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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今年《故宫日历》2月28日的选图，是一张照片。

《故宫日历》，多选器物字画，照片入选，则极其少见。所以势必引人一番端详。

这张黑白照片的主角是溥仪和润麒，以及溥仪的爱犬。狗年选狗，自是应景。但照片的重点，

还是失却辫子的两人。

溥仪和润麒均着对襟马褂，大约10岁出头的润麒毫无“臣气”，直视镜头，坦然坐于溥仪右

侧。溥仪时年也不过十七八岁模样，侧对镜头，举目外眺。

1919年2月，溥仪迎来了他的“外教”，苏格兰人庄士敦。45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英国老师，

对于14岁，一切尚需重新开始的民国学生，带来的自然是醍醐灌顶、换髓洗脑般的格式化教育。

事实证明，来自强者的话，才是道理，来自弱者的，就是废话。所以在“新概念”的影响下，

清逊帝欣然革了自己辫子的命。

而润麒，作为溥仪新婚妻子婉容的弟弟，自是自由出入故宫，行走无忌。这对姐夫和小舅子，

全无末代帝王和新晋国舅之间的种种窠臼和矫揉，有的，只是单纯的少年和儿童之间的友谊而已。

这一切，都跟这位苏格兰中年外教有莫大的关系吧。他的一句“pigtail”（猪尾巴）让溥仪剪掉

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尾巴”，给宫里装上了电话，自己也戴上了墨镜，骑起了自行车，和润

麒，以及他的其他小伙伴们，徜徉在我们100年后才得以有幸光临的皇家各处宫殿和公园，度过了他

们一生中最美好的那几年。

至于庄士敦，这位中国的最后一位外籍帝师，自他以后，这世界上，再也没人可做中国皇帝的

外教了。除了在皇宫教授英文、数学、地理，以及把外面的世界天花乱坠地讲给他的学生，这个中

国迷自然也是不虚此行：在结束1919-1924的教师生涯后，返回英国租界地继续他的工作，直到

1930年带着他所获的大量中国文化满载而归。

我想，溥仪和润麒，在他们的暮年，一定在回忆属于他们的那段“紫禁城的黄昏”，而庄士

敦，则一定在回忆属于他的那本《紫禁城的黄昏》。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射雕》

  如何译成英文？

如
何翻译金庸的作品？这对译者郝玉 欢上了，自己也就此成了“金庸粉”。

清来说，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困 花一年半的时间，郝玉清才完成了《射

难 。 她 在 接 受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雕》第一卷《英雄的诞生》400多页，12万

字的翻译工作。这远超过她的预期。“起(BBC)采访时坦言，“刚开始不知道翻译金

初，我想每年可以翻译一本书，但事实证庸 那 么 难 ， 后 来 才 知 道 ， 但 没 有 退 路

明，这远比想象中的错综复杂，而且比任了”。

何人想象的都要更耗费时间。”1985年生于瑞典的郝玉清曾在中国生

这部译作究竟被翻译成了什么样子？记活工作多年。当年学中文时，朋友们敦促

者梳理目前公开见于报道的资料发现，这她一定要看金庸。谁曾想，看着看着就喜

行业资讯
 Trends

《射雕》将出英文版 

江南七怪、降龙十八掌怎么翻译？
责任编辑   杨利丝

“中国版《权力的游戏》”、“中国的《指环王》”这是一些外国媒体对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的形容。日前，《射雕英雄传》2018年将推出英文版的消息

引发关注。如何将中国的武侠小说翻译成英文？这让一些网友大开脑洞，各种稀奇古怪的答案出现在网上。

部 《 射 雕 英 雄 传 》 被 译 为 “ Legends of the “My family name is Huang, my given name Rong, 

Condor Heroes(秃鹫英雄的传奇)”，“江南七 meaning Lotus。”(“我还没问你的名字，”他

笑着说。“是的，我们都忘了。我姓郭名靖，怪”被译作“Seven Freaks of the South(南方的

意为平静。你呢？”“我姓黄名蓉，意思是莲七个怪人)”，而“降龙十八掌”被翻译成

花。”)“ the 18 palm attacks to defeat dragons(击败龙

原文：那少年微微一笑，道：“还没请教的十八掌击)”，“九阴白骨爪”则被译作
兄长高姓大名。”郭靖笑道：”真是的，这倒“Nine Yin Skeleton Claw(九阴骷髅爪)”。
忘了。我姓郭名靖。兄弟你呢？”那少年道：

此外，译作的部分语句也见于报道。例
“我姓黄，单名一个蓉字。”

如，这段郭靖与女扮男装的黄蓉首次相见的原
有评论指，虽然译文“流畅”，“但有些

文被翻译成了这个样子……
中文的韵味还是没能用英文传达，而有些原文

译 文 ： “I didn't ask you your name,” he said 
没有的味道，又不可避免地被英文夹带了进

and smiled. “Yes, we forgot. My family name is Guo, 
来，就好比在江湖武林中约摸看到些魔兽世界

my given name Jing, meaning Serenity. And you?” 
的影子”。

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电视剧海报

76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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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金庸小说

有何经验？

事
实上，这并非金庸小说首次被译成 话、穴位、故事引言和角色介绍”。

英文。《雪山飞狐》、《鹿鼎记》 甚至连这两部英译《雪山飞狐》的名字

和《书剑恩仇录》的英文版先后出 都 并 不 相 同 。 1972年 版 译 作 将 书 名 译 为

版。值得一提的是，《雪山飞狐》还有另一 “ Flying Fox of Snow Mountain(雪 山 的 飞

个译本在1972年就在期刊杂志上刊登。 狐)”，而莫锦屏将其译为“Fox Volant of 
这些英译本各有特点。像1972年刊登在 the Snowy Mountain(雪山飞行的狐狸)”。

杂志上的英译《雪山飞狐》属于节译本。有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莫锦屏不得不在译

研究指，译者对小说的后半部分进行了大规
文中使用增译解释某些名词的实质。如“地

模的节译，使得译文留下过度人为简化的痕
堂 刀 ” 被 译 为 the Ground Blade, the art of 

迹。
fencing with a broadsword(地面刀，一种用大

而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莫锦屏翻译的
刀的剑术)；“脉门”被译为the Pulse Gate, 

《雪山飞狐》则截然相反。相关研究指其
the point where blood vessels were located “尽可能详尽地翻译原文的各个细节”，甚

and the pulses felt(脉冲门，点血管的位置会至包括了书中的“地图、中国武术武器插

有脉冲的感觉)。 the Knight-errant among out-laws of the Martial 

同时，莫锦屏还借用了西方的骑士元素 Brotherhood……(我听说，金面佛是骑士精

来对应中国的侠元素。“听说金面佛行侠仗 神的忠实助手。他毫不犹豫地为那些陷入困
义，江湖上都叫他苗大侠……”被译成了一 境的人提供帮助，这既是为了荣誉，也是为
大段英文—— I have heard that the Gilt-faced 了正义。他的行为准则和骑士精神一定是非

Buddha is a true acolyte of chivalry. He never 常高的，为他在法律范围之外的武术兄弟会

中赢得了“凤凰侠客”的头衔……)hesitates to offer help to those in distress, in the 

其中，号称“苗大侠”的苗人凤被译为cause both of honor and of justice. His code of 
“凤凰侠客”，侠义则对应成了西方的骑士c o n d u c t a n d s e n s e o f c h i v a l r y m u s t b e 
精神，江湖被认为是“法外之地”。

remarkably high for him to merit the title Phoenix 

英文版《射雕英雄传》在亚马逊网站的预售页面截图

“好的故事是跨国的”

事
实上，郝玉清也对媒体表达了类似 即便这项工作“令人生畏”，郝玉清仍

的想法。“从中古欧洲时期的骑士 觉得坚持下来是值得的。“我的看法是，不

传奇、19世纪的小说如大仲马的 去尝试会有更大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永远

《三个火枪手》和司各特的《伊凡霍》，到 不要试图翻译它。”她说。

近期的奇幻文学，其实都有'侠'的元素。而 不只武侠小说，中国文学作品近年来越

且金庸的小说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虽然 来越多地被翻译到国外。有报道指，2016年

对西方读者来说可能会有些陌生的地方，但 由文学市场自发推动的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作

本身就很会讲故事的金庸小说反而能够让这 品出版逾50部，今年这个数字又有所增长，

些陌生之处变成一种新鲜感。” 且涉及长篇、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还

同时，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 覆盖到了网络文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网

时，郝玉清明确表示，金庸半文半白的写作 络文学作品在海外颇受追捧，甚至被外国读

手法不可避免地会在翻译中丢失。“她说， 者“催更”。

考虑到中国读者对这些小说的熟悉程度，这 对此，郝玉清也多次对媒体做出这样的

让翻译这些作品令人生畏。”报道这样写 表示——“我一直以来认为好的故事是跨国

到。 的，一本好的小说没有国界之分”。



跟刘晓明大使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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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利丝

学中英“黄金时代”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发布消息称，英 中英两国现均处于各自发展的“新时

国主流大报《每日电讯报》纸质版和网络版 代”。中共十九大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特

同时刊登驻英国大使刘晓明题为《中英关系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英国处于脱欧谈判

“黄金时代”必将结出新成果》的署名文 关键阶段，开启打造“全球化英国”的新时

章。 代。梅首相此时访华，将有力推动中英关系

今年，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每日电讯 “黄金时代”进入加速发展的新时期。我衷

报》发表文章，评论中英关系。全文如下： 心期待，梅首相访问将给两国关系带来三个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即将启程对中国进 变化：

行正式访问，这是梅首相就任以来首次正式 一是打造政治互信“深化版”。政治互

访华，也是英国首相4年来首次访华。 信是中英合作的基础。两年来，习近平主席

和梅首相在杭州和汉堡两度会晤，多次确认 我期待并相信，梅首相此次中国之行将

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大方向。 助力打造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升级版，为

两国应坚持这一战略定位，着眼世界大 中英两国人民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势和中英关系大局，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将中

英关系打造成为大国之间相互尊重、互信合

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二是打造务实合作“提质版”。访问期

间，两国领导人将见证签署一系列合作协

议。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升

互利合作水平，在“一带一路”、金融服

务、科技创新、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生命

科学等领域打造更多“黄金成果”。

前不久，我同几十位在英国的中国企业

家座谈，企业家们谈得最多的是更加开放自

主的英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新机遇，这充分

反映出中国工商界对英国发展和中英合作前

景的信心。双方应抓住机遇，砥砺奋进，共

同创造中英务实合作新动能。

三是打造两国国际协作“加强版”。当

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作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二十国集团重要成

员，中英都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包容开放的

胸襟和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两国在反对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

化、完善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及朝鲜半

岛、中东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共识不断增

多。我们完全可以携手努力，并肩前行，共

同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做出更多贡献。正如

梅首相在去年11月金融城演讲中所说，“英

中可携手塑造世界格局”。

最近，英国电影《至暗时刻》正在热

映。我认为，中英关系将迎来光明时刻。丘

吉尔曾经说过，“要改进就要改变，要完美

就更要不断改变”。中国也有句话，“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中英关系“黄金时

代”也是如此，唯有抓住新机遇，凝聚新共

识，才能开辟新前景。

1110

文中关键词摘录：

Golden Era  黄金时代

pay an official visit to…  对…进行正式访问

British prime minister  英国首相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共十九大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Global Britain  全球化英国

set the stage  设置舞台布景；装台；做好准备

bilateral relations  双边关系

G20 Summits  G20峰会

major concerns  重大关切

mutual respect  相互尊重

mutual trust  互信合作

win-win cooperation  互利共赢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一带一路

financial services  金融服务

scientific innovation  科技创新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保护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

bio-science  生命科学

G20  二十国集团

global vision  国际视野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global governance  全球治理

Korean Peninsula  朝鲜半岛

broaden consensus  增加共识

have every reason to... 有充分理由...

Darkest Hour  《至暗时刻》

brightest hour  光明时刻

build consensus  凝聚共识

（本文来源：中新网）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

责任编辑   杨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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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的异国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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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天喜地--喜团年

在
大家沉浸在欢声笑语、家人团聚、 目期间的合作细节了，正当大家松口气的时

儿女绕膝的气氛中时，我司德语 候，客户通知项目时间有变，而且一变再

变，庆幸的是IE没变，积极配合项目时间，IE春节期间正在为知名汽车企业担

毫无怨言（必须为她打Call）。任商务谈判工作。

德语项目组一月收到消息，需要2名熟知 我们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压倒，迎难而

上，充分发挥了德语组人才储备多而广的优劳动法相关知识的德语IE，二月中旬到德国

势，为客户排了忧解了难，IE专业的精神也艾森纳赫进行谈判工作。接到这个Case时，

值得大家赞赏和学习。项目的顺利完成离不心里多少有一点忐忑，因为项目时间正值中

开各部门同事的辛苦付出，在这里向各位同国的新年，又是跨国项目，担心没人愿意前

事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新的一年，让我们往。在IE调配过程中，我们从国内人才到外

继续一起加油！加油！加油！籍IE再到当地华人，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

调配到令客户满意的IE。接下来就是敲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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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鸡唱罢，神犬登台。2018年2月12日晚， (KNOW & BE KNOWN 的服务理念，能在这条荆

西讯年终聚餐活动如约而至。西讯人相 棘丛生的道路上勇闯一个个险关。正如莫总所

聚一堂，共度了一个温馨而又热闹的夜 言，因为有理想，才能创造奇迹，无论是PD，还

晚。 是Sales，如果缺少动力，在遇到困难险阻时就会
聚餐伊始，翻译总监莫乐哥一如既往地先对

裹足不前，对于学习提高就会兴趣缺缺。所以，
大家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和表扬，同时也表达

我们的Team就必须有目标，有理想，这样我们
了对大家的新年祝愿，紧接着又一一派送新年利

就能打造出经典与传奇。
是。手里拿着，嘴里吃着，觥筹交错，每个人的

相信在2018年，西讯列车会开得更快、更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乐开了花儿。

好、更远，西讯人的队伍也会越来越庞大，狗年
西讯已经迈入第十四个年头，而其诞生来源

旺！旺！旺！
于创始人希望通过“沟通世界，成就你我”

)



公司动态
Fathom News

马德里的“西讯之旅”

2
018年1-2月的涉外西班牙语商务谈 家冷静分析，分头行动，Sales跟客户积极沟

判口译圆满结束了，整个过程真的 通，安抚情绪，HR继续调配其它优秀人才，

是历经曲折，着实不易！ 同时IE也积极主动地推荐人才。最后，IE的导
此次行程是马德里，主要进行商务谈

师陈生富（浙江光大旅行社欧洲部的副总，
判，对人才要求极高，需要具备扎实的法

兼任西班牙中国文化交流促进会的副会长）
律知识，较强的沟通和应变能力，及一定

挺身而出，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他资历更
的谈判技巧。西班牙语项目组接到任务

深厚，经验更丰富，曾担任过原浙江省省长
后，调配到一名匹配度极高的IE，他曾在 吕祖善、原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出访时的随
马德里工作生活了13年，持有西班牙工作 身翻译，十足的高级资深 IE。结果显而易
居留卡和驾照，对当地环境非常熟悉，并

见，Perfect！
且可以随时进出欧盟和大部分南美国家，

“量身打造、临危不乱、江湖救急、师
口译经验也非常丰富。我司很快就与客户

生情浓”这几个词在本次项目中体现得淋漓
敲定了细节，达成了合作。

尽致，也可以说是完美诠释了。当然，客户
However，临近点了IE因个人原因不得

的包容、谅解和支持也是这次成功的必备条
不取消行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大

件，点赞！为IE点赞，也为我们自己点赞！

NEWS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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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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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礼包 “心”的关怀

举
国齐欢腾，浓浓西讯情。为了感谢全体 放，希望大家各司其职，努力工作，多提宝贵意

见，把西讯建设得更加美好，让工作更开心、生员工一年来的辛勤付出，Admin早早的

活更精彩！为大家精心挑选好了新春福利坚果大礼

此次为员工发放福利，充分体现了公司对员盒，让西讯的俊男美女们好好补补脑，多吃坚果

工节日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的人文关怀。为广大可以美肤、健脑、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抗衰老

员工送去了一份浓浓的关爱和温暖，确保了全体哟！谁让咱西讯人都是以智慧行走天下，要想在

员工带着公司的新年祝福，怀着愉悦的心情共度江湖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造就“最强大脑”！

新春佳节。最后，祝愿大家新的一年红红火火，除了补脑，还要让大家腰包鼓鼓的。公司为

万事如意。
大家准备了超多的新年红包，根据大家2017年

的KPI考核结果，由公司高层亲自向每位员工发



D

Digiterati

Billclintonrhythm

Digiterati

ESOP

Full featuredGroupware
Hands-onInteractive 

JAM

Kiss

Lifeware

Newsgroup

Murphy's law 

OEM

Quality circle

Youthocracy

Troglodyte

X Factor

Peon

SIGZero-bug

Vuzak

Wizard

16

西讯 A to Z 
Fathom A to Z

您了解的，我们了解，您不了解的，我们同样了解。为各行各业服

务就要了解各行各业，我们是时尚的“信息达人”！

Available Space

ROA

Un-hero

CFV



 Road to Cardiff IV
通往加的夫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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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2017 23:07 - in: Match report S  

Into the Champions League final!

“（尤文图斯）挺进欧冠决赛！”英文新闻的标题，往往简洁干练，此处用介词into 挺进），

起到了动词的作用。

（

聚焦
Spotlight

西讯语言培训中心

1817

Goals from Dani Alves and Mario Mandzukic set up a 2-1 victory over Monaco at 
Juventus Stadium to book the Bianconeri's place in the Champions League final 

In a game by spells of Monaco pressure, a thrilling quarter of an hour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half was enough for the Bianconeri to reinforce their dominance over the two 
ties, producing a stunning quarter of an hour before the break to all but eliminate the 
visitors before half-time.

 bookended 

注意bookend用作动词，非常生动，是指 “（在整个过程中）充满了”，就像夹在两块“挡书板”之间，也

就是“比赛从一开始到结束”，“自始至终”的意思。

Fittingly it was Alves to , the Brazilian's superb goal matching 
his two game-winning assists in Monte Carlo 

put the result beyond doubt
for quality and importance.

swerving volley，表示带有弧线的凌空射门。

Juventus secured their place in their second Champions League final in three 
seasons on Tuesday night as goals from Mario Mandzukic and Dani Alves – a 
spectacular from distance – completed the job they had begun in 
Monte Carlo six days ago.

swerving volley 
put the result beyond doubt，是说（阿尔维斯的进球）让比赛“失去悬念（疑问）”。

for quality and importance ，指进球非常重要，同时非常漂亮（高质量的进球）。



Then the Argentine turned moments later, into the 
box for Mandzukic whose low shot was expertly pushed clear by goalkeeper Danijel 
Subasic.

provider delicately threading a ball 

Provider 此处指“助攻者”，也就是给队友传球，让队友有机会射门。之前阿根廷人伊瓜因自己完成了

射门，这里他给队友“做球”，所以用turned 表示从之前的射门者“转为了”助攻者。

delicately threading a ball，指传球精妙，很准确地穿越了对方的防守，传到队友脚下。

，

，

Back came Juve again:  by Dybala and Higuain releasing Miralem 
Pjanic only for the Bosnian's cross-cum-shot to be diverted away on the slide by Glik.

 crisp combination play

crisp combination play 是指迪巴拉和伊瓜因联袂上演精巧简练的传球配合。，

grew into the occasion holding at arm's length getting a grip of, their lively visitors  while  
possession in central areas.

premature withdrawal 是指Sami Khedira（萨米·赫迪拉）“过早地离场”。因为开场不久 赫迪拉就因

伤被Claudio Marchisio（克劳迪奥·马尔基西奥）替换下场。

threatened to，指过早的换人，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尤文图斯赛前的战术布置，所以“面临威胁”。

grew into the occasion是指逐渐适应了场上的情况。Grow into，是指变得成熟有经验。

holding sb at arm's length，是指让某人远离，让某人保持距离。这里指让对手不能对本方球门造成威胁。

get a grip of，掌握，控制，即control。

， ，

It wasn't long before the first signs of nerves began to show in the Monaco ranks. First, 
Paulo Dybala and Gonzalo Higuain combined to in 
defence, the latter racing through to see his attempted chip hacked off the line by the 
covering Kamil Glik.

capitalise on a moment's uncertainty 

capitalise on a moment's uncertainty，指利用了对手防守过程中的一次犹豫。

As it was served to 

showpiece event rolled a shot
the base of the post flashed over

, the first 10 minutes at Juventus Stadium demonstrate that the 
Bianconeri would indeed need to score again if they were to guarantee their place in 
June's  in Wales as Monaco's Kylian Mbappé  against 

 before Radamel Falcao  the bar from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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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Spotlight

As it was，既表示“事实上”，也表示“不出所料”。所谓的“不出所料”是指在尤文图斯竞技场前

十分钟的比赛，客队摩纳哥给尤文图斯带来了足够的威胁，险些进球。所以尤文需要继续像首回合那

样取得进球。Serve to 表示“足以证明”。

showpiece event，是指今年6月在威尔士的千年球场举行的欧冠决赛， ，基础意思是“陈列

品”或“展出品”，但凡是“经典的比赛”或者“经典的著作”等等，都可以用showpiece，表示其重

要性和值得关注。

rolled a shot，表示射门带有一定的弧线，同时是个地滚球。这个地滚球“击中了球门立柱底部”

（the base of the post 。

flashed over，指射门力量足，速度快，从球门横梁上方飞出。

showpie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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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f Sami Khedira Claudio Marchisio  
disrupt Juve's early rhythm further but instead Massimiliano Allegri's men gradually 

premature withdrawal for threatened to

With the red and white door ajar
blast it off its hinges  light the touch paper 

to ram home on the rebound 

, it took the power and perseverance of Mandzukic to 
and at an already electric Juventus Stadium. 

Dani Alves' perfect right-wing cross – his third assist of the tie – found the Croatian at the 
back post after his initial header had been saved.



聚焦
Spotlight

punched away，指守门员苏巴西奇“用手将迪巴拉的传球击开”。

Dani Alves had other ideas，对应前面的苏巴西奇“大概认为自己成功地防守住了尤文图斯上半场最后一次

进攻”（probably thought he had successfully averted the last Juventus attack）。所以Dani Alves had other 

ideas，就是说“阿尔维斯可不这么看”，因为接下来阿尔维斯就进球了。

Chances were exchanged at both ends arrowing
tap-in

 – Higuain  across Subasic and Giorgio 
Chiellini heroically denying Falcao a  at the back post – before the interval but the 
half's most extraordinary action would be saved moments from its end.

Chances were exchanged at both ends 指两支球队互有机会，伊瓜因的快速射门（arrowing 以及法尔考

的tap-in（短距离的挑射或者端射）。

， ）

Monaco's Subasic – superb throughout the opening 45 minutes - probably thought he 
had successfully averted the last Juventus attack before the break as he
Dybala's awkward cross but .

 punched away 
Dani Alves had other ideas

21

Lying in wait unleashed unstoppable volley 
the outside of his boot cutting across the ball

unguarded ne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x, the Brazilian  an 
with ,  to guide it emphatically into the 

.

Lying in wait 指阿尔维斯在禁区外“埋伏着伺机射门”，unleashed an unstoppable volley，指阿尔维斯的

凌空射门，“球就像出膛的炮弹，不可阻挡”。

the outside of his boot， ，球鞋，指“用球鞋的外侧”，即“外脚背”射门。

cutting across the ball，射门让球直飞（球门），射入无人防守的球门网窝（unguarded net ）。之所以用

unguarded net，是因为之前守门员苏巴西奇出击，将迪巴拉的传球击出球门，所以离开了球门，这个时候

阿尔维斯射门，苏巴西奇还没来得及返回球门前守门。

，

boot

As expected, despite an early continuation of Juve dominance, an improved Monaco 
emerged for the second period.  in which Juan Cuadrado – a substitute Braving a storm

Braving a storm，顶着暴风雨，即顶住对方如暴风骤雨般的进攻。注意brave的动词用法。

例1. He braved his teacher's discontent by joining the football team.（他不顾老师的反对，加入了足球队。）

例2. braving the high fever，the girl completed the examination and passed it.（女孩发着高烧，仍然完成并通过

了考试。）

edged their way back into contention，指重新振作，投入到比赛中。注意edge back的用法。

passed the hour mark，指比赛过了一个小时。

Their perserverance on 69 minutes, Mbappé converting a simple tap-in 
from Joao Moutinho's .

paid dividends 
 cut-back

paid dividends 得到回报。Pay dividend 固定用法，原意为得到红利或股息。

cut-back， 向禁区内）回传，倒三角传中。

， ，

（

This Juventus side has become accustomed to managing the key moments this season 
and Allegri's men demonstrated their  in the closing stages 
here,  Monaco's second-half resistance with composure and calm.

big-game acumen yet again
 hurdling

big-game acumen，即（展示出了）应对大场面（重要比赛）的智慧 

yet again，再一次，英语的地道表达。

Hurdle，表面意思是越过，跳过，此处指克服，即成功应对了对手的反抗。

。

Pack your bags everyone, we're going to Cardiff.

Pack your bags 收拾好行李。这里指两回合淘汰摩纳哥后，尤文图斯成功进军威尔士的千年球场，所以这

里号召球迷“收拾好行李”，一起去威尔士决赛现场，为球队加油助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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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转自JUVENTUS.COM

The Monegasque's revival however was , rarely threatening Buffon's goal 
despite forcing the home side to  and in numbers as a thrilling 180 minutes 
of football drew to a close.

short-lived
 defend deep

short-lived 指摩纳哥的反扑“为时不长”。

Defend deep，深度防守，指防守方全面回防，退回到本方禁区附近进行防守。

，

With the red and white door ajar 指（红白球衣，即摩纳哥队）的球门露出破绽 ajar 即守门员和防守

队员的站位存在漏洞。

blast it off its hinges，指打破僵局。

light the touch paper，点燃了导火纸，即点燃了球场内球迷的激情。

ram home on the rebound，指曼朱基齐的头球被守门员扑出后，他继续补射，“将弹回的球撞进了球

门”。

， （ ）， for Dybala – ought to have scored only to strike against the recovering Sidibé, the away 
side as the gameedged their way back into contention  passed the hour mark.



漫谈法律英语的

语法特征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莫 林

译中人
Insider

法
律语言是法律人 lawyers 在从事立法、司法、执

法等活动中使用的一类语体或语域。这一语体在

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中的体现，便是法律英

语。相较于普通英语，法律英语呈现诸多独有特征，这些

特征与法律的社会调控功能息息相关。作为规范指引，法

律须具有规范性、明确性、强制性和一定程度的抽象性，

要精准严谨，便于一体遵循。这样的目的追求需要法律语

言在普通语言的基础上进行某些调整，部分语法形式和表

达方式被强调重用，而另一些被摒除。这并不意味法律语

言已形成自己独立的语法规则及词汇体系，它仅是对普通

语法的调整和改进。总的来看，法律英语的语法存在如下

主要特性。

( )

英语句型按其目的，通常可分为四类：陈述句、疑问

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四种句型的表达方式和效果均有不

同，法律英语势必要对这些句型做出选择与侧重。众所周

知，立法语言要准确严谨、表意清晰，告诉人们可为与不

可为；司法语言要条分缕析、说理有据，为案件提供充分

的事实根据和确切的法律根据。此故，法律英语多采陈述

句和祈使句，而其中又以陈述句居多。

句型与语句结构

（一）以陈述句为主

法律英语非常重视逻辑上的顺畅连贯，且同时还需保

证意义内容的完整。因而在法律英语中，长句的使用极为

频繁。这些长句利用连接词、副词和标点符号，将若干关

联意群连接在一起，划分出其中的从属关系，有机合并为

庞杂的复合句。其间，从句套从句、从句带短语、短语又

包含从句，不可不谓层层叠加、盘根错节。虽然近年来在

英美法学界不断有学者呼吁“简化”臃肿的法律用语，但

始终未能成功。原因在于法律起草人习惯将特定法律条款

用独立的句子表达，以维护法律条文的逻辑完备性和内容

完整性，避免遗漏或含糊不清。

（二）多长句

法律条文显示出极强的格式规律性。从法理上言，法

律规范通常包含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要素，

条文结构亦与此规范要件相契合。一般的条文表述，先为

第三人称的条件从句（protasis），从句中包含假定事实

（facts supposed），其后为规定制裁（sanction）的结论

句。

（三）格式化

依靠主谓句。但法条又是一种概括性、普适性规定，它有

时也利用非主谓句来表达自身。非主谓句是由单个词或主

谓短语以外的其他短语构成的、不能分析出主语和谓语的

单句，包括无主语和独词句。在日常生活中，除非在前文

已指明对象，非主谓语的使用可能会引起指向不明的模

糊。但作为抽象、一般的法律规定，它指涉的对象是广泛

的全体民众，因而使用非主谓句并不会影响受众认知。所

以，在法律英语中，非主谓句的使用较为常见，例如：

Prohibit the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punishment.（禁止施

予体罚）Insurance to be effected by buyers.（保险由买

方负责）等等。

（四）主谓句与非主谓句并存

在法律英语中，同义词或近义词并列结构，特别是由

and和or引导的并列结构被运用得极为频繁。其目的在于通

过同义词或近义词的相互补充、相互照应，最大程度地囊

括立法者考虑到的各种事实情势，明确划定适用范围。比

如下面这一段，便使用了大量or来说明各种不同情形: “No 

freedom shall be taken, or imprisoned, or be disseized of his 

freehold, or liberties, or free customs, or be outlawed, or exiled, 

or any otherwise destroyed; nor will we pass upon him, nor 

condemn, but by lawful judgment of his judges, or by law of the 

land.”

（五）常用并列结构

如前所述，法律规则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

果构成。其中，假定条件一般由where或if引导，表示在此

种条件下，特定行为模式将会引发怎样的法律后果。当

然 ， 除 where和 if之 外 ， 也 常 使 用 unless， provided that, 

subject to 等独特用法。另外，should，in the event of, in 

case of, in the absence of等短语也常在法律英语中引出

假定条件。

（六）常使用由where, if 引导的条件状语

为避免给人主观恣意的感受而达求客观公正的效果，

法律英语多采用第三人称而较排斥第一、二人称。比如

“Tom sold his land”在法律文书中往往写成“Tom sold 

Tom’ s land”。法官在判决时也使用 “this court finds …”而

非“I find …”，尽管英美法系的法官个人独立地位令其完全

有资格以个人名义作出判决。这种刻意的“第三人称化”

能使语言显得更加公允而客观，弱化主观价值判断色彩，

尽管不能完全摒除之。

（八）多采用第三人称

Henry Weihofen 教授曾告诫：“Do not be afraid to 

repeat the right word.” 同样，陈忠诚先生也一再强调法

律翻译者不必害怕重复，必须遵守法律译名同一律。法律

英语以表意精准为鹄的，为避免任何可能的模糊或歧义，

宁可不厌其烦地重复名词也不愿使用代词。尽管有时会出

现he，she或we等，但往往是泛指。大量的重复已成为法律

英语的重要特征之一。

（七）少代词而多重复

作为规范性文本，法律条文旨在陈述某种规定，

因而一般采用现在时态即可，其他时态仅作配合之

用。在非立法文本领域，如合同文书中，其他时态便

用得稍多一些，但依然以现在时态为主。

同样，法律注重客观事实的叙述，强调事实或行

为本身而非行为主体，所以更多使用被动语态，但强

调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合同文本除外。例如，“The 

appeal was reversed ”这一句子中，陈述人强调的只是

上诉被驳回的事实，不夹带任何行为人要素。在某种

程度上，这种被动语态可比主动语态句式如“We 

reversed the appeal” 或 “ The court reversed the 

appeal”显得更中立，更具权威性。

时态和语态

主谓句是包含完整主语、谓语的单句，亦是日常生活

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句型。法律条文要表达完整意思，主要

最后的话

在日常语言层面，英语的逻辑性优于汉语，毋庸

赘言；而一旦进入法律英语界域，其在逻辑上的“洁

癖”更被推崇至登峰造极。语句结构的规整、用词的

考究、意群之连贯、语态的客观化努力，种种语法特

性无不体现出法律思维的严谨、法律语言的精准与法

律科学的规范化、体系化要求。从事法律英语翻译，

不仅需要扎实的双语语法功底，更强调高度的逻辑思

维能力，以及对不同法律语言背后迥异的法律文化有

着深切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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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虹霖

诗和远方

多
年前，高晓松说了一句文艺的话，“这 是一片辽阔的海。也许跟那些年看过的海不同之

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 处在于这座海上的桥。一望无际的海教会我人生

方。”眼前的苟且，是我们每日繁琐的 的渺小和孤独，人类似乎拥有着无穷的智慧改造

工作和学习，是我们日复一日重复的昨天。诗和 自然和改变世界，然而在时间的长河里不过是瞬

远方就是我所期待的一座未知的城市、一片辽阔 间即逝的烟火般寂寞孤冷。眼前海上的这座桥似

不见边际的海、一段充满惊喜和冒险的旅程。 乎在告诉我，在孤独中学会有所期待，如同来来

2月，作为交换生来到了春暖花开的釜山。 往往的车辆似乎载着牵挂与希望在桥面上飞驰。

到过哈尔滨的索菲亚大教堂，到过西藏缺氧的天 海边时而自由翱翔时而闲庭信步的海鸥也是这座

空，到过三亚清澈的海，到过杭州的西湖。以前 城的主人，尽情享受着海的包容。

每到过的一个陌生城市如同久违的重逢，不留下 这座城，处处都是诗，带来太多惊喜。一个

一点痕迹的来去自由，没有不舍的情绪。来到釜 人走出地铁口，还未来得及打开地图导航，抬头

山却产生了从所谓未有的感觉，我的初来咋到已 间却望见期盼已久的甘川。兴致勃勃来到海边，

经注定成为不久后的离开，仿佛轻描淡写的遇见 误把已经熄灯的釜山港大桥当作广安里大桥，略

就意味着割舍不得的离别。 遗憾离开的路上却不期而遇了夜空中繁星闪烁的

如果问我要怎么丈量一座陌生的城市。我的 广安里大桥的真身。

回答是脚步和眼睛。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喜 这座城，给了我太多的惊喜。在这里遇见的

欢随心所谓的步行暴走，不识别东南西北的南方 陌生人，一定是上天的一场恩赐。在小巷中迷路

人，有时候靠着手机导航寻找向往很久的目的 时，遇到了指路的大妈；在洗手间着急整理衣服

地，有时候干脆凭着感觉沿着路标游荡。 时，遇到了主动帮我系上风衣腰带的小姐姐。有

此刻，盘腿坐在汗蒸房的落地窗前，眼前就 时候，我会陷入困惑，随着自己的改变，遇到不

同的人会有一场怎样的对白。有时候，我会害 达，也应沉下心回到该有的学习状态。学习是一

怕，不知道自己是否一直能有这样的热情。有时 件广泛的事情，不止是每天刻板背诵课本的知

候，我会怀疑，自己的简单是因为阅历的不够还 识，而是从生活中、从实践中去感受茅塞顿开的

是天生的蠢萌。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还是选择简 明朗。学习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不是每天游山玩

单的生活。宁愿相信每个人都是真心的。 水就能有所成就，而是一字一句的斟酌和理解。

一直想用特别的方式来记录对一座城的印 学习是一件坚持的事情，不是断断续续打鸡血的

象。可似乎每次只是掏出手机定格眼前的一瞬 热情，而是一以贯之的坚守。 

间，偶尔有了兴致拿起画笔速记。诚然，影像能 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路。在各自的分叉路口

够保存记忆，而真实的美，只有亲眼见到的那一 上，每个看似不经意的选择都是多年之后的因果

刹那的心动。不知道文字会不会是特别的方式， 联系，就像海边不起眼的沙粒是在海浪反复冲刷

让我封存偶尔遇见的心动。 之后才能与你相见。

来釜山的12天，仿佛是世外桃源的12天。习 在釜山，不熟悉的语言障碍，充满挑战的设

计课程，不同的文化习惯都是一个个小困难，都惯了Wifi相伴的我，在这里常常没有信号。习惯了

会化作繁琐和眼前的苟且。每天元气满满的面熬夜画图的我，在这里常常早早入睡。偶尔也会

对，眼前的困难不再是苟且，而是对未来的期想起自己该写的论文，还有别的该做的事情。可

待，是一场盛开的开始，是一场全新的旅程，是是这里太美，美到忘了太多事物的存在，只想静

一场诗和远方的约会。静地发呆放空。

来到这里，除了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豁

心灵签到
Voice of the Heart

生于重庆，漂泊于海南数年，交换在韩国。热爱暴走的盲目乐观主义建筑女。乐于用心感受生活，用文字表

达情绪，用时间沉淀自我。

釜山记事-



Ron Gutman

思想的声音
Sound of Mind

The hidden power 
of smiling责任编辑   李  丽

lasting a subject's marriage State University research actually born smiling. Using 3D 

would be, how well she would project that looked into pre- ultrasound technology, we 

score on standardized tests 1950s baseball cards of Major can now see that developing 

o f  w e l l - b e i n g ,  a n d  h o w  L e a g u e  p l a y e r s .  T h e  babies appear to smile, even 

inspiring she would be to researchers found that the in the womb. When they're 

others. In another yearbook, I span of a player's smile could born, babies continue to smile 

s t u m b l e d  u p o n  B a r r y  actually predict the span of his -- initially, mostly in their sleep. 

Obama's picture. When I first life. Players who didn't smile in And even blind babies smile to 

saw his picture, I thought that their pictures lived an average the sound of the human voice. 

his superpowers came from of only 72.9 years, where Smiling is one of the most 

his super collar. players with beaming smiles basic, biologically uniform 

But now I know it was all in his lived an average of almost 80 expressions of all humans.

smile. Another aha! moment years. In studies conducted in Papua 

came from a 2010 Wayne The good news is that we're New Guinea, Paul E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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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 Gutman让

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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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was a child, I planet Krypton, which was a lot California, with a UC Berkeley 

always wanted to of fun, but didn't yield much 30-year longitudinal study that 

be a superhero. I result. When I grew up and e x a m i n e d  t h e  p h o t o s  o f  

wanted to save the world and realized that science fiction students in an old yearbook, 

make everyone happy. But I was not a good source for and tried to measure their 

knew that I'd need superpowers superpowers, I decided instead s u c c e s s  a n d  w e l l - b e i n g  

to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 to embark on a journey of real t h r o u g h o u t t h e i r  l i f e .  B y 

So I used to embark on these science, to find a more useful measuring the students' smiles, 

imaginary journeys to find truth. r e s e a r c h e r s w e r e a b l e t o 

intergalactic objects from I  s t a r t e d  m y  j o u r n e y  i n  predict how fulfilling and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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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al muscles. Mimicking a smile after injecting Botox to suppress w o r l d ' s  m o s t  r e n o w n e d  

and experiencing it physically smiling muscles. The finding researcher on facial expressions, 
helps us understand whether our supported Darwin's theory, by found that even members of the 
smile is fake or real, so we can showing that facial feedback Fore tribe, who were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emotional state modifies the neural processing of disconnected from Western 
of the smiler. emotional content in the brain, in culture, and also known for their 
In a recent mimicking study at the a way that helps us feel better unusual cannibalism rituals, 
University of Clermont-Ferrand in when we smile. Smiling stimulates attributed smiles to descriptions 
Franc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our brain reward mechanism in a of situations the same way you 
determine whether a smile was way that even chocolate -- a well-and I would. So from Papua New 
real or fake while holding a pencil regarded pleasure inducer -- Guinea to Hollywood all the way 
in their mouth to repress smiling cannot match.to modern art in Beijing, we smile 
muscles. Without the pencil, British researchers found that often, and use smiles to express 
subjects were excellent judges, one smile can generate the same joy and satisfaction.
but with the pencil in their mouth - level of brain stimulation as up to How many people here in this 
-when they could not mimic the 2,000 bars of chocolate.room smile more than 20 times 
smile they saw -- their judgment Wait -- The same study found per day? Raise your hand if you 
was impaired. that smiling is as stimulating as do. Oh, wow. Outside of this room, 
In addition to theorizing on receiving up to 16,000 pounds more than a third of us smile more 
e v o l u t i o n i n " T h e O r i g i n o f sterling in cash.than 20 times per day, whereas 
Species," Charles Darwin also That's like 25 grand a smile. It's not less than 14 percent of us smile 
w r o t e t h e f a c i a l  f e e d b a c k bad. And think about it this way: less than five. In fact, those with 
response theory. His theory 25,000 times 400 -- quite a few the most amazing superpowers 
states that the act of smiling itself kids out there feel like Mark are actually children, who smile as 
actually makes us feel better, Zuckerberg every day.many as 400 times per day.
rather than smiling being merely a And unlike lots of chocolate, lots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result of feeling good. In his study, of smiling can actually make you being around children, who smile 
Darwin actually cited a French healthier. Smiling can help reduce so frequently, makes you smile 
n e u r o l o g i s t ,  G u i l l a u m e  the level of stress-enhancing very often? A recent study at 
Duchenne, who sent electric jolts h o r m o n e s  l i k e  c o r t i s o l ,  Uppsala University in Sweden 
to facial muscles to induce and a d r e n a l i n e a n d d o p a m i n e ,  found that it's very difficult to 
stimulate smiles. Please, don't try increase the level of mood-frown when looking at someone 
this at home. e n h a n c i n g  h o r m o n e s  l i k e  w h o s m i l e s .  Y o u a s k w h y ? 
In a related German study, endorphins, and reduce overall Because smiling is evolutionarily 
researchers used fMRI imaging to blood pressure.contagious, and it suppresses the 
measure brain activity before and And if that's not enough, smiling control we usually have on our 

can actually make you look good great and competent, reduce superpower that will help you 

in the eyes of others. A recent your stress or improve your and everyone around you live a 

study at Penn State University marriage, or feel as if you just had longer, healthier, happier life, 

found that when you smile, you a whole stack of high-quality smile.

don't only appear to be more chocolate without incurring the 

likable and courteous, but you caloric cost, or as if you found 25 

actually appear to be more grand in a pocket of an old jacket 

competent. you hadn't worn for ages, or 

So whenever you want to look whenever you want to tap into a 

思想的声音
Sound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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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言堂
Brainstorming

中国特色的国际范
徐梦苗

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如何呈现，中国在世

界上的声音如何传播，都需要依靠对外翻译的帮助。因此，中国特色词语翻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帮助世界认识真正的中国，也

让“中国特色”走向世界。

31

所谓“中国特色词语”，主要是从政治、

经济、军事、文体娱乐和科技等几方面反映中

华民族特征、生活环境、自然环境、风俗习惯

和宗教信仰的词语。它们反映的是中国独一无

二的事物、事件或感想，或者具有深厚的文化

内涵，在英语中几乎找不到对等的表达方式。

在翻译这样的词语时，我们主要采用的办法

有：

即直接采用汉语拼音。比如将“太极”译

为 “ Taiji”，将 “ 阴 、 阳 ” 译 为 “ yin”和

“yang”等。这些翻译既保持了中国独特的文

化特色，又能引起读者注意。

(1) 音译法:

在翻译类似的中国特色词语时，我们一般会参考China Daily或者中国外交部英文版官网上翻译，或者结合对英

文读者阅读习惯的考虑，提出自己的译法。

(2) 直译法:

(3) 意译法:

即尽量保持原词的语言形式，但不能完全拘泥于原文，

这需要我们具备丰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还要充分理解原文

的内涵。比如“三实三严”译为“Three Stricts and Three 

Steadies”(取严格和踏实之意)，其形式既忠于原文，读起来

又朗朗上口，体现出了翻译的美感。

即忠于原文的内容，准确传递原文的内涵和意图，破除

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翻译障碍。例如，“改革要啃硬骨头”

中将“硬骨头”译为“tough issues”而非“hard bone”,是

因为原文要表达的是为了进行改革，要解决掉难题，若用

“hard bone”，显然会让英文读者难以将hard bone和改革

联系起来，而“tough issues”却能传达出这句话真正的语义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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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工作报告和重要峰会上领导人的发言也是 解释或者直译等译法，将其原文的内涵准确地传递

经常出现中国特色词语的地方，关注权威网站发布 给世界。当然，这种情况下，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

的双语版本，有助于丰富我们的知识储备。 译法，哪种能够成为人们广泛认可的英译版本，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其快 终还要留待时间的检验。

速的发展催生了许多的中国特色新词。当遇到无法

从各类网站上找到英译参考的情况时，我们可以从

之前的翻译中总结套路，采用音译加解释，意译加

译言堂
Brainst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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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用的搜索法，

当你要查询某个特色词语的英文译法时，

可以在搜索网站采用“（输入待查内容）

+翻译+site:（输入网址）”的格式，比如查

询“两个一百年”在中国日报的译法，按

照 上 述 格 式 在 site后 面 输 入

“chinadaily.com.cn”，可以搜出中国日

报官网里跟“两个一百年”这个词有关的

内容，然后找到“两个一百年”的常用表

达为“Two Centenary Goals”。



Spring on the Southern Rivershore Du Mu

Orioles sing for miles amid red blooms and green trees;

By hills and rills wine shop streamers wave in the breeze.

Four hundred eighty splendid temples still remain

Of Southern Dynasties in the mist and rain.

文字之歌
Sound of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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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in Painted Hall Zhang Xian

The lotus blooms in outer lake grow high and low;

After the rain over green hills fly the gulls white.

The painted boats on rippling water slowly go;

Our shadows move on mirror bright.

Two maidens sing the song of peach leaf in voices low,

Clad in light clothes apricot-red.

They come back with green shadow f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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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之歌
Sound of  Word



世界名校
Best Universities

英国名校

说起英国的大学，大家一定会想到牛津和剑桥，其实除了这两所名校以外，英国还有其

他众多优秀的大学，本期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责任编辑   马爽爽

圣安德鲁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一

所始建于1413年的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坐落于美

丽的高尔夫球发源地—英国苏格兰东海岸古镇圣安

德鲁斯，是苏格兰历史最深远的大学，同时也是英

语世界中建校历史仅次于牛津剑桥的第三古老的大

学。

虽然大学的规模并不算大，是英国人数最少的

大学之一，但依然被认为是拥有顶级科研和教学实

力的英国大学之一。大学在2018《完全大学指南》

和《卫报》排名中同样位居第3位，在三大最具权威

的英国本地排名中均排在苏格兰第1位，全英第3

位，学术排名仅次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根据排

名中的数据，学校是全苏格兰大学中入学门槛最高

的大学，同时学校还拥有居全英前三的学生满意

度。圣安德鲁斯大学历史悠久，知名校友众多，如

独立宣言签署人詹姆斯·威尔逊，法国政治家马

拉，免疫学之父爱德华·詹纳，剑桥公爵（威廉王

子）及其夫人凯特王妃。学校15%的学生来自北美，

这一比例为全英最高，且慕名前来的超过100个国家

的留学生占据了总人数的30%以上。

02.

创建于：1413年/校训：超越无止境

Ever to Excel or Ever To Be The Best

知名校友：詹姆斯·威尔逊、爱德华·詹纳、威廉王子等

巴斯大学

University of Bath

巴斯大学 University of Bath)位于英格兰南部的

世界遗产城市—巴斯，是一所以科研为向导的英国

顶尖名校，现任校长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三子—

爱德华王子，威塞克斯伯爵。学校前身是创建于

1856年 的 布 里 斯 托 贸 易 学 校 (Bristol Trade 

School)，1960年更名为布里斯托科技学院(Bristo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此时它已是英

国教育部下辖的十个高级技术学院之一，并于

1966年获得皇家特许成为巴斯大学。

巴斯大学由管理学院、科学、工程与设计学院

及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组成，设建筑、工程、管

理、电脑科学、药理学、物理学、数学、药剂学及

运动科学等专业。巴斯大学是全国研究生就业率较

高的大学之一，同时巴斯大学管理学院被公认为英

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在业界有极高的声誉，每年

有大量本科毕业生进入伦敦顶级投行工作。巴斯大

学在2018《完全大学指南》和《卫报》排名中位居

第5位。

(

03.

创建于：1966年/校训：根据学习之种类学习一领域

Learn each field of study according to its kind

知名校友：杨洁篪、詹姆斯·戴森、伊恩·麦克莱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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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in UK

杜伦大学

University of Durham

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 位于英格兰东

北部拥有许多古建筑的杜伦市，创建于1832年，其

教学与科研历史可以追溯到600多年前。杜伦地区的

神学教育传统由来已久，人们多次尝试在此建立大

学，由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担心建立一所新大学

有可能对他们的地位产生巨大冲击，直到1832年杜

伦大学才得以正式建立。

杜伦大学在2018《完全大学指南》和《卫报》

排名中位居第4位，现有学生1.5万多名，其中包括

来自13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国际学生。整个学校分

为两个校区：杜伦市校区和斯托克顿的女王校区，

两个校区之间有免费巴士往返。这座大学有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11世纪的大教堂和城

堡，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迄今仍在使用的大学

建筑。

杜伦大学是一所融合了古老传统与现代价值观

的大学。在坐拥丰厚的历史传统的同时，其创新的

教学法和杰出的学术声誉及研究成果亦闻名于世，

因为持续不断的优异的科研成果，杜伦大学被英国

政府和大学科研评估系统确认为世界级的科研中

心。它是地理学、应用数学、空间科学和天体物理

学、化学、英语、历史、法律等学科领域的世界领

先者。

)

01.

创建于：1832年/校训：巍巍圣岭，乃吾基石

 Her foundations are upon the holy hills

知名校友：胡润、贾斯汀·韦尔比、杜叶锡恩等



Book Description

Patricia Highsmith (January 19, 1921 – February 4, 1995) was an American novelist and short story 
writer best known for her psychological thrillers, including her series of five novels based on the 
character of Tom Ripley. She wrote 22 novels and numerous short stories throughout her career, and 
her work has led to more than two dozen film adaptations. Her writing derived influence from 
existentialist literature, and interrogated notions of identity and popular morality.

The Talented Mr. Ripley

Title

Patricia Highsmith

Author

作者的其他名作

“Strangers on a Train” 
《火车怪客》

“Cry of the Owl”
《猫头鹰的哭泣》

1

2

《天才雷普利》

同名电影

导演

安东尼·明格拉

主演

马特·达蒙、格温妮丝·帕特洛、裘·德洛、

凯特·布兰切特

电影简介

美国青年汤姆·雷普利有独特的才能，可以模仿他人的笔迹和声音，并善于伪装。他受富

商之托，到意大利去游说其儿子回美国。到了意大利，雷普利慢慢融入了迪基的生活，同时也

深深地被迪基的生活形态所迷惑；美丽的别墅、高级浮华的渡假饭店、一掷千金的奢靡生活，

以及他美丽温柔的女友，都令他羡慕不已，在无法说服迪基回国后，不断扩张的欲望让雷普利

决定将迪基取而代之，他杀死了迪基，并且以他的身份开始生活。然而就在雷普利陶醉于亲手

打造的美梦中时，雷普利因为一次意外的巧合露出了马脚，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导演的其他名作

“Truly Madly Deeply” 

《一屋一鬼一情人》

“Cold Mountain”
《冷山》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Tom Ripley is a young man struggling to make a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One day, he is approached by 
shipping magnate Herbert Greenleaf to travel to "Mongibello", in Italy, to persuade Greenleaf's errant 
son, Dickie, to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join the family business. Ripley agrees, exaggerating his 
friendship with Dickie, a half-remembered acquaintance, in order to gain the elder Greenleaf's trust. 
Ripley finally murders Dickie and assumes his identity. Ripley enters a cat-and-mouse game with the 
Italian police but manages to keep himself safe.

心的旅行
Take My Heart Away

21

2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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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lented Mr. Ripley
上期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小说与电影看了吗？感觉如何呢？本期小编将为大家推荐一部犯罪小说

《天才雷普利》及其改编的电影。电影的精彩程度绝不亚于小说，而且主演为著名演员马特•达蒙，

值得一看哦！

责任编辑  马爽爽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词根词源小故事
Stories

神话传说
责任编辑   徐梦苗

在罗马神话中，小爱神丘比特 Cupid 是爱神维纳斯

和战神的私生子。他的形象常常是一个身披双翼，手持

弓箭的胖乎乎的小男孩。据说他有两种箭，金箭能让人

产生爱情，铅箭能扑灭爱情。阿波罗曾经嘲笑他是个摆

弄弓箭的小屁孩，他就用这两支弓箭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阿波罗。丘比特的名字Cupid来自拉丁文Cupido，意思是

“欲望、爱”，等于英语中的desire和 love。英语单词

cupidity与它同源，表示“贪婪、贪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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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

家有没有被上一期的“男神”们迷住呢？这一期我们又准备了新的故事，一起来听一听吧！

lyre是古希腊的一种 名琴师，只要他一开始弹

奏七弦琴，万物都会静静七弦竖琴，音译为“里拉

地聆听并为他美妙的琴声琴 ” 。 在 希 腊 神 话 传 说

所打动。在古代西方，抒中，里拉琴首先由神使赫

情诗常用里拉琴伴奏，所尔墨斯把琴弦缠绕在乌龟

以由里拉琴的名字lyre产生壳上制成，随后他把琴赠

给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 了lyric(抒情诗)、lyricist(抒

又把琴赠给了他的儿子俄 情诗人)等单词。

耳甫斯，使他成为一位著

Cupid ['kju:pid] n.丘比特

cupidity [kjuː'pɪdɪtɪ] n.贪心，贪欲

concupiscence [kən'kjuːpɪs(ə)ns] n.强烈的邪欲

关于人类的起源，全世界都有很多 为 ， human的 前 一 部 分 来 自 拉 丁 语

“泥土造人”的神话传说。在中国神话 humus(泥土)，表示“泥土所造的、地球

中，人类是女娲用黄土捏成的。《圣经》 上的生物”，与“神灵”相对。英语词根
上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 hum-也 来 自 拉 丁 语humus( 泥 土)， 表 示
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生气的人，名

“泥土、潮湿”。
字叫Adam，源自希伯来语adamah 地面 。

在希腊神话中，人类是普罗米修斯用泥土

造 成 的 。 英 语 中 表 示 “ 人 类 ” 的 单 词

human就与此类神话传说相关。很多人认

( )

human ['hjuːmən] n.人，人类；adj.人的，人类的

humble ['hʌmbl] adj.谦逊的，谦恭的；vt.使谦恭，低声下气

humid ['hjumɪd] adj.潮湿的，湿润的，多湿气的

inhume [ɪn'hjuːm] vt.埋葬，土葬

lyre [laɪə] n.里拉琴，古希腊的七弦竖琴

adj.抒情的，吟唱的lyric ['lɪrɪk] n.抒情诗，歌词；

lyricist ['lɪrɪsɪst] n.抒情诗人



徐梦苗

中级笔译工程师

累计翻译量 460W

擅长领域 文学、广告宣传、法律文书

近期参与案例 招商资料、旅游宣传（32万字）

法律文书（21万字）

文学类资料（16万字）

白日梦想家

译问译答
Q&A

43

从我2013年毕业进入翻译行业以来，已经走过

了五个年头了，掐指一算有460万左右的翻译量了。

另外，如果审稿也算入翻译量的话，那这个数字估

计还得往上加40万。

个人的翻译总量有多少呢？Q1

我的面相一看就是做文学翻译的。哈哈哈，开

个玩笑。不过我平时的工作确实以文学类的翻译为

主，各位同事在这方面也挺信任我的。目前我正在

着手多发展几个擅长的领域，争取做个全能翻译。

主要擅长的翻译领域是哪一块呢？Q2

知识量的积累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恨不得自

己能像孙悟空一样，把书吃下去就能掌握整本书的

知识。但我们都是普通人，只能靠多学习多阅读来

增加知识储备。我一直认为翻译是一项需要不断学

习 和 提 高 自 己 的 工 作 ， 而 且 工 作 的 时 候 要 “ 坐 得

住”，处理紧急工作时要“快中有细”，休息的时

候也要适当地放松自己，释放压力。

从事翻译工作以来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呢Q3

大学的时候选修了日语作为第二外语，会说一

些简单的词句。如果粤语也算的话，我也蛮喜欢粤

除英语以外，还涉猎和关注了哪些语言 ？呢Q4

 我觉得什么样的性格不重要，关键还是看个人

是否选择投身翻译并且喜欢这一行。当然，仅有热

爱也是不够的，翻译得长期吃苦，需要有持续学习

的毅力和不断的积累。翻译更多的是需要从业者具

备综合性的能力，我们不仅要提高英语水平，汉语

水平的提高同样不容忽视。

您认为什么样的个人品质、性格和能力对做好

这份工作来讲是重要的呢？

Q5

我最喜欢同事们为了工作各抒己见，对工作充

满热情，即便遇到难题也能苦中作乐，积极应对。

客户的反馈和肯定也是我们进步的动力。可能有的

人对笔译这个行业还不是很了解，工作中也遇见过

一些看低我们的职业和翻译能力的人，我们要做的

就 是 通 过 专 业 能 力 去 打 动 他 们 ， 并 赢 得 他 们 的 信

任。

就您的工作而言，您最喜欢什么？最不喜欢什

么呢?

Q6

语的，虽然说得很烂，但是架不住粤菜好吃，哈哈

哈，好像跑题了。我认为学习一种新的语言，都是

了解其文化和社会的一个过程，我们通过语言了解

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和文化，想想真的是一件很神

奇的事情。这也是语言的魅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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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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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p.weixin.qq.com/s/lKVmT3jB30DjsPJKRNRzBg
http://e.t.qq.com/fathomer
http://weibo.com/fathomer/profile?rightmod=1&wvr=6&mod=personnumber
http://www.fathom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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