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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李永毅教授

获得鲁迅文学奖

“享誉全国的诗歌重镇”，重庆的这一金 奖办公室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官方网站中国作家

字招牌再添新的殊荣！ 网公布了本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名单，重庆大

在著名诗人傅天琳、李元胜之后，鲁迅文 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重庆翻译学会副会长李永

学奖的获奖者名单中又多了一个重庆人的名 毅的作品《贺拉斯诗全集》斩获“文学翻译

字——李永毅。8月11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 奖”。李永毅也由此成为了重庆第三位鲁迅文

学奖得主。 李永毅说的“10年”，应该是指本次获奖

“当然是非常激动！”昨日下午，重庆晨 的《贺拉斯诗全集》启动翻译、“创作”算

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上李永毅时他笑着感叹 起，但不能忽视的是，没有他更早、还在大学

道。不过，他很快又直言，这其实只是自己的 时就开始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就不会有他后面

一个开始：“10年甚至更早之前我就规划好 一系列贺拉斯翻译、研究作品的出炉。

了，要把所有古罗马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品都翻 43岁的李永毅是199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译出来，带给中国读者。” 英美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就读的，从那时起，他

就和外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我在北

师大读硕士、博士都是这个专业。”李永毅
关注贺拉斯作品近20年

说，对英美文学稍有了解的读者都比较清楚的

是，“做英美文学研究，只要稍微深入一点，
“嗯……前后，差不多10年吧！”昨天下

你就会发现它的源头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文
午，当记者问起李永毅，关注、研究、翻译本

学、诗作。它们对英美文学的影响，直到现在
次令他斩获鲁迅文学奖的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作

都还能看到。这是必须要关注的。”
品有多久，他还稍有迟疑。言语间可以明显听

李永毅说，刚好自己在大四时喜欢上了拉
出其中的不易和艰难。

丁语。于是，自己有了深入了解、研究古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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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毅在查阅研究资料（一）

李永毅获奖书籍：《贺拉斯诗全集》



文学的入门工具。 说本次获奖的《贺拉斯诗全集》是“砖

在众多的古罗马作品中，贺拉斯能引起李 头”都并不过分。上、下两册一共包括了李永

永毅的注意多少有点“物以稀为贵”的味道。 毅翻译的贺拉斯的全部诗歌作品，含四部《颂

李永毅说，一方面，贺拉斯的文学理论、美 诗集》、《长短句集》、《世纪之歌》、两部

学、哲学思想对后世的英美文学影响深远， 《闲谈集》和两部《书信集》），总体量达到

“可能很多不是做文学研究的人都听过他的名 近八千行。

字”；但同时“他的作品在被翻译、介绍到中 特别值得一提，同时也是《贺拉斯诗全

国的又是很稀少的。” 集》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李永毅是从拉丁语直

在李永毅印象中，自己读大学时贺拉斯的 接翻译成中文出版。要知道，包括此前诺贝尔

作品，在国内较有规模、系统出版过的只在一 文学奖得主作品在内，相当多的外国文学作品

本《诗艺》里，“还是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合 都是从英语译本再译成中文的。

在一起出的。” 首先，拉丁语研究就是一个大难题。这方

由此，李永毅踏上了深入研究贺拉斯作品 面李永毅更多借助了互联网。他此前曾半开玩

之路。 笑地说，自己光是从国内外各个电子图书馆下

载的有关拉丁语研究的书、资料就价值3亿元人

民币。
还有他自己的“创作”

之所以想啃下拉丁语翻译的硬骨头，李永

毅说，有太多的外国文学和哲学领域很多重要 20年前就是诗歌爱好者

的文献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但“比如法国人出

版一本书，3年必定会有英译本，这有利于学术 其实，李永毅在国内诗人圈中早已小有名
交流，我们也应该这样。” 气。这需要从近20年前他创办、主理的诗歌网

难度还不仅于此。资深诗歌爱好者比较清 站说起。
楚，贺拉斯的作品除了是由艰深的古典拉丁文 “2000年左右，我和李元胜办界限诗歌网
写成外，他也是包括奥维德在内的多位古罗马 时，他（李永毅）办的诗歌网站灵石岛就已经
著名诗人行文风格最为狡黠的一位，很多词句 在圈内很有名了。”昨日下午，本土知名纯文
的基本文义都让后世的注者争论不休。 学杂志《红岩》的副主编欧阳斌在接受记者采

“首先摆在我面前的就是译得要让人看 访时回忆，“灵石岛”当时主要收录翻译的外
懂。”李永毅说，贺拉斯的作品即便翻译成英 国诗歌。欧阳斌印象中，“灵石岛”当年就以
文，西方读者都不一定能理解；所以我首先查 收录外国诗歌非常全面、系统而著称。
阅、研究了非常多前人研究他的专著、论文。 李永毅说，他从11岁就开始写诗，但一直
“我看的主要是有关他的英文著作。专著四五 “断断续续，水平不高”。说起“灵石岛”的
十本，论文还有数十篇吧。”前期准备工作的 创办，确实是兴趣所致，后来精力有限就逐渐
笔记和翻译中产生的想法，在书里就有多达七 没有维护了。不过，这段经历确实开拓了他的
十万字逐行详注。 眼界。“为了办这个网站，那7年我确实看到了

之所以说《贺拉斯诗全集》不仅是翻译， 数十个国家各种风格不同的诗歌。”
还有“创作”，就是因为摆在他面前的还有第 当年开阔的眼界对李永毅当下的翻译、创
二道关。“这是诗歌翻译，相当于你要理解原 作也有影响。虽然他自谦创作方面只是业余爱
作的意思、意境，再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但 好者，但他对现代汉语诗歌的创作总结了很多
你写诗的情感又是被别人控制、束缚的；同 心得。“现代汉语诗歌其实很多方面成就非常
时，又要保证不能成为原作的奴隶。”李永毅 高，思想、情感、意向都没问题，只是节奏没
说，过去10年间自己的翻译、“创作”过程就 有解决得特别好。”李永毅说，古诗节奏是以
好似自己和自己挣扎、搏斗。 字为基础，而现代诗通常是以两个、三个音节

此外，李永毅还给自己多“戴上了一个镣 为节奏，这导致在音乐性上是需要再下功夫
铐”：“他以诗艺高超和音律完美著称，他的 的。
诗里有19种不同的格律。我觉得这种特点最好 同时，李永毅认为，这其中也有翻译界的
是用汉语格律来对应。”针对每一种，他都事 责任。“其实，很多英美诗歌是格律诗，是有
先设计好每行的顿数和不同的韵式。 节奏便于朗诵传唱的，国内翻译时更多注重了

李永毅翻译工作最忙时，他给自己定下的 叙事性，节奏方面被忽视了。”
作息规矩是一天连续工作12小时，每小时休息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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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毅在查阅研究资料（二）

记者与李永毅对话



李永毅：

李永毅：

刚接到电话确认得奖后，我自然非常高我的规划10年前就做好了

兴。这个奖真的非常难得。我查阅过提名名

单，10个提名人中有9个人都是北京的，地方译
重庆晨报记者：获得鲁迅文学奖，心情怎

者能进入提名就很不容易了。
样？有什么想说的吗？

拉丁语作为小语种，最强的翻译肯定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刚听说我被提名时，其实我高兴

在鲁迅文学奖评选中，文学翻译奖中小语种其的同时更多是平静。因为我一直做这个项目，

实是很重的。很荣幸我能获奖。自己用了多少心，作品扎不扎实是非常有数

的。我可以说，书里的每一个理解可能不是唯

一正确的，但为什么翻译成这样我可以很详细 重庆晨报记者：接下来在工作、庆祝方面

说出理由。 会有什么特别安排吗？

获奖者简介

李永毅，1975年出生于重庆开县。1993年-200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先后获得学士、硕

士、博士学位。现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重庆大学高研院博士生导师、重庆翻译学会副会

长。

他主要研究古罗马诗歌、英美诗歌、解构主义文论、西方思想史，已出版《卡图卢斯研究》、

《比较之维：诗歌与诗学论稿》等专著，《贺拉斯诗选拉中对照详注本》、《卡图卢斯歌集拉中

对照译注本》等16部译著。目前，他主持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项目“贺拉斯诗歌翻译与研究”以及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贺拉斯全集译注与研究”。先后讲授文学、翻译、文化方向二十

门课程。曾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本科十佳教师奖、重庆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奖、第七届重庆文学奖等

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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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毅： 庆祝我还真没想过。其实，这个暑假我的其实贺拉斯只算是一个开始吧

翻译任务很重，正在翻译奥维德流放时期的三（无论获不获奖）。2008年，我翻译古罗马诗
部诗集。总体量也是8000行左右，这也是国内集时，就有了一个完整规划，我想把所有古罗
第一个译本，有望在年底出版，后面20天我还马有代表性的诗人的作品都译成中文。
要努力。

比如，古罗马诗人中最著名的奥维德的作

品，虽然中文译本已经有一些了，但像《变形

记》是按散文体翻译的，也还有改进的余地。

（本文来源：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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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

翻译不靠谱

令美误读中国

美国缺少会讲汉语的中国专家。 象里，我们就从研究恐怖主义现象的人变成恐

与此同时，中方认为美国鹰派有意误译有 怖分子。”

关美国的中文书籍，目的是误导美国决策者和 乔认为美国人对中国误解极深，他抨击皮

美国公众。典型例子是解放军少将乔良和王湘 尔斯伯里的理论是“非常愚蠢的判断”，凸显

穗的军事著作《超限战》。该书讲述中国这样 帝国主义和过时思维。此类书被某些人和势力

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击败美国这样科技水平占 刻意误译，致使中国国际地位受损。他也坦承

优的对手。乔批评该书英译文错误百出，首先 歪曲或因译者不够懂中文。一些观察家说，讽

标题就翻译得有问题，应译成“超越界限和限 刺的是，特朗普的外孙女表现出流利的中文水

制的战争”，而非“不受限制的战争”。原书 平，其政府却执迷于不靠谱的中文书英译本。

副标题“全球化时代的战争与战法”在英文版

中被改成“中国毁灭美国的总计划”。这不仅

是离题万里，且荒谬至极甚至别有用心。

皮尔斯伯里称，“不受限制的战争”凸显

中国谋划使用“非对称作战，包括恐怖主义攻

击美国”。乔良驳斥说，错误翻译把他目睹恐

袭的描述从“吃惊”变成“惊喜”从而造成误

解，“这样一来，在阅读该书英文版的读者印

随着美中关系紧张升级，两国鹰派都认同 仿佛密码。”据说该书对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对

一件事：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迷失于翻译中。双 华政策影响很大。他称中国鹰派利用晦涩复杂

方互指对方滥用或不当使用模棱两可的中文。 的中文隐藏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旨在取代美国成

一些北京官员指责美国有人操纵中文意思的细 为头号超级大国的“战略欺瞒”计划。他举例

微差别，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和决策以推进美国 称，中国将“韬光养晦”外交战略译为“等待

利益。美国鹰派则更苛刻地把中国人用于沟通 时机，打造力量”。皮尔斯伯里认为这种译法

的言辞与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密谋联 掩盖了言外之意：准备复仇。他称：“我们不

系起来。 仅要知道那些话的字面意思，还要知晓上下

白宫外部顾问、《百年马拉松》一书作者 文，要找出更大的言外之意。但整整半个多世

迈克尔·皮尔斯伯里写道，“中文语言之复杂 纪，美国人没能做到。”他说令人担忧的是，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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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科外国语学院领导走访西讯

NEWS
01

横扫“疑难杂症”

1
0月 18日上午，西讯迎来了两位重量级人 针对全院长的看法，负责此次接待工作的行政部经理

物——重庆科技学院（简称重科）外国语学院 Ivy回应到，为培养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优秀翻译人才，

的全冬院长和李锐主任。 提高在校生的翻译素质和翻译能力，校企可以强强联

合，以“产、学、研”的合作模式，开展相应的教学上半年在重科外国语学院举办的“意中人 译中

互助、科研项目等方面的合作。西讯拥有专业的翻译人——解密真实的翻译工作”讲座引起了同学们的热

培训导师，可与学校合作共建专业课题，为课题的实烈反响，也让公司得到了更好的宣传。为了能进一步

施提供各种语料工具，为同学们的翻译实践提供职业帮助同学们对翻译工作的了解，公司一直和重科外国

化辅导，帮助同学们不断提升实践能力和水平，提前语学院保持密切沟通，希望可以尽快建立多种合作方

实现岗前职业化培训。式。

此次洽谈为西讯和重科外国语学院进一步的合作在B区会议室的交流中，全院长提到，传统的授
奠定了基础，接下来双方将会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争课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日常教学，同学们希望在校期间
取早日让“翻译实践教学”走进课堂。能有更多翻译实践的机会，加深对翻译工作的认知。

•

2
018年10月底，公司完成了为期3个月的百万机械 容丢失和漏译严重、客户刻意将可编辑的译文内容用图

类俄语项目，后期，客户专程打电话表示了感谢 片格式插入导致严重失真、正文中插入的文件对象图标

并分享最终作品。对此，HR的Icy组织召开了“机 无法正常打开；最后，WORD中表格的格式混乱、

械类项目总结交流会”，对参与项目的成员给予表扬和 CAD图纸内容“杂乱无章”、流程图的内容更是“千奇

肯定，也着重对此项目在完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讲 百怪”等等问题。

解与分析。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积极与客户保持沟通，并

该项目是投标文件，前期均是客户自行翻译的，后 多次约好时间到客户单位进行当面交流，双方采取有效

来根据项目发展需要，陆续增加了新的中文内容，由于 措施，达成一致方案。最后，专项小组在Icy的带领下，

时间紧迫，客户联系到我们，希望我们高质量完成补译 克服一切困难，交给客户完美答卷。
内容。为此，特成立了专项小组，由HR全权处理，项目 我们用“心”做翻译，以“质”为领头羊。此次项

经理Icy对此次文件进行了统筹与分析，发现资料本身是 目不仅赢得了客户高度赞扬，还为以后类似案例奠定了

存在一些问题的：首先，字体和字号不统一、内容显示 基础。

不完整、插入的图片倾斜且清晰度不高；其次，原文内

公司动态
Fathom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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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西讯“员工五年之星”表彰大会顺利举行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公司动态
Fathom News

国
庆前夕，公司隆重地举行了西讯“员工五 程有精彩有跌宕，有奋发图强有踌躇满志，这段风

年之星”表彰活动，此活动是从2011年开 雨与彩虹并存的时光足以让每一个人铭记。然而这

始启动的，只要是在公司入职五年，在工 些年的发展与壮大，与全体西讯人的奉献和坚守密

作上有所突出者均可以获此殊荣。此次受到表彰的 不可分。相信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员工五年之

星”陆续诞生。是Sales的Apple和HR的Icy，这两位跨过五年门槛的

表彰活动结束后，公司安排了热闹的聚餐活动“西讯老人”这些年来一直为我们展现了她们的锐
和“狂欢Party”。再次感谢Apple和Icy一直以来与西意进取和不懈努力，在她们的带领下，Sales和HR两
讯风雨同舟，砥砺前行，同时也感谢全体同仁的团个部门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
结协作、忠诚付出，希望我们在这条前行的道路上不断提升。
继续互相扶持，互相学习！公司发展近15年，从幼苗到参天大树，这个过

NEWS
03

NEWS
04

2
018年10月26日下午，“西讯图书计划之赠书 在繁忙的工作压力下，难免会忽略学习的重要

活 动 ” 在 B区 顺 利 举 行 。 从 《 When Breath 性，不会花太多的时间进行阅读。“西讯图书计划”

的目的不只是赠书，更是为了激发大家的阅读兴趣，Becomes Air》 到 《 The Complete Sherlock 
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来阅读，提高自我品格，分享心Holmes:  All  4  Novel  s and  56  Short  Stories》，从《写给
得知识，传递学习精神。大家看的设计书》到《茶道：从喝茶到懂茶》，公司

书有千万种，各有特色，各具功能。侦探类的书为每一位同事都准备了内容丰富多彩的“礼物”。
让人思辨，文学类的书让人感怀，历史类的书让人明从2017年开始，“西讯图书计划”就已经在
智……让我们继续与书为友，与经典为伴！PD实施，通过一年多的试行，提高了翻译工程师的

学习热情和自我学习能力，并带动了其他部门同事的

学习热情。因此，为了进一步激发全体同事的学习热

情，此次赠书活动升级，从PD扩展到公司全员。

以书筑梦 亦书亦友



Clash Royale IV
“译战到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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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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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牌名称： Hunter
（猎人）

译文点评： Not so much译为（效果）“略逊一筹”，用词精到。

Impressively bushy eyebrows译为“标志性的浓眉毛”，以及makes up转译为“给他加分不

少”都是很出彩的地方。特别是最后补充的“命中不够，造型来凑！”显然起到了锦上添花

的作用，值得点赞。

He deals BIG damage up close –  at range. What he lacks in 
accuracy, he makes up for with his 

not so much
impressively bushy eyebrows.

他能对近距离目标造成大量伤害，但对付远距离目标时效果 。他的射术精度不高，

不过他那 却给他 。

略逊一筹

标志性的浓眉毛 加分不少 命中不够，造型来凑！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Ice Golem
（戈仑冰人）

译文点评： Tough（强悍）前置到句首是聪明的译法，targets（只会攻击）增译“只”字，效果很好。

大家请体会增译“呢”字的效果。Yes译为“千真万确”，无疑是绝妙的一笔。

He's tough targets
Yes

,  buildings and explodes when destroyed, slowing nearby 
enemies. Made entirely out of ice… or is he?! .

强悍的戈仑冰人只会攻击

呢 千真万确

建筑，被摧毁后爆炸并减缓周围敌军的速度。他全身上下都是冰做

的 ……真的是这样吗？ 。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Inferno Dragon
（地狱飞龙）

译文点评： Wears a helmet because flying can be dangerous一句译为“飞行有危险，记得戴头盔”带有诗

歌的韵律和节奏，显得自然而有趣，非常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Shoots a focused beam of fire that increases in damage over time. 
.

Wears a 
helmet because flying can be dangerous

地狱飞龙对单个目标喷射火焰射线，造成的伤害会随着时间递增。飞行有危险，记得戴头

盔。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Ice Wizard
（寒冰法师）

译文点评： Chill译为“超酷”，这种译法本身就是“超酷”。

增译“迷人的”（胡子）以及“透露出的热情”，是本句的亮点。

Being freezing cold译为“外表冷酷”，too hot译为“人气大旺”，是四字格的灵活运用，非

常出彩。

This  caster throws ice shards that slow down enemies' movement and 
attack speed. Despite , he has a handlebar mustache that's 

 for TV.

chill
being freezing cold

too hot

这位 的法师会向敌人发射冰晶，降低他们的移动速度。虽然寒冰法师 ，但他那

胡子 就已经足够让他在皇室TV 了。

超酷 外表冷酷

迷人的 透露出的热情 人气大旺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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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Spotlight

卡牌名称： Miner
（掘地矿工）

译文点评： 本 段 的 两 个 出 彩 之 处 是 两 个 四 字 格 “ 掘 地 三 尺 ” （ burrow his way）和 “ 破 土 而 出 ”

（appear）。此外，“他靠的是他的铲子”（it's a shovel）这种说法也很地道生动。

The miner can underground and  anywhere in the 
Arena. It's not magic, .

burrow his way appear
 it's a shovel

掘地矿工可以 并在竞技场中的任何位置 。这可不是什么魔法，他靠的是他

的铲子。

掘地三尺 破土而出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Lava Hound
（熔岩猎犬）

译文点评：Majestic flying beast译为“飞行巨兽”，几个单词译出的顺序经过调整，就显得毫无违和之

感。

Less majestic译为“没那么伟岸”，angry译为“脾气暴躁”，这样的翻译，就是本地化的精

髓。

The Lava Hound is a  that attacks buildings. The Lava Pups 
are babies that attack anything.

majestic flying beast
 less majestic angry 

熔岩猎犬是一只专门攻击建筑物的飞行巨兽。熔岩幼犬的个头虽 ，但它们

，会攻击任何单位。

没那么伟岸 脾气暴

躁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译文点评： Fighter译为“勇士”，cousin译为“远亲”，怎一个“地道”了得！

Handsome和 cultured，译为“更英俊更有教养”，此句将英文原句顺序“重新洗牌”，是本

段翻译的亮点。

Sheer awesomeness译为“拉风”，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拉风”的翻译！

A tough melee . The Barbarian's . Rumor has 
it that he was knighted based on the  of his mustache 
alone.

fighter  handsome, cultured cousin
sheer awesomeness

一位强悍的近战 。他是野蛮人的 ，但是 。传言说，他仅因为那拉风

的胡须就受封骑士了。

勇士 远亲 更英俊更有教养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Knight
（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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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Spotlight

卡牌名称： Inferno Tower
（地狱之塔）

译文点评：
The biggest and toughest译为“再强悍（的敌人）”，而不是译为“最强悍”，反而能体现出

汉语的张力，表现力得到增强。

Burns through译为“灰飞烟灭”，四字格的霸气可见一斑！

Defensive building, roasts targets for damage that increases over time. 
even enemies!

Burns 
through the biggest and toughest 

防御建筑，对目标造成的火焰伤害会随着时间而递增。再强悍的敌人到了它面前都会

！

灰飞烟

灭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第四期完)

卡牌名称： Lightning
（雷电法术）

译文点评：Up to译为最多，看似平淡，却保证了译文的自然和流畅。

Bolts of lighting damage and stun three enemy troops or buildings with 
the most hitpoints in the target area. Reduced damage to Crown Towers.

up to 

雷电法术 可伤害和击晕目标区域内三个生命值最高的敌军或建筑。对皇家塔的伤害会大

打折扣。

最多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Lumberjack
（狂暴樵夫）

He chops trees by day and hunts The Log by night. His bottle of Rage spills 
everywhere .when he dies

他白天砍树，晚上追踪复仇滚木。 ，他 那瓶狂暴药水便会洒得到处都是。当他倒下时 扛着的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卡牌名称： Maga Knight
（超级骑士）

译文点评： Lands译为“登场”，以及之后的“千髯之力”，很好地译出了那股霸气。

Stand aside! 最好离他远点！也可译为“还不滚得远远的！”

He with the force of 1,000 mustaches, then jumps from one foe to the 
next dealing huge area damage. 

lands 
Stand aside!

他 伴随着 ，之后他会跃向敌军发动攻击，跃击能造成巨量范围伤害。登场时 “千髯之力” 最

好离他远点！

英文原文：

中文译文：

译文点评：When he die，译为“当他倒下时”，注意die一类开放性词汇各种灵活的译法。

His译为“他扛着的”，增译的“扛着的”是本句的亮点，特别是用了“扛”，整句就显得生

动而地道。

23 24

聚焦
Spotlight







思想的声音
Sound of Mind

3 ways
 workplace

 to be a better 
ally in the

责任编辑   李 丽

Melinda Ep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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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nda 

Epler让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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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3, I was an executive at an international social impact. I was creating real change in the 

engineering firm in San Francisco. It was my w o r l d .  A n d i t  w a s t h e w o r s t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dream job. A culmination of all the skills that I've experience of my life.

acquired over the years: storytel l ing, social I hit the glass ceiling hard. It hurt like hell. While 

impact, behavior change. I was the head of there were bigger issues, most of what happened 

marketing and culture and I worked with the were little behaviors and patterns that slowly 

n a t i o n ' s l a r g e s t h e a l t h c a r e s y s t e m s , u s i n g chipped away at my ability to do my work well. The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change to radically reduce ate away at my confidence, my leadership, my 

their energy and water use and to improve their capacity to innovate. For example, my first 

presentation at the company. I walk up to the front not, that impede your ability to do your work well. 

of the room to give a presentation on the strategy That sounded familiar. I started to realize that I 

that I believe is right for the company. The one they wasn't failing. The culture around me was failing 

hired me to create. And I look around the room at me. And I wasn't alone.

my fellow executives. And I watch as they pick up Behaviors and patterns like this every day 

their cell phones and look down at their laptops. a f f e c t  u n d e r r e p r e s e n t e d  p e o p l e  o f  a l l  

They're not paying attention. As soon as I start to backgrounds in the workplace. And that has a real 

speak, the interruptions begin and people talk over impact on our colleagues, on our companies and 

m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Some of my ideas our collective capacity to innovate. So, in the tech 

are flat out dismissed and then brought up by industry, we want quick solutions. But there is no 

somebody else and championed. I was the only magic wand for correcting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woman in that room. And I could have used an ally. Change happens one person at a time, one act at a 

Little behaviors and pattern like this, every time, one word at a time.

day, again and again, they wear you down. Pretty We make a mistake when we see diversity and 

soon, my energy was absolutely tapped. At a real inclusion as that side project over there the 

low point, I read an article about toxic workplace diversity people are working on, rather than this 

culture and microaggressions. Microaggressions -- work inside all of us that we need to do together. 

everyday slights, insults, negative verbal and And that work begins with unlearning what we know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whether intentional or about success and opportunity. We've been t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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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whole lives that if we work hard, that hard work for each other. As a white, cisgendered woman in 

pays off, we'd get what we deserve, we'd live our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many ways I'm very 

dream. But that isn't true for everyone. Some privileged. And some ways I'm not. And I work hard 

people have to work 10 times as hard to get to the every day to be an ally for people with less privilege 

same place due to many barriers put in front of than me. And I still need allies, too.

them by society. Your gender, your race, your In the tech industry, like in many industries, 

ethnicity, your religion, your disability, your sexual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are underrepresented, 

orientation, your class, your geography, all of these or face barriers and discrimination. Women, 

can give you more of fewer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who are nonbinary -- so people who don't 

success. necessarily identify as man or woman -- racial and 

And that's where allyship comes in. Allyship is e t h n i c  m i n o r i t i e s ,  L G B T Q I A ,  p e o p l e  w i t h  

a b o u t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 h a t  i m b a l a n c e  i n  disabilities, veterans, anybody over age 35.

opportunity and working to correct it. Allyship is We have a major bias toward youth in the tech 

really seeing the person next to us. And the person industry. And many others. There is always 

missing, who should be standing next to us. And someone with less privilege than you. On this stage, 

first, just knowing what they're going through. And in this room. At your company, on your team, in 

then, helping them succeed and thrive with us. your city or town. So, people are allies for different 

When we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more diverse reasons. Find your reason. It could be for the 

and inclusive teams, data shows we will be more business case, because data shows diverse and 

innovative, more productive and more profitable. inclusive teams will be more productive, more 

So, who is an ally? All of us. We can all be allies profitable and more innovative. It could be for 

fairness and social justice. Because we have a long somebody is the only person in the room like them 

history of oppression and inequity that we need to and they are being belittled, they are being 

work on together. Or it could be for your kids, so interrupted, do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Invite 

your kids grow up with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underrepresented people to speak. And say no to 

they grow up creating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panels without underrepresented speakers. Refer 

others. Find your reason. For me, it's all three. Find someone for a job and encourage them to take 

your reason and step up to be there for someone that job and to take new opportunities. And this 

who needs you. one's really important -- help normalize allyship. If 

So, what can you do as an ally? Start by doing you're a person with privilege, it's easier for you to 

no harm. It's our job as all ies to know what advocate for allies. So use that privilege to create 

microaggressions are and to not do them. It's our change.

job as allies to listen, to learn, to unlearn and to Three, change someone's life significantly. So, 

relearn, and to make mistakes and to keep learning. be there for somebody throughout their career. 

Give me your full attention. Close your laptops, put Mentor or sponsor them, give them opportunities 

down your cel lphones and pay attention. If as they grow. Volunteer -- volunteer for a STEM 

somebody is new or the only person in the room program, serving underserved youth. Transform 

like them, or they're just nervous, this is going to your team to be more diverse and inclusive. And 

make a huge difference in how they show up. make real commitments to creating change here. 

Don't interrupt. Underrepresented people are Hold yourself and your team accountable for 

more likely to be interrupted, so just take a step creating change.

back and listen. Echo and attribute. If I have a great And lastly, help advocate for change across 

idea, echo my idea and then attribute it to me, and your company. When companies teach their 

we thrive together. Learn the language I use to p e o p l e t o b e a l l i e s , d i v e r s i t y a n d i n c l u s i o n 

describe my identity. Know how to pronounce my programs are stronger. You and I can be allies for 

name. Know my pronouns -- he, she, they. Know each other, whether we're inside or outside of 

the language I use to describe my disability, my work.

ethnicity, my religion. This really matters to people, So, I realized recently that I still have lingering 

so if you don't know, just ask. Listen and learn. shame and fear from that moment in my career 

An executive told me recently that after doing when I felt utterly alone, shut out and unsupported. 

allyship on his team, the whole team started to There are millions of people out there, like me, right 

normalize calling themselves out and each other now, feeling that way. And it doesn't take much for 

out for interrupting. "I'm so sorry I'm interrupting us to be there for each other. And when we're there 

you right now, carry on." "Hey, she's got a great for each other, when we support one another, we 

idea, let's listen." thrive together. And when we thrive, we build 

Number two, advocate for underrepresented b e t t e r t e a m s , b e t t e r p r o d u c t s a n d b e t t e r 

people in small ways. Intervene; you can change companies. Allyship is powerful. Try it.

the power dynamics in the room. If you see Thank you.

https://www.ted.com/talks/melinda_epler_3_ways_to_advocate_for_a_more_inclusive_workplace 原文引用于:

思想的声音
Sound of Mind

https://www.ted.com/talks/melinda_epler_3_ways_to_advocate_for_a_more_inclusive_workplace


译言堂
Brainstorming

心理学战术

——《销售攻心术》

包 婷

西讯翻译 营销部经理

销
售就是一场心理博弈战，如果你想成功，必须读懂客户内心

和了解客户需求，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是竞争的

时代！顾客已经变得越来越聪明！一个成功的销售人员往往

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力强，更是因为他精通销售心理学！无论你从事什

么行业，其实每个人都是销售员。画家销售美感、政治家销售政见、

作家销售故事、发明家销售发明、男人销售自己的才华和魄力、女人

销售自己的美丽和学识……人生何处不销售！

在此，我想分享一本引我入行的书籍《销售攻心术》，它通过生

动的解析和事例，从前人的心理领悟、顾客的消费心理透视及销售过

程中的心理较量等几个方面加以充分阐述，使人获得启发。这本书讲

解了几个大点，其中几点使我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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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号》创意设计

化解销售难题
翻译公司的销售，接触的人群多数为高级知识 有害，相反是帮助他们达到工作标准、解决麻烦

分子，销售过程更为艰难，因为他们并不盲目，有 的，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自信的介绍自己和公司，

着自己明确的标准。作为一名翻译销售，拜访客户 不要看不起自己从事的这个行业。

时我们不能表现出卑微，他们虽然有着自己的标

准，但我们要明确的是翻译公司的出现并非对他们

销售前，先推销自己 —— 销售≠卑微的行业

不同的TE做出的稿件风格差异性比较大，我记 最快的速度回复我，Vendor Contact 用的这个词

也可以，但并非最好，我们提供的这个词语更国际得刚入行时遇到过一个Vendor Contact，他自己

化。在当时，我心里其实是很不平的，毕竟问题不有留学背景，他将资料委托给我们翻译，但交稿

在我们，Vendor Contact 虽然有留学背景，但并后，非常气愤打电话告诉我：“你们是什么翻译公

司，找的是什么人做的，这个句子怎么可以这样翻 不代表她就是一个很好的TE，有时候表达可能更口

译呢？”我们在讲电话的时候同时将稿子打开，并 语话。

将Vendor Contact的意思转达给了QM评估，QM以

销售人员应具备的心理素质 ——“好脾气”创造好业绩

在销售过程中，其实并非一定跟客户谈翻译领 好奇心，我们就这样一唱一和拉近了距离，慢慢建

域相关的问题，客户也会疲劳，这种情况下，你不 立感情，最后了达成合作。

妨穿插客户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新闻，调剂气氛。甚 了解心理学，洞察客户的心理；学习心理学，

至在了解客户有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帮忙解决，这 提升销售的技巧；掌握心理学，赢得客户的青睐；

都是拉近与客户之间关系的方法，如果客户是朋友 善用心理学，增加成功的筹码。《销售攻心术》是

了你还担心没有业务可以做吗？几年前有个客户让 辅助我提高销售能力，更是传达销售精神的工具。

我印象深刻，他们已有合作供应商，对于我的拜 每一位客户都值得我们精心营销，这是我们作为营

访，他非常不感冒的。聊天过程中我发现他对足球 销人的态度和责任。

非常有研究，我对于足球了解虽说只是皮毛，但有

销售人员应具备的心理素质 ——“好脾气”创造好业绩







世界名胜
Best Places

中国最美

上期，我们以中国名校完结了“世界名校”系列，本期我们将开启“世界名胜”系列。这次，我们将从中国出

发，分主题介绍中国好地方。本期介绍的是中国最美的四大峰林。

责任编辑   马爽爽

The 4 Most

Peaks in China
Beautiful Forest

桂林阳朔峰林

Yangshuo, Guilin

桂林阳朔峰林，是中国南方一颗灿烂的明珠，以山

青、水秀、洞奇、石巧四绝而博得了“风景甲天下”的美

誉。漓江酷似一条青罗带，蜿蜒飘荡于万座奇峰之间，沿

江风光旖旎，碧水曲回，峭壁垂河，青山倒影，组成了一

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泛舟漓江就如船在江中行，人在画中

游。阳朔的山美，水美，人文更美，阳朔历史文物古迹丰

富，既有那古色古香，有1400多年历史的阳朔西街，又有

盘根错节、枝繁叶茂、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榕，还有历代

文人墨客写刻的石碑、书法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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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源

Wulingyuan Scenic Area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位于中国中部湖南省西北部，由张

家界市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慈利县的索溪峪自然保护

区和桑植县的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组合而成，后又发现了杨

家界新景区，总面积500平方公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森

林覆盖率达67%。生长有野生动物400多种、木本植物

850多种。

江西三青山

Mount Sanqingshan, Jiangxi

三清山又名少华山、丫山，位于中国江西省上饶市玉

山县与德兴市交界处。因玉京、玉虚、玉华三峰宛如道教

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尊神列坐山巅而得名。其中玉京峰

为最高，海拔1819.9米，是江西第五高峰和怀玉山脉的最

高峰，也是信江的源头。三清山是道教名山，世界自然遗

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国家地质公园。

贵州万峰林

Forest of Ten Thousands Peaks, Guizhou

万峰林景区位于贵州省兴义市东南部，气势宏大壮

阔，山峰形态奇特，整体造型秀美，是国内最大、最具典

型性的喀斯特峰林。在三百六十多年前，明代著名旅行家

徐霞客就曾到过万峰林，赞叹：“天下山峰何其多，惟有

此处峰成林”。根据峰林的形态，分为列阵峰林、宝剑峰

林、群龙峰林、罗汉峰林、叠帽峰林五大类型。每一类都

各具特色，既独立成趣，又与其他类型的峰林相辅相成，

组成雄奇浩瀚的景观。

四大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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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

Title

Alice Munro

Author

作者的其他名作

“Dance of the Happy ” 1

《柳暗花明》

电影

导演

萨拉·波莉

主演

戈登·平森特、朱莉·克里斯蒂

电影简介

兰特与妻子菲奥娜相依相守多年，两人一直过着平静而舒适的生活。可是优雅高贵的菲奥

娜患上了阿兹海默症，并决定入住疗养院。从未分开过的两人在菲奥娜住院后的一个月内不能

见面。当格兰特再次出现在菲奥娜面前，发现她竟然与疗养院其中一名病人奥布里相爱了，这

个突如其来的改变令格兰特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候，奥布里离开了疗养院，菲奥娜对此感到十

分不安。格兰特找到了奥布里，并把他重新带回疗养院，而菲奥娜的反应却使格兰特惊讶极

了。

导演的其他名作

《我们讲述的故事》

《跳支华尔兹》

Introduction to the Story 

Grant and Fiona have been married for forty-five years. When Fiona shows signs of deteriorating 
memory, they realize she needs to live in a nursing home. During her first 30 days there - during which Grant 
is not permitted to visit - Fiona seems to forget Grant and develops a strong attachment to a resident 
named Aubrey. Aubrey is only in residence temporarily and when leaves the nursing home, Fiona is 
devastated. Grant tracks down Aubrey's wife, Marian, and tries to convince her to move Aubrey 
permanently to the facility. By the end of the story, Grant is able to bring Aubrey back to Fiona. But by this 
point, Fiona seems not to remember Aubrey but rather to have renewed affection for Grant.

心的旅行
Take My Heart A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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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

本期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部关于爱情与婚姻的小说“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其改编的电影为

《柳暗花明》“Away from Her”，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与思考。

责任编辑  马爽爽

Book Description

Alice Ann Munro (born on July 10,1931) is a Canadian short story writer who wo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2013. Munro's work has been described as having revolutionized the architecture of 
short stories, especially in its tendency to move forward and backward in time. Her stories have 
been said to "embed more than announce, reveal more than parade."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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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影子之舞

“Away from Her”

“Stories We Tell”

“ ”Take This Wal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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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介绍的仍然是我们的动物朋友，它们的一

个共同点是体型都很庞大，大家千万不要被吓到哦。

Dinosaur 恐龙）这个名字最早为英国科

学家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在1842年创

造。它由希腊语deinos（恐怖的）和sauros（蜥

蜴）组合而成，字面意思就是“令人恐怖的蜥

蜴”。恐龙和蜥蜴拥有相同的祖先，虽然表面

上和蜥蜴相似，但实际上其生物结构却远比蜥

蜴、蛇、龟等先进。汉字“恐龙”是日本生物

学家对dinosaur的翻译，后来被中国接受。实际

上恐龙与中国的“龙”毫无相似之处。

（

恐龙 Dinosaur03.

dinosaur ['daɪnəsɔː] n.恐龙，过时的人或事物

Giraffe 长颈鹿）是一种来自非洲的动物。英

语单词giraffe是个典型的外来词，这一点从它的拼

写方式和发音上很容易看出来。该词来自阿拉伯

语，经由法语及意大利语进入英语。而阿拉伯语的

最终源头很可能来自非洲大陆，因为长颈鹿的产地

就在非洲大陆。阿拉伯语中，它原本仅表示“某一

种非洲动物”，具体指向不明。进入英语后，才被

明确用来表示产自非洲的长颈鹿。在giraffe进入英

语之前，表示“长颈鹿”的单词是camelopard，由

camel（骆驼）和leopard（豹子）组合而成，因为

长颈鹿的脖子像骆驼，而身上的斑点像豹子。

（

长颈鹿 Giraffe04.

giraffe [dʒə'ræf] n.长颈鹿

 Crab（螃蟹）来自原始日耳曼语，与古斯堪的

纳维亚语krafla（抓、刮）、古高地德语krapho（钩

住）同源，与英语单词crawl（爬行）也同源。由此

可见，crab这个名字与螃蟹的爪子及其爬行有关，可

以理解为“用爪子爬行的动物”。

螃蟹 Crab02.

Armadillo（犰狳）是一种身披盔甲的小动物。

英语单词armadillo（犰狳，穿山甲）来自西班牙

语，是armado的指小形式，而后者来自拉丁语

armatus，是动词armare（武装、穿盔甲）的过去

分词形式，所以armadillo的字面意思就是“披盔甲

的小动物”。犰狳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它身上披

有坚硬的片状鳞甲，看起来就像是披了盔甲一样。

它的中文名称“穿山甲”也反映了这一特点。

犰狳 Armadillo01.

armour ['ɑmɚ] n.盔甲；装甲；护面

armadillo ['ɑrmə'dɪlo] n.犰狳，穿山甲

armed [ɑrmd] adj.武装的；有扶手的；有防卫器官的（指动物）

crab [kræb] n. 螃蟹；蟹肉；脾气乖戾的人

crabby ['kræbi] adj. 易怒的；脾气坏的

crawl [krɔl] n. / v. 爬行；匍匐行进；缓慢地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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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rian ['sɔrɪən] adj.蜥蜴的，蜥蜴类的；n.蜥蜴，蜥蜴类

tyrannosaurus [tɪˌrænə'sɔ:rəs] n.暴龙，霸王龙

brontosaurus [,brɑntə'sɔrəs] n. 雷龙



译问译答
Q&A

包  婷 

西讯翻译 营销部经理

“包”罗万象

座右铭：再多一点努力，就多一点成功！

Apple

Q & A Q= Info A= Apple

这应该跟我的性格有关，从小喜欢与人打

交道，毕业后给自己定位的就是从事营销工

作，但在行业筛选上有些犯难，好在2013年的

春天，一份简历一通电话连接起了我和西讯的

缘分，让我打开了翻译的大门，了解它，并喜

欢上了它。

A

你是什么契机进入翻译行业从事营销工作呢？

B

从事翻译营销6年，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

们分享？

谈不上心得分享，我曾经看过一位营销

大神分享的文章，他有几个观点：口才不重

要，让客户信任才是最重要的；要做生意先

做人；眼光一定要长远；销售是一门艺术，

不但需要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还需要不断

实践和总结，才能提高和进步，才能成为销

售的高手。我非常赞赏，销售需要有底线，

有原则，技巧需要实践累积，我还在路上，

希望可以共勉。

首先，基本功扎实，对行业要熟悉，比

如，字符数计算的方法，各领域在市场上的

价格等；与客户接触前期准备工作要充分，

对客户的产品和领域一定要提前了解，否则

客户会觉得你毫无诚意，不重视他；在与客

户交流过程中一定要自信，保持微笑；熟悉

客户同行情况，让客户觉得你是擅长他们这

个领域的，最好能举出我们曾经做过的同行

案例给自己加分；最后，善于观察，做事细

心，多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问题。

面对客户的刁难，我们得分析原因，如

果是我们考虑不周给顾客造成麻烦，那么必

须诚恳道歉并补救；如果是客户无理取闹，

我们也不能以暴制暴，得以理服人。

D

如何面对客户的刁难？

西讯翻译成立15年，40名全职员工，拥

有A、B两个办公区域，约400平方米；翻译量

可达20万字/天（保质保量）。面对同行何

惧？有点狂哈哈哈，偷笑……

这些年，公司不断的进步发展，有自己

的定位、底线、坚持，面对同行有信心，面

对客户诚心相待，我们初心未改。

E

如何面对行业的竞争?

能成为西讯人我很骄傲，上至老板下至

基层员工三观正，人品好讲诚信；团队默契

度高，互相协助遇事不推脱，感觉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而且人情味浓厚像个大家庭，一

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就是我眼中

西讯。

G

你就职西讯多年，对于西讯有没有什么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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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号》创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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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处理营销工作需要具备哪些技巧？

做营销压力真的很大，工作中会有很多

挑战，甚至产生负能量，每个人减压的方式

不一样，我通常会用以下几种：

游戏厅打电玩，在游戏厅中，可以不顾

别人的眼光，用力的打地鼠，发泄积压的愤

怒；手游开黑，我喜欢“绝对求生之刺激战

场”，因为简单粗暴，你可以把所有的困难

想成地图中遇到的每个玩家，举起枪就是一

个字“干”；组局聚餐，品尝美食，心情不

好，约上三五好友，喝点小酒配上重庆地道

美食，快活似神仙，烦心事一边儿去；爬山

运动，这项运动我我一直想做，但是很少付

诸行动，运动可以健身，是一项非常有意义

的减压方式，今后多用；旅游，是我最喜欢

的一项了，领略各地人文风俗，你会发现，

世界神奇，你心中的困扰不足挂齿。

F

工作压力太大，以什么方式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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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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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