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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1988年初春，重庆袁家岗的35中（现田家炳中学）门外那一大段林

荫道上，出现了对于十岁儿童的我们来说的，一些奇妙变化。

这条当年的“露天游戏机一条街”上的显示器（即电视机），忽如一

夜间，几乎全由黑白变为了彩色，就像那个春天刚刚调制出的，大自然间

的各种五颜六色；操作器，也由摇柄摇身一变，成了嵌入十字架的长方形

遥控面板（后来多年间，这个拥有十字架的面板，就是我们的上帝）。而

最特别的，是屏幕上显示的，不再是单纯呆板的“小蜜蜂”一类“单细胞

游戏”，而是有着黑色天幕里的星光点点，有着远处群山上的白雪皑皑，

有着蔚蓝的大海在荡漾，有着摇曳的椰林在婆娑——说这里是喧嚣的战

场，毋宁说，这就是度假的天堂。

这款名为《魂斗罗》的游戏，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此。 

游戏的主角比尔和兰斯，即使在原始像素概念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们虬结饱满的上半身肌肉。蓝色和红色发带以及紧身裤装点下的疾速奔

跑和团身空翻，绝对是当时无上的视觉享受。

还有BGM。贯穿始终的切分音符烘托出的独特紧张感，以及花开并蒂

的复调混音效果营造出的异彩纷呈，如此让人血脉偾张、仿佛进行曲般的

旋律，则早已被我们供奉到了音乐的神龛上。

至于浸入式的游戏感知和成就追求，会让游戏者探求“最快通关”、

“高分通关”和“一命通关”。而TAS流行之后，如何快速且不伤一兵一卒

的通关模式（靠行为艺术般的跳避子弹）则将游戏带入了佛系养生的境

界。

而更大的成就感在于，八个关卡通关，也就是“一周目”达成后，出

现的二周目三周目，乃至四周目五周目……

敌兵数量不断增加，移动速度不断加快，抗击打能力不断提高……种

种超越个人极限的挑战，正是让人热血澎湃、斗志昂扬、孜孜不倦的所

在。

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当年《魂斗罗》一周目后的那种热血澎

湃、斗志昂扬、孜孜不倦，正是今日《讯号》一周年，我的感受。

哈哈，多么长的伏笔。

总编：



“

影响，吸引更多的人才，不断的提升你们的翻译业务，让你们的翻译

事业越做越好。”

《讯号》杂志办的还是很有特色，以后希望它能够有更多的社会

康成志

副译审职称

重庆市翻译家协会会员

重庆市工程师协会会员 

“译中人”第一期作者

左 鹏

四川大学文学硕士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

“译中人”第二期作者

张诗亚

西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译中人”第三期作者

郭凯声

 副编审职称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士

中国科大情报研究硕士

曾任《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编辑部副主任

莫 林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西南法律评论》副主编

“译中人”第四期作者

“

号》杂志表示热烈的祝贺，感谢杂志各位编辑和全体工作人员，为办好杂志而付出的

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西讯翻译创办《讯号》杂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份杂

志让我们得以了解翻译界的动向和发展趋势，增长了许多知识，同时，也可以让我们

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希望《讯号》杂志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将来取得更大的

成就，我自己有幸能够为杂志做出小小的贡献，感到非常高兴和光荣，也希望今后能

够继续同《讯号》长期合作下去，谢谢！”

在西讯翻译创办的《讯号》杂志，创刊一周年之际，我们向西讯翻译和《讯

李华杰 Elma Lee

文学硕士

英语口译工程师

现供职于世界500强企业

“译中人”第七期作者

“

了，我们才可能越来越好。 的第一年，也是我和西讯认识的第一个十年，也

许今年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慢慢的从女生到女人，然后慢慢的变老，跟着《讯号》一

起，跟西讯公司一起。”

希望《讯号》越办越好，也希望西讯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好。当然，只有你们好

《讯号》

“译中人”第五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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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视野、人文精神、国际资讯、译界信号。这一年来，透过

《讯号》这扇窗，我们看到了异彩纷呈的大千世界。愿《讯号》在新

的一年继续立足中西视野，弘扬人文精神，传递国际资讯，输送译界

信号。祝《讯号》一周岁生日快乐！”

鲁 佳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硕士（LLM）

北京大学艺术硕士（MFA）

清华大学法学学士

宋志娟

对外汉语教师

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泽维尔大学硕士

“心灵签到”第三期作者

张诗蒂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心灵签到”第二期作者

白 帆

日语笔译工程师

擅长医药化学类翻译

2018年第一季度“我是番茄酱”获奖者

“

越好，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趣而又实用的文章，也希望西讯公司的业务能够蒸

蒸日上，越来越兴隆，我们的合作能够越来越愉快。”

恭喜恭喜！恭喜《讯号》诞生一周年，在新的一年里愿《讯号》能够越办

“

的一年里，《讯号》给读者们带来丰富有营养的

内容，也祝愿《讯号》在以后的日子里越办越

好，给读者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祝《讯号》一周年生日快乐，感谢在过去

段华妮

豆瓣签约作者

现供职于世界500强企业

“心灵签到”第五期作者

“

的辛苦付出，希望新的一年里《讯号》越办越好，得到更多读者的喜

爱。当然啦，新的一年我也会多多投稿的哦。”

《讯号》一周年啦！感谢在这一年里各位编辑小姐姐小哥哥们

王瑞雯

西班牙语笔译工程师

阿尔卡拉大学硕士

2018年第二季度“我是番茄酱”获奖者

9

“

之际，我仅向西讯公司的各位同仁表示热烈的祝贺，作为公司与外界互动的平台，

《讯号》杂志内容独特、选材新颖、精彩度与专业性兼固，拥有自己的特色和风

格，反应出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让更多人看到了西讯人的认真、专业与热情。作

为一名笔译员，我能从《讯号》中学到前辈老师的翻译技巧，提高自己的能力。作

为一名普通的读者，《讯号》每期内容都让我眼界开阔，了解到世界其它地方的语

言文化魅力。在此，我衷心的祝福《讯号》杂志越办越好，成为读者们的良师益

友！”

大家好，我是西班牙语翻译王瑞雯。在《讯号》杂志创刊一周年纪念日到来

8

《留学生》杂志专栏作者，著有留学随笔集《美国法学院也有诗与远方》

“心灵签到”第一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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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号》是饱含任何可能性的种子，由“生根”到“发

芽”，一年里我精心的“呵护”它，愿它在今后的道路上能

茁壮成长，更能披荆斩棘，砥砺前行！”

视觉设计&美术编辑: 郑璐

“有人说，一个公司发展到需要自办一份刊物的时候，说

明它已经具备了充足的内力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一个公司已经

觉悟到用文化作为载体进行内部沟通、外树形象的时候，更说

明它已经逐渐壮大。《讯号》从创刊到一周年，凝聚了编辑部

每一位同事的心血，以后我们会继续加倍努力，用自己的激情

与才智把《讯号》办得有特色、有风格、更有吸引力。在此，

祝《讯号》小Baby一周岁生日快乐，我们共成长！”

主编: 唐香

“

滴。《讯号》在一周年里，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翻译世界，

也让我们吸取了每位大神的成功秘诀，同时还见证我们的员工

风采。通过新理念、新方法、新人物，为公司有质量的发展尽

一点力。新的一年，新的起点，希望它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和

笔者，加入我们的战队，让我们一起努力！《讯号》一岁生日

快乐！！”

岁月如歌，文学如露，静下心，拿起笔，记录一点一

内容编辑: 王华琼

“《讯号》一岁啦！这一年，它一点一滴地为我们揭开了

“翻译”的神秘面纱，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的“酸甜苦辣

咸”。新的一年，让我们继续挥洒炽热之心，为大家呈现更好

更美的《讯号》吧！”

内容编辑: 李丽

“色彩斑斓、丰富多元的《讯号》创刊一周年啦，风风雨

雨里我们一路走来，见证它的成长！这条路才刚刚开始，我们

的《讯号》会越办越好，吸引更多读者，成为翻译界杂志

No.1！！！！”

创意设计: 包婷

“

在在的丰收果实--《讯号》。不知不觉，迎来了《讯号》周岁

生日，回顾往昔，有欢笑、有汗水、有迷茫、有成长，现在的

《讯号》已经清晰地印在西讯人的脑海里，回荡在每个人的耳

畔边，从零开始的团队，克服了那么多的艰辛，一步一个脚印

地朝前迈进，这期间积累的经验与教训需要我们每个人继续地

传承下去，《讯号》文化也一点一滴地形成了，我们坚定自

己，初心不改，勇往直前！”

就是在这样热情似火的季节里，西讯人收获了一颗实实

图片编辑:尹凤林

“

们的是怡然自得；孤独时，带给我们的是款语温言；彷徨时，

带给我们的是果断坚决！“讯号宝贝”一岁了，愿它能细水长

流，“译”气风发的陪伴每一位忠实的读者朋友！让我们一起

祝它生日快乐！！！”

若问讯号何处在，岁岁朝朝细无声，在喧嚣时，带给我

图片编辑: 罗洁

“

周年，是转折点，也是新的基点。祝《讯号》生日快乐之际，

对他的未来也充满信心与期许，我们将向着新的目标，同心协

力，并肩同行，共同成长。”

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讯号》迎来了一岁生日，一

文字编辑:马爽爽

“成功和欢笑、泪水和苦恼，我们都一起品味分享了。经过我

们一年多的辛苦付出和努力拼搏，《讯号》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

年月，祝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不被问题击倒，不因压力放弃，

继续沿着公司发展的方向，共同进步，再获硕果！”

文字编辑:徐梦苗

“当初我们认为文科生办杂志，就像理科生造火箭。从孕

育到一个崭新的“生命”降临，一年中它谱写出了最难忘、最

动听的“生命”旋律！我为你祝福，我为你欢笑，生日的烛光

中摇曳着歌声，每一年都会有我的祝福：《讯号》周岁快

乐！”

摄影:杨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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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家研究》

聆听
翻译家们的故事

我
国翻译史源远流长，近年来随着翻译 1949年之前，我国翻译人才辈出，译书浩

学科的迅速发展，翻译史研究更加深 瀚，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中国

入。在近日上海书展上发布的三卷本 翻译家研究》汇聚了这一时期的重要译者，集中

《中国翻译家研究》中，遴选了中国历史上各个 体现了这一阶段的译学成果。

领域中有代表性的近百位翻译家，述评其生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翻译事业历经

翻译活动、翻译思想、著译作品和翻译影响，以 波折，但最终走向繁荣。《中国翻译家研究》也

个案研究的形式，重塑译者群像。 收入了当代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性译者，集中体

三卷本《中国翻译家研究》按历史年代分为 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译学成果。本书

《历代卷》、《民国卷》和《当代卷》，主要涵 以我国历史发展为背景，以个案研究的形式系统

盖了佛经翻译和明清西学东渐两大翻译高潮中涌 地重塑了以近百位翻译家为代表的我国译者的群

现的杰出译者，集中体现了我国从汉魏到晚清的 体形象，并通过梳理近百位翻译家的翻译实践和

译学成果。 译学思想，把分散的、个别的材料以传统译论为

主线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翻译家有过深入的研究，或断代研究，或个案研

史料的翔实与准确是进行翻译家研究的首要 究，或地域性研究、或全面研究。优秀的作者资

前提。针对我国以往研究中的古代佛经翻译家史 源保证了本书内容的广度与深度。

料严重不足、当代翻译家材料缺乏系统整理等现 《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的出版有利

状，本套书各篇章均从进一步钩沉和梳理我国翻 于充实我国高校翻译专业课程教育以及我国学术

译史料着手，又在此基础上对众译家的翻译主 史和教育史，对于我国的翻译史、出版史和文化

张、翻译活动以及具体译著等做出价值判断，分 史均有重要的意义。

析其在当时背景下的作用和价值，及其对当今学

界的启发和意义。

主编方梦之和庄智象均为国内翻译学界的领

军人物，著作等身；参与作者既有翻译学界权威

专家，也有锐意进取的后起之秀。他们都对我国

《中国翻译家研究》充实我国学术领域网络图

一
周

年

（本文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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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起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思想家一定有 游刃有余，并且能够把自己学到的一些先进思想

人会提到严复，因为严复在当时可以 教给学生，更使得他的课堂在每一次都能够颇受

称得上是开化民智的第一人。他曾经 好评。可是严复不仅仅希望如此，他还是希望自

在国外学习了非常多的知识，由于他生在这个已 己可以拥有较大的权力，这样子的话也能够推行

经有些开化的清朝，所以他对于很多国外的知识 自己的事业。

更加的向往。在后来的时候，他才会选择主动的 之后他因为自己的才华得到了提拔，于是他

出国留学。在当初去到了英国之后，便想要探寻 便希望能够借助一些先进书籍来帮助自己开化民

治国的方法所在，再后来他更是了解到了国外的 智，当时他便选择翻译了《天演论》。由于当时

一些先进思想，所以在回国的时候希望将这些先 清政府处于危难的阶段，所以很多的国人都希望

进思想让国人知道。 能够寻找治国的方法。在出国的时候，严肃有幸

由于他是最早的一批留学生，所以回国之后 翻阅了《天演论》，他更是被其中的“物竞天

更是得到了很多的重视。当时他便成为了新式学 择、适者生存”思想给深深的震撼了。因为在之

堂的一名教师，向学生们传授自己的经验。由于 前人们的事业都是被清朝安排好的，所以根本就

他本人在国外呆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在讲起课来 没有什么主观能动性，于是在后来的时候，他便

严复：

巧借翻译开化民智

学成归来更心系国人

一
周

年

1514

选择将这个书籍翻译出来，让更多的国人能够了 了严复的报刊之后，妇女们都纷纷的希望能够掌

解到这样的思想。 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后来很多的妇女就开始读书

当这本书被翻译完成之后，国人如获至宝一 识字，真的在当时掀起了一股风潮。

般疯狂的阅读起来了。非常多的先进才子正是因 虽然与后来的一些思想家相比，严复依然还

为受到了这本书的启发，所以才开始寻求治国的 没有能够摆脱自己思想中那些不先进的部分，但

新出路。再后来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思想家， 是当时他做出来的这些事情真的开化了很多民

他们很多人的思想都是受到了这其中思想的影 众，使得很多国人都纷纷地想要去寻找治国的方

响，所以才能够希望掌握国家的命运与未来。 法。后来很多思想家们对于严复的评价很高，他

之后严复还创办了一个报刊，在报刊中他阐 “开化第一人”的身份得到了人们普遍认可。

明了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可谓是闻所未

闻，这也就使得很多曾经愚昧的百姓都纷纷开

化，百姓们在后来更加希望能够掌握自己的命

运。在之前，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低的，而且她们

的命运只能交由父亲或者夫家来决定。可是在读
（本文来源：百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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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从事翻译工作46年，1990年起先后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科技译文70多篇，长期在国企、私企担任专

职、兼职翻译，参与过许多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科研项目的翻译工作。翻译的资料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

交、科研、军工、医学、化工、电子、工程建筑等数十个专业资料。被评为“副译审职称”、是“重庆市翻译

家协会会员”和“重庆市工程师协会会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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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Icy：西讯双月刊《讯号》于2017年9月18号创刊，至 KCZ：主要是手机，经常每天都看手机，打开手机就可

今已经有一年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讯号》的支持 以看到西讯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信息了。

与关注，值此一周年之际，我们有幸邀请到康成志老师

做一个简短的访谈（鼓掌）。康老师，您好！对于翻译 Icy：那看来您不仅仅是关注了西讯微信公众号，同时

公司自创电子杂志，您怎么看？ 也看到我们转发的朋友圈呀！《讯号》的每一期也都有

发布到西讯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也都在积极转载、阅

KCZ：这个可能在其它公司都还没有过的，你们算是开 读，吸引了不少读者和笔者。

创了一个先例吧！还是能够产生一些社会影响的，当然

对你们的翻译业务也有一定的促进。 KCZ：嗯，看了内容，还是很有新意，很有创意的，还

是能够吸引一些读者嘛，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Icy：我们就是想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我们要做NO.1

（笑）。那您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讯号》的呢？ Icy：我们的目的除了能宣传公司文化之外，也能让大

记者   Icy

采访对象  康志成  KCZ

1716

“翻”山  

称霸江湖

越“领”

内容整理  L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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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看到不一样的翻译公司。那您对《讯号》印象最深的 块。

是什么呢？

Icy：意思是您对翻译的技巧、心得、经验之谈等方面

KCZ：最深的印象就是，涉及到翻译方面的：除了可以 最感兴趣。

吸引翻译爱好者，还能进一步扩大西讯的业务，同时也

能提高翻译方面的兴趣，才能吸引更多人才参与翻译。 KCZ：对对对。

Icy：我们这么多板块，我想问一下，您看了这么多 Icy：现在翻译行业也是在与时俱进，从最初的手写，

期，有没有对哪个板块最感兴趣呢？ 到现在电脑操作，翻译软件也在不断改善和进步，每个

人的翻译技巧和经验也在不断提高，能够相互切磋，相

KCZ：我主要还是对翻译方面的一些板块感兴趣，还有 互取经想必是每个人都想看到的。

就是比较接近翻译行业的东西我也看的。其它的呢，我

还看了球赛，不知道其他读者是不是也喜欢这几个板 KCZ：主要围绕着翻译实践来的，我觉得会好一点。

一
周

年

Icy：您那篇《浅谈翻译实践》，我们发布在创刊号 Icy：这个我很清楚，每次跟您合作，几乎都是提前半

（第1期）中，我也认真拜读了。您是从72年开始从事 天左右时间返稿，不会临到点了才给我，或者拖稿，给

翻译工作，从最开始的军工到兵器情报室，再到现在以 我们留了充足的时间检查排版，我觉得挺开心的。

自由翻译的形式和各个公司合作，至今已40多年，今

年刚好是第46个年头，那是什么促使您坚持到现在 KCZ：这个也是一种职业道德嘛。

呢？

Icy：对，这个职业素养我们很喜欢，也很佩服您。

KCZ：翻译嘛，是中外文化的桥梁，是交流的工具，因

为我从16岁就开始学习尼泊尔语，在军队里面也接受 KCZ：如果不能按时完成的话，别个就没法相信了，下

过严格的教育，包括工作的责任心，以及吃苦耐劳的精 次我这个工作你放不放心，拿不拿得出来，这就是个问

神这些，所以说我们在工作当中时间都是赶前不赶后， 题。

从来不耽误。比如说，规定我五点钟要提交的稿子，我

一定要争取在4点钟之前完成。 Icy：很多笔译工程师觉得我们给他的交稿时间，距离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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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客户时间还有很多，总喜欢拖延，着实让人惆怅。 常丰富的。每一期的卷首语都是由我们翻译总监写的，

所以说，和康老师合作这么久，让我很信任您，依赖 文化气息很浓厚；还有聚焦、行业资讯、词根词源小故

您，而且默契度也是最高最和谐的。 事等等…….也希望您多多关注下。

KCZ：嗯，行，我尽量。

KCZ：这也是在部队养成的良好作风。

Icy：您愿意将《讯号》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和翻译圈，

Icy：这些年，您驾驭了众多领域的资料，可谓“翻” 让更多人参与了解和投稿吗？

山越“领”称霸江湖，着实让人佩服，您又是怎样一步

步提高达到今天的翻译能力的呢？ KCZ：可以的。

KCZ：靠严谨负责的工作作风、坚韧不拔的敬业精神、 Icy：那要说到做到哦。

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我经常一天要坐10 - 12小时，没

有坚强的毅力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KCZ：尽量吧，尽量做好。

Icy：真是霸气十足啊！（抱拳）我们《讯号》即将一 Icy：在《讯号》创刊一周年之际，你有什么想对讯号

周年了，会进行一些升级改版，您希望有什么改变呢？ 说的呢？

或者您最想从杂志中了解到哪些讯息呢？

KCZ：嗯，《讯号》杂志嘛，办的还是很有特色，以后

KCZ：反正我感觉，因为我们是做翻译工作的，主要还 希望它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吸引更多的人才，不断

是围着翻译这个重点来展开，会比较好一些的。 的提升你们的翻译业务，让你们的翻译世界越做越好。

Icy：也就是说，您还是希望我们继续多往翻译实践方 Icy：再一次感谢康老师的到来（鼓掌）。

面来发展一些文章？ 

KCZ：谢谢。

KCZ：对对对对。

Icy：除了翻译实践，我们还有很多其它内容，也是非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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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Lisa

采访对象  李华杰   Elma  Lee

Lisa：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讯号》访谈。《讯号》 跟西讯一起成长。

于2017年9月18日正式创刊，不知不觉迎来了《讯

号》一周岁的生日，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李华杰老师做客 Lisa：是呀，还要感谢李老师一直以来对公司的认可

公司，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讯号》。李老师，您好！ （笑）。今天呢，邀请您过来主要是聊一聊我们的杂

志。我记得《讯号》创刊后给您打电话邀稿，您非常积

Elma L ee：你好！ 极的响应了我们的邀请，我想知道，当您第一次看到我

们杂志的时候，您是怎样的印象呢？

Lisa：印象中我们从09年就开始合作了，一晃眼都快十

年了，时间过的真快（感叹）！在这期间，您一直为我 Elma  Lee：我感觉《讯号》就像西讯发展的一块里程

们圆满的完成了很多重大项目，在这里再一次对您表示 碑吧，就感觉你到了这个程度，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出

衷心的感谢。 来了，让我感觉既吃惊也不吃惊，吃惊的是我觉得这个

里程碑来的这么快，不吃惊的是，我觉得西讯发展这么

多年，尤其是在翻译界变化这么大的情况下，西讯发展Elma  Lee：我也很感谢西讯，认识西讯是刚刚大学毕

越来越好，我由衷的感到欣慰，很高兴。业不久，从一个小女孩到现在两个孩子的妈妈，感觉在

从事英语翻译工作十余年，擅长英汉、汉英口译，商务会晤、大型商务会议交传、同传；曾多次担任外国

使节、外商集团与重庆历届市长、市委领导会晤洽谈外方口译，多次参与重庆市委、市政府、区委各级政府组

织的招商引资、投资洽谈、国际招投标等大型会议交传、同传。

女中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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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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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翻译往昔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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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谢谢李老师，也谢谢翻译老师们平时对我们的大 Lisa：当然可以呀，都喜欢是我们的荣幸！！！（笑）

力支持，《讯号》才走到了今天。那您是从什么渠道了

解到《讯号》的呢？ Elma L ee：真的不错。

Elma  Lee：因为跟西讯的工作人员接触也很多，从你 Lisa：真的呀？

们这边了解到《讯号》这个杂志的。

Elma L ee：嗯。

Lisa：那表示我们的工作还是做到位了的（哈哈）。我

们的杂志有很多板块，比如“心灵签到”，您投稿的
Lisa：那有没有什么意见呢？比如说特别感兴趣的一

“译中人”，还有“聚焦”、“译言堂”等等，您比较
块，或者是说希望通过杂志了解到什么讯息呢？

喜欢哪一个板块呢？

Elma  Lee：我觉得，一个就是翻译之间，像“译中

Elma L ee：我可不可以说都喜欢。（笑）
人”，我们作为翻译作为译人，我们之间的一个沟通交

流，通过这个板块我可以看到其它翻译工程师的一些动 Lisa：这个建议非常好，因为我们的杂志不光只是讲一

态，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经验。我也可以分享我的一些经 些翻译技巧上面的东西，更深层次的是想进行翻译文化

验，我对这块非常的感兴趣。我觉得可以在今后再增加 的传播和传承，主要是想，让懂翻译的更了解我们的翻

一些实质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正好中央开的什么会，这 译工作，不了解翻译工作的，更了解我们这个行业。

个会上有一些新出来的翻译词汇，这个可以加进去。然

后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学习，作为一个升华的过程。 Elma  Lee：嗯。

Lisa：嗯，这一块我们也一直思考，思考自己哪些地方 Lisa：翻译界创刊自己的杂志，我们不是首例，不知道

做得不足，所以《讯号》一周年在板块上会有一些修 李老师对翻译界创刊杂志有什么看法？ 

改，可以算是版面升级吧，李老师您给我们提的意见，

我觉得非常好。
Elma  Lee：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翻译公司可

能在外行人眼里，更多的是一种业务，是做生意的；但

Elma  Lee：算不上建议，只是想法。 杂志的话，可以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可以作为一种文

工作人员向李华杰老师展示《讯号》一周年礼品

一
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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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载体，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也表示公司发展 Elma  Lee：对，我们除了业务上有联系以外，像您们

到了一定的阶段，从纯粹的商业过度到文化，并将他们 这几位老员工平时也有联系的，因为认识了很多年了，

进行了融合，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表现。 都已经成为朋友了。

Lisa：做精神上面的一个传承。 Lisa：是呀，互相都很熟悉了。关于您的《誓作翻译界

的铿锵玫瑰》，将会在《讯号》一周年刊里发布，我看

了好几遍，觉得您特别压得住场，文中有分享您的翻译Elma  Lee：嗯，对，从物质到精神，把需求从最基本

技巧和翻译心得，还有您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的“灵机一开始，慢慢的往上升华。

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卑不亢的做带刺的玫

瑰”，这方面很少有文章涉及，但您还原之前的经历给
Lisa：是的，我们想向外界传达这种精神，不是单纯的

大家剖析这些问题，令我非常佩服。利用今天这个平
业务关系，更多的是想让各位翻译工程师了解西讯，融

台，您可以对新入行和即将入行的翻译说点什么吗？
入西讯，以朋友的方式合作，拉近距离。

Elma  Lee：我觉得，首先翻译不能把自己作为一个独 Elma  Lee：嗯，觉得很委屈！但是慢慢的你会变的更

立的个体，或者说是高高在上的个体，你只有懂得了业 加职业化，其实你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东西很难避免，

务，你才能更好的为业务服务。说白了，语言就是为我 你只有想方设法的保护好自己。翻译是我喜欢的事业，

们业务服务的，在掌握技能的同时，在待人接物上你也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总是会尽全力的，因为你不能把握别

要把握一个度，因为翻译是跟人接触比较多的工作。其 人要做什么，你只有想好一个万全之策，尽可能的发挥

次，讨得客户喜欢，赢得客户信任，这是另一方面。当 自己专业性的一面去应对这些突发问题。

然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原则，就是待人接

物这方面的。在业务方面的话，你只有业务熟练了，才 Lisa：保护好自己。

能得到客户认可吧。

Elma L ee：对。

Lisa：对！

Lisa：这方面我也是深有感触，做翻译工作这么多年，

Elma  Lee：在下笔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希望尽量多在 也遇到过很多突发事件，有的翻译工程师可以把问题解

文中分享自己总结的一些经验。其实，可能你看文章比 决得很好，也有的翻译工程师因经验较少而不能很好的

较容易，但一路走来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其中滋味。记得 应对，他们自己也很迷茫，有些甚至退出了翻译界。我

有一天晚上，我做完翻译回来，每次我做完翻译回来都 们创办杂志的初衷也是希望把更多的“翻译”面呈现给

会和你们联系。 大家，希望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借鉴和参考。

Lisa：是的，您每次都会主动给我们打电话报备项目完 Elma L ee：嗯

成情况。

Lisa：今天和李老师谈的非常愉快，不知不觉时间就接

Elma  Lee：那个项目，我虽然是很巧妙的处理了一些 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到访，并给《讯号》提出

临场发生的问题，让场面一点都不会尴尬，也让客户更 了宝贵的建议，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必须紧跟着时代步

尊重我了。当时表面上虽应付过去了，但当我回到家， 伐，给大家做好沟通的桥梁。

给小香（西讯项目接洽人）打完电话以后就一个人坐在

那里哭，起码哭了一两个小时。
Elma L ee：对，互相学习、互相提高（笑）。

Lisa：还是觉得挺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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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h Royale III
“译战到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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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T本期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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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讯语言培训中心

卡牌名称： Giant Skeleton
（骷髅巨人）

译文点评： 原文中两处bigger，在译文中分别处理为了“个头越大”和“威力就越强”，可谓因地制

宜，对症下药。

Die这样开放性的单词，在不同的地方显然应该有不一样的译法，此处译为“阵亡”，恰到好

处。

The  the skeleton, the  the bomb. Carries a bomb that blows up 
when the Giant Skeleton .

bigger bigger
dies

骷髅的 ，炸弹的 。骷髅巨人携带的炸弹会在它 后爆炸。个头越大 威力就越强 阵亡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Goblin Barrel
（哥布林飞桶）

译文点评： 将boys（小伙子们）移到句子开头，对于汉语来说，有助于烘托气势。注意ride译为“旅

程”，且前面使用“趟”，而不是“次”，效果显然更好。

Spawns three Goblins anywhere in the Arena. It's going to be a thrilling , 
!

ride
boys

可在竞技场任意地点释放三个哥布林。 ，这会是趟惊险的 ！小伙子们 旅程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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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Spotlight

卡牌名称： Goblins
（哥布林）

译文点评： 文中两个 fast 故前面一处省去不译，而将green提前译出，是聪明的选择。

Attacker 没有生硬地译为“攻击者”，而是与green搭配译为“小绿人”，符合汉语的表达习

惯。

Small，fast 和mean，分别译作“身型娇小”，“行动迅速”和“贪得无厌”，四字格的力度

展现无遗。而开放性词汇mean译为“贪得无厌”无疑是此句的亮点。

，

Three , unarmored melee attacker. , ,  and ! fast Small fast green mean

三个近战攻击的 ， 。他们 ， ，且 。小绿人 没有盔甲护身 身型娇小 行动迅速 贪得无厌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Goblin Gang
（哥布林团伙）

译文点评： “哥布林五人行”的译法很地道。而with分别译为“持”和“执”，是本段的精华。At a 

discounted译为“花费少”，Value Pack译为“超值包”，也是亮点。

Spawns five Goblins – three with knives, two with spears –  Elixir 
cost. It's like a Goblin !

at a discounted
Value Pack

哥布林 ：三人 匕首，两人 长矛，圣水 ，哥布林 ！五人行 持 执 花费少 超值包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Goblin Hut
（哥布林小屋）

译文点评： Don't look inside 增加“千万”两字，以及使用“瞧”而不是“看”，让文字显得饶有兴

味。增译“相信我”，使行文更富节奏感。

，

Building that spawns Spear Goblins. But . You don't want to 
see how they are made.

don't look inside

建筑，能放出哥布林投矛手。 ， ，你不会想知道他们是如何训练出来

的。

千万别往里瞧 相信我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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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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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牌名称： Heal
（治疗法术）

译文点评： Keep them in the fight 译为“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持续作战”。显然，增译了“在战场

上”，烘托出了游戏的大环境。

Doesn't affect buildings，增译了“治疗法术”，显得更通顺完整，如果省去，从汉语的角

度，就会显得若有所失

，

Heal your troops to keep them in the fight! Friendly troops are healed over 
time while in the target area. Doesn't affect buildings.

治疗您的军队，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持续作战！治疗法术作用期间，目标区域内的友方军队

会持续回复生命值。治疗法术对建筑无效！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Graveyard
（骷髅召唤）

译文点评： Surprise 译为“没想到吧”，不仅英文的意境得到保持，而且从音律节奏上来说，也不输原

文。

增译的“举办”，以及将Yay译为“哇哦”，也是亮点。

Surprise Yay! It's a party. A skeleton party, anywhere in the Arena. !

没想到吧 举办 哇哦！这是一场派对，一场可以在竞技场中任意地点 的骷髅派对， ！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Guards
（骷髅守卫）

译文点评： “骷髅三兄弟”的说法别致，with译为“手持”让本句动感十足。

增译“即使”两字，甚妙。此外，将all that's left are three ruthless bone brothers译为“他们也

会战斗到底”，很好地体现了本句英文的精髓。求其神，而忘其形，是值得鼓励的翻译主

张。

Three ruthless bone brothers with all that's 
left are three ruthless bone brothers. 

 shields. Knock off their shields and 

骷髅三兄弟 手持 冷酷无情 即使 他们也会战斗到底， 盾牌， 。 被打掉了盾牌， 。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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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Spotlight

(第三期完)

卡牌名称： Golem
（戈仑石人）

译文点评： Durable 译为“强韧”可圈可点。不过副词explosively 没有译出，其独特的表现力被泯灭，有

些遗憾，而“他们”似乎该译为“他”。此句若译为“他会炸裂开来，变作两个小戈仑石

人……”效果似乎更好一些。

Slow but , only attacks building. When destroyed,  splits into 
two Golemites and deals area damage!

durable  explosively

缓慢但 的戈仑石人只会攻击建筑。被摧毁后， 会分裂成两个小戈仑石人，同时造成

范围伤害！

强韧 他们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Ice Spirit
（冰雪精灵）

Spawns one  little Ice Spirit to freeze a group of enemies. .lively Stay frosty

一个 的冰雪精灵， 可以冻住一群敌军。 ！活泼可爱 冻住，不许走它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Hog Rider
（野猪骑士）

译文点评： 译文用“同伴的召唤声”侧面“折射”出了the echoing call of Hog Riderrrrr 所体现的意

境。如果“Hog Riderrrrr”非要生硬地译为“野猪骑士~~~”就会显得怪怪的。

“ ”

Fast melee troop that targets buildings and can jump over the river. He 
followed the echoing call of “Hog Riderrrrr”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Arena 
doors.

行动迅速的近战部队，以建筑物作为攻击目标，可以跳过河流。他会追随 一路

冲向竞技场。

同伴的召唤声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译文点评： Lively 译为“活泼可爱”，很乖巧的四字格译法，非常符合冰雪精灵所具备的气质。

至于增译的“它”字，似乎可以省却。

“冻住，不许走！”的译法增强了气势，达到了原文想要传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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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作译界的

        铿锵玫瑰

译中人
Insider

文学硕士

英语口译工程师

现供职于世界500强企业

微信: elma003

时代催生翻译的变革 局也潜移默化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翻

译软件、机器翻译渐渐问世；一批又一批实战经验

匮乏，能力参差不齐的外语专业毕业生被批量投放
000年后，尤其是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以

进市场……翻译，这种原本优雅，蕴含文化底蕴的
来，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经济、政治等方面在

工作似乎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在办公桌前品半盏
国际上的地位，国际商务往来也更加频繁。2 茶，逐字逐句对源语言和译入语精雕细琢的翻译模

2000年初，80后作为生力军步入时代舞台的我们 式，而是加入商业的元素，跟上时代的步伐。这就
带来了创造性的思维、颠覆性的思想，翻译界的格 要求我们作为新一代的译员不仅应具备书本上学来

的源语言和译入语的文字功底、文化造诣和翻译

技巧，且更重要的是译入语在瞬息万变的商业时

代的运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学习机械翻译出生的我，参加工作的头两个月就 007年，我刚工作的第二年，所在的一美

跟工程师们深入车间学习组装机器，开始那两年 资企业举行盛大开业庆典，请来重庆卫视

跟随着外方工程技术人员全国考察供应商，了解 知名主持人王童先生和另一女性主持人，2
但机缘巧合，该女主持人在庆典开始前未能如约机器各个零部件在BOM表中的名称、实际功用，

而至，我就跟被抓壮丁一样临时从幕后口译调到再回到图纸翻译。这个过程虽很艰辛，却让我深
台前跟王童先生一起，双语主持庆典活动。在噼刻体会到，区别于传统译员，不仅仅是语言的对
里啪啦的闪光灯下，有别于普通口译，而是第一译，更应该把自己融入这个项目，翻译不应该是
次感受到了所谓“焦点”的感觉，但也许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角色，高高在上，而应作为该项目的
译员所练就的沉稳，让我感到暖暖的，开心但不“一员”，只有真正懂得，才能运用你的语言能
浮躁。 （口译是需要全神贯注高度集中注意力，力准确的翻译成另一种文字。

     你就是那颗最闪亮的星

李华杰 Elma Lee

口译现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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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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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没闲功夫紧张和忐忑）接下来是科勒集团总裁 上话了……这是普遍存在的口译译员的心态，看到

跟时任副市长吴家农及渝北区区长黄玉林的会晤。 对方译员翻得如此顺畅，自愧不如，越来越不自

信，如此反复恶性循环，其实这是不对的，译员在跟在领导身后，无论是Dick总裁还是副市长或区

现场应该调整好心态沉着、自信！长，我都全神贯注的倾听着、用速记法记录着，那
十多年的口译经历让我体会到要想成为合格的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高级别领导会晤，已经顾不得

口译人员，其实书本所学只能占到百分之五十，另是中方还是外方在讲话，一旦发言毕，我立刻翻
外百分之五十中的一半来源于业务工作的学习和积译。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抢占先机”，因为全情投
累，另一半则来源于一次次口译实践后的学习和总入了，跟着发言者的思绪在走，所以越翻越顺，越
结。翻越自信。直到会晤快结束的时候，吴副市长问我

机遇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以上的机缘巧合贵姓，然后用长者的语气看了看他身边的两个女
让我有机会认识更丰富的媒体，登上更广阔的平台生，半开玩笑的说，“小李，你把我的两个翻译都
从无数外语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走进重庆口译界的比下去了……”，此刻我才意识到，那两位是他和
康庄大道。区长带来的翻译，看到我翻得滔滔不绝，自觉插不

口译现场需要临机应变 如此一来既回答了她的问题，又没有对不确定的概

念枉自揣测。当然“满 并不意味着越多越好，过

犹不及，切忌不能翻译出源语言没有的含义。
优秀的口译员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口译

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一下子思维短路，
(2)说话的艺术再遇到些陌生的单词或表达方法，你若执

着于思考这某一个词句的意思，也许接下来就更没
正规大型会议的交传其实不比同传容易，同传

办法应付，就会出现“不会的不会，会也不会”，
坐在“黑匣子 里，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受外界

恶性循环，场面就会失控。这时就需要口译人员养
的干扰较少。而交传需在发言者说话过程中一边速

成良好的心理素质，运用一些技巧来处理口译现场
记，一边思考语言的组织，发言毕，立刻翻译，不

可能遇到的问题。
仅需要传达发言者的语言含义且翻译的语言需符合

译入语的语言习惯、顺畅，还需传达发言者的语气
(1)翻译得满一点

和态度。

2012年5月 ， 香 港 兰 桂 坊 主 席 盛 智 文A llen 
十多年前第一次陪同口译，老科勒先生夫人问

Zeman带队参加“渝洽会 ，与江北区委书记、我接待她的中方领导的surname。我不能完全确定

区长多轮会晤、洽谈，盛智文主席长期在香港的英surname是 姓 还 是 名 ， 我 灵 机 一 动 ， 答 His 
文环境中，也许最开始还不太习惯说完一段需停顿

family name is xxx and his given name is xxx.  

”

”

”

“

”

口译现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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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待译员翻译。作为译员，我绝对不能打断发言 用意，一段毕，给我留下翻译的时间。更令我意想

者，更不能记得下的翻，记不下的不翻，能做的只 不到的是，盛智文主席在回港后居然给我发来电

能是巧妙的跟发言者确认。我当时的处理方法是， 邮，也是唯一一位接受我翻译服务的高层人士事后

前面大概有三分之二通过我多年积累的头手心的速 致信感谢的。

记翻译完成后（当然确保翻译完成部分是一个完整

的部分，而不出现内容上的“断裂”），最后三分 (3)对带有严重口音的英文的处理

之一，在我不能百分之百确认的情况下（发言太

长，的确超过了我的记忆范围）我稍微放缓了语 印度人说英文印度人的英语很难区分t和d、
速 ， 微 笑 着 抬 头 说:“ 盛 智 文 主 席 还 强 调 道, 

p和b、l和r这几个音。“th”的音读得很像“t”,不
about the project lead time, appreciate if 

发声的辅音“r”也往往读出声来。我的办法是多
Allen could say more…” 盛智文主席立刻复述了 听、多学、多记。多听，即有针对性的看印度拍的

一下关于项目周期的陈述。通过两三次这种巧妙又 英文电影，多听印式英语；多学，即学习印度英语

不让整个会议冷场的处理后，盛主席也明白了我的 的发音规律；多记，即结合发言者的前言后语，根

据所学大致可以推断，并总结规律予以记忆。我曾 聊。也许是我敏感，但出于安全考虑也出于尊重，

这样做在我看来是有必要的。为印度最大的摩托车公司TVS翻译，因为涉及摩托

车业务及晚宴，由于曾在流水线学习组装摩托车动
(2)用实际行动巧妙的保护自己力系统两个月，对摩托车机械有一定了解，再有针

对性的强化学习跟宴会、食物，尤其是印度菜相关
有一年夏天的一次晚宴，我本坐在席间翻译，的英文，那次翻译很出彩，这才会有多次合作。

但不知不觉中，客户的手搭上了我放在桌下的大

腿，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我既不能声张当着众人给

人难堪，也不能让自己受到轻薄。我灵机一动，舀

了一大勺热汤，胳膊肘一拐，撒到我自己大腿上，

对方“嘶”一声，我立刻歉意的说“真是对不起，

还好您动作快，伸手帮我挡，否则就烫到了我腿

上。” 此刻，席间只有英雄救美的称颂，而毫无
于口译的技巧，相信前辈们比我更有经

尴尬。
验，这里不再赘述。作为口译人员，除了关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翻译技巧以及沉着

(3)通过正规翻译公司接业务
处理翻译现场的能力之外，美丽、优雅的外表也是

你的加分项。但凡事皆有两面性，作为女性口译人
曾受聘于一位中方房地产老总为其国际业务口

员有理有节之余，还要考虑到自身的尊严和安全。
译，项目完成后曾约我私聊，美其名曰“学英

可能很多尤其是女性口译人员曾被要求提前参加与
文”，但基本都谈他的私事……但我均礼貌的要求

客户的所谓面谈，若是测试你的语言能力也罢，但
通过翻译公司，正规的收取课程费用，按照客户要

往往不是，多是看脸。
求备课、授课。

这方面也许很少有文章涉及，但我愿现身说
总之，译无止境，练好语言这项内功，多多积

法。
累口译技巧，学会随机应变，沉着、冷静，充满自

信，作为女翻译，你也可以绽放出美丽的光彩！
(1)公共场合较安全

多年前，作为ABB外聘口译人员，参加ABB和

中冶赛迪的合作谈判。会谈下午开始，而ABB方执

意要求我中午前到海逸酒店某某房间。客户就是上

帝，我不能拒绝客户的要求，但是我可以礼貌的保

持距离。到了酒店大堂，我借酒店大堂的座机给酒

店房间打电话表明我已到达，且如若出现问题有踪

可查。再次被要求去房间面谈，进入房间，我发现

就客户一人且床单被褥凌乱，而且对方竟谈及跟此

次活动毫无关系的我的私人问题……我礼貌的询问

客户，差不多中午了，要不我们一起用餐，边吃边

请有理有节，不卑不亢的作带刺

的玫瑰

口译现场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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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我的

郑 璐

时
间飞逝，今天是《讯号》1岁的生日。还 艺术设计。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学了这么多年，终

记得2017年3月，在A区会议室，唐经理和 于可以学以致用了。但我内心更多的是紧张，因为

我相视对坐着，同时一本严肃的告诉我： 我担心自己不能完成，会让公司失望。

“公司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制 回想起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还真是误打误

作电子杂志”，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实施，所 撞，当年只是对这个专业比较喜欢和好奇，因为小

以，今天公司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想把这个机会交 时候喜欢画画涂涂，然后看了美剧《广告狂人》，

给你。”刚接收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说实话，心里 就决定选择这个专业了。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有在

开始还是挺开心的，但更多的是忐忑、紧张，大脑 专业的广告公司里实习过，只是偶尔喜欢看看关于

全是懵的。我为什么会有一点小开心呢？那是因为 色彩搭配、排版、结构类书籍，也爱收集一些我喜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学习就是广告艺术设计——平面 欢的有设计感的图片，因为没有经验，初期压力还

是挺大的，总是担心自己做的不好，好在同事们天 这一块。那段时间，大家几乎天天都在会议室里开

天鼓励我，让我化压力为动力，我也告诉自己，年 会讨论，从风格、内容、文字素材、图片素材，到

轻人嘛，总得对自己有些挑战，我接受这次挑战， 封面风格、字体选择和展现方式等等，最终我们定

并暗自决定，我一定要完成，还要很好的完成。 下内页的十四大板块和风格走向。2017年4月，大

家开始卯足劲儿，各自分工开始寻找素材啦！而

我，则会在国内外网站欣赏了各种优秀作品，遇见

《讯号》前期准备 优秀的作品，我就会保存下来，然后从它的整体到

细节来分析它的颜色搭配、排版、字体等等，这样

不仅有利于我自己学习，同时也利于在我制作的时2017年3月20日公司成立《讯号》编辑部，成

候，思路更加开阔。我们编辑部的成员们还常常相员由各部门精英同事加入，我是主要负责创意设计

心灵签到
Voice of the Heart

——写在《讯号》一周年

《讯号》 视觉设计 & 美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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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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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打气，我们觉得只要认真、尽全力去做，我们就 人的感觉就是万物变成金黄色，黄黄的一片，所以

一定会成功的。 我选择的是比较带有山水画风格的秋天，搭配秋天

最熟悉的金黄色组合而成。虽然封面出来了，可在

字体选择上，我可下了不少功夫，在把控字体整体《讯号》创作之路
风格方向的时候，我的要求是整体较细，线条柔

软，所以在浏览字体大全网站的时候，我会把我认
我的《讯号》创作之路就这样正式开始了。前

为比较符合的字体下载下来，同时也会参考许多优
期是从制作封面开始着手，西讯一直走的是一个文

秀设计，觉得好看的字体，我就截图保存，再放在
化氛围浓厚路线，所以那种华丽、夸张的风格并不

识别器里识别出是什么字体。前前后后我差不多做
适合公司的风格，我在制作封面的时候，主要考虑

了20多种字体来比较，最后从中挑选出10种字体和
的是封面清新、简单、文艺，不能过于复杂、华

封面相融合之后看效果。我和莫总、唐经理多次讨
丽。封面选图可杀了我不少脑细胞，我试过将以后

论修改，选定了“方正清刻本悦宋简体”的字体。
的每一期封面选图定位在节气、节日等选择，后来

同时封面已出定稿。
经过反复斟酌，觉得每一期的封面图不用定得太

接下来我开始着手内页的设计，中间也是困难
死，可以根据当时的发布时间与当时的特点相结合

重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创刊号里面的《译中人》
来制作。比如第一期发布时间是定在秋天，秋天给

和《心灵签到》两个板块，首先我得到的素材里面

心灵签到
Voice of the Heart

只有文字，但是单文字排版的效果非常单调，而且 墨图，再把配图放在右边整个版面，这样的组合在

根据正文内容寻找来相关图搭配非常困难，如果随 一起，给人感觉特别有味。另外一个板块是《词根

便配图，我会担心图和正文没有联系，如果图文不 词源小故事》，我特喜欢这个板块每一期的素材，

搭，就会影响整体效果，也会给读者造成误解，所 它每一期会介绍几个单词，每一个单词有一个小故

以当时我非常苦恼。后来在网上欣赏各种优秀的排 事，内容让人很容易理解，同时还有衍生单词，简

版效果，才有了自己的思路，后来我采用做透明边 单易懂，适合我这种英语薄弱的人。

框，在透明边框上下功夫，我在透明框的右下角， 《讯号》创刊号作为我们公司的第一本电子杂

放了一点绿色的植物点缀。我选择绿色植物有两个 志，大家都尤为重视，从收集素材到排版的整个制

方面，第一点是缓解视觉疲劳，大家都会有一个习 作周期有足足5个多月时间，仅仅制作就花了3个

惯，看一样东西看久了眼睛会累，都会选择看看绿 月，由“初稿”变成“终稿”再变成“不改终稿”

色的东西来缓解视觉疲劳；第二点就是长青，希望 再变成“终极终稿”再演变成“终极绝对不修改终

我们的《讯号》可以一直办下去。 稿”。当然后期检查也是一件费脑的事，剩下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板块有两个，第一个是《文 2个多月就是不停的检查，不停的修改，中间没有

字之歌》，它主要的内容是把诗歌英译，字体采用 一丝松懈，同样的内容检查了20多遍，不停的找问

毛笔记类型的字体，为什么会使用这个字体呢？因 题，比如，空格是否多空、文字是不是复制错误、

为我想到古时候，诗人在写诗的时候都是霸气的挥 有没有错别字、两边格式有没有对整齐、内容是否

笔写下，如果用常规正楷字体，达不到我心中的感 转曲等等，所以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就是非常认

觉。然后在配图的时候，我会根据诗歌内容来找水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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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之歌”图片风格激烈讨论中

“征稿令”视觉效果设计

“思想的声音”素材收集中



《讯号》创刊号正式上线 《讯号》一周年

转眼间，《讯号》的第7期来了，也是它的一2017年 9月18日 ， 这 是 Special的 一 天 ， 因 为

周岁生日，编辑部早早的就在策划一周年的系列活《讯号》创刊号正式上线啦。这可是我们编辑部的
动了。首先是版本升级，为了更方便讯迷们阅读，心血之作，终于要千呼万唤始出来啦！！！！这一
我们打算改变《讯号》的浏览方式，转变成可以动天不仅是公司久等了，同时我也久等了，因为要验
态观看。其次，就是会对一些板块的排版和内容进收我的“成果”了。整个上线过程，虽然说是波
行微调，让阅读更愉悦。最后，就是定制一周年礼折，中间有许许多多的小问题，但庆幸的是有编辑
品和策划一系列的线上线下活动。总来的说，我们部各位精英同事们一起帮忙解决，总得来说上线一
是很认真的啦！！切顺利。行政部为此，提前订了统一的《讯号》

回顾这一年，我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困难，但在服，还准备了生日蛋糕，庆祝《讯号》宝宝出生。
大家的帮助下，都能一步一步的去解决，每一次的全公司的同事一起庆祝，大家将《讯号》相继转发
解决都会让我成长许多，每一次的成功解决，我都到自己的朋友圈，大力推广，实在是给力呀。而
很开心，超级有成就感，发现原来自己是潜力无限我，虽然很开心，但是心里还是有些紧张，接下来
的，相信在以后的每一期我会越做越好。我也会收到许许多多的意见，可能有好的，也有可

今天，我想说对《讯号》说一声：“生日快能有坏的，但是我都会记录下来，因为这样有助于
乐”！希望我们《讯号》能一直做下去，下一个五我下一次更好的制作。
年、下一个十年，我们还在一起庆祝！

心灵签到
Voice of the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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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8日《讯号》正式上线

《讯号》往期在线浏览

http://fathomer.com/files/2018-01/2018012212021030426.pdf
http://fathomer.com/files/2017-12/2017122501591784859.pdf
http://fathomer.com/files/2018-03/2018031912363669242.pdf
http://fathomer.com/files/2018-07/2018072311280009918.pdf
http://fathomer.com/files/2017-09/2017092209543026510.pdf
http://fathomer.com/files/2018-05/2018052110392128951.pdf


思想的声音
Sound of Mind

How to train 
to have difficult 

employees

conversations
责任编辑   李  丽

Tamekia MizLadi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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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ekia 

MizLadi Smith让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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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live in a world where the collection discreet questions, like: "May I please have your 

of data is happening 24 hours a day, zip code?" Or, "Would you like to use your savings 

seven days a week, 365 days a year. card today?" All of which gives us data. However, 

This data is usually collected by what we call a the conversation becomes a l ittle bit more 

front-desk specialist now. These are the retail complex when the more difficult questions need 

clerks at your favorite department stores, the to be asked. 

cashiers at the grocery stores, the registration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see.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ss Margaret. Miss specialists at the hospital and even the person 
Margaret had been a front-desk specialist for that sold you your last movie ticket. They ask 

almost 20 years. And in all that time, she has food, food, food. 
never, and I do mean never, had to ask a patient You know you've got to bring food to these 
their gender, race or ethnicity. Because, see, now meetings. 
Miss Margaret has the ability to just look at you. Anyway. 
Uh-huh. And she can tell if you are a boy or a girl, Now, that was an example of a healthcare 
black or white, American or non-American. And in setting, but of course, all businesses collect some 
her mind, those were the only categories. form of data. True story: I was going to wire some 

So imagine that grave day, when her sassy money. And the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supervisor invited her to this "change everything" asked me if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I 
meeting and told her that would have to ask each hesitated to answer her question, and before she 
and every last one of her patients to self-identify. even realized why I hesitated, she began to throw 
She gave her six genders, eight races and over 100 the company she worked for under the bus. She 
ethnicities. said, "Girl, I know it's stupid, but they makin' us ask 

Well, now, Miss Margaret was appalled. I mean, this question." 
highly offended. So much so that she marched Because of the way she presented it to me, I 
down to that human-resource department to see was like, "Girl, why? Why they makin' you ask this 
if she was eligible for an early retirement. And she question? Is they deportin' people?" 
ended her rant by saying that her sassy supervisor But then I had to turn on the other side of me, 
invited her to this "change everything" meeting the more professional speaker-poet side of me. 
and didn't, didn't, even, even bring, bring food, The one that understood that there were little 



思想的声音
Sound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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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Margarets all over the place. People who were which depends on the data that we collect, and if 
good people, maybe even good employees, but we have bad data, than we have those issues still. 
lacked the ability to ask their questions properly And we have underprivileged populations that 
and unfortunately, that made her look bad, but the remain unfortunate and underprivileged, because 
worst, that made the business look even worse the data that we're using is either outdated, or is 
than how she was looking. Because she had no not good at all or we don't have anything at all. 
idea who I was. I mean, I literally could have been a Now, wouldn't it be amazing if people like Miss 
woman who was scheduled to do a TED Talk and M a r g a r e t  a n d  t h e  c u s t o m e r - s e r v i c e  
would use her as an example. Imagine that. representative at the wiring place were graced to 

And unfortunately, what happens is people collect data with compassionate care? Can I 
would decline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because explain to you what I mean by "graced?" I wrote an 
they feel like you would use the information to acrostic poem. 
discriminate against them, all because of how you G: Getting the front desk specialist involved 
presented the information. And at that point, we and letting them know 
get bad data. And everybody knows what bad data R: the Relevance of their role as they become 
does. Bad data costs you time, it costs you money A: Accountable for the accuracy of data while 
and it costs you resources. implementing 

Unfortunately, when you have bad data, it also C: Compassionate care within all encounters 
costs you a lot more, because we have health by becoming 
disparities, and we hav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 Equipped with the education needed to 
health, and we have the infant mortality, all of inform people of why data collection is so 

important. and it changes their attitudes. Now I know that 
data that we have at the front desk translates into Now, I'm an artist. And so what happens with 
research that eliminates disparities and finds me is that when I create something artistically, the 
c u r e s .  N o w  I  k n o w  t h a t  t e a c h i n g  p e o p l e  trainer in me is awakened as well. So what I did was, 
transitional change instead of shocking them into I began to develop that acrostic poem into a full 
change is always a better way of implementing training entitled "I'm G.R.A.C.E.D." Because I 
change. See, now I know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remember, being the front-desk specialist, and 
share information when they are treated with when I went to the office of equity to start working, 
respect by knowledgeable staff members. Now I I was like, "Is that why they asked us to ask that 
know that you don't have to be a statistician to question?" It all became a bright light to me, and I 
understand the power and the purpose of data, realized that I asked people and I told people 
but you do have to treat people with respect and about -- I called them by the wrong gender, I called 
have compassionate care. Now I know that when them by the wrong race, I called them by the wrong 
you've been graced,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ethnicity, and the environment became hostile, 
empower somebody else. But most importantly, p e o p l e w a s o f f e n d e d a n d I w a s f r u s t r a t e d 
now I know that when teaching human beings to because I was not graced. 
communicate with other human beings, it should I remember my computerized training, and 
be delivered by a human being. unfortunately, that training did not prepare me to 

So when y'all go to work and y'all schedule that deescalate a situation. It did not prepare me to 
"change everything" meeting -- remember Miss have teachable moments when I had questions 
Margaret. And don't forget the food, the food, the about asking the questions. I would look at the 
food, the food.computer and say, "So, what do I do when this 

h a p p e n s ? " A n d t h e c o m p u t e r w o u l d s a y . . . Thank you. 
nothing, because a computer cannot talk back to 
you. 

So that's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omeone 
there who was trained to teach you and tell you 
what you do in situations like that. So, when I 
created the "I'm G.R.A.C.E.D" training, I created it 
with that experience that I had in mind, but also 
that conviction that I had in mind. Because I 
wanted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it to be a safe 
space for open dialogue for people. I wanted to 
talk about biases, the unconscious ones and the 
conscious ones, and what we do. 

Because now I know that when you engage 
people in the why, it challenges their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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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ed.com/talks/marc_bamuthi_joseph_what_soccer_can_teach_us_about_freedom


译言堂
Brainstorming

“言”于利已
——学会说话真的很重要

唐香

西讯翻译 行政部经理

说话的语气很重要，有时候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一个意思，用不同的语气表达出来，那可是完全不

一样的味道。因此在和人交流沟通的时候要注意语气。

“ ”语 气

说话的顺序，对于要表达的意思也是很关键的。最为知名的莫过于屡战屡败VS屡败屡战，可谓哪一个

先说和哪一个后说那意思可是天差地别的。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也是先说前一个还是后一个，或是先说原

因还是先说结果，最后的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

“语 序”

每个人骨子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认为自己的才是对的。在和人交流的时候最好多求同，不仅可以

显得你和他有共同的看法、见解、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还可以让他觉得和你相处交流很聊得来，很有熟

悉的感觉。

“求 同”

有的人说话心直口快，虽然说不一定是有错，但是往往表现的不是让你那么喜欢。在和他人交流沟通

的时候最好说出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避免说错话，也更显得成熟稳重。

“深 思”

了鲜少与“外界”交流的习惯，显现出大多数翻译从 音就行了，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说话是一门很深

业者比较内敛的性格。不管这种性格是天生的，还是 的学问。一个人呢，如果学会说话，真的能让僵局或

通过后天的学习或工作养成的，在如今这个社会圈 者即将出现状况的你化解危机，让你的难题迎刃而

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已经在趋于减少，每天接触的 解。可到底要注意什么？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跟什么

都是电子产品和互联网等，时代虽然在进步，但如果 人说什么话？这些又有多少人懂呢？在日常工作和生

连最基本的“说话”都变少了，那这个时代将会变的 活中，怎么样才能做到更好的和别人流沟通呢？

渐渐没有了“人情味”，这是相当可怕的事情。

大家可能觉得说话是很简单的事，张开嘴发出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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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和别人聊天交流的时候说话说的过快也是不好的，这样别人一方面听起来十分的吃力，另一方

面容易听错或是发生误解。因此和人交流沟通的时候说话最好不要说的太快。 

“语 速”

在
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总是离不开和别人的交 别是笔译工程师，在埋头进行语言转换时，几乎能达

流沟通，而翻译工程师们因为职业的特殊 到忘我的境界，摒弃杂念力求交给客户一份满意的译

稿，这是值得称赞的敬业精神。但同时，也渐渐养成性，大多时间都是专注于自己的Case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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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言堂
Brainstorming

一.

二.

三.

说话时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说话，都有自己的特定身份。这种身份，也就是自己

当时的“角色地位”。比如，在公司，对下属来说你是领导，对领导来说你又成了下属，如果用对下属说

话的语气对你的领导说话就不合适了，因为这是不礼貌的，是有失“分寸”的。

说话要尽量客观。这里说的客观，就是尊重事实。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

实际。有些人喜欢主观臆测，信口开河，这样往往会把事情办糟。

说话要有善意。所谓善意，也就是与人为善。说话的目的，就是要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俗

话说：“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恨难消。”

“如何说话”

一.

二.

准确流畅的语言 

 

  去掉过多的口头禅。

  

  要注意讲对方听得懂的语言。

 

  非专业场合不要用过分专业的词汇，让人感到理解困难，没办法交流，不容易互动。

委婉表达自己的意思 

  避免使用主观武断的词语，要尽量采用与人商量的口气。 

  先肯定后否定，学会使用“是的……但是……”这个句式。

  

  间接地提醒他人的错误或拒绝他人。 

“讲究语言艺术”

“交谈四不要”

一.

二.

三.

四.

不要独白  

  交谈中要多给对方发言的机会，不要一人侃侃而谈。

不要插嘴  

  打断对方讲话；补充见解；纠正错误。他人讲话时，尽量不要在中途打断。确需发表个人意见或进

行补充，应待对方把话讲完。

不要抬杠  

  在一般性的交谈中，应允许各抒己见。有不同意见，可以委婉提出，切不可与人争得面红耳赤。

不要否定  

  在交谈之中，不要质疑否定，要善于聆听他人的意见，只要对方所说无关大是大非，一般不宜当面

否定。

三.

四.

把握一定的分寸 

适度表现幽默

在和别人交流沟通的时候最好要互动，如果你说的太多也不好，和你交流的人感觉都是你在说。如果

你不说话不互动也不好，和你交流的人可能会认为你没有认真在听他说话或是不重视他。因此在和人交流

的时候需要做好相关的互动及适当的重复他刚说过的话。

“互动重复”

一
周

年

*

*

*

*

*

*

*

*

听比说更重要！职场基本原则：少说多听——（智者善听、愚者多说）

在与人交谈的时候，为了拉近和交谈对象的关系，并真正、切实地了解到对方所说的内容，在倾听上

要注意——耐心，关心，专注有礼，呼应配合。

一个人无论你的学识再怎样渊博，你不会说话，不会交际，你真的难以有所成就！当然生活中的看似

简单的交流恰好蕴含更深的哲理！——学会说话真的很重要！

“做个良好的倾听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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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校
Best Universities

中国名校

本期是世界名校系列的最后一期，小编将带大家回到中国，大家可能对中国的著名高校已非常熟悉，那就借此机会多了解一

下吧。

责任编辑   马爽爽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简称“北大”，诞生于

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

最早以“大学”之名创办的学校，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

教育的开端。北大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以国家最高学府身份创

立的学校，最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

能，统管全国教育。北大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学制，开创了

中国最早的文科、理科、社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是近

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

北大由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是国家“双

一流”、“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重

点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九校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

京港大学联盟、亚洲大学联盟、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国际研

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东亚四大学论坛、国际公

立大学论坛、中俄综合性大学联盟重要成员。 

北大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聚集了许多学者专

家，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创造了大批重大科学成果，影响和

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

的进程。

02.

创建于：1898年

知名校友：李克强、杨振宁、屠呦呦等

浙江大学

Zhejiang University

浙江大学 Zhejiang  University ，简称“浙大” 坐落于“人间天

堂”杭州。前身是1897年创建的求是书院，是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

式高等学校之一。1928年定名为浙江大学。国民党执政时期，浙江大学

在竺可桢老校长的带领下，崛起为中华民国最高学府之一，被英国科学

史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迎来了浙大百年校史中最辉煌的时期。

竺可桢老校长因其历史贡献，成为了浙大校史中最伟大的人，并为浙大

确立了“求是”校训和文言文《浙江大学校歌》。

浙大由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是中国著名顶级学府

之一，中国“学科最齐全”、“学生创业率最高”的大学，位列国家首

批“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A类重点建设的高校，是首

批20所学位自主审核高校之一，为九校联盟（C9）、环太平洋大学联

盟、世界大学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成员，是入选“珠峰计划”、

“2011计划”、“111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农林人

才教育培养计划”全国重点大学。

据ESI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3月，学校18个学科进入世界学术机

构前1%，7个学科进入ESI前100位，均居全国高校第二；8个学科进入前

1‰，5个学科进入ESI前50位，均居全国高校第一。

( ) ，

03.

创建于：1897年

知名校友：竺可桢、陈独秀、路甬祥等

Universities in China

清华大学

Ts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简称“清华”，其前身清华

学堂始建于1911年，因水木清华而得名，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

学校，其建校的资金源于1908年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1912年

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

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

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清华大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1978年以来

逐步恢复和发展为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

清华由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是中国著名高等学

府，位列“211工程”、“985工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入选“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高等

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为九

校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亚洲大学联

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清华—剑桥—MIT低碳大学联盟成员，被

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清华大学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

的校风，坚持“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和

“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特色，弘扬“爱国奉献、追求卓

越”传统和“人文日新”精神。

01.

创建于：1911年

                                    
知名校友：习近平、胡锦涛、杨振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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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fast at Tiffany's

Title

Truman Garcia Capote

Author

作者的其他名作

“In Cold Blood” 1

《蒂凡尼的早餐》

同名电影

导演

布莱克·爱德华兹

主演

奥黛丽·赫本、乔治·佩帕德、帕德里夏·妮尔

电影简介

农家少女霍莉·戈莱特来到纽约当高级交际花，一心想过上流社会的生活。并认识了同栋

公寓的作家保罗·瓦杰克。保罗被其行为所吸引，也因了解而爱上她。而霍莉一直想摆脱贫困

的生活，追求享乐的金粉世界。因金钱、身份、地位找不到归宿，甚至弄得声名狼藉。当两人

最后决裂时，霍莉才了解到将自己局限在财富里寻找不到真正的爱情。最后，霍莉戴着保罗送

给她刻着蒂凡尼字样的戒指，怀抱着失而复得的小猫，与保罗相拥于倾盆大雨中。

导演的其他名作

《雌雄莫辩》

《拂晓出击》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In autumn 1943, the unnamed narrator befriends Holly Golightly. The two are tenants in a 
brownstone apartment in Manhattan's Upper East Side. Holly is a country girl turned New York café 
society girl. As such, she has no job and lives by socializing with wealthy men and she hopes to marry one 
of them. Holly likes to shock people with carefully selected tidbits from her personal life or her outspoken 
viewpoints on various topics. Over the course of a year, she slowly reveals herself to the narrator, who 
finds himself fascinated by her curious lifestyle.

心的旅行
Take My Heart Away

1

21

1

2

Breakfast at Tiffany's
一周年之际，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部轻松欢快的喜剧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责任编辑  马爽爽

《妙探长巧取粉红豹》3

3

Book Description

Truman Garcia Capote (original name Truman Streckfus Persons, September 30, 1924 – August 25, 
1984) was an American novelist, short story writer, screenwriter, playwright, and actor. Many of Capote's 
short stories, novels, plays, and nonfiction are recognized as literary classics, including the novella 
Breakfast at Tiffany's and the true crime novel In Cold Blood, which he labeled a "nonfiction novel". At 
least 20 films and television dramas have been produced from Capote novels, stories, and plays.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Summer Crossing”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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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根词源小故事
Stories

自然万物
责任编辑   徐梦苗

Natur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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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学习了一些鲜花和食

物的英语知识，但世界之大，不止于此，这一回，我们一起来认识认识大自然的动物朋友们吧。

希腊神话中，风神有一个女儿叫艾尔莎奥

妮( )，嫁给了黎明女神的儿子西克斯

(Ceyx)。两人非常恩爱，竟然得意地自比宙斯

和赫拉，结果惹恼了宙斯和赫拉，决定要好好

惩罚这两个不敬神灵的凡人。于是，有一天，

西克斯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溺水而亡，艾尔莎奥

妮伤心愈绝，跳崖身亡。

众神被她的痴情感动，就将西克斯与艾尔

莎奥妮双双变成神翠鸟(halcyon)，从此永不分

离。传说中这对恩爱的夫妻在波浪上抚育他们

的孩子，而艾尔莎奥妮的父亲风神因为眷顾女

儿，每年十二月份，他就会平息海浪，便于翠

鸟在海上筑窝，生育后代。所以单词halcyon还

有“风浪平息”的含义。

Alcyone

神翠鸟 Halcyon03.

halcyon ['hælsɪən; -ʃ(ə)n] n.神翠鸟，翡翠鸟；adj.宁静的，平稳的

 Ferret 雪貂 性情凶猛，行动敏捷而且

狡猾，发现猎物后蹑手蹑脚地慢慢接近，然

后突然捕食。古）代西方人经常在狩猎时使

用雪貂来驱赶洞穴中的老鼠和兔子。英语中

表示“雪貂”的单词ferret就反映了雪貂的

狡猾特征，它的字面含义是“小贼”，词尾

的-et是指小形式，而前面的ferr-来自拉丁语

fur(贼)，与英语单词furtive(鬼鬼祟祟的)同

源。

( )

雪貂 Ferret01.

ferret ['fɛrɪt] n.雪貂；白鼬；侦探；v.搜索，搜出，查获；驱出；用雪貂猎取

Flamingo(火烈鸟)是一种羽毛粉红

或深红的热带鸟类。西班牙探险者首次

在美洲大陆见到这种鸟类时，见其红色

羽毛格外醒目，便称其为flamengo，字

面 意 思 就 是 flame-colored(颜 色 似 火

的)， 由 词 根 flam-(火 ， flame)衍 生 而

成 。 该 词 进 入 英 语 后 拼 写 演 变 为

flamingo。

火烈鸟 Flamingo04.

 Butterfly(蝴蝶)由butter(黄油)+ fly(飞虫 )构

成。那么，蝴蝶跟黄油到底有啥关系呢？有一

种说法认为，是因为蝴蝶喜欢偷吃黄油和牛

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因为很多蝴蝶的颜

色像黄油，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蝴蝶的粪

便的颜色像黄油。

蝴蝶 Butterfly02.

butter ['bʌtɚ] vt.涂黄油于；讨好；n.黄油；奶油；奉承话

butterfly ['bʌtəflaɪ] n.蝴蝶

furtive ['fɜːtɪv] adj.鬼鬼祟祟的，秘密的

fly [flaɪ] v.飞；驾驶飞机；（使）飘扬；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flamingo [flə'mɪŋgəʊ] n.[鸟] 火烈鸟

flam- 火，燃烧鸟

flame [flem] n.火焰；热情；光辉；v.焚烧；泛红

inflame [ɪn'flem] v.激怒；激动；（使）燃烧；（使）发炎

flammable ['flæməbl] adj.易燃的；可燃的；可燃性的；n.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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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问译答
Q&A

唐 香 

西讯翻译 行政部经理

想到做到的

“大管家”

座右铭：心里有阳光 , 生命才会开花!

Ivy

Q & A Q= Info A= Ivy

西讯对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

公司而已，更多的是一份“情”！加入西讯

算是一个巧合，让我走进专业的翻译文化公

司成为其中一员，十二年的朝夕相处，足以

印证了当初的择业之路没有错，这绝不仅仅

是一份薪资，还有那种为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而拼搏、奋斗的成就感，以及对自己身心的

磨练。西讯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大家都

是朝着同一个目标而奋斗，对于员工福利这

A

可以先聊聊你眼中的西讯是什么样的吗？
方面，也是做的很到位，每年都有新的福利

和激励机制增加，这样一支充满活力、朝气

蓬勃的队伍，谁又愿意离开呢。

B

听说你不是学语言专业的，怎么会有机会进

入翻译公司呢？

专 业 的 翻 译 公 司 不 仅 仅 只 有Translator

啊，我是学计算机的，刚到公司时职位是行

政助理，主要是为大家做好后勤服务，同时

兼做网管，那时真感觉自己是一个“大管

家”，会的自己做，不会的马上学，反正工

作是不能耽搁的，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自我

提高了很多，真的可以说是和公司在共成

长。

这才是聪明之举。工作中一定要学会管好自

己的情绪，管住自己的嘴巴，减少不必要的

抱怨。

我的职场法则很简单的，“二态”——

心态和态度。心态，指一种内心活动的健

康、正确与否，而我要强调的就是“工作心

态”，不管你处于什么职位，都需要摆正自

己的位置，不能看到别人做的好就妒忌，要

学会沉得住气，更要经得起表扬，切忌患得

患失。态度，则是一种表现在外面的心理活

动，是由心态决定的。所以，“工作态度”

同样很重要，能力不够时，要虚心请教，能

力很强时，也不要忘记了感恩，因为你能力

的提升肯定离不开同事和领导的帮助。

C

可以分享下你的职场法则吗？

哈哈，忌讳的还是挺多的，如果非要加

个“最”字，那肯定就是——抱怨。一个人

在愤怒的时候智商和情商几乎为零，所以在

职场中，提高智商和情商的办法就是稳定自

己的情绪。我的领导曾告诉我：“不要带着

自己的情绪来工作。”而且，抱怨除了可以

破坏工作氛围之外没有任何作用，有问题有

想法希望以合理的方式向公司或领导提出，

D

你认为工作中最忌讳什么？

首先，肯定是要热爱翻译事业才行的，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次，就是翻

译实践必不可少，基本功得扎实；再次，就

是“细心”和“责任心”，这可是翻译工程

师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最后，需要具备良

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一个团队之所以强大，

一方面是因为强大的执行力，另一方面，是

因为团队成员懂得互助互信，相互协调，相

互理解。还有一点需要提醒一下，如果已经

考取了翻译资格证书，将会在实际的翻译工

作开展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若暂

时没有此证书，也不会阻拦热爱翻译事业的

有志青年加入公司。

E

西讯对于翻译人才的选拔都有哪些要求呢？

我觉得学习和工作是无限循环的，在学

校所学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尽快适应工作

需求，而工作到一定阶段，就会迫使我们再

继续学习深造，来应对新的工作挑战。所以

我除了日常喜欢去书店看看管理和心理学方

面的书籍，也在计划学历的深造，希望在自

我升级的同时，也能更加拓宽自己的人脉

圈，为自己也为公司添砖加瓦。

F

你平时主要通过哪些途径进行自我能力的

提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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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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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ilable Space

ROA

Un-hero

CFV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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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ransport

我是番茄酱
TransG   -Getter

译语中的~
Fathom Everyday

#

西讯 A to Z
Fathom A to Z

我们的每一件翻译产品，都经过了翻译、审译、编辑等共6道工

序，为提供最优质的翻译质量，每一件产品都经过翻译项目小组全

体会商确认，经过所有参与者的精炼和淬砺而得。

http://e.t.qq.com/fathomer
http://weibo.com/fathomer/profile?rightmod=1&wvr=6&mod=personnumber
www.fathomer.com
https://mp.weixin.qq.com/mp/homepage?__biz=MjM5ODgwOTA4Mg==&hid=4&sn=73ec65bc06e686ffa027eb336f847834&scene=1&devicetype=iOS10.2.1&version=16070228&lang=en&nettype=3G+&ascene=0&fontScale=100&wx_header=1
http://mp.weixin.qq.com/s/lKVmT3jB30DjsPJKRNRzBg
http://s.weibo.com/weibo/%23Fathom%20Everyday%20%E8%AF%91%E8%AF%AD%E4%B8%AD%E7%9A%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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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