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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说起来……在这个时代……还在做着翻译，特别是笔译工作的人……简直应

该对他们双手合十了。他们就这样做着工作，坐着工作，一直做，一直坐……

所以笔译工程师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时常走一

走，干到九十九。

笔译工程师，不仅要争取让“劳动结果”变得艺术，也应争取让“劳动过

程”变得艺术，学会“艺术地工作”。

因此，除了头脑要“一丝不苟”，心态完全可以“一丝不挂”。想穿拖鞋

的，想嚼口香糖的，不时听听音乐的，甚至喝点红酒助助兴的，有什么不可以

呢？只要你的产品不含酒精。

总之，就算情非得已需要长时间保持一动不动的身体，也需要拥有一颗“译

动的心”。

劳动节之际，认真想想，这世界，劳动总是要接受世人检阅甚至欣赏的。要

么是劳动过程，要么是劳动结果。比如歌舞，人们关注的，是它们的过程；比如

诗画，人们关注的，是它们的结果。所以，佛系的笔译工程师们，大家的劳动过

程，完全可以轻松活泼自由自在一些，因为没有人会关心翻译产品诞生之前的情

形——这应该算是从事这项劳动，难得的一处福利吧。所以，请不要让它白白溜

走。

此外，劳动之余，也积极鼓励翻译工程师们，由“埋首忙工作”调整为“放

眼看世界”：比如看看下月即将在俄罗斯上演的世界杯。让我们放松起来，一起

欣赏一下，来自那32个国家的“足球工程师们”，即将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妙的劳

动过程。



金
 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译本今年二 年，也还是没有定论。翻译理论层面上的问题，

月份已由英国MacLehose Press出版，译 留给专家们去研究，但就我一个普通读者而言，

Anna Holmwood的译本已经非常出色了。读小说最者是Anna Holmwood。好友托人从英国

重要的是阅读故事情节，感受故事氛围，至于哲帮我带回一本，出差路上，带着感动与欣喜，用

理与思想，则需有悟性的人去体会，属于更高层另一种文字重温熟悉的故事，感觉很是不同。

次的精神享受。Anna Holmwood的翻译，做到了语中国的武侠小说究竟能不能译成外语？这个

问题，就像中国诗词能否译成外语一样，讨论多 言干净利落，营造了原著的氛围。如第一章长春

行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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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语言读金庸
责任编辑   杨利丝

子丘处机途经牛家村，从巧遇杨铁心、郭啸天， 云里雾里，所以加上了一些解释性的文字，skull 

一言不合就动手，到冰释猜疑，斩杀金兵，为两 piercing hand。虽然成了“穿颅手”，但外国读者

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取名郭靖、杨康，行云流水， 还是能看懂。再来看一看丘处机与杨铁心交手的

一气呵成，金庸小说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 描述：“那道人哈哈大笑，右掌忽然提起，快如

翻译是一项苦差，翻译武侠小说更是如此。 闪电般在枪身中间一击，格的一声，杨铁心只觉

但正如译者所说，"Difficulty is part of the fun"， 虎口剧震，急忙撒手，铁枪已掉在雪地之中”。 

所谓苦中作乐，乐在其中。仅从小说人物名字的 Anna Holmwood 的 译 文 ： The Taoist chuckled. 

翻译上看，译者已经是煞费苦心。金庸笔下的人 Suddenly he moved his right hand, and quick as 
物，性格鲜明，一个是一个，毫不含糊。他给人 light he struck the handle of the spear with his 
物取名字也非随意而为，而是充分考虑了人物的 palm. Yang felt the base of his thumb and index 
出 身 地 位 、 性 格 特 点 、 命 运 经 历 。 Anna 

finger go numb, and instantly the weapon fell to 
Holmwood在翻译过程中明显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the snow at his feet. 应该说十分贴切，也很传
所以，她把坚韧刚毅，义气忠诚的杨铁心译为

神。武侠小说中经常有武林高手过招，一掌将对
Ironheart Yang，将慷慨豪迈，忧国忧民的郭啸天

手虎口震裂兵器震飞的描写，但是就这一句就可
译为Skyfury Guo。而对于黑风双煞，陈玄风和梅 能把一个有经验的翻译难倒。我以前也琢磨过
超风，译者更是用心良苦。东邪黄药师身边有四 “虎口发麻”应该怎么译，想了半天也不得要
大弟子，陈玄风、梅超风、曲灵风和冯默风，毎 领，今天读Anna Holmwood 的译文，算是长见识
个人的名字都带一个“风”字。陈梅二人日久生 了。
情，合谋盗走《九阴真经》，练成九阴白骨爪， Anna Holmwood 在译本前言中这样写道：
日后行走江湖，被称为“黑风双煞”。译者在接

Many have considered Jin Yong's world too 
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称，她几

foreign, too Chinese, for an English-speaking 
乎查遍了所有的同义词词典，斟酌再三，才将二

readership. Impossible to translate. And yet, the 
人的名字译为Hurricane Chen和Cyclone Mei，再译

story of love, loyalty, honor and the power of 
回中文就是“陈暴风”和“梅旋风”！（They are 

individual against successive corrupt governments 
scary, they fight their opponents in the dark. 

and invading forces is as universal as any story 
Their Chinese names captured that nature. She 

could hope to be. The greatest loss that can 
had great time going through thesaurus to find all 

occur in translation can only come from not 
different words for gales and storms; she 

translating at all. 说得真好。
ultimately named them Hurricane Chen and 

出版社为了吸引英语读者的眼球，唤起他们
Cyclone Mei.) 虽与原文有所差别，但这一个

的认知，特意在封面上印上《爱尔兰时报》的一
“暴”字和一个“旋”字，还是相当贴切地反映

句评论：“中国的《指环王》”。感觉有点画蛇
了二人武功之高强，行事之狠辣。

添足。
武侠小说翻译最大的障碍就是武功招式和打

斗动作场面的描写。在Anna Holmwood的译文中，

九阴白骨爪译为Nine Yin Skeleton Claw, 又怕读者

76

射雕英雄传外文版

（本文来源：中国网）



刘和平、韩林涛：

行业资讯
 Trends

责任编辑   杨利丝

2018年“翻译自动化用户协会(TAUS)亚洲峰 候，我心里似乎没那么紧张，理由很简单，记忆力

要求高的、程序化的、重复性的东西机器肯定比人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国内外行业大咖悉数到

强，这与翻译职业的消失还有一定距离。场。现场提供两种同声传译服务：人工同传和机器

最近有幸与清华大学机器自动翻译专家刘洋同传。这是全球首次在真实交际环境下测试机器同

博士长聊，因为我们有一个姊妹项目：“2022北声传译，150多名与会者见证了这一事件。

京冬奥会术语平台开发建设”和“面向冬奥的机器一个星期后，我们拿到了为本次大会提供技

翻译”。此次见面我期待能从这位专家嘴里得到答术支持的Mark Seligman博士撰写的的微软机器翻译

案，翻译是否真的很快就会被机器替代；他则希望应用报告初稿，鉴于技术保密等原因，我们这里只
听我详细讲述人工翻译的过程。长期以来，搞技术从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对比的角度对此次人机比拼
的与搞翻译的可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作出以下观察思考。
来”，搞翻译的人埋怨机器不好使，索性放弃，搞我(刘和平教授)是学外语的，多年从事口译笔
技术的又苦于不了解翻译这个职业。译实践和教学工作，对技术一窍不通，但出于职业

应该说，跟很多人一样，面对AI的迅速发展和习惯，我对新鲜事物总保持着某种“嗅觉”。当

铺天盖地的厂家广告，我还是有些焦虑的，毕竟全AlphaGo Zero和AlphaGo Master战胜围棋高手的时

国有256所(2018年3月的统计)高校设立了翻译本 会打开各种“回路”，将大脑中储存的与“翻译

主题”相关的知识汇总到一个地方，如“气候变科专业，246所高校(据说将很快还要将加几十

暖”，听到或看到这四个字，大脑活动开始，译所)设立了翻译硕士专业，其中有四所开设了本地
员会发现自己知道多少，还需要准备补充哪些知化或本地化管理方向，涉及近10种语言。每年有
识。于是，译员开始“查找”，但查找的绝对不

千千万万个青年学子选择这个专业，因为中国要
是简单的双语词汇，而是与会议或翻译主题相关

走出去，因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需要大批跨
的信息和知识，采取“恶补”方法应对要完成的

文化交流人才，当然也因为不少人觉得口译很赚
翻译任务。

钱……刘洋博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机器翻译
译员/译者首先要回答的是五个“W”who，  

发展很快，但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最关心

what，when，why，where 随后则是逻辑性知识补的是译员翻译的过程，换句话说，译员到底是怎

漏，气候变暖的成因、危害、治理条件、手段和样工作的。这对我们突破瓶颈非常重要”。

途径，各国及与会者的态度与立场、他们曾公开翻译过程有三个阶段：译前、译中和译后。

过的相关信息、会议预期结果等等；接下来需要译前准备对译员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从心理

做双语术语库(这里讲的不是字典意义的双语词学、神经学和思维角度讲，“突触”受到刺激后

下“机器翻译替代人类”

的结论为时尚早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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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而是百科全书类的信息资源整合后的双语概 习？”等等。事实是，机器朝真实的跨语言交际迈

念和表达方法等。这是译员自主学习和逻辑思维的 出了第一步，开始朝译员口译过程靠近。如果说自

过程。会议或翻译前，还要深入了解客户需求、主 动翻译对笔译帮助更大，那么，它对口译的帮助可

题、交际目的、听众/读者期待等。根据释意理 以窥见。

论，语言知识、主题知识和百科知识是完成翻译的 我认为，首当其冲的是尽快“干掉”愚蠢的错

基础，缺一不可。 误，或尽最大可能避免尴尬的译文出现(如报告中

在翻译过程中，译员的学习和调整并未间断， 提 及 ： “ we did see a few catastrophic errors in 

他会根据演讲内容不断“修正”或“调整”思路， translation from Mandarin into English. A donkey 
边翻译边学习、边适应边积累主题知识。译后的还 somehow showed up in one of them! ”。) 换句话
要及时填补译前所做的“术语”或知识空白，做大

说，在翻译过程中，译员会根据主题和演讲人的话
脑的“碎片整理”，总结、归纳和提升，即对翻译

题及时修正“方向”，根据认知知识选择恰当的语
中出现的各类知识、表达方法等进行补充性总结和

义或意思，而机器还不具备这种“认知调整”能
整理，以备后用，让所学知识更系统化和专业化，

力。
从而使自己在相关领域的知识日趋完善，甚至能做

另外，机器语音识别后的全文一行行不断刷屏
半个“专家”。

会对译员的工作产生消极影响，因为人的阅读速度
自主学习成功的例子很多，例如，一位语言专

远远不如听的速度，故语音识别后的全文转写翻译
业的毕业生到国家船舶工业公司工作，经过多年的

对译员干扰大于对帮助，如果边听边看不断刷屏的
学习和积累，最终代表国家常驻联合国的某机构；

电脑屏幕，译员则无法全神贯注地听演讲人讲话，
另一位译员在金融领域工作，后来成为金融领域专

还会影响其分析加工。
家，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是她给来华培训的外国

搞口译研究的人更关注的是：自动翻译会在哪
部长讲中国的金融政策和对策。

些方面对同声传译译员有所帮助？按照法国口译专
机器的译前训练在发展，机器自主学习的能力

家D.Gile教授提出的精力分配模式SI =L+M+P+C即：
不断提升，一旦有更强大的语料库做支撑，机器学

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听力与分析
习起来速度会超人。这里转引Mark Seligman博士的

(listening and analysis) + 短 期 记 忆 (Short-term 
意思：如果机器软件想获得“好评”，得到认可并

memory)+言 语 表 达(Speech Production) + 协 调
日益广泛应用，其可靠性是基础。但无论如何，这

(Coordination) 同传译员的精力分配已经处于“超是机器自主学习和语音识别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毕

负荷”状态，这时的精力分配和管理至关重要。在竟这是机器第一次处于真实的国际会议交际场景。

这样情况下，译员再遇到汉语和另外一种不同语系当然，很多人类活动的“突发”因素还需要机器不

的语言转换，同时他还要阅读电脑屏幕上(或会场断学习，例如“断电了怎么办？”“断网了怎么

大屏幕下方)出现的机器翻译文本，显而易见的办？”“演讲人说错了怎么办？”“演讲人口音太

是，精力肯定不够用。暂且不讨论这些问题会如何重怎么办？”“演讲人说话速度太快、一气呵成怎

影响口译质量，我们更关注的是自动翻译文本对同么办？”“演讲人吐字不清楚、口头禅过多怎么

传译员会有何帮助。办？”“单词在不同场景的不同意思机器如何学 （本文来源：环球网）

实际上，让机器尽快降低错误率的一个途径 言，那么那时候的机器翻译质量应能达到令人满

则是围绕主题和对演讲人的了解，输入尽可能多 意的程度。”

的单一性语言表达，例如地名、人名、公司名 现在讨论人工与机器翻译何去何从并不是为

称、术语、固定词组、核心或关键词，可能还有 了拼个鱼死网破，目的只有两个：第一，不要夸

能够预测的诗词等，如果机器能在这方面有新的 大机器翻译的力量，天天喊机器要代替人，洗衣

突破，即能够预先设定会议中可能出现的单一意 机出现了，机器能自己洗吗？电脑出现了，笔就

义的语言表述，语音识别后将其有层次地、合理 没有了？人就不用记忆了？挖掘机出现了，盾构

地显示在屏幕上，这对减轻译员的压力会发挥十 机出现了，不是还需要人去操作!饺子机出现了，

分积极的作用，这样做也许能逐渐实现人机互 人工包的饺子反而更受欢迎！按摩机很不错，但

动。在特定领域、根据特定主题、有充分的训练 很多人还是愿意找按摩师！诸如此类，机器肯定

或准备，同时解决技术上的兼容、充电、无线耳 会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中不断解放出

机、扬声器等，今后无论到什么地方参会，无论 来，人会变得越来越“懒”，但应该变得越来越

使用什么语言，我们都会感觉更“爽”，更和 聪明。第二，外语和翻译教育领域的教师和学生

谐。 应该从“睡梦”中醒来，让技术成为教育的翅

应该强调的是，情感交流、微妙的暗示、体 膀。一本书教10年或20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态语言、面部表情与有声语言的结合、语调、声 投影仪+大幕布+计算机、电子白板+短焦投影+计算

调、强调等等，都还需要高智商的译员，因为这 机+学生机、平板电脑( ipad为例)+多媒体、远程教

些是信息的组成部分。 育、WEB2.0技术的逐渐普及、人工智能(如Third 
3月30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的国际口笔译大

Space Learning) 、翻转学习、虚拟现实技术(创建
赛决赛场上的比拼也证实了这一点。个别选手认

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VR) 等给学生
为，我说话快、翻译流畅就棒，但忘记了悠扬顿

提供了更多自主学习的途径和方法，只有与时俱
挫也是信息，眼神的沟通更是信息，当译员讲话

进，面对挑战，拥抱，才能拥有未来。
像机关炮一样时，场下的听众不仅很难跟上，也

人机共舞的时代来临！我们应该更多了解机
不会愿意参加这样的会议。因为，这不再是沟

器，插上机器(科技)这个翅膀，不断开拓创新，尤
通，这只是噪音。比赛中，睿智的讲话人多次

其是跨语言和跨文化人才，应该在机器的帮助
“甩出”幽默、调侃、暗示、诗歌等，但译员没

下，不断提高工作会效率，从而为中国走出去、
能翻译出来。这样的人工翻译与目前的机器翻译

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复兴梦的实
差别不是很大。

现作出自己的贡献。
韩林涛对TAUS两天的会议给出这样的总结：

“经过两天的会议，大家普遍的感觉是，目前的

机器翻译质量还远远达不到‘替代人类译者’的

效果，但这种形式背后的技术还是让人极为称赞

的。假以时日，这套系统如果能够精准识别不同

环境下不同演讲人的内容和形式都极为复杂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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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番茄酱”2018第一季评选揭晓

NEWS
01

证件类资料翻译质量研讨会

近
日，西讯“质量与技术评估小组”(QTAP)评 利完成项目，他夜以继日、一丝不苟，创下了3天处理

10余万字资料的个人历史纪录。在审校方面，他也丝毫选出了2018第一季的“我是番茄酱”，日语

没有松懈，力求保质保量。最后提交的译稿，不但准确笔译工程师白帆，成为本季“番茄酱”。

率极高，数字0错误，格式排版也堪称完美。此次评选，共有 12名候选人入围最终名单，

前不久，白帆又高质量地完成了两本机械设备技QTAP根据主要评选标准——Feedback(质量好评/投

术书籍(定式集)的翻译工作，在这个为期一个多月的项诉)、Error rate(工作差错率)和Cooperation(工作配合
目中，涉及到的专业技术术语颇多，他凭借长期的工作

度)进行评分，最终，白帆在三项标准的评选中，分别
经验积累，进行了多方深入和系统的查实和求证，在术

以96.7分、98分、99分的成绩，名列本季“我是番茄
语的准确性和专业性上，下足了功夫，提交的译稿得到

酱”评选第一名。
了客户方的积极评价。

在白帆近期负责处理的翻译项目中，医药项目是

其中的难点，不仅工作量大，时间也非常有限。为了顺

第一季"我是番茄酱"获奖者白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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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件类资料是我们翻译工作中最常见的一 说明来区分：若有，则在课程性质采用缩写，在汇

类，为了有条不紊保质保量的完成每一份 总处写出全写+（缩写），若无，则在课程性质采

文件，LOCAL组近期开展了质量研讨会， 用全写。最后，公司名称/学校名称翻译，则是以查

再次针对证件类资料的部分细节处理进行了深究， 官网或章印，如有且正确，以官网为准；若无官

主要提出了几个要点： 网，或者官网错误，则按照顺序翻译，但“市”、

首先，证件类资料斜体和加粗问题，因填入的 “区”的字眼省略。文件标题中带有机构名称时，

内容有打印的和手写的，只按照填入和非填入内容 就采用“文件+of+机构名”的翻译方法。

区分，填入内容全部采用加粗处理。其次，经查询 认真工作是解决客户需求的最好途径。在这条

法规文件，结婚证的登记员必须是签字，所以登记 路上，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与进取，以更专业的翻

员后面全部用(signature)表示。再次，关于选修/必 译态度面对信任我们的所有客户。

修等课程的全写/缩写问题，按原件是否有汇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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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马加鞭”医药项目

4
月中旬公司承接了大型医药公司50万字的 进行查实和核实是否准确……

英语项目，翻译周期只有4天。为了高效完 在时间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放松任一

环节的把控，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在翻译工作成此次项目，特成立专项小组，由PD的

完成后，DTP团队用时11小时(17:00-04:00)高效地Lily和HR的Icy牵头，共同对此次项目进行统筹与

完成了所有文件的最后排版和审核，力求交给客户分析。

一个满意的“答卷”。功夫不负有心人，客户相当该项目本身存在一些客观的因素需要应对，

满意，给出了超高的评价，不得不为我们尽职尽责如：原文的表格是环绕格式，需要调整才不会影

的伙伴们疯狂打CALL。响封面的整体效果；原文的序号是项目符号，不

利于后期对照排版；原文中存在一些专业词汇未 遇事沉着冷静，保持头脑清晰，是西讯人必备

统一，需要全篇替换修改；客户要求英文在上中 的职业素养，大家齐心协力，共同面对困难，是西

文在下的对照格式，容易偏离惯性思维，影响速 讯人一直以来的工作态度，我们保证给每一个客户

度；文中出现很多画横线的生单词，需要多方面 的“答卷”都是最完美，最优质的！！！

NEWS
03

NEWS
04

为
庆祝公司成立十四周年，一年一度的登山活 而嘻笑打闹，时而凑在一起拍照凹造型，已经全然没

动已于4月中旬进行啦！西讯小伙伴们长期 有了日常工作时的“假正经”，各种舒心惬意的状

伏案工作，身体和大脑都迫切的需要放松， 态。清凉的风夹着雨迎面而来，带着树叶的香气，周

这下终于有时间有机会活动一下全身筋骨，好好蹦哒 围尽是土地被雨水滋润的气味，确有一番别样的情

蹦哒啦，嘻嘻！ 趣。午餐大家一起品尝了当地特色菜“泉水鸡”，真

众所周知，重庆的天气预报长期不准确，刚准 是 ，对此行安排都甚是满意。

备登山时就开始下雨，但西讯人决定了的事就不会轻 人生本是一场旅行，年轻的心一定不要辜负年

言放弃。当日，在下着瓢泼大雨的南山上，大家三五 轻的身体，只要想，我们可以随时上路。工作再忙，

成群的撑着雨伞在雨中漫步，畅谈着人生和梦想，时 也不要忽略了户外活动的重要性，期待下一次！！

大快朵颐

雨中南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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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讯 A to Z 
Fathom A to Z

Available Space

ROA

Un-hero

CFV

Employee Share Ownership Plan. 每个人都是西讯的主人翁，

每个西讯人都需要努力奋斗，每个西讯人都能够分享成果。我们的

成长红利将不断猛烈释放！



Clash Royale I
“译战到底”（一）

芬兰不只有“诺基亚”，还有“皇室战争”！我们深度关注手机游戏的语言魅力！从本期起，FLT连续四期为您带来这款热门卡

牌游戏英文汉化版的全要素解构！

聚焦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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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讯语言培训中心

A pair of lightly armored 
attackers.

 take down 
ground and air units,  
you're on your own with 
hair coloring advice.

ranged  They'll 
he lp you

but

擅长 一对姐妹花，

轻装上阵

陆空目标， 可别奢望

分享美发秘诀！

远程攻击的

的她们不会放过任何

不过 她们

卡牌名称：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Archers（弓箭手）

译文点评： A pair of attackers 一对姐妹花，如此的处理，既活泼生动又自然流畅，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另

外注意增译的“擅长”两字，很妙。

Lightly armored：轻装上阵，注意中文四字格的运用。

Take down转译为“不会放过”，汉语的表现力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

Ground and air units：陆空目标，四字格。

You're on your own with，译为“可别奢望她们分享”，和上面的“不会放过”同样采用“正话反

说”的译法，值得玩味。

Hair coloring advice:“美发秘诀”，比“染发建议”要处理得更为流畅高明，也易于理解。

，

卡牌名称： Arrows（万箭齐发）

译文点评： Pepper 一词非常生动，表示“像撒胡椒面一样铺满一块区域”，译为“覆盖”或“笼罩”都是

可以的，但似乎都不如英文原文有表现力。

Reduced，译为“大打折扣”，四字格的译法。

Arrows a large 
area, damaging everyone 
hit. damage to 
Crown Towers.

pepper

 Reduced 

 

万箭齐发可以 大片区域并

对其中所有目标造成伤害。对

皇家塔的伤害会 。

覆盖

大打折扣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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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ing troop that deals area 
damage. Baby dragons 
hatch cute, and 
ready for a

hungry 
barbeque. 

可造成范围伤害的 ，可

爱又 的飞龙宝宝已经准备好

迎接 啦！

飞行单位

贪吃

烤肉大餐

卡牌名称：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Baby Dragon（飞龙宝宝）

译文点评： Flying troop 译为“飞行单位”，似乎还可以有其他译法可供琢磨。

Hungry 译为“贪吃”，俏皮又生动。

Barbeque 译为“烤肉大餐”，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四字格。

卡牌名称： Balloon（气球兵）

译文点评： A parade of THESE，译为“成队”，其实译为“成群结队”更能体现中文的气势。

Powerful译为“强大”，也可译为“威力强大”或“威力惊人”等等。

As pretty as they are, you 
won't want 

balloons showing 
up on the horizon. Drops

 bombs and 
when shot down, crashes 
dealing area damage.

a parade of 
THESE 

 
powerful

这些气球虽然非常漂亮，但您

绝不想看到他们 出现在您

的领空。他们会投掷 炸

弹，被击落后将坠毁并造成范

围伤害。

成队

强大的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Bandit（幻影刺客）

译文点评： Dashed to her target 向目标）发动突袭，dash的译法很生动。

Delivers an extra big hit：deliver译为“造成”，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平凡的用词造就不平凡

的效果。 

Can't be touched：不会“受到攻击”，四字格，touch的译法很灵动。

Keeps her identity safe，注意此处safe转译为“神秘的（身份）”，值得点赞。

Gives her bonus cool points：给她增添了一分高冷，“增添”和“高冷”是此句的亮点。

：（

The Bandit 
 and

! While 
dashing, she can't be 
touched. The mask keeps 
her identity … and 

!

dashes to her 
target delivers an 
extra big hit

safe
gives her bonus cool 
points

 
 

幻影刺客可以向目标 ， ！幻影刺客在突袭过程中不会受到 。面具掩

饰了她 的身份……也给她增添了一分 ！

发动突袭 造成双倍伤害 攻击

神秘 高冷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Tr o o p  b u i l d i n g  t h a t  
 d e p l o y s  

Barbarians to 
. Time to  the 

Barbarians.

p e r i o d i c a l l y
fight the 

enemy make

军队建筑， 会放出野蛮

人 。野蛮人 ！ 

每隔几秒

攻击敌军 出征

卡牌名称：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Barbarian Hut
（野蛮人小屋）

译文点评： Periodically 此处译为“每隔几秒”是非常“身临其境”的译法，根据游戏的实际情况进行翻译，

真实而贴切。

Fight the enemy，攻击敌军，译法简单清楚。

Make，这里的原意是指“产出”野蛮人，但译作“出征”两字，则起到化腐朽为神奇之效。

，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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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牌名称： Barbarians（野蛮人）

译文点评： A horde of译为“四个”，效果比忠实于原文译为“一群”效果要好很多，忠实于原文一定不能

成为“愚忠”。

注意mean在句中的别致译法，英语中很多开放性的动词或形容词，可以视语境选择灵活生动的

词汇和表达。

A  h o r d e  o f  
mean 

mustaches even 
meaner tempers.

m e l e e  
attackers with 

 and 

四个 胡子邋

遢 更是暴躁

近战战士，他们

，脾气 。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Spawns a handful of tiny 
flying creatures 

 Having big ears doesn't 
mean they're 

with big 
ears.

good listeners.

一群飞行的小家伙，

不过耳朵大并不代表

长着一对大耳

朵。 你大喊饶

命时，它们会乖乖听话。

卡牌名称：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Bats（蝙蝠）

译文点评：With big ears，长着一对大耳朵，注意介词with的“动态化”译法。Good listeners译为“乖乖听

话”，是名词“动态化”的处理。英文的静态化表达在翻译中可进行动态化处理，让译文更加生

动。比如：He's an excellent violinist.（他小提琴拉得极好。）

另外增译“你大喊饶命时”，也让译文前后更加连贯，显得流畅自然。

卡牌名称： Battle Ram
（野蛮人攻城槌）

译文点评： Connect译为“撞击（建筑）”符合游戏语境，with译为“拿起”也可圈可点。增译的“继续奋

力拼杀”让句子更加流畅自然。

Two Barbarians holding a 
big log charge at the 
nearest building, dealing 
significant damage if they 

; then they go to 
town 
connect

with their swords!

两个野蛮人托举着巨大的攻城槌向最近的建筑发起冲锋。攻城槌 时会对建筑造成显著

伤害。攻城槌掉落后，野蛮人将拿起剑

撞击建筑

继续奋力拼杀。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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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ive building that 
 a Bomber. Deals 

area damage to anything 
dumb enough to stand near 
it.

houses

防御建筑， 一个炸弹

兵，会对任何蠢到接近它的笨蛋

造成范围伤害。

里面住着

卡牌名称：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Bomb Tower（炸弹塔）

译文点评： House作动词，译作“里面住着”，非常自然贴切。

卡牌名称： Bomber（炸弹兵）

译文点评： 别看“别看”两字“貌不惊人”，增译这两字，整段话就活了起来。Lightly protected在“弓箭

手”卡牌中译为“轻装上阵”，此处译为“脆弱”，也有独到之处。

Small,  
skeleton that throws 
b o m b s .  D e a l s  a r e a 
damage that can wipe 
out a swarm of enemies.

lightly protected

别看这骷髅又小又脆弱，但他

投掷的炸弹可会造成范围伤

害，能消灭一群敌军。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Cannon Cart

（加农炮战车）

译文点评： They 译为“敌军”，非常通透。Bet代表的情绪用“肯定”一词传达，效果很好。而“没料

到”的译法也很生动。

A Cannon on wheels?! 
 they won't see that 

coming! Once you break 
its shield, it becomes a 
Cannon not on wheels.

Bet

带轮子的加农炮？

！一旦护盾被击破，它就

会变成一个不带轮子的加农

炮。

敌军肯定没

料到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Defensive building. Shoots 
cannonballs with deadly 

 but cannot target 
flying troops.
effect,

防御建筑，发射致命的炮弹，但

无法攻击飞行单位。

卡牌名称：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Cannon（加农炮）

译文点评： Deadly effect省掉effect不译，“致命的炮弹”言简意赅。此例无疑说明了：译者应该忠实于原文

的“神”，而不是原文的“形”。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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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you trump
Trump?

郭凯声

译中人
Insider

--英语同一句中的一词二义

北大数力系毕业。喜欢阅读英文报刊杂志，热爱翻译行业，长期在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从事英文杂志

（Scientific American）编辑工作，曾获副编审职称。

所周知，英语中大多数单词（以及众多词组）都具有多种意义，但它们一般都是在不同的场合下表示不同

众的意义，而在同一个句子中出现一次以上却表示不同的意义这种情况则比较少见。我搜集到若干有趣的实

例，在此分享给大家：

此句中两个make money连用，是何意思呢？make money本意是做钱，造币，比如印制纸币、铸造硬币等，引申出来

便是赚钱、谋生了。十八世纪一位英国商人与政府订立合约，替政府铸造硬币，由此大发了一笔，因此他是通过making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he finished making money making money.

又是同一个词组在同一句中接连出现两次，什么意思呢？这里第二个habit用到了该词比较少见的一个意义，即

clothing、costume等。十九世纪英国一家修道院院长对该院修士们沾染的某项恶习头疼不已，于是向修士们下了最后通

牒：要么改正恶习，要么脱下法衣滾你的蛋罢！

He told them to get out of the habit or to get out of the habit.

这个例子直接取自英汉词典，大家可以参见词典中的like词条。

I like pepper, but it doesn't like me.

这句中后面一个Open是诸如音乐会之类的一项活动之名。

As planned he would open for Open.（按预定计划他将为Open作开场演唱）

Charles Dickens（狄更斯）是英国大文豪，这还用问吗？不过他的姓却不幸与'魔鬼'这个词一模一样，岂不冤哉？

Who the dickens is Dickens? （Dickens究竟何许人也？）

May May trump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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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一类例子相似的是，许多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组织等）有时也与某个普通单词撞脸，因而与可能出现同句巧遇的情况。来看看几个例子：

money来making money，后来转行干别的生意，于是就finished这桩事业。此句中如果在第二个making money前面加个by，

意思可能更明确，不过即使不用by，结合上下文，意义也是明白无误的。

这句似乎更玄妙了，它涉及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这两位大人物。话说川普参加竞选之初，没人把他当回事，但他却

有如神助，一路过关斩将竟然杀入决赛，这下令全世界都惴惴不安了，一个疯子当上美国总统，保不定会闹出什么大事

来。于是一家自信心爆棚的英国小报出来安慰大家，声称Only Teresa May can trump Trump！只有梅姨能镇住川普！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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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down是喝酒，后一个down the phone表示在电话上，与over the phone, on the phone等意义相同。

Natalie Lorde had downed an enormous amount of alcohol, and was 

heard  to rant at someone down the phone.

前一个deal是政策的意思，此处指罗斯福新政，后一个deal是待遇、处置、对待，raw deal的意思是不公正的待遇、

严厉的处置等。

Was Franklin Roosevelt' s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 a new deal 

or a raw deal?

语的词汇体系是个复杂的表意系统，多义词尤为复杂，要理解和掌握多义词的词义，必须考虑多义词各词义

英之间的关系。英国语言学派的创始人Firth说过：“Each word when used in a new context is a new word.”对多义词

掌握好了，就能很好地体会其在文中的确切意义，它将对语言教学和语言运用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还是跟川普有关，不过这一次不是人家要trump川普，而是反过来，川普要trump人家了。但这句中的trump意义却跟

上一句不同，这里是为別人吹喇叭、抬轿子的意思。谁能有如此荣幸受川普抬举呢？他不是別人，乃是大名鼎鼎的麦凯

恩参议员。此人虽与川普同属共和党，但却因政见有异而同川普貌合神离。不过川普为了在参院能凑够票数推行自己的

医保法案，不得不拉拢麦凯恩，但麦议员最终仍然投下了那震惊全美的反对一票，想必把川普气得捶胸顿足吧。

As Capitol Hill and White House aides worked to move debate in

the Senate, McCain returned to the debate and Trump trumped 

the decision.

面是另外几个例子：下

前面一个space指太空，后面一个指空间。太空虽然辽阔无边，但太空飞行器却非常狭小拥挤，所以对宇航员来说他

们的空间是so little！

 An irony of our time is that in space there is so little space for astronauts.

看看树懒懒到了何等地步！前面一个sloth是懒惰，后一个是树懒。

Consider the sloth of the sloth!

塞缪尔·佩皮斯是英国近代海军的缔造者之一，曾大力推行多项海军改革，取得显著成绩，但他对信号系统的改革却

铩羽而归。他想要改进signal system却遭遇signal failure（严重挫败），这似乎颇有点讽刺意味。

For Samuel Pepys, the only reformatory matter that was a signal failure was,

 in fact, signal system.

他跑了个第二名，仅比飞毛腿Goldstein慢了一秒。

He finished second, just a second behind the speedy Goldstein.一时心血来潮，干脆弄出一句May May trump Trump？梅姨可以搞定川普吗？对于这个问题，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天下即使

有人能玩转川普，相信也绝非英国首相。



我愿用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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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华妮

换你岁月长留

去
年父亲节那天，我从午睡中爬起来灌了两 写诗，偶尔会写在博客里。我是读得懂他的句子

大杯凉白开，给他打电话，他没接，我知 的。我怂恿他出一本诗集，他说诗是属于你们年轻

道他忙，疲于应付生活中的大事小情。他 人的，我老了。我告诉他现在的年轻人只有眼前的

是那种不善处理麻烦不会斤斤计较又不能随时甩手 苟且，没有诗和远方。

不干的人。我知道他最近两年可能心力交瘁。但他 这几年在网站和杂志发表的小说是没有让他看

不会在电话里跟我提起一星半点他的不开心。他说 的，我怕他看到我的幼稚，无论在别人面前如何吹

最近几年跟我都是以朋友的身份来交谈的，我的所 牛，在他面前，我始终是谦逊和没有底气的，当然

有事情是可以都跟他讲的，他替我分担替我解决， 现在正在写他的这篇，我也不想让他看到。他知道

而他自己，以简单的姿态面对生活的诡谲不定时的 我一直在写，这些年没有停过，他从来没有说过希

无力感，我是无从知晓个中细节的。 望我成为一个作家，他只希望我可以在这个浮躁的

毕业上班之后我经常会买书给他，他这一辈子 社会灵魂能始终保持高冷和纯洁。有段时间我写东

都不会放弃的爱好大概就是阅读。近年来他又开始 西的那个网站因涉黄被查封了，他大早上看到新闻

就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写那种，我哭笑不得。他仍旧 龙应台在《目送》里写道，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

对我是有所担忧的，他说外面的世界有点乱，担心我会 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

不会受别人欺负。 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

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严厉的父亲，没上学之前他就教 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

我写字认字，因为8字始终写不正，被骂哭，哭也没有 追。

用，还是得写。因为冬天上学去得太早站在校门外被冻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让他再变老啦，我愿用我一

着，也挨过他打。并没有用，一直到现在上班了也要早 切换他岁月长留。

早的到办公室打卡，赶火车也必须提前俩小时到候车

室。朋友说我这是一种焦虑，脑子里总在做最坏的打

算。嗯，他没犯过任何大的错误，他把一切坏的结果都

要提前想到，我继承了他。

他脾气温和，内心单纯善良，年近50，也算是在尘

世里摸爬滚打了一圈，然而内心仍旧纯洁如初，他不愿

与人争抢，不计较，不妥协，不圆滑，不媚俗。他担心

我过多的遗传他的这些为外人说来不实用的品质会让我

吃亏，每每打电话语气里都有担忧。

他一直都是个文人，阅读，写诗，练字，对于琐碎

的家事知之甚少，母亲承担的较多，偶尔也会恼他，年

轻时会吵架，近年来也都是斗斗嘴就罢了。我们说他的

毛笔字写的不好，近年来他一直在练，过年回家发现他

的字颇有柳体风韵，我夸他，他笑着拒绝。

工作之后回家的时间少之又少，他想我的时候会在

QQ上找我说话。去年过完年回来的那个下午，母亲在电

话里跟我说我走了之后他边干活边偷偷地抹眼泪，我从

来不知道他会因为我掉眼泪。我在电话的这头泣不成

声。

工作之后我一直都没有男朋友，他心里着急，但是

嘴上永远都说不急不急你还小。他希望有个人能赶紧出

现来照顾我，又害怕自此会失去我。后来谈过一个城市

里的男朋友，对方因为我家是农村的，在最后准备结婚

的一刹那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很恼火，在电话里跟我

说，咱不要他了，回家，爸养得起你。

也许我也有那么一刻伤害过他，父母最心寒的是，

子女一边依赖一边嫌弃。

他的白头发渐渐多了起来，他脸上皱纹也越来越

多，他给予我的爱，也越来越多。如果没有他，也许我

的人生就是另一种样子，我感谢他。有他，是我这辈子

的福气。

心灵签到
Voice of the Heart

辽宁大学  本科

90后处女座，现供职于世界500强企业，爱好写作，深信文字的力量可以鼓舞人心，温暖世界。



Shameem Akhtar

思想的声音
Sound of Mind

To learn is to be free
责任编辑   李  丽

She is given a boy's getup. She is for high school for further study is Shameem, who is talking before 

allowed to go outside and get an five kilometers away. Boys have you now.

education alongside boys. She is bicycles, they are free. But she Throughout centuries, people have 

free,  she is  confident.  She knows her father will not allow her been fighting for their identity. 

observes,  she notes small ,  to travel on her own, even if she People have been loved, privileged, 

everyday injustices faced by were posing as a boy. "I can't let you because of their identity, their 

women and girls in her village. When do that. And I don't have the time to nationality, their ethnicity. Again, 

newspapers arrive at her home, she walk you there and back. Sorry, it is people have been hated, denied, 

watches as it passes from the impossible." She gets very upset. because of their nationality, their 

eldest man to the youngest man. But a miracle happened. A long- identity, their race, their gender, 

By the time women get hold of the distance relative offers to teach her their religion. Identity determines 

paper, it is old news. ninth- and tenth-grade curricula your position in society, wherever 

She completes her eighth-grade during summer vacations. This is you live. So if you ask me, I would 

year. Now fear starts to come in. h o w  s h e  c o m p l e t e d  h e r  say I hate this question of identity. 

This will  be the end of her matriculation. The girl whom I am Millions of girls in this world are 

education, because the only option talking about to you is me, being denied their basic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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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meem 

Akhtar 让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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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oom full of boys. A girl isn't a single functional girls' school homes. But her uncle, who was a 

child, hardly nine or ten in her village. university graduate, he wanted to 

years old, she is sitting in S h e  w a s  b o r n  i n  a  B a l o c h  give her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 

t h e  c e n t e r  o f  t h e  r o o m ,  conservative tribe, where women world, to be part of the society. 

surrounded by books. She is the and girls are a matter of honor. She Luckily, she has a name that can 

only girl among boys, and is barely is the eldest in her family, and be used for both men and women. 

missing her female cousins and when she was about to be born, So he saw a chance to change her 

friends, who are inside the home her parents wanted a baby boy. course of life. So he decided to 

instead of the school, because But they had bad luck; a baby girl raise her as a boy.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get an arrived. It was customary in her At three months old, she went 

education alongside boys. There family to keep girls inside the from being a baby girl, to baby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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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of being female. I would to accept the position in Thardeep. So now, this became more than just 

have faced the same, if I hadn't So that night, I packed all my things a job for me. I discovered my power. 

been raised as a boy. I was in a bag, and I walked into my Now, as I was getting salary, I started 

determined to continue my studies, father's room and told him, sending back money to my home. 

to learn, to be free. After my "Tomorrow morning, the bus is Relatives and neighbors were 

schooling, even enrolling in college going to come in. If you believe in noticing this. Now they started to 

was not easy for me. I went on a me, if you believe in me, you will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ree-day hunger strike. wake me up and take me to the bus education. By that time, some other 

Then, I got permission for college. station. If you don't, I'll understand." parents started sending their 

In that way, I completed my college. Then I went to sleep. The next daughters to school. Slowly, it 

Two years later, when the time morning, my father was standing became easier and acceptable for 

came for me to go to university, my beside me to take me to the bus young women to be in college. 

father turned his eyes, his attention, stop. Today, there isn't a single girl out of 

to my younger brothers. They need That day,  I  understood the school in my village.

to be in school, secure jobs and importance of words. I understood Girls are doing jobs in health sites, 

support the family. And as a how words affect our hearts, how even in police. Life was good. But 

woman, my place was to be home. wor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somewhere in my heart, I realized 

But, I don't give up. I sign up for a lives. I understood words are more that my region, beyond my village 

two-year program to become a lady powerful than fighting. At TRDP, I needs further change. This was also 

health visitor. Then I hear about saw there was a Pakistan which I the time when I joined Acumen 

Thardeep Rural Development didn't know, a country much more Fellowship. There, I met leaders like 

Program,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omplex than I had realized. Until me across the country. And I saw 

w o r k i n g  t o  e m p o w e r  r u r a l  that, I thought I had a difficult life. they are taking risks in their lives. I 

communities. I sneak away. I travel But here, I saw what women in other started to understand what 

five hours to interview for a position. parts of Pakistan were experiencing. leadership really means. So I 

It is the first time I am the farthest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Some decided to go back to my region 

from my home I have ever been. I women had 11 children but nothing and take a position as a teacher in a 

am closest to my freedom I have to feed them. For getting water, remote school, a school that I have 

ever been. Luckily, I got the job, but they would walk three hours every to reach by bus -- two hours 

the hardest part is facing my father. day to wells. The nearest hospital traveling, every morning and 

Relatives are already scaring him was at least 32 kilometers away. So evening. Though it was hard, on my 

about his daughter wandering off, if a woman is in labor, she travels by first day I knew I made the right 

teasing him with talk of his daughter camel to get to the hospital. The decision. The first day I walked into 

crossing the border. When I return distance is great; she may die on her the school, I saw all these little 

home, I want nothing more than just way. Shameems staring back at me -- 

with dreams in their eyes, the books. I share with them the the girls, we may not make world 

same dream of freedom which I profiles of the world's best leaders, peace. We may not reduce child 

had in my childhood. like Martin Luther King and Nelson marriage. We may not reduce 

So the girls are eager to learn, but Mandela. Last year, a few of our infant mortality rate. We may not 

the school is understaffed. Girls sit students went to college. For me, I reduce maternal mortality rate. 

hopeful, learn nothing, and they never stop studying. Today, I'm For this, we have to continuously 

leave. I can't bear to see this working to complete my PhD in and collectively work together. At 

happening. There was no turning education -- which will allow me to least I am playing my role, though 

back. I found my purpose. I gain a management position in the the destination is not close. The 

enlisted a few of my friends to help school system, and I will be able to road is not easy. But I have dreams 

me to teach. I'm introducing my make more decisions and play a in my eyes, and I am not going to 

girls to the outside world by pivotal role in the system. look back now.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I believe that without educating Thank you.

思想的声音
Sound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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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言堂
Brainstorming

"汽项万千"

孙久阳

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与每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也愈发密切。汽车使用手册是厂家和用户沟通

的桥梁，在信息传达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直接关系到驾驶者和乘客的人身安全。最近，我们收到了来自某知名汽车制

造企业的使用手册翻译任务。考虑到本次项目专业性较强、工程量较大、质量要求较高的特点，在翻译任务开始前，西讯PD成

员收集、整理了大量英文版汽车使用手册，以求理清翻译思路、确立翻译原则。在对资料的讨论、学习中，我们对汽车使用手册

的翻译特点和行文规范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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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大多数行业一样，汽车行

业也有着林林总总的行业标准词汇，但

非业内人士可能极少有机会了解、接触

到这些表达。为了保证译件质量，PD成

员在参照其他厂商权威用法的基础上对

词汇进行了统一，并形成术语库。

图为某国际知名厂商原版用户手册中提供的车

身内部组件分解图

--翻译汽车手册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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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翻译只是众多翻译领域的一个缩影。身为专业翻译，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势必会接触到来自各行各业

的翻译项目，这就要求我们时刻保持学习状态，本着对自己、对客户负责的态度不断温习旧知、探索新知，

勇敢向着未知的领域进发，如此方能不负所托。

译言堂
Brainst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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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除沿用行业惯例术语外，对于尚未形成通用标准译法的零部件名称，我们在参

考近似词汇的基础上，根据基本翻译原则固定了译名。

此外，语言风格的把控也是本次项目的重中之

重。广大汽车用户是汽车使用手册的目标受众群

体，使用手册的目的在于将基本信息传达给普通读

者，因此在编写时力求大众化、通俗化。为此，我

们在项目之初就确定了语言平实、句子精炼、通俗

易懂的基本原则，在词汇选用、句子结构等方面尽

量避免生僻词和复杂句，以免为读者的阅读带来负

担，影响信息传达效果。

例如

(1) “六角法兰面锁紧螺母”:

(2) “无耳无极卡箍钳”:

“六角法兰面锁紧螺母”一词，我们将其分解为“六角法兰面螺母(hexagon nut with flange)”+“锁紧螺母

( jam nut)”，并根据英文中形容词的排列原则重新将其组合为hexagon jam nut with flange。

对于“无耳无极卡箍钳”一词，通过上网搜索，虽然没有发现行业通行的权威译法，但却了解到了“单耳

无极卡箍”的惯用表达“stepless ear clamp”。在提取关键信息要素“stepless”和“ear”后，我们最终将译法

确定为“stepless earless clamp plier”。

在处理“系统诊断代码维修建议”一节中出现

的“检查电源线路及蓄电池是否故障”，考虑到句

子出现的特定语境，我们选择省去与前文意义重叠

的 “ 是 否 故 障 ” ， 直 接 译 为 “ Check the power 

circuit and battery”，如此既保证了原文与译文意

义相同，又避免了冗长的从句结构。

*

例如*



文字之歌
Sound of  Word

37



39

文字之歌
Sound of  Word



世界名校
Best Universities

新加坡名校

2018年的大学排名中，新加坡大学有着不俗的成绩，也象征着新加坡大学教育水平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区的强

势地位，特此本期将为大家介绍新加坡的三所大学。

责任编辑   马爽爽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南 洋 理 工 大 学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简称南大（NTU），为国际科技大学联盟

（Global Alliance of Technological Universities，简称G7联

盟）发起成员、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认证成员、

国际事务专业学院协会（APSIA）成员，是新加坡一所科

研密集型大学，在纳米材料、生物材料、功能性陶瓷和

高分子材料等许多领域的研究享有世界盛名，为工科和

商科并重的综合性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前身为1955年由民间发动筹款运动而

创办的南洋大学，南洋大学的倡办人是新马胶业钜子陈

六使先生，云南园校址由新加坡福建会馆捐赠；1981

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学校址成立南洋理工学院，为

新加坡经济培育工程专才；1991年，南洋理工学院进行

重组，将国立教育学院纳入旗下，更名为南洋理工大

学，与快速发展的教育事业齐驱并进；2006年4月，南洋

理工大学正式企业化。

02.

创建于：1981年

知名校友：孙燕姿、马誉峰、沈冰等

新加坡管理大学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新 加 坡 管 理 大 学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简称新大 （SMU），是新加坡5所公立大学

之一，是亚洲顶级的财经类院校。与美国精英大学相同，

新大采用了美国常春藤大学式研讨会形式的教学方法。这

是因为新大与美国两所顶尖商学院，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及信息科技教育与研究闻名于全球的卡内基梅隆

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新加坡管理大学已经成为一所世界一流的商业管理大学，

在UTD世界知名商学院排名中，新加坡管理大学排名第

54位。其李光前商学院和经济学院在亚洲排名第三；会计

专业在亚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10；金融专业在亚洲排

名第二，全球排名第25。在2017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中，会计与金融类专业排名全球第50（由于学校只有商

科，所以不参与综合大学排名），Eduniversal.com将新大

放在了国际知名顶级商学院之一。此外，李光前商学院和

会计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都获得了国际商学院联合

会（AACSB）和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EQUIS）的认

证。

03.

创建于：2000年

知名校友：Jason Goh Koon-Jong 、Rebecca Lim、Russell Ong等

4241

Universities in 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简称国大（NUS），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

世界级顶尖大学，为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和欧

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EQUIS）认证成员，亚洲大学联

盟、亚太国际教育协会、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

Universitas 21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协会成员，在工

程、生命科学及生物医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领域

的研究享有世界盛名。

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为1905年成立的海峡殖民地与

马来亚联邦政府医学院；1912年，该校改名为爱德华七

世医科学校。1928年，莱佛士学院成立。1949年，爱德

华七世医学院与莱佛士学院合并为马来亚大学。1955

年，新加坡华人社团组织创立了南洋大学。1962年，马

来亚大学位于新加坡的校区独立为新加坡大学。1980

年，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合并，校名定为新加坡国立

大学。

01.

创建于：1905年

                                    
知名校友：吴作栋、陈庆炎、陈冯富珍等



Book Description

Yann Martel (June , 1963) is a Spanish-born Canadian author best known for the Man Booker 
Prize-winning novel Life of Pi, an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 published in more than 50 territories. 
Although his first language is French, Yann Martel writes in English: "English is the language in which I 
best express the subtlety of life. But I must say that French is the language closest to my heart. And 
for this same reason, English gives me a sufficient distance to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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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of Pi

Title

Yann Martel

Author

作者的其他名作

“The Facts Behind the Helsinki Roccamatios” 1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同名电影

导演

李安

主演

苏拉·沙玛、拉菲·斯波、伊尔凡·可汗

电影简介

一名在找寻灵感的作家无意间得知派·帕帖尔的传奇故事。派的父亲开了一家动物园。因

为特殊的生活环境，少年派对信仰与人的本性自有一套看法。在派17岁那一年，他的父母决定

举家移民加拿大以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前往加拿大的船上，他们遇见一位残忍成性的法国厨

师。当天深夜在茫茫大海中，原本令派感到刺激无比的暴风雨一瞬间就成了吞噬货船的大灾

难。派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搭着救生船在太平洋上漂流，而且有一名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同

伴—理查德·帕克，一只孟加拉老虎。

导演的其他名作

《卧虎藏龙》

《断背山》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Life of Pi is a Canadian fantasy adventure novel by Yann Martel published in 2001. The 
protagonist is Piscine Molitor "Pi" Patel, an Indian boy from Pondicherry who explores issues of 
spirituality and practicality from an early age. He survives 227 days after a shipwreck while stranded 
on a lifeboat in the Pacific Ocean with a Bengal tiger named Richard Parker.

心的旅行
Take My Heart Away

1

2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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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of Pi
本期推荐的小说和电影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小说曾获曼布克奖，电影也曾荣获多项奥斯

卡奖项。如果你已经看过了电影，可以借此机会重温一遍，如果没有，这是一部不可错过的好片。

责任编辑  马爽爽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喜宴》3

3



词根词源小故事
Stories

自然万物
责任编辑   徐梦苗

Natur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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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正是天气

明媚的好时光，适合与大自然亲近。这一回，我们要向您呈现的是有关花的小故事，大家在流连花丛的

时候，也可以顺便了解一些小知识。

anemone是以色列的国花——银

莲花，它的名字anemone来自希腊语，

意思是“风的女儿”，词根是anemos，

意为风。银莲花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

古代希腊人认为它只在起风时才开

花。在英语中，还可以直接将其称为

windflower(风 之 花)。Anemometer(风

力计)、animal(动物)等单词都是来源

于anemos。

银莲花 anemone03.

anemone [ə'nemənɪ] n.银莲花，银莲花属

windflower ['wɪn(d)flaʊə] n.银莲花，风之花

anemometer [,ænɪ'mɑ:mɪtə(r)] n.风速计，风力计

向日葵(sunflower 是一种黄色花朵形

如太阳的植物。向日葵又名朝阳花，因其

花 常 朝 着 太 阳 而 得 名 。 英 语 称 之 为

sunflower(太阳花)。

)

向日葵 sunflower01.

sunflower ['sʌnflaʊə] n.向日葵，朝阳花

雏菊 daisy 是意大利的国花，外观雅

致，花朵娇小玲珑，色彩和谐，十分逗人

喜爱。意大利人认为它代表了君子风度和

天真浪漫，因此推举为国花。雏菊的花心

像太阳，花瓣像太阳的光芒，因此又被称

为小小向日葵。传说它的花瓣清晨绽放，

傍晚闭合，因此人们称它为day's eye(白

天的眼睛)，后来演变为daisy。在古代，

年轻人爱用雏菊的花瓣来占卜爱情，一面

念着“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直到天

荒地老”，一面数着花瓣，最后一瓣对应

的一句则代表了爱情的结果。在英语中，

daisy可以用来表示“极好的东西”，还可

以用作女子的名字。

( )

雏菊 daisy04.

daisy ['deɪzɪ] n.雏菊，极好的东西；（女子名）黛西；

adj.极好的，一流的

英语中表示“剑兰”的单词gladiolus来自拉丁

语，是gladius(罗马短剑)的指小形式，字面意思就

是“小剑”。因为这种植物的细长叶片很像罗马短

剑，古罗马作家普林尼便将其称为gladiolus。它的

同源词是gladiator(角斗士)，指“使用罗马短剑的

人”。

剑兰 gladiolus02.

gladiator ['glædɪeɪtə] n.角斗士

gladiolus [,glædɪ'əʊləs] n.剑兰



孙久阳

初级笔译工程师

累计翻译量 280W

擅长领域 社科类、文化宣传类、IT类

近期参与案例 招商资料、旅游宣传（37万字）

机械、建筑（11万字）

金融、法律文书（9万字）

"音速豆浆机"

译问译答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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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还真的没有仔细统计过。粗略估算一下的

话，应该是在300万字左右。

个人的翻译总量有多少呢？Q1

社科类、文化宣传类、IT类。因为自己本身就

对这几个领域比较感兴趣，平常在生活中也会主动

了解、积累这方面的相关知识。有了知识储备，相

对而言，做起这些资料就会比较得心应手，至少不

会出现“原文看起来好厉害，但是完全搞不懂”的

尴尬情况。

主要擅长的翻译领域是什么呢？Q2

年代久远，已经不可考（其实主要是因为不记

得了），不过硬要说的话，大概是专四考试的翻译

试题吧，毕竟是第一次正经做的非练习性翻译，哈

哈。

个人的第一篇译作是什么呢？Q3

谨慎、认真，还要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信念感，

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除了这些以外，对于

专业翻译而言，还需要具备强大的信息检索、聚合

能力和学习能力。我们每天的工作强度比较大，接

触的专业领域也比较多，如果没有这些作为支撑是

很难在这个行业走下去的，更不要说有大的突破。

还有，合作能力也非常重要，因为学海无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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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

每次和各位靠谱的小伙伴一起克服难关、完成

项目并且得到客户认可的时候都会感觉自己迎来了

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要说挑战性，那肯定还是前面

提到过的，自己在面对不熟悉的领域时经常会手足

无措，就像面对一块无从下口的硬骨头一样。所幸

我们PD还是一片藏龙卧虎的宝地，大家都有着非常

丰富的项目经验，也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面对困

难总是能慷慨地分享知识，齐心协力一起克服。

您在做这份工作时，什么是最成功的，什么最

有挑战性？

Q5

最喜欢的是能通过翻译见识到不同的领域、不

同的行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了解不同人群的想

法，倾听不同国家的声音，这也是我踏上专业翻译

道路的初衷。最困扰的可能就是自己对很多行业的

了解都只停留在表面，很难真正深挖，所以经常会

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专业的人，面对一些专业性比

较强的项目时会有挫败感，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才

有了一直学习的动力。每次和各位同事一起打开新

世界大门的时候，那种既激动又紧张的心情是非常

令人上瘾的。

就您的工作而言，您最喜欢什么？最不喜欢什

么？

Q6

的力量非常渺小，翻译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

是需要整个团队的协作、配合。这一点在处理大项

目的时候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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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bo.com/fathomer/profile?
http://e.t.qq.com/fathomer
http://mp.weixin.qq.com/s/lKVmT3jB30DjsPJKRNRzBg
www.fathomer.com
http://www.fathomer.com/aspx/default/newshow.aspx?classid=151&id=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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