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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简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是经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主管，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主办，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期刊。 

《二外学报》以推动中外语言理论研究与实践为己任，以促进我国高校外语

科研与教学为目的，致力于推动外语学科的研究与发展，服务于广大语言研究者、

高校外语研究人员，增进中外语言学科的相互沟通与促进，提升中外语言研究的

交流水平。2017 年，学报进行了全新改版，成为外语期刊界的一个亮点。我们

聘请了十几位国内外著名学界泰斗担任特约顾问，组建了由校内外知名专家和学

者构成的阵容庞大的编委会，涵盖文学、语言学、翻译及教学研究等各个方向，

体现了国际化、包容性、多语种的特色。改版后的《二外学报》除传统的语言学

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外国文学评论、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等固定栏目外，还

根据各期的关注重点，设立了“名家论坛”、“学术争鸣”、“青年学者论坛”、“学

术前沿与动态”和“书刊评介”等机动栏目。我们积极向学界前辈知名专家约稿，

在“名家论坛”发表了一批优秀学者的高端学术成果。《二外学报》努力追踪学

术前沿，组织了一批学术质量优异、研究领域超前的特色专栏，如“中东欧文学

研究”“失语症”“文学伦理学”“英译比较与翻译”“多模态”“汉语‘乡土语言’

英译实践批评研究”“异域学术”“生态语言学”“语言服务”“中国文学外译”“译

者行为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语言问题研究专题”“二语习得研究”“机器翻译

译后编辑”等专栏，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我们以提高我国高校外语研究水平、繁荣学术活动为己任，举办了一系列公

益性质的高端学术活动，先后举办了“中东欧十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与现实问题

学术研讨会”“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 2017 年年会”“2017 当代语言学前沿论

坛”“新时代背景下的外语教学：困境、挑战与出路”“新时代语境下的外国文学

经典研究研讨会”“人工智能时代我国语言服务产业研究高端论坛”以及两届“全

国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等影响广泛的学术会议，受到广大外语教师的欢迎。 

经过学报人几年的努力，改版后的《二外学报》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和读者

的肯定，在业界的影响力逐步上升。我刊先后数次入选人大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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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期刊，2018 年更是被评定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语言学类“A

刊核心期刊”，实现了办刊的突破。2019 年再次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

北京市高校社科名刊。2020 年在知网 64 种语言文字期刊中，影响力排名上升至

第 24 位，人大报刊资料转载率名列外国语言文学类期刊前茅。 

我们将坚守我们的办刊宗旨，突出“学术前瞻、实践引领”的办刊特色，以

更加严谨的治学态度，把《二外学报》努力打造成一颗外语学术期刊的新星，为

中国外语科研事业奉献二外人的力量！欢迎学者们积极为《二外学报》惠赐稿件，

《二外学报》期待与学界同仁一道，携手谱写外语研究的新篇章！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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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简介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由建立于 1950 年的原西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与原西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整体合并而成，其前身是上个世纪 40 年代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原四川

省立教育学院英文系和私立相辉文法学院外文系。学院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学贯中西的大

师吴宓先生，著名诗人及文学家方敬，翻译家邹绛，外语教育家张正东以及熊正伦、赵维藩、

李德才、孙法理、江家骏、陈治安、刘家荣、李力等学术先贤和著名专家曾在此执教，积淀

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办学特色。 

学院是目前西南大学教职工人数 多的学院，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现有教职工

229 人，专任教师 203 人，其中教授 24 人（含特聘 3 人），副教授 65 人，讲师 113 人；博

士生导师 9 人，硕士生导师 48 人；博士 92 人，在读博士 12 人。学院拥有重庆市优秀教学

团队；有多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语言学、外国文学、外语教育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区域国别研究等领域有较深的造诣，在多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 

学院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另有“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接收国内访问学者；“外国语言文学”为重庆市重点学

科。学院的“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是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下辖

认知语言学研究所、功能语言学研究所、外语教育研究所、课程教材研究所、翻译研究所、

日本研究所、俄罗斯研究所、德国研究所等，另有教育部备案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俄语国

家研究中心”及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莎士比亚研究中心、翻译中心、辞书研究所、西语国

家研究中心等校级科研机构；学院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认知翻译学专业委员会、西部地

区外语教育研究会、重庆市外文学会、重庆市莎士比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的挂靠单位；学院

办有国际学术期刊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认知语言学研究》）、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亚太二语及外语教育学刊》）、《俄语国家评论》以

及国内学术集刊《语言、翻译与认知》《外语教育研究》；学院的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认知语言学国际论坛）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博雅”“缙云”两大

讲坛是学校颇具影响的外语类重要学术论坛。近十年，学院主持了数十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全国和部市级的教学科研成果奖。 

学院下设英语教育系、英语系、日语系、俄语系、德语系、研究生教学部、大学英语部、

网络与继续教育中心；现有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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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语9个语种，英语、日语、俄语、德语4个专业；英语专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2019）、

国家级特色专业（2009）、重庆市一流本科专业、学校优势专业，日语专业和俄语专业为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以及重庆市一流本科专业；有国家级、市级、校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

享课程和重点课程多门，其中“语言学导论”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一流

课程，“大学英语”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有国家级规划教材多种；承担全校各专业、各层次

学生的外语教学工作。学院在国内多个省市建立了教学实习实验基地。建院以来，学院已构

建起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外语专门人才。目前

学院在校普通本科生 1999 人，博士研究生 85 人、硕士研究生 370 人，免师教育硕士 1503

人；另有辅修、远程教育学生 1898 人。学院是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优秀学院，学科建设与研

究生教育先进学院，本科生、研究生就业先进单位。 

学院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俄罗斯、

德国、奥地利、西班牙、丹麦、比利时、匈牙利、泰国等国的高校建立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与

合作关系；75%以上的教师有出国学习或工作经历；每年有多名外籍专家、学者来院讲学，

各专业常年有外籍专家任教；学院还接收外国留学生，各专业每年有多名学生出国（境）学

习深造。 

学院建有“语言认知与脑科学实验室”，为科学研究搭建了良好的实验平台；学院的“外

语实验教学中心”集数字化、网络化、媒体化为一体，是学校本科教学与研究示范实验室，

设有语言实验室、同声传译实验室、笔译实验室等；自主开发了“外语自主教学与学习系统”

可远程操控的课程直播录播系统等，拥有的外语视听资源超过 70TB，涵盖多种语言的视频、

音频、文本、动画等，为师生提供了丰富的在线学习资源，其容量在全国高校的外语专业中

名列前茅。院内还有西南大学外语图书馆，藏书 4 万余册。 

学院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外语教育的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秉承“博学中西，砥砺德行”的院训，以“崇尚学术自由，追求

科学真理，培养外语英才，塑造模范国民”为使命，以“全人教育”为外语教育理念，以“课

程思政”为路径，以“创新兴院、精品立院、严谨治院、团结强院”为抓手，致力于实现建

设“有科学理念、有办学特色、有队伍优势、有学术地位、有人才质量”的高水平外语人才

培养与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的奋斗目标。在全院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学院改革发展取得

了显著成绩，多次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学院的办学理念、教学质

量、学术地位、科研水平以及和谐团结的人文环境，在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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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三届译者行为研究论坛 

会议日程 

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8:00-12:00·开幕式/专家论坛 

腾讯会议号：428-7283-3287 

会议直播地址：http://live.bilibili.com/26323402 

温馨提示：专家发言控制在 25 分钟之内！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计金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  教授 

许钧  浙江大学  资深教授 

周长银  《二外学报》执行主编  教授 

文旭 开幕 

致辞 
8:00-8:15 

合影  工作人员 

8:15-8:45 王克非：再谈译家和译作 

8:45-9:15 程维：国际传播视角下译者身份特征的研究探索 

9:15-9:45 朱振武：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的发生机制与译介理路 

董洪川 

9:45-10:15 文军：汉语古诗英译史研究：对象、范畴与思路 

10:15-10:45 刘云虹：译者行为与译者主体化 
王和平 

10:45-11:15 李正栓：彭斯诗中国群体译者行为研究 

11:15-11:45
孙会军：相同的原文，不同的“译调”——译者行为

批评视阈下的莎剧汉译研究 

梁超群 

专家

论坛 

（1） 

12:00-14:00 午餐 

 

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14:00-18:00·专家论坛 

腾讯会议号：428-7283-3287 

会议直播地址：http://live.bilibili.com/26323402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14:00-14:30
胡开宝：语料库批评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行为研究：

理据与路径为例 

14:30-15:00 张政：译者群体行为时空考——以《高僧传》为例

陈勇 

15:00-15:30 任东升：以“国家”为视点的译者行为批评 

专家

论坛 

（2） 

15:30-16:00 吴赟：网络文学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李德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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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30 秦洪武：传播学视域下的译者行为 

16:30-17:00 卢卫中：机构译者翻译行为社会认知研究的必要性
孙颖 

17:00-17:30
胡显耀：翻译社会认知研究的概念、问题和方法——

译者行为研究的新路径 

17:30-18:00

胡安江：知识考古、话语重构与中华文化的对外译

介和国际传播：美国汉学家译者华兹生的中国文化

典籍英译实践反思 

邓耀臣 

 

2022 年 11 月 20 日（周日）8：00-12:00·专家论坛 

腾讯会议号：428-7283-3287 

会议直播地址：http://live.bilibili.com/26323402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8:00-8:30 

张威：政治话语译者的“斗争精神”——《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四卷）“坚持敢于斗争”的翻译学习

体会 

8:30-9:00 黄勤：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研究 

常少华 

9:00-9:30 刘泽权：《红楼梦》六个英译本注、释策略与方法考察

9:30-10:00 张保红：译者行为跨艺术探索 
罗天 

10:00-10:30 谭业升：译者行为的认知研究 

10:30-11:00 傅敬民：译者身份与译者翻译行为 
肖开容 

11:00-11:30 文旭：译者行为的决策观 

专家

论坛

（3） 

11:30-12:00 周领顺：译者行为评价一体化 

闭幕 12:00-12:05 周领顺 教授 

周长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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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19：00-22:10·分论坛（1） 

腾讯会议号：976-416-139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19:00-19:10 蒋童：翻译之维 

19:10-19:20 王军平：译者群体行为批评的类型与进路 

19:20-19:30 
黄安琪：翻译家与作家互动：探究中国文学英译过程

中译者的“追问”价值 

19:30-19:40 
徐燕华：女性意志之觉醒：薛琪瑛《意中人》意志性

译者行为分析 

19:40-19:50 
曹双飞：从《中国翻译家辞典》透视 20 世纪大陆女

性翻译家群体的崛起 

19:50-20:00 满倩倩：译者行为影响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差异研究 

20:00-20:10 
陈思米：个人翻译与合作翻译行为对比研究：以霍克

斯和杨宪益、戴乃迭英译《红楼梦》为例 

20:10-20:20 
刘坤、周文娟：“译者主体”与“译者中心”之辨：

视角、维度及启示 

20:20-20:30 涂雯鑫：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译者行为的诠释 

 

彭白羽

陈静 

20:30-20:40 彭白羽：译者行为研究的纵横化发展 

20:40-20:50 
杨安稷：杨宪益、戴乃迭合作翻译行为研究：以《孔

乙己》的英译为例 

20:50-21:00 
李若楠：国家机构翻译下的译者行为研究——以沙博

理英译《邓小平文革岁月》为例 

21:00 -21:10 

杨玲：中华文化“走出去”翻译研究的知识图景与发

展前瞻——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知识图谱

分析 

21:10-21:20 

黄逸彬：求真与务实：跨学科视角下译者行为批评模

式探索——兼评《王际真中国文学经典译介之译者行

为研究》 

21:20-21:30 
王莹：雪漠作品中乡土语言英译翻译策略分析——以

《大漠祭》和《猎原》为例 

21:30-21:40 臧悦：《阿诗玛》戴乃迭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探究 

21:40-21:50 
王倩倩：译者行为批评视角下《论语》英译本翻译策

略方法分析 

21:50-22:00 
陈静：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的译者行为批评路径——兼

评《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 

分论坛

（1） 

22:00-22:10 
邓茜：自译与他译行为与译者风格对比研究——以

《啼笑皆非》的汉译为例 

蒋童 

王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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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19：00-22:10·分论坛（2） 

腾讯会议号：497-545-532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19:00-19:10 姜淑芹：译者行为批评视角下的《金银岛》复译研究 

19:10-19:20 
张汨、朱艺雯：许渊冲莎剧翻译的动态译者行为批评

研究——基于《安东尼与克柳葩》翻译手稿的考察 

19:20-19:30 
王晶：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中的译者角色化行为——以

《中国共产党简史》英译本为例 

19:30-19:40 李博言：杨匏安翻译风格的传播理论解释 

19:40-19:50 邱槿：葛译《青衣》文化负载词译者行为研究 

19:50-20:00 
郝乙遥、杨言：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视域下刘宇昆《北

京折叠》的翻译研究 

20:00-20:10 
刘美：译者主体性视角下林语堂《浮生六记》译本中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20:10-20:20 
郭春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注释翻译的译者行为

研究 

20:20-20:30 
林宗豪：《天工开物》任译本科技术语尾注行为批评

研究 

 

 

 

 

邵璐 

马冬梅

20:30-20:40 
邵璐、于金权：走出沉寂的贾平凹作品英译：社会学

视域下的翻译行为者角色研究 

20:40-20:50 马冬梅：求真与务实——周煦良科学翻译目的刍议 

20:50-21:00 
周宣丰：《骆驼祥子》伊万·金译本中的“求真”与

“失真”译者行为研究 

21:00 -21:10 
罗玉英：《简爱》译本的译者行为研究——基于祝庆

英译本和黄源深译本的对比研究 

21:10-21:20 邢佳妮：傅雷翻译思想的研究 

21:20-21:30 赵斌斌：傅雷翻译美学思想探析 

21:30-21:40 
邓媛：国际传播视域下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路径反

思——以拉斯韦尔范式下林语堂对外译介为例 

21:40-21:50 王佳伟:翻译规范理论指导下的广告语翻译 

21:50-22:00 
白茹：当代微型小说汉译中译者行为研究——以张白

桦译的“译趣坊”系列为例 

分论坛 
（2） 

22:00-22:10 杨如一：试论国货美妆品牌名称的翻译策略 

张汨 

姜淑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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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19：00-22:10·分论坛（3） 

腾讯会议号：703-120-236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19:00-19:10 
吕文澎：从西方译者“传教”到中国译者“传播文化”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的《道德经》英译历时研究 

19:10-19:20 
李鹏辉：十九世纪英国汉学家亚历山大的自我重译行

为研究 

19:20-19:30 白林琪：试论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译者的隐身与显形 

19:30-19:40 张佳琪：从中日政治类文本翻译看近代化进程 

19:40-19:50 
杨丁宇：译者注释考证行为在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的必

要性——以《圣伯丁年代记》为例 

19:50-20:00 
刘玉婷：毛泽东诗词陌生化手法在英译中的再现 

——以《菩萨蛮·黄鹤楼》为例 

20:00-20:10 
于春丽：民国时期跨国语际型翻译机构——辛酉剧社

与朱穰丞的话剧翻译 

20:10-20:20 
陈茁：黔地译史：民国时期《文讯》月刊中翻译作品

及译论文章的相关考察 

吕文澎

龙丹 

20:20-20:30 
王烟朦：在宗教与科学之间：伟烈亚力《周髀算经》

英译的价值取向研究 

20:30-20:40 龙丹：吴经熊英译《道德经》的译者行为研究 

20:40-20:50 
代晶晶：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不平等外交条约翻译研

究——以《南京条约》为例 

20:50-21:00 
王一婷：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黄帝内经》李照国英

译本研究 

21:00 -21:10 
刘晶：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诗大序》的英译分析 

——以理雅各和宇文所安译本为例 

21:10-21:20 
田媛：翻译规范嬗变的历时性研究：以《聊斋志异》

英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为例 

21:20-21:30 
肖玉莹：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苗族史诗》英译比

较研究 

21:30-21:40 
王乐敏：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自译文本中的

叙事建构研究 

21:40-21:50 
周智威：苗族民间故事《灯花》在日本的绘本创作与

读者接受研究 

21:50-22:00 解栋：基于语料库的《喜福会》译本风格对比分析 

分论坛

（3） 

22:00-22:10 艾蓉娜：对玄奘“五不翻”理论的探究 

 

 

 

 

李鹏辉

王烟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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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19：00-22:10·分论坛（4） 

腾讯会议号：417-818-904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19:00-19:10 
龚献静：从文化传播到知识生产：20 世纪 70 年代美

国国家翻译行为转型的动因、路径及影响 

19:10-19:20 张文：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刘延陵译诗《冬季》解读 

19:20-19:30 
康荣耀：中国远程口译的场域、资本和惯习研究——

基于一次小型职业译员访谈 

19:30-19:40 
苏玥玥：口译的译员中立性研究：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与个人因素的影响 

19:40-19:50 蔡佳立：字幕翻译的译者行为批评主体研究 

19:50-20:00 
孙舒：汉英交替传译中译员的自我停顿与修正——以

2022 年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为例 

20:00-20:10 
刘晓均：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汪榕培典籍英译研究

——以《邯郸记》英译为例 

20:10-20:20 乌日古木拉：电影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行为研究 

20:20-20:30 
冯正斌、汪学冰：乡土语言英译译者行为研究——以

《老生》为考察中心 

蔡华 

刘猛 

20:30-20:40 
蔡华：译可译，非常译——试论汪榕培教授英译《英

译老子》实务的肇始功能 

20:40-20:50 
刘猛：译者行为视域下线上口译教学中学生译员增效

研究 

20:50-21:00 张永超：影响译者行为的主客观因素分析 

21:00 -21:10 
庞恒田：从《泰坦尼克号》的字幕汉译策略看译者角

色 

21:10-21:20 
黎孝兰：翻译过程解析：语际转换的语言文字结构机

制——以《中国日报》双语新闻热词为例 

21:20-21:30 
芶佳：Research on the Interpretation Functional 

Approach of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21:30-21:40 邢顺杰：译员短时记忆的通道特异性研究 

21:40-21:50 
陈婧瑗：译者行为批评及其待研究方向——兼评《汉

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 

21:50-22:00 张璐璐：电影片名翻译的译者角色化分析 

分论坛

（4） 

22:00-22:10 
魏绪涛：目的论视角下的《中共牡丹江党史人物传》

（第一卷）英译研究 

 

 

 

 

 

 

 

冯正斌

龚献静

 

 

 

 

 

  13



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19：00-22:00·分论坛（5） 

腾讯会议号：691-363-195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19:00-19:10 
赵秋荣：基于句法复杂度的《传习录》英译本译者行

为研究 

19:10-19:20 
李雪丰：林语堂《苏东坡传》书写行为与翻译行为的

关联剖析 

19:20-19:30 蒋亦文：蓝罂粟出版社中医典籍英译的译者身份研究 

19:30-19:40 张丹：斯宾塞《小爱神》的译者行为研究 

19:40-19:50 
高广敏：图里翻译规范理论下的译者译写——以蔡骏

对《沉没之鱼》的译写研究为例 

19:50-20:00 
司悦：《人民文学》英文版期刊《路灯》（2011-2018）

中当代少数民族作品译者群研究 

20:00-20:10 宫宝悦：《论语》海外华人译者群体行为探析 

20:10-20:20 
穆峥嵘：巴金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茵梦湖》汉

译为例 

崔丹 

唐红英

 

20:20-20:30 
王尔亮：德国汉学家文树德视野下的中医经典医籍

《黄帝内经·灵枢》英译 

20:30-20:40 
崔丹：东北作家群作品的海外译介与译者行为张力

——以萧军《八月的乡村》译者伊万·金为例 

20:40-20:50 
段如焘：典籍翻译中译者角色探究——以辜鸿铭和许

渊冲的《论语》英译为例 

20:50-21:00 

王亚琴：多维度跨学科视域下的译者身份建构——以

《透过地质学、考古学、历史学棱镜看欧亚世界大格

局》一书汉译过程为例 

21:00 -21:10 贾梦蝶：科技文本翻译中的译者角色与翻译策略 

21:10-21:20 
吾吉阿布拉·麦麦提：鲁迅《狂人日记》及维译本译

者行为比较探析 

21:20-21:30 
宋萍：切斯特曼翻译伦理视域下旅游外宣文本翻译研

究 

21:30-21:40 
吴娟:从女性主义翻译视角分析译者主体性——以

《夜莺与玫瑰》两个中译本为例 

21:40-21:50 唐红英：获得语作家身份下中诗英译行为研究 

21:50-22:00 刘丽娟：《布洛陀史诗》文化词英译之现实美研究 

分论坛

（5） 

22:00-22:10 
魏心仪：译者行为批评视角下的《狂人日记》译本研

究——以杨宪益、蓝诗铃译本为例 

 

赵秋荣

李雪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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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19：00-22:00·分论坛（6） 

腾讯会议号：977-818-609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19:00-19:10 
王哲：基于源语言及目标语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行为研

究 

19:10-19:20 
李文婕、李伟艳：《孺子歌图》英译行为所建构的晚

清中国儿童形象研究 

19:20-19:30 邓洁：清末民初科学小说译者群体的理性选择 

19:30-19:40 
陈铖：布迪厄视域下杨宪益的译者行为分析——基于

中国古典文学外译的考察 

19:40-19:50 
谢文琦：社会翻译学视域下儒学典籍英译的副文本对

比研究——以《中庸》英译为例 

19:50-20:00 
余静良：形象学视域下诗学功能及其建构策略研究

——基于《西厢记》英译本的考察 

20:00-20:10 
杜雅坤：《天演论》的副文本研究——论译者如何在

译文中增强信任关系 

20:10-20:20 高玥：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具象化再释解 

20:20-20:30 
李珊、何亚月：宇文所安英译杜诗的译者行为批评分

析 

戴文静

刘深强

 

20:30-20:40 
虞明星：芮效卫《金瓶梅》副文本的“资本”视角解

读 

20:40-20:50 胡茜：惯习理论视域下瞿秋白译者主体性研究 

20:50-21:00 戴文静：《文心雕龙》“风骨”范畴的海外译释研究 

21:00 -21:10 吕霄霄：汉学家杜善牧与《易经》研究 

21:10-21:20 
胡雯苑：派屈克·韩南的“价值”翻译观与深度翻译

——《风月梦》英译本的副文本考察 

21:20-21:30 
张涛：以副文本视域下的《韩非子》英译本研究及传

播启示 

21:30-21:40 
罗莹、江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隐喻英西译的

译者行为比较研究 

21:40-21:50 
马晶晶：少数民族史诗合作翻译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以彝族史诗《勒俄特依》英译为例 

21:50-22:00 
刘深强：重译者焦虑及其行为模式研究——以《西游

记》英译为例 

分论坛

（6） 

22:00-22:10 孙晓蓉：煤炭科技术语翻译知识的中国演变 

王哲 

李文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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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19：00-22: 00·分论坛（7） 

腾讯会议号：719-416-082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19:00-19:10 李孝英：肝系疾病术语内涵挖掘及英译认知研究 

19:10-19:20 
杨陇：语料库视域下叙事进程的翻译建构：以余华《往

事与刑罚》之英译本为例 

19:20-19:30 
彭颖：基于自建小型语料库的译者行为研究——以

《老人与海》多译本为例 

19:30-19:40 
康政：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考察——以葛浩文英译

莫言长篇小说为例 

19:40-19:50 
赵亮：基于语料库的《聊斋志异》英译本译者行为对

比研究 

19:50-20:00 

柳玥：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基于语料库的地方外宣片

解说词外译研究——以《湖北全球推介会宣传片》为

例 

20:00-20:10 刘艳春：“简化”的译者双语认知动因探析 

20:10-20:20 
马晴：务实 V.S 求真：基于语料库的熊式一译者行为

批评分析 

 

孙利 

张焱 

20:20-20:30 
贺文照、喻锋平、徐威：马列主义早期译介操作规范

研究——以《共产党》月刊为例 

20:30-20:40 孙利：译者主体能动性的耗散结构研究 

20:40-20:50 
李炜炜：《菊与刀》四个汉译本的译者风格初探——

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 

20:50-21:00 
李亚峰：《当代翻译学理论》傅译本的译者行为批评

分析 

21:00 -21:10 
张焱：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视域下《黄帝内经》海外英

译群体行为研究 

21:10-21:20 
韩淑蕊：“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论《红楼

梦》章回题目英译——以杨译本为例 

21:20-21:30 
姚广源：基于语料库的政治会议口译译者行为批评分

析 

21:30-21:40 
杨淞幄：试论英汉翻译中语言性别差异——以《小王

子》林珍妮、李继宏译本为例 

21:40-21:50 
张俊卿：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女铎》（1912-1922）

女性译者群体的女性身份书写 

分论坛

（7） 

21:50-22:00 沈洁、王宏：中医典籍英译批评：成绩、问题与对策 

李孝英

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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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19：00-22: 10·分论坛（8） 

腾讯会议号：288-413-669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19:00-19:10 
韩淑芹：“社会中心”译者行为评价——丁韪良译《万

国公法》的个案分析 

19:10-19:20 
李冬冬：反讽翻译的译者行为研究——以蓝诗玲译

《阿 Q 正传》为例 

19:20-19:30 
陈虹竹：译介传播与空间联动：饭仓照平中日韩民间

故事研究 

19:30-19:40 
张乐乐：译者行为批评视角下《祝福》文化负载词英

译研究 

19:40-19:50 张晋豪：《伤寒论》在日本的现当代传播与接受研究 

19:50-20:00 

崔舒洋：人称指示语视域下的埃及国家形象建构话语

外译研究——以塞西总统第 70 届联大演讲英译本为

例 

20:00-20:10 
陈靖怡：交际伦理视域下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英译对比

分析 

20:10-20:20 
胡相成：A Construal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roverbs / 汉语谚语英译的识解研究 

20:20-20:30 
杨国强：典籍翻译中译者审美意识与译者行为之关系

探颐——以华兹生的典籍翻译为例 

 

 

 

 

侯松 

杨国强

 

 

20:30-20:40 
常洁：The Reader’s Visibility: Analyzing Reader’s 

Intervention in Fan-based Translation on Wuxiaworld 

20:40-20:50 
刘立香：译创合一、译有所忠：杨绛翻译与原创的明

喻运用特征及其功能 

20:50-21:00 
周彰辉：童“画”世界筑梦师——赤羽末吉《苏和的

白马》日语绘本创作与读者接受研究 

21:00 -21:10 
马橙：中华文化出海是否只能依靠阻抗式翻译——以

《红高粱》译本为例 

21:10-21:20 
朱瑞赟：论数字化时代中国当代悬疑文学的译介与传

播——以麦家作品《风声》为中心 

21:20-21:30 马迎新：切斯特曼翻译伦理下的法律翻译 

21:30-21:40 宋晓月：翻译伦理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21:40-21:50 
侯松：求真即务实——《真腊风土记》英译的译者行

为研究 

21:50-22:00 
田佳宇：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广告翻译的译内效果与

译外效果 

分论坛

（8） 

22:00-22:10 
王莉莉：翻译伦理视角下我国陆港台三地 Green Book

片名翻译的伦理取向 

韩淑芹

李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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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19：00-22:00·分论坛（9） 

腾讯会议号：378-390-784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19:00-19:10 冯曼：译者助力企业海外宣传中修辞人格的建构 

19:10-19:20 
郑慢：翻译的构式拓扑整合过程分析——以《葬花吟》

的四个英译本为例 

19:20-19:30 丁静：王维《鹿柴》的译者行为研究 

19:30-19:40 
刘春凤：刘宇昆“离散译者”身份研究——以《三体》

刘宇昆译本为例 

19:40-19:50 马福新：秦岭小说合译中的译者行为差异研究 

19:50-20:00 
冯叶：日本学人中国西南民族学调查举隅及研究成果

拾遗 

20:00-20:10 林丰琳：《射雕英雄传》在日本的译传与接受 

20:10-20:20 
杨宁伟：赛珍珠译者行为批评——以《水浒传》译本

为例 

20:20-20:30 陆振慧：理雅各与彭马田译《书》行为比较 

王峰 

马福新

20:30-20:40 李佳悦：赞助人视角下的袁德辉翻译行为探究 

20:40-20:50 
王峰：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报道动词“笑道”的显化

——基于《西游记》平行语料库的考察 

20:50-21:00 
王楚怡：“草原千里马”玛拉沁夫中短篇小说《科尔

沁草原的人们》英译研究 

21:00 -21:10 
刘毅：“译”支妙笔绘世界——君岛久子中国西南民

族民间故事译介与接受论考 

21:10-21:20 
龚世卓：“政治等效+”框架下的中国外交新词的英

译策略研究 

21:20-21:30 
吴秋迪：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身份》在日本的译介与

传播研究 

21:30-21:40 
罗先丽：“信达雅”视角下《边城》越译本的批评与

赏析 

21:40-21:50 
陈东亚：目的论视角下不平等外交条约翻译研究——

以《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为例 

分论坛

（9） 

21:50-22:00 
刘洁洁：《经济学人》中有关户口的翻译策略及话语

建构研究 

 

陆振慧

杨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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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19：00-22:00·分论坛（10） 

腾讯会议号：919-441-032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19:00-19:10 朱斌：韩南《无声戏》译本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19:10-19:20 
朱义华、吴佳：《女勇士》文化回译对比研究——语

境与译者行为批评整合视角 

19:20-19:30 
李楚菡：论行动主义与新媒体翻译传播——兼议译者

行为批评的“行为-社会”视域 

19:30-19:40 
王雪儿：译者行为批评视角下的外国小说英译本比较

研究——以 Uncle Tom’s Cabin 为例 

19:40-19:50 
高芳：漫画版《〈黄帝内经〉—养生图典》在日本的

译介效果研究 

19:50-20:00 
刘睿：《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英译实践报告——基

于目的论与 CEA 框架结合的尝试 

20:00-20:10 
卫欣：从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角度论《苹果树》的翻

译 

20:10-20:20 

钟毅：戏剧译本功能影响下的“求真”与“务实”——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奥尼尔独幕剧译本中文化因素的翻

译 

钟毅 

陶李春

 

20:20-20:30 陶李春：译者行为理论视角下的严复翻译出版研究 

20:30-20:40 王小勤：汉日同形词的中日研究综述及同传策略 

20:40-20:50 王贤君：《瀛寰志略》在日本的译介研究 

20:50-21:00 付瑜：西藏民间故事在日本：绘本创作与读者接受 

21:00 -21:10 阳湘：关联理论视域下中文菜单英译的文化补偿 

21:10-21:20 徐丽：从风格标记理论看《蛙》英译本的风格再现 

21:20-21:30 
罗心雨：“香”书何处达？归雁巴蜀边——陈氏家族

与巴蜀饮食文化东传 

21:30-21:40 
冯旭冉：《生死疲劳》人物形象前景化表达的翻译研

究 

21:40-21:50 邵霞：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的当代陕西文学英译研究 

 
 
 
 
 
 
 
 
 

分论坛

（10） 

21:50-22:00 
周领顺、孙如莹：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唐人送别诗译者

群体行为研究 

朱义华

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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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19：00-22:00·分论坛（11） 

腾讯会议号：687-201-540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19:00-19:10 袁丽梅：译者行为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思考 

19:10-19:20 滕梅、杨君宜：国内自译者群体的译者行为研究 

19:20-19:30 
罗天、李翠英：道德恐慌理论视角下《方方日记》的

英译与海外接受研究 

19:30-19:40 
韩筱：《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中的隐喻转换认知过

程考察 

19:40-19:50 吕检生：《文赋》海外英译及其接受研究 

19:50-20:00 
常呈霞：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工程技术文本英译研

究 

20:00-20:10 
宋扬：从儿童文体风格标记看任溶溶的译内、译外务

实 

20:10-20:20 
黄勤、李无双：华人离散译者陈贻范《孝经》英译之

译者行为阐释 

20:20-20:30 
刘立：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中的女译者群体行为研

究 

 

 

曾景婷

李佳 

 

 

20:30-20:40 
李佳：性格与译者翻译策略选择行为的关系研究——

基于文化认同感的调节效应 

20:40-20:50 
周林虎：译者行为批评视阈下语言类文化专有项翻译

分析——以《超越语言》英译为例 

20:50-21:00 谭小芳：瞿秋白翻译思想的大众立场 

21:00 -21:10 
陈安梅：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水浒传》的日译本研

究 

21:10-21:20 
潘冬：中国当代小说直接引语英译的译者行为研究

——以铁凝《大浴女》为例 

21:20-21:30 
袁微：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布依族史诗《王玉连》英

译研究 

21:30-21:40 郑红佳：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费孝通译者行为研究 

21:40-21:50 
孟莉：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指导下悬疑小说汉译实践报

告——以《绕行》为例 

 
 
 
 
 
 
 
 
 
 
 
 
 

分论坛

（11） 

21:50-22:00 曾景婷：德庇时英译《好逑传》的译者行为研究 

滕梅 

袁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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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19：00-22:00·分论坛（12） 

腾讯会议号：543-276-199 

议程 时间 主讲人/题目 主持人

19:00-19:10 
王俊懿：“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电子竞技

交替传译行为研究 

19:10-19:20 龙玉兰：汉学家理雅各《中国经典》重译行为研究 

19:20-19:30 
乌晓然：2012-2022 年国内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可视化

分析 

19:30-19:40 
冯正斌、赵慧：诗歌典故英译译者行为对比研究——

以许渊冲与宇文所安为考察中心 

19:40-19:50 朱欢：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文学翻译译者主体性研究 

19:50-20:00 
赵国月：抗战背景下的译者行为——基于复社版《西

行漫记》的个案考察 

20:00-20:10 
于佳丽：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论指导下对领导人讲话

的翻译研究——以四字词语的翻译为例 

20:10-20:20 
李艳：文学翻译中的译者情感行为批评研究——以

《大卫·科波菲尔》的两个译本为例 

20:20-20:30 
赵泽宇：译者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旅游文本

英译研究——以《美丽中国》英译本为例 

 

 

 

马志儒

黄鹂鸣

20:30-20:40 盛雪：余华小说《兄弟》英译本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20:40-20:50 吴玲兰：数智化时代译者伦理诉求初探 

20:50-21:00 
马志儒：中央文献翻译译者行为与翻译质量的双向评

价——以党的二十大报告英文版为例 

21:00 -21:10 
刘苗苗：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电影字幕翻译——以

《绿皮书》为例 

21:10-21:20 
黄鹂鸣：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的中外“译者+X”相

关译论对比研究 

21:20-21:30 
范丽娟：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图说中国民居》中译

本研究 

21:30-21:40 
刘晶晶：网络小说《天官赐福》英译本的译者行为批

评 

21:40-21:50 
杨秀敏：译者行为批评视角下鲁迅《药》的两个越南

语译本对比分析 

分论坛

（12） 

21:50-22:00 
王祺：毛泽东诗词英译的译者行为研究——以辜正坤

译本为例 

李艳 

赵国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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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对玄奘“五不翻”理论的探究 

艾蓉娜（内蒙古工业大学） 

自佛经传入我国后，佛经翻译活动随之展开。唐代佛经翻译家玄奘提出了佛

经翻译的“五不翻”理论：“秘密故不翻”、“多义故不翻”、“无此故不翻”、“顺

古故不翻”和 “生善故不翻 ”，为佛经的翻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尝试阐

述翻译家玄奘法师的翻译思想及对当代翻译活动的指导意义。 

 

试论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译者的隐身与显形 

白林琪 （郑州大学） 

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提出了译者“隐身”这一概念。本文将结合

这一理论，梳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历程，探讨在不同阶段的佛经翻译中译者地

位的变化以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当代微型小说汉译中译者行为研究 

——以张白桦译的“译趣坊”系列为例 

白茹（内蒙古工业大学） 

当代微型小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内崛起之后，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

爱。这种小说的语言篇幅短小精悍、故事情节生动具体、其寓意又总是发人深思，

成为了当代人们所喜闻乐见的纯文学样式。品牌图书“张白桦•译趣坊”系列，

由中央级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出版社出版，是中国首部微型小说译文集，也

是世界微型小说的精品。本文选取张白桦译的“译趣坊”系列图书的第三辑和第

四辑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译者的角色、身份与行为三个层面进一步展开研究，为

微型小说的翻译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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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可译，非常译 

——试论汪榕培教授英译《英译老子》实务的肇始功能 

蔡华（大连大学） 

汪榕培教授是本土典籍英译翻译家，他英译了建国后我国第一个《道德经》

全译本。本文拟以译者这一典籍英译实务为题，探讨其三种译介价值，以此彰显

本土译者致力于中国典籍文化输出的作用。 

 

字幕翻译的译者行为批评主体研究 

蔡佳立（无锡太湖学院） 

译者行为批评是翻译研究学者周领顺近十年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在我国

翻译研究领域颇为引人瞩目。有关译者行为批评的研究应该至少包括对批评客

体、批评标准、批评主体和批评语境的研究，这些因素辩证统一，在彼此独立而

又相互关联的逻辑中共同构成一个具有自律性和独特性的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系

统。截至目前，对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阐述和应用大多集中于前两者，对批评主

体和批评语境的研究尚不多见。文章以字幕翻译批评语境为例，研究译者行为批

评主体子系统可能包含的要素——影视观众评者、行业译员评者、翻译研究评者

等，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从系统理论的视域审视译者行为批评研究，

对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做出本体论的思考，有助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的系统建构，

进而更好地为译者行为批评实践提供参考。 

 

从《中国翻译家辞典》透视 20 世纪大陆女性翻译家群体的崛起 

曹双飞（西南大学） 

我国翻译史长达 2000 年之久，但从文字记载来看，男性译者一直占据翻译

史的主导地位。众多的女性译者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形成了一个失落的群体。

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翻译家辞典》，并借助其他相关史料及搜索引擎，通过

爬梳 20 世纪 64 位不同译介领域女性翻译家的姓名、性别、生平、籍贯、教育背

景、译介语言以及译介成果等基本史料，描摹 20 世纪大陆女性翻译家群像，继

而根据其群体特征分析归纳出崛起的主客观原因，以期能够为进一步全面、客观

地评价女性翻译家群体以及完善和丰富我国的女性翻译史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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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工程技术文本英译研究 

常呈霞（河南理工大学） 

工程技术文本特征主要包含以下三点：文本专业性强，理解文本技术背景难

度较大；专业术语和多义词的内涵难以辨识；文本逻辑关系较为复杂，理清有难

度。 

工程技术文本英译目前多运用功能对等、交际翻译及图式理论等阐释译者采

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上述理论对于提高工程技术英译质量有一定的帮助，

但译者通常是完成翻译实践后再去寻找合适的理论，存在理论与翻译实践脱节、

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弊病。 

笔者拟运用译者行为理论描写和解释译者在工程技术文本英译过程中理解

文本技术背景、专业术语和文本逻辑关系的思维和抉择过程，并尝试对工程技术

英译译本合理度展开评价。 

 

The Reader’s Visibility: Analyzing Reader’s Intervention in 

Fan-based Translation on Wuxiaworld 

常洁（华东师范大学） 

In the age of printing, most translation studies limit their study object to the 
source text, target text, and translator. This eclipses other participants in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and the contributions they make. Based on the fan-based 
translation of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 on the website Wuxiaworld, this article 
examines readers’ behaviors on the website by adopting the Internet-mediated 
approach. It also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reader’s role in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of print publications. It finds that readers become visible on the digital platform, 
different from the invisibility in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for print-based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Such visibility is demonstrated by readers’ intervention in fan-based 
translation through their various roles as sponsors, publishers, project managers, 
editors, translation critics, and even translators and writer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media shifts based 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have affected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changed the power relationship in the translation workflow. Readers, who were 
invisibl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nd should be 
given more academic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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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水浒传》的日译本研究 

陈安梅（扬州大学）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传入日本后不久便出现了第一本日译本《通俗

忠义水浒传》，之后日译本层出不穷。但在众多的日译本中，全译本却屈指可数。

仅见吉川幸次郎和清水茂合译的 100 回本和駒田信二的 120 回本。本文拟从从译

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对駒田信二 120 回本进行研究。 

 

布迪厄视域下杨宪益的译者行为分析 

——基于中国古典文学外译的考察 

陈铖（中南大学） 

古典作品外译是中国文学译本在异域文化价值生产过程的要素。翻译活动自

身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布迪厄社会学研究方法为传播中国本土文学提供了分析

的基本概念工具。本文从布迪厄社会学视角考察了译界泰斗杨宪益的译内和译外

行为，认为其译者行为是他所处的文学翻译场域、译者惯习和资本共同塑造的表

现，进而为中国古典文学外译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目的论视角下不平等外交条约翻译研究 

——以《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为例 

陈东亚（郑州大学） 

本文拟从功能主义目的论角度来研究《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的翻译现

象。笔者经过研究发现，这两个条约的原文和译文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而这种

差别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当时的译者有意为之。本文分析了不平等条约的特点，

并在结合目的论的基础上探究译者翻译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深层目的，以及其所用

的主要翻译策略。 

 

译介传播与空间联动：饭仓照平中日韩民间故事研究 

陈虹竹（贵州大学） 

饭仓照平是日本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在其研究生涯中对中国民间故事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与译介，同时将中国的民间故事与日本、韩国乃至东亚地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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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与纵向的比较研究。本文从译介学与人物志的双重视角出发，辅以宏观地区

划分为基调，从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与译介、中日韩民间故事的研究与比较、东

亚地区民间故事的研究与比较三个方面来考察饭仓照平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

民间故事研究的学术成果，为中国民间故事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提供他者视阈下

的基础性研究资料与学术思考。 

 

译者行为批评及其待研究方向 

——兼评《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 

陈婧瑗（扬州大学） 

时代进步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还有频繁的文化交流。在不同文化的

碰撞中，翻译的地位逐步提升，而随之水涨船高的便是围绕翻译批评的讨论。翻

译批评历史经历了三个范式，从 开始单元的传统忠实观到后来的“以人为本”，

周领顺老师提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及相应工具“求真-务实”

连续统评价模式，将翻译批评推进到了翻译内外结合、行为视域和文本视域相结

合的社会研究阶段。译者行为理论作为描写性的理论工具，各位学者们包括周老

师本人都一直不断的对其进行深化和拓展，比如周老师的新作《汉语乡土语言英

译行为批评研究》。本文从翻译批评的历史入手，使用译者行为批评相应的三大

视域来概括其三个发展范式，以此来对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思想进行论述，

终证明该理论符合翻译批评的目标。接着对《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

一书进行综述并总结出其待研究的方向，以此来全面汉语乡土语言的英译行为批

评研究的发展，以期完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使命。 

 

交际伦理视域下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英译对比分析 

陈靖怡 （北京外国语大学） 

翻译是具有目的与意图的主观能动性活动，带有伦理属性。外事翻译是国家

间沟通与交往不可或缺的环节，在交际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美高层战

略对话会中及会后共产生两种译文版本，不尽相同。本文依托切斯特曼交际伦理

模式，从语言、社会、文化三个维度出发，梳理归纳译文差异，并尝试分析背后

动因，总结经验，从而服务于外事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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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的译者行为批评路径 

——兼评《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 

陈静（扬州大学） 

乡土语言翻译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重视，但以专著形式系统性呈现并以译者行

为批评为理论依据的汉语乡土语言翻译研究较为鲜见。周领顺等《汉语乡土语言

英译行为批评研究》立足汉语乡土语言英译，使用译者行为理论，以自建的葛译

平行语料库为主要研究工具，开展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研究，运用独创的连续

统评价模式，结合人本与文本，全面、科学和客观地探讨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的译

者行为。基于对该专著的分析，探究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的译者行为批评路径，包

括研究对象的厘定、研究方法的应用、研究思路的确立以及研究结论的归纳，充

分彰显了译者行为批评所具有的理论指导性、应用普适性和学术前瞻性。 

 

个人翻译与合作翻译行为对比研究： 

以霍克斯和杨宪益、戴乃迭英译《红楼梦》为例 

陈思米（西南大学） 

关于《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霍克斯的英译本及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

作英译本在西方世界 负盛名。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作英译模式推动了中国古典

文学名著的海外传播，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学界对这两种译本

都有争议，本文拟从合作翻译的视阈出发，通过分析个人译作及霍克斯译本和杨

宪益与戴乃迭的合作译本的不同翻译处理（如对原作里伏笔、暗示、隐喻等手法

的翻译体现），探讨个人翻译和合作翻译两种模式下译者的译内和译外行为。 

 

黔地译史：民国时期《文讯》月刊中翻译作品及译论文章的相关考察 

陈茁（贵州大学） 

《文讯》月刊作为民国时期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刊物，在抗日战争时期产生过

重要影响。本文以《文讯》月刊为研究对象，从其办刊期间刊登的 636 篇作品中，

筛选出其中的翻译作品和译论文章进行统计、分析与考察。结果显示，共有翻译

作品 94 篇，译论文章 6 篇，其中翻译作品主要来源于欧美各国和前苏联，其形

式丰富多样，有小说、散文、剧本等十余种类别；译者、译论文作者则来自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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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身份多样，其中，与贵州相关的人士不在少数，且还有诸多左翼进步人士。

《文讯》月刊发表的翻译作品及译论文章体现出当时学者们的优秀翻译素质与理

论研究水平，对于推动包括翻译在内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国际传播视角下译者身份特征的研究探索 

程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东北作家群作品的海外译介与译者行为张力 

——以萧军《八月的乡村》译者伊万·金为例 

崔丹（吉林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作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之一, 萧军所创的《八月的乡村》在中国近现代

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性意义，表现出浓郁的革命精神与情怀，突出东北地方色彩特

征、“匪气”般的革命性、浪漫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情怀，引起中西方评论界关注。

美国汉学研究者伊万·金对其翻译实践展现出西方译者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做出

的独特贡献。尽管伊万·金的译本当时深受目标语读者欢迎，但鉴于中西方文化

语境差异与译者主体选择性不同，但译者尚未掌握与译出中国文化精髓，特别是

东北文化的地域性、乡土性、独特性特征，因而译文存在显著的源语言文化变形

现象，译文的文化折射率偏高。鉴于西方文学与文化浸润，其翻译行为彰显出鲜

明的西方文化思维，甚至有时不惜有违史实，表现强烈的创造性与抵抗性特征，

导致译文脱离原文本，造成海外译介偏移性，此点值得深入研究与思考。 

 

人称指示语视域下的埃及国家形象建构话语外译研究 

——以塞西总统第 70 届联大演讲英译本为例 

崔舒洋（北京大学） 

本文借鉴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从人称指示语切入，对比考察埃及总统塞西在

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的演讲原文以及埃及国家信息服务中心、

联合国官方给出的两则英译本（以下分别简称“埃译本”“联译本”），发现二者

均在整体遵循原文内容与形式的前提下，分别有针对性地对人称指示语作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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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以期服务自身站位与社会实践需求。埃译本由具备埃及主体性的译者生产，

旨在主动建构埃及国家形象以服务其外宣事业，利用阿拉伯语中代词联结篇章的

作用，通过焦点转换、斟酌选词、营造站位等方式，动态调整说话人和受话人之

间的距离，通过第一人称复指指示语营造埃及在本国、地区和国际三个层面的积

极形象。联译本则由不具备埃及主体性的译者生产，被动且无意识地参与埃及国

家形象建构，利用人称指示语服务自身三方面目的：（1）缩窄人称指示语指示范

围以消解歧义，用于正式存档文件、维护客观中立立场、向不同语言水平受众提

供信息之需求；（2）消除情感、立场与站位倾向，选用更具包容性的表达，通过

将第二人称指示语转换为类尊称迎合各成员国平等之宗旨；（3）照顾受众语言水

平，通过将复合句拆分为简单句，补充人称指示语或其实际所指增加实词数量，

降低理解难度。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不平等外交条约翻译研究 

——以《南京条约》为例 

代晶晶（郑州大学） 

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除内容不平等

之外，还体现在话语权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折射出缔约双方的权力不对称

关系和不平等地位。本文尝试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框架，从《南京条约》文本

的产生过程、呈现形式和文本翻译时的转换等问题入手，对于《南京条约》译者

意志、身份、角色化、行为和译文、社会等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进

一步探索外交翻译平等关系问题及翻译与话语权之间的关系。 

 

《文心雕龙》“风骨”范畴的海外译释研究 

戴文静（江苏大学）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系统论述了“风骨”，遂使其成为中国文学理论

批评 富生命力的范畴之一;然而因其语义浑融缠夹，又成为中西诗学中难以通

约的范畴之一。将“风骨”置于海外言述场域，wind and bone，sentiment，animation

等文化简化主义的诸多误读导致译语贫困化，宇文所安所言的“话语机器”则是

一种现代 理性立场的独断指认。中国文论范畴的海外译释应建基于充分解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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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内涵和逻辑关联，在获取本义的基础上推阐新义。由此，多重定义法不失为

兼顾原典经典性和译本可读性的外译良策。 

 

清末民初科学小说译者群体的理性选择 

邓洁（西安外国语大学） 

本文结合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及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从译介文本维、行为维、

社会维三维度着手，对清末民初凡尔纳科学小说译者群体的理性选择进行考察，

旨在探究清末民初科学小说译者群体行为倾向及影响动因，并验证理性选择理论

应用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的可行性与契合性。研究发现，西方科学小说译介是译

者以追求 大功利性为行动原则而进行的理性选择的结果；社会历史语境为译者

创造了一定的翻译价值观念，具有这类价值观的译者对其翻译行为采取了恪守职

责或打破规范的态度，其理性态度推动了科学小说的本土化发展。 

 

自译与他译行为与译者风格对比研究 

——以《啼笑皆非》的汉译为例 

邓茜（西南大学） 

本文拟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依托，从译者身份的角度对比分析林语堂和徐

诚斌汉译《啼笑皆非》的译者行为，阐明不同的译者身份对其译者行为的影响。

周领顺提出并发展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就是以“译者行为”为批评客体的翻译批

评研究，在该理论框架下，“译者行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译者

行为”指译者在现原文意义的语言转换行为包括词汇、句法、修辞、语气、语篇

等语言本身因素，是译内行为；广义上的“译者行为”包括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

为和超越语言的社会性非翻译行为，包括译者的身份、翻译思想、社会需求、读

者意识等超出语言范围的因素，是译内+译外行为。研究发现，从翻译内角度来

看，林语堂自译部分相较徐诚斌译文主要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

多使用释义、直译加注和自由增译的方法，其中文句式更加灵活多变，译文比英

文原文更详细充实；从翻译外角度来看，林语堂深受儒家、道教、佛教的思想影

响，在翻译时更倾向于选择文化负载词和一些宗教用语。林语堂本身作为原作者，

为了使自己的译作占有市场，会直接采用面向“读者/社会”的翻译方法，他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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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翻译应翻译中心思想而非字对字翻译，而徐诚斌是林语堂指定的翻译者，更倾

向于采取面向“作者/原文”的翻译策略。自译者由于具有作者的身份，在翻译

过程中拥有对原文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拥有比他译者更大的自由，更多变的句

法形式，甚至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英文原文。 

 

国际传播视域下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路径反思 

——以拉斯韦尔范式下林语堂对外译介为例 

邓媛（兰州大学） 

国际传播具备构建国家话语权和国际形象的“柔性”功能。国际传播的嬗变

形成了以西方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国际传播建设因此面临西方偏见牵制与

话语供给失衡的窘境。中国的国际传播发展想要摒弃“碎片化”趋势，更好发挥

“软实力”优势，就必须突破传播学，诉诸翻译在树立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

方面的作用；同时，传播学与翻译的交叉联动必然为未来的翻译学研究开疆拓土，

二者合力服务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林语堂是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典型案

例。当国际传播的拉斯韦尔范式（“5W”范式）介入林语堂独具个人特色的译介

行为时，搭建起包含传播者、信息、策略、媒介、受众和效果的“六位一体”翻

译研究框架，林氏译介行为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系统性得到全面拓展。从中可得

出以古鉴今的启示，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径环节提供借鉴与参考。 

 

王维《鹿柴》的译者行为研究 

丁静（武汉理工大学） 

王维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中国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

一。他的诗作将山水田园诗推向了新的高度，所以在中国诗歌发展中占据着十分

重要的位置，同时也被翻译成英文等多国文字而流传海外。本文以唐朝诗人王维

的诗歌《鹿柴》的三个英译版本为例，对中国山水诗《鹿柴》的三组译者进行译

者行为研究，以期探讨译文中的诗人形象。从翻译外而论，三个版本分别来自于

不同时期的两位美国译者和一位中国译者，其译者身份素养不同，翻译思想、读

者意识自然也有所不同。从翻译内而言，三位译者在词汇翻译、句法翻译和修辞

翻译上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异。本文旨在通过翻译浅析诗人形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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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更好的通过翻译实现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互联互通。 

 

《天演论》的副文本研究 

——论译者如何在译文中增强信任关系 

杜雅坤（兰州大学） 

作为一部影响力巨大的翻译作品，严译《天演论》的文本内容已被众多学者

反复研读分析，但学界对于其副文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案语上，也有许多学者关

注序言中严复提出的部分译论。本文认为，严复在译文副文本中为增强信任关系

做出的努力也值得学界投去更多的目光。《天演论》的副文本主要包括吴汝纶序、

严复自序、译例言、篇名和案语。基于此，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严复译书时为何要

增强信任关系，进而全面分析《天演论》副文本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在译本传播

和读者阅读过程中起到的具体功能。文章发现，《天演论》的副文本中由多篇序

言构成读者眼中第一条交际线索，再由严复编写的多个篇名构成逻辑上环环相扣

的第二条交际线索；严复的案语也彰显了译者学识渊博的特征，并且融合译者个

人关于时局的评论，引起读者共鸣；严复和读者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借此得以巩

固，其副文本策略也值得当代译者参考借鉴。 

 

典籍翻译中译者角色探究 

——以辜鸿铭和许渊冲的《论语》英译为例 

段如焘（内蒙古工业大学） 

在典籍外译的过程中，译者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本文以辜鸿铭和许渊冲

《论语》英译本为例，旨在探讨译者在典籍外译的过程中所承担的研究员、双重

读者、文化宣传员和文化协调员等多重角色。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担任的角

色有助于理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身份，理解译者行为,从而提高典籍翻译质量,

助力中国典籍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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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图说中国民居》中译本研究 

范丽娟（内蒙古工业大学） 

译者行为批评是由周领顺教授首次提出并将其应用到翻译领域的一个重要

理论，该理论以译者为切入点,以社会视域为评价视域,讨论译者行为与译文之间

的双边关系，从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译者行为形成的内因和外因,力求实现

科学、全面和客观的翻译批评。本研究以建筑类英文专著《图说中国民居》及其

中译本为研究对象,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

分析该译本中的文本求真度和效果务实度。发现其译文在“求真-务实”连续统

一体中偏向务实一端,即坚持“务实为上,务实兼顾求真”的翻译原则,在忠实原文

的基础上实现服务读者和社会的目标。研究发现，这一翻译原则的选定受译者的

个人背景、翻译目的及知识体系的综合影响。本研究希望借此文本进一步推动译

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以期为建筑类文本的译者行为批评研究提供一定

的参考。 

 

译者助力企业海外宣传中修辞人格的建构 

冯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企业在对外宣传过程当中，修辞人格的建构至关重要。从古典修辞学到新修

辞学对人格诉诸的关注，再到企业形象战略和品牌个性的研究，企业在海外的宣

传越来越注重企业价值观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译者应该深谙人格诉诸的各

项路径，在翻译过程中洞悉其采纳策略，并就比较可能的价值观冲突进行调试，

真正帮助企业通过修辞人格的建构来达到宣传目标。 

 

《生死疲劳》人物形象前景化表达的翻译研究 

冯旭冉（天津科技大学） 

莫言小说《生死疲劳》中的前景化语言在刻画人物性格、突出人物社会地位

等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葛浩文在翻译时为达到其翻译目的，在处理前景化

语言时，采用了保留前景化、去前景化和创造前景化翻译策略， 大限度地还原

了小说主人公西门闹这一人物形象，其翻译策略对于文学翻译中如何忠实传达人

物形象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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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人中国西南民族学调查举隅及研究成果拾遗 

冯叶（贵州大学） 

日本学人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已持续百年有余，并且该领域

的相关研究俨然已成为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聚焦

工藤隆、兼重努、伊藤悟、梶丸岳四位日本学者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历程，

对其研究契机、踏查方法和学术成果等进行研究阐释。结果表明：虽然四位学人

的研究对象不尽相同，但都使用了彼时的新技术、新设备进行研究，并且学人之

间相互学习、借鉴的传承特征明显，同中国学者积极交流合作，向世界展示丰富

多彩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通过系统梳理四位日本学人在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调

查不仅有助于把握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海外传播及形象构建，同时也为国内学者

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他者视阈下的研究成果和参考资料，对进一步完

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资料大有裨益。 

 

乡土语言英译译者行为研究——以《老生》为考察中心 

冯正斌 汪学冰（长安大学/西安科技大学） 

贾平凹是中国乡土文学的领军人物，其创作中富含乡土语言和民俗文化，成

为中国乡土文学英译研究关注的新焦点。本文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出发，例析贾

平凹长篇小说《老生》中乡土语言的英译策略，归纳庞夔夫的译者行为倾向，并

结合场域理论探讨译者行为动因。研究发现：庞夔夫在英译《老生》的过程中灵

活运用多种翻译策略，呈现出“务实为主，求真为辅”的译者行为倾向，究其原

因，或与庞夔夫对中国文学在英美翻译文学场域中的准确定位，译者、贾平凹作

品和出版社的资本因素，以及译者个人惯习相关。本研究有助于丰富贾平凹作品

英译的译者行为研究，为中国乡土文学外译活动提供借鉴。 

 

诗歌典故英译译者行为对比研究——以许渊冲与宇文所安为考察中心 
冯正斌 赵慧（长安大学/西安科技大学） 

诗歌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精粹，凝结着深沉丰厚的中华文化，而中国古典诗

歌外译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代表人物，杜甫

善用典，其诗中典故风趣典雅、含蓄有致，极具文化价值。本文选取许渊冲与宇

文所安杜诗译本，基于社会学理论中“惯习”概念，对比两位译者对典故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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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剖析二人的译者行为及其背后的深层制因。研究发现：二人文化背景、求

学经历及职业的差异塑造了迥然有别的译者惯习，使其在杜诗典故的英译策略择

选上各有千秋。本研究旨在从个案现象中提炼经验，以期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

活动提供参考。 

 

西藏民间故事在日本：绘本创作与读者接受 

付瑜（贵州大学） 

民间故事作为我国的一大瑰宝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本文以西藏民间故事日语绘本为研究对象，从西藏民间故事日语的出版情况、

创作者、译者和绘者、绘本特征以及读者评论等多角度对西藏民间故事日语绘本

在日本的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考察。综合而言西藏民间故事日语绘本在日本的接

受情况整体较好，日本学者翻译与创作了诸多以西藏民间故事为题材的绘本，一

方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中国西藏民族文化符号，促进了藏族文化在日本的

传播，另一方面日本学者作为中国文化的“传递者”与“他者”，在讲述西藏历

史与民间文化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等需要引起学者重视。通过对西藏民间故事日语

绘本的创作与接受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展现中国多元的民族形象，推动中国民族

民间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给予一定启示。 

 

译者身份与译者翻译行为 

傅敬民（上海大学/《上海翻译》编辑部） 

 

 

 

漫画版《〈黄帝内经〉—养生图典》在日本的译介效果研究 

高芳（贵州大学）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医学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张重

要名片，对外传播尤为重要。本文以《〈黄帝内经〉—养生图典》漫画日译本《<

黄帝内経>——中国古代の養生奇書》为研究对象，从封面设计、内容译介、副

文本信息三个视角，及读者评论评分、关键词共现等方面，考察译本特征及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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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从而把握《黄帝内经》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漫画版日译本《<黄帝

内経>——中国古代の養生奇書》促进了中医药文化在日传播，增进了中日两国

关于医学的交流互鉴。该书的译介方法可为中医药文化传播、医学典籍外译、中

华文化走出去提供参考。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下的译者译写 

——以蔡骏对《沉没之鱼》的译写研究为例 

高广敏（牡丹江师范学院）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译写必然会受到翻译规范的影响，但译者发挥其主动性会

有效解决翻译规范带来的束缚问题，推动译本传播。吉迪恩·图里提出翻译规范

原则，将翻译规范分为预备规范、操作规范与初始规范。本文基于“三规范”原

则来分析影响蔡骏《沉没之鱼》中译本的因素，研究译本中所体现的翻译规范。

研究表明，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选择受个人喜好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译者的译

写策略颠覆传统的“忠实”翻译，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其自身主体性；

在选择中更倾向于满足目的文本的可接受性，行文流畅，通俗易懂，贏得读者喜

爱。对翻译实践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有效提升译者主体性地位。 

 

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具象化再释解 

高玥（沈阳师范大学） 

为进一步阐释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核心概念，探究相关拓展性概念的具体内

涵。基于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和翻译学方向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活动，对

其所在场域、掌握资本及已有惯习等进行具象化研究；并借助上述两类祖国人才

后备军的三大连贯性翻译活动，即翻译动机、翻译模式和翻译影响，将布迪厄场

域理论与相关实践紧密贴合，系统整合了零星概念。研究具体阐明了该理论的本

质内涵，对理论本身和相关应用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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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海外华人译者群体行为探析 

宫宝悦（曲阜师范大学） 

《论语》作为儒家 具代表性的著作，迄今为止已有约 60 个英文全译本。

《论语》的译者群体主要包括传教士、汉学家以及海内外华人学者。本文在译者

行为批评视域下将定量与定性研究结合，通过分析倪培民等 5 位海外华人的译本

来考察海外华人译者群体的个性行为特征和一般性行为特征。研究发现，海外华

人译者的“杂糅”身份赋予了其独特的译介优势，译作在努力传达文化信息的同

时兼顾了市场接受等要素，在“求真度”和“务实度”之间达到了较为理想的平

衡。不同海外华人译者的行为合理度各异，但 终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文化走出

去、走进去。 

 

“政治等效+”框架下的中国外交新词的英译策略研究 

龚世卓（郑州大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特色外交新词不断地涌现。外交新词是传递外

交理念、表述外交观点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

部分。恰当的外交新词英译既是当今翻译学者亟待解决的难点，更是如何讲好中

国故事的重要议题。为提高外交新词的翻译质量，本文依据外交新词的语言特征

及话语功能，结合外交场合中的经典案例，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外交新词英译现状。

外交新词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进行翻译时应采取“政治等效+词义再现”的翻

译标准。在此翻译标准基础上，根据英汉语言的词义对比，不同的外交新词可以

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Research on the Interpretation Functional Approach of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芶佳（长安大学） 

In the specific discourse of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of language and law in China, 
and the rule of law of foreign-related sports is one of them. In order to guide Chinese 
athletes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under the rules and order, exploring the 
interpretation function path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foreign practice of Chinese athletes' rule of law. Und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background of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word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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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s of python software, proofreads the trial discourse and conduct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grammar, semantic and emotional dimen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Through the experiment,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trial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 is the reasonable guarantee of the accuracy of witness' 
testimony, and its functional approach plays the subtle role of all parties.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注释翻译的译者行为研究 

郭春莹（北京语言大学） 

有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下简称《治国理政》）的翻译研究往往集中于

其正文，但图片、图注、注释等副文本与正文本相辅相成，其作用不容小觑。本

文以《治国理政》第四卷注释英译为案例，着重探讨译者行为在其中的体现。经

统计，中文版有 55 篇文章配有注释，共计 152 条，而英文版中有注释 145 条，

分布在 49 篇文章之中。这些注释中绝大部分以尾注形式出现，涉及内容主要包

括数字缩略语、人物作品及历史事件。本文借助“求真—务实”连续统将这些注

释以“求真”、“半求真”、“半求真半务实”、“半务实”和“务实” 的层级进行

分类，探讨译者行为在注释翻译中的体现。 

 

“社会中心”译者行为评价 

——丁韪良译《万国公法》的个案分析 

韩淑芹（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晚清时期《万国公法》的翻译开启了清政府翻译西方法学著作的开端，标志

着中国封建王朝所努力构建的“朝贡体系”逐渐转向“条约体系”。传教士丁韪

良译《万国公法》，既有自下而上的进译意愿，也有自上而下的命译倾向，兼具

个体译者与机构译者的双重身份。晚清特定历史时期翻译外的社会历史文化语

境，使得“译外接受”成为影响译者丁韪良翻译策略抉择的关键。译者通过对副

文本的操控、词义的可通约性重构，实现译文“普适性”、“可通约性”“可接受

性”，折射出译者作为社会人的译者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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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论《红楼梦》章回题目英译 

——以杨译本为例 

韩淑蕊（中国民航大学）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为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作者在书中对故事场景、人物举动的描写细致入微，具有

极高的艺术水平，其中内涵的思想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在全世界也极具影响力。迄今为止，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二人共同翻译的《红楼

梦》全英译本（下文中简称“杨译本”） 具有权威性。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对

杨译本中 120 个章回题目的英译进行研究与分析。本文借助“求真—务实”连续

统评价模式对杨译本中的 120 个章回题目进行译者行为批评研究，旨在探讨原著

的章回题目及其语言艺术是如何在杨译本中得以呈现的，并为中国文学作品的题

目英译提供参考，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 

 

《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中的隐喻转换认知过程考察 

韩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隐喻翻译研究对于保证译本质量、推动中国文化传播意义重大。本文结合概

念隐喻理论，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概念隐喻进行分类，并通过原、译文对比，

探索译者的认知过程，进而探究影响译本语言生成的因素和概念隐喻的翻译方

法。研究发现译者处理概念隐喻时，主要采用了三种翻译方法：（1）直译，实现

形式与内容双重对等；（2）保留映射，通过补充信息、意象转换等，实现语用对

等；（3）摒弃隐喻外壳，通过转换喻体、描述视觉画面等，实现效果对等。在翻

译过程中，译者力求实现可信度和可读性的平衡。一方面，译者作为源文本的读

者，注重解读并传达原作者的认知。另一方面，译者结合文化背景、读者阅读体

验等因素，对译本进行适当调整。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视域下刘宇昆《北京折叠》的翻译研究 

郝乙遥 杨言（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云南师范大学） 

《北京折叠》的英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范例之一。《北京折叠》

能在全新接受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译者刘宇昆功不可没。从译者行为批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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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看北京折叠，译者刘宇昆能在“求真”“务实”“译内行为”“译外行为”“作者

/原文”“读者/社会”六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这得益于译者刘宇昆能在译者“语

言性（语言人）”和“作者/原文（求真）”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形成第一个动态

的连续统模式，也得益于译者刘宇昆在译者能在“社会性（社会人）”“读者/社

会（务实）”再次达到平衡，形成第二个动态的连续统模式。以“翻译内”和“翻

译外”为两个综合视角，结合两个动态的连续模式可得：《北京折叠》英译本之

中既有“求真”，也有“务实”，刘宇昆在迎合西方审美的同时也注重保留中国文

化元素。此外，译者刘宇昆一直坚持“求真为本、求真兼顾务实；务实为用、务

实兼顾求真”的翻译策略，译者刘宇昆能在译者“求真”“务实”“译内行为”“译

外行为”“作者/原文”“读者/社会”六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从而达到了文本求

真度高、务实度高，实现了译者行为的 “合理度”，对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借鉴

和启示。 

 

马列主义早期译介操作规范研究 

——以《共产党》月刊为例 

贺文照 喻锋平 徐威（嘉兴学院） 

《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内部刊物。该刊物虽然仅发行了 6

期，时间不长，但是，对马列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刊

物除了发表原创的中文文章外，还刊发为数不少的翻译文稿。现有文献除了从政

治学、党建、历史等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外，很少有从翻译视角所进行的研究。喻

锋平和唐媛(2021)）从译者行为的角度，系统考察了《共产党》月刊的译者背景、

原文来源、原文主题、目标语言选择以及文本处理等问题，同时在当时的历时背

景下对这些翻译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不过，现有研究仅涉及篇章外的宏观内

容，对文本内部和微观层面的翻译问题很少涉及。本研究将通过语料库的方法来

描写归纳《共产党》月刊的翻译语言特征，进一步揭示早期马列主义译介在文本

微观层面的操作规范。本研究探讨了《共产党》月刊译文翻译的文本操作规范内

涵以及其背后的动因。研究结果表明，《共产党》月刊中译文的操作规范主要使

用了陌生化手段，即一种偏离当时汉语的行文手法。之所以形成这一操作规范，

是由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及译介马克思主义译者有意要和传统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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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传统诗学相却别而造成的。本研究对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义主义思想的对

外传播有一定启示。 

 

求真即务实——《真腊风土记》英译的译者行为研究 

侯松（汕头大学） 

本文拟对海上丝路典籍《真腊风土记》的英译进行译者行为批评考察，主要

涉及三个译本，即 J. G. d’ Arcy Paul’译本（1967 /1992），Peter Harris 译本（2007）

和 Solang Uk & Beiling Uk 译本（2010/ 2016）。分析发现，译者的翻译以还原高

棉帝国（今柬埔寨）历史和传承记忆为主要目标，译者（特别是后两个译本的译

者）为读者考虑的务实性翻译操作也是为了更好地求真，即再现原作者周达观所

记载的高棉地理和文化。也就是说，在求真与务实的连续统中，这两种译者行为

在中间走向了大体的重合。笔者认为，这样的译者行为虽不多见，但在针对具有

见证性意义文本的翻译批评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本研究也进一步提醒我们，译

者的求真和务实行为不是二元对立的。 

 

知识考古、话语重构与中华文化的对外译介和国际传播： 

美国汉学家译者华兹生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实践反思 

胡安江（四川外国语大学） 

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当下语境中，

探讨美国著名汉学家译者华兹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英译过程中的“知识加工、

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尤其是考察他的“知识考古（求真）”

与“话语重构（务实）”翻译实践美学，对于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

研究、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话语传播艺术、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

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中国话语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亲和力

和实效性，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如果从

传播发行渠道、图书馆馆藏数、亚马逊图书销量排名和读者评价体系等效果反馈

机制进行考察，我们也需要对华兹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事业的不足和短板进行深

刻反思并努力寻找解决相关问题的现实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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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批评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行为研究：理据与路径 

胡开宝（上海外国语大学） 

 

 

译者身份的“资本”建构                                       

——以瞿秋白为例 

胡茜（中国人民大学） 

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中，资本既是行为者实践的工具，又是斗争目标，贯

穿整个实践过程。而资本的斗争只有在具体的场域内进行分析才有意义。鉴于此，

译者身份的建构过程可以看作是译者在翻译领域及翻译相关领域资本积累的过

程。瞿秋白是具有学者、宣传家、文学家多元身份的译者，他的译者资本主要来

源于翻译及与其相关的教育场域、传播场域和文化场域的资本积累，重点占有文

化资本，追求象征资本，由此构建翻译家的译者身份。 

 

派屈克·韩南的“价值”翻译观与深度翻译 

——《风月梦》英译本的副文本考察 

胡雯苑（陕西师范大学） 

深度翻译是解决翻译中文化差异与跨语境差异带来的意义丢失的有效方式。

本研究基于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及阿皮亚的深度翻译理论，考察译本产生前译者

撰写的相关研究论文及译文的序言与注释，以期从副文本的角度探究总结韩南的

翻译方式与其翻译观的关系。研究发现韩南的深度翻译策略是基于其“价值”翻

译观。韩南译本的价值凸显为中学西传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范式。 

 

翻译社会认知研究的概念、问题和方法 

——译者行为研究的新路径 

胡显耀（西南大学） 

本文从翻译学的语言学、社会文化研究和认知科学三大研究范式的分歧与融

合出发，汲取社会认知研究理论和方法，尝试提出翻译社会认知研究的理论构想、

研究问题和方法。笔者提出“翻译是一种社会认知”的观点，即翻译是一种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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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对社会世界的感知、理解和概念化的语际操作；社会认知研究的为译者行为

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框架和方法。这种观点有助于研究范式的融合，建立

具有包容性和连贯性的翻译学本体理论和话语体系，提出和回答一些具有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的新问题，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A Construal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roverbs 

胡相成（西南大学） 

Chinese proverbs are concise, vivid, practical and popular language forms 
created and refined by the people and literary writers in their long-term life practice, 
which embody the wisdom, experience and spirits of working people. The paper 
mainly focus on wha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ere adopted by the transla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al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roverbs and the 
relevant cognitive motivations behind them. Firs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used by 
the translators are mainly as follows: 1) At the level of specificity, the translators used 
the strategy of concretization or abstraction to detail an abstract source text or extract 
the basic meaning from a specific source text; 2) At the level of scope & background, 
the translators provided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s for cultural elements involved in 
the source text, or paraphrased them in an easy-to-understand way; 3) At the level of 
perspective,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habits and ways of thinking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nations, the translators adopted passive voice or used the strategy 
of negation; 4) At the level of prominence, the translators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reinforcement to reemphasize the prominent part in the source text, or highlighted 
different parts in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the source text. In 
addition,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cultures,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ust be influenced by cultural elements. Besides, translation is a 
cognitive process with translator as subject. Based on the original expressions, the 
translators activat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source texts, and combine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the target readers, 
forming their own ways of construal. The translators’ different ways of construal 
decide the choice and us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influences translation 
expressions 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研究 

黄勤（华中科技大学） 

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实施，作为中国乡土文学重要载体的汉语乡

土语言英译的研究亟待引起重视。本文回顾与反思汉语乡土语言的定义与分类、

翻译策略与方法、翻译批评标准和研究路径四大问题。指出周领顺等的新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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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对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研究的启示。阐明汉语乡土

语言英译研究应首先明确汉语乡土语言的定义与分类，然后针对乡土语言类别探

讨易于目的语读者接受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开展翻译批

评，在研究路径上应区分译入与译出，构建动静结合的研究框架。 

 

华人离散译者陈贻范《孝经》英译之译者行为阐释 

黄勤 李无双（华中科技大学） 

本文以陈贻范的《孝经》英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辅之以传教士裨治文和

理雅各的两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其华人离散译者的特殊身份与角色，深度

探讨陈贻范的译者行为。研究发现，陈贻范的译者身份与译者角色对其译者行为

产生了较多正面影响。在翻译选材上，陈贻范兼顾中华优良文化传播和古籍名声

维护；在翻译策略上，通过文化负载词的异化翻译确保中华文化内涵的传播，通

过普通句式的归化翻译确保译文可达性。 

 

翻译家与作家互动：探究中国文学英译过程中译者的“追问”价值 

黄安琪（南京师范大学） 

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语境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已经成为我国向世界展现

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彰显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

漫长之路上的重要一环，译者固然在“走出去”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美

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与夫人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在

2013 年到 2014 年期间，合作英译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推拿》。翻译过程中，

葛浩文夫妇使用电子邮件与《推拿》作者毕飞宇开展了密切交流。译者总共向作

者提出 131 个问题，包括其作为“第一读者”在阅读原作和翻译文本期间遇到的

困难；作者在回信中一一解答，有效化解译者在词句理解、前后逻辑、创作意图

等方面的困惑和矛盾。本文以葛浩文夫妇在翻译《推拿》过程中的“追问”案例

作为研究基础，提出译者对于原作的思考“追问”折射出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

并在一定程度上从外部视角帮助作者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希望本研究案例能为

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考察模式、翻译过程资料的保存交流提供参考；中国文学与

文化的海外传播之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寻求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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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的中外“译者+X”相关译论对比研究 

黄鹂鸣（扬州大学） 

“译者行为批评”迄今已走过十三年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历程，作为新兴

领域的“译者行为研究”也呈现出“主题多元、理论融合、方法创新”的领域特

色。但当前研究主要表现为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各类应用探索，个案研

究居多，而对该批评理论本体的探讨和研究略显不足。鉴于上述问题，本研究拟

从对比视角出发，结合文献分析，挖掘国内外译学界有关“译者”的主要理论阐

述，在充分学理事实的基础上，以“译者行为批评”为对比出发点，厘清“译者

行为批评”与国内外“译者+X”相关译论的异同之处，以期服务于译者行为研

究的理论发展。 

 

求真与务实：跨学科视角下译者行为批评模式探索 

——兼评《王际真中国文学经典译介之译者行为研究》 

黄逸彬（广东财经大学）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逐渐走

向深入。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批评研究是国内学术界的热点之一。黄勤教授的《王

际真中国文学经典译介之译者行为研究》一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而深入的探索。

本文结合该书内容，解析了王际真的译者行为，描绘了王际真中国文学经典海外

传播的图景，归纳了该书的研究视角、理论运用与研究方法的创新之处与启示意

义，以期为建立更加全面具体的译者行为批评模式提供有益参考。 

 

科技文本翻译中的译者角色与翻译策略 

贾梦蝶（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传统的翻译理论总将原文看作绝对标准，在翻译过程中极力使译文忠实于原

文。而事实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无法摆脱参与到其中的主观能动性。译者要扮演

的角色是能跳脱出主观能动性而又能充分发挥其优势。本文借用现代文论的观点

讨论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行为，认为无论在理解还是表达阶段,译者的主观介入

是都客观存在的，同时重点讨论了在科技文本翻译中相应的译者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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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行为批评视角下的《金银岛》复译研究 

姜淑芹（四川外国语大学）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对儿童文学阅读的重视，大量经典英语儿童小说被

复译再版。自 2000 年以来，《金银岛》出现了上百个中文版本，很多译本质量低

下。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学术界评价较高的译本市场销量并不大。从译者行为批评

视角看，这首先是由于市场运作的影响，明确定位为青少年的译本务实度高，因

此销量较大。同时译评者的身份和目标也影响着对翻译质量的判断。学术界对译

本的评价更偏向于在求真度上更重视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和语言表达质量，在务

实度上表现出对成人读者阅读能力的务实，而非从儿童读者视角进行的评价，而

儿童读者因为年龄的原因无法撰写系统的译文评价，学界急需探索合理的译本评

价体系，规范出版市场，引导译者创作出兼顾对原文求真与对儿童读者务实的优

秀文本，提升我国儿童的阅读质量。 

 

翻译之维 

蒋童（首都师范大学） 

翻译有五个维度：实践（技能）维度、语言学维度、文学文化维度、哲学维

度和宗教维度。这五个维度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翻译的本质。 

 

蓝罂粟出版社中医典籍英译的译者身份研究 

蒋亦文 （北京师范大学） 

1949 年威斯（Ilza Veith）《内经·素问》译本问世前，中医学典籍英译较为

杂沓凌乱，其英译路径和译本特质不甚明晰。80 年代，美国中医药学者弗劳斯

（Bob Flaws）创办的中医药专业出版社——蓝罂粟出版社作为海外中医学典籍

英译的重要“赞助人”，与标登出版社（Paradigm Publications）、东域出版社

（Eastland Press）合称为三大海外中医学专业出版社，在发行中医通识作品的同

时也有数量可观的医典英译本问世。蓝罂粟出版社发行的 13 部中医典籍英译本

的译者构成较为多元，本研究以出版社“大师系列”（Masters’ Series）的两位

主译弗劳斯与杨守忠为例，从其文化身份与社会身份切入，探析译者的在文学翻

译系统（Literary Translation System）中多元身份如编辑、翻译家、出版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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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评论家、专业读者乃至翻译史学家（translation historian）对译作生产的作用。 

在翻译的社会文化层面的考察过程中，“赞助人”与“专业人士”往往互为

依托。“专业人士”（professional）的说法源自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

其通过“赋予从事这一行业的人特殊的权威与地位”，即“专业性”

（professionalism）来提供服务。如果说蓝罂粟出版社是中医药典籍英译与传播

的“赞助人”，那么创始人弗劳斯（B. Flaws）作为英语译介中医药的 多产的作

家，融合作者、译者、编辑的多重身份，便是出版社的首要“专业人士”。从弗

劳斯的文化身份来看，他首先是一位中医药学者、翻译家。70 年代在博尔德推

拿学院（Boulder College of Massage Therapy）开始学习中医推拿，后在丹佛

（Denver）师从 Eric His-Yu Tao 学习针灸，并在 1982 年蓝罂粟出版社成立同年

前往上海中医药大学深造，迄今写作、翻译和编辑了 90 余部中医学著作。从弗

劳斯的社会身份来看，蓝罂粟出版社的成功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弗劳斯家族

在出版行业近百年的产业经验，他的夫人霍诺拉·沃尔夫（Honora L. Wolfe）不

仅是博尔德推拿学校（Boulder School of Massage Therapy）的创办人，也曾在诸

多刊物从事出版工作。此外，弗劳斯身兼多职，如东方医药出版社（Oriental 

Medical Publishers）委员会奠基人、前任科罗拉多针灸协会主席与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NIH）资助的艾滋病周围神经病变研究项目的联合主任等，他曾在接受

美国《今日针灸》的采访时对中医学“整体观”（holistic treatment method）大为

赞赏，是域外中医学的传道人。 

研究发现，蓝罂粟出版社中医典籍译者的多重身份不仅推动了域外中医英译

出版体系化特征的形成，而且极大扩充了海外中医典籍英译的话语库存，对译本

文字图示信息、出版情况和译本的发行模式也有影响，这对廓清域外中医学典籍

英译的赞助群体，赓续医典译本的“西传”与发展研究意义重大。 

 

中国远程口译的场域、资本和惯习研究 

——基于一次小型职业译员访谈 

康荣耀（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近年来，远程口译在中国迅速发展。本文以 7 名中国职业译员的访谈结果和

主题分析为依据，采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构建远程口译子场域，考察中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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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口译的场域、资本和惯习。研究发现，原本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在远程口译子场

域中更加凸显；译员在远程工作环境中有更多投入机会来积累资本；另外，新晋

译员的惯习在指导远程口译实践时似乎更有优势。同时，构建“远程口译一体化

解决方案”可逐步改善远程口译子场域运行规则，促进中国远程口译行业的良性

发展。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考察 

——以葛浩文英译莫言长篇小说为例 

康政（北京外国语大学） 

本文考察葛浩文翻译莫言 8 部长篇小说译本中体现出的译者风格。葛浩文对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使用黄立波提出的研究框架，同

时自建参考语料库，考察语言形式参数和意象习语。研究发现如下： 一、葛译

莫言作品在标准类符/形符比，中英文文字量比值、平均句长、句长分布方面风

格基本一致，较易阅读。二、葛译莫言小说译本特点更贴近美国原创英语特点。

三、意象习语翻译策略方面，葛译体现出归化倾向，这与其“忠实是大前提，也

必须以读者为中心”翻译理念和对不同意象习语特点的把握密切相关。 

翻译过程解析：语际转换的语言文字结构机制 

——以《中国日报》双语新闻热词为例 

黎孝兰（贵州大学） 

语际转换是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换码，语言文字作为语际转换的媒介，是翻

译交际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语言文字的结构手段是双语相通的重要条件。作

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网上桥梁以及中国 优质的新闻发布平台之一，《中国日报》

对其新闻文字的内容与结构的翻译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其双语新闻中

的热词翻译反应出中国文化的外宣力度和传播性。本文以《中国日报》双语新闻

热词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际新闻案例分析，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际转换中

语言结构层次词汇方面的处理与运用，特别是对语义转换和词类转换过程及方法

进行探讨，以期顺利实现语言符号内容信息及文化信息转码，促进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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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动主义与新媒体翻译传播 
——兼议译者行为批评的“行为-社会”视域 

李楚菡（北京外国语大学） 

新媒体时代的译者行为呈现出主体大众化、操作在线化、产品碎片化的新常

态，在社会舆论场域形成了去中心化的“自传播”特征。译者主体性及其行为合

理度是影响新媒体翻译传播的关键因素。从行动主义视域探讨新媒体翻译传播不

仅有助于应对当今翻译实践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挑战，同时对于建构“译者

中心”与“社会中心”双中心平衡的译者行为批评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

在梳理行动主义和译者行为批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新媒体传播的时政翻

译案例，并对其传播态势的弊端作出了重点考察。新媒体翻译传播的隐忧突出表

现为：内容层面上，叙事诱导汹涌舆情；发布层面上，信息渠道纷繁芜杂；接受

层面上，受众认知受限于“茧房效应”。针对以上现状，国家政府应整合多元行

动力量，把关涉外传播机制；语言服务行业应通过技术赋能规范，为国家公益贡

献资源和专长；外语教学领域应树立母语文化自信，培养师生媒介素养。与时俱

进地落实以上治理措施才能为规范新常态下的译者行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

而改善新媒体涉外舆情的治理面貌，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杨匏安翻译风格的传播理论解释 

李博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翻译是多要素参与且动态的，传播学理论框架与理论指导与此相应，可为翻

译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但除传播学一般理论支撑外，翻译跨文化性与跨语言的特

殊性则一定程度上需要典型案例、有效经验的帮助，以从中提炼出适合翻译学的

进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杨匏安的翻译经历符合以上要求：典型性方面，

杨匏安是 早将科学社会主义带向中国的人士之一，并对唯物史观进行搭建，是

共产党早期理论家的代表；有效性方面，杨匏安经由编译的理论传播工作推动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理论付诸实践推进了华南地区的革命进程，当中形成的思想

观念也与此后中国革命整体实践得出的认识相合。但目前对杨匏安的研究整体多

是对其投身革命、勇于牺牲的缅怀，相对忽视了“理论翻译传播”阶段，而翻译

在传播学理论的关照下，亦亟需类似杨匏安经实践检验且具中国特色的经验加以

启迪。因此，以翻译的传播理论对杨匏安的翻译风格加以阐释，进而丰富翻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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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自身，将更好地理解这位革命先烈的精神世界，并对未来翻译如何同样有效服

务社会有着深刻的启示。杨匏安翻译的有效传播，重在内容适应不同载体、话语

风格根植于所在区域、多种形式转换源语内容、合并各源语文本以服务时事、与

同时期同类内容相呼应等方面。 

 

反讽翻译的译者行为研究 

——以蓝诗玲译《阿 Q 正传》为例 

李冬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反讽翻译中，译者面临反讽识别、表达和接受三大挑战，其原因是作者、译

者和目的语读者的语境知识储备不完全匹配。文章根据 Yus 的反讽语境激活和

佳可及性标准，推导出译者识别反讽的五种语境知识假说；在目的语读者中，这

五种语境又可被分为易－较难－ 难激活三个级别，由此得出反讽翻译中译者干

预的语境补偿模型。任何超额或欠额补偿都体现了译者的意志性和社会性。以此

标准分析《阿 Q 正传》的英译本，发现蓝诗玲在易激活和较难激活的语境中往

往超额补偿，追求语言审美；在 难激活的语境中却欠缺补偿，淡化民族文化，

强调普世价值，有较强的务实倾向。 

 

性格与译者翻译策略选择行为的关系研究 

——基于文化认同感的调节效应 

李佳（西南大学） 

本文探究了译者性格特征与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倾向之间的关系，并分析

了译者的文化认同感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调查法，本文调查了

200 多名从事文学、科技、视听、公共服务和其他翻译领域的译者，利用 SPSS 

Statistics 26 对收集的数据依次进行了描述、差异、相关、回归分析以及利用

Process 插件进行了调节效应的验证。研究发现译者群体呈现出明显的自由职业

化和数字劳动行为特征；在一般语境条件下，神经质性格的译者在翻译策略倾向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宜人性高和开放性低的译者更倾向于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文化认同感对会对宜人性与归化之间产生反向调节效应；异化翻译策略与五种性

格特征无明显相关性。本文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翻译研究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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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忽略的译者个体差异因素，进一步证明了译者性格会对翻译行为产生影响，并

从量化角度证明了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本国文化态度会对翻译策略的选取行为造

成影响。 

 

赞助人视角下的袁德辉翻译行为探究 

李佳悦（中国海洋大学） 

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断绝了中外联系，官方对翻译和外语技能的普遍态

度导致当时的中国严重缺乏外语翻译人才，对世界所知甚少。1838 年，林则徐

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为掌握夷情，林则徐自行组建翻译团队，曾供

职于理藩院的袁德辉被聘入府中作译员，成为林则徐翻译班子的重要成员。清政

府内部没有外交部，朝廷视外事为内政，由地方官员管理，袁德辉受林则徐重用，

对外翻译照会、政府公文。林则徐是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和赞助人，参与到翻译过

程的方方面面，集经济赞助人、社会地位赞助人、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赞助人

于一身，袁译本显露出翻译国家，国家翻译和为国译的形态。本文以为，袁德辉

的翻译行为具有制度化译者倾向，林则徐主导的国家文本翻译活动是国家翻译实

践的“缩影”。 

 

十九世纪英国汉学家亚历山大的自我重译行为研究 

李鹏辉（北京外国语大学） 

本文以十九世纪英国汉学家乔治·加德纳·亚历山大（George Gardiner 

Alexander, 1821-1897）的《三国演义》节译文和在此基础上改编的英文剧本为研

究对象，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考察译者的翻译策略取向和自我重译行为特征。

研究发现，在静态的文本层面，“连环计”在英语世界有着持续的学术生命力与

影响力，实现了传播效果上的“务实”；译文经过改写和重构达到了语言层面的

“求真”。在动态的译者重译行为层面，二度创作的英剧不仅在体裁上将中国小

说改编成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钟爱的戏剧形式，而且将“貂蝉故事”的主题从体

现忠义思想的政治斗争改编为对真诚爱情的颂歌，同时，增加了剧中人物对奴隶

身份的自觉及其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赋予其新的反映十九世纪西方自由精神的时

代特征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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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构翻译下的译者行为研究 

——以沙博理英译《邓小平文革岁月》为例 

李若楠（浙江财经大学） 

国家机构在中国文学外译发展进程中对外翻译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新中国

的国家翻译实践包括“对内型”和“对外型”。中国外文局的翻译活动是对外型

国家翻译实践的典型代表，供职于外文出版社的汉学家沙博理在从事中国文学翻

译实践时，作为制度化译者，在充分体现国家意志的翻译形态下，沙博理采用了

不同的翻译策略对《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进行英译，译者遵循了

译内行为的“真实性”，译外行为的“真诚性”和译文合理的“正当性”，译者沙

博理因循“中国人 + 文化间化 + 英语读者”这种三位一体的“沙博理翻译模

式”进行《文革岁月》英译。（任东升，2012）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充分发挥其

信息流通的“把关人”作用，以“文化间”双重身份操纵，以“中国人”的文化

立场解读所译的中国作品，以“英语读者”的视角把握译文表达，彰显其文化身

份和翻译还原。达到译本“求真—务实”的 佳效果，疏通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

心脉。笔者通过对该英译本在词法、句法、篇章层面的策略分析和探究，以期探

索出国家机构翻译下的制度化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倾向，进而对构建中国对

外话语体系与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具有些许借鉴作用与意义。 

 

宇文所安英译杜诗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李珊 何亚月（成都理工大学） 

宇文所安英译杜诗的出版推动了经典唐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周领顺教授建

立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打破了翻译批评传统中以文本内部研究为主和“文化

转向”后以文本外部研究为主的单一评价模式，将翻译内部、外部批评相结合。

本文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宇文所安英译杜诗为研究对象，对译者的译内行

为和译外行为进行具体剖析，在此基础上对译者行为做出评价，以期探索译者行

为对杜诗译介与传播的启示。研究表明，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

模式上，译者用尽可能贴近原作的语气来翻译作品，多采用“忠实”直译，可见

其向原文和作者靠拢的“求真”，但某些意象和韵律翻译处理上多靠近“务实”，

且采用多样形式来引导读者体味不同诗歌风格；在译外行为上，译者的个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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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读者意识体现了译者行为的动态过程，其行为符合文学翻译倡导的“求真为

本、求真兼顾务实”的译者行为规律，并且该译者行为有较高的“合理度”，其

译介可为唐诗英译研究提供借鉴。 

 

《菊与刀》四个汉译本的译者风格初探 

——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 

李炜炜（云南大学） 

本研究基于自建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科学抽样下

选取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菊与刀》四个经典重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词汇、

句法和语篇三个层面对比考察四个译本的译者风格差异。研究表明，四个重译文

本差异显著：晏榕译本多用长句，流畅度低，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较高的忠实

化倾向。相比而言，其他三个译本表现出以接受为中心的读者导向，其中北塔译

本流畅度 强，口语特征明显，但在词汇使用上重复率 高；陆征译本词汇使用

丰富，句子相对较短，可读性强；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的合译短句 多，

用词相对丰富，句式灵活多变，句子结构和译语表达相对精炼客观，是更符合学

术语言表达规范的译本。 

 

《孺子歌图》英译行为所建构的晚清中国儿童形象研究 

李文婕 李伟艳（北京师范大学） 

《孺子歌图》是中国首部译介到海外的童谣，由美国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编译，1900 年在纽约出版后在英语世界实现了较好的译介效果。

本文以《孺子歌图》为研究对象，采用译者行为批评视角，借用“求真－务实”

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从翻译内、翻译外两个层次描写何德兰的译者行为，

解释译者在进行翻译选择时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社会性非译行为的形式和动因，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行为对晚清中国儿童形象的海外建构和传播起到了怎

样的作用。研究发现，生活经历、社会身份、文化意识等个体因素共同建构了何

德兰的译者主体身份，受其主导的翻译内及翻译外行为共同决定了译本的特征并

终为海外读者建构出鲜活的晚清中国儿童形象。通过探究译者行为对国族形象

建构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可为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和翻译的形象学研究带来新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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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视角。 

 

肝系疾病术语内涵挖掘及英译认知研究 

李孝英（西南交通大学） 

在新冠疫情时代，中医以其独特的疗效和临床效果，对我国抗击新冠疫情做

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帮助了世界一些地方防疫。世界对中医的需求与日俱增，

中医外译显得格外重要。而中西语言、文化和思维存在很大差异，给中医外译造

成了很大的困难。本文拟以肝系疾病一些术语英译为例，逐层阐释如何准确英译

肝系疾病术语。首先深挖肝系疾病术语的内涵，分析具体术语在具体语境下的具

体内涵，对其进行准确认知，然后对术语进行中西文化对比，找到或创造相关的

能引起西方人联想的英语术语。通过本文对肝系疾病部分术语内涵挖掘及英译认

知研究，以期达到为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的规范化翻译起示范作用，并从认知翻

译层面助推中医药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 

 

林语堂《苏东坡传》书写行为与翻译行为的关联剖析 

李雪丰（华东政法大学） 

林语堂的英文著译作品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用英文创作的《苏东坡传》就

是其中的代表，书中将苏轼生平的书写和苏轼作品的翻译合而为一。对于这种书

写与翻译相结合的著译行为，可以从书写行为和翻译行为两个层面展开剖析，探

究其书写行为和翻译行为各自的特色，并挖掘两者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传记

的书写既可以被视为翻译的动机，又为创造性的翻译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而作品

的翻译则丰富了传记的内容，鲜活了人物的形象。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情感行为批评研究 
——以《大卫·科波菲尔》的两个译本为例 

李艳（浙江师范大学）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将译者置于社会背景中，从语言学和社会学两个角

度，既研究译者的语言选择，也研究社会各因素对译者行为的影响。已有的相关

研究主要集中在译者的社会行为以及影响译者行为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研究。不

过，这些研究似乎都有意或无意忽略了译者情感对译者行为的影响。实际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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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翻译时，尤其是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情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为，可

以说贯穿了文学翻译的始终，不同译者因为所处时代不同、社会阅历、生活经历

不同，甚至自身对情感的体验差异，可能会对同一种情感，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

从而选择不同的翻译方式。那么，译者的情感如何影响他们做出翻译决定呢？本

文选取《大卫·科波菲尔》的林纾、许天虹两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两个译

本中的情感表达，试图探寻译者情感行为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 

 

《当代翻译学理论》傅译本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李亚峰（东南大学） 

应用翻译研究是中国翻译学体系的重要分支，重视翻译理论引进和翻译实践

相结合是应用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当代翻译学理论》是一部重要的翻译理论

阐述著作，由傅敬民完成的汉译本在国内实现了较好的传播和接受。本文基于译

者行为批评理论，以傅敬民《当代翻译学理论》汉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傅敬

民翻译的译外行为和译内行为，客观地进行了译者行为的合理度。总体来看，傅

敬民《当代翻译学理论》汉译的行为呈现以下特征：1）译者良好的翻译素养，

确保翻译活动的高质量完成；2）译者的高度责任感，在翻译文本选择上呼应当

前翻译研究的关注点；3）在术语翻译上的“求真”，确保内容的准确传达；4）

在内容翻译上的“务实”，确保知识传播的效果和接受。 

 

彭斯诗中国群体译者行为研究 

李正栓（河北师范大学） 

彭斯是中国译介 早的诗人之一，其诗歌传播时间之久，研究数量之大，表

明了它极大的文学价值和研究潜力。本文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内，从翻译内和翻

译外两个方面分别对袁水拍、袁可嘉、王佐良和李正栓四位译者进行全面具体的

研究，探讨他们在历史语境、翻译原则和文学阵地影响下的译者行为，以及他们

在传达原文意义、韵律和风格时的译者行为，旨在对彭斯诗歌研究及译者行为研

究做出贡献。 

 

《射雕英雄传》在日本的译传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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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丰琳（贵州大学） 

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深受世界读者喜爱，在日本的影响也颇深。

本文以《射雕英雄传》为对象，爬梳其在日本的译传与接受的谱系。从译传来看，

主要有小说翻译和漫画翻译，译本经过出版社的官方推介，扩大了《射雕英雄传》

在日本的影响。从接受来看，通过收集在线日本读者评论，运用 CiteSpace 制作

读者评论知识图谱，发现聚焦于《射雕英雄传》的故事情节、人物、武侠文化、

中国元素和金庸作品等方面。通过厘清《射雕英雄传》在日本的译传与接受情况，

不仅可以扩展中国武侠小说题材对外传播维度，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

播与接受。 

 

《天工开物》任译本科技术语尾注行为批评研究 

林宗豪（苏州大学） 

科技术语是《天工开物》传播我国古代科技文化的关键载体。本文融合译者

行为批评模式与“厚译”视角，描述与分析《天工开物》任以都、孙守全合译的

英文全译本（即任译本）的科技术语尾注行为倾向。研究发现，因翻译内外因素

的影响，任译本科技术语尾注行为方式分化为“译内求真和译内务实”、“译内求

真、译内务实兼及译外超务实”与“译内求真和译外超务实”三类。译内行为发

生于文内和文外，其中文外的尾注行为呈知识性注释；译外行为多现于文外，呈

研究性注释。本研究有利于扩展《天工开物》英译研究主题与丰富译者行为批评

理论体系。 

 

 

 

刘宇昆“离散译者”身份研究 

——以《三体》刘宇昆译本为例 

刘春凤（齐齐哈尔大学） 

《三体》英译本的成功一方面源于原作的魅力，另一方面在于译者刘宇昆在

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译者作用。作为“离散译者”，刘宇昆在翻译《三体》过程

中，对源语语言及文化的精通及译语的了解，在对原文本翻译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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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显现优势，离散译者身份的文化桥梁作用明显，其翻译经验对“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具有借鉴作用。 

 

《经济学人》中有关户口的翻译策略及话语建构研究 
刘洁洁（天津科技大学） 

户口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人口管理制度，基于我国国情背景下产生，其影响广

泛而深远。本研究采用语料库指导（corpus-informed）的批评话语分析法，基于

《经济学人》中有关户口的报道，探讨该杂志对户口这一文化负载词所使用的翻

译策略及其话语建构。该杂志主要运用了音译加注的翻译策略来翻译户口，旨在

从读者角度出发，既保留了源语的特色，也增强了译语的可理解性，有利于建构

原本的中国形象；但本研究发现《经济学人》在建构户口时大多持负面观点，因

此，基于带有消极态度倾向的词语索引，考察有关户口的话题、对户口所持的话

语态度以及所使用的话语策略。研究发现：《经济学人》主要探讨户口制度本身、

户口所带来的物质不平等以及精神不平等话题；对户口负面评价占比较高，对我

国人口管理制度存在认知偏见和刻板印象，将我国户口制度建构成为一个“不完

善、不公平以及问题频出”的形象，甚至以此来放大户口制度的局限性；使用了

标签化、伪客观数字、消极隐喻、消极属性和失真等话语策略来建构户口。本研

究揭示了《经济学人》话语背后所折射的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的碰撞，而该杂志

对户口的不实报道不仅会给译者行为判断带来消极影响，更会让读者产生话语偏

见，从而损害我国户口形象的正面建构与输出。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诗大序》的英译分析 

——以理雅各和宇文所安译本为例 

刘晶（北京外国语大学） 

译者行为不仅仅是翻译行为，它与译者的生活背景、社会地位、职业经历、

翻译动机等紧密关联。《诗大序》作为诗经首篇《关雎》的序文，自汉代至今，

一直引起激烈的学术争论，但其英译本在学界所受关注度一直偏低。本文选取理

雅各和宇文所安对《诗大序》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

“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研究两位译者译本中译者行为的体现及相应的

翻译策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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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与“译者中心”之辨：视角、维度及启示 

刘坤 周文娟（内蒙古工业大学） 

译者主体与译者中心可以从视角和维度展开辨析，就视角而言，随着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翻译中人的因素逐渐进入了翻译研究视野，翻

译主体的讨论深受译学界关注，不少学者意识到了译者的重要性,但在以往的论

述中鲜见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定位。据此，生态翻译学在现有译者主体的研究基

础上提出了译者中心理念。就维度而言，可从相同点、不同点、侧重点及归宿点

展开讨论。首先，二者都关注翻译中人的因素，但研究视角与关注焦点均不相同。

相较于译者主体性研究对于译者主体的模糊认同，译者中心理念从理论上真正对

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给予明确定位，确立了译者在翻译活动的“中

心”地位。继而又提出了事后追惩的制约机制，但该制约机制却并非是具体做法，

只是对于译者行为的要求或指导思想，所以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使译者受到有效制

约。因此，可将译者中心理念作为侧重点进行剖析，认为该理念中存在三重维度；

主体维度、客体维度、主客体统一维度，并于主客体统一维度提出了行之有效的

“译者中心”翻译策略，于译前、译中、译后分别细化，从而制约译者在翻译中

恰当发挥其主导作用。 

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处于不同视角下的译者中心理念与译者主体性研究进行

了分析，发现二者都关注译者、译本以及译者行为，但对于译者身份的解读却各

有不同。进而对译者中心理念进行了深度剖析，认为该理念在制约机制方面存在

不足，所以提出了“译者中心”翻译策略作为对该理念的补充。通过对“译者主

体”与“译者中心”的辨析解读，有如下启示：第一，二者都关注翻译中“人”

的因素，且译者中心理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互补及拓展；第二，

基于译者中心理念提出了“译者中心”的翻译策略，有助于丰富该理念内容及实

践路径，为生态翻译学研究、实践及译者研究提供新视角，完善译者能力，推动

译者发展及译文品质的提升。 

 

网络小说《天官赐福》英译本的译者行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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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晶晶（扬州大学） 

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对《天官赐福》英译本进行译者行为分析，并

根据该书在亚马逊网、好读网以及海外论坛上获得的读者评论进行“行为——社

会”视域中的效果评价，探究《天官赐福》英译本在海外走红的真正原因， 终

得出网络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且“走进去”的启示。 

 

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中的女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刘立（中央民族大学） 

本研究拟从翻译选材、翻译策略、译作影响力等方面分析民国时期外国文学

翻译中的女译者群体行为。译者群体既有共性的时代特征，也有个性的行为特征。

本研究结合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分析，试图勾勒出那个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中的

女译者群像。 

 

译创合一、译有所忠：杨绛翻译与原创的明喻运用特征及其功能 

刘立香（集美大学） 

采用语料库的方法，从语内类比视角，对杨绛翻译与原创中的明喻运用进行

了比较，研究发现：杨绛翻译中的明喻主题运用表现出主题丰富、结构简单、类

型多样的特征；从概念整合类型看，杨绛翻译与原创的明喻都聚焦世俗世界，凸

显世俗世界内部及其与自然世界的相似性，但杨绛翻译更关注世俗与自然世界的

相似性，而其原创则更关注世俗世界内部的相似性。另外，杨绛原创对自然世界

与其他世界的整合关注较多，杨绛翻译的复合型概念整合类型使用频次高，而且

结构比较复杂；从明喻的情感色彩看，杨绛原创和翻译都以贬义为主，但原创的

贬义色彩比翻译的贬义色彩更加浓厚。从语内类比角度看，杨绛翻译与原创在明

喻主题、概念整合类型和情感色彩方面有较多共通之处，两者都以贬义为主基调，

重点描绘了世俗世界的众生百态，产生了幽默讽刺的喜剧效果。杨绛翻译的明喻

与原著保持了高度一致，而且语言风格与原创一脉相承，实现了“译创合一”的

效果，共同组建了杨绛文学的知识图谱。然而，杨绛翻译的明喻也呈现出异于原

创的独特性，在翻译语境中发挥了新的概念、语篇、认知创新和人际功能，体现

了杨绛作为翻译家“译有所忠”的翻译思想和深厚的文学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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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性视角下林语堂《浮生六记》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刘美（西南石油大学） 

以林语堂 《浮生六记》 译本为例，以译者主体性为视角，研究译本中文化

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为了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国家，林语堂在翻译中采用了归

化和异化的方法，这两种策略是相辅相成的。译者应灵活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

为中国文化向西方国家的传播作出贡献，从而进一步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 

 

《布洛陀史诗》文化词英译之现实美研究 

刘丽娟（广西大学） 

《布洛陀史诗》是流传于少数民族壮族的一部文化典籍，作为民族史诗，承

载着壮族人民生活的点滴，映射着壮族先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太平观，具有重

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本文基于刘宓庆针对译语文化取向提

出的五种跨语言文化转换方式：契合式、模仿式、解释式、替代式和淡化式，以

《布洛陀史诗》英译本中文化词的英译为研究对象，从翻译美学角度之现实美出

发，探究《布洛陀史诗》中文化词英译的现实美，为民族典籍外译提供了新视角。 

 

译者行为视域下线上口译教学中学生译员增效研究 

刘猛（扬州大学） 

后疫情时代如何提高线上口译教学效果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本文以译者

行为理论为指导，以疫情期间作者执教的翻译本科专业高级口译课程为例，从课

前准备、课中组织、课后点评、课后反思等几个方面对课程设计和教学实施进行

了回顾。本文认为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比，能够有效提升学生译员口译学习效

率。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电影字幕翻译——以《绿皮书》为例 

刘苗苗（内蒙古工业大学） 

电影字幕翻译，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成为翻译界研

究的热门话题。本研究以电影《绿皮书》的字幕翻译为例，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

论，针对该电影在个别字幕翻译时的误译，探讨出现误译的原因，并试图分析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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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译者行为的因素和字幕翻译活动的复杂性。研究发现，造成相关字幕的误译，

主要来自译者自身翻译知识的不足以及翻译素养的欠缺两方面。其中，译者翻译

知识的不足体现在：1.译者未吃透角色对白设置的本意，理解上出现偏差；2.译

者并未遵循“求真、务实”的字幕翻译原则。译者素养的欠缺体现在：1.译者在

翻译字幕时，缺乏“观众意识”，在需要补充信息的时候没有及时增译，造成观

众观影困扰；2.由于译者的“过度发挥”，跳脱了字幕的本意，未针对自己的盲

点进行相关的考证，容易使观众产生误解。本研究旨在通过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为字幕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让译者更好地提高翻译质量，间接推动国内电影

字幕翻译行业的发展。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英译实践报告 

——基于目的论与 CEA 框架结合的尝试 

刘睿（湖北工业大学） 

中国是一个散文传统及其浓厚的国家，散文成就不亚于诗歌。散文的英译研

究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与传承，更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文学走

向世界，让世界领略中国的文化、文学风采。本文在目的论指导的基础上做出创

新，尝试与李长栓教授所提出的 CEA 框架：理解（Comprehension）、表达

（Expression）、变通（Adaptation）相结合，遵循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

则，对《张培基散文选（一）》中的文本进行全方位分析，探究散文英译方法与

策略，为更多散文英译提供有利参考。 

 

 

重译者焦虑及其行为模式研究 

——以《西游记》英译为例 

刘深强（扬州大学） 

重译者作为“迟来者译者”为塑造重译本价值必然有意回避——从而削弱与

消解“前驱译者”（特别是强者译者）对其译作的影响。为探讨这种现象，本文

以“影响理论”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基础，以《西游记》英译本为例，讨

论后来译者因前驱译者所产生的焦虑情结，以及为摆脱前驱译者影响所采用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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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模式的“修正”与“逆反”行为。研究发现：亚瑟·韦利这位强者译者对后续

的重译者——余国藩、詹纳尔与蓝诗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摆脱这种影响，塑

造重译本价值，三位译者采用了不同的“修正”行为模式。不同修正模式使得三

部译本具有了不同的文本与社会价值。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汪榕培典籍英译研究 

——以《邯郸记》英译为例 

刘晓均（天津工业大学） 

《邯郸记》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汤显祖的重要剧作之一，其艺术价值

及文学地位在“临川四梦”中，仅次于《牡丹亭》。汪榕培教授致力于中国文化

典籍英译，他翻译的《邯郸记》收录进了《大中华文库》，很好地帮助了西方读

者了解汤显祖、了解中国戏曲文学。本文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出发，分析汪榕培

教授的《邯郸记》英译本，并借助“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分别从翻译

内和翻译外两个方面探讨了译者的“求真”和“务实”的翻译行为。此外，本文

还分析了影响译者行为的诸多外部因素，以期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翻译家汪榕

培。 

 

“简化”的译者双语认知动因探析 

刘艳春（内蒙古大学） 

“简化”是翻译共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指译者在译入语文本中对原

语文本中的“语言/信息下意识地简单化”处理的倾向。主要表现为词汇、句法

或者文体等方面比译入语原创文本更加简单。来自语料库的证据主要是：与译入

语原创文本相比，译文文本中的词汇密度（lexical density）偏低和高频词（high 

frequency words）占比高等。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者围绕这一假设在不同的语言间

进行了较多探讨，但是针对这一趋势的解释性研究仍显不足。本文以语料库和翻

译过程实验数据为对象，探索构建译者双语认知引力模型，以期解释“简化”研

究中高频词比例偏高的原因，为翻译共性研究的解释性研究提供启发。 

 

“译”支妙笔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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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岛久子中国西南民族民间故事译介与接受论考 

刘毅（贵州大学）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国际间交流的日益深化，以文载道、以文

传声、以文化人，文学作品外译扮演着让世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华夏

文明独特魅力的重要角色，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更好更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必经途径之一。日本学者君岛久子长期从事中国民族学、文学研究，并将众多

脍炙人口的西南民族民间故事通过绘本的形式译介到日本，推动了中日两国民间

传承比较研究的发展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探究君岛久子的学

术历程并梳理翻译作品可以发现其整个职业生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不

同的研究阶段为“面”，以其中的代表译作为“点”，点面结合展开论述，以期为

中国故事由“走出去”向“走进去”，再到“走下去”之转变提供切实可行的参

考与借鉴。 

 

毛泽东诗词陌生化手法在英译中的再现 

——以《菩萨蛮·黄鹤楼》为例 

刘玉婷（江苏大学） 

毛泽东诗词是艺术性和政治性有机结合的文学作品，广泛使用了陌生化手

法，深受读者喜爱。陌生化手法的再现，是有效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关键之一。本

文从陌生化视角出发，以毛泽东诗词《菩萨蛮·黄鹤楼》的聂华苓、保罗·安格

尔译本和许渊冲译本为例，从音韵、语言、形式以及修辞四个方面，探讨毛诗词

中的陌生化手法及其在两个译本中的再现。研究发现，相较于采取自由诗体的聂

华苓夫妇译本，许渊冲译本较好地保留及再现了原诗的陌生化效果。 

 

译者行为与译者主体化 

刘云虹（南京大学） 

翻译是一种以“主体在场”为根本特征的创造性活动，对译者，尤其是译者

行为的考察在翻译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译者在其主体身份下表现出的主观能动

性是决定译者行为的关键，学界对此有深入探讨。但译者主体性并非自然形成，

译者首先要有其主体化过程，在明确的主体意识下，确立伦理立场，展开创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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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译者主体性才能是一种现实存在，译者所展开的行动也才能是积极有效的。

立足文学翻译的生成过程，就译者主体化及其得以实现的关键要素进行思考，或

可进一步深化对译者行为与译者主体性关系的认识，拓展对翻译活动中译者作用

的理解。 

 

《红楼梦》六个英译本注、释策略与方法考察 

刘泽权（河南大学） 

本文旨在考察《红楼梦》六个英译本对于文化负载词的注/释策略、风格异

同及其对文化外译的启示。研究在界定文外“注”、文内“释”基础上，交叉检

索语料，构建《红楼梦》文化负载词及其英译注/释的分类、考察框架。本文将

文化负载词分为人名/地名、熟语、称谓等八类，将注/释策略从异化到归化依次

分为音译、音译+直译、直译、直译+意译、意译五种技巧，注/释风格按位置、

显隐、详略、必要性及内容进一步划分。考察发现，在六译本所发现的 815 个注

/释案例中，六译者均注/释的仅 43 个；霍克思、邦索尔、杨宪益、王际真译本倾

向于归化，乔利、麦克休译本更显异化；邦译多呈直译+意译的单一模式，霍译

29%为形容词、23%为同位语形式，乔译 60%以括号呈现。相关发现打破了既有

理论关于“逢文化负载词必注/释”的规约性，质疑了前贤对于杨、霍译本异化-

归化的定性论断，凸显了注/释处理上的译者助自主性。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基于语料库的地方外宣片解说词外译研究 

——以《湖北全球推介会宣传片》为例 

柳玥（武汉理工大学） 

全球化大背景下，传播中国声音和树立中国形象势在必行。外交部启动的全

球推介宣传片项目则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途径之一，要实现外宣片有效传播，

翻译起着重要作用，地方外宣片解说词的翻译质量成为文化“译出”的关键。本

研究以外交部《湖北全球推介会宣传片》为例，建立小型双语平行语料库，以译

者行为批评“行为-社会视域”评价系统为评价体系，结合定量分析手段，从“译

内效果”和“译外效果”两方面探析地方外宣片解说词外译情况。首先，确立求

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的界定标准，并依据上述标准对本研究语料库中“乡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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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进行非语言特征标注，统计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各参数标准下的数据；

其次，根据利克特量表七级设定对 100 名受试者（观看者）的观看感受反馈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后，根据官方账号各省市外交部推介宣传片的播放数据对比，

分析《湖北全球推介会宣传片》的传播效果。研究认为，综合翻译内和翻译外而

对译者行为进行评价是“译者中心”和“社会中心”双中心平衡的结果，有利于

更加全面地评析外宣翻译文本质量。 

 

吴经熊英译《道德经》的译者行为研究 

龙丹（四川外国语大学） 

吴经熊译的《道德经》于 1939-1940 年连载于他和温源宁、林语堂等人在上

海合办的英文期刊《天下》月刊，翻译语言质量高，注释精准，具有明显的跨文

化比较与交流意识。这样的翻译风格与吴经熊的个人学术背景、《天下》月刊的

办刊宗旨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西交流形势紧密相关。吴经熊自幼熟谙老庄哲学，

后留学德国、法国、美国，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和温源宁等人创办的英文期

刊《天下》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以澄清当时西方形成的刻板中国形象。在此背

景之下，吴经熊翻译《道德经》时一方面以地道的英文精准地翻译《道德经》原

文，一方面在大量注释中对《道德经》的内容进行深刻的阐释，尤其注重与西方

哲学、英美文学等进行对比，以促进西方读者对老庄哲学的理解与接受，修正西

方扭曲的中国形象，促进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正向传播。 

 

汉学家理雅各《中国经典》重译行为研究 
龙玉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外翻译史上译者重译的情形较少，将一部作品在短时间内重译数次的个案

则更为少见。理雅各从 1858 年形成《中国经典》第一卷《论语》译文的样本到

1895 年完成整部《中国经典》译文的修订，期间对多个译本进行过一次甚至多

次的修订或重译，而目前理雅各的自我修订和重译行为却较少受到学界关注。理

雅各修订本或重译本与前译本之间存在哪些异同之处？理雅各为什么要选取这

些译本进行修订或重译？理雅各从传教士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身份转变对其

修订或重译工作有怎样的影响？理雅各的修订或重译工作对当今经典重译或复

译工作有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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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拟梳理理雅各重译现象，综合运用描写翻译学、阐释学、互文性等多

学科理论研究成果，采用跨学科研究法、多维比较法、文献分析法比较理雅各重

译本与前译本、理雅各重译本与后期复译本之间的异同，探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变化过程中原作、现存译作、译者、读者等重译动因以及理雅各重译行为的影响

作用。系统总结分析理雅各重译行为不仅是对当前理雅各翻译研究、译者研究和

翻译史研究的补充和发展，也有助于深入探讨重译动因、重译影响等重译理论，

证实或证伪重译假设，以小见大，以个案研究揭示重译行为的普遍规律，对当今

经典重译或复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机构译者翻译行为社会认知研究的必要性 

卢卫中（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意识形态、个人信念、认知方式和受众期待等翻译外部因素深刻影响着译者

的翻译行为以及翻译终端产品的特征和质量，但它们对机构译者翻译行为的制约

机制和认知动因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亟需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新路子。 

本研究旨在探索我国政治文献机构译者的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发掘翻译行为和

过程的社会认知动因，丰富翻译理论视角，弥补翻译理论对社会认知解释的不足，

为我国政治文献翻译及其对外传播提供理论支持。 

本研究以《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政治文献及

其英译本为典型案例，采用语料统计分析以及田野和文献调查等方法，系统描写、

分析各种社会因素对政治文献机构译者翻译行为的制约以及译者在这一过程中

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亦即阐明译者的社会认知作用于翻译过程的方式和途径，

解读政治文献机构译者对社会因素和翻译行为的识解及其背后的动因。 

研究发现，在对机构译者翻译行为内外部因素进行多层面社会认知分析基础

上所构建的机构译者翻译行为社会认知分析模式，能够揭示机构译者翻译行为背

后的社会认知动因；既分析机构译者翻译行为的社会制约因素——即分析机构译

者翻译行为的受动性，又分析机构译者对社会因素和翻译行为的识解——即分析

机构译者翻译行为的能动性，才能揭示政治文献机构译者在广义翻译过程中所具

有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道德恐慌理论视角下《方方日记》的英译与海外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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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 李翠英（西南大学/重庆交通大学） 

《方方日记》是武汉作家方方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所写的日记合集。起

初，日记受到国内读者的广泛阅读和转发，后来，日记要在海外翻译出版的消息

一出，立即引起国内广大网民的激烈回应，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端，互不相让。

特别是大量网友认为这是在给国外反华势力“递刀子”，有损国家形象和利益，

并进行了网暴。为考察这一翻译话语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本研究应用科恩“道

德恐慌理论”，采用语料库和文本情感分析方法考察日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海

外接受传播情况以及国内网民群体对日记翻译出版产生强烈反对的原因。研究发

现译者在翻译时对一些不利于中方的内容进行了大量省译，并对许多消极情感词

进行了降格处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中方形象。《方方日记》在海外普通读

者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评价以积极情感为主，可是，难以改变的是，西方

媒体在谈论《方方日记》时仍以消极情感为主。本文还发现，面对新冠疫情这场

灾难爆发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大量恐慌的网民选择了方方及其日记作为道德上的

敌人进行网络攻击，这种攻击对日记的翻译和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达雅”视角下《边城》越译本的批评与赏析 

罗先丽（广西大学） 

“信达雅”是中国翻译思想史上 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之一，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而《边城》是沈从文先生 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对湘西

地区风景如画的自然美和淳朴善良的人情美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语言优美而质

朴，魅力独特。在此基础上，以“信达雅”标准为参照，对《边城》越译本进行

批评与赏析具有较强的实际意义。 

 

“香”书何处达？归雁巴蜀边 

——陈氏家族与巴蜀饮食文化东传 

罗心雨（贵州大学） 

川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

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活动中，巴蜀饮食文化交流长期受到日本学界广泛的关

注。其中，自 1958 年起，巴蜀饮食文化在日本悄然兴起，日渐蓬勃。本文基于

日本学术期刊数据库 CINII、国立国会图书馆所收录的论文、专著为依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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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在日本传播巴蜀饮食文化的历程与巴蜀饮食文化在日本的接受度，并对

相关成果进行译介与述评，以此展现陈氏家族在日本对巴蜀饮食文化多维发展所

做出的贡献，并作为中华文化传播一面起到重要作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隐喻英西译的译者行为比较研究 
罗莹 江畅（常州大学） 

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框架，聚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三卷英语

和西班牙语译本中隐喻翻译的问题，通过观察两个语种译者的行为偏好以及译者

行为的历时变化，辨析英、西语种译者翻译观之异同， 后在新时代《治国理政》

翻译活动的场域中考察译者行为背后的社会动因。研究发现：（1）《治国理政》

英语译者忠实于原文语意，注重“务实为用”；西语译者倾向于保持原文形式，

重视文本“求真”；（2）从历时角度观察，英语译者的隐喻翻译行为始终维持

“求真”与“务实”之平衡，并在第三卷的翻译中实现了“求真务实”双重提升；

西语译者的隐喻翻译行为始终偏向“求真”一端，“务实”程度在一至三卷的翻

译中略有增强；（3）《治国理政》英西语种译者的“忠实观”存在一定差异，

英语译者倡导的“务实为用”式忠实正在成为当下时政翻译的主流规范。 

 

《简爱》译本的译者行为研究 

——基于祝庆英译本和黄源深译本的对比研究 

罗玉英（西南大学） 

《简爱》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具有自传色彩的

长篇小说。本文以祝庆英译本和黄源深译本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原文及译文，

探究两名译者的译内及译外行为。在翻译内层面，本文分别对祝、黄两译本在词

汇、句法、修辞上的翻译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在翻译外层面，本文对两名译者

的译者身份以及翻译立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祝庆英译本求真度较高，而黄

源深译本务实度较高。同时，两名译者的性别差异以及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异等都

对其翻译行为产生了影响。 

 

《文赋》海外英译及其接受研究 

吕检生（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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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论述文学创作理论的重要著作，陆机

的《文赋》对后世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海内外对“中国经

典”关注越来越多，《文赋》在这一热潮中日益成为海外学人研究中国文学理论

的重要命题。本文借助世界 大联机书目数据库 WorldCat、全球 大在线读书

社区 Goodreads 和亚马逊图书网站及其他相关书评，考察《文赋》八个英译本在

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及其接受情况，廓清《文赋》在海外的译介现状。以期反思中

国典籍外译及传播过程中的现存不足，为中国文论“走出去”提供镜鉴。 

 

从西方译者“传教”到中国译者“传播文化”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的《道德经》英译历时研究 

吕文澎（西北师范大学） 

被誉为“哲理诗”、万经之王和东方圣书的《道德经》是世界上外文译本数

量仅次于《圣经》的文化名著，其英译本达 100 多种。结合社会历史语境与《道

德经》翻译发展的实际情况，可将其英译历程分为早期（1859-1933 年）、中期

（1934-1981 年）与近期（1982 年至今）三阶段。早期，即东方殖民时期，英译

者多为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官，代表性译者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

翻译《道德经》的目的就是帮助在华传教士了解中国，以更好地实现传教目的。

其译文具有丰厚翻译、异化手法运用、基督教思想融入等特征，其译者行为更倾

向于“务实”，的确与其“职责相称”。中期，即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英译者多为

汉学家和中国学者，代表性译者英国汉学家、文学翻译家韦利（1889-1966）翻

译《道德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照亮今天”，他想借中华文明之光来解决英国

社会当时所遇到的问题，以寻找拯救西方危机之“良药”。韦利以历史性翻译和

文字性翻译为主，在翻译中追求具体而精确地再现原作的历史本意，而非它的文

学美感和当代意蕴，其译者行为倾向于“求真”。近期，即世界多极化时期，有

诗人、通俗作家等加入译者队伍，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仍为翻译的主力，译本大多

简明精到，旨在传播中国文化。代表性译者中国翻译家赵彦春（1962-）英译《道

德经》出于“使命的召唤”，他发现，自 16 世纪以来，众多《道德经》译本对中

国文化“走出去”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 大的缺陷是文学性丢失严重。这不

仅遮蔽了老子的光彩，而且也阻碍了中西文化真正意义的交流。为此，他重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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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采用基于可拓逻辑的类比法，再现了《道德经》原典独特的语言形式、修辞

手法以及思想文风，从而再现了原典的文学性。赵彦春“求取原文之真”是其翻

译活动目标的一部分，译者行为连续统呈“二龙戏珠”式，译者的“求真”与“务

实”融为一体。概言之，译随境变，理雅各译本求真度低但效果务实度高、译者

行为合理度较高，译文质量较佳；韦利译本求真度高但效果务实度低、译者行为

合理度较低，译文质量亦较佳，但次于理雅各译文；赵彦春译本求真度高且效果

务实度高、译者行为合理度高，译文质量 佳。 

 

汉学家杜善牧与《易经》研究 

吕霄霄（常州大学） 

杜善牧是西班牙资深汉学家，1983 年翻译出版了第一部汉西直译版《易经》。

本文拟首先评述杜善牧的主要汉学成就，梳理其辞书编撰、典籍翻译、哲学研究

方面的汉学成果；其次介绍该汉西《易经》译本，从底本参考、翻译体例及翻译

策略进行分析；进而凝炼出杜善牧西译《易经》的特点及易学思想。本研究认为，

杜善牧作为传教士汉学家受到其使命和立场的影响，译本及易学思想存在一定的

历史局限性，但是其汉学研究一方面为其他国家、其他语种的汉学研究起到借鉴

作用，另一方面为推动中华文化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因此，中国

学者在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时，应当坚定自己的民族立场，考虑文化接受者的立

场和需求，立足本土、胸怀世界、契合实际，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推

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理雅各与彭马田译《书》行为比较 

陆振慧（扬州大学） 

理雅各和彭马田同为英国著名汉学家，均在翻译中国古代典籍、传播中华文

化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二人均英译过《尚书》，都秉持忠实传达原作原意的翻

译信念，也同样对读者“体贴入微”，然而两个译本呈现的风貌特征却大相径庭。

本文试用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判理论，对这一奇特现象进行阐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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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出海是否只能依靠阻抗式翻译 

——以《红高粱》译本为例 

马橙（天津外国语大学） 

中华文化于西方而言比较陌生，接受度不算很高。但纵观中华文化作品，仍

有很大一部分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知名度，其译本深受国际读者的喜爱，成功做到

文化出海。如何做好文学翻译，选择何种翻译策略才能起到交流文化的作用，于

译者而言是个考验。阻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是韦努蒂（Venuti）翻译

理论的核心之一，运用阻抗的策略，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一种陌生感和疏

远感，其目的是要把译文读者和译者从原来支配他们阅读和写作的文化紧箍咒中

解放出来。《红高粱》译本采取了阻抗式的翻译策略和归化策略相结合的方式，

成功将此著作推向世界。从此译本中也可得到启发，中华文化想要成功出海在翻

译中该做何种努力。 

 

求真与务实 

——周煦良科学翻译目的刍议 

马冬梅（兰州理工大学） 

翻译家周煦良曾大量翻译科学文献，为我国学术研究和科学发展做出重要贡

献。运用译者行为批评中的“求真”“务实”范畴分析周煦良的科学翻译行为，

有助于全面揭示他的科学翻译目的和客观评价他的科学翻译行为。研究发现：他

在不同时期的科学翻译活动体现出不同的诉求，早期的科学翻译旨在通过语言转

换以实现原文信息传递之求真，中期旨在借助翻译行为以参与社会进程之务实，

后期则力求“务实”与“求真”之间的平衡。分析周煦良如何顺应时势，或“求

真”或“务实”的科学翻译行为，能够为新时期译者如何将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

发展需要相结合提供启发。 

 

秦岭小说合译中的译者行为差异研究 

马福新（天水师范学院） 

知名作家秦岭的中短篇小说集《天上的后窗口》英文版由中美译者合译，一

经在加拿大出版，就受到好评。这些小说大部分取材于农村，用生动的乡土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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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了中国西北偏僻农村的故事，引发读者对深刻社会问题的纵深思考。中美译

者对富有地方韵味的乡土语言的处理是本译著值得关注的地方。两位译者在翻译

过程中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指导和规约，都时刻留意和反思自己的角色，但在

同一类别的乡土语言翻译中译者行为却有明显差异，翻译方法不尽相同。基于对

原文“土味”和译文接受等各方面的权衡，译者之间沟通协商， 终确定了合理

度比较高的译文。 

 

少数民族史诗合作翻译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以彝族史诗《勒俄特依》英译为例 

马晶晶（云南师范大学） 

学界普遍认为合作翻译是少数民族史诗的理想翻译模式，彝族创世史诗《勒

俄特依》的英译，成功实现了少数民族母语学者、英语母语学者、史诗传承人的

多重主体合作模式。本文以《勒俄特依》英译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译者

身份、翻译过程、翻译策略的深入分析，探寻民族史诗合作翻译中多重主体的行

为特征及其对译本产出的影响。通过对《勒俄特依》的个案研究，本文旨在为少

数民族史诗合作翻译的可行模式提供借鉴。 

 

务实 V.S 求真：基于语料库的熊式一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马晴（南开大学） 

熊式一是二十世纪西方社会与林语堂齐名的戏剧翻译家，他的译作《王宝川》

享誉海外，《西厢记》则昧昧无闻。本文基于语料库的文本批评静态分析，结合

译者的社会化产生的应用效果，考察熊式一在两部戏剧的译本语言特征、翻译目

的、过程和效果中呈现的迥然相异的译者行为。研究发现，前者考虑目标文化价

值规范，翻译内译文求真度较低，而翻译外译本效果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

向读者/社会一端靠拢，译者行为合理度较高；而后者因力求宣扬真正的中国文

化，译文偏向凸显源语文化，忽略了社会务实度，导致译者行为合理度较低。对

熊式一译者行为批评的分析指出，文化外译过程中，只有当求真目标为务实效果

服务时，译本才能有较好的接受效果。 

 

浅谈切斯特曼翻译伦理下的法律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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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迎新（内蒙古工业大学） 

法律语言是法律文化的载体，法律文化是法律语言形成的基础环境。法律翻

译跨越语言学、法学和翻译学三大领域，是沟通不同法律体系的重要途径。法律

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句法等方面都与日常语言有所不同，所以法律翻译不同于其

他的文体翻译。本文以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型为基础，具体阐述了翻译伦理在法

律翻译中的体现。通过例证说明法律语言汉译时语言、文化和交际层面的差异，，

从而进一步得出结论即：任何翻译方法都不能违背翻译伦理。本文旨在于进一步

探索提升法律语言的汉译质量的途径和方法。 

 

中央文献翻译译者行为与翻译质量的双向评价 

——以党的二十大报告英文版为例 

马志儒（天津外国语大学） 

党代会政治报告是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纲领性文献，集中体现了中央

文献翻译政治性、安全性、时效性等鲜明特点，在中央文献翻译中占据极其重要

的地位。而党代会政治报告翻译质量评价是一个译界探究较少的问题。当今译界

翻译质量评估大多使用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对原文以及译文从语场、语旨、

语式几方面进行对比研究。缺少对译文外因素，例如读者反应、文本效果，以及

译者行为的考量。不仅如此，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对于中央文献翻译的应用

性、解释力是否足够强大，对此译界一直存疑。而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

并以此衍生的译文质量双向评价模式为中央文献翻译质量评估提供了新范式，增

强了中央文献翻译译文质量评价描写研究的科学性、解释性和适切性。 

本文以周领顺教授的“求真务实”翻译质量的双向评价为范式，以党的二十

大报告英文版为语料，充分考察文本的求真度、效果的务实度以及译者行为合理

度。尝试探讨二十大报告英文版如何“求真”、如何“务实”，如何把握“求真度”

与“务实度”， 终达到辩证统一，增强译文效果。受其身份、角色，背后伦理

的制约，译者行为合理度又有多少。 

 

译者行为影响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差异研究 

满倩倩（青岛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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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中华文化典籍中的瑰宝，内容涉猎广泛，对记载中华民族文明

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化负载词根植于民族的文化基因，具有鲜

明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山海经》中有大量的文化负载词，与其它古籍相比，其

注解、诠释又 少，不仅对本土读者的阅读及理解造成了一定困难，也对其承载

的文化精粹的海外传播有着阻碍作用。长期以来，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都是一个难

点，也是不同译者翻译风格的 佳体现，本文以安妮·比勒尔(Anne·Birrell)和

王宏、赵峥《山海经》两个英译本为例，着重分析了在译者行为（译者的翻译目

的、文化处理能力与意识、译者的读者意识以及译者的创造力）影响下，对《山

海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差异，以期本文对中华文化负载词的海外翻译和中华

文化的海外传播起到借鉴意义。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指导下悬疑小说汉译实践报告——以《绕行》为例 

孟莉（扬州大学） 

悬疑类小说独特的风格和文本功能对译者提出全新的挑战，此翻译实践报告

以两次入选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所

著悬疑小说 Detour 为研究对象，全文悬念重重、步步玄机，笔者结合“求真—

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及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小说三要素”为突破口，从环

境气氛烘托、人物刻画（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及悬念设置三个层

面研究悬疑小说翻译策略及译者行为倾向，译者身份及角色对译者行为的影响，

探究如何实现“翻译内”与“翻译外”的统一、译者行为语言性“求真”与社会

性“务实”的平衡。从定量层面，按照“求真—务实”译者连续统模式统计出的

比重，悬疑小说英译时译者倾向性呈现怎样的趋势和规律？译者痕迹背后的内外

部成因何在？从定性层面，检索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同类悬疑小说原文及其译

本的读者评价及其评分，为关注读者需求与译外效果提供辅助工具。探究译者行

为批评理论对悬疑类小说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与应用价值，一方面旨在向中国悬

疑小说读者传播“欧茨式”对细节的打磨和对人类社会心理敏锐洞察的悬疑小说

译介，另一方面为西方悬疑小说汉译提供动态的、人本化的、社会化的研究维度，

以期在实践基础上能有规律性的发现，提升悬疑小说翻译实践能力和翻译批评的

有效性。 

 

  74



巴金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以《茵梦湖》汉译为例 

穆峥嵘（大连外国语大学） 

文学作品是作者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洞察与感悟、运用文学创作折射个人审美

情趣和呼唤读者潜在意识、宣谕作者艺术人生的心智结晶；而文学翻译是译者与

原文、译者与读者、译者与社会进行的伦理选择。若人们使译者从幕后走向前台，

那么人们不仅需要批评他在翻译过程中的可能性错误，更应对他的个人风格和创

造性阐释在译文中的作用予以积极评价。本文以巴金《茵梦湖》汉译本研究为契

机，将译者伦理与译者行为的研究视域相融合，试图再现译者的主体性在个人选

择和历史演进中的交缠互动，以期丰富译者行为研究的应用成果，为文学译入研

究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当代小说直接引语英译的译者行为研究 

——以铁凝《大浴女》为例 

潘冬（徐州工程学院） 

本文以铁凝《大浴女》为语料来源，探究中国当代小说直接引语的英译及其

译者行为。研究发现，《大浴女》以隐性直接引语为主，叙事风格脱俗，但译者

却将其处理成显性直接引语。话语表征方式的变异导致原本叙事变形，但未影响

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传播。译者坚持“真诚性”原则，不囿于原作者的诗学

意识，侧重于传递作品思想和语言信息以服务读者的文学体验，这突显了译者“以

读者为本”的理性意识以及“务实为上”的行为取向。 

 

从《泰坦尼克号》的字幕汉译策略看译者角色 

庞恒田（南京理工大学） 

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带来了更频繁和丰富的翻译活动，实践过程也给翻译研究

提供了更多的问题和思考。近年来，学者高度关注与译者有关的研究，作为翻译

活动的主体，译者的角色及社会定位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译者的任务不应

该只是在语际间机械地完成信息传递，而是在翻译实践的语言性基础上注重文化

性和译者自身的主体性及其方法的动态性。一位好的译者除了是语言的传译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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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应该是一位合格的文化协调者，优秀的创作者和终身学习者。《泰坦尼克

号》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其叙事方式以及跨阶层、跨时空的语言特点皆具一

定的研究价值。研究将通过影片的字幕汉译策略浅析译者的身份角色在译制全程

中的转换，由此进一步探究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体现主体性及动态性的意义和作

用。 

 

译者行为研究的纵横化发展 

彭白羽（西安外国语大学） 

译者行为研究自 2002 年初始萌芽，已走过二十余载，是继翻译研究“文化

转向”之后，研究者在研究范式和解释路径上给予的全面革新，大力助推了中国

翻译理论的本土化发展。该研究采用分野的理论视域，呈现出层次化、系统性的

理论思维范式，集结“译之本”和“译之用”，统一实体批评和关系批评，彰显

出研究问题的层次化设计，研究路径的系统化缕析，研究范式的整体性延展。整

体研究范式回归翻译本体，考察意志体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角色行为之于译文

质量的关系；对接国际视野，集结了文本研究视域和行为批评视域，统一了译者

的译前思想和译后效果，以“求真——务实”的连续统评价模式实现翻译内外因

素的协调性和对话性。本文聚焦“社会性”、“关系网络”、“行为事件”、“角色身

份”四个关键词，对于译者行为研究的纵深化发展予以梳理，以期展望译者行为

研究从实践化批评走向理论本体建构的多维学术图景。 

 

 

 

基于自建小型语料库的译者行为研究 

——以《老人与海》多译本为例 

彭颖（上海海事大学） 

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海明威所写的《老人与海》无论从作品地位，还是作品

思想而言，都是绝佳之作。因此，通过对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而产生的译本进

行平行研究，能够对译者的翻译行为进行深度探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本文

利用语料库技术，基于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融合的方式，对张爱玲、吴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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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孙致礼三人所译的译本进行平行比较。研究显示，张译和孙译因与原著文风相

近、句法相似而在词汇及句法使用上更胜一筹。同时，孙译的翻译更贴合原文情

境，而张译所传递的情感则更为忠实。笔者认为，通过对理性与感性这两种维度

进行探索，分辨出不同译者在各个译本中的可取之处，能够为之后的翻译活动提

供切实的依据，并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展。 

 

传播学视域下的译者行为 

秦洪武（曲阜师范大学） 

数字技术推动下的全球化高度依赖信息交流，人类历史上迄今数量 大、速

度 快、样态 丰富的全球性传播高度依赖翻译。而且，在以互联网、大数据和

融媒体为代表的数字时代，翻译服务已然变得泛在、易得；成就这一新样态的是

典型的人类译者和非典型的机器译者。若重新审视当代翻译，必然需要审视以上

两类译者的翻译行为。随着翻译服务的产业化和数字化，翻译的“去人性化”趋势

愈加明显（Biau-Gil & Pym 2006）。机器翻译使用越多，译者的传统角色会愈趋

淡化，翻译过程越来越多地融入翻译技术开发、译后编辑、语料库建设以及算法

设计。当代传播语境下，受众不只被动接受信息，还时常评论、编辑和分享信息，

甚至与作者（译者）互动（Spry 2018）。传统上很少同时在场的原文作者、译者

和译文读者可以通过在线技术实现即时沟通。作者-译者、译者-译者、译者-读者

之间的时空距离逐渐消弭，传受双方关系空前紧密，翻译生产者和消费者身份也

可随时互换（如众包翻译、社交媒体翻译等新的翻译实践方式）。此外，翻译批

评有“情意、创意、诗意”驱动的悠久传统，基于这一传统，我们有充分理由拒绝

讨论机器翻译隐而不现、不知何由的翻译概率运算模型；而在另一方面，机器翻

译已经在多种传播活动中替代了人类译者，不仅能高效完成交流任务，还能拓展

翻译的应用场景，译者行为批评也需要关注与机器翻译伴生的翻译应用新现象。 

 

葛译《青衣》文化负载词译者行为研究 

邱槿（嘉应学院） 

文学外译既是文学输出，也是文化输出。本文对小说《青衣》中的文化负载

词及其译文进行穷尽性的识别与提取，搭建起语料库，并基于前人研究设计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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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的连续统评价模式，对葛浩文的译者行为进行描写。研究发现：（1）葛浩文

主要采用了 7 类翻译方法，其中意译频次 高，其译者行为总体上呈现出归化倾

向，表现为“信息求真”和“读者务实”。（2）然而，经过翻译内和翻译外的进

一步考察之后发现，葛浩文并非主观上不重视文化负载词的语言形式及文化内

涵，而是尽可能地保留和传达中国语言文化，其译者行为是作品中文化负载词的

分布情况、语言特征及社会文化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故当下文化负载词的翻

译还应以异化、直译等方法为首要原则，以意译及其他方法为辅助。（3）量化研

究能够提供更具说服力的数据，但数据常常只能反映表层现象，唯有将其与翻译

内外的考察结合起来，才能对译者行为做出更全面、科学和客观的评价。 

 

以“国家”为视点的译者行为批评 

任东升（中国海洋大学） 

“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的提出，为译者行为批评提供了“国家”视点。

首先，翻译实践可以上升为“国家行为”，可对外亦可对内，既是语际实践也是

政治实践；其次，国家翻译实践之“主体”蕴含是“国家-机构-译者”三位一体，

即翻译治理、机构管理、译者伦理的调适；第三，国家翻译实践体现于“国家译

-译国家-为国译”三变量组合。以“国家”为视点开展译者行为批评，就会衍生

出诸多新议题。 

 

走出沉寂的贾平凹作品英译：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行为者角色研究 
邵璐 于金权（中山大学） 

社会翻译学研究方兴未艾，推动着翻译研究朝“行为者模式”发展。本文从

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行为者入手，结合布迪厄的场域和资本概念，分析贾平凹作

品英译场域和行为者资本的变迁，探索中国政府、作者、出版社和译者等翻译行

为者如何促使贾平凹作品英译从沉寂走向复兴。研究发现，中国政府的国家战略

支持、海外民间翻译力量和陕西民间翻译力量的蓬勃发展及作者、出版社和译者

积累的各种资本，三者协同作用促使贾平凹作品英译走向复兴。 

 

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的当代陕西文学英译研究 

邵霞（商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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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以译者作为研究对象,从翻译内和翻译外探索译者

与译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探讨译本生成过程中译者行为形

成的内因和外因,分析不同译者群的翻译效果，着力开展当代陕西文学英译研究,

尤其是对“17 年”时期的革命文学和“乡土语言”英译过程中的译者行为批评

研究。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译者群落对陕西文学作品的英译实践批评意义

重大。本研究不仅有利于客观认识陕西文学的外译史,而且可以为陕西甚至中国

本土译者素养的培养提供借鉴。 

 

中医典籍英译批评：成绩、问题与对策 

沈洁 王宏（扬州大学/苏州大学） 

翻译批评承担着反思和引导翻译实践的重任。本文回顾了中医典籍英译批评

取得的成绩，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医典籍英译批评应当加

强理论建设，分层次求“真”、论“效”和向“善”，构建多元一体的批评模式。 

 

余华小说《兄弟》英译本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盛雪（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兄弟》英译本在异域文化中受到广泛关注与传播，但是当前研究多集中在

文本单一层面。因此，本文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综合翻译内、翻译外两个方

面，运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分析《兄弟》英译本中罗鹏

与周成荫的译者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在翻译内，译者在词语翻译和语言风格方

面偏向求真，在修辞翻译上兼顾求真与务实。在翻译外，当译者扮演学者的社会

角色时，其译者行为求真兼顾务实；当译者扮演读者的社会角色时，其译者行为

务实高于求真。总体而言，罗鹏与周成荫在进行翻译时，其译者行为表现符合译

者“求真为本，务实为用（上）”的一般性行为规律。此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兄

弟》英译本译者行为批评的相关研究，也可以为其他译者在进行文学文本对外翻

译时提供参考价值。 

 

《人民文学》英文版期刊《路灯》（2011-2018）中 

当代少数民族作品译者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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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悦（内蒙古大学） 

《人民文学》英文版期刊《路灯》（英文名 PATHLIGHT）于 2011 年 12 月

创刊，《路灯》寓指“中西文化交流道路上的灯”，旨在对外译介中国优秀文学作

品，译介过程中也涌现出大批优秀译者。至 2018 年，《路灯》中共有 25 位译者

对外译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65 篇。目前学界对于《路灯》中当代少数民族

作品译者群的研究尚无涉猎。本文将从阅读史的研究视角取径，将译者视为读者，

选取《路灯》（2011-2018）中 6 位译者，即 Bruce Humes（徐穆实）、Cara Healey

（贺可嘉）、Denis Mair（梅丹理）、Ken Liu（刘宇昆）、Nathaniel Isaacson（蔼孙

那檀）和 Roddy Flagg（罗迪·弗拉格）为研究对象，总结其原作与译作的特点，

探究译者群的构成及阅读与翻译活动，归纳译者群的译介特征与译作的译介效

果。研究发现，6 位译者译介的原作多选自获奖作品；译者群由海外汉学家构成；

译者的翻译策略和风格受其早期阅读史的影响；译作的译介效果不甚理想。从阅

读史视角研究译者群及其译作的建构，对于提高译者对外影响力，推动期刊对外

译介及实现民族文学对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视域下旅游外宣文本翻译研究 

宋萍（内蒙古工业大学）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旅游翻译对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和增进

各地区文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旅游翻译是指针对旅游活动、旅

游行业而开展的翻译实践活动，它是跨语种和跨文化交际活动。然而，旅游翻译

这一项跨文化交流活动离不开翻译伦理的制约，翻译伦理为旅游翻译活动提供了

翻译准则。因此，旅游翻译与翻译伦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翻译理论家安

德鲁切斯特曼所提出的翻译伦理五大模型对于当今的翻译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本文以安德鲁切斯特曼提出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为理论指导，选取响沙湾

景区的部分翻译文本进行评析，从翻译伦理的视角，通过对旅游文本英译中的某

些词汇，句式等具体内容进行分析，译者是如何在翻译伦理范式下保证翻译质量，

并讨论译者在不同条件下对翻译伦理模式的选择。通过上述方式，为旅游外宣文

本的翻译实践提供一系列伦理规范上的指导与约束，使我们能够深刻理解翻译伦

理在旅游翻译实践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期望能为国内景区翻译工作带来一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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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实现文化旅游外译有所为的目的。 

 

翻译伦理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宋晓月 

近年来对于“翻译伦理”相关的话题的探讨越来越受到翻译学术界的关注，

翻译伦理把翻译实践中的问题联系到译者身上，而译者面对眼花缭乱的翻译市场

和种类繁多的翻译稿件往往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因此本篇文章主要探讨译者在翻

译过程中当职业道德、责任和利益产生矛盾时，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合适

的翻译伦理，在不违背原作者的意志下又兼顾读者的感受，呈现 佳的译文。 

 

从儿童文体风格标记看任溶溶的译内、译外务实 

宋扬（河南农业大学） 

任溶溶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儿童文学家，其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以易

于理解、句读恰当、趣味盎然、可读性强著称，文体风格标记明显。译者批评框

架下的务实分为内外两类。本文以翻译内外的“务实”行为为切入点，通过分析

《小房子大房子》译本，找到其风格标记，忠实全面地评价任溶溶的翻译行为，

从而为更多具有明显风格标记的儿童文学译作提供借鉴。 

 

口译的译员中立性研究：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与个人因素的影响 

苏玥玥（北京外国语大学） 

尽管各国语言服务从业规范都规定了译员的中立性，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

各种因素限制，译员很难保持绝对的中立，本研究通过探索各个案例发现，译员

会因为如下因素偏离中立性：①交谈双方权力关系不平等时，如医疗、寻求避难

等场景下，译员有时会偏向于弱势一方，帮助其表达诉求；②译员与雇主权力关

系不平等时，无论雇主是否为交谈方，译员都会偏向于满足雇主的要求并捍卫雇

主的权利；③译员个人知识背景与成长环境会限制译员保持绝对中立，如涉及国

家主权等敏感话题时。该研究显示，译员实际工作情况比行业准则要复杂许多，

行业准则应与时俱进更具针对性，不仅规范译员行为，更要捍卫译员权利。 

 

相同的原文，不同的“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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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行为批评视阈下的莎剧汉译研究 

孙会军（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读者 早通过 1882 年美国传教士谢卫楼（Davelle Z. Sheffield）口授、

赵如光翻译的《万国通鉴》初识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140 年过去，以“莎

士比亚全集”行世的汉译本已出版多部，朱生豪、梁实秋、方平、辜正坤均为著

名的莎剧翻译家，目前，傅光明也在不断推出莎剧新译。对照不同译本不难发现，

尽管原文基本相同，译文的“译调”却不尽相同——笔调、口吻、腔调均不一样。

翻译内的不同，可以在翻译外找答案。译者是翻译主体，表面看，译者所做无非

是进行文字间的机械转换，其实译者作为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意志体”，在翻

译过程中始终是操控者，译者的学养、性情和翻译取向，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行

为，导致译文风格迥异。本研究结合不同译本中的具体译例，从译者行为批评的

视阈，考察译者的不同行为表现，并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探索， 终对译者行为

理论做出研究与思考。 

 

译者主体能动性的耗散结构研究 

孙利（温州理工学院） 

本文试图运用普里高清的耗散结构理论，结合耗散结构的三大特征来探究翻

译过程中如何有效的发挥译者的主动能动性，即：译者必须全方位开放认知系统；

必须使认知系统远离平衡态；译者系统的思维模式必须是非线性思维。 

 

汉英交替传译中译员的自我停顿与修正 

——以 2022 年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为例 

孙舒（广西科技大学） 

口译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交际行为，在两种不同母语的人员交流与往来中架

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口译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译语正确和逻辑连贯等标准之

外，流利完整也是需统筹考虑的因素之一，流利性是受众对口译质量 直观的感

受。汉英交替传译的步骤主要分为：源语输入，过程处理，译语输出，而当译员

在对外输出的过程中出现译语不流利现象时，会进行自我停顿与修正。本文以

2022 年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为例，通过分析此次会议中出现译语非流利现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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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员通过自我停顿与修正，从而实现源语到目的语的信息传播。 

 

煤炭科技术语翻译知识的中国演变 

孙晓蓉（上海大学） 

翻译是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必要途径，我国近代学科的发展几乎都有

赖于翻译。本文挖掘和梳理我国自设立煤炭采矿专业以来的教材、煤炭术语国家

标准、煤矿专业术语词典等文献资料，描述煤炭科技术语翻译在我国的演进路径：

通过迁移外来新词延续煤炭知识的生命、通过转化外来新词并对其再语境化促进

煤炭学科的发展、通过创设中国特色煤炭术语，推动中国煤炭文化走出去，提升

我国学术话语影响力。进而探讨翻译在煤炭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及其

与煤炭学科发展的关联。 

 

瞿秋白翻译思想的大众立场 

谭小芳（广西大学） 

瞿秋白先生是“窃火给人的普罗米修斯”，与同时期其他翻译理论家的一个

鲜明差别是其大众立场。他坚持语言要为群众服务，为革命服务；倡导“绝对的

白话”，要求译文普罗大众能看得懂、听得懂。其翻译思想深具现代性，鲜明体

现了大众立场，对于现今译者认清翻译目的、选择翻译立场仍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译者行为的认知研究 

谭业升（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编辑部） 

如何界定译者行为？依靠什么材料和实证方法研究译者行为？能否基于某

一理论或范式，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范畴，以达成简洁的概括，而不仅仅是形成

案例的集合？本文试图从认知翻译学的视角对这些问题做初步的思考。具体探讨

译者行为概念的层次、具身属性，其区别于传统研究的特征和维度，以进一步明

确译者行为认知研究的目标、问题、方法和优势。 

 

获得语作家身份下中诗英译行为研究 

唐红英（常州大学） 

翻译现象在获得语写作中普遍存在，但目前还处于翻译研究的边缘。裘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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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获得语书写了十余部讲述中国故事的陈侦探系列小说，让世界认识改革开放后

的中国，享誉西方世界。其作品呈现出“创作”和“翻译”杂糅状态。裘小龙在

创作中引用中国诗词，其作者的角色转变为译者，是将作者身份转换为译者角色

实施的写作行为，是一种角色化行为。本文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描写裘小龙获得

语创作文本中的诗词翻译。研究发现，获得语写作中诗词的引用和翻译受到创作

者身份、自身爱好、创作目的、传播中国文化的意图和对西方语境的考量等因素

影响。翻译是为创作这一更高层次目的而实施的行为，根据特异文化负载情况采

取不同的处理策略。作者身份下的译者行为在意图、翻译策略、读者意识等方面

均不同于一般的译者行为，属于非典型译者行为。 

 

译者行为理论视角下的严复翻译出版研究 

陶李春（南京邮电大学） 

我国近代翻译家严复积极投身于翻译出版活动，大力提倡“鼓民力、启民智、

新民德”，在翻译十余部西学著作的同时还参与创办了《国闻报》及《国闻汇编》

等刊物，为晚清民初的中国社会输入了新思想和新概念。其翻译出版活动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为近代以来的翻译理论探索与翻译报国、翻译兴国做出了有益尝

试。本文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的视角，考察严复翻译的目的、原则和方法，同时分

析其出版方面的所作所为，力求对其翻译出版行为做出全面、立体的分析与评价。 

 

国内自译者群体的译者行为研究 

滕梅 杨君宜（中国海洋大学） 

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指导，从翻译内外两视角对国内自译者群体进行

研究。根据本研究统计，国内自译者群体共涉及自译者 18 位。研究发现，在翻

译外，国内自译者群体的自译动因更注重扩大自己的读者群、增强自己的影响力；

译者素养更强调双语写作能力。在翻译内，相比他译者，自译者群体在微观层面

以意义的“求真”为主，宏观层面则以功能的“务实”为主，且拥有自译者群体

独特的介于“求真”与“务实”之间的行为。本研究提出“自译+他者译后编辑”

合作自译模式，以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更完善、更高

效的自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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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广告翻译的译内效果与译外效果 

田佳宇（内蒙古工业大学）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广告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广告 终的目的就

是激发人们的购买欲望，推动消费。但是目前想要使广告走出国门，还存在很多

实际问题需要迫切解决，包括对译者与广告翻译的重新认识。因此，本文将从译

者行为批评的角度出发，剖析“译内效果”和“译外效果”这两个评价性术语，

结合其语言性和社会性从而对译者进行角色化研究。研究发现首先在广告翻译的

过程中，译者要明确自己的身份意识和角色定位，以己为本；其次译者还要把握

译内效果与译外效果之间的关系，对广告的翻译文本真正做到既求真又务实，使

翻译更加贴合产品，更容易为国外市场所接受。本研究通过列举广告翻译的具体

实例，旨在强调目前译者翻译广告的意识与方法从而实现品牌的“走出去”，为

进一步考察译者与广告翻译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 

 

翻译规范嬗变的历时性研究：以《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为例 

田媛（天津财经大学） 

一直以来，中国典籍作品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成为世界各国深入了

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聊斋志异》是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标

志着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 高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迄今，正式

出版的《聊斋志异》英译本达二十余种。这些代表性译本包含大量文化负载词及

富有中国古代特色的表达，在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目的等翻译规范方面存

在明显的差异，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具有研究价值。 

鉴于此，本研究以《聊斋志异》的出版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六个译本为研究对

象,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历时描写研究,进而分析社会文化对翻译策略的影

响,阐述翻译规范的历时演变。通过对《聊斋志异》历时译本的考察,本研究发现：

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影响渗透在语言形式的选择、文化

价值的取向以及翻译策略的选取上,进而影响翻译规范的历时变化。在文化负载

词的翻译上,五四之后至建国之前,源语的语言形式和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译

文多以直译为主,异化策略显著,但也不乏省译、误译现象;建国后,由于语言政策

的规范化要求,批判意识凸显,意译和加注现象出现,归化策略得到采用,目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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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呈现;改革开放以后,意译、加注和增译现象较为普遍,目的语规范更为显著。 

综上，研究显示,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三个时期的翻译策略分别为异化、归化和

归化。翻译规范经历了由源语规范到目的语规范的历时变化。因此，一篇文学翻

译作品的好坏，是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由多种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单一

本的翻译很难做到全面完美。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翻译，尤其是经典作品的翻

译，需要重新翻译。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译者行为的诠释 

涂雯鑫（牡丹江师范学院） 

译者的翻译活动不仅仅是语言符号层面的对等转换，更会受到周围翻译生态

环境的制约。2001 年，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生态翻译学”这一概念，生态翻译

学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或者是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

具有跨学科性质，反映出了翻译研究并不仅仅是一门传统的单独的学科，而是正

在与多学科结合共同发展的性质。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已然

走过了二十个年头，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基于“关联序链”的认知途径、

“类似/同构”的生态特征以及达尔文进化论中“适应/选择”的理论体系，胡庚

申教授提出了在翻译活动中的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以及“三维转

换”的翻译方法。 

与此同时，译者行为研究对于译者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以文本为中

心转向以译者为中心以及从无生命的转换者转向有生命的人。生态翻译学视域从

译者的生存出发确立了译者地位、译者责任、译者发展之间的关系，将译者的生

存境遇、文本的转换、翻译生态等有机结合，译者行为在生态翻译视角下得到诠

释。 

 

“草原千里马”玛拉沁夫中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英译研究  

王楚怡 （内蒙古大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文学》曾一度是外国了解中国近当代文学作品的唯一

窗口，这一时期国家组织译介了当时许多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选编为漂洋过海的

“熊猫丛书”，以展现中国的新风貌新样态。目前学界对于此类作品的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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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关注，但多数集中于阐述建国后“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评

估和译介特点上，对改革开放以后内蒙古地区的草原文学英文译介与传播接受的

案例研究仍然不够丰富。作为中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的内蒙古，是解放后

第一个成立的民族自治区，草原诸民族与汉民族共同生活在这里，内蒙古草原的

文学书写，也是少数民族区域与国家一同成长进步的书写。 

本文选取“熊猫丛书”系列中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中短篇小说集《科尔沁

草原的人们》这一北疆草原文学的代表作品为研究对象。该作品具有鲜明的爱国

主义主旋律和独具特色的内蒙古色彩，对内蒙古地区独特的草原文学文化以及新

中国民族团结的内推外宣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冈萨雷斯·纽尼斯和梅勒阿茨

的翻译政策为理论指导，比较分析中英版本。研究发现该小说集汉英版本从弘扬

蒙古特色草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书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叙事

视角出发阐释了翻译政策的影响；国家机构组织下译者、译品、出版和传播接受

几个环节的有机衔接所体现的国家翻译政策下翻译产品优劣几何。本文为国家形

象塑造与话语传播能力建设的大议题下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国门提供一定的参照，

使少数民族作品外译中所体现的草原群像及新中国形象更显历史厚重与时代鲜

活。 

 

德国汉学家文树德视野下的中医经典医籍《黄帝内经·灵枢》英译 
王尔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黄帝内经》分《素问》与《灵枢》2 部分，目前中医学界对中医典籍的英

译研究主要集中在《素问》译本研究，对于《灵枢》的英译鲜有研究。本研究以

德国汉学家文树德的《灵枢》译本为研究对象，总结分析其翻译特色，探讨译本

存在的问题。总结发现该译本通过多元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综合异化、归化翻译

方法，采用深度翻译方法，增补词语释义等，在历史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再现了

中医经典著作《灵枢》中所蕴含的丰富中医思想和学术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有效

传递了中医传统文化。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报道动词“笑道”的显化 

——基于《西游记》平行语料库的考察 

王峰（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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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显化研究主要在文本视域描写译者显化趋势,本文认为,有必要在此基

础上结合行为批评视域考察译者行为的合理度,对显化规律、显化效果做出动态

评价。本研究选择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的《西游记》英译本为语料,聚焦原文特色

报道动词词组"笑道"的显化特征。利用工具 Wmatrix 对 790 条英语语料做语义赋

码,质性分析软件 MAXQDA 对英译话语进行类联接的结构标注和及物性标注。

结果发现:词汇特征层面,“笑”和“道”除了基本词汇 smile、said 之外,基于情

境语境换译为下义词;在结构层面,译者更青睐“被投射句+投射句”这种跟原文

相反的结构来显化“笑道”的言语内容，而非言语方式；概念语义层面，“言语

过程+方式”是基本对等语义表征，此外译者还分别使用了单及物性的言语过程

和行为过程,以隐化原文双及物性的程式语特征。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中的译者角色化行为 

——以《中国共产党简史》英译本为例 

王晶（天津外国语大学）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语言文字实践与文化政治实践的耦合，中央文献对外翻

译的译者是典型的制度化译者，兼具译者和公务员双重身份，兼备语言性和政治

性双重属性。为廓清制度化译者的身份和角色，探析制度化译者在中央文献对外

翻译中的身份特征和角色行为，更好认识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本质，以《中国共

产党简史》英译本为语料，考察制度化译者在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中的译者角色化

行为。在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译者体现出各异的主体意识和身份特征，理性的

译者行为是译者不同身份特征和多种角色行为动态互动的结果。在中央文献对外

翻译中，制度化译者角色化为研究者、文本阐释者、文化传播者、国家形象塑造

者、国家利益维护者。 

 

译者群体行为批评的类型与进路 

王军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当前译者行为批评的对象，主要是个体译者行为，较少关注译者群体行为。

本研究基于当前研究现状，尝试厘定相关概念，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概要划分

译者群体行为批评的类型，探索开展此方面研究的基本进路。译者群体作为由个

体译者基于各种社会关系或者理念所形成的团体，其行为背后必定涉及到了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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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斡旋与权衡，表面一致性的译者行为是诸多个体意志在特定背景与条件下

彼此协商、合作甚至是妥协的结果，深入分析群体译者行为，能够一方面拓展译

者行为批评的视野，还能更加深入发掘译者个体的社会化、角色化过程，个体行

为与群体行为研究的结合，将会为更加全面、客观、科学地对译者行为及译者群

体行为进行合理度评价提供依据和借鉴。 

 

再谈译家和译作 

王克非（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翻译规范理论指导下的广告语翻译 

王佳伟 

为了扩大外国品牌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广告成了非常重要的宣传手段。而

由于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之间的差异，如何有效的向消费者进行宣

传，这就涉及到了广告语翻译。为了增强品牌的宣传效果、保证广告语翻译的质

量、充分了解广告语翻译中译者的行为规范，本文以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基础，

结合广告语的英汉翻译实例对译者的行为进行分析。翻译规范理论，即翻译是由

历史、社会、文化所决定的，是受规范制约的行为。研究发现，在广告语翻译的

过程中，译者受文化方面影响较大。经过英汉翻译实例对比发现，中文的广告语

多以四字成语、歌词、贴近生活的语言等。在进行翻译广告语时，译者主要选择

归化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以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更容易被消费者所接受。 

 

“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电子竞技交替传译行为研究 

王俊懿（扬州大学）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电子竞技作为新兴体育项目不仅在中国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热潮。面对跨国电子竞赛，交替传译无疑成为了全

球玩家沟通的桥梁。近日，英雄联盟 S12 决赛的交传口译员管泽元的英汉翻译表

现在网络上引起热议，部分网友质疑其交传内容实属“口嗨”，并未全面真实的

表达获奖者所传达的信息。对此，本文针对该译员的表现，在“求真-务实”连

续统评价模式的指导下，对其交传行为从流水句汉译，信息冗余处理两方面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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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案例分析。笔者发现，该译者的行为的确更倾向于务实一面。主要原因为该译

员本身就承认自己仅是略懂英语，本职工作为解说员，而交替传译所需的听、说、

记、翻四步骤自己无法同时进行，故而临场添加了一些词语让流水句显得尽可能

流畅。二则该译者由于自身工作背景，尽管熟知电子竞技赛事知识以及相关术语，

但出于其热衷于完美的表达方式，因而在交传的同时凭借自己出色的语言组织能

力对一些冗余内容进行了大量润色。 后，本文希望未来研究者们能够从该研究

中寻找突破点，进而深化在该方面的研究， 

 

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自译文本中的叙事建构研究 

王乐敏（云南民族大学） 

本文立足于叙事学视角，从目的语语境中的时空重构，译本中主人公形象与

情节事件的重构，目的语语境中参与者的重新定位，对张爱玲在其自译作品

“Shame Amah!”中所运用的叙事重构策略进行探究。译者运用目的语境读者熟

悉的叙事元素将译文叙事与现实生活联系，完成译本的时空重构。其次，译者运

用“文本选择性建构策略”“标示性建构策略”“时空建构策略”完成了译本中主

人公形象与情节事件的重构。 后，译者对副文本的处理完成了参与者的重新定

位。译者的这些努力成为促进译本成功移植到目的语境的原因。 

 

翻译伦理视角下我国陆港台三地 Green Book 片名翻译的伦理取向 

王莉莉（内蒙古工业大学） 

电影片名是电影的名片和标识，具有很强的呼吁功能，可以瞬间吸引读者的

注意力，同时也向读者传递了电影的美感和重要的影视信息，因此电影片名的翻

译对于电影宣传而言举足轻重，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电影的票房和口碑。由于中国

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同一影片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会有不同的译

名，即“一片三名”的情况。而“一片三名”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往往与其背后

的伦理相关，为此，本研究选取奥斯卡 佳影片 Green Book 为研究对象，从切

斯特曼的再现伦理、服务伦理和交际伦理三种翻译伦理模式入手探析中国大陆、

香港、台湾三地对其片名“Green Book”的不同翻译，旨在厘清三地不同片名翻

译的不同伦理取向，以期为未来片名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提供伦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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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英译的译者行为研究——以辜正坤译本为例 

王祺（辽宁大学） 

汉语诗词英译的 大障碍是对文化语境的充分解读。毛泽东诗词英译在译者

行为上呈现个性化表现，翻译家对于诗词艺术的文化语境理解都决定了汉语诗词

英译中需要体现的传神达意以及内涵交流的部分， 终体现在文化交流和文化传

播领域毛泽东诗词英译的译者行为。翻译家在处理文化语境时，采用灵活多变的

方式，让诗词在翻译中呈现了具体化的艺术效果，体现了众多可以借鉴的方面。

本文对毛泽东诗词英译的译者行为进行研究，围绕辜正坤译本进行分析并参照其

他翻译研究着的翻译意义理论进行研究。 

 

译者行为批评视角下《论语》英译本翻译策略方法分析 

王倩倩（内蒙古工业大学） 

《论语》译本众多，吴国珍的译本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于 2012 年发

行的。本文旨在以译者行为批评为视角，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

从译文句式结构、词汇表达、译者翻译思想和译者翻译背景等层面对译本的翻译

策略和方法进行分析总结。通过分析，发现该译文求真度和务实度趋于平衡，译

者行为合理度高，译者总体上采取了异化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多为直译，使译文

十分忠实于原文，并且译者在翻译时采用了大量的添加注释的方法，对于目标读

者来说，译文易于理解且可接受度高。 

 

《瀛寰志略》在日本的译介研究 

王贤君（贵州大学） 

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同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样，作为近代重要的介绍世

界地理的书籍，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了推动作用。文章首先对《瀛寰志略》

早传入日本的时间进行了考察，认为 晚在 1858 年日本可能就出现了《瀛寰志

略》。其次对日本 1861 年的训点本和 1874 年的日译本与原本进行了详细的对比

介绍，发现 1861 年的训点本对原书中地图的错误进行了修改，并做出了许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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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其印刷及装裱由于同期中国版本的《瀛寰志略》。 后考察了《瀛寰志略》

在日本的接受情况，认为《瀛寰志略》不仅影响了日本的改革派，还影响了日本

的儒学者以及普通民众。另外，《瀛寰志略》不仅推动了日本近代化的发展，还

在中日词汇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其被用作日本的地理学、西洋史学

以及汉学的教科书，对于启发日本民智具有重要意义。 

 

汉日同形词的中日研究综述及同传策略 

王小勤（广东白云学院） 

中日两国文化在交流中相互汲取、相互补充，同属于汉字圈的两国在文字词

汇中形成了大量的同形汉字词汇。这种现象在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学者和专家们

的极大关注。本文在介绍汉日同形词形成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中日两国关于汉日

同形词的相关研究并进行归纳总结，得出两国学者也是在动态互动和相互借鉴中

不断加强汉日同形词的相关探讨； 后通过分析强调汉日同形词研究的必要性以

及在中日跨文化交流时正确理解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翻译时要保持清醒，以免“望

文生义”。由此引出汉日同形词同传策略，以期对中日跨文化中汉字理解与翻译

有所裨益。 

 

译者行为批评视角下的外国小说英译本比较研究 

——以 Uncle Tom's Cabin 为例 

王雪儿（内蒙古工业大学） 

本文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出发，以黑奴文学作品的基石之作 Uncle Tom’s 

Carbin 的三个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分别是清末林纾和魏易的合译本《黑奴吁天

录》、80 年代初黄继忠的译本《汤姆大伯的小屋》和张培均的译本白话文版的《黑

奴吁天录》。研究发现，三个译本所处时代的不同导致译本呈现出不同的语言风

格，黄继忠与张培均深受白话文影响，多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在翻译方法选择上

均表现出“求真”为上的译者行为，而林纾采用了改译或者译述的翻译方法，删

除了很多具有负载原著主导意识形态的宗教内容或者淡化这些内容，体现了译者

“务实”为上的译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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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跨学科视域下的译者身份建构 

——以《透过地质学、考古学、历史学棱镜看欧亚世界大格局》一书汉译过程

为例 

王亚琴（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地球环境创新研究院）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学科的发展不再局限于纵向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

的学科呈现出跨学科的研究趋势。与此同时，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引入,多维

度跨学科视域下的翻译问题也不断浮出水面。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处于翻译

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从根本上决定了译文的翻译质量，对整

个翻译活动的成败起着核心作用。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身份的建构对整个翻译活

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作用。本文以《透过地质学、考古学、历史学棱镜看欧

亚世界大格局》一书俄译汉实践过程为例，从译者的翻译实践能力、专业领域素

养和学术研究能力等角度探究多维度跨学科文本背景下的译者身份建构问题。 

 

在宗教与科学之间：伟烈亚力《周髀算经》英译的价值取向研究 

王烟朦（华中科技大学）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居功至伟，其之前新教传教士的

中国科技典籍英译活动亦不容忽视。本文以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周

髀算经》英译为例，对比李约瑟译文来分析其翻译特征。伟烈亚力的译文和数学

术语译名的学术性不及李约瑟，但着重呈现这部科技典籍的科学成就，而淡化历

史、哲理等中华文化要义，又融入西方宗教神学想象。这与其非专业汉学家和以

传教为旨归的基督教传教士身份不无关系。通过伟烈亚力的个案研究可管窥英美

新教传教士对科技典籍的首译之功，引发了西方对中国科技史的探索，也潜移默

化地影响了之后以李约瑟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者译研科技典籍和中国科技文明，

对原始历史文化语境考量不足的做法。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黄帝内经》李照国英译本研究 

王一婷（贵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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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英译对中医文化的对外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从 1925 年到

目前为止，已有 12 部《黄帝内经》英译本在国内外正式出版。本文以李照国《黄

帝内经》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尝试从译者行为批评角度，分析译者在翻译中的行

为模式，尚属首次。研究发现，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务实”连续

统评价模式，李译本的译者行为偏于“务实”，符合译者“求真为本，务实为用

（上） ”的一般性行为规律。本文以新的视角,以期为《黄帝内经》的英译研究

提供新的思路，让我国中医药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雪漠作品中乡土语言英译翻译策略分析 

——以《大漠祭》和《猎原》为例 

王莹（兰州工商学院） 

雪漠小说《大漠祭》与《猎原》，通过大量乡土语言的书写，凸显其作品甘

肃地域文化和风俗。《大漠祭》和《猎原》共包含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

及方言在内的 1046 条乡土语言，借助周领顺教授（2016）提出的“直译—意译”

连续统概念，对其英译文本翻译策略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发现，对不同类型的乡

土语言译者葛浩文与林丽君善于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进一步研究发

现，其译文采取的不同的翻译策略特点是：成语以解释性意译为主，谚语和歇后

语多使用直译策略，惯用语和方言主要采取归化性意译的方式处理。译者二人灵

活使用翻译策略，直译意译、归化异化多样杂合，在传递原文意义的同时兼及了

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有较好平衡。 

 

基于源语言及目标语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行为研究 

王哲（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行为不仅会受到源语言和目标语的语言表达习惯的制

约，还会受到不同国别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的社会制约。“译

者行为批评”作为一种翻译理论,它不但具有描述功能,而且具有一定的规约功

能。其规约功能主要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行为的源语言和目标语转化过

程中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本文通过分析译者行为及语言表达，从而构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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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准则,以期为译者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的尺度,帮助译者更加

清楚地认识翻译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属性,方便译者做出 合理的选择。 

 

从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角度论《苹果树》的翻译 

卫欣（右江民族医学院） 

在翻译界，纽马克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对翻译实

践和理论评析具有重要意义。对比《苹果树》中景物描写的两个译本，黄子祥的

译作主要体现的是语义翻译理论，屠枫的译作则大致运用交际翻译理论。 

 

译者行为批评视角下的《狂人日记》译本研究 

——以杨宪益、蓝诗铃译本为例 

魏心仪（黑龙江大学） 

文学翻译不仅是译者和读者二者间的文字转换过程，更是原作者、译者、读

者三者间的跨时代思想文化交流过程。分析文学翻译在宏观层面多以译文为主

体，微观层面涉及到词汇、语音、句法的比较，译者的主体性往往在此类分析中

被忽略模糊。笔者认为译者作为传递原文与译文间文学及内涵的中介，在翻译各

项环节中应处于 重要的地位，译文分析不能脱离译者行为批评。译者的不同时

代背景，对原文的不同层次理解，对翻译规范的不同见解体现在了翻译的全过程。

鲁迅的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翻译其作品对中国文化对外交流有重要意

义。国内对于鲁迅的小说英译本分析众多，大都以原文或译文为主体出发研究，

本文选择鲁迅《狂人日记》的不同译本，以不同时代、教育背景的译者为主体，

对比分析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行为。 

 

目的论视角下的《中共牡丹江党史人物传》（第一卷）英译研究 

魏绪涛（哈尔滨理工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 好的教科书，要学习党史、国史。人民群众要

从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中坚定初心使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东北抗联

史的深入研究打下扎实基础，利用生动的乡土教材开展好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进一步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凝聚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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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牡丹江党史人物传》（第一卷），本书收

录了 64 位牡丹江党史人物小传，他们虽然性别不同、民族不同、出身不同、年

龄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坚定信念和爱国主义伟大情怀,把自己的热血

乃至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人民。做好这部书的翻译，必将有助于

向世界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凝聚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

量。 

人物传记是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边缘学科，它既有历史特征，要求“尊重历

史”，又有文学特征，人物形象、语言都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人物传记是指

遵循真实性原则，用形象化的方法记述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风貌及其历史背景

的一种叙事性文体。基人物传记的真实性的特点，译者在翻译过程要始终传达出

文本的真实意思，不可以随意加入臆想的成分。而所有人物传记的基本特征是纪

实性和文学性的高度统一。虽然形式多种多样，写作方法千差万别，但是一切优

秀的人物传记，仍是具有共同性的，即：真实性、生动性、概括性和通俗性。 

目的论认为，所有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目的性原则”，即翻译

应能在译入语情境和文化中，按照译入语接受者期待的方式发生作用，因此，译

者在给定的翻译语境中明确其特定目的，并根据这一目的决定采取何种翻译方法

和手段。利用目的论的三原则，相辅相成，相互补。通过分析翻译目的论在人物

传记中的翻译指导作用，寻求一种平衡标准，使得译文既能忠实于原文，准确表

达原作的写作意图和思想感情，又能实现作品的“交际目的”，使译入语国家的

读者也能够拥有和原语读者的相同的感受，体会和品味原作中的真与美。 

本文基于目的论的视角，以《中共牡丹江党史人物传》（第一卷）英译本创

作为例，对人物传记的翻译原则进行了探讨。 

 

汉语古诗英译史研究：对象、范畴与思路 

文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报告阐释了书写汉语古诗英译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从历时与共时的角

度，阐述了其研究范畴与思路。历时上，将汉语古诗英译史分为四个阶段：十九

世纪前的“发轫期”，十九世纪的“发展期”，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兴盛期”和

二十世纪下半叶迄今的“繁荣期”，并说明了每一时期的总体概况、典型事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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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特色。共时上，从汉语古诗英译译者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角度，阐述在汉语古

诗的历程中谁翻译（who）和为何翻译（why）的问题；从译者的文本择选和翻

译策略，解读如何翻译（how）的问题。 

 

译者行为的决策观 

文旭（西南大学） 

 

 

 

电影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行为研究 

乌日古木拉（内蒙古工业大学） 

电影在世界文化交流传播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能够促进中外文化

的交流。电影字幕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一名文化中介者，应充分考虑源文化和目

的语文化的差异，吸纳外语表达特点并必须恪守本民族文化的语言传统，从而达

到再现中国文化特色，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 

 

 

 

2012-2022 年国内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乌晓然 （内蒙古大学） 

文章以 2012 年到 2022 年收录在知网的有关译者主体性的 1241 篇研究文献

为数据来源，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近 10 年以译者主体性为主题的文献进

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出关键词共现、高频关键词热点聚类、关键词突现的可视化

知识图谱，阐明近十年译者主体性主要研究方向、预测研究热点。研究发现虽然

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范围扩大，研究视角不断创新，但是目前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存在核心问题研究不足、对译者本身探讨不够深入、研究范围狭隘的问题。相关

学者应增强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促进译者主体性研究向纵深发展。 

 

鲁迅《狂人日记》及维译本译者行为比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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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吉阿布拉·麦麦提（西北民族大学） 

《狂人日记》作为鲁迅第一部白话文小说，是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中的

代表作之一。该短篇小说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和文学价值。本文以《狂人日记》

的汉维两种版本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译者翻译实践中运用的直译、意译翻译方法

和增译、省译、转换译等翻译技巧分析。除此之外，借鉴译者行为，以鲁迅《狂

人日记》和托合提·巴克翻译的维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在译者行为批评视角下，

从翻译内角度包括字词、句子和段落翻译三个层面，以及翻译角度包括、译者与

读者因素两个个方面，对原本和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评价译本的求真度和务实度

及译者行为合理度，以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译者的翻译行为。并为《狂人日记》

维译本研究做一定参考。 

 

从女性主义翻译视角分析译者主体性——以《夜莺与玫瑰》两个中译本为例 

吴娟（牡丹江师范学院）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女性第二次高潮拉开帷幕以来，女性主义翻译思想逐渐形

成并盛行到国内外。同时期也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因此

成为国内外翻译的热点。两者浪潮相互影响，为翻译界提供了更为新颖广阔的视

角。笔者拟通过对比分析法，选取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夜莺与

玫瑰》的林徽因译本和巴金译本为语料对比研究。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下，来探

讨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研究发现译者性别的差异会导致在具体的翻

译过程中发挥其不同的主体性及创造性。 

 

数智化时代译者伦理诉求初探 

吴玲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数智化时代的翻译技术提升了翻译效率，也带来了一系列与翻译主体相关的

新型伦理问题：职业译者与非职业译者的并存、专业化与非专业化的相争、职业

伦理与个人伦理的冲突、技术引发的人际关系异化、经济性与时效性对传统译者

伦理规范的挑战，本文将立足翻译的本性，融合翻译技术的工具性与道德性价值，

分析多元翻译主体在翻译价值、翻译环境以及译者道德中的伦理诉求，拟建构翻

译主体的伦理实践路径，促进人机交互的良性循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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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身份》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吴秋迪（贵州大学） 

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途径之一，少数民族文化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边界的拓展和国家文化“走

出去”建设的实施，少数民族文化外译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对彝族

诗人吉狄马加在日本的初译介、吉狄马加的诗歌集《身份》的日译本、吉狄马加

在日本的传播情况进行了研究。吉狄马加的诗歌于日本杂志《火锅子》“华语文

学人物”专栏进入日本读者的视野，日本翻译家渡边新一对其诗歌集《身份》翻

译出版，在日译本中借助副文本信息帮助读者了解作品背后蕴含的文化，使读者

能过更好地阅读、理解和接受作品。吉狄马加的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有了一定的发

展，但是日本学者以及读者的关注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折射出中国少数民族

作品走出去的一些共性特征。 

 

网络文学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吴赟（同济大学）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苗族史诗》英译比较研究 

肖玉莹 （贵州大学） 

苗族史诗承载了苗族的文化记忆，是民间文学的宝库，也是认识苗族的百科

全书。《苗族史诗》的两个英译本存在差异，也有各自的侧重之处，本文基于周

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两个英译本进行解读，以考察译者马克·本德尔在

两次翻译中的译者行为的“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研究发现，中

外译者共同合作的翻译模式下，译本的求真务实度较高，这种模式也可为我国其

他口传文学作品的外译提供借鉴，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基于语料库的《喜福会》译本风格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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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栋（中国人民大学） 

The Joy Luck Club 自 1989年出版以来就在中美两国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美

国华裔文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部小说直面中美两种社会文化的冲突，让人们

看到了实现不同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三十年来，此小说已有多个汉译本出

版发行。目前关于 The Joy Luck Club 译本的翻译研究多侧重于翻译方法和策略、

译者主体性和读者接受程度等方面，对不同汉语译本进行翻译风格对比的研究相

对较少，且不够系统深入。 

基于 Mona Baker 提出的语料库翻译风格研究方法，本文选取了于人瑞和程

乃珊分别于 1990 年和 2010 年出版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平行文本，利用语

料库的手段比较两译本在词汇和句法方面的异同，以探究两译本风格差异背后的

原因。 

研究发现，于人瑞译文篇幅更长，对原文的细节描写及句子结构保留更完整。

于译本书面色彩更强，译文中多次出现生僻词，对华裔文学语言的杂合性特点呈

现地更为完整准确。程乃珊译文篇幅较短，对原文中次重要的细节常作删节处理，

对原文本句子结构改动较大。程译本文风更偏向口语化，对日常用词重复使用较

多，译文中称谓词书面色彩更为浓烈。于译本的书面色彩决定了其读者群体较为

局限，而程译本对原文本进行再创造所形成的口语化翻译风格使其译本能为更广

大的读者群体所接受。 

本研究通过语料库的手段，对 The Joy Luck Club 两译本进行了词汇以及句法

层面的对比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为文学翻译的描述与评价提

供了新视角。此外，本研究结果对于英汉小说翻译在风格方面的选取与创造也有

一定参考价值。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儒学典籍英译的副文本对比研究 

——以《中庸》英译为例 

谢文琦（曲阜师范大学） 

《中庸》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自 19 世纪后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译者翻

译该译本，其中理雅各译本历经百年，仍被奉为经典，安乐哲译本在 21 世纪出

版后备受学者关注，这两个译本作为新旧两个时期的经典代表作，均呈现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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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翻译特征，主要通过丰富的副文本形式表现出来。本文以《中庸》的新旧

时期两个经典英译本为例，探究其深度翻译策略使用的异同，结合文前副文本、

注释和文后副文本存在的联系与差异，分析译者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翻译

情感态度，运用翻译社会学理论，从场域、资本、惯习这三大核心概念入手，对

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如何更好地利用深度翻译策略优化儒学典籍

译本，更好推动中华经典文化走出去。 

 

傅雷翻译思想的研究 

邢佳妮 （内蒙古工业大学） 

我国有许多出类拔萃的翻译家，但是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可以独树一

帜的翻译大师屈指可数，著名法国翻译家傅雷先生可以说是其中之一。经过大量

翻译实践的积累、沉淀和总结,傅雷先生提出了"神似说",但是翻译研究者们对傅

雷的神似说缺乏关注，本文为了考察傅雷有关翻译方面的论述，着重探究“神似

说”的内涵、“神似说”提出的理论依据以及“神似说”的理论意义。结果发现

以“神似说”为主线，以艺术修养为根本，的确对翻译研究诸多方面都具有重大

意义。 

 

译员短时记忆的通道特异性研究 

邢顺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口译是一项复杂的双语任务，它要求双语者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不断消耗有

限的记忆资源以完成两种语言的准确转换。然而，对于口译训练经历是否会提高

译员短时记忆广度这一问题，有限的实证研究显示出不同的结果。为了厘清分歧，

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类型的短时记忆任务是否会影响并调节译员的短时记忆优

势，并探究该优势是否具备通道特异性。为此，本研究设计了两个实验，招募了

三组年龄和二语水平相匹配的高水平英语学习者，分别为较多口译训练组、较少

口译训练组和无口译训练组。实验一为言语短时记忆任务，包含词汇广度测试和

数字广度测试，均通过视觉和听觉两种形式进行测试。实验二为非言语短时记忆

任务，包含纯音再认测试和亮度再认测试。结果显示，较多口译训练组在言语和

非言语短时记忆任务上的表现都优于其他两组，其他两组之间差异不显著。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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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只在较多口译训练组中发现了听觉模态下的显著优势。结合两个实验的结

果，本研究证实了在言语和非言语层面上，一定的口译训练能带来译员短时记忆

优势。此外，这种优势只受听觉感知通道的调节。本实验为口译的注意控制模型

（Dong and Li 2020）提供了实证支撑，同时也为双语者的记忆优势研究提供了

新思路。 

 

从风格标记理论看《蛙》英译本的风格再现 

徐丽（牡丹江师范学院） 

《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长篇小说，于 2011 年获得矛盾文学奖，其

英译本由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翻译。该书以新中国近六十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

为背景，描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五十余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体

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增、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所走过的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 

文学作品的风格翻译研究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支持风格可译，有的认为风格不

可译，还有学者认为风格翻译应顺其自然。且传统的风格研究缺少系统科学的理

论研究框架，但是刘宓庆在利奇(Leech)的风格标记基础上，提出风格标记理论。

因此，本文以刘宓庆的风格标记理论为理论框架，结合莫言的《蛙》及英译本从

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探析英译本的风格再现，论证小说风格翻译中应用风格标

记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本研究有以下结论: 一，译者主要运用了三种风格翻译手段（对应式转换、

重构式转换、及淡化式转换）从形式标记的六个角度基本再现出了原作的风格。

二，虽译本基本上再现了原文的风格，但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与文化的差别，从微

观上讲，译文尚有与原文风格不一致的地方。研究发现，刘宓庆的风格标记理论

有利于提高译文的风格再现程度。译者在从事翻译时应注重从形式标记和非形式

标记两方面来分析和再现原文的风格，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以提高翻译的质量。 

 

女性意志之觉醒：薛琪瑛《意中人》意志性译者行为分析 

徐燕华（四川大学） 

特殊时期受政治影响的特殊译者行为研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译者的意志性

是译者角色化影响下的社会行为表现，是译者的“发声”与“显形”，也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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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批评的关键研究对象。20 世纪初叶，王尔德的戏剧作品 An Ideal Husband

因极契合中国正兴起的启蒙强国运动的时代背景，由中国第一代女性译者薛琪瑛

译为汉语，引入中国。薛琪瑛在选择译材、塑造人物、追求平权等方面对译文进

行了多处意志性的操纵与改写，这些意志性的译者行为显露出文本诞生过程中特

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文化语境的痕迹，体现了译者薛琪瑛作为意志体的社会人身

份与追求近代女性解放的觉醒意识。 

 

关联理论视域下中文菜单英译的文化补偿 

阳湘（湘潭大学） 

中文菜单的英译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起着重要作用。文章以

《美食译苑——中文菜单英文译法》（以下简称《官方译本》）为例，在介绍汉

语菜单的命名特点的基础上对《官方译本》进行描述性分析。通过对中文菜单英

译的对比考察，文章揭示出《讨论稿》存在的文化缺省现象，并在关联理论视角

下分析出译者对缺省现象采取了满足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等文化补偿策略。译者

以关联性为衡量翻译的标准，帮助目标语读者以 小的认知努力建立双边信息的

佳关联。 

 

杨宪益、戴乃迭合作翻译行为研究：以《孔乙己》的英译为例 

杨安稷（西南大学） 

杨宪益先生与戴乃迭女士作为我国近代 著名的翻译伉俪，二人合作翻译了

包括《红楼梦》和《鲁迅选集》在内的众多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外译传播事业

做出了卓越贡献。学界关于其译作的研究层出不穷，却鲜有对两人合作翻译模式

的行为研究。本文选取《孔乙己》杨宪益夫妇译本为研究个案，对比蓝诗玲译本，

从翻译内、翻译外两方面开展分析，探析其合作翻译中的行为逻辑和影响因素，

以期填补关于杨宪益夫妇合作翻译的译者行为研究空白，丰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的应用。总体来看，杨宪益夫妇的翻译行为整体偏向“求真”，在“求真”的同

时兼顾“务实”，这与包括译者角色在内的翻译外因素密切相关。 

 

译者注释考证行为在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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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圣伯丁年代记》为例 

杨丁宇 （北京大学） 

欧洲中世纪历史对于中国读者是比较陌生的，因此在翻译欧洲中世纪史的相

关著作时，就必须考虑如何让中国读者能够看懂。所以译者的注释考证就是翻译

这类图书必不可少的一环。本文拟以李云飞先生翻译的欧洲中世纪早期史学的代

表作《圣伯丁年代记》，探讨欧洲中世纪史翻译中译者注释考证这种行为的必要

性，并指出：李先生翻译的这本书，注释考证相当详实，且有理有据，为后辈翻

译注释同类题材历史著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典籍翻译中译者审美意识与译者行为之关系探颐  

——以华兹生的典籍翻译为例 

杨国强 （南开大学） 

本文以华兹生的典籍翻译为例，借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考察了典籍翻译中

译者审美意识对译者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华兹生作为翻译再创造过程中

的能动主体在典籍翻译过程中体现出很强的审美意识和鲜明的译者主体性：在深

彻领悟典籍文学特质并充分考虑西方诗学和读者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对韵律进行

务实性取舍以突出“诗心”传译、对修辞意象和句式进行求真性保留以再现文学特

色、选用简明英语并精简注释以求取简洁流畅之美，努力在求真于原文和务实于

读者和社会之间打造平衡，积极引导普通读者在欣赏典籍文学魅力的审美体验过

程中感受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取得了很好的译介和传播效果。该研究有助于加

强华兹生译者主体性研究，深化和拓展译者行为批评，并能对当前文学文化外译

有所启示和借鉴。 

 

中华文化“走出去”翻译研究的知识图景与发展前瞻 

——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知识图谱分析 

杨玲（贵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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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反映我们国家在哲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主流趋势，突出

国家水准的社科领域 高级别的项目。本文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之下，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为数据源，自建数据库，并运用文献计量工具

CiteSpace 对 21 世纪以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关

键词共现、课题主持人和机构网络、关键词突现和聚类等进行数据统计和图谱分

析，直观展示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研究的发展阶段、研究特点、研究热

点和研究趋势。首先，21 世纪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研究总趋势呈增

长形势且以英译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语言学科和一般项目为主，课题主持人

中正高级专家占绝大部分；其次，翻译研究热点的特征性明显，研究焦点和研究

方向也逐渐多元化；另外，部分学者和各大高校仍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

译研究的主要担手，部分重点高校在该领域优势明显； 后，“英语”“对外传

播”“对外译介”是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研究的立项热点。本研究

认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翻译研究空间有待扩展，同时本研究旨在为研究翻译相关

问题、选题方向等方面提供数据参考和研究启示。 

 

语料库视域下叙事进程的翻译建构：以余华《往事与刑罚》之英译本为例 

杨陇（西北工业大学） 

本文基于图伦语料库文体学关于叙事进程解析的参数框架，对我国先锋派作

家余华《往事与刑罚》之原文与英译本进行实证对比分析，探讨中文小说英译在

叙事进程建构层面所发生的语言契合与差异特征。研究发现，译本中描绘人物行

动的谓语动词由于出现的频率降低，对叙事进程的推动力度有所减弱，其它成分

对译本叙事进程的推动力度和原文小说基本保持一致。研究认为这和英语的语法

有关，汉语是意合语言，存在很多动词连用的现象，而英语是形合语言，句子始

终以主动词为统摄，各从句以主句动词为轴心，对动词的使用有要求，因而动词

的使用频率比原文低。 

 

赛珍珠译者行为批评 

——以《水浒传》译本为例 

杨宁伟（河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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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行为批评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翻译批评模式，通过内外结合，使翻

译批评更加客观、科学和全面。本文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通过考察译本中“意

志性”译者行为痕迹，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面对赛珍珠的译者行为

进行分析，聚焦于译者的意志性、身份角色和社会语境与译者的译内、译外行为

和译文的译内、译外效果之间的互动关系。赛译《水浒传》研究是赛珍珠研究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亟需加强的环节。对赛珍珠译者行为的批评分析不仅对

从历史角度评价赛译水浒具有积极意义，对当前中国文学文化外译也具有重要的

启示作用。 

 

 

 

试论英汉翻译中语言性别差异 

——以《小王子》林珍妮、李继宏译本为例 

杨淞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语言性别差异是男性和女性在语言运用时呈现出差异的一种语言现象。研究

语言性别差异有利于翻译研究，推动翻译实践。本文以语言性别差异为依据，以

《小王子》汉译本为例进行对比研究。《小王子》自问世以来深受读者喜爱，至

今为止全球共有 42 种译本，汉译本数不胜数，具有可操作性和代表性，现选取

林珍妮和李继宏的中译本，对比分析两译本言语差异，得出男女译者在英汉翻译

中语言性别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女性情感细腻用词丰富、女性译者用词具体

以及同性别译者代入感强。 后指出言语性别差异受社会发展，心理因素等影响。 

 

译者行为批评视角下鲁迅《药》的两个越南语译本对比分析 

杨秀敏（广西大学） 

《药》是鲁迅创作的小说集《呐喊》中的一篇小说，其构思技巧，叙事高超，

无论是在创作之时还是在当今社会都具有深刻的惊醒意义。《药》作为鲁迅短篇

小说的经典之一，以各种形式被翻译到越南广泛流传。本文欲借助周领顺教授提

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同一个时期的潘魁和张政的译本进行横向比较分析，讨

论译者的求真行为和务实行为以及在“求真——务实”行为连续统中译者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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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导致译者行为的因素，探讨译者行为的合理度。研究发现，相较而言，潘

魁总体趋向求真，对于务实也属于“求真性务实”；而张政则总体上趋向务实。

两位译者的社会性角色对译者行为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文章指出，翻译时，在

译者行为社会化的过程中，译者仍需时刻保持作为译者身份的理智，努力在“求

真”与“务实”的两个端点中寻找平衡。 

 

试论国货美妆品牌名称的翻译策略 

杨如一（哈尔滨工程大学） 

品牌名称的翻译同语言和文化紧密相关。本文基于“功能翻译理论”，通过

对当前国产美妆品牌常用的五大类英译策略进行反思，表明目前的汉英翻译策略

存在的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并指出品牌名称的汉英翻

译策略应当灵活多变，旨在表明翻译过程中应当考虑品牌自身的文化内涵以及与

目标客户的文化价值的差异。 

基于语料库的政治会议口译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姚广源 （上海外国语大学） 

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活动日渐增多,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

位不断提升。每年两会期间,总理记者招待会逐渐成为中国表达态度和观点的重

要平台。交替传译也成为中国对外宣传交流的重要手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其中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口译的策略与技巧，鲜有关注译语产出的译者

本身。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框架下，本文旨在研究我国外交部翻译员孙宁的口

译译者行为。借助语料库研究工具，本文首先从“整体”出发，对比孙宁的口译

语料及美国记者招待会语料，凸显孙宁译者风格行为特征。其次，从“部分”出

发，探索孙宁的口译单位群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的分布情况。 后，本研

究尝试总结孙宁译者行为形成的外部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孙宁口译词汇丰富，

复杂词汇、名词、长句使用较多，语体正式；在口译单位群上，孙宁译者行为合

理度较高，口译输出既能够保持原有味道也能够满足听众现实需求。孙宁的译者

行为受多种译外因素影响，其中作为外交型口译员的社会角色起绝对性关键作

用，促使译者倾向于“求真”翻译，并产出高度正式的译语。另一方面，孙宁本

身听众导向意识则促使译者有意产出“务实”翻译，满足听众需求。再者，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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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译对其产出复杂口译，并于口译中显现书面语风格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研

究旨在探究口译译者行为及其背后动因，有利于口译员不断思考自身翻译行为，

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同时拓宽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研究范围，为译者行为批评

理论不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民国时期跨国语际型翻译机构 

——辛酉剧社与朱穰丞的话剧翻译 

于春丽（浙江大学） 

辛酉剧社是民国时期典型的跨国语际型话剧翻译与表演机构。本文梳理了辛

酉剧社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了民国时期辛酉剧社

的发展和朱穰丞在话剧翻译事务方面的跨国语际翻译实践活动，探讨了辛酉剧社

在话剧翻译与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以期对当前话剧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有所启发，

进而促进话剧乃至戏剧的翻译与推广。 

 

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论指导下对领导人讲话的翻译研究 

——以四字词语的翻译为例 

于佳丽（内蒙古工业大学） 

领导人讲话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的对其进行翻译就显得尤为

重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门科学的方法论, 可以有效的帮助人们

分析和解决问题。在其理论体系当中，社会实践论是 基础的科学研究方法，占

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论运用到翻译研究领域的

文章少之又少。因此,如果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论来探析领导人讲话中

四字词语的翻译方法,对翻译研究将具有一定意义。 

翻译此类文本时译者首先要具有充足的知识和理论储备，在进行翻译实践

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仔细对比源语和目的语读者间的文化异同，并通过

实践验证理论是否正确。只有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选出恰当的翻译方法，

为我国的外宣文本翻译工作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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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学视域下诗学功能及其建构策略研究 

——基于《西厢记》英译本的考察 

余静良（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西厢记》中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诗学意境优美。目前，译界有关《西厢记》

英译本的人物形象研究成果颇丰。然而，诗学功能作为文学中“主导性、决定性”

的功能，却未能引起《西厢记》译学界足够的重视；此外，国内对人物形象诗学

功能的专门研究尚显匮乏。因此，立足形象学视域，以《西厢记》三大英译本为

语料，旨在探析各译本中人物形象诗学功能和诗学价值的译介现状，并提出互文

性理论、副文本理论及异化、归化相结合的建构策略，从而彰显诗学功能之于戏

剧作品的重要性，证明形象学对诗学功能再现的启示意义，进而为中国戏剧文化

“走出去”提供新的研究视野。 

 

芮效卫《金瓶梅》副文本的“资本”视角解读 

虞明星  

本文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资本”概念同时结合“副文本”对芮效卫《金

瓶梅》译本进行了分析解读，发现芮效卫《金瓶梅》译本运用了副文本方法，即

呈现文本内外翻译相互补充与照应，具体表现为使用了导言、注释、插图、封面、

书评等，使译本被视为经典，有效地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指出芮效卫《金

瓶梅》译本运用副文本方法是由特定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在文化资本、经济资

本和象征资本相互作用之下的产物，为当今中国典籍的外译提供了借鉴。 

 

译者行为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思考 

袁丽梅（上海大学） 

当前，翻译活动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译者行为研究也面临诸多新问题。

本文聚焦技术融合背景下应用翻译领域译者行为的新发展，特别针对译者群体行

为与人机耦合等现象展开深入研讨，以重新思考译者主体间性、译者翻译行为影

响因素以及译者行为批评等相关话题。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布依族史诗《王玉连》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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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微（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是践行“一带一

路”的必然之举，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布依族史诗《王玉连》

传承着布依族历史与文化，凝聚着布依族精神与智慧，其翻译与传播对于增强布

依族文化自信，展示中国文学多元性与独特性，构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布依族文学尚未得到译界的关注，青年译者袁微对《王玉

连》的英译是目前布依族文学的唯一英译本。译者行为批评把译者作为“典型意

志体”，在“求真-务实”连续统模式的批评框架下，通过对翻译内和翻译外的

有机结合，基于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双重角色的考量，对译者的翻译行为进行

客观公允的评价。通过对《王玉连》英译版的译内行为和行为的描写，发现袁微

在总体上达到了语言性“求真”和社会性“务实”的平衡，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趋于社会性“务实”的一端。同时，对译者行为背后的各种原因进行挖掘与阐释，

呈现本土青年译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英译的动机、得失、困惑与匠心，绘制本土

青年译者袁微的翻译过程图景，以期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更好的走向世界提供有

益的启示。 

 

《阿诗玛》戴乃迭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探究 

臧悦（云南民族大学）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创造了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

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少数民族典籍承载着各民族特有的文化，是中华

民族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阿诗玛》是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地方传统民间

文学。讲述了阿诗玛不屈不挠地同强权势力作斗争的故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许多译者加入了民族典籍英译的队列。在译者的翻译过程中，必然包括译者对原

作的理解、译者对翻译方法的能动选择、译者对原本文化的能动传递。本文以译

者主体性为理论基础,选取《阿诗玛》戴乃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从语言、风格、

文化的层面，探究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并简要分析原因。 

 

德庇时英译《好逑传》的译者行为研究 

曾景婷（江苏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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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庇时英译《好逑传》中有大量文化操控信息以副文本形式呈现出来，钩沉

出译者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特定的译者行为目的。本文通过分析致敬、序言、注释、

附录等译者文本内行为和著作、评论等文本外行为探讨德庇时英译《好逑传》的

动机、策略与形象建构。研究表明，德庇时主张向读者展现真实的中国面貌，但

这一主张的实现离不开个人、团体、国家三因素，以及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考量。 

 

政治话语译者的“斗争精神”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坚持敢于斗争”的翻译学习体会 

张威（北京外国语大学） 

译者的身份属性决定了译者的翻译规范意识及翻译策略选择。以《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四卷）“敢于坚持斗争”的翻译为例，提出政治话语译者“以我

为主、融通中外”的翻译原则，明确政治话语译者的多样化翻译策略，强调政治

话语译者的“斗士”身份和精神。 

 

译者群体行为时空考 

——以《高僧传》为例 

张政（北京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 

本文依据梁代慧皎《高僧传》、唐代道宣《续高僧传》和宋代赞宁《宋高僧

传》中的“译经篇”，将汉唐期间佛经汉译活动分为初传、发展、繁荣、全盛四

个阶段，从人文地理角度分析其动因，探究译者群与时空关系分布规律。作者发

现，译经地多集中在洛阳、长安、建业/建康/建邺等政治中心区，河西地区、广

州等交通要道区，以及庐山、五台山等佛教圣地区，地理特征与文化特征明显。

这是因为政治中心提供物质、地位和文化保障，交通要道带来出入汉地译经传法

的便利，以及佛教圣地吸引高僧振锡弘法。汉译译者群行为活动的分布受政治因

素、地理因素及文化因素影响显著。 

 

译者行为跨艺术探索 

张保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人们多从语际翻译角度研究译者行为的功用、价值与意义，而较少从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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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符际翻译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本文从译者的意志、身份、艺术养成以及艺术追

求等方面，探析译者在翻译中融汇跨艺术因子的特色与效果，阐发译者翻译过程

的跨艺术认知机制，创新翻译跨艺术研究的手段与方法，提出翻译不仅仅是双语

转换的艺术，还是跨艺术转换的艺术这一观点之于翻译理论的认知意义与翻译批

评的实用价值。 

 

斯宾塞《小爱神》的译者行为研究 

张丹（河北师范大学） 

斯宾塞的《小爱神》以其自创的“斯宾塞十四行诗体”写就，其语言质朴、

韵律优美、情感浓厚，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本文在译者行为批评视

域内，以曹明伦、胡家峦和屠岸三位译者及其译本为研究对象，从翻译外和翻译

内两分野对其展开研究，并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工具，评价其译本的“求真”

与“务实”。 

 

从中日政治类文本翻译看近代化进程 

张佳琪 （电子科技大学） 

纵观近代历史，翻译家往往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中国和日本作

为一衣带水的邻国，都在 19 世纪时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在异文化或温和或暴

力的入侵之下，走向了向近代化的转变，但是二者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政治

类文本包括政治术语，政治学、社会科学著作与政治类小说等，从当时政治类文

本的译介的顺序，过程和采取的翻译理论以及实践来看，反映出当时中日两国面

对西方文化入侵的态度，同时也都对于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着眼于政治类翻译的比较研究，站在中日两国翻译史的角度探究政治翻译的思想

性影响。现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国

际话语权不断加强，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这就对我国的政治

外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日的近代化进程又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分析其背后的

原因与产生的影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中日的近代化思潮，有利于构建我国的

国际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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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在日本的现当代传播与接受研究 

张晋豪（贵州大学） 

《伤寒论》作为我国中医经典著作，其在海外的译介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关

注。本文聚焦《伤寒论》在日本的现当代阐释与接受，从《东亚医学》期刊涉及

《伤寒论》的研究、日本学界以《伤寒论》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与学术成果、《伤

寒论》在日本高校的教材化编写、基于日本在线读者评论的接受等四个方面展开

综合性研究。综合而言，作为我国中医经典著作的《伤寒论》在日本的传播中，

一方面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以《东亚医学》、学术会议等方式进行交流与研

究，学术成果十分丰硕，同时《伤寒论》也被编入日本医学高校教材；另一方面，

日本读者对《伤寒论》各文本形式的内容、在日本的译介与影响等内容上均给予

了讨论与评价。《伤寒论》在日本的多模态译介与传播，为我国古代典籍在海外

传播与接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女铎》（1912-1922）女性译者群体的女性身份书写 

张俊卿（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女铎》是近代中国出版时间 长、总发行量 多的一份女性刊物。以“破

除女界积习，增进女界德智”为宗旨，《女铎》刊登了大量外国作品的译介，涌

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女性译者。她们呼吁女性重视自身价值，争取女性自由权利，

有力地推动了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但这一译者群体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因此，本文拟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出发，以《女铎》发刊前十年（1912-1922）

刊登的译文为参照，对《女铎》女性译者群体的意志、身份、角色和行为展开探

究，考察她们的女性身份认知以及藉由翻译书写凸显和强化女性主体身份的方

式。 

研究发现：《女铎》女性译者群体在婚恋观、家庭观、教育观和国民观上有

着共同的女性身份认知，她们围绕着这些共性的女性意志展开了翻译行动；她们

在翻译中扮演着两类角色，分别是语言人角色（译者和读者）和社会人角色（选

择者、改写者和增补者）；《女铎》译作所取得的翻译效果，基于文本“求真”，

但更多来自效果“务实”，她们的女性身份书写实践揭示了《女铎》女性译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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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为唤醒和解放女性、构建女性主体身份作出的努力，在完成翻译任务的同时，

也促进了女性解放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译者行为批评视角下《祝福》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 

张乐乐 （郑州大学） 

文化负载词反映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生活，文化差异加大了文

化负载词的翻译难度。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祝福》，包含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

文章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出发，基于“求真-务实”连续评价模式从翻译内探求

《祝福》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威廉·莱尔译本中文化负载词英译，进而从翻译

外揭示译者行为差异的动因。研究发现：杨译本兼顾求真和务实，尽可能发挥译

者主体性诠释文中的文化元素；与杨译本相比，莱译偏向于“求真”原则，尽可

能还原原文。同时，研究发现译者行为受到个人背景、翻译目的等社 

 

 

电影片名翻译的译者角色化分析 

张璐璐（内蒙古工业大学） 

译者角色化就是要求译者在翻译中恰如其分的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切换，从而

使译文可以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的过程。译者往往在各自的翻译领域中扮演着不同

的角色。 

外国电影名的汉译过程展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呈现的角色特征，即角色

化过程。当电影片名成了译者翻译的对象时，译者就不仅仅是“译者”这一社会

身份的拥有者，同时他还扮演着其他的角色。此时的译者在片名翻译过程中不单

单要忠实于原电影名的内涵，且需在翻译它的过程中赋予其更多的文化价值、美

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电影本身具有商业性，在传达一定内容的同时，对票房也有

一定的要求。电影片名翻译是一项极其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佳译往往能够为影片

在国际上的推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翻译外国电影片名的过程中，译者扮演的是一个“征服者”角色。译者将

电影原名的思想内容视为俘虏并在翻译过程中将其为己所用。在这个征服行为

中，“译者”只是译者的社会身份，“征服者”则是其所扮演的角色。相比较而

言，社会身份是稳定的，角色则是多变的。在外国电影片名汉译时，译者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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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身上的镣铐所束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性去扮演更多的角色。 

 

许渊冲莎剧翻译的动态译者行为批评研究 

——基于《安东尼与克柳葩》翻译手稿的考察 

张汨 朱艺雯（江西师范大学） 

“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关注译者的翻译决策，但现有研究

往往聚焦来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静态对比，甚少考察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动态选

择。本文首先论述了基于翻译手稿开展译者行为批评的意义，接着以许渊冲《安

东尼与克柳葩》翻译手稿为例，通过修订处动态呈现其在莎剧翻译过程中决策倾

向，并借助许渊冲相关论述寻求解释。研究发现，许渊冲翻译手稿修订处展现其

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中偏向务实一端，即遵循“务实为上、务实兼顾求真”

的翻译原则，更多地关注译文可接受性，这一翻译原则的选定受社会背景、译者

因素和读者因素的共同影响。 

 

以副文本视域下的《韩非子》英译本研究及传播启示 

张涛（西南政法大学） 

本文以廖文奎和华兹生《韩非子》英译本出发，以两个译本的副文本为切入

点。尝试探讨两位译者对《韩非子》英译本所作出的努力。两位译者由于身份背

景的差异，在选择源语文本注本、序跋、索引安排等方面呈现出差异化倾向。同

时根据国内外对《韩非子》英译本的书评，发现两个英译本都存在其缺陷，这有

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两个译本，更好地拓宽研究视野，为以后《韩非子》英译本

研究以及译介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刘延陵译诗《冬季》解读 

张文（安庆师范大学） 

本文梳理并分析皖籍翻译家、中国第一代白话诗人刘延陵的翻译思想，并以

其译诗《冬季》为个案，对译者“翻译内”行为和“翻译外”行为特征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作为一名中国新兴白话诗草创时期的译者，刘延陵既进行译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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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进行译外的努力。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求真”于原文和作者，倡导

“合理限度以内的直译，努力传达原文的风调”的翻译观；又竭力“务实”于社

会和读者，在追求传递原诗真色的同时，以“务实”为上，通过副文本彰显译者

的 “意志性”，既生动再现了《冬季》的情感意蕴，又有效兼顾了“五四”时

期自由开放的诗坛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符合译者的一般性行为规律。刘延陵的

译者行为对推动中国白话诗的兴起、中国新诗的演变与发展功不可没。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视域下《黄帝内经》海外英译群体行为研究 

张焱（西安理工大学）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 早、影响 大的医学典籍，位居中医药四大经典

古籍之首，总结了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医学思想和医学理论，被称为历代医

家之圭臬。本文聚焦《黄帝内经》海外英译群体，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指导，

从文本-行为-社会“三中心”评价系统，对《黄帝内经》海外译者群体的英译行

为及译文质量进行分析和评价研究，旨在进一步探索中医药典籍海外译介与传播

的有效路径。 

 

影响译者行为的主客观因素分析 

张永超 （内蒙古工业大学） 

译者行为受因素影响，也会随着影响因素所改变，这种影响 终会体现在译

者的译文中。一般来说，译者行为受源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的影响，所以一切影

响源于文本和译入语文本的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译者行为。本文旨在通过对译

作的风格特点分析以及译作与原文的对比，分析总结影响译者行为因素的主观因

素和客观因素。 

 

傅雷翻译美学思想探析 

赵斌斌 （南京师范大学/吉林外国语大学） 

傅雷运用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论阐释其翻译思想，他从更高的艺术层面，融合

了他的翻译语言观和风格观，进一步概括出翻译应到达的艺术境界，为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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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论打开了新的视野。本文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观照下，从哲学-美学的特定

视角来考察傅雷提出译论主张的历史动因，探索其翻译思想蕴含的哲学特色和美

学内涵，挖掘傅雷翻译思想与中国传统译论的历史渊源与内在联系， 终得出了

傅雷的翻译思想是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源泉，遵循“扎根传统-中西融合-形成

特色”的路径， 终形成了由“整体观”、“和谐观”和“神似观”组成的三位

一体的翻译美学思想的结论。  

 

抗战背景下的译者行为 

——基于复社版《西行漫记》的个案考察 

赵国月 （四川外国语大学/长江师范学院） 

译者行为的生成离不开历史语境的制约，对译者行为的批评要介入其特定的

历史背景展开分析。以往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研究秉承从文本内到文本外的

分析路径已取得了客观合理的研究结果。然而，一些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译者行为

则不能得到有效的揭示和阐释，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遮蔽了译者的社会作用。从

历史语境切入深度挖掘 Red Star Over China 首个汉译本复社版《西行漫记》译者

的社会化行为，发现译者在文本转换中用“删除”“添加”或“替换”等改写原

文意义的策略实现了其译者行为的社会化过程，超出了传统观念下“翻译”的范

畴。译者的这种社会化行为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突破国

民党的围剿与封锁和建立国内外抗日统一战线是一切革命工作的首要任务。 

 

基于语料库的《聊斋志异》英译本译者行为对比研究 

赵亮（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本研究以语料库为依托，有机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法考察《聊斋志异》五位

英译者的译者行为。经过对比发现，五个译本在词汇丰富度、文化负载词翻译策

略和方法、句子对齐类型、译文段落分布、副文本选择等方面既有相似点又有不

同。深入研究发现，译者行为与译者翻译目的和译者母语紧密相关。Herbert 

A.Giles 和 Sidney L.Sondergard 译本以传递更真实、准确中国形象为目的，译文

受原文影响大，副文本类型丰富。John Minford，Denis C. Mair 和 Victor H. Mair

译本不在于传播确切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形象，译者重视原文意义传达而非注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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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相似，副文本类型丰富程度次之。王国振译本遣词造句明显受汉语行文影响。

该译本为了 大限度传播中国故事和文化，译者删去部分原文不译，副文本类型

少。 

 

基于句法复杂度的《传习录》英译本译者行为研究 

赵秋荣（北京科技大学） 

本文以我国新儒学重要代表作《传习录》陈荣捷译本和亨克译本为例，采用

主成分分析法、依存句法和二语句法复杂度分析器，对比译入/译出型译者行为

在句法复杂度差异上的体现。研究发现：（1）译出型译本句法复杂度更低，用词

和句式简洁，更忠实于原作；（2）译入型译本句式丰富多变，句法复杂，差异主

要体现在句子长度、子句数量和复杂短语上。本研究指出句法复杂度与译者行为

密不可分，是甄别译入译出型译者身份和辨别译文质量的重要维度之一。 

 

译者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旅游文本英译研究 

——以《美丽中国》英译本为例 

赵泽宇（内蒙古工业大学） 

译者行为以具有主观意识的人作为研究对象，探究译者与译本之间的互动关系。

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作为译者行为评价模式的核心理念，主要探究译者身

份转变对译者翻译行为产生的影响。其中求真度强调译者的语言属性，务实度强

调译者的社会属性。以《美丽中国》为代表的旅游文本详尽介绍了中国不同地区

独特的自然景观与民俗文化。该旅游文本语言上短小精悍、生动形象，内容上引

经据典、通文达意。研究发现，译者在翻译该文本时，会先对文本进行分类，进

而选取合适的翻译方法。旅游文本一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含有明确数据和信息

的说明性文本，另一种是含有历史典故和文化背景的描述性文本。译者在翻译说

明性文本时，为准确传达事实，一般会采取直译的翻译方法，此时译者行为向求

真方向靠拢，彰显译者的语言属性。在翻译描述性文本时，为了让译入语读者了

解文化内涵，会采取增译、释义等翻译方法，此时译者的行为向务实方向靠拢，

彰显译者的社会属性。求真度与务实度联系紧密，二者相辅相成。今后在翻译旅

游文本时，可以聚焦译者所具有的语言性和社会性，通过译者行为的转变突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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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求真度与务实度。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费孝通译者行为研究 

郑红佳（西安外国语大学） 

本文选取《人文类型》费译本为主要研究材料，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从

“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次，论述费孝通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梳理并

分析社会科学翻译家费孝通的翻译思想及其翻译特点。通过“求真—务实”译者

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发现费译本的译者行为既“求真”于原文和作者，又“务

实”于读者和社会，符合译者的一般性行为规律，从而进一步完善费孝通的翻译

思想，为非文学领域的学者型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翻译的构式拓扑整合过程分析 

——以《葬花吟》的四个英译本为例 

郑慢（西南大学） 

近年来构式翻译观已经成为翻译学的重要话题之一。语言和认知的拓扑性已

被大量研究证实，翻译本质上也具有拓扑性。拓扑翻译思想主张运用拓扑学的原

理，即“变化中的不变”及相关概念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构式翻译观与拓扑翻

译思想的结合为翻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使我们能够从新的角度揭示翻译过

程、翻译转换，翻译标准的实质。构式拓扑观认为：翻译是原文构式与译语构式

在构式拓扑性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构式整合过程。本文基于构式翻译观，建构翻

译构式拓扑整合分析模型，并以《葬花吟》及其四个英译本为语料，分析不同译

者的翻译认知整合过程和类型。 

 

戏剧译本功能影响下的“求真”与“务实”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奥尼尔独幕剧译本中文化因素的翻译 

钟毅（四川外国语大学）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奥尼尔独幕剧的翻译中，译者本着绍介西方戏剧的目

的，虽然译本并不一定以演出为目的，但却在翻译中努力彰显戏剧译本的特征，

在文化因素的翻译上尤为突出。为实现对原作的“求真”，译者采用了直译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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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或文内解释的方式；为了实现译本的舞台特征，译者在感情色彩、词义和修辞

三方面表现了“务实”。 

 

译者行为批评视阈下语言类文化专有项翻译分析 

——以《超越语言》英译为例 

周林虎（兰州大学）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下的主要指导思想是“求真-务实”的连续统译者行为评

价模式，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一方面要“求真”，体现译者的责任，另一方

面又要“务实”，注意译文的社会影响以及可接受程度，在“求真-务实”的连

续渐变系统中寻找平衡点。本文选取的文本是文学作品《超越语言》，该书中语

言维度的文化专有项出现次数较为频繁，也是 难处理的部分之一。本文中译者

将对《超越语言》中语言维度的文化专有项进行择取和讨论，采取删除，明晰化，

以及泛化，音译，重复等技巧分析如何寻找这一平衡点，以期为后续优秀文学作

品英译提供一种思路。 

 

译者行为评价一体化 

周领顺（扬州大学） 

译者行为评价系统一体化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构建的一部分，也是翻译批评

的一部分。本文根据译者行为批评三大路径和翻译内外分野的意识，导出“文本

-语言视域”“行为-文本视域”和“行为-社会视域”等三大视域以及相应的译者

行为“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呈现递进循环关系；在评价系统内

导出“文本维”“行为维”和“社会维”等三大评价维度及其范畴化，呈现为逻

辑严谨的系统性特征，而译者行为批评从体系到概念，都呈现为网络化系统性的

动态特征，进行译者行为评价，需要具备网络化动态关系思维，才能提高操作性，

大限度逼近翻译批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总目标。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唐人送别诗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周领顺 孙如莹（扬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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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送别诗久负盛誉，在英语世界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本文具体以李白送别

诗《送友人》的三个译本为例，对洛威尔、小畑薰良和裘克安三位国内外译者群

体进行了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从翻译外而言，三位译者的身份分别为美国、日本

和中国译者，其翻译诗学观和读者接受度都是有差异的。从翻译内而言，在叙述

主体、意象叠加和时间变化三个方面，三位译者的译法也表现出差异性，而行为

的差异性，皆源于译者身份、翻译态度和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差异，并 终表现为

译文务实度的差异。 

 

《骆驼祥子》伊万·金译本中的“求真”与“失真”译者行为研究 

周宣丰（广东药科大学） 

以“译者中心”和“社会中心”双中心构成的译者行为批评“行为－社会视

域”评价系统强力地阐释了翻译的社会化和译者作为社会人对译者行为社会化的

决定性、制约性影响。译者行为的社会性在文本选择，跨文化理念、翻译动机、

翻译策略、在原文意义的影子中关照读者、市场乃至整个社会中得到张扬。二十

世纪四十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美、苏争霸引发的对中国的“权力意志”欲望和

译者复杂多重的角色身份，《骆驼祥子》美籍译者伊万·金的译者行为看似矛盾，

实则殊途同归、目标一致。艺术上，一方面，他对承载乡土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语

言与文化高度保真，另一方面，对小说主题、情节发展、人物塑造和故事结局却

完全失真。 政治性上，一方面，他弱化源文本中的政治叙事，而另一方面，他

又强化美国崇尚的自由、平等、金钱之上、性解放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无论艺

术层面的“高度保真”还是“完全失真”，无论是政治层面的去政治化还是政治

化，于“意志体”社会化译者而言，都是为了将《骆驼祥子》的翻译效能与价值

大化：满足国家外交需要、满足市场、受众的东方文化涉猎心理，更好实现译

者在翻译场域结构内的资本占位。 

 

童“画”世界筑梦师 

——赤羽末吉《苏和的白马》日语绘本创作与读者接受研究 

周彰辉 （贵州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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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海外学者使用外

语直接讲述中国故事是中华优秀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聚焦个案研

究，以日本著名插画家赤羽末吉以及基于在中国东北十五年的生活经历、以蒙古

族民间故事《马头琴》为原型创作的日语绘本《苏和的白马》为对象，从创作缘

起、绘本特征以及读者接受三个方面进行了文本分析与定量定性研究，表明以中

国各民族民间故事为素材的日语绘本不仅在日本取得了广泛的积极评价，并相继

由中国学者回译出版，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回归”。扩展言之，通过梳理以中国

各民族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外语绘本创作，借他者之镜鉴，可以更好地向海外推介

中华典籍和中国文化，促进中华优秀文化与海外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交汇交融。 

 

苗族民间故事《灯花》在日本的绘本创作与读者接受研究 

周智威（贵州大学） 

摘要:《灯花》是广泛流传于苗族的民间故事，本文从译者君岛久子、绘者赤羽末吉对苗族

民间故事《灯花》日语绘本的译介与绘本创作、绘本特征、在线读者评论分析等角度综合考

察了日语绘本特征以及在日本的接受情况。总而言之，《灯花》凭借着呼吁勤劳、知错就改

等正向价值内涵以及故事中包含的丰富苗族文化符号，加之君岛久子、赤羽末吉经过田野调

查后，凭借着简练的语言、高超的绘画技巧，使日本绘本《灯花》受到了日本各界的关注与

好评，甚至将其收录在日本国语教科书中。通过梳理日本绘本《灯花》在日本的创作与读者

的接受研究，可以为我国民族民间文化“走出去”及我国绘本创作和翻译跨界研究提供新的

思考纬度。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文学翻译译者主体性研究 

朱欢（广西大学） 

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尤为重要，它是一项创造性活动，根本原因在于翻

译过程中译者会发挥其主体性意识(谢世坚，2004)，这就需要发挥译者主体性才

能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从 20 世纪 80、90 年代开始到今天，

涉及诸多研究视角及重点，研究成果较为显著。由于译者主体性源自哲学的主体

性内涵，早期译者主体性研究主要在哲学层面上展开，后来也涉及具体翻译策略

研究。不论是哲学层面的概念探讨，还是实践层面的技巧探究，都强调译者的主

体地位、主体角色(许钧，2003; 查明建、田雨，2003)，强调译者角色从隐身到

现身的转换。本文基于跨文化交际视角，以南高《眼睛》及巫宇翻译的汉译本为

例，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在语言、文化和读者三个层面的体现,以丰富文

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意识的的研究。 

  122



 

韩南《无声戏》译本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朱斌（四川外国语大学） 

《无声戏》是美国知名汉学家韩南翻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英语世界取

得了较好的接受效果。在翻译外层面,译者选择《无声戏》的行为始于个人的学

术兴趣,而重构原文“经典”叙事的动机则是节译行为之因；在翻译内层面,译者

偏向凸显源语文化,力求译文再现原文的“异质性话语”,同时译者也会考虑目标

文化的价值规范,竭力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论数字化时代中国当代悬疑文学的译介与传播 

——以麦家作品《风声》为中心 

朱瑞赟 （太原理工大学） 

当今，数字转型为翻译实践的交流与升级提供了有力保障，媒介融合为中国

类型小说的多维度多模态传播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和能量，移动互联的全球普及更

进一步加快了中国文学作品的“走出去”进程。近年来，麦家在海外译介筑起悬疑

叙事的迷宫，其不仅在密室推理与创造性叙事的融合中深入人心，更在凝聚中国

特色和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其世界性命题的升华。本文以《风声》为

中心，在以“数字人文”作为技术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对比三部

作品的海外译介特点，分析其经由译者、赞助人、数字媒介等多元方式的对外推

广，并从海外读者对该作品的评价和接受效果中，总结出中国悬疑作品对外传播

的路径启示。通过梳理和研究，笔者发现《风声》的外译版本虽不及《解密》与

《暗算》，但其在 Goodreads 上所得评分 高，且阅读群体分布广泛。此外，该

作品经过译者的平衡性翻译、海外代理的渐进式运作、海外出版商和国际书展的

营声造势，以及数字媒介的多样化助攻等多方合力的促成后， 终实现了在海外

世界的良好传播。该书的文学价值和译文水平虽得到大多数海外读者的认可，但

也却因故事背景和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影响而降低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期待。因

此，以麦家代表作为案例，分析其海外译介与传播效果，对总结中国类型文学“走

出去”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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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勇士》文化回译对比研究 

——语境与译者行为批评整合视角 

朱义华 吴佳（江南大学/无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女勇士》是美籍华裔作家汤亭亭用英文创作的关于中国主题的文学作品，

其中改编了大量中国历史典故和文化习俗故事，将它们翻译成汉语回归到中国文

化故土的现象属于文化回译的范畴。此研究整合了语境理论的静态性分析与译者

行为批评的动态性描写，基于《女勇士》的两个回译本，对《女勇士》翻译中的

文化回译现象与译者的“求真”、“务实”行为进行了比较与分析。研究发现，

从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维度，并融合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下译者

的动态角色来探讨华裔文学的文化回译有利于实现华裔文学作品中中国文化元

素的准确传译并揭示回译语所在文化对译文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指导华裔英语文

学作品的回译。 

 

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的发生机制与译介理路 

朱振武（上海师范大学） 

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兴趣使然，有的是机缘

巧合，有的是工作需要，有的是出于责任担当，因此其翻译动机和译介策略也不

尽相同，但总体来说都与世界文化发展格局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变迁和地位嬗

变有密切关联，多数在归化与异化之间摇摆徘徊，而越是晚近，则越是努力寻觅

归化与异化间的有机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