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召开五届理事会特别会议决定

我省将举办“首届大学生英语辩论大赛”
９月 18 日，我会召开第五届理事会特别会议，决定从 2006 年起每两年举行一届全省大
学生英语辩论大赛。大赛由省译协和中国外文局翻译资格考评委员会共同主办（大赛细则另
发）。从即日起成立大赛组委会，招商及各项筹备工作陆续展开。这是我省历史上第一次真
正意义上的翻译大赛，集学术性、权威性和广泛性为一体。一定要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目的在于检阅我省翻译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把真正代表我省翻译水平的大学生选
拔出来，促进提高陕西在全国翻译界的水平与地位。田文杰等 13 位新增补理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前，“世遗会”西安组委副主任、市文物局副局长孙福喜向承担“世遗会”翻译任务的
７位译者颁发了聘书。

爱心的融合

友谊的结晶

“爱心友谊工程”举行隆重落成典礼
当地群众三万人汇集安上村 美国代表团三十余人专程参加
●常务副省长赵正永、省人大副主任陈再生、西安副市长
李雪梅分别会见美国志愿者主席巴德·菲尔布鲁克
●孙天义名誉会长、巴德主席分别致辞并为工程落成揭幕
● 杜瑞清会长宴请巴德一行。十多家媒体云集安上。
９月１日，三万村民将扶风县安上村拥挤得水泄不通。新落成的爱心友谊工程披上了节
日的盛装，校园广场上飘扬着中、美两国国旗，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村民锣鼓队、秧歌队
载歌载舞，房顶树杈都站满了热情的群众。这是一个等待了三年的历史时刻。
上午 10 点整，在中、美两国国歌声中，
“爱心友谊工程”落成典礼拉开了序幕。以巴德主席
为首的美国代表团一行 14 人，美国环球志愿者第 119 队、120 队、121 队全体队员在主席台
就座。省译协名誉会长孙天义、巴德主席及海伦·斯诺的侄女谢莉尔女士分别致词。孙天义
与巴德为落成典礼共同揭幕。
启动这个工程是为了纪念美国环球志愿者一位亲密的中国朋友。安琳作为省译协的工作
人员和现场翻译，曾经为美国环球志愿者中国服务项目工作过四年时间。1999 年 11 月在美
国进修期间，在一次交通事故中离开了我们，年仅 28 岁。安琳英年早逝，在美国引起很大
震动，美国前总统卡特、当时在任副总统戈尔、三个州的州长和数以百计的美国友人，纷纷
向安琳的父母写信表示哀悼和慰问。
安琳年轻而闪光的一生，感召着美国环球志愿者，遂决定在她父辈祖居的安上村，建设

一座“安琳纪念图书馆”和新学校?熏使人们铭记安琳的理想和心愿，为乡下的孩子们提供
告别贫困、成为中国栋梁之才的机会。这所学校的建成，也给了其他村庄一个启示：同心协
力，再加上志愿精神，就能成功。
“爱心友谊工程”是对安琳献身世界和平事业的最好纪念。它将成为美国环球志愿者和中
美文化研究会兄弟般合作的生动见证，成为中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象征。
“爱心友谊工程”历经三年，许多美国志愿者和中国志愿者慷慨解囊、义务劳动，艰苦工
作，得以按设计完工。校园里竖立起两座碑石，镌刻着数以百计的中外捐款者和义务劳动者
的姓名。
三年前，美国环球志愿者组织捐赠了 160 万元，并先后派出 10 支志愿队，帮助该村修
建起了这座现代化的农村小学。该工程主楼系全框架结构，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庄重漂亮，
舒适宽敞。教学图书楼建筑面积 2,340 平方米，包括 12 个标准教室、小礼堂、多媒体设备、
电脑室、展览大厅等设施。楼内设计有上下水、暖气，互联网线等设施一次到位。学校占地
面积 36 亩。
据媒体报道，巴德主席此次率代表团专程来陕参加落成典礼是他第八次来西安。省市政
府对正在竞选明州州长的巴德此次来访非常重视。常务副省长赵正永，省人大副主任陈再生，
西安市副市长李雪梅分别会见了他，对美国环球志愿者十年来为陕西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我会会长杜瑞清会见并宴请了巴德一行。

美国环球志愿者组织主席巴德·菲尔布鲁克先生
在爱心友谊工程竣工典礼上的讲话
（2005 年 9 月 1 日，中国安上）
谢谢您，孙天义副主席。谢谢您热情的欢迎词。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工程……。
这所学校是在安琳精神的感召下修建起来的。这位年轻中国姑娘的故乡，就是安上村。
她的故事在这个村子里家喻户晓．．．．．．
在这个没有多少笑容的世界上，我们一想起安琳，总会微笑。
在这个友谊对中美两国都非常重要的时期，安琳献身于中美友好事业。
在这个知识就是脱贫通行证的年代，安琳献身于教育事业，包括她自己的教育和他人的
教育。
今天，我们为了纪念安琳，捐赠了安上学校。
当我们看到这所新近竣工的美丽校园时，当我们看到人们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幸福的
微笑时，我们想起了安琳。
当中美两国人民跨越太平洋、沉浸在深厚的友谊之中时，我们想起了安琳。
当我们看到安上小学的孩子们来到学校，学习知识，认识世界，从而将拥有一个上帝赐
予的、新的机会而圆满他们的梦想时，我们每天在这个校园里都会想起安琳。
这位年轻姑娘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鼓舞我们启动了“爱心友谊工程”。然而，当我们
缅怀她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到她的父母，想到她在安上的父老乡亲，是他们鼓励了她，丰
满了她翱翔的翅膀。在此，我们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安琳的父母。
安危和建华是安琳的启蒙老师。他们用毕生的精力，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尤
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理解和友谊。无论在建立堪萨斯城和西安市姐妹城市关系的时候，还是
发展明尼苏达州和陕西省友好省州关系的年月里，他们俩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创建
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鼓励中美两国的人民，向斯诺的杰出榜样学习。他们成为数以千计的

美国学生和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之间的纽带。正因为他们勇于承担责任、乐于奉献的品德，
美国环球志愿者和中美文化研究会早在１０年前就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合作伙伴关
系，促成了安上学校的建设，实现了美国环球志愿者在陕西省和云南省的义务服务项目。现
在，中国志愿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在西维吉尼亚州，也开始了志愿服务项目。安琳学习了
父母的榜样，给她自己提出了新的、更高的目标。
今天，我们大家都要向安琳学习，从她的人生经历中得到激励。安琳献身于教育事业，
因为她知道，一个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无论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她总是勤奋学习。她鼓励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学习这
门经商、搞技术都不可缺少的世界语言。她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
她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去了美国，进一步进修英语，加深对文化差异的了解。她认识到，教育
是人类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有句老话说得好：
“文明的进程就是教育和灾难的竞赛。” 美国总统肯尼迪补充说：
“在
这个竞赛中，我们必须保证教育获胜。”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在灾难和混乱中，确保文明稳步前进，教育欣欣向
荣。安琳理解了这一点，她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做出了典范。中国国家教委认识到这一点，
开始在中国农村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美国环球志愿者也清楚这一点，于是就捐资修建了这所
学校。安上村的人民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贡献出他们的土地、精力和劳力，完成了这座学
校的修建工作。
文明的进程，是教育和灾难的竞赛。安上学校就是我们为确保教育获胜所迈出的重要的
一大步。
此时此刻，当我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国旗并排飘扬时，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 ?穴下转第３
页?雪（上接第２页）高兴。这幅画面，象征着我们齐心协力所完成的事业。通过志愿服务，
我们已向世人证明：为了一个共同而神圣的目标，我们能够把两个伟大国家的人民连结在一
起。在安上学校的走廊里，中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开始唱起了歌颂友谊的歌曲……《毕竟是
个小世界》”，
“让世界充满和平，让和平从我开始”。今天，迎风飘扬的两国国旗，默默地讲
述着这一切，乃至更多。两面国旗，向世人展示着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我们希望这两面国旗，
带着我们的友谊，带着我们在这个小村庄里缔造的友谊，将永远迎风飘扬！
最后，我想邀请我的好朋友安危先生，王县长和李县长，加入我们新的、充满希望而又
艰难的征程。一所新学校，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孩，她可以走向世界，但她必须受到呵护和照
顾，才能实现他们的希望和梦想。我将会继续派美国环球志愿者来这个学校义务服务，帮助
村里的孩子和当地的英语教师，提高他们的英语听说能力。安上村人民需要我们做什么，我
们就做什么。无论是教电脑、教英语，还是为教师修建宿办楼、同你们一起欢庆，我们都会
支持你们，帮助你们。我在此向你们承诺，只要你们邀请我们，美国环球志愿者会继续向安
上村派遣志愿队。我向你们承诺，美国环球志愿者会把“爱心友谊工程”永远搞下去。
谢谢大家！

重要启示
各位会员：
2005 年已接近尾声，我们提醒您交纳会费，分支机构尚未交纳管理费的
请抓紧时间办理。
秘书处

谢莉尔·福斯特·比绍夫在爱心友谊工程竣工典礼上
的讲话
（2005 年９月１日，中国安上）
尊敬的孙天义副主席，
李兴安常务副县长，
巴德·菲尔布鲁克主席，安危会长，马珂副会长，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我在此谨代表我的姑妈海伦· 福斯特· 斯诺，和你们一起庆祝美丽
的安上学校及安琳纪念图书馆的落成。
“爱心友谊工程”是中美两国普通的人民携手合作、卓有成效的杰出典范。这
个工程不仅仅是对安琳的纪念，而且也是对环球志愿者和安危领导的中美文化研
究会的赞扬。他们受到人们的祝贺，是当之无愧的！
我常常向人说，海伦· 福斯特· 斯诺在她父母的农场长大，在只有一间教
室的乡村小学，开始了她的学习生涯。她从那个寒酸的地方起步，后来与埃德
加· 斯诺在中国做了许多好事，与中国友好，开创了一个为他人服务的好传统。
当时谁能想到，一个来自爱达荷州的农家姑娘，有一天居然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
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和友谊的桥梁！
安琳的父亲安危也是这样。他在安上这个小村庄里，开始了他自己的生活。
作为安上村的儿子，他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
的友好关系。在斯诺传统的鼓舞下，他艰苦奋斗，忠心耿耿，无私奉献，通过无
数的交流项目，成功地将两国人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这个学校的落成，为安上村以及附近村庄的年青一代，提供了难以预测的机
遇。从今天开始，祝愿中美两国的国旗、安上学校的校旗，一如既往地一起飘扬，
向我们的子孙后代后代展示：在美国环球志愿者、中美文化研究会、陕西省翻译
协会以及安上村民的共同努力下，这种特殊的中美友好关系，确实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
向你们大家再次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国成立两个翻译研究资料中心
欢迎各位会员捐赠各种翻译类成果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翻译研究的水平，根据目前国内资料短缺的情况，中国译协决定成
立两个全国性的翻译研究资料中心，一个设在北京外交学院英语系，一个设在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资料中心收集国际国内翻译研究的论文、著作、辞典、教材、研究生论
文题目与摘要等内容，目的是为全国的翻译研究者、高校翻译专业的师生们提供比较完备的
翻译研究资料查阅服务。我们希望大家尽可能扶持帮助这两个资料中心。请各杂志／学报编
辑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两个中心提供无偿或优惠的期刊杂志，包括已经发表的过刊。
请各有关出版单位尽可能向两个中心提供捐赠或优惠的翻译研究图书资料。也请各位翻译界
的专家学者、高校师生们把自己已经出版或将要出版的翻译研究著作、辞典、教材等图书资
料捐赠给两个中心，或向他们提供出版信息，还请各高校翻译教师把贵校各届硕士博士研究
生的翻译论文情况表（最好有电子文本）提供给两个中心。另外，广外大高翻学院的网页可
以提供相关链接，请有需要者联系。总之，大家一齐努力，建设好两个资料中心，为全国翻

译界师生同仁服务。
联系地址：北京外交学院英语系
电
话：（０１０）６８３２３８９７
邮编：１０００３７
电
邮：ｆａｎｓｙ＠ｃｆａｕ．ｅｄｕ．ｃｎ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ｆａｕ．ｅｄｕ．ｃ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电
话：０２０－３６２０９０８５
邮编：５１０４２０
电
邮：ｍｕｌｅｉ２００２＠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ｕｆｓ．ｅｄｕ．ｃｎ

斯诺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会如期举行
省译协、省作协联合主办，省内媒体广泛报道
７月１９日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诞辰１００周年。７月１７日下午，由省政
府新闻办公室、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陕西省翻译协会联合主办的
纪念会在西工大东馆举行，吸引了陕西新闻界、史学界和翻译界６０多位专家学者，座谈埃
德加·斯诺的记者生涯以及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和平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参加座谈会的有
当年接待过斯诺的原省外办副主任孙木一，有２０００年在美国杨伯翰大学参加“海伦·斯
诺国际学术研究讨会”的陕西代表团部分成员。省政协副主席陆栋、省新闻办公室付主任刘
若松、省记协主席尹维祖等出席座谈会，高度评价埃德加·斯诺与陕西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
之缘。
埃德加·斯诺及他当时的妻子海伦·斯诺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
先后去了陕北，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报道
了“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
《西行漫记》
（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和《续西行漫记》
（又名
“红色中国实情”）使斯诺夫妇名扬天下。新中国成立后，两位斯诺多次重访西安、延安、
保安，与陕西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改革开放以来，当时仍然健在的海伦·斯诺一直关注
着中国的发展与进步。１９９１年，中国政府把第一个“和平与友谊奖”授予了８５岁高龄
的海诺·斯诺。
１９９１年，陕西成立斯诺研究中心。１５年来，这里汇集了一大批斯诺研究专家、
学者、翻译家和新闻记者，珍藏着档次最高、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斯诺文献、手稿、录音
带、录像带等珍贵文物，先后出版了《伟大的女性》
、
《忘年之交》
、
《斯诺评传》
、
《毛泽东的
故乡》
、
《海伦·斯诺生平图集》等学术专著，多次举办斯诺展览和研讨会，成为全国真正意
义上的斯诺研究中心。为纪念埃德加·斯诺诞辰１００周年，斯诺中心从今年７月至１０月，
举办一个为斯四个月的系列学术报告会，多方面多角度介绍斯诺的历史功绩和精神，向当代
大学生和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
省政协副主席陆栋，省记协主席尹维组在发言中均表示，在全国上下纪念抗战胜利６
０周年之际，陕西各界召开这样的纪念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与会专家一致表示，在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更要发扬埃德加·斯诺务真求实的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努力。
刘力贞，张光，孙木一，张西望以及陕西日报理论部主任张若愚等先后发言，斯诺研
究中心主席安危用多媒体的形式向大家介绍了斯诺生平。西安事变纪念馆，西安八办纪念馆
以及大学新闻专业的师生代表等参加了座谈会。省内十多家媒体前来采访。

关于增补田文杰等１３位会员为理事的决定
经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８日译协第五届理事会特别会议讨论通过，决定增补空军工程大
学田文杰、西安外院毛彩琴、第四军医大学闫文莉、省邮电学院张彦林、金叶学院佟红、
西安理工大学雷淑雅、省化工学校宁凤荣、陕西商贸学院王卉、青年翻译刘丽萍、８３中
曹建科、西安外办张澜、西安外院黄楠、秘书处王宝丽等１３位同志为第五届理事会理事。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８日

新增补理事简介
毛彩琴 女，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０日生，汉族，陕西省宝鸡市人，西安外国语学院
学报编辑部编辑，陕西省译协第五届理事，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从事语种：西班牙语。
主要译著：《绿拇指天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再见，科尔德拉》（陕西旅
游出版社，１９９５）
、
《易嫁》
（陕西旅游出版社，１９９５），其中一部获陕西九十年代优
秀文学翻译奖。编写《西班牙语语音教程》
（西安外语音像教材出版社，１９９４）。在《西
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文萃》等书刊上发表《浅析〈堂娜·芭芭拉〉的思想艺术特
色》
、
《浅议〈堂吉河德〉的喜剧效果》
、
《
〈马丁·里瓦斯〉赏析》
、
《论〈别墅〉的象征意义》
等论文１０余篇。还在《西安晚报》
、
《三秦都市报》
、
《电影画刊》
、
《电影世界》
、
《上影画报》
等报刊发表了《西班牙女歌唱家卡巴耶》
、
《饰演希特勒的巩特·迈斯纳》
、
《引吭高歌的帕瓦
罗蒂》
、
《萨马兰奇和他的妻子》
、
《史泰龙的婚恋》
、
《玛丽莲·梦露的依依亲情》
、
《约旦前国
王侯赛因的婚姻与家庭》等介绍各国名人的编译作品４００余篇，其中《金十字架》
、
《麦当
娜敞开心扉》
、
《卓别林前妻的不幸遭遇》等数十篇佳作被陕西、河南、广东等省的报刊转载。
张彦林 男，３５岁，１９７０年出生于陕西咸阳永寿县。１９９１年考入陕西师范
大学外语系，１９９５年毕业进入陕西省邮电学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
３年担任英语教研组组长，２００３年９月至２００５年３月担任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
工部副主任兼院团委书记，２００５年３月至今担任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德育部主任。
２００２年开始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教育硕士学位至今。从１９９７年开始积极参与陕西省
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外语教学委员会的教研活动，有多篇论文获得一等奖，现任该委员会委员。
２００２年获得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穴ＰＥＴＳ？雪四级英语口语考官资格。２００３年
加入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并于２００４年组织成立了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职教专业委
员会，担任秘书长。
靳 奇 男，汉族，民革党员。１９６４年１１月生。１９８４年９月至１９８８年
６月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习，专业俄语，二外英语，大学学历，副译审，陕西省翻译工作者
协会会员。
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２年陕西省延河水泥机械厂翻译，１９８９年取得翻译职称。１９
９２年至１９９４年陕西省土产进出口公司翻译、业务经理。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６年陕西
省物资局翻译、业务干部。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翻译、进出
口业务经理，１９９７年取得翻译职称。２００１年至今陕西省会展中心翻译，外事秘书，
２００３年取得副译审职称。
本人熟练掌握俄英两门外语。参加工作后，一直从事这两门外语的翻译工作，具有较丰
富的实践经验。曾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数篇，受到好评，并曾作为俄英语翻译随单
位及省市有关领导赴德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
保加利亚、奥地利、日本等国进行商务考察及参加经贸洽谈会。
雷淑雅 女，陕西武功人。１９８５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英美文学专业。
毕业至今一直承担英语教学工作，现于西安理工大学高等技术学院任教，副教授。曾长

期担任英语教研室主任，现任人文与管理系主任。兼任陕西省高职高专院校英语教研会主任
委员，陕西省高职高专院校基础类课程委员会英语课程组委员，省译协高职高专委员会副会
长。
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主要任务是从教研教改入手来提高学生应用英语的整体水平，具体
目标是提高学生高职高专类全国英语应用能力考试通过率（即：ＡＢ级考试）。近年来公开
发表的文章主要有：《ｗｈａｔ 一词在实际应用中的种种译法》、《辨析短语动词与动词短
语》；参加了语文出版社出版的《高职高专英语规划教材》的课本、教参、同步练习册的编
写工作，担任副主编；参加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行业英语》教材编写工作，
担任副主编。今年参加了全国高职高专英语能力考试历年真题汇编Ａ级答案精解的编写工
作，本套解析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田文杰 男，１９６６年出生，汉族，硕士。１９８９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
专业。现任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航空情报系科技英语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大学英语教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先后被评为大学″教书育人＇十佳＇
教员″、″教学标兵″，并荣立三等功一次。负责了空军工程大学《大学英语》和《非英语
专业硕士研究生英语》课程建设和改革规划。多年来，在国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２５篇，
编写了《２１世纪研究生英语：实用写作》
（主编）
、
《科技英语》
（主编）
、
《大学英语阅读与
翻译》（副主编）、《新视野大学英语听说（预备级）》（参编）等教材，参加研制了《新视野
大学英语读写教程》多媒体教学课件（副主编），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被众多大
学采用。教学之余，参加多次口译和笔译任务，累计翻译军事科技资料十多万字。
闫文利 １９９０年以医学和文学学士双学位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军医系和西安交通
大学外语系科技英语专业。同年任职于第四军医大学基础部外语教研室，教授本科生及硕士
研究生公共英语和医学英语。参译《道兰氏英汉医学辞海》，参编《军事医学英语》
（总参军
训部教材），编写完成《大学生理学》
（面向２１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全书十二
章的英文摘要。现任《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ｕｍｏｒ Ｍａｒｋｅｒ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肿瘤标记物）
》
（ＳＣＩ杂志）亚洲区编委、
《心脏杂志》
、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
（国家源期
刊）英文编审。１９９７年加入陕西省翻译者协会，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包括在１９９８年
译协主办的陕西民办大中学英语演讲比赛中担任主持；以及２００２年赴扶风义务辅导当地
英语教师；帮助美国环球志愿者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工作。
王 卉 女，生于１９６５年３月，陕西榆林市人。１９８９年７月毕业于西安外院
英语系。２００２年９月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攻读环球经济发展，获硕士学位。现任陕西
省商贸学校文秘教研室主任，陕西省翻译协会会员。毕业后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在教学
中大胆创新，以新的教学理念渗透于所教学科，在学科中起到了带头作用。曾被评为校级先
进工作者。《中专英语教学初探》获《中国供销合作职业教育》论文一等奖；在华北、西北
商贸学校《商贸英语教学观摩比赛》获二等奖；论文《以学生为主体，探索职业学校英语教
学新模式》获华北，西北论文比赛三等奖。
曹建科 男，１９７４年８月出生，陕西彬县人。１９９７年７月毕业于宝鸡文理学
院英语系，同年就职于西安市８３中学。２００４年７月取得陕西师范大学英语教育硕士学
位。２００１年，在首届全国中学英语教师数学技能大赛中获初中教师组二等奖。２００２
年度为《Ｗｅｌｃｏｍｅ ｔｏ ｏｕｒ ｃｌａｓｓ》一课制作的课件，在陕西省中小学信
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研究成果交流活动中荣获一等奖。２００３年度西安市中小学教师教学全
过程评优活动中获得二等奖。２００４年，《把握规律 寻求对策》一文在陕西省教育学院
学报发表。撰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２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ｔ Ｍｉ
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一文致力于中学英语词汇学习的研究，并取得

一定成果。参编普通高中教育地方教材《网络实践》高一和高二分册。

王宝丽 女，１９７８年１月出生，陕西省扶风县人，毕业于西北政治学院法律英语
专业，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翻译。现为陕西省中美文化研究会会长助理，是该组织
中美文化交流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自２００１年以来，一直从事于美国环球志愿者（Ｇ
ｌｏｂａｌ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在华服务项目的接待、联络、各种口译、笔译工作，
接待志愿者之言者人数已达５００多位。曾于２００３年９月作为公司房地产市场考察小
组随行翻译，赴东帝汶访问。发表译作有《中国志愿者在美国》。
黄

楠 曾用名黄联萍，女，１９７１年生于上海市南汇县。１９９０年考入西安外

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学习，四年后毕业留校任专业课教师。现为讲师，西班牙语教研室主
任。
１９９８年参加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一届西班牙语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０
１年参加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召开的“海峡两岸外语教学研讨会”。２００２年参加在台湾淡
江大学召开的“海峡西岸外语教学研讨会”。２００１年参加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
二届西班牙语国际学术研讨会”。
翻译及学术论文：１９９５年协助他人进行委内瑞拉电视连续剧“Ｐｏｒ ａｍａｒｔ
ｅ ｔａｎｔｏ”的部分翻译工作；编著《走进西班牙脱口秀》
（合作，第一作者）；翻译《风
云变幻观气象》、《天文百科》等科普读物，《儒勒．凡尔勒》、《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
人物传记及其他图书。
出国学习：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１年以普通访问学者身份在墨西哥 Ｃｏｌｅｇｉｏ ｄｅ Ｍｅｘｘｉｃｏ
（墨西哥学院）进修学习翻译课程，并在 ＵＮＡＭ（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从师于 Ｍａｒｔｈａ Ｓ
ａｌｉｎａｓ 博士进行教学法研究；２００１ 年７月赴马德里参加西班牙国际合作署举办的西班牙语
教师国际培训班。

缅怀安琳
青春年华的安琳离开我们已经６年了，可是我们今天才能在这里公开说几句缅怀的话，
每念及此，心中便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悲切。
记得她到译协工作是 １９９６ 年，刚刚结婚不久，话不多，但总是带着微笑，穿着很朴素，
很少见她化妆，但在外宾面前，她总是举止得体、衣着整洁。工资不高，可她上班从不迟到。
接待志愿者的四年中，她是现场翻译，不仅负责迎来送往，还要与志愿者朝夕相处。那时飞
机经常晚点，她在机场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四年中没有一次差错。可以说，这四年，安琳用
她全部的心血浇灌着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之树。同时也为译协以后的工作人员树立了一个光
辉的典范。她用自己年轻而闪光的一生不仅感召着每一位她接待过的美国朋友，而且也让陕
西译协的同仁们肃然起敬，正如当时贾治邦省长为爱心友谊工程题词中所说的那样，她的事
迹可谓“爱心的融合，友谊的结晶”。
安琳走了，她走得那么匆忙，那么突然，让我们每一个记得她的人都不敢相信。直到
现在，还有美国志愿者重返西安时向我们索取她的照片和与她有关的图文资料。
一位哲人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可她太年轻了，太美好了，太让人恸心了。
也许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记住她的笑容，记住她的奉献，记住她的无私，记住她向世界献
上的那一份爱心。我相信，座落于安上村的爱心友谊工程将成为一座永垂不朽的安琳纪念碑。

宋淇翻译研究论文纪念奖征文
宋淇先生（１９１９－１９９６）生前翻译论著甚丰，推动翻译教学与研究不遗余力。为纪念宋
淇先生，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１９９８ 年设立“宋淇翻译研究论文纪念奖”，旨在鼓励中

国翻译学者从事文化与历史方向的研究。２００５ 年度论文奖申请日期为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学者均可参选。参选论文须已刊登于国际上
有分量的学术期刊；每人最多两篇；限中、英文；论文须标明所刊载刊物名称及期号。论文
奖奖额 ３ 名，不分等级，每位得奖者将获颁证书及奖金港币 ３０００ 元。参选论文寄交：香港
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并于信封上注明“参选论文”。
常回家看看

欢迎访问我会新网站 ＷＷＷ．ｃｈｓｔａ．ｏｒｇ
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发现一个惊喜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我会新网站已经调整充实完成，欢迎您“常回家看看”。新网站在
原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调整，新增加部分理事简介（含照片），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译协大事
回顾，全省翻译成果索引，美国环球志愿者百队庆典及１－１００ 队合影照片，以及每年职称
评审结果，学术刊物、机构设置、１０ 年间各种比赛评奖获奖名单、培训中心等，彩色图片
达 ２００ 多幅。首页上还设置了 ＳＴＡ 快讯及协会重大活动一句话新闻，只要你经常参加协会的
各项活动，相信你肯定会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会创办 Ｆｒｉｄａｙ Ｃｌｕｂ
由我会与高新区 Ｂａｃｃｈｕ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Ｒestaurant 合作创办的外国人俱乐部 Ｆｒｉｄａｙ Ｃｌｕｂ
将于 １０ 月 １４ 日正式挂牌。
这是一个专为在西安工作的外籍人士提供信息交流的场所。Ｆｒｉｄａｙ Ｃｌｕｂ 每隔一个星期
五举办一次，每次均有两名省译协理事用英语主持，每次一个话题。持有 Ｆｒｉｄａｙ Ｃｌｕｂ 会员
卡的外国朋友均可在当日晚 ７：００－９：００ 参加并享受饮料八折优惠。
省译协秘书处备有会员卡及登记表，各位会员如有外国朋友，可推荐其到秘书处联系，
填表。

签约 ＩＣＯＭＯＳ 组委会

省译协承担“世遗会”全部翻译任务
（本报讯）世人瞩目的“世遗会”（ ＩＣＯＭＯＳ）组委会８月 ２６ 日与省译协签约，大会期
间和筹备期间的所有翻译任务由省译协七位专家组成的翻译组承担，组长由曾给两位英国首
相，三位美国总统担任过口译的我省著名翻译家安危先生担任。翻译组由３名英语，２名西
班牙语，２名法语译者组成，七位专家均系省译协理事，具有国外工作经验及副高以上翻译
职称。同时翻译组还将对大会统一使用的会标、标语、宣传品等进行译文审定。翻译组联络
员、省译协秘书长马珂译审在签约后表示，希望有关方面在举办大型外事活动时，一定要与
翻译学术机构取得联系，使译文送审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确保外事活动与国际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