anywhere near 

funeral industry promotes this environment, which is why we the dirt that surrounds it. Food for 

idea of human exceptionalism. It need new options. worms you are not.

doesn't matter what it takes, how So let's return to the idea of Next, the industry will sanitize 

much it costs, how bad it is for the p r o t e c t i o n ,  s a n i t a t i o n a n d your body through embalming: 

environment, we're going to do it beautification. We'll start with a the chemical preservation of the 

because humans are worth it! It dead body. The funeral industry dead. This procedure drains your 

ignores the fact that death can be will protect your dead body by blood and replaces it with a toxic, 

a n e m o t i o n a l l y m e s s y a n d offering to sell your family a casket cancer-causing formaldehyde. 

complex affair, and that there is made of hardwood or metal with a They say they do this for the 

beauty in decay — beauty in the rubber sealant. At the cemetery, public health because the dead 

natural return to the earth from on the day of burial, that casket body can be dangerous, but the 

用思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我们会接收到四面八方的各种声音，但必须用自己的方

式思考，铸成属于你思想的形状，才能产生无穷的力量。这一刻，Caitlin Doughty 让你听

到了什么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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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s in this room will tell you So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bone fragments — form a thick, 

that that claim would only apply if L a s t  s u m m e r ,  I  w a s  i n  t h e  chalky layer that, unless distributed 

the person had died of some mountains of North Carolina, in the soil just right, can actually hurt 

w i l d l y i n f e c t i o u s disease, like hauling buckets of wood chips in the o r k i l l t h e t r e e . B u t i f y o u ' r e 

Ebola. Even human decomposition, summer sun. I was at Western r e c o m p o s e d , i f  y o u a c t u a l l y 

which, let's be honest, is a little Carolina University at their "Body become the soil, you can nourish 

stinky and unpleasant, is perfectly Farm," more accurately called a the tree, and become the post-

safe. The bacteria that causes "human decomposition facility." mortem contributor you've always 

disease is not the same bacteria Bodies donated to science are wanted to be — that you deserve to 

that causes decomposition. brought here, and their decay is be.

F i n a l l y ,  t h e i n d u s t r y w i l l  studied to benefit the future of So that's one option for the 

beautify the corpse. They'll tell you forensics. On this particular day, future of cremation. But what about 

that the natural dead body of your there were 12 bodies laid out in the future of cemeteries? There are 

mother or father is not good enough various stages of decomposition. a lot of people who think we 

as it is. They'll put it in makeup. Some were skeletonized, one was shouldn't even have cemeteries 

They'll put it in a suit. They'll inject wearing purple pajamas, one still anymore because we're running out 

dyes so the person looks a little had blonde facial hair visible. The of land. But what if we reframed it, 

m o r e  a l i v e  —  j u s t  r e s t i n g .  forensic aspect is really fascinating, and the corpse wasn't the land's 

E m b a l m i n g i s a c h e a t c o d e , but not actually why I was there. I enemy, but its potential savior? I'm 

providing the illusion that death and was there because a colleague of talking about conservation burial, 

then decay are not the natural end mine named Katrina Spade is where large swaths of land are 

for all organic life on this planet. attempting to create a system, not purchased by a land trust. The 

N o w ,  i f  t h i s  s y s t e m  o f  o f  c r e m a t i n g  t h e  d e a d ,  b u t  beauty of this is that once you plant 

b e a u t i f i c a t i o n ,  s a n i t a t i o n ,  composting the dead. a few dead bodies in that land, it 

protection doesn't appeal to you, S h e  c a l l s  t h e  s y s t e m  can't be touched, it can't be 

you are not alone. There is a whole "Recomposition," and we've been developed on — hence the term, 

wave of people — funeral directors, doing it with cattle and other "conservation burial." It's the 

designers, environmentalists — livestock for years. She imagines a equivalent of chaining yourself to a 

trying to come up with a more eco- facility where the family could come tree post-mortem — "Hell no, I won't 

friendly way of death. For these and lay their dead loved one in a g o !  N o ,  r e a l l y  — I  c a n ' t .  I ' m 

people, death is not necessarily a nutrient-rich mixture that would, in decomposing under here."

pristine, makeup, powder-blue four-to-six weeks, reduce the body Any money that the family gives 

tuxedo kind of affair. There's no — bones and all — to soil. In those to the cemetery would go back into 

question that our current methods four-to-six weeks, your molecules protecting and managing the land. 

o f d e a t h a r e n o t p a r t i c u l a r l y become other molecules; you There are no headstones and no 

sustainable, what with the waste of literally transform. graves in the typical sense. The 

resources and our reliance on How would this fit in with the graves are scattered about the 

chemicals. Even cremation, which very recent desire a lot of people property under elegant mounds, 

i s  u s u a l l y  c o n s i d e r e d  t h e  seem to have to be buried under a marked only by a rock or a small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option, tree, or to become a tree when they metal disk, or sometimes only 

uses, per cremation, the natural gas die? In a traditional cremation, the locatable by GPS. There's no 

equivalent of a 500-mile car trip. ashes that are left over — inorganic e m b a l m i n g , n o h e a v y , m e t a l 

caskets made out of things like areas. They offer a chance to doesn't reflect what we stood for 

woven willow and bamboo, but reintroduce native plants and during our lives. Will changing the 

honestly, most of our families animals to a region. They offer way we bury our dead solve climate 

just choose a simple shroud. There public trails, places for spiritual change? No. But it will make bold 

are none of the big vaults that most practice, places for classes and moves in how we see ourselves as 

cemeteries require just because it events — places where nature and citizens of this planet. If we can die 

m a k e s i t e a s i e r f o r t h e m t o mourning meet. Most importantly, in a way that is more humble and 

landscape. Families can come they offer us, once again, a chance self-aware, I believe that we stand a 

here; they can luxuriate in nature; to just decompose in a hole in the chance.

they can even plant a tree or a ground. The soil, let me tell you, has Thank you.

shrub, though only native plants to missed us.

the area are allowed. The dead I think for a lot of people, 

then blend seamlessly in with the they're starting to get the sense 

landscape. that our current funeral industry 

There's hope in conservation isn't really working for them. For 

cemeteries. They offer dedicated many of us, being sanitized and 

green space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beautified just doesn't reflect us. It 

思想的声音
Sound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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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夕 杜牧

红烛秋光冷画屏，

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

坐看牵牛织女星。

An Autumn Night
Du Mu

The painted screen is chilled in silver candlelight,

She uses silken fan to catch passing fireflies.

The steps seem steeped in water when cold grows the night,

She lies watching heart-broken stars shed tears in the skies.

文字之歌
Sound of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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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 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Autumn Evening in My Mountain Abode
Wang Wei

Blank hills look pure as a recent rain refines,

As dusk is falling autumn is felt in the bones.

A silvery moon is shining through the pines,

The limpid brooks are gurgling o'er the stones.

Bamboos laugh out as girls from washing whirl,

The lotus stirs where boats out fishing curl.

The scents of spring may go; that's Nature's will.

This season here attracts the noble still.

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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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校
Best Universities

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麻省理工（MIT），坐落于美国马

萨诸塞州剑桥市（大波士顿地区） ，是世界著名私立

研究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于1861年，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麻省理工学院借由美国国防科技研究需

要而迅速崛起；在二战和冷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的

研究人员对计算机、雷达以及惯性导航系统等科技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麻省理工学院素以世界顶尖的工程学和计算机科

学而享誉世界，拥有著名的林肯实验室（MIT Lincoln 

Lab）和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位列2016-17年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工程学世界第1、计算机

科学第2，与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同被

称为工程科技界的学术领袖。截止至2016年，麻省理

工学院的校友、教职工及研究人员中，共产生了85位

诺贝尔奖得主（世界第6）、6位菲尔兹奖得主（世界

第10）以及20位图灵奖得主（世界第2）。

2016-17年度，MIT位列QS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

一、 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世界第二、世

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世界第五  、泰晤士高等教

育世界大学排名第五 。具体学科方面，麻省理工学院

的生命科学位列世界第3（ARWU）、基础理科第5（物

理学第4、化学第6、数学第12）、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位

列世界前5。

US News

美国名校

今天小编想为大家介绍3所美国的顶尖名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

想必大家一定听过哈佛大学，对麻省理工和斯坦福也不陌生，但是有没有详细了解过呢？下

面就跟着小编来一起看看吧！

责任编辑   马爽爽

01.

创建于：1861年/校训：既学会动脑，又学会动手

                                   Mind and Hand

知名校友：本·伯南克，理查德·费曼，贝聿铭等

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全名小利兰·

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简称

“斯坦福（Stanford）”，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南部

的帕罗奥多市（Palo Alto）境内，临近世界著名高科技园

区硅谷，是世界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 。斯坦福占地约

33平方公里，是美国面积第六大的大学  。

学术方面，斯坦福大学与旧金山北湾的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共同构成了美国西部的学术中心 。据相关机构

统计，截止至2017年，共有60位斯坦福校友、教授或研

究人员曾获得诺贝尔奖（世界第八），共有20位曾获得

图灵奖（计算机界最高奖）、仅次于伯克利（23位）位

列世界第二；另有7位斯坦福教授曾获得过菲尔兹奖（数

学界最高奖）、位列世界第九。2016-17年，斯坦福大学

在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和QS世界大学排名中均位列世

界第二，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世界第

三，在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亦位列世界第三。

斯坦福大学为硅谷（Silicon Valley）的形成和崛起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培养了众多高科技产品的领导者及创

业精神的人才，这其中就包括惠普、谷歌、雅虎、耐

克、罗技、特斯拉汽车、Firefox、艺电、太阳微系统、

NVIDIA、思科、硅谷图形及eBay等公司的创办人。此

外，斯坦福大学的校友涵盖30名富豪企业家及17名太空

员，亦为培养最多美国国会成员的院校之一。根据美国

《福布斯》杂志2010年盘点的亿万富翁最多的大学，斯

坦福大学名列第二，亿万富翁数量达28位，仅次于哈佛

大学。

02.

创建于：1891年/校训：自由之风劲吹

                                   The wind of freedom blows

知名校友：赫伯特·克拉克·胡佛、文顿·瑟夫等

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简称哈佛，坐

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私立

研究型大学，是著名的常春藤盟校成员。这里走出了

8位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上百位诺贝尔获得者曾在此工

作、学习，其在文学、医学、法学、商学等多个领域

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广泛的影响力，被公认为是当

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哈佛同时也是美国本土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

其诞生于1636年，最早由马萨诸塞州殖民地立法机关

创建，初名新市民学院，是为了纪念在成立初期给予

学院慷慨支持的约翰·哈佛牧师。学校于1639年3月更

名为哈佛学院。1780年，哈佛学院正式改称哈佛大

学。截止2014年，学校有本科生6700余人，硕士及博

士研究生14500余人。

哈佛大学在2017 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名列第

一，美国大学排名第二位。2017年1月，《泰晤士高等

教育》公布2017年度全球CEO母校排名，哈佛大学排名

第一。

03.

创建于：1636年/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

                                   Amicus Plato, Amicus Aristotle, Sed Magis Amicus 

知名校友：奥巴马、比尔盖茨、罗斯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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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词源小故事
Stories

神话传说

geography  地理

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盖亚
卡 俄 斯 （Chaos） 是 希 腊

神话中最早的原始神之一，代

表宇宙形成之前模糊一团的景

象。根据赫西俄德和早期希腊

神话记载：宇宙之初只有卡俄

斯，他是一个无边无际、一无

所有的空间。随后他依靠无性

繁殖从自身内部诞生了大地女

神、地狱深渊神、黑暗神、黑

夜女神和爱神等五大原始神。

世界由此开始。

由 卡 俄 斯 的 名 字Chaos产

生 了 表 示 “ 混 沌 ” 的 单 词

责任编辑   徐梦苗

在古希腊神话中，掌管 的子孙后代。

地 球 的 女 神 称 为 “ 盖 亚 ” 从盖亚的名字产生了表

（Gaia或Gaea），通常被翻 示“地球”的词根geo-，从

译为“大地女神”。她由混 词 根 geo-产 生 了 许 多 与 地

沌之神卡俄斯所生。盖亚通 球、大地有关的单词。

过自我繁殖诞生了天神（表

示 天 地 之 分 离 ） 、 海 底 神

（表示大地之凹陷）和山脉

神（表示大地之凸起），并

与天神结合生了六男六女十

二个泰坦巨神及三个独眼巨

人和三个百臂巨神。她是世

界的开始，所有的神都是她

geography [dʒɪ'ɒgrəfɪ]n. 地理学

geo 大地 +graphy 描绘

=描述大地的概貌就是地理

geology [dʒɪ'ɒlədʒɪ]n. 地质学

geo 大地 + logy 学科

=研究大地的学科

geologist [dʒɪ'ɒlədʒɪst]n. 地质学家

geo 大地 + logy 学科

=研究大地的学者

+ ist 表示人物

geometry [dʒɪ'ɒmɪtrɪ]n. 几何学

geo 大地 +metry 测量

=最早的几何是测量大地的技术

chaos  混沌

希腊神话中的混沌之神卡俄斯

chaos ['keɪɒs]n. 混沌、混乱

chaotic [keɪ'ɒtɪk]adj. 混乱的、无秩序的

大地女神盖亚在罗马神话中换

了一个罗马名字，叫做Tellus

（忒勒斯）或Terra Mother大地

母亲）。拉丁语terra意思就是

“陆地、干的地”（与“海

洋”相对），等于英语单词

land（陆地）。英语词根terra-

就源自terra，表示陆地（land），

与 表 示 “ 地 球 ” 的 词 根 geo-

（earth）略有差异。

territory  领土

罗马神话中的大地女神

territory ['terɪt(ə)rɪ]n. 领土、领地

terrestrial [tə'restrɪəl]adj.地球的，陆地的，人间的

terrain [təˈreɪn]n. 地形、地势

mediterranean [mɛdətə'renɪən]n. 地中海

medi 中间 + terra 陆地 +nean后缀

n.陆地生物，地球上的人

terrace ['terəs]n. 梯田

subterranean [sʌbtə'reɪnɪən]n. 地下的

extraterrestrial [ekstrətə'restrɪəl]adj. 地球外的

n.天外来客

terraneous [te'reiniəs]adj. 地上生长的，陆生的

chaos及其派生词chaotic。

Tales of Legendia

4241

你知道单词背后的传奇故事吗？几乎每个单词背后都有它自己的构成原因。了解单词词根的背

后故事就相当于破译了单词的构成密码，可以让你快速了解单词内涵，掌握背单词的小窍门。今天为

您奉上的词根小故事是：



Book Description

       “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is F. Scott Fitzgerald's fantastical satire about aging. It is 
the strange and haunting story of Benjamin Button who is born as an old man and ages backwards 
so that at the end of his life he is a baby.

“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Title

F. Scott Fitzgerald 

Author

作者的其他名作

“The Great Gatsby” 
《了不起的盖茨比》

“Tender Is the Night”
《夜色温柔》

“This Side of Paradise” 
《人间天堂》

1

2

3

《本杰明巴顿奇事》又名《返老还童》

同名电影

导演

大卫·芬奇

主演

布拉德·皮特、凯特·布兰切特

电影简介

电影讲述了本杰明·巴顿这个怪人，他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以老人形象降生人

世，之后越活越年轻倒着成长的奇怪生命轨迹。影片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

果、最佳化妆、最佳艺术指导三项大奖，而主演布拉德·皮特和塔拉吉·P·汉森也获得

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和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

导演的其他名作

“Gone Girl” 

《消失的爱人》

“Seven”
《七宗罪》

“Fight Club” 
《搏击俱乐部》

Introduction to Author

       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 (September 24, 1896 – December 21, 1940), known professionally 
as F. Scott Fitzgerald, was an American novelist and short story writer, whose works illustrate the 
Jazz Age. While he achieved limited success in his lifetime, he is now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20th century. Fitzgerald is considered a member of the "Lost 
Generation" of the 1920s.

心的旅行
Take My Heart Away

321

32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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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Youth
趁年轻，读些有趣书吧！经过精挑细选，小编特此推荐了以下英文原版书籍，如果看完书仍然意犹

未尽，同名电影不可错过哟！

责任编辑  马爽爽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翻译”的问题。“翻

译”是一个不断学与问的过程，等到“媳妇儿”熬成

“婆”也就可以称得上是资深人士了。

李丽

中级笔译工程师

PD主管

累计翻译量 600W

擅长领域 机械、法律、科技

近期参与案例 大型品牌汽车车主手册（20万字）

航天航空研究资料（25万字）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18万字）

“媳妇儿”熬成“婆”

欢迎Lily来到《讯号》！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聊

聊的吗?

时间有点远了，这个确实是记不清楚了，但是一开

始都是从最基础的文件开始，比如身份证、驾照等

等，那个时候带我的老师对我的评价还是蛮高的，

应 该 说 当 时 对 这 类 的 稿 件 处 理 还 是 蛮 有 成 就 感 的

吧。

个人的第一篇译作是？

您为什么选择从事翻译工作？

首先是源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语言的魅力是不言而

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相当于二次创作，不

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门艺。其次是专业翻译的职

业前景，以及语言翻译成就感吸引了我。

每个人的翻译水平也需要不断地提升。我可以通过

公司提供的专业舞台，更多地接触各行各业，掌握

相关专业翻译知识和技巧。为公司创造更多价值和

利润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

若工作中出现重大质量问题，必须立刻进行检查，

分析出现质量问题的根本原因，制定相应的临时解

决措施和永久处理措施。充分利用PDCA（Plan、

Do、Check and Action）的方法做好质量管理。

同时在工作中养成认真仔细、谨慎的工作作风。

如果工作中出现重大质量问题，您会?

您在做这份工作时，什么是最成功的，什么最

有挑战性？

成功，这是一个很多人都追求的东西，可挑战性确

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接触一个

新的领域，经过自己各种努力最终完成过后，你会

觉得自己是成功的，因为你又成长了。同时这也是

具有挑战性的，因为你可能要面对客户的质疑，所

以在这个过程中，要尽各种努力让你的稿件更加专

业，无论是从词汇筛选还是句型结构。其实还有一

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排版！因为这是稿件对客户

的直接印象。

对于自己的翻译水平的发展，您会?

我觉得是一个长期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对于诸多专

业领域、行业，其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Q1

Q2

Q3

Q4

Q6

Q5

译问译答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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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WANTED

《讯号》杂志征稿启事

一、刊物介绍

西讯翻译是一家专业提供全语种服务的语言信息交互公司，于2017年

9月18日创办《讯号》电子期刊，以“沟通世界，成就你我”为办刊宗旨，

为“西讯更好服务世界，世界更好了解西讯”提供全新的媒介和渠道互动平

台。

《讯号》的价值理念：传递西讯声音，宣导翻译态度，引介译界妍雅，

陶冶译人情怀，促进学术嬗替，助推文化传继。

二、投稿要求

 

1、内容描述：圈内的“译闻译事”，圈外的“逸闻轶事”，统统都

OK！文体及题材不限，追忆展望、抒情说教、正襟危坐、嬉笑怒骂皆可，

弘扬正能量为佳。

2、作品必须为原创（若已经发表，请注明具体发表时间，书籍或期刊

名称等），如有抄袭，文责自负。

 

3、字数：1000-2000字为宜。

4、所有稿件，一律采用电子word文档，并在文章后面标注作者姓名

（或笔名）、通联地址、电话及作者简要介绍等。

 

三、投稿方式

 

邮箱：

联系人：

 

电话：

fathomtrans_hr@sina.c

023-65409280 / 65409690

n

王老师 / 郑老师

本信息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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