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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环节 对话口译

一、对话口译的特点和要求

对话口译是一种常见的口译形式，是为语言不通但需要交流的对话双

方提供的一种语言服务。在对话口译中，译员作为交际的桥梁，帮助对话

双方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进行交流。对话口译常以口语语体进行，以实

现交际效果为目的。常见的对话口译场合有：日常陪同、商务洽谈、旅游

导览、新闻采访、领导会面等。根据对话口译的特点，译员需要特别注意

以下几方面。

1. 职业形象：由于对话口译通常发生在社交场合，译员作为对话的参

与者应注意着装，展示良好的职业形象。总的着装原则是尽量与所出席场

合相协调，如参加商务会谈等须着套装，而在工厂或建筑工地则可换上工

装，戴上安全帽等。无论在何种场合，译员都应注意该场合的社交礼仪，

尽量做到神情自然，适度微笑，并和对话各方进行充分的眼神交流。

2. 交际功能：对话口译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谈话双方进行顺畅有效的

交流，使双方在对话中获取信息，实现交际目的。因此，译员不宜拘泥于

原文的遣词造句，逐字逐句进行翻译，而应该以交际为导向，自如地传达

讲话人的信息，必要时脱离语言的外壳，将其内在的意义传递给双方。

由于口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译员在某些场合可以发挥主体能动

性，帮助双方清除文化、习俗上的障碍，促进相互的理解，使沟通更顺畅。

如中国人习惯的寒暄语句“旅途很劳累吧”，如果直译成 the journey must 

have been very exhausting，可能会使外国人感觉不愉快，以为自己气色不

佳，显得疲惫。较好的处理办法是译为 How was the journey? 或者 Did you 

have a good journey? 这样就可以达到“寒暄”的交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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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口语信息的处理：对话口译多以口语语体为主要形式，交际过程中

常出现模糊、零散、重复、自我更正以及思维跳跃等现象。译员必须借助

上下文和背景知识揣摩讲话人的表达思路和交际目的，并用自然的语言清

晰表达讲话人想要传递的信息。出现没听清、没听懂或有疑惑的情况时，

可向讲话人询问，不要不懂装懂或妄加揣测。另外，译员应特别留意对话

各方到底问了什么，又是如何回答对方问题的，这些关键信息如果把握不

到位，对话就很难流畅地进行，译文也会出现逻辑不连贯等问题。

4. 现场把握：对话口译适用于多种场合，不同场合对译员有着不同的

要求。译员的表情、语音语调、音量及用词都应与各类情景的特点相符合，

并根据对话的主题、讲话人的身份和对话发生的场景做相应的调整。例如，

一般性的社交场合，译员应尽量保持微笑、音色柔和、与交流对象保持充

分的眼神交流，译文的用词也可生活化些；而在正式的商务谈判场合，译

员应注意用词准确严谨，声音沉稳有力。在译前准备时，译员就应了解交

谈各方的称谓、职务等有关身份的信息，以便准确把握交际场景，做到译

语用词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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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赛题与点评

（一）金融危机是谁之过

  译前准备

1. 主题导入

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快速演变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蔓延至今。在

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无一国可独善其身。如何应对当前的全

球性金融危机成为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在本篇对话中，主持人与来

自英国的 Tom 就金融危机根源展开了探讨，分享各自的见解。他们认为造

成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美国信贷消费的过度扩张、世界贸易

与投资的不平衡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特性等问题。

2. 词汇与表达

新兴国家 emerging countries（所谓新兴国家，是泛指一

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如印度、中国、巴西、

南非、俄罗斯及土耳其等。这些国家通常劳动

力成本低，中国和印度被认为是最大的两个新

兴国家。）

次级房贷 sub-prime mortgage（次级房贷是指银行针对信

用记录较差的客户发放的房贷。正常情况下，

这样的客户很难从银行贷款。前几年，美国楼

市火热的时候，很多按揭公司或银行为扩张业

务，介入次级房贷业务。）

滋生土壤 breeding ground

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艾伦 · 格林斯潘从 1987 年起

连续五届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是美

国经济的舵手。）

美联储 U.S. Federal Reserve（美联储是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的简称，其职能实际上相当于美国中央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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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管制 loose regulation

金融衍生品 financial derivative（金融衍生产品是指其价值

依赖于基础资产［underlying assets］价值变动

的合约［contract］，如期货、期权等。）

市场依赖度  market dependence

经济刺激计划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 stimulus plan

货币贬值 depreciation

make significant
strides toward 大举地，大规模地，大踏步地

iron out 消除

home price to
income ratio 房价收入比（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

入之比，通常认为房价收入比在 3–6 倍之间较

为合理。）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全称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1994 年 1 月 1 日，由美国、加拿

大、墨西哥共同签署生效。其宗旨是：取消贸

易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增加投资机

会，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执行协定和解决争端

的有效机制，促进三边和多边合作。）

GATT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全称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是一个政府间缔结的有关关

税和贸易规则的多边国际协定，简称关贸总协

定。它的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

削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

由化，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

与流通。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被世界贸易组

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取代。）

permeate 渗透，普遍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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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试练

  口译建议

1. 专业术语的翻译

专业术语因其涉及某特定领域，且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较低，因此

是口译中常见的难点之一。专业术语的正确使用能反映出译员的专业水平，

也会增加听者对译文的信任程度。

由于对话口译涉及的场合五花八门，译员不可能短时期掌握各领域所

有的专业词汇，因此专业词汇的日常搜集和积累就成了口译员的必备功课。

另外，充分的译前准备也是有效的熟悉和掌握专业术语的方法。译员可根

据不同的口译场合和谈话双方的专业和教育背景，预测谈话主题和内容，

积极主动地对相关的专业词汇进行准备。网络的发达为信息的搜索提供了

很好的渠道和平台。充分的译前准备，不仅可以使译员对专业词汇的反应

更加迅速、准确，还可以使其在准备过程中接触到大量所涉及领域的背景

知识、用语习惯以及行业最新动态等，这些在无形中也会帮助译员了解更

多信息，提升现场口译质量。例如，本次大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译员

做准备时就应了解金融危机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并掌握大量和金融危机相

关的专业词汇，如次级贷款、金融衍生品、银行监管、房地产泡沫、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刺激计划等。译员还应该大量阅读地产、金融方面的

中英文报道和权威机构发布的报告，以熟悉其常用的语言表达。

在口译中如果碰到较难翻译的专业术语，译员可以采用解释或者意译

的方法进行处理，如完全不理解或把握不准时应直接询问讲话人，请他解

释一下，切不可胡编乱造，不懂装懂。

提示

请在译前准备的基础上，用教学光盘进行自我试练。在每次

听到提示音后，暂停视频，开始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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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例分析

对话原文：有人说呢这个金融危机是因为美国的过度消费，有人说金

融危机是因为新兴国家的高储蓄，有人说是因为房地产，

有的人呢剑指金融。

推荐译文：Some attribute it to excessive consumption in the U.S.; some hold 

it that it is due to the immense savings of emerging countries. 

Some say the causes lie in the real estate or financial systems. 

译文讲解：这一组排比，在口译时不必将译文限制在原文的语法格式

中，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将所有宾语以名词形式列出，如

among the causes of the crisis are over-consumption in the U.S., 

immense savings of emerging countries, real estate industry and 

financial system; 也可以用几个短小的排比句：some say it’s 

caused by…; some attribute it to…; some hold the view that it is 

due to…

对话原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推荐译文：There is much to be said for these different opinions.

译文讲解：这句俗话在中文中常用，但在口译时由于时间紧、内容多，

译员可能一时无法想起最恰当的译文。这时，应该用意译

的方法，用自己擅长的句式表达讲话人的意图，如 each has 

his own reasons。

对话原文：美欧地区不仅有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也比较严重，而亚洲

金融危机不严重， 但是经济衰退相当严重。

推荐译文：While Europe and America are both undergoing a severe financial 

crisis and an economic recession, in Asia, we are only suffering 

a slight financial crisis, but have a very serious economic recession.

译文讲解：“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两个短语内涵不同，要注意其

对应译文的准确性，并从讲话人的发言内容中理解两者之

间的区别和联系。“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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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

化。“经济衰退”是指经济出现停滞或负增长的时期。金融

危机不是导致经济衰退的唯一原因，外部环境的恶化也可

能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只有在译前准备时充分了解金融

危机的相关背景知识，译员在口译时方可从容应对。

对话原文：中国对国际市场依赖度是 33.6%，是美国的 5 倍，是日本的

3 倍。

推荐译文：Figures show that China’s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global markets 

stands at 33.6%, which is five times the figure for America and 

three times the figure for Japan.

译文讲解：请注意倍数的译法。中文与英文在表达倍数的概念时有明

显的区别。中文常省略形容词，如：我的书是你的两倍

（多），我的房间是你的两倍（大）。此类表达在译成英文时

要在倍数词后补上形容词或相应的名词，如上面两句可分

别译为 I have twice as many books as you, my room is twice 

the size of yours。

对话原文：However the current crisis also finds significant roots in the 1990s, 

when both the U.K. and U.S. governments made significant 

strides toward giving their banks freedom from regulation, in 

essence opening up a true financial free market.

推荐译文：但是，这场危机的另一个根源在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政策。

当时英美政府积极致力于让银行免受监管，本质上是要建

立一个真正自由的金融市场。

译文讲解：英文句法严格，常在一个长句中包含多个从句，但用词精

炼，言简意赅。在译成中文时要适当地补出或重复某些句

子成分，以利于语篇的衔接，如上文英语中 when 引导的定

语从句译成汉语时要补上“当时英美政府积极致力于让银

行免受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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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原文：What has happened however i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

tion, we have left developing nations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Western capital to survive through unequal trade agreements 

like NAFTA and GATT.

推荐译文：然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发展越来越

依赖于西方资本，这是因为他们签订了一些不平等的贸易

协定，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贸易总协定。

译文讲解：NAFTA and GATT：讲话人谈及两个贸易协定，但使用的是

英文缩写，如果译员不知道其对应的中文，可以模糊处理

为“一些不平等贸易协定”，也可以直接读出原文。

  选手表现点评

中译英选手

语音清晰，语速适中，不时与讲话人保持眼神的交流，显示了专业译

员应有的素质。但声音颤抖，表达较为紧张且多次出现重复，影响了译文

的可信度，应在今后的训练中逐渐克服。另外发音也有小失误处，如 600

亿日元 sixty billion 错发为 sixteen billion。

从译文的内容上看，条理清晰，逻辑顺畅。然而个别地方尚有错译之

处，如：“但是有关的话题最终人们觉得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是这次危机的

导火索，而滋生房贷危机的土壤就是美国信贷消费的过度扩张，以及金融

监管的缺乏。”由于对原文理解出错，没能译出次贷危机与过度消费和金融

监管缺失的关系。

英译中选手

表现出稳健的台风，表情自然，语言表达清晰、流畅。充分的眼神交

流和自信的语音、语调都让人对其译文的质量充满信任。

提示

请观看实况版视频中选手的口译表现，并结合下面的“选手

表现点评”，取其之长，补已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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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处主要是对原文某些逻辑关系的理解不够清楚，甚至出现误

译，如 capitalism and individualism 与次贷危机的关系；soaring home price to 

income ratio，房价收入比是飙升而不是暴跌。另外少数表达不地道，如将

wider factors 译为“广阔因素”，建议译为“原因更多”或“涉及范围更广”；

某些用词如“原因还是有一定基础的”改为“原因是可以追溯的”更佳。

  自我练习

原文 参考译文 基准分 得分

Tom 你好，很高兴有机会在

这里和你共同来探讨金融危

机的话题。现在打开电视新

闻，翻开报刊杂志，满眼而

来的都是关于金融危机的报

道。（2 分）

Good morning, Tom. I’m gla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you here. Nowadays, reports on 
the financial crisis fill the TV 
channels, magazines and news-
papers. 

10

其中大家探讨得非常多，也

争论得非常多的一个话题就

是：金融危机究竟源起于

何？（1 分）

One of the hottest topics, which 
arouse a lot of discussion and 
argument, concerns the caus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有人说呢这个金融危机是因

为美国的过度消费，有人说

金融危机是因为新兴国家的

高储蓄，有人说是因为房地

产，有的人呢剑指金融，可

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3 分）

Some attribute it to excessive 
consumption in the U.S.; some 
hold it  that i t  is due to the 
immense savings of emerging 
countries. Some say the causes 
lie in the real estate or financial 
systems. There is much to be 
said for these different opinions. 

提示

请根据前文的讲解及点评，借助视频再次进行自我练习。建

议将自己的译文录音后自评或分组互评，评分标准可参考以

下的评分表和参考译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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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参考译文 基准分 得分

虽然莫衷一是，但是有关的

话题，大家觉得最终，美国

的次级房贷危机是这次危机

的导火索，而滋生房贷危机

的土壤就是美国信贷消费的

过度扩张，以及金融监管的

缺乏。（3 分）

But despite  these differing 
opinions, most people finally agree 
that the trigger was the sub-prime 
mortgage loan crisis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excessive expansion 
of credit availability and the lack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 the U.S. 

这方面我是这样认为的，不

知你怎么想？（1 分）

I would agree with that. What do 
you think?

I agree wholeheartedly with 
your statements about U.S. 
and European expansionary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1 分）

我完全同意你对上世纪 80 年代

欧美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论述。

10

However the current crisis 
also finds significant roots in 
the 1990s, when both the U.K. 
and U.S. governments made 
significant strides toward 
giving their banks freedom 
from regulation, in essence 
opening up a true financial 
free market.（3 分）

但是，这场危机的另一个根源

在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政策。

当时英美政府积极致力于让银

行免受监管，本质上是要建立

一个真正自由的金融市场。

It has been the consensus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that whilst 
in theory this was plausibly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econo-
my, it does not take into ac-
count that in the modern fi-
nancial world, short-term profit 
is typically more highly val-
ued than the long-term stabili-
ty of the economy.（4 分）

在过去的 6 个月中，这已经成

为共识。人们认为，虽然在理

论上，这似乎最有利于实现经

济利润，但是我们忽略了另一

个因素，就是在现代金融社

会，人们往往更在意短期利润

的价值，而忽视了经济的长期

稳定。

（接上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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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参考译文 基准分 得分

The free market, we are rapidly 
learning,  is  incapable of 
ironing out the inequities, 
both in society and economy 
through force of demand and 
supply alone.（2 分）

我们也很快意识到，仅靠供求

关系的力量，自由市场并不能

消除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是的，就像你所说到的美联

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位 18 年。

在这 18 年里，他一直推行

金融业宽管制。（2 分）

Yes. As you say, Alan Greenspan 
held the position of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for 18 years. 
During those 18 years, he loos-
ened the regulation of the finan-
cial industry. 

10

这种金融业宽管制有利于保

持市场的活力，但是因为信

贷消费的过度扩张，以及金

融衍生品的滥用和市场监管

的缺乏，也使得人们广为诟

病。（2 分）

The loose regulation did maintain 
the activity of the economy, but the 
excessive expansion of credit 
availability gave rise to the abuse 
of financial derivatives and a lack 
of market supervision, which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condemnation. 

当然也不可否认，除此之外，

像全球的贸易和投资的不平

衡也是造成这次世界性经济

危机的原因之一。（1 分）

Then, another cause for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is the 
imbalance in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举个例子，美欧地区不仅有

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也比较

严重，而在亚洲地区，金融

危机其实并不严重，但是经

济衰退相当严重。（2 分）

For example, while Europe and 
America are both undergoing a 
severe financial crisis and an 
economic recession, in Asia, we 
are  only  suffer ing a  s l ight 
financial crisis, but have a very 
serious economic recession. 

（接上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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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说是一种结构性的严

重失调。造成这种结构性严

重失调的原因是因为亚洲国

家，比如说新兴国家对全球

市场的依赖度太高。比如中

国对国际市场依赖度是

33.6%，是美国的 5 倍，是

日本的 3 倍。（3 分）

This is a structural imbalance. 
The cause is the high depen-
dence of Asian countries, espe-
cially emerging Asian countries, 
on global markets. Figures show 
that China’s degree of depen-
dence on global markets stands 
at 33.6%, which is five times the 
figure for America and three 
times the figure for Japan.

I agree entirely, whilst we 
have faced global recessions 
in the past in the West, we 
should also remember that the 
deepest effects were typically 
isol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ssibly Europe.（3 分）

我完全同意。过去在西方，

我们也遭遇过经济衰退。但

我们也要记得，最严重的经

济衰退只发生在美国，可能

还加上欧洲。

10

In the case of this crisis a 
soaring home price to income 
ratio was a uniquely Western 
phenomenon that needed to be 
readjusted through a period of 
inflation.（2 分）

在经济危机中，飙升的房价

收入比只出现在西方国家，

这在通货膨胀的时期需要重

新调整。

What has happened however 
i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glo-
balization, we have left devel-
oping nations increasingly de-
pendent on Western capital to 
survive through unequal trade 
agreements like NAFTA and 
GATT.（3 分）

然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

展中国家的生存发展越来越依

赖于西方资本，这是因为他们

签订了一些不平等的贸易协

定，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

关税贸易总协定。

As the capital flows have 
dried up so have economies 
dependent on non-domestic 
trade, an entirely new situation 
that has truly globalized this 
crisis.（2 分）

由于资本流入的日渐干涸，依

赖国外市场的经济体也经受着

经济的不断下滑，这使得这场

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

（接上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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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究原因也是为了寻求

解决之道，应该说金融危机

的解决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

力。（1 分）

So we are trying to discover the 
causes, because we need to find 
solutions. Solv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will need a concerted 
global effort. 

10

尤其是在这场危机中要避免

发生严重经济衰退，各个大

国更应敢于承担起责任，像

美国最近推出了 7,870 亿美

元的经济助推计划，中国推

出了 4 万亿人民币，也希望

以此来刺激经济的计划，日

本希望用 60 万亿日元来拉

动内需。（4 分）

In particular, to avoid dramatic 
economic recession, all the major 
economies should take up their 
responsibilities unflinchingly. The 
U.S. has already launched a 787 
billion dollar bailout package. 
China has put 4 trillion yuan into 
stimulating the economy. In 
Japan, 60 trillion yen has been 
spent on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这些国家应该说是承担了他

们勇于刺激经济计划的这样

一些责任，但是也要注意预

防各国竞争性的货币贬值，

还应注意预防通货膨胀，反

对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

（3 分）

These countries are shouldering 
their responsibilities by imple-
menting economic stimulus 
plans. However we shouldn’t ig-
nore the possible competitive 
depreciation of some currencies, 
precautions being taken against 
inflation and protectionism over 
trade and investment. 

就像 G20 峰会上各国提出

的，全球应该建立公平的、

公正的、包容的、有序的国

际性经济环境。（2 分）

As all countries at the G20 summit 
agreed, a just, fair, inclusive and 
orderl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should be forged 
worldwide.

（接上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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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st  I  agree with your 
interpretation of potential 
solutions, they do exist within 
this cultural and economic 
framework.（1 分）

我同意你对潜在解决方法的解

释，这些方法现在也确实存在

于这一文化和经济的框架内。

10

However when we discuss this 
financial crisis there are several 
wider factors involved, for many 
people this crisis has become 
symbolic of more than just 
fluctuations in money supply 
and stock values.（3 分）

但是当我们谈到这次经济危机

的时候，还要考虑到一些更广

泛的因素。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次危机不仅仅象征着货币供

应以及股票价值的波动。

Rather  the blame is  now 
shifting to the very culture of 
capitalism and individualism 
that has permeated society in 
the West.（2 分）

现在对于危机根源的指责正在

转移到遍布西方社会的文化本

身——资本主义以及利己主义。

The sub-pr ime mortgage 
collapse that was central to 
the crisis was created by the 
banks placing short-term 
profits ahead of the welfare of 
their customers and similarly 
thousands of people taking 
out loans which they simply 
could not afford.（3 分）

次贷模式的瓦解是这次危机的

根源，而这是因为银行更注重

短期利益，而忽视了他们顾客

的福利，另一方面，许多人从

银行借出了他们还不起的贷款。

This for many onlookers is 
symbolic of a culture that places 
status, wealth and achieve-
ments far above anything else.
（1 分）

对于许多旁观者来说，这就是

西方文化的特点，地位、财富

和成就高于一切。

你说得很有道理，看来在社

会体制的优劣方面以后我们

还有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值

得探讨。

You have a good point there. 
Maybe we should find time to 
talk more about it.

（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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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基准分 我的分数

信息传递 60

综合表现

译语质量（语法正确、条理清

晰、语言得体）
15

表述技能（语音、语调、语速、

流畅度、姿态、眼神交流等）
15

交际能力与综合素质 10
总分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