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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至寒时刻，夜阑之际，油然而生对灵魂的鞭挞拷问，便随着野外的

霜雾之气，在内心中氤氲弥散开来。

新年，带给孩子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希冀，带给成人的，则是对于过去

的思索和长考。

人若耽于夜思，是必然要找寻伴夜之物的。

酒，用之佐餐助兴，那是绝配，所谓酒食之间，弥合如虎符。但若饮之入

夜，则酒入愁肠，思绪难以宁定。与其说头脑运转，毋宁是肠胃蒸腾，毕竟李

白只能算作特例。因此，用以伴夜，酒是下品。

若是清茶对以深思，境界则迥异。往事故人，便如那茶香袅袅，浮于眼

前。至于茶品是否清、香、甘、淡，火品是否明、活、洁、燥，器品是否质、

朴、雅、素，室品是否简、古、通、幽，也就不必执着。晨饮可以察人格物，

夜饮却只需返照心境。因此，茶之于夜思，当是熨帖无比的。

然而常常夤夜沉思，则陷入愁苦难以自拔者，比比皆是。久而久之，不禁

自问：思是为了寻苦，抑或解忧？ 

若是为了寻苦，看来那是大可不必。人生本已苦短，何必再添烦恼？所以

一人独思，不如众人和诗。与其以茶敛性，不如索性对酒敞怀。正是所谓曲水

流觞：“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无论是佛经呢喃，还是诗词唱颂，交相辉映，方能别开生面。若源之于夏

日炎炎，可覆之于白雪皑皑；若生之于小桥流水，可收之于大江东去；若发之

于琴瑟琵琶，可应之于唏嘘叹咏；若勃之于铁马金戈，可弭之于闲云野鹤；若

喜之于盘髻少艾，可愁之于垂髫小儿；若起之于高山阔川，可承之于春花秋

月；若转之于山穷水尽，可合之于柳暗花明。

唱和之间，心径得以清淤，慧根得以滋长。响应之声粥粥，则烦俗顿消，

妍雅大作，可为一方人间盛景。 

这正是：惟酬唱，可解惆怅。

卷
首

语



科幻读者比其他读者

更聪明

更具包容性

语
言是文化的载体，被翻译的科幻作 在翻译时，英文没法将古代人在官场挣扎的

品会因译者的观念、习俗、习惯不 内心活动，国仇家难时如何抉择的细微情感

同而产生改变。中国科幻作家张冉 表达出来，所以很多外国读者都反馈说没看

认为基于中国背景写的作品，特别是包含古 懂文章想表达什么东西。

代文化的，翻译时会丢掉一些精髓。他的小 中国新生代代表科幻作家陈楸帆则表

说《晋阳三尺雪》，描写的背景是五代十国 示：“中国科幻小说基本上以北方官话为

末期剩下最后一个城市，山西晋阳城里出现 主，在语言上比其他文学更好翻译。”的

了很多超时代的东西，比如火车、网络。而 确，以金宇澄的《繁花》为例，其中有非常

76

行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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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国外大受追捧

因科幻读者比其他读者更聪明？ 责任编辑   杨利丝

近
年来，随着刘慈欣的《三体》和郝 十几周在德国市场上站在畅销书排行榜榜

景芳的《北京折叠》接连获得雨果 首，许多人买这本书作为节日礼物互赠。这

奖，中国的科幻作品越来越多地走 足以表明中国科幻小说的艺术价值渐渐获得

向海外，更是有不少优秀的小说被翻拍为影 了世界的认可。

视作品。而面对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读者， 日前，在“跨文化与跨媒介的科幻”的

科幻作家们有把握自己的作品都能被读懂 文学对谈上，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张冉、

吗？ 王侃瑜和英国科幻小说家理查德·摩根就文

据了解，科幻小说的海外输出在中国所 化冲击与传播媒介展开了讨论。

有文学类型里是最为成功的。《三体》连续

刘慈欣的《三体》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



行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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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是小说与影视

作品之间的桥梁 

中国市场仍需耐心

去
年，由姜峯楠的短篇小说《你一生 有热情的制片人是科幻小说能变成好的影视

的故事》改编科幻电影《降临》 作品必不可少的因素。

现在中国市场对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Arrival）大获成功。当时许多人认

存在误区，许多导演看到一部小说很火，便为这是一篇无法改编的作品，这篇小说没有

想要立马把书的版权给买下来，趁着热度，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清晰的故事结构。而上映

短时间内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而“科幻的电影中故事情节、戏剧冲突、叙事结构、

片不是那么简单，科幻如果差一点，就失去人物构建都达到了“好莱坞”的水准，这里

了科幻的色彩、科幻的精神，这是很微妙的面编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东西。”张冉觉得国内影视行业的资深编“小说是一个文学的种类，将小说改为

剧、制片人不太理解科幻的内核在哪里。一个影像的作品，期间需要经过转化，这个

因此，陈楸帆呼唤：“中国市场真的要转化就是一个剧本的过程。小说、剧本、影

多一些耐心，尤其要对自己做中国科幻原创视，是三种不同媒介形态。人们往往有一个

的，我们不敢说杰作，在工业化水平及格线误区，认为保留原作精髓就等同于不能改

上的作品还是要多一些耐心。”动，其实并不是。”三位科幻作家都一致认

为好的编辑、优秀的特效团队、对科幻作品

多的上海本地方言，包括一些俚语的表达方 者更加擅长。在科幻小说当中，作者会引入

式。这些语言要翻译成英文，其实是很难找 一些超现代非现实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需

到与之相对应的内容的，若单按普通话去翻 要和周围的角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给读者

就不得不失去了上海本地文化的韵味，很多 营造出熟悉的感觉。因此在阅读过程中，科

东西就丢掉了。 幻读者已经习惯了接受和理解书中隐藏的小

“科幻作品读者都非常善于理解作品的 小线索，不需要科幻作家给出太多的解释。

上下文，甚至能领悟作者的暗示。”英国科

幻小说家理查德·摩根从读者角度出发，认

为科幻读者在理解方面比一些主流文学的读

由姜峯楠的短篇小说《你一生的故事》

改编科幻电影《降临》 （本文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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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买《白夜追凶》

行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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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利丝

（本文来源：搜狐网）

终于轮到我们向外国友人剧透凶手是谁了

美国观众也要陷入猜关宏峰、关宏宇到 个 消 息 之 所 以 这 么 受 人 关 注 ， 是 因 为

底还有多久才能查出真相的谜局中了，就像 Netflix已经进入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猜《纸牌屋》里下木总统还能走多远一 在如饥似渴地追了这么久Netflix自制剧

样。 之后，我们的国产剧终于也反向输出了一

11月30日，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轮值 回。

总裁杨伟东宣布，Netflix已经买下《白夜追 上 一 次 传 出 登 陆Netflix的 国 产 剧 还 是

凶》的海外发行权。根据Netflix2017年第三 《甄嬛传》，2011年出品的宫廷剧。在本剧

季度财报，这家流媒体巨头会员总数达到了 版权方乐视网兴奋地放出消息后，事情反转

再反转，最终的结果是时长76集的《甄嬛1.09亿人。单论数量，Netflix的用户数大概

传》被剪成6集在Netflix上线，评分只有2 .6分只有国内视频网站用户数的五分之一，但这

（满分5分）。 国本土的用户，Netflix想在全球市场中分一

《甄嬛传》之外，不是没有其它剧输出 杯羹。除了在美国本土制作之外，Netflix还
海外。这些剧有两个鲜明特质，第一，大多 参与到非英语地区原创内容的生产中。日本
是古装题材，比如《步步惊心》在韩国， 的《深夜食堂》第四季就是由Netflix出品并
《大秦帝国》在日本播出。第二，这些剧集

发行，近期还和韩方合作制作首个韩国综艺
所辐射到的基本还是文化相近的亚洲国家，

节目“Busted!”，重制动画片《圣斗士星
再远也就是非洲、欧美国家里海外华人较聚

矢》，发行首部华语自制剧《摆渡身》……
集的区域。

带着这么多优质内容，Netflix一直试图
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产剧＝烂剧”的

进入中国市场，从2014年开始就有新闻称它
等式被人广泛接受。打开电视，看到的不是

将 落 地 中 国 。 但 因 为 政 策 等 种 种 原 因 ，
婆媳间的家长里短，就是完全不接地气的都

Netflix至今未能如愿，最终等来的进展也只
市爱情剧。美剧则代表了另一个方向，制作

是去年4月份，宣布与爱奇艺达成在剧集、动精良、节奏分明。虽然也有烂尾剧，但能在
漫、纪录片、真人秀等领域的内容授权合国内社交网络上成为流行话题的，大多是美
作。剧中的精品。

Netflix要入华，就只能先从内容上的合“这部剧拍得很有美剧质感”——豆瓣
作开始。视频网站势必是它绕不开的合作伙上如果哪部国产剧能获得这样的评价，就已
伴，从优酷手上买下《白夜追凶》的海外发经算是最高程度的赞扬。

行权，也可以看做是Netflix靠近国内视频网2017年，不止一部剧获得这样的评价，

站的示好信号。它们的共同点是都由视频网站参与出品。

《白夜追凶》只是个开始。以Netflix为视频网站需要依靠头部剧集来拉动会员

付费，因此在题材拓展和节奏设置上都更向 代表，国外发行网络对中国市场的好奇心，

美剧靠拢。看看今年几部大热的网剧便知： 外加国产剧集原创力的进步，国产剧集对外

《河神》、《白夜追凶》、《无证之罪》， 输出将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题材都是悬疑侦探剧，没有流量明星，都由 下一个扛起大旗可能是腾讯。由腾讯影

更年轻新锐的制作团队操盘。这些主创，同 业制作的《藏地密码》，从立项之初，目标

时也是常年接受《犯罪心理》、《24小时》 瞄准的就是北美市场。腾讯影业副总经理、

等美剧熏陶的一代人。 黑体工作室负责人陈英杰在接受36氪采访的

因此Netflix选择《白夜追凶》的原因也 时候就提到，为了打入全球市场，腾讯找了

好莱坞编剧Adam Armus和《法医秦明》编剧不难理解。对跨越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

景的观众来说，追凶破案这个永恒主题，再 团队来一起做故事构架，以期能同时吸引到

加上身怀秘密的英雄、法医、警察这套标准 本土及海外观众。剧集虽然还没制作完毕，

的人物设置，不需要太多解释，照样能够让 海外发行就已经在接洽中。

观众迅速接受剧情。这可比《甄嬛传》华妃 但无论买卖双方怎么一拍即合，剧集对

的“一丈红”好理解多了。 外输出的前提都是类型突出，质量过关。好

但Netflix挑中《白夜追凶》，原因又不 消息是，视频网站打算投入更多钱到内容开

发中。今后让外国友人翻墙看国产剧，也许仅仅是剧集质量那么简单。

可能不是梦。国际用户数的增长幅度已经明显高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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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7年11月23日上午，科技·影像·艺术 交流全过程的翻译陪同工作。会后还继续担任了

2017国际交流论坛，在重庆四川美术学院 河口洋一郎（东京大学教授）和石川光久（日本

隆重举行。本次交流会由中国工业设计协 攻壳机动队制作总监）大型专题讲座的现场翻

会信息与交互设计专业委员会和四川美术学院联 译。川美小剧场座无虚席，本着讲座精彩的内

合主办，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协会指导，四川美术 容，再就是IE的专业翻译，来晚的小伙伴们宁愿

学院影视动画学院承办，我司有幸为此次活动提 站着也要坚持听到最后。

供优秀的日语IE。 本次活动得到了客户的欣赏和满意，也得到

了一次中日艺术交流的宝贵经验，为以后的论坛本次项目，因为是临时救场，资深IE在最短

交流奠定了基础。的时间内熟悉项目内容，加上自身的专业水平，

终于不负众望、高效率的完成了从开幕式到会议

欢庆圣诞，喜迎元旦！

NEWS
01

重庆站日语陪同翻译

元
旦佳节喜相逢，圣诞之夜欢乐多！ 诞老人驾着雪橇拖着袜子撒礼物来啦，接

在这寒冬腊月的日子里，圣诞之歌 着…接着……亲自动手的成果，这样的节日

随处可听，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 总的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甚至心底会隐隐

息，所到之处更是欢声笑语，无不热闹！ 的期待它的到来。

虽然没有雪花，也依然烂漫；即使在寒为了丰富办公室文化，Admin同事在网

冬，也能倍感温暖；在烛光摇曳，华灯璀璨上精挑细选，采购了一些装饰品，来点缀

里；炉火熊熊，张灯结彩，圣诞树下的礼物Office，迎接“双蛋”的到来。

堆积如山；钟声敲响，新年大吉；祝福声12月5日，Admin邀请各个部门的同事一
声，幸福永远。

起装扮Office，大家一边听着熟悉的圣诞旋
MERRY CHRISTMAS！！

律，一边开开心心的动手装扮着，每个人的
HAPPY NEW YEAR！！！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瞧……圣诞树挂满了礼

物，披上了彩灯，一闪一闪的亮起来了；圣

进行圣诞节装扮

口译现场

科技·影像·艺术2017国际交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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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届高校秋季双选会顺利完成

一年一度的高校秋季双选会如 一个公司想要发展壮大，就要不断地注入新

期进行，除了我们每年都会 鲜血液。而公司的壮大，对人才的需求也会

参加的四川外国语大学和重 越来越迫切。

庆师范大学，今年还去了重庆科技学院挖 我们的招聘会的宗旨在于：广纳贤才，

掘优秀人才。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 知人善任。此次共收到150余份简历，可以说

氛非常活跃，同学们都带着自己精心准备 是收获满满，测试安排也已接近尾声，希望

的简历，积极地和我们进行有效的沟通与 此次双选会能给西讯增加一批“神一样的队

交流，从而达到彼此之间的一种认同。 友”。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NEWS
03

NEWS
04

2
017年11月起，西讯为重庆知名大型汽车 正常开展，每天顺利解决。IE的专业和配合，得

板加工有限公司提供了优质、专业的英语 到了客户的高度赞扬和认可。

口译服务。 本次项目，印证了出色的口译工作需要前期

本次行程主要是陪同比利时工程师，完成日 的充足准备、中期的敏捷反应、后期的详细讲

常工作，处理突发情况。每日必有的晨会、新设 解，我们将始终秉承“沟通世界，成就你我”的

备培训会议、汽车焊接及消融机器运用现场交 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更优质更专业化的服务！

流、日常文件等等……在我司IE的帮助下，全都

大型汽车公司英语口译项目

学生参加面试现场

口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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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讯 A to Z 
Fathom A to Z

Call For Votes. 我们的空气无处不蓬勃着民主公平，流动着公开透

明。

Available Space

ROA

Un-hero



 Road to Cardiff III
通往加的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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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2017 22:52 - in: Match report

Pipita puts one foot in final pair 

Pair，此处指尤文图斯的射手伊瓜因(即Pipita 独进两球，取得比赛的胜利，让球队一只脚已踏入

决赛的赛场。在足球术语中，表示一个人在一场比赛中独中二元或梅开二度，用brace或者pair来

表示，如果独进三球，就是“帽子戏法”(hat trick)。

)

聚焦
Spotlight

西讯语言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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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zalo Higuain strikes either side of half-time to put Juventus in control of their 
semi-final against Monaco; 2-0 the final score at the Stade Louis II 

This was Higuain's ninth pair of the season and undoubtedly his most important to date. 
Striking the Argentine forward two fine assists from Dani 
Alves and put Massimiliano Allegri's in full control of this first leg.

either side of the break  fed off , 

either side of the break，是指进球发生的时间，是上下半场各一个。Break是指中场休息，而中场休息前后，

就是上下半场的意思。

Fed off， Dani Alves assist ），feed off，

友的“喂球”。

指进球者得到队友 的助攻（ 原意是从某处得到食物，这里就是得到队

Meanwhile, down the other end of the pitch, the Bianconeri's backline surpassed the 600-
minute mark without in the Champions League, providing the  yet again 
for another top night's work on Europe's main stage.

conceding bedrock

take a 2-0 lead into next Tuesday's semi-final return match in Turin.

Brace 如上所述，表示打进两个球。，

Ninety minutes of football separate Juventus and a place in the Champions 
League final after Gonzalo Higuain's  in Monte Carlo means the Bianconeri brace



Conceding 是指比赛中“失球”，被对手攻破球门。

Bedrock，在多场比赛中总共超过 分钟没有丢球，这正是球队能够节节胜利的“基础”。

，

600

From the quarter-hour mark however, Monaco began to the Juve box, Kylian 
Mbappé striking on the volley from  to  
Gianluigi Buffon, who moments later turned Falcao's header around the post.

pepper 
point-blank range bring a sharp save out of

Pepper的表达非常生动，pepper的原意是“撒胡椒面”，也就是“密密麻麻地布满某个地方”，这里指的

就是对手摩纳哥队大举进攻，把尤文图斯的禁区团团围住（pepper the Juve box）。

例1：The dreams of becoming a pop star peppered my teenage。（我十多岁时，总是梦想成为歌星。）

例2：H7N9 once peppered the whole country。（H7N9禽流感曾肆虐了整个国家。）

point-blank range，指在近距离范围内，直接瞄准球门（的射门）。由于射门突然，离球门又近，所以

bring a sharp save out of Gianluigi Buffon（让守门员布冯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

On 29 minutes, Juve were celebrating the breakthrough and  too: 
the extremely effective Dani Alves into the path of an  Higuain 
who   a helpless 
Subasic.

in spectacular fashion
flicked stylishly onrushing

arrowed his shot low into the bottom corner beyond the clutches of

in spectacular fashion 是指用很巧妙的方式（取得进球），in fashion作为固定固定搭配的短语，表示“以

很酷或者很帅的方式（完成某事）”。

flicked stylishly，这里是指Dani Alves用脚后跟把球回拨给正向球门猛冲过来的伊瓜因（onrushing Higuain），

让后者射门得分。这种用脚后跟踢球的方式，“非常有型”（stylishly）。

arrowed his shot low into the bottom corner，注意动词arrow，是指射门“像箭一样的迅疾精准”，将球踢

进球门下角。

beyond the clutches of，是指在守门员可扑救的范围以外，也就是说守门员面对这样角度刁钻的射门，

“鞭长莫及”。

，

Dybala with a long-range free-kick 
the first half, leaving the  their 1-0 half-time lead but 

knowing they still had plenty to do still in the second period.

warmed the Croatian goalkeeper's gloves towards 
the end of visitors well worthy of

warmed the Croatian goalkeeper's gloves 迪巴拉的射门“让对方克罗地亚籍的守门员的手套暖和了起

来”，就是说他的射门，让对方“忙碌”，所以“发热发汗”。

towards the end of，是固定短语，即“在……即将结束之际”，这里指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

visitors well worthy of……visitors是指做客的球队尤文图斯，well worthy of是指上半场球队发挥出色，取得

领先是自然而然的，并非侥幸。

，

Juventus looked to  their hosts  with Dani Alves 
particularly lively in his advanced right-wing position. First, the Brazilian saw his 
cross-cum-shot deflected dangerously onto the gloves of Danijel Subasic. Then, he

 Miralem Pjanic's  before sending a  ball 
just inches in front of Higuain's forehead with the goal before him.

pile the pressure on from the word go

 
latched on to lofted through pass searching

g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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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Spotlight

pile the pressure on 向……施加压力， from the word go 上一篇中提到 就是from the beginning的意

思。

latched on to，是指（伊瓜因）“接到”（皮亚尼奇）的传球（lofted through pass，高空传球，而且

具有很强的穿透性，所以用through）。

Searching，此处也是指具有穿透力的，精准的传球。

with the goal gaping before him。Gaping，是指球门在伊瓜因面前就像“张开的嘴”，就像“城门洞

开”，表示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面对仿佛空空的球门。Goal在很多情况下，表示球门。

， ，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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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ed men forwards，指摩纳哥队的主教练Leonardo Jardim 让他的队员们拼命向前，疯狂压上”。in hot “

Eager to make their home advantage  the next 45 minutes, Monaco wasted no 
time after the break in testing Buffon again: the 39-year-old did brilliantly to block 
Falcao's close-range effort and shortly afterwards, he in 
racing off his line to gather a loose ball before it could reach Fabinho.

 count for

showed his razor sharp reflexes 

count for，原意是指“对……有价值，很重要”，结合上下文，此处是指上半场作为主队的摩纳哥落后一

球，所以下半场他们想借助主场优势，进行反击。所以就是指“在下半场让主场优势发挥作用”。

showed his razor sharp reflexes，此处指守门员布冯截断对方的传球，就像剃须刀一样的干净、直接、迅

速、犀利。

As Leonardo Jardim's side , Allegri's 
charges were always dangerous on the counter and might have doubled their advantage 
on 54 minutes when Claudio Marchisio found himself in space on the edge of the area, 
his shot  Subasic's feet.

poured men forwards in hot pursuit of an equaliser

cannoning off

2221

knock occasionally on the door 摩纳哥对间或也给对手带来威胁，造成麻烦。knock on the door，本意是敲

门，很多情况下，就用来比喻“麻烦找上门”。比如：If you fail in this exam, your teacher will knock on your 

door.（如果你这次考试不及格，老师会找你麻烦的。）

rock-solid，指后卫的防守“坚如磐石”。

Limit此处用作动词，指限制住对方。half chances，来自短语half a chance，指一点点机会。整句话就是说

尤文图斯坚如磐石的方式，有效地限制住了摩纳哥队，几乎没给对手任何机会。

heart-stopping，惊心动魄的。

Tipping，用指尖将球拨出（球门横梁），bullet  header指对方像子弹般有力的头球射门。Header，足球术

语中，指“头球（攻门）”。

，

Monaco would  for the final half-hour, but the 
Bianconeri's  rearguard  them to  until another 

 save from Buffon in injury-time, Valère Germain's  over 
the crossbar.

knock occasionally on the door
rock-solid limited half chances heart-

stopping tipping bullet header

Resolve 用作名词，指决心。

leaves them in command ，指比赛的结果（胜利）让尤文图斯处于主动地位。

，

Once more, Juventus had shown the quality, the  and the conviction to get the 
result that and one game away from Cardiff.

resolve
leaves them in command 

本文图片转自JUVENTUS.COM

It did not matter: with 59 minutes on the clock, Higuain had struck his and Juventus' 
second of the night, Dani Alves once again the provider. His  from the right 
landed perfectly at the feet of Pipita who, stood  yards out by the far post, 
simply could not miss.

pinpoint cross
a matter of

pinpoint cross，指“精准的传球”，可以尝试收集类似表示精准的同义词。

a matter of，是非常地道的表达，表示“大约，一些（some）”，此处指伊瓜因就站在远门柱外大约几码

的地方。

 pursuit of an equaliser，就是“非常渴望将比分扳平”，equaliser，在足球比赛中，是指落后一方，“将比

分扳平”或者“将比分扳平的进球”。

Cannoning off，射门像炮弹一样呼啸而过，cannon的动词用法很给力。



“和谁争都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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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诗亚

《读书》2017年5期有篇文章，《杨绛 在未见兰德原文前，仅就杨先生所译之

的“打扫战场”》，作者孙歌。谈百岁老人 诗看，似乎赞美之词太过。其译诗给我的第

杨绛的与世无争。文中，对杨先生翻译的英 一感便是诗味不足。且语言也不够精炼。于

国诗人兰德暮年的一首小诗《生与死》，赞 是，便急于想看看原文。好在，原文不难查

赏备至，甚至说：“这首诗在民国时期就有 找，上网便搜索到。而且，杨绛不是译此诗

好几个翻译版本，但是现在，大家众口一词 的第一人，此外，还有其他诸家所译。

认为杨绛的翻译最传神”。 再看其他一些译作：

其译作为：

译文二

                           —李霁野译“我和谁都不争，

    我不和人争斗，和谁争我都不屑；

    因为没有人值得我争斗；我爱大自然，

    我爱自然，其次就是艺术；其次就是艺术；

    我在生命的火前，我双手烤着，

    温暖我的双手；生命之火取暖；

    一旦生命之火消沉，火萎了，

    我愿悄然长逝。 我也准备走了。”

译文三 捧之篝火，暖至心田。

                       —绿原译 译文七 暮岁将至，逝者悠然。

    我不与人争， 七十五岁生日作

先看原文：    胜负均不值。                            —鲍屡平译
《On His Seventy-Fifth Birthday》    我爱大自然， 我没跟谁争，因为无人值得我；

Walter Savage Landor
    艺术在其次。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爱艺术；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且以生命之火烘我手， 我烘暖双手对着生命之火；

my strife;
    它一熄， 它快熄灭了，我就准备离去。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我起身就走。 

I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译文八

life;
译文四 终曲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题七十五岁生日》                        —孙梁译

                           —散宜生译 与世无争兮性本狷介。
   不看原文则已，一看，就觉得这些

本无才俊可相难 钟情自然兮游心艺苑； 翻译，都值得推敲。而且，忍不住也

自爱斯文更爱天 生命之火兮暖我心田， 试着翻译了。拙译如次：

真火曾撩双手暖 爝火熄兮羽化而归天。

《七五生辰感怀》火衰我亦辞人间 

与世无争，译文九

和谁争都无益，译文五 写在七十五岁生日之时 

一如既往钟情万类生息，七十五岁生日作                            —胡效东译

以及那派生之艺；                       —刘元译 我已与世无争，

炽热捧起的生命祭火啊，吾生信无争，孰值余与搏？ 因无事值得争斗。

一旦沉寂，造化吾所钟，次而乐艺苑； 我仍爱自然，

我将从容别离。吾已暖双手，向此生之火； 其次才是艺宛。

此焰日衰微，吾今归亦安。 生命之火，

之所以不揣简陋，另起炉灶，再曾温暖双手；
译此诗，是因为觉得先前的译作，实

译文六　 在它熄灭之时，
在不尽人意，不仅，缺乏诗味，且有

七十五岁生日作 我已准备离走。 
不少理解有误之处。

                       —图雅译 原诗有韵，第一句的strife，与第

我不肖于相搏，盖因无人值得 译文十 三句的 life；第二句的 loved和Art，又

情钟于自然，再其次，艺术 哲人暮赋 与第四句的depart，均押韵。此诗是

而双手温暖于生命之火 与世无争，物我相安。 典型的尾音素重复的隔行交互押韵

火衰时，我亦垂暮　 天人合一，艺出自然。 （ABAB）。而所见之汉译诗作，则大

--也译《生与死》有感

译中人
In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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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无韵可言。散宜生的译作虽有韵，但其译作， 的应是自然与艺术的关系，先有自然，后有艺 熄灭，便可从容离世。 顺 便 说 说 第 二 句 for none was worth my 

偏离原作太远。大有为押韵而押韵之弊。 术。自然是原生，艺术是次生，艺术源于自然的 这是诗人对待生命的态度；这是艺术告别自 strife；杨先生译为“和谁争不屑”，似乎“不

不仅押韵不够，练字不精，缺诗味之外，更 派生。因此，才有自然之生命，升华为艺术之精 然的态度。 屑”更主观，更强势，与原文之意有些走样。仔
重要的是还有误读。误读继而译文不准确。第一 因此，笔者将其译为“钟情万类生息”，而华之谓。这样结合下文，此案能透彻理解， I 细体味“不屑”，更多表现的是主观态度选择，

非概念式的“自然”。“万类生息”有生有息，处 即 是 第 二 句 ，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而“无益”，则有对争斗的结果的预判。并且，
与诗人将逝之哲理更贴近。而接下来的“以及那Nature， Art；在先前的译文中，几乎都把Nature 语气上“不屑”，尤其前面还加上“我都不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派生之艺”，更强调了诗人之诗，之艺，与生命 屑”，就更显得有些个人情绪外露，不如“无I loved， 译 成 “ 我 爱 自 然 ” ， 而 将  next to 即温暖诗人双手的生命之火熄灭，诗人才行
的休戚与共。 益”，来得更含蓄，更平实，因而也更内在有将离去的深意。自然的生命之火，是诗人创作诗Nature，Art译成“其次就是艺术”。此处有几处

“炽热捧起的生命祭火啊”，既考虑原文之 力。歌的热源。值得商榷。一、Nature I loved,用的是过去式，而
I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之忠实， 我敬重杨绛先生，也无丝毫对其学识水平的所以，不应是含混地“其次是艺术”之译。“ 我 爱 自 然 ” 显 然 不 妥 帖 ； 对 and next to 
“捧起”就是both hands；“炽热”就是warmed， 不恭。更何况这是一种难得公平的讨论。但恰好笔者将此译为：

Nature，  Art一句的理解多为“其次是艺术”，
又非拘泥为烤火、暖手；更重要的是将“生命 是因对杨先生的相信：她会认为这是一种对事不“一如既往钟情万类生息，以及那派生之

究其字面应为“次于自然，艺术”，这些译文似
的火炉前”，升华为捧起的生命祭火，这就有 对人的学术探究，而不会责备后学轻狂。我相艺 ； ” “ 一 如 既 往 ” ， 修 饰 “ 钟 情 ” ， 即

乎都无可挑剔。但细究其原意，就大可商量了。
了神圣的意味。圣火的熄灭，便是生命之火的 信。“爱”，考虑到“ loved”，故“既往”；而

前半句是Nature I loved，然后才是and next to 
此外，兰德此诗流传甚广，如果真对其原作熄灭。所以，It sinks，and I am ready to depart直“一如”，又与and next to Nature 联系。结合前

Nature Art； 严 格 照 字 义 ， 应 是 “ 自 然 我 曾 有误解，那就既对兰德不负责，也对喜读此诗的译“我准备好了离去”，笔者以为不可拘泥字文 ， 出 现 了 两 次Nature， 同 时 and next to亦 有
爱”，因时“ loved”，即过去式，所以用“曾 读者不负责。面，这里的I am ready to depart。是从容不迫地离

“一如”之暗喻，故用“一如既往”。“钟情万
爱”，那么接下来才是and next to Nature，Art； 译此诗，和读此诗，都应记住“和谁争都无去，故而将其译为“我将从容别离”。类生息”，用“钟情”，而不用“爱”，用

益”。这又有两重意思：第一重即是“次于自然，艺 这是优容地热爱生，这是从容地面对死。而“爱”更直接对应“love”，是考虑除了 love有
术”；第二重便是“紧接着”、“贴附着”、 别离不是被动地、无奈地“去了”，而是淡然、

钟情之译，如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便译“一见
“跟随着”“自然，艺术”。若按第一重“其 从容地“别离”，无尤无怨的“别离”。当然，

钟情”外，主要从作者原意考虑。此诗，作于诗
次”或“次于”理解，便是众多译文的译法。这 这里也兼顾全诗的押韵。从“益”、“息”、

人七五暮年生日，其主旨便是对生与死的哲理的
样，有个问题，即兰德将自然与艺术排了序：自 “艺”、“寂”、“离”一以贯之。

诗化。终其一生，爱自然，爱艺术，当生命之火
然的价值高于艺术。窃以为不妥，兰德在此强调

，

，

译中人
Insider



和美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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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娟

来自中国重庆。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泽维尔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在新奥尔良Audubon Charter中学教四年

级至八年级汉语课，在美国教授汉语，历时三年。

一起过中国年

悄
悄地中国新年的脚步近了。不知不觉， 有了喜庆的气氛。我给学生们一些关于春、夏、

这是在美国的第三个春节，在这样每逢 秋、冬的诗句，让他们在自己喜爱的季节里选择

佳节倍思亲的日子里，把对家人的思念 最喜欢的诗句来写成对联。当他们看到用来写对

化作课堂教学中国新年的点滴，有孩子们一起和 联的红纸上还印有金色的盘龙，如此精致讲究，

我过的这个中国年，让我并不孤单，反而收获了 便要求先在普通宣纸上练习好了，再把最好的字

很多惊喜。 呈现在红纸上。看到孩子们的认真劲儿，打心底

喜欢，我们对待传统节日就该有这样的讲究！对Level 1的孩子们来说，了解中国新年的由

练习好了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把红纸铺在桌来、习俗、生肖的故事和唱新年歌曲必不可少。

上展平，很神圣的样子。因为写对联的纸很长，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在红色的纸上写春联了。书

我建议学生站着写。对于一直以坐姿的标准姿势法一直是学生酷爱的，不仅练习了汉字，在柔和

写书法的学生来说增加了难度，但他们沉浸在写的古典音乐中，学生们感受毛笔和墨水的流动，

对联的欢喜中毫不察觉。从他们写对联的状态来让内心得以平静的舒适。写春联更是让练习书法

看，还真有模有样，也让我真切地觉得是在准备 毫没有表现出不耐心，还陆续提出怎么提高表演

过年了。在课快结束的时候，学生们纷纷完成好 的效果，建议那天大家要穿喜庆的中国红。这是

了自己的作品。 我到Audubon Charter中学教的第一批孩子，五月

这是他们手写的第一幅春联，很多孩子问 他们将毕业，所以这个演出对我们来说都意义非

我：“我可以把它带回家贴在家门口吗？”“当 凡。

然可以。如果你愿意把作品给宋老师，我会用它 在那天的上午，学校初中部5个法语班的孩

们来装饰我们的教室和学校。”于是，中国春联 子和志愿者家长们与老师一起乘坐黄色校车前往

出现在了我们的教室门口，连学校食堂的阿姨也 泽维尔大学。孩子们还得到了孔子学院精心设计

来向我要春联用来装饰食堂，因为26号在我们学 制作的用来参加活动的护照和一个小黄包，不仅

校是中国新年庆祝日，食堂那天还会提供中餐。 有趣还能学到一些关于中国的常识。同来参加庆

接下来，我就不断听到有孩子讨论自己的作品出 祝活动的还有新奥尔良其他两所学校，Lusher 
现在了哪里，真是太可爱了。 Charter初高中和Warren Eastern中学。八年级的

我告诉孩子们一周后的1月26号，我和随班
“我的歌声里”压轴出场，听着他们在台上美丽

老师将带他们去泽维尔大学参加中国新年活动，
的歌声，还伴随着屏幕上播放的他们这三年点滴

看表演，还会体验各种有趣的活动，他们为此激
的照片，仿佛把这些片段都带入了歌声：“没有

动不已。为了这次的庆祝活动，我还与八年级的
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

学生用两周多的时间来排练他们最喜爱的中文歌
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你存在我深深的

曲“我的歌声里”，还选出了中英文的两个主
脑 海 里 ， 我 的 梦 里 ， 我 的 心 里 ， 我 的 歌 声

持，四个领唱。一次次的重复排练，孩子们也丝
里……”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这是个精彩的演

心灵签到
Voice of the Heart

和美国孩子一起过中国年（一）



出。对于孩子们和我来说，这歌声承载了三年来一起 学，了解中国。听到泽维尔大学因为有孔子学院的关

的时光和宝贵的记忆。他们是我作为老师的骄傲！因 系，每年都会有一批优秀的学生，免费到中国游学的

为表演很精彩，所以大家讨论之后决定将继续排练这 消息，学生们都觉得非常棒，对能来这样的大学生活

首歌曲，把法语（这群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在法语沉浸 都向往不已。贴心的孔院还为大家准备了可口的午

班级学习）也加入歌词，在毕业典礼时，孩子们会再 餐，之前学生们参与到field trip都要自带午餐呢。对

次用中文和法语演唱“我的歌声里”。 于这样有趣又能体验中国文化，还有午餐的庆祝活

表演结束后，孩子们已经等不及以班级为单位参 动，真心期待每年都会有。

加到有趣的“中国之旅”了。游戏室里，孩子们乒乓 快乐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大家回到自己学校

球玩得不亦乐乎，单打双打都不在话下；体验传统服 后，都对上午的庆祝活动还意犹未尽，大家都开心的

装拍照，大家风格各异，喜气洋洋；尝试用筷子夹豆 分享了活动照片，互通有无。第二天，我们参与活动

子，虽然手不那么听话，但很有趣；音乐中舞动太极 的照片就在学校网站的主页了，现在还在主页醒目位

扇，张弛有度中体验武林高手的感觉；状元锣敲得热 置呢。这么成功的庆祝活动，是我们孔院齐心协力的

闹；书写美丽的汉字：我爱中国…… 成果。只有参与其中组织的领导和老师们才知道每个

游玩中国的活动丰富又有趣，带着各个站点盖了 活动后所需要做的策划、讨论、反复修改以及准备各

印章的护照，学生们还领取了寓意吉祥如意的中国结 种用具所付出的心力。我再一次地感叹，自己这么幸

等礼物，真是收获满满。 运是我们泽维尔大学孔子学院的一员。这里有一群有

又回到我们的主会场，听了泽维尔大学校长和孔 才干，并且在宣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路上一直充满热

子学院彭姝院长的讲座。让大家更加了解泽维尔大 情和实干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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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签到
Voice of the Heart

通过此次活动，大家的热情和对中国传统文 我搜集好了学生所有的作品。上百副的作品

化的喜爱，已经让学校里有了“年味儿”。然 呈现在学校的各个角落。那天，是台风天，早上

而，我的汉语课堂的体验中国年还没有结束。在 两次台风预警，学生老师们到楼道集中。幸好学

我准备和学生们做project前，八年级的一个女生 校所在的uptown并未受到台风影响，下午放学

后，学生老师们都赶紧回家。学校比平时安静的India就问我了：“宋老师，我们今天会做像去年

更快了一些，心想，如果现在我把学生的作品布这个时候的project吗？”我说：“当然了。”学生

置出来，第二天大家看到一定会带来美的感受。们和我心照不宣地笑了。是这样的，我和孩子们
于是，我带着作品和所需工具来到展板前开始搭在每年春节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用当年的生肖为
配布置，看着学生们的作品一张张地贴上展板，主题，来做一个日历的封面，这是我们过年的传
也在想象他们在这里看到自己的作品是什么样的统项目。去年猴年，我们在做project前还研究了
心情。当布置完展板，汗流浃背的我看着一只只

“西游记”，当然是为了了解中国人从小的超级
雄鸡跃然纸上。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像

英雄“孙悟空”。在这样的铺垫下，学生们设计
雄鸡一样的版图，那是我的祖国！

的猴年日历封面好多都多了很多灵气。和美国孩子一起过中国年（二）

和美国孩子一起过中国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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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vvie Ajayi

思想的声音
Sound of Mind

Get  with 
being 

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责任编辑   李  丽

that was what my purpose was. And country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me -- I went skydiving. We're about 

then I realized, fear has a very So on my birthday, what did I do? I to fall out of the plane. I was like, "I've 

concrete power of keeping us from went ziplining through the forests of done some stupid things in life. This 

doing and saying the things that are Punta Cana. And for some odd is one of them." And then we come 

our purpose. And I was like, "You reason, I had on business casual. falling down to Earth, and I literally 

know what? I'm not going to let fear Don't ask why. lose my breath as I see Earth, and I 

rule my life. I'm not going to let fear And I had an incredible time. Also, I was like, "I just fell out of a perfectly 

dictate what I do." And then all of don't like being submerged in water. I good plane on purpose."

t h e s e a w e s o m e t h i n g s s t a r t e d like to be, again, on solid ground. So I "What is wrong with me?!" But then I 

happening, and dominoes started to went to Mexico and swam with looked down at the beauty, and I was 

fall. So when I realized that, I was like, dolphins underwater. And then the like, "This is the best thing I could 

"OK, 2015, I turned 30, it's going to be cool thing that I did also that year have done. This was an amazing 

my year of 'Do it anyway.' Anything that was my mountain was I wrote my decision." And I think about the 

that scares me, I'm going to actively book, "I'm Judging You: The Do- times when I have to speak truth. It 

pursue it." So, I'm a Capricorn. I like Better Manual," And I had to own that feels like I am falling out of that plane. 

my feel solidly on the ground. I whole writing thing now, right? Yes. It feels like that moment when I'm at 

decided to take my first-ever solo But the very anti-me thing that I did the edge of the plane, and I'm like, 

vacation, and it was out of the that year that scared the crap out of "You shouldn't do this," but then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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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vvie Ajayi让你

听到了什么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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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 a professional troublemaker. As needed, with the hope that others will take Chemistry 101 for my premed 

my job is to critique the world, the follow suit. And here's the thing: I'm major. I got the first and last D of my 

shoddy systems and the people the person who says what you might academic career. So I went to my 

who refuse to do better, as a writer, as be thinking but dared not to say. A lot advisor, and I was like, "OK, let's drop 

a speaker, as a shady Nigerian, I feel of t imes people think that we're the premed, because this doctor thing 

like my purpose is to be this cat. I am fearless, the people who do this, we're is not going to work, because I don't 

the person who is looking at other fearless. We're not fearless. We're not even like hospitals. So ..." "Let's just 

people, like, "I need you to fix it." That is unafraid of the consequences or the consider that done for." And that same 

me. I want us to leave this world better sacrifices that we have to make by semester, I started blogging. That was 

than we found it. And how I choose to s p e a k i n g  t r u t h  t o  p o w e r .  W h a t  2003. So as that one dream was 

effect change is by speaking up, by happens is, we feel like we have to, ending, another was beginning. And 

b e i n g t h e f i r s t a n d b y b e i n g t h e because there are too few people in then what was a cute hobby became 

domino. the world willing to be the domino, too m y f u l l - t i m e j o b w h e n I l o s t m y 

For a line of dominoes to fall, one has few people willing to take that fall. marketing job in 2010. But it still took 

to fall first, which then leaves the other We're not doing it without fear. me two more years to say, "I'm a 

choiceless to do the same. And that Now, let's talk about fear. I knew writer." Nine years after I had started 

domino that falls, we're hoping that, exactly what I wanted to be when I grew writing, before I said, "I'm a writer," 

OK, the next person that sees this is up. I was like, "I'm going to be a doctor!" because I was afraid of what happens 

inspired to be a domino. Being the Doctor Luvvie was the dream. I was without 401ks, without, "How am I 

domino, for me, looks like speaking up Doc McStuffins before it was a thing. going to keep up my shoe habit? That's 

and doing the things that are really A n d I r e m e m b e r w h e n I w e n t t o important to me."

difficult,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college, my freshman year, I had to So it took me that long to own this thing 



https://www.ted.com/talks/luvvie_ajayi_get_comfortable_with_being_uncomfortable 原文引用于:

it anyway, because I realize I have to. ones who are committed to being then I did some research and found 

Sitting at the edge of that plane and these dominoes who are always falling out the white men who spoke there got 

kind of staying on that plane is comfort out of planes or being the first one to compensated and got their travel paid 

to me. And I feel like every day that I'm take this hit. People are so afraid of for. The white women who spoke there 

speaking truth against institutions and t h e s e a c u t e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 n o t got their travel paid for. The black 

people who are bigger than me and just realizing that there are many times w o m e n  w h o  s p o k e  t h e r e  w e r e  

forces that are more powerful than when we walk in rooms and we are expected to actually pay to speak 

me, I feel like I'm falling out of that some of the most powerful people in there. And I was like, "What do I do?" 

p l a n e .  B u t  I  r e a l i z e  c o m f o r t  i s  t h o s e r o o m s - - w e m i g h t b e t h e And I knew that if I spoke up about this 

overrated. Because being quiet is second-most powerful, third-most publicly, I could face financial loss. But 

comfortable. Keeping things the way powerful. And I firmly believe that our then I also understood that my silence 

they've been is comfortable. And all job in those times is to disrupt what is serves no one. So I fearfully spoke up 

comfort has done is maintain the happening. And then if we're not the about it publicly, and other women 

s t a t u s q u o . S o w e ' v e g o t t o g e t most powerful, if two more of us band started coming out to talk about, "I, 

c o m f o r t a b l e  w i t h  b e i n g  together, it makes us powerful. It's like too, have faced this type of pay 

uncomfortable by speaking these hard cosigning the woman in the meeting, i n e q u a l i t y . "  A n d  i t  s t a r t e d  a  

truths when they're necessary. And I -- you know, the woman who can't seem conversation about discriminatory 

And for me, though, I realize that I have to get her word out, or just making sure pay practices that this conference was 

t o s p e a k t h e s e t r u t h s ,  b e c a u s e that other person who can't make a participating in.

honesty is so important to me. My point is being heard. Our job is to make I felt like I was the domino the time I 

integrity is something I hold dear. s u r e  t h e y  h a v e  r o o m  f o r  t h a t .  read a disturbing memoir by a public 

Justice -- I don't think justice should be Everyone's well-being is community figure and wrote a piece about it. I knew 

an option. We should always have business. If we made that a point, we're this person was more powerful than 

justice. Also, I believe in shea butter as understand that, for the times when me and could impact my career, but I 

a core value, and I think the world we need help, we wouldn't have to look was like, "I've got to do this. I've got to 

would be better if we were more around so hard if we made sure we sit at the edge of this plane, maybe for 

moisturized. But besides that, with were somebody else's help. two hours." And I did. And I pressed 

these as my core values, I have to And there are times when I feel like I "Publish," and I ran away. And I came 

speak the truth. I have no other choice have taken very public tumbles and back to a viral post and people being 

in the matter. falls, like the time when I was asked to like, "Oh my God, I'm so glad somebody 

But people like me, the professional speak at a conference, and they finally said this." And it started a 

troublemakers, should not be the only wanted me to pay my way there. And conversation about mental health and 

self-care, and I was like, "OK. Alright. like even that's been the domino, sacrificial, but they are. But I think if 

This thing that I'm doing, I guess, because in a world that wants us to more of us chose to do this for the 

alright, it's doing something." And walk around as representatives of greater good, we'd be in better spaces 

then so many people have been the ourselves, being yourself can be a than we are right now.

domino when they talk about how revolutionary act. And in a world that Speaking of the greater good, I think 

they've been assaulted by powerful wants us to whisper, I choose to yell. we commit ourselves to telling truths 

men. And it's made millions of women When it's time to say these hard to build bridges to common ground, 

join in and say, "Me Too." So, a shout- things, I ask myself three things. One: and bridges that aren't based on truth 

out to Tarana Burke for igniting that Did you mean it? Two: Can you defend will collapse. So it is our job, it is our 

movement. it? Three: Did you say it with love? If obligation, it is our duty to speak truth 

People and systems count on our the answer is yes to all three, I say it to power, to be the domino, not just 

silence to keep us exactly where we a n d  l e t  t h e  c h i p s  f a l l .  T h a t ' s  when it's difficult -- especially when 

a r e .  N o w ,  b e i n g  t h e  d o m i n o  important. That checkpoint with it's difficult.

sometimes comes down to being myself always tells me, "Yes, you're Thank you.

exactly who you are. So, I've been a supposed to do this." Telling the truth 

shady somebody since I was three. -- telling thoughtful truths -- should 

This is me on my third birthday. But not be a revolutionary act. Speaking 

I've been this girl all my life, and I feel t r u t h s t o p o w e r s h o u l d n o t b e 

思想的声音
Sound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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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言堂
Brainstorming

我们身边的英语
马爽爽

2017年6月20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English 

in public service areas）系列国家标准，这是我国首个关于外语在境内如何规范使用的系列国家标准。标准规定了公共服务领域英

文译写的普遍性原则和要求，并为各领域常用的公共服务信息提供了规范译文。《规范》共分为10个部分，包括：通则、交通、旅

游、文化娱乐、体育、教育、医疗卫生、邮政电信、餐饮住宿和商业金融。此标准已于2017年12月1日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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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业者，西讯PD成员在第一时间对

《规范》进行了讨论学习。各个领域中，大家

最感兴趣的就是餐饮住宿(Accommodation and 

Catering )了。讨论学习会上，大家主要提取了

以下内容：

1. 提供餐饮服务的服务机构，如酒家、酒

楼、餐厅等译作 restaurant，且中文名中含有

“阁、轩、府、坊、村、廊”等视作专有名词

的一部分，连同专有名词一起采用汉语拼音，

如 ： “ 清 和 轩 ” 译 作 “ Qinghexuan 

Restaurant”。

这一点与我们平时的惯用译法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已存在的服务机构，还是一定要先在网上查实是否有特定

的英文译法，如没有固定用法，则会采取上述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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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中的内容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Station);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还将继续巩固学习，并融入 第 二 种 ： 将 方 位 词 单 独 翻 译 ， 如 成 都 东 站

工作实践。但是，在学习交通(transportation)部分 (Chengdu East Railway Station)。

时，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这部分的翻译方法和要求 因为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地方存在混用的状

中只提到，火车站译作Railway Station，如北京火车站 况，如西安北站就存在Xi'anbei Railway Station和Xi'an 

译作Beijing Railway Station，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会 North Railway Station两种翻译，这容易让不熟悉的人

误以为是两个地方。遇到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经过查询，我们发现目

综上所述，《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为常前普遍使用 翻译有两种：

见的公共服务信息提供了规范译文，值得我们学习改第一种：将方位词东南西北和专有名词融合在一

进，但并不全面，具体到实际使用中还需斟酌。起，采用拼音翻译，如重庆北站(Chongqingbei Railway 

的

2. 中国特有的食品，如饺子、包子、粽子、馒头、火烧、煎饼、肉夹馍、油条等，可以采用汉语拼音。

这一点相较我们之前的译法，部分有了改变。此前，我们一般将饺子译作“dumpling”、馒头译作“steamed 

bun”、油条译作“fried bread stick”等。此后，我们将会根据标准规定，改变译法。

译言堂
Brainst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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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之歌
Sound of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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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之歌
Sound of  Word



世界名校
Best Universities

澳大利亚名校

上期小编为大家介绍了三所加拿大的大学，大家有没有蠢蠢欲动呢？本期，小编要带大

家去到南半球，为大家介绍澳大利亚的知名大学。一起来看一下吧！

责任编辑   马爽爽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 大 利 亚 国 立 大 学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简称ANU，是一所享誉全球的顶尖研究

型大学，澳洲八大名校之一，被誉为南半球第一学

校，同时也是澳洲排名第一的学校。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

毗邻堪培拉市中心，占地145公顷，于1946年由澳大

利亚政府创建，是当时澳大利亚唯一一所专门从事

研究的大学。此外，它还在达尔文开设了北澳大利

亚研究所，并且在西南威尔士南部沿海地区的

Kioloa设立了研究中心。也正因此，它是澳大利亚

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是研究类学生的最佳选

择。理想的地理位置，安全、愉快和友好的学习和

生活环境以及友好、和平的氛围也使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和旅游的最佳选择。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澳大利亚唯一的联邦政府

大学，它拥有全澳最优良的师资力量。80%的教师拥

有博士头衔，远远高于澳洲的大学平均50%的比例。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先后有6位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

02.

创建于：1946年/校训：从认清事物的本质开始

                                   Naturam Primum Cognoscere Rerum

知名校友：陆克文、鲍勃·霍克、霍华德·弗洛里等

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简称

墨大，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始建于1853年，是澳

大利亚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晚于悉尼大学三

年），维多利亚州最古老的大学。墨尔本大学是澳

大利亚六所砂岩学府之一，是八大名校的首要盟校

成员，也是Universitas 21的创始会员和秘书处所在

地，同时还是国际著名研究型大学联盟组织环太平

洋大学联盟、亚太国际贸易教育暨研究联盟的成员

大学之一，为全球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

墨尔本大学在澳大利亚为仅次于CSIR0的第二

大科研机构以及获得澳洲政府赞助资金最多的大学

之一（2011年获得赞助1.173亿澳币，2012年获得

1.9亿澳元，均为所有澳洲大学之首）。墨尔本大

学强调学生在学术造诣与人格修养等方面的综合能

力 ， 竭 力 为 学 生 塑 造 独 特 的 “ 墨 尔 本 经 验 ”

（Melbourne experience）。墨大校友中已有八位诺

贝尔奖得主。

( )

03.

创建于：1853年/校训：我们将在后人的敬重中成长

                                   Postera Crescam Laude

知名校友：迈茱莉亚·吉拉德、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罗伯特·孟席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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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in Australia

悉尼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又译雪梨大

学，始建于1850年，是坐落于南半球金融、贸易与

旅游中心—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的世界

顶尖研究型大学。悉尼大学是全澳洲历史最悠久的

大学，是整个南半球首屈一指的学术殿堂和享誉全

球的著名学府。悉尼大学是环太平洋大学联盟

(APRU)与 亚 太 国 际 贸 易 教 育 暨 研 究 联 盟

(PACIBER)的成员。2012年2月，悉尼大学在官网正

式宣布认可中国内地高考成绩，录取分数线低于清

华北大。

悉尼大学致力于全人类的自由与进步，

160多年以来，发明了WiFi无线网络技术，著名的开

源框架Spring，世界上第一台孕妇B超检查器，飞机

上的黑盒子，全世界几乎每家医院都配备的CPAP呼

吸机，世界第一块人工耳蜗，世界第一台人工起搏

器，免疫学T细胞和B细胞的鉴定方法，著名的悉尼

港湾大桥，以及在军事领域中为北约设计自动化武

器，机器人等一系列领先世界的军用及民用技术。

“繁星纵变，智慧永恒”是悉尼大学的校训，悉尼

大学为世界培养无数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政治家，

文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新闻记者，电影工作

者以及环保主义者，为全人类正义的事业而不懈奋

斗。

)

建校

01.

创建于：1850年/校训：繁星纵变，智慧永恒

                                    Sidere mens eadem mutato

知名校友：Graeme Clark 、谢立文、David Warren等



Book Description

William Thomas Harris (born on April 11, 1940) is an American writer, best known for a series of 
suspense novels about his most famous character, Hannibal Lecter. All of his works have been 
made into films, the most notable being the multi-Oscar-winning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which 
became only the third film in Academy Award history to sweep the Oscars in major categories.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Title

William Thomas Harris

Author

作者的其他名作

“Red Dragon” 
《红龙》( 沉默的羔羊前传 )

“Hannibal”
《汉尼拔》( 沉默的羔羊后传 )

1

2

《沉默的羔羊》

同名电影

导演

乔纳森·戴米

主演

茱迪·福斯特、安东尼·霍普金斯

电影简介

史达琳是联邦调查局的见习特工。她所在的城市发生了一系列的命案，凶手是一名

专剥女性的皮的变态杀人犯“野牛比尔”，迄今为止，受害的女性已达5人。史达琳的任

务是去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访问精神病专家汉尼拔博士，同他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以此

获取罪犯的心理行为资料来帮助破案。

导演的其他名作

“Philadelphia” 

《费城故事》

“Ricki and the Flash”
《瑞奇和闪电》

Introduction to the Story

Clarice Starling, a young FBI trainee, is asked to carry out an errand by Jack Crawford, the head 
of the FBI division that draws up psychological profiles of serial killers. Starling is to present a 
questionnaire to the brilliant forensic psychiatrist and cannibalistic serial killer, Hannibal Lecter. 
Lecter is serving nine consecutive life sentences in a Maryland mental institution for a series of 
murders.

心的旅行
Take My Heart Away

21

2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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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有喜欢看惊悚小说或电影的朋友吗？本期，小编想为大家介绍一部经典的惊悚小说《沉默的羔

羊》及其改编的电影。不用怕，小说和电影都不暴力血腥，更多是心理与精神方面的震撼。

责任编辑  马爽爽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词根词源小故事
Stories

神话传说

在罗马神话中，死神叫

做墨尓斯（ ），对应于

古希腊神话中的桑纳托斯

（Thanatos）。在西方文化

中，墨尓斯常被描绘为身着

黑色长袍，手持长柄镰刀，

用来砍倒将死之人。

从墨尓斯的名字Mors中

产生了英语词根mort，表示

死亡。

Mors

责任编辑   徐梦苗

Janus ['dʒeinəs] n.雅努斯，两面神

希腊神话中的许珀里翁（Hyperion 是大地女神盖亚

和天神乌拉诺斯之子，十二泰坦之一，掌管光亮，是太

阳神、月亮女神和黎明女神的父亲。

许珀里翁在希腊语中的原意是“穿越高空者，从高

空往下俯视者”。从他的名字Hyperion中产生了词根

hyper-，表示“超过、太多”。

）Tales of Legendia

4645

你知道单词背后的传奇故事吗？几乎每个单词背后都有自己的构成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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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我

们给大家介绍了几位美丽的“女神”，这一期轮到“男神”了，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在远古罗马传说中，有 雅努斯，罗马的执政官也在

正月的第一天就职，并向雅一位名叫雅努斯( )的

努斯献祭。西元前46年，古天门神，他的头部前后有两

罗马凯撒把正月第一天定为副面孔，一副回顾过去，一

罗马历新年的开始，用雅努副眺望未来。他在早晨打开

斯的名字来命名第一个月，天门，让阳光普照大地；到

英语中表示“一月”的单词了晚上他关上天门，让黑夜

January，便 是 由 拉 丁 语笼罩大地。

古罗马人在正月里祭祀 Januarius演变而来的。

Janus
Janus-faced ['dʒeinəsfeist] 

adj.伪善的,口是心非的

      有双面孔的

January ['dʒænjʊ(ə)rɪ] n.一月

janitor ['dʒænɪtə] n.看门人，门警

                     门房，清洁工

Hyperion [haɪ'pɪriən] n.许珀里翁

hyperactive [haɪpər'æktɪv] adj.过度活跃的

hypersensitive [haɪpə'sensɪtɪv] adj.过度敏感的

hypercritical [haɪpə'krɪtɪk(ə)l] adj.吹毛求疵的

hypertension [haɪpə'tenʃ(ə)n] n.高血压，过度紧张

mortal ['mɔːt(ə)l] adj.凡人的，致死的，总有一死的；n.人类，凡人

immortal [ɪ'mɔːt(ə)l] adj.不朽的，长生不死的，神仙的；n.神仙，不朽人物

mortality [mɔː'tælɪtɪ] n.死亡数，死亡率，必死性

moribund ['mɒrɪbʌnd] adj.垂死的，停滞不前的；n.垂死的人

mortician [mɔː'tɪʃ(ə)n] n.殡葬业者，丧事承办人

mortuary ['mɔːtjʊərɪ; -tʃʊ-] n.太平间；adj.死的，悲哀的



马爽爽

中级笔译工程师

累计翻译量 320W

擅长领域 汽车、法律、公证文书

近期参与案例 文化宣传类资料（26万字）

个人证件公证资料（30万字）

法律事务类资料（15万字）

马铃薯的  番茄酱

译问译答
Q&A

47

细想一下，从我正式进入翻译公司到现在，还

是已经有3年多时间了。具体的翻译量没有细算，但

是 从 每 年 的 平 均 量 来 看 ， 到 目 前 为 止 ， 还 是 有

300W左右吧。

个人的翻译总量有多少呢？Q1

我觉得细心和学习缺一不可，在翻译工作中我

们可能遇到很多数字，这些可能是跟客户的切身利

益息息相关的，如果一不小心错一个数字，可能会

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还有就是我们会经常遇到新

的资料类型，每一个新资料都是一个新挑战，所以

学 习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这 也 是 翻 译 过 程 中 “ 永 葆 青

春”的法则。

从事翻译工作以来最大的心得是什么呢？Q2

No Best, But Better! 没 有 最 满 意 ， 只 有 更 满

意。你觉得对吗？呵呵~~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

是之前接触得比较少的航天航空资料。当时在做这

个稿件的时候，还是遇到一些困难。不过在团队协

作下，最终交出的稿件得到客户的好评，我还是觉

得很开心的。

目前为止最满意的译作是？Q3

我的第二外语是日语，喜欢看日剧和日综，以

除英语以外，还涉猎和关注了哪些语言？Q4

朱生豪，他也是我知道的第一个翻译家。我很

喜欢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虽然因为时

代的原因，读起来有点拗口。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

期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计37种。这要求

翻译人员对两种语言极其熟练的掌握与应用。朱生

豪凭一己之力，于战火乱世完成这项艰苦卓绝的文

化工程。在他死后，其夫人宋清如替夫还愿，才最

终有了1948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第一部汉译《莎

士比亚戏剧全集》。

最喜欢的翻译家是？Q5

其实每个职业都有特定的职业病吧。比如说我

们，因为这个工作是需要长坐的，就会经常觉得肩

酸腰疼，有的同事还有鼠标手。所以在这里我也建

议工作中需要久坐的朋友，工作途中偶尔起来活动

活动筋骨。像我们办公室里人手一个捶背器，你有

时候就会听到“咚咚咚咚”的声音，哈哈哈哈~

您在做这份工作时，日常面临的问题是什么?Q6

至 于 有 的 日 常 词 汇 能 想 起 日 语 反 而 记 不 起 英 语 表

达 ； 有 段 时 间 听 了 一 些 德 语 歌 ， 心 血 来 潮 想 学 德

语，在多灵国上学了一段时间，但是因为拗口的发

音和永远都分不清的阴阳性，最终放弃了。不过我

还是强烈推荐这个APP哦，可以学习各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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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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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omtrans_hr@sina.cn

联系人：

 

电话：023-65409280 / 65409690

王老师 / 郑老师

本信息长期有效*

1500-2000字左右，尽量不超过3000字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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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言翻译

02

多语言培训

03

多语言产品开发

04

多语言文案编写

# 译语中的~
Fathom Everyday

!
Transport

我是番茄酱
TransG   -Getter

战略合作

商务合作

“一书”的中文名来源于一书一世界，一语一人生，而英文E-BOOK则代表了”ENJOY 

BOOK”?

“一书”会不定期地推出有趣的文章、童书以及一些可爱的物件推荐给大家，有的可能在

我们的店铺里有售，但有的可能并未在我们店里出售；出售的童书，我们会将作者，创作来

源，国外的阅读感想都一一发布在公众号与大家分享。

www.fathomer.com
http://e.t.qq.com/fathomer
http://mp.weixin.qq.com/s/lKVmT3jB30DjsPJKRNRzBg
http://k.t.qq.com/k/Fathom%20Everyday%20%E8%AF%91%E8%AF%AD%E4%B8%AD%E7%9A%84
http://weibo.com/p/1008081e2420d43d5f6656d19162dadecd50ca?k=fathom+everyday+%E8%AF%91%E8%AF%AD%E4%B8%AD%E7%9A%84&from=501&_from_=huati_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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