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翻译事业

促进对外交流

我省隆重纪念第 15 个 “国际翻译日”
同声传译委员会，俄语委员会正式成立
（本刊讯）９月３０ 日下午，我省各界代表在省图书馆隆重集会，纪念第 １５ 个“国际
翻译日”，同时宣告陕西省译协同声传译委员会以及俄语委员会正式成立。省内著名翻译家
孙天义、安危、余宝珠、姚超英等以及各大专院校外语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代表 ２００ 余人
参加了这一纪念活动。著名翻译家安危作了题为“Ｈｅｌｅｎ Ｓｎｏｗ，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Ｓ．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的英文报告，孙天义、余宝珠发表了“国际翻译日”纪念词（全文另发）美国
环球志愿者 Larry 先生，Ｓｅａｎｎ 先生也应邀发表了纪念感言。
1991 年，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译联”确定每年９月 ３０ 日为国际翻译日，中国 １９８７
年加入“国际译联”。２００６ 年“国际翻译日主题为“多种语言 ——— 同一职业”？目的在
于让人们关注翻译工作的专业性。不管我们使用哪种语言，只有依靠专业翻译，才能保证信
息的完整传递。鉴于今年的主题，省译协秘书长马珂在会上宣布，省译协多语种专业委员会
正在紧张筹备，他还说，我省稀有语种人才短缺，很难满足对外交流的需求，有时甚至“一
将难求”。２００８ 年国际译联大会将在上海举行，西安的对外交流也日趋增加，陕西作为翻译
大省，有责任发现和培养各种语言的专门人才。我省从今年起每年都要举办“国际翻译日”
纪念活动，目的在于弘扬翻译工作者为改革开放事业的桥梁作用，促进西安进一步与世界接
轨。

同声传译委员会筹备会议会议纪要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５日，陕西省翻译协会召开“同声传译专业委员会”筹备会议，经过充分
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将“口译专业委员会”更名为“同声传译委员会”不仅十分必要，而
且势在必行。
省商务厅副厅长姚超英同志对组建“同声传译委员会”的必要性，列举了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会展经济”已成为陕西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会展经济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带来物
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没有同声传译的力量，必将制约会展经济的发展。第二，陕西
是全国外事、旅游、文化、翻译大省，应该有大省的风范，省译协出来挑这个头，责无旁贷，
也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三，国际化大都市有 １１ 项指标，其中之一就是会展经济，有没有举
办国际会议的能力，陕西刚刚起步，要做的工作仍然很多，组建同传委员会只能说是迈出第
一步。
省外办涉外处长姚红娟是我省为数不多的几名持有欧盟同传证书的译员之一，被称为
“陕西第一嘴”，她建议直接组建“同声传译服务公司”，市场化运作，语种要多一些，不要

仅限于英语。她说，丝路论坛和欧亚论坛将隔年在西安举办，同传人才十分短缺，日语、俄
语、韩语等小语种更是缺乏，要尽早动手，抓培训、抓实践，锻炼队伍，培养我们陕西自己
的同传人才。
省贸促会张建国处长发言说，他 ８８ 年到贸促会工作，经历过许多国际会议，陕西苦于
没有自己的同传人才，常去北京请，一人一天一万元，代价很高。实际工作中，即席翻译人
才也很短缺，“陕西铁嘴翻译”太少。省译协如果有了同传委员会，事情就好办了。当然，
更重要的是加强人才的培训，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亲身体验同传工作。
省外办友城处副处长强皓丽认为，西安市场化程度太低，年轻人没动力。省译协来牵头
是个好事。要树立省译协这个牌子，就要加大宣传力度，包括对领导的宣传和对公众的宣传，
让社会各界达成一种共识：有了翻译任务，主动跟译协联系，不要去找社会上良莠不齐的翻
译公司。她还说，这个机构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即使不叫公司，也需按公司化运作。这一
点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译协的业务范围本身就有翻译服务，明正言顺。
省译协常务副会长、曾经给 ２０ 多位外国总统和政府首脑作过口译的著名翻译家安危
先生发言说，我省建立“同声传译”机构，优势明显，至少有三部分人可以作为骨干：一是
已取得欧盟同传资格证书的几位尖子人才；二是虽然没有证书但不同程度参与过同传工作的
优秀译员；三是夺得全国翻译形象大使大赛冠、亚军以及获得陕西首届翻译大赛十佳称号的
后起之秀。这些年轻人，只要经过短期强化训练，给他们提供机会，就一定能够胜任同声传
译工作。
省译协秘书长马珂同志认为，现在的口译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来自各旅行社，日常旅
游业务繁忙，难以开展学术活动。不要说担任同传，即就是搞即席翻译，不少人也难以应付，
因为导游与翻译不是一回事。经与口译委员会交换意见，他们也表示改组口译委员会势在必
行。马珂建议向民政部门申请，将口译委员会更名为“同声传译委员会”，重新搭建班子，
开展同传及口译业务。
参加筹备会的人员还有省译协副秘书长王艺、杨洁、高敏娜以及袁沛清、刘育红、刘丽
萍、沈小雁、张建为、韩林烨、马维娜、唐书馨等。

２００６ 年国际翻译日主题

多种语言———同一职业
从阿尔贝基语到祖鲁语，世界上约有 ６８００ 种语言，大约三分之一的语言有文字系统。
翻译职业———无论口头还是书面形式的———几乎同最古老的语言一样历史久远。自从人
类与本社群之外的世界有了接触，就有了对口译者的需求，此后还常需要书面翻译。如没有
这些语言专业人士的服务，今天的地球村将如何维持下去？
语言工作者在各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商务、贸易、外交与国际合作，到科学、教
育以及各种书面的或口头的文化形式———甚至全球化；所有这些人类活动都需要翻译人员
来引线搭桥。
然而工作在语言领域的人们又有多少次被当作专业人士呢？很多时候人们认为只要懂
得两种语言，就能成功地完成口译或笔译工作。这是非常不符合实际的。使用双语的人能够
翻译词语，但他们往往不能顺利地传达完整的信息。
笔译和口译人员是协助人们进行沟通的使者。他们的工作使世界上许多讲不同语言的人
能够平等地交流。翻译铲除了语言障碍，使交流双方能摆脱语言的不适，有效地沟通。
无论涉及何种语言，翻译工作者面临的工作要求是相同的。客户对职业的笔译和口译有
哪些期望呢？
对两种语言都有深厚的功底，能够传达完整的信息及语言的微妙之处；

有修饰语篇的能力，使译文听起来像原创并且易于理解；
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能按时、出色地完成任务，并收取公平的报酬；
有很强的道德感，不会故意接受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工作，并在必要的时候为工作内容
保守秘密；
以高标准要求自己，随时关注其工作语言和工作领域的进展，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与工作
水平；
意识到准确与正确的重要性，对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要做必要的调研；
承认自己并非“万事通”，学习不辍，不断发展自己。
国际翻译家联盟选定“多种语言———同一职业”作为 ２００６ 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目
的在于让人们关注翻译工作的专业性。不管我们使用哪种语言，只有依靠专业的翻译，才能
保证信息的完整传递。
国际翻译家联盟是职业口笔译工作者和术语学家协会的国际联盟。它拥有来自 ５０ 多个
国家的 １１５ 个会员组织，代表着６万多名职业翻译工作者的利益。

名誉会长孙天义在纪念会上的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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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ｍｂ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ｉ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ｕｎ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０８， ＦＩＴ ｉｓ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 ｔｏ ｈｏｌｄ ｉｔｓ ＸＶⅢ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ｅｔ ｕｓ ｗｏｒｋ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ｒｄｅｒ ｔｏ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ｄｏｕｂｌｅ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余宝珠副会长在纪念会上的致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Ｏｎ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００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Ｄａｙ
Ｔｏｄａｙ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 ｔｈｅ
２００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Ｄａ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ｒｅ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ｂｉｇ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ｈｅａｒｔ－ｆｅｌ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Ｉ ｗ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ｉ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ｓｅｎｄ ｏｕｒ ｂｅｓｔ ｇｒｅｅｔｉｎｇｓ ｔｏ ａｌｌ ｏｕ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ｃｏｍ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ａｕｔｕｍｎ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ｒｅ－ｃｅｎｔ．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ｗｅ ａｒｅ ｄｏｉ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ｌｅｇａｌｉｚｅｄ． Ａ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ｆｅｅｌ ｐｒｏｕｄ ｏｆ ｗｈａｔ ｗｅ ａｒｅ ｄｏ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ｏｎｅ ａｔ ｔｈａｔ．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ｏｖｅｒ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ｏｎｌｙ ａｎ ｅｍｐｔｙ ｗｏｒ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ｋｅｗｉｓ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ｋｎｏｗｎ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ｄｅ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 ｈｅｌｐ ｔｏ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ｄｏｎ ’ 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 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ｎ ａｎ ｅｑｕａｌ ｆｏｏｔｉｎｇ．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 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ｉｔｓ ｏｖｅｒ ２０００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ｌ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ｏｒ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ｔａｌｋ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ｏｕｒ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ａｉ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ｒｅｓｔ
ｏｎ ｏｕｒ ｌａｕｒｅｌｓ．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ｇａｉｎｓ ｈｉｇｈ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ｕｒ ｃｌ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ｎ ｏｕｒ ｗｏｒｋ． Ｔｏ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１．ｂ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ｂｏｔｈ ｍ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２．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ｍｏｄｉｆ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 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ｗａ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ｒｅａｄ ｂｕｔ ｋｅｅｐ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ｌａｖｏｕｒ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ｅ．
３．ｔｏ ｆｅｅｌ ｐｒｏｕｄ ｏｆ 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４．ｔｏ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ｉｆ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５．ｔｏ ｓｅｔ ｈｉｇｈ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ｎ ｈｉｍ ｏｒ ｈｅｒｓｅｌｆ；
６．ｔｏ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７．ａｎｄ ｌａｓｔｌｙ， ｌｉｋｅ ａ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ｈｅ／ｓ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ｈｉｍ ｏｒ ｈｅｒ－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ａｌｗａｙｓ．
Ｔｈｅ １１５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ｏｖｅｒ ５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ｏｖｅｒ ６０，０００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Ｗｅ ｓｈａｌｌ ｗｏｒｋ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ｏｕｒ ｓｉｓｔ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 Ｉ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ｉ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ｓｅｎｄ ｍｙ ｂｅｓｔ ｇｒｅｅ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ｌｌ ｔｈ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ｏｄａｙ． 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我会培训中心创办“翻译培训资讯”（ＴＴＩ）
由我会培训中心创办的《翻译培训资讯》（ＴＴＩ）９月９日在省图报告厅首次亮相，
该刊为对刊四版，不定期出版，免费发送。目的在于向省内外所有需要外语，翻译培训的青
年学子提供一些准确的培训信息、业内动态以及提高外语水平的技巧、秘诀。我会秘书长马
珂为该刊撰写了《刊首语》。

刊首语
春播秋收，朝花夕拾。士隔三日则刮目相看。省译协培训中心面世短短三年，却果实累
累，桃李满天，在 ＳＴＡ 四分之一世纪的奋斗史上可谓奇迹中的奇迹。
《翻译培训资讯》便是 ＳＴＡ 培训中心这棵大树上应运而生的一粒硕果。站在 ＳＴＡ 这块高
地上极目四望，陕西外语培训市场上，可谓狼烟四起，群雄割据，一时间招幡林立，良莠难
分。
《翻译培训资讯》的面世无疑给扑朔迷离的外语培训市场吹进一股令人心旷神怡的秋风，
它会告诉你在需要培训时选择怎样的培训机构，如何才能花最少的钱学到最地道的翻译技
巧，跟什么样的老师可以快速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用什么样的教材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学
习效果……
当然，
《翻译培训资讯》在需要者面前无疑打开了一个窗口，让你了解精彩纷呈的外部世
界。人常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谁也不愿意在外语学习与翻译提高方面自我封闭，甘
作井底之蛙。陕西堪称翻译大省，外语培训大省，ＳＴＡ 便是全省翻译人才的摇篮，外语精英
的人才库，同时也是业内人士的精神家园，选择了 ＳＴＡ 同时你也就选择了成功。
“资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就是信息。信息爆炸需要我们练就一付火眼金睛，在纷乱的信息
中去伪存真。信息就要交流，只有交流才能发挥信息的指导作用。愿每位读者都能成为《翻
译培训资讯》的一员，不仅要从中了解信息，受益于信息，还要把自己掌握的信息、学习方
法、窍门、秘诀，无私地奉献出来，融入“资讯”之中，Ｌｅｔ’ｓ ｅｎｊｏ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 ｙｏｕ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第五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一届
中国应用语言学大会征文启事
第五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一届中国应用语言学大会定于 2007 年５月 16－
21 日在北京举行：
大会主题：Language,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the Digital Age (信息时代的语言、教育
与社会)
分主题：语言政策、教学法、课程设计与教材评估、二语习得、计算机辅助教学、评
估与测试、双语教育、教师教育与发展、词典学、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跨文化交际
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等
主 办：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北京外国语大学
承 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地 点：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北京）
工作语言：英语和汉语，以英语为主
会议规模：1500 人
“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由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主办，是目前我国外语教学类研
讨会中学术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术会议，共举办过四届。其第四届中国英语教学国
际研讨会于 2004 年５月在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有来自 20 多个国家共 1500 余名
英语教师和研究人员参会，宣读论文 800 篇。为继续推动我国外语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决定于 2007 年５月 16－21 日在北京联合举办第五届
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
会 务 费：国外参会者：180 美元；主办、协办单位四个学术团体的会员：600 元；
非主办、协办单位学术团体会员的国内参会者：1400 元。食宿费自理。
论文提要：中、英文均可。如提供中文提要，需同时提供英文标题，并自行准备英文
提要或全文在会上散发。字数：500 英文词或 600 汉字。
论文提交将采取网络提交方式， 请访问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网站
（http://www．Celea.org.cn）。
会后将出版本届会议论文集，论文全文应在 4000 英文词左右。希望参评论文集的发
言人需在报到时提交论文全文５份。本次研讨会征文不得是已发表或已投搞的稿件。已发表
的论文可参评第二届中国英语教学优秀论文奖。具体评审细则请访问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网
站。
联系人：刘相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电
话：010-88819582/88819581
E－mail:celea@fltrp.com

学术简讯

第五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开始征集论文
由中国翻译协会发起的亚洲翻译家论坛 １９９５ 年起每三年举办一次，成为亚洲、乃至
国际翻译界的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２００７ 年４月 １１ 日－１２ 日，第五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将在
印度尼西亚西部城市茂物（Ｂｏｇｏｒ）召开，论坛主题为“翻译与文化对话”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下设７个子议题：文化活动和旅游中的口笔译；口笔译与少数民族语

言；外交和法律领域的口笔译；翻译与出版；翻译与技术转化；国际商务中的口笔译；口笔
译人员培训。提交论文的最后期限是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详情情登陆印度尼西亚翻译协会
网站：ｈｔｔｐ：／／ｗａｒｔａｈｐｉ．ｏｒｇ／ａｓｉａ＿ｆｏｒｕｍ．ｈｐｈ。

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征稿
通
知
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中国翻译》编辑部与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将
联合举办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将就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问题做
全面深入的探讨。会议暂定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２———４日在珠海举行。请有志于功能语言学
与翻译研究的学者和硕博士研究生踊跃投稿，中英文皆可，大会学术委员会将择优汇编论文
集并向《中国翻译》杂志推荐优秀论文。论文截稿日期９月 ３０ 日。来稿请寄 ５１０２７５ 广州新
港西路 １３５ 号中山大学外语学院李小珠老师收，或电邮至 ＦＬ１１＠ｚｓｕ．ｅｄｕ．ｃｎ。

“第六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
兹定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２１ 日在对经济贸易大学召开“第六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
讨会”。大会主题：进入 ２１ 世纪的高质量口译。
主题议题：
１、从母语译入外语－国际口译界共同面临的挑战。２、口译教学－课程、方法、师资培
训与国际合作。３、口译研究－理论的突破及其与实践的结合。４、口译专业化－职业考试、
评估与市场开发。
详情请浏览大会网站 ｗｗｗ．ｋｏｕｙｉ－６．ｃｏｍ（接受在线报名）

ＳＴＡ 俄语专业委员会宣告成立
我会俄语专业委员会９月 ２３ 日在西安交大召开成立大会，这标明我会分支机构增加
到了 １４ 个。俄语委员会荟萃了我省俄语界精英，资深教育家，译著齐身的文艺、科技、经
贸等领域的高级翻译、具有高级职称就职于诸多行业的中年译员、拥有同声传译实践的新老
口译工作者及具有发展潜质的青年俄语硕士。其中大多具有国外学习、工作经历。
该委员会按社会需要设：时政（含会展与同声传译）、文艺影视、经贸旅游、科技（含
建筑、交通、医药）、翻译学研究五个小组，定向进行学术活动。

ＳＴＡ 俄语专业委员会组成
主
任：刘恩光
副 主 任：李文华
秘 书 长：黄正武
副秘书长：彭 玲
委
员：李四海
安新奎
朱发根

赵

虹

靳 奇
惠树成
窦光宇
李一笑

叶 琳
冯向明
刘金华

尤建初
马 骊

ＳＴＡ 同传专业委员会组成
主 任：姚超英
副主任：姚红娟
秘书长：刘丽萍

李雅丽

刘育红

成

员：（姓氏笔划为序）
常
虹 马维娜
张建伟 张建国
俞大虎 胡 荣
高敏娜 强皓丽

韦振华
杨雪婷
唐书馨
韩 蕾

张 勇
沈小雁
高晓红
韩林烨

周庆华

我会再次“相约”ＩＣＯＭＯＳ
国际古遗址大会（ＩＣＯＭＯＳ）“西安宣言”发表一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１０ 月 １９ 日至 ２１
日将在西安举行，我会再次与组委会签下协议，大会同传及口、笔译任务均由我会承担。大
会翻译组由马珂、周庆华、韩蕾、高敏娜、刘丽萍五人组成，１０ 月 １９ 日驻会。这是我会成
立同传专业委员会以来首次承担大型国际会议同传任务。

安康译协接待美国ＹＷＴ组织教师纪实
２００６ 年７月３日至 ２９ 日，６名来自美国ＹＷＴ（在中国教英文）组织的英语教师来安
康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义务支教？熏该项目的主办单位为安康市翻译协会，承办单位为安康中
学，协办单位为市教育局、市外事办、陕西省译协中美文化研究会、美国教育协会。
一、 基本情况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４ 至 １５ 日，陕西省译协中美文化研究会会长安危先生、美国环球志愿
者队长，该组织常驻西安代表、中国项目部经理史杰谋先生（Ｍｒ． Ｊｉｍ Ｓｗｉｄｅｒ
ｓｋｉ）来安康进行考察访问，旨在了解安康中学英语教育现状，与市教育局探讨由美国环
球志愿者为安康分期分批培训骨干英语教师的可能性。
在安期间，市翻译协会副会长黄章成、秘书长曾力竞陪同客人们考察了安康中学、汉
滨初级中学，客人们对市区内的中小学英语教师就如何搞好外语教学及外语教学发展趋势举
办了一场讲座，同城区的英语教师们进行了座谈。
经过两天的考察，客人们对安康的外语教育现状有了大概的了解：全市有英语教师
１７７７ 人，本科以上学历 ５８６ 人，专科学历 １０４２ 人，中专学历 １６５ 人，中专以下学历２人。
单就目前学历达标情况看，全市高中、初中、小学英语教师学历达标率分别为 ８１％、９３％
和 ９９％，基本能够满足教学需要。但就教育局掌握的实际情况来看，全市中小学英语老师
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大部分英语教师第一学历较低，许多是通过自学取得合格学历的，因而
自身素质不是很高；二是由于对外交往较少，英语教师的口语和听说能力普遍较差，只能看、
不会说或听不懂；三是英语教学的发音不够规范，学生的发音，中国人听着象外语，外国人
听着象中文。因此从安康英语现状来看，迫切需要通过各种培训提高老师的听说能力。
市教育局副局长张柏林表示：对于美国环球志愿者组织提供的培训非常感兴趣，他希
望志愿者组织能够通过本次考察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为来年的培训或者合作打下一个坚实
的基础。
客人们回西安后，认为安康的英语教学现状很落后，属于“需要帮助的群体”，同美
国环球志愿者（Ｇｌｏｂａｌ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的服务宗旨相吻合，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近年直接
往安康派志愿者的时机尚不成熟。后经中美文化研究会多方联系，求助于美国教育协会下属
的ＹＷＴ（“在中国教英文”）组织，由美方派遣６名教师，于 ２００６ 年７－８赴安康实施“半
义务”支教项目，美籍教师以安康中学为培训基地对全市英语教师和学生进行培训。
二、 主要工作
７月２日，外教一行６人在安危会长陪同下抵达安康。３号在安康中学举行了隆重的
支教项目启动仪式，开幕式上，安危先生在发言中表示：这是美国教师首次在西安市以外实
施的支教项目，这个支教项目今年在安康市、志丹县同时展开。他希望安康市有关方面鼎力

协作，搞好本次支教活动，使其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为以后的教育交流打好基础。
７月３日－２８日期间，外教以安康中学为培训基地举办了两期教师培训班、四期“快
乐英语夏令营”（Ｈａｐｐ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ｍｍｅｒ Ｃａｍｐ）。安康１５０多名教师参加了培训、２５０
０人次学生参加了夏令营活动。接受培训的教师大多来自基层各县（区），大部分学生主要
来自安康市，还有部分学生来自西安等地，许多学生连续参加几期培训。
承办方安康中学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本次活动，从项目的动员、前期准备、招生、组织
教学均进行了精心安排。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上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课堂教学，下
午安排灵活多样的课外活动。
三、 实施该支教项目的意义
１、此项目的实施扩大了我市的知名度，外教在同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彼次产生了深
厚的感情。“爱上了安康，爱上了安康人民！″这是外教离安前的真情表白，他们表示：回
国后要向本地人民介绍安康，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是个民风纯朴、人民热情好客的祥和之地。
２、 此项目的实施增进了中美人民的民间友谊，是对官方外交的有力补充；通过这个
渠道，安康将拓宽对外交往渠道，为下一步寻求友好城市、友好学校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改变人生的十天
———我会环球英语培训第 １１ 期圆满结束
“参加了 １０ 天英语培训，我的思想一下子豁亮起来了。我知道如何去学习，如何去生
活，如何去做人了。这是改变人生的 １０ 天″！
“别说参加高师们的培训，就是与这么多精英见见面，也不虚此行！”
“见了大腕，才知自己的学识肤浅！”……
谈起参加《环球英语培训》的收获时，许多参培的中小学英语教师如是说。
我会《环球英语培训》第１１期于８月 １０ 日开讲，８月 ２０ 日中午胜利结束。来自宝
鸡、咸阳、西安的 ３９ 名中小学英语教师和 ６３ 名大中学生参加了这次培训。通过上午四节小
班授课，下午两节大组讲座，晚上观看英语电影和练习英语文艺节目等形式，培训的重点是
提高学员的英语听说能力，学习英美文化，了解英语教学的新理念、新方法，提高学员的英
语阅读能力和翻译水平。在历时 １０ 天的培训期间，专家教授亲自授课，青年精英训练辅导。
为本期学员授课的英语专家有雷雨生、刘谦、辛珂、刘新民、王爱芬等五位教授；有全国翻
译形象大使大赛冠军韦振华；有获得陕西省″十佳翻译″称号的韦振华、杨雪婷、高敏娜、
韩林烨等四位英语精英；有陕西省和西安市中学英语教学能手李育民、刘卫、李秋月；有美
国教师 Ｊａｒｅｄ Ｎｅｌｓｏｎ 和英国教师 Ｎｏｒｍａ Ｇｒｏｓｓ；有著名翻译家安危；还有西北工业大学英
语专业研究生赵玲、王玲玲、冯健等外语界新秀。
使参培学员感到十分满意和振奋的，不仅仅是授课专家、学者的渊博学识，而且还有他
们高尚的品德和为人师表的风范。所有授课的专家、学者，不仅义务讲课，而且是自己花钱
往返扶风。这使许多学员激动不已，深受教育。
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在安上学校参观了《美国环球志愿者在中国》大型图片展览，“爱
心友谊工程纪念碑”，“安上学校建设碑记”；许多学员流连忘返，抄录下碑文、抄录下图片
说明以及校园内、外的中英文标语和警句。他们决心以美国环球志愿者为榜样，奉献爱心，
服务他人，“自己活着，为了使他人更幸福”。
《环球英语培训》的另一个特点是“集中吃饭，分散住宿”。培训的前五天，气候出奇
的酷热，但清洁舒适、装有空调的安上友谊餐厅，却像秋天一样凉爽惬意。可口的西府特色
饭菜，一日三餐，百吃不厌。但是，无论是参培的教师学生，还是授课的专家教授学者外宾，
都分别住在村民家里。虽然比不上城里的住宿条件，却也干净卫生，独家独院，别有一番韵

味。热情好客的村民，使参培学员们大有“不在家里，胜似家里”的经历和感受。最为重要
的是，学员们在无意中了解了农民、农业和农村；了解了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也了解了他们
建设新农村的规划和打算。培训期间，几乎人人与房东交上了好朋友，这是他们起初根本没
有想到的。
人有情，天亦有情。８月 １０ 日，学员们冒着酷热，怀着好奇和期待，来到了安上村，
领略了天的酷热和人的热情；８月 ２０ 日，他们带着收获，背着希望，怀着一丝难舍难分的
心情，冒着初秋的毛毛细雨，向他们新结识的农民朋友辞别，经历着″相见时难别亦难″的
心情。
汽车开动了，带走了学员，也带走了他们欢乐的笑声。伴随着汽车马达的嘟嘟声，传来
了越来越远的呼喊：“再见了，叔叔阿姨，我们还会回来的！”

２００６ 年暑期义务支教光荣榜
辛 柯
高敏娜
冯 健

安 危
王艾芬
雷雨生
刘 谦
刘新民
牛文轩
韦振华
韩林烨
李育民
刘 卫
李秋月
刘 勇
陈 虹
柴 芸
赵 玲
王玲玲
Ｎｏｒｍａ Ａｎｎ Ｇｒｏｓｓ （ＵＫ）
Ｊａｒｅｄ Ｎｅｌｓｏｎ （ＵＳＡ）
（本期截稿日期 ９ 月 ３０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