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翻译的对象、性质、挑战与程序

引言：误解

人们了解翻译职业的渠道一般不外乎：

■  电视展示的东西：译员的声音、电影配音、字幕；

■  网站上借助翻译引擎完成的译文；

■  令人捶胸顿足的产品组装或使用说明书。

对大多数公众而言，翻译很“简单！”或只是“小菜一碟！”大家都

认为，只要“会讲外语”和/或“有相关词典”就能翻译。因为，对这些人

而言，翻译就是语言转换，就是用另一不同语言相应的词句替换源语的词

（和句）。但如果翻译仅仅局限于语言转换，机器早就可以替代人进行翻译

了：机器人、翻译引擎 1 和其他自动翻译转换词句的速度比人快得多，但不

能称其为翻译。

对于那些偶尔或不了解情况的翻译项目提供者 2 来说，翻译并不是

一项复杂的工作，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况且，如果有时间，他们还可能

自己动手翻译。在他们眼里，译者有些奇怪，报价也很高。更离谱的

1. 人们如此称呼文本的自动化程序（软件）翻译。比如，雅虎（Yahoo）和阿尔塔维斯塔

（Alta Vista）自动翻译搜索按钮背后隐藏的便是系统分析翻译软件（Systran）。

2. 由于对译文有“需求”，这些人才寻求翻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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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人皆知还有“并不昂贵 1 的翻译机器和软件，而且译得很好 2”。他

们蔑视译者，甚至对这个书生或“语言学家”是否对文本主题有所了解

都将信将疑。

对于译者来说，翻译是一项要求苛刻且十分复杂的技术性工作。客户

认为翻译过于昂贵，他们希望给稿后立刻见到译文，忘记将翻译所需的时

间计入工作日程（特别是经费预算中），而且擅自修改译文（他们说这是

“改错”），出尔反尔，半路改变想法，从不考虑把手里已有的资料或信息提

供给译者，而这些材料恰恰是译者难以找到的。让客户告知译者有关信息

或确认译文时，他们总是推辞说没时间，认为译文可有可无，可是当要支

付开出的发票或报酬时却表现得很不情愿……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总之，除个别情况外，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大家对翻译工作的误解都

很严重。但是，如果大家对翻译工作的性质、局限性、挑战和翻译过程的

复杂性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状况就不会如此糟糕。

1. 翻译对象

一切皆可译。各类文本、资料、信息或部分信息，以及代码元素，都

可能成为翻译对象。软件 3、视频游戏、在线软件帮助、保险合同、嘱托请

求、电影字幕、歌曲、电影对话、企业原声视频、药方、讣告、商品目录

（例如法国服装等商品邮寄销售目录）、移动电话上的提示、产品投向市场

的批准申请、军舰销售合同、体检结果、（大量）使用说明书、有线操控机

器人配件使用规则、商业数据、公民身份证明、毕业证书认证、毕业证书、

外交官机密笔记、广告宣传单、诉求文件、书刊杂志文章、武器方面的资

料、客户投诉信、（下一次会议前一定要分析并完全吃透的）会议纪要、诗

歌、小说、散文、自传、海关申报单、明信片祝词、医疗方面的资料、遣

返申请、技术说明、服务备忘录、年报、致股东的信、遗传分析报告、专

利文本，等等，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还可以是图形、数字、字母、

1. 事实的确如此。

2. 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这样，但机器翻译质量正在逐渐提高。

3. 人们都说要将其“本地化”，即根据本地条件和制约进行的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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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象形、（信息或其他）编码、声音、噪声、符号、颜色 1、信号材料，

等等。所有语言、图形、符号、手势及各种代码形式都有可能成为翻译的

对象。

2. 翻译性质

翻译，就是让交际在进行中跨越那些不可逾越的障碍：语言障碍、不

了解的编码（形码）、聋哑障碍（手语翻译）。

翻译的作用就是借助与文本匹配或相关的工具或资料让产品、理念、

思想等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 2。

无论是封闭在坑内作业、使用剥皮机或冲床的技术人员所使用的网络

在线软件助手，还是电子组装图，作为译者翻译活动的产品，译文无论在

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符合使用者 3 需求和使用要求（例如，使用说明书的翻译要符合人体

工程学 4 原理）；

■  符合客户的目标（销售、说服、娱乐、警告、盈利、使用，等等）；

■  还要符合现行习惯、标准和公约（尤其是当不仅仅涉及术语 5、惯用语 6

时，更要符合某一企业或某一产品约定俗成的表达方法）。

倘若想让信息（和产品）得以传播，首先要得到目的语文化的接受，

然后是理解。译者只有在明白了该说什么时，才能用想用的编码（这一编

码通常是语言的，但也并非只有语言）加以表达。

1. 译者要向客户解释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哪种颜色代表希望，在亚洲文化中哪种颜色代表

死亡，并说明最好不要将其放入资料中。

2. 这里所讲的传播包括很多内容，其重要性在于任何东西都不能阻碍或限制这种传播。

因此，译文读者或使用者应该将其视为“自然”的，不要有意识地去看它是译文这样

的事实，任何事情本来就是平等的（当然，如果形式是“流畅的”和“令人愉悦的”）。

实际上，好的译文与直接撰写的文本应该具有同样的特点。可以这样讲，译文次之，

翻译首先是写作，因为，译者与作者不同，译者要写的内容在原文中已经构建好了且

有固定的表述，他只不过是将其“自然化”而已。

3. 有时也称作“受益者”。

4. 让在坑内作业的技术人员翻阅厚达 500 页的材料实在是不人道的事情。

5. 专业术语或特定表达方法。

6. 特定词组的表达方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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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首先应该是文化转换（必要时进行改编），然后是语言转换。

表面的（语言或非语言）形式和编码形式替换实际上源自深层次的看不

见的诸多因素的转换：思维方式和模式、语篇结构、表达技术、表述逻

辑、分析方法、对事物和概念的阐释。如果想让这些因素都发挥作用，

那就要求译者必须娴熟掌握为其服务的团体或群体 1 的思维模式和运行

方式。

实际上，译者的工作就是进口或出口，即进口和出口想法、理念、思

维、思想、语篇结构与服务等。译者同样还在国际活动中作为不可忽略的

一员参与其中（为客户提供信息、引渡、销售、购买、交流、旅游等方面

的翻译服务）。显而易见，译者是经济、战略、文化、文学、电影、法律、

科技和意识形态等交流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3. 翻译的质量要求

译者要保证译文编码 2、信息 3、文件和其他各种材料的形式和内容的可读

性，否则交际便无法进行。翻译质量在于交际效果，而不是表达方式和方

法。翻译应该做到：

■  真实：翻译内容应符合事实，能被特定领域或特定专业的人阐释和

理解。译文不能有任何技术、语义或真实性方面的错误，即使原文中

有类似错误 4。

■  有意义：只改变编码是不够的，要让内容言之有物，并在转换后讲的

是同样的“事物”。然而，理念和表达理念的方式会因文化差异而发

生变化，当文化需要转换时，原来的信息内容或性质 5 可能会：

 – 不再有任何意义，因此需要将其删除；

 –  无法让译文读者领会，因为在原信息中它们是隐喻，而这种隐喻在

文化和语言变化中会消失殆尽；

1. 定义这个团体不仅有语言标准，还有职业工作标准，有时甚至还要有团体归属标准，

这种标准根据某一企业文化而建立，范围有限。

2. 例如形符。

3. 例如短信和菜单。

4. 当然，这种情况会给译者带来巨大挑战。

5. 例如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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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需要加以解释；

 – 意思发生变化或产生歧义，有时甚至带有令人不悦或反感 1 的含义。

■  一目了然：译文的使用者应该毫无保留地分享所传递的信息。这就要

求译者根据使用者的技术水平适当调整内容和表达方式。同其他传

播媒介一样，译文应该是可读的，其内容相互衔接，有逻辑性，必要

的时候，译文还应该是完美的或在表述上做到尽善尽美。

■  有效 + 符合人体工程学：翻译应实现其交际功能。翻译应保证实

现且仅实现所有预期的功能，而且翻译产品应让人在使用中感到

愉悦，实现其使用目标，或实现由使用者或受益者制定的目标。

■  符合特定团体或群体的语言和文化习惯。

■  符合所有规章 2、标准 3、材料 4 要求，当然还有应用功能 5。

■  保护客户或其雇主 6 的利益，除非考虑到某些道德因素，根据不同情

况，译者就是服务人员和/或被雇用者和/或顾问和/或合作伙伴。

因此，从客户利益出发，翻译应该满足客户的期望（说服、帮助、解

释、使用帮助、提供信息、让别人购买、让别人出售、安慰、诱惑，等

等），而且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客户不期望的东西（由于用户不理解产品使用

说明而气愤或发火；本来是让人动心的，却招致嘲笑……）。

因此，为使译文可接受、被接受，且有效，译者应该根据以下情况采

用适当的形式和内容：

■  文化体系 7，在这一体系中，译者采用的形式和内容需要能够被接受并

1. 大家一定都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一个产品型号的名称或由首字母构成的缩略词在这种

或那种语言中有淫秽的意思。

2. 哪怕只是相关商品、仪器、设备或程序可能涉及特别的规章，都要求译者必须清楚了

解相应的规章制度。

3. 产品的技术指标和说明可能已经标准化。

4. 某些翻译有字数要求，而且根本不能违反要求。

5. 同样，翻译的网站信息应该是可查看的，有所有相关的链接和功能，而且重新创建的

网站也应该是符合人体工程学的。

6. 翻译项目提供者。

7. 此用语既包括广义的国家文化，也包括狭义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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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阐释 1；

■  目的语使用者的价值体系 2；

■  根据具体目的采用的论证、陈述、内容组织结构 3；

■  符合目的语文化现行的修辞和文体标准 4；

■  符合各种不同的表达方法（适当的术语和惯用语）5。

此外，译者要自始至终关注交际效率标准和翻译服务的经济回报。

译者可能会提出与现行翻译模式截然不同的建议：不翻译某一部分，将

30 多页的文本综述为十几行，为给使用者提供必要的信息而在开头增加

一个段落，用五页或五页半纸翻译两页的内容，仅提取有用信息进行翻

译，重新组织整个资料。总之，负责任的译者需要有娴熟翻译能力，还

需要极高的逻辑思辨与综合能力。

4. 翻译的挑战

职业翻译 6 具有不可估量的经济前景。作为服务活动，翻译产生的营业

额十分可观。据统计，2007 年市场上的笔译和口译营业额是 37.5 亿欧元 7，

四年后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译者在相关领域也是不可小觑的服务供应

者，如在复印技术、管理、网站创立、传播、电视播放、电影等领域。另

外，译者客户的营业额也会随之提高，要么间接地以思想、财产或服务等

1. 否则就会出现不被领会或被错误阐释的可能。

2. 否则译文有可能会被抛弃。

3. 否则就不能实现其功能。

4. 否则译文会被视作有“异国味”。异国味可以是整体的也可以是局部的，如果是后一种

情况，那就涉及到违反相关企业特定的文体指南了。

5. 否则会被视作“局外人”（因为术语和惯用语的恰当使用不但反映出译者的技术能力，

还可以看出他是否属于相关“专业”团队）。

6. 职业翻译的基本特点是：职业翻译与学校里母语与外语的互译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母

语与外语的互译是语言练习，通常使用的是文学作品，其结果是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不

会出版这样的译文。职业翻译也不能与“兴趣翻译”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是出于“个

人兴趣”，没有任何规约。实际上，即便职业译者在平时的翻译中能够得到满足，但其

工作并非受兴趣所驱使。

7. 信息源自：全球金融与企业资讯分析数据提供商范 · 迪克工作室（Bureau Van Dijk）为

欧盟委员会 DGXⅢ项目所作的一项研究报告。这是估算数字，因为被委托方的营业额

常常被计算到合伙股东人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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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进口或出口，要么作为商业化资料直接进口或出口。

翻译也可以作为名副其实的战略、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武器。我们

必须清醒地看到，翻译有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

■  实际上，好的译文会易于被人接受 1，因为翻译是媒介或载体。从原则

上讲，翻译会让产品产生价值，有时甚至会让产品增值。

■  相反，蹩脚或错误的翻译会遭到拒绝、摒弃、嘲笑甚至不被接受，

总体讲就是贬值。然而，如果翻译贬值，那么相应的产品和服务也会

贬值。更糟糕的是，发放译文的相关企业、组织或机构 2 也将受牵连，

因为人们会认为他们连翻译都未能给予重视，更不用提活动的其他环

节了。

实际上，好的译文会潜在地增值，尤其是：

■  在企业、产品、服务或水平等形象的提升上；

■  预防诉求上；

■  保护消费者方面。

反之，译者的缺乏或不负责任的译者会让企业营业额下降，并导致其

整体形象不同程度和形式的贬值。

总体看，翻译将极大影响一个国家的知识、经济、文化和语言。从更

广的层面来看，翻译对一个国家的智力、经济、文化和语言也至关重要。

好的翻译是一个堡垒，可以防止伪价值观的侵蚀毒害和秘密渗透。好的译

者能抵制浮华，抵御语言文化的污染， 抗击改头换面的宿敌，提防那些自

作谦卑、故意让人遗忘的假面狐狸的欺诈，乃至杂乱无章的句法，避免对

“漂亮精神”的盲目崇拜，这种精神认为“到了一定的技术层面，要真正表

达所思所想，只能使用英语”。

最理想的情况是，翻译能保护和表现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最糟糕的

情况是，翻译成为译入语语言和文化的掘墓人。

如前所指，翻译有利于产品和/或思想、概念及价值观的进口和出口。

一个国家翻译量的大小，或者进一步说，一个国家语言和文化翻译活动如

1. 如文学作品、电影、拖拉机、目录、计算机、剪纸、销售报价，等等。

2. 不一定仅指股东合伙人。有一点我们非常清楚，那就是大型跨国公司都要求亲自过目

使用其语言所撰写的以及在其国家使用的各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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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运作尤其能反映这个国家的情况。

当一个国家在技术、经济和文化上属于强国时，其语言和文化的译出

量一定很大；而当一个国家在技术、经济和文化上属于弱国时，语言和文

化的译入量一定很大。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属于语言和文化的出口

国，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它则变为语言和文化的进口国 1。因此，根据不同的

情况，翻译可以成为知识、工业、经济、政治、艺术、科技或文化发展中

的发动机，相反，翻译也可以在知识、工业、经济、政治、艺术、科技或

文化殖民化中起媒介作用。

此外，因特网的出现引发了一股很强的英译浪潮 (la lingua franca)，因

为所有人都想通过一种广为使用的语言让自己的概念、产品、程序、培训

等渗透到最为广泛的潜在客户中去。就这样，大家有了相同的目标，所有

翻译似乎都是可用的，这就意味着大家觉得译文都能够找到读者，或更具

体地讲，读者能够找到译文。这种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像法国这样的国

家会出现大量的英译需求，因为这种需求被视为扭转不利强权关系的手段。

好的译者能够娴熟把握翻译活动中存在的显性或隐性问题。他会竭尽

全力为客户的利益服务，无论是给干预一宗骗卖活动的律师翻译，还是为

一个咸花生销售商、小说出版商、电影制片人、软件作者或等待身份合法

化的移民提供翻译服务，他至少不会损害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不称职的译者有可能会犯后果极其严重的错误（如搞错药物剂量、翻

译电器安装说明却混淆电极、颠倒价格的上调和下降、颠倒旋转控制器的

方向……），或出现风马牛不相及、谬之千里的译文（如把“给足球充气”

翻译成“加大膀胱肿胀”2）。

好译文是完全可懂的 3、一目了然的 4、可接受的，也肯定是令人愉悦的

（此处指词源学含义）。从对象、受众和目的角度看，信息有内在的合理性。

1. 这样讲并没有贬低译者的作用，译者可以进行译出或译入活动，虽然一般原则是译者

要在进口程序中扮演其角色，将外国语言文化译入其母语。

2. 可以在谷歌搜索引擎输入查找 perles de traducteurs（直译：翻译之珍宝，此处指蹩脚翻

译），然后由此继续查找，类似的例子层出不穷。

3. 即使原文难懂。

4. 除非出于客户利益，是客户不想让译文一目了然。例如，有些信息材料生产商让译者

翻译的材料不要太明了，以便促使购买者到商店看具体产品……客人进了商店，厂商

还可以向其出售其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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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在整体上会考虑译入语受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偏见、困难、品

味、心理期待和译入语文化 1。好的翻译会遵守交际中的各种规约，尤其要根

据不同情况、不同领域、不同载体或使用的不同语言采用约定俗成的思维

方式、组织方式、编辑方式和表达方式 2。

5. 翻译种类

我们可以根据材料的种类和主题将翻译分成几大类，即：

■  文学翻译（小说、诗歌等）；

■  编辑翻译（与出版相关的材料）；

■  技术翻译；

■  医学翻译（生物医学和药学）；

■  经济翻译；

■  金融翻译；

■  法律翻译（为律师工作并具有法律价值的材料）。

根据科学、专业和经营活动领域的划分还可以有其他类型的翻译。我

们还可以根据环境和用途的不同将翻译划分成以下几类：

■  法庭翻译（为司法服务）；

■  医疗翻译（为医生服务）；

■  商务翻译（为商务部门服务）。

最后，还可以根据材料的特殊类别将翻译划分为以下几类：

■  媒体翻译（将图像、声音、文本、编码交叉或混在一起的材料翻译，

尤其是对网站内容的翻译）；

1. 我们知道，在很多跨国公司，给生产线上的操作人员使用的英文手册会有三个英文版

本：一个是给英国操作人员的，一个是给美国操作人员的，还有一个则是给亚洲操作

人员的。而这三个版本的英文是不一样的。当然，每一个版本都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英

文撰写的，不仅如此，这三个版本在各自的内容和编排上也是有差别的，这是因为三

种文化之间存在差异。

2. 现在的趋势是专业语言的规范化。为此，人们常谈“合理化”语言、“限制性”或“受

限”语言，根据这些限制和规约，有些词汇和结被禁止使用，陈述段落不能超过规定

的长度，凡此种种，诸如此类。对合理化语言发展最感兴趣的当数那些重要工业领域

的人（如航空、信息技术领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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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听翻译（影视字幕、歌剧 / 戏剧字幕、配音、画外音 1）；

■  本地化（根据当地语言和文化条件对软件和文件如在线帮助、客户文

件、使用说明等进行改编）。

以上列举的翻译种类至少在译者的词汇表内是存在的。实际上，这些

种类相互交叉和重叠。正因如此，出现了多媒体医学翻译这样的称谓，因

为翻译的是网页上介绍传染疾病的内容，而且还包括一个自测表格管理软

件 2；还有一种叫做法律科技翻译，这是因为，翻译的是一名被法庭判处驱逐

出境的嫌疑犯的基因类型分析结果。在实际工作中，与其确定翻译的类型，

不如按照译者的要求对材料的特性进行定义和归类。虽然翻译的种类繁多，

译者千差万别，但可以注意到的是，翻译程序如出一辙。

6. 翻译的地位和作用

如果翻译在多语种国际交流中一直作为一种优先选择的交流方式，那

么，如今应该将翻译置于中心位置。实际上，围绕翻译出现了很多职业，

我们可以称其为翻译相关职业：术语和惯用语编辑、技术编辑、网页创建

员、国际化、网站更新技术搜索员、商务或国际战略搜索员、校对 / 审校员

及重写人员，以及本书第四章中描述的其他职业。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些

职业，将其视为翻译职业的延伸或全新的职业，重要的是这些职业发展迅

速，而且将越来越多的翻译人员吸引到传播多语言多媒体的活动中来，从

事领导工作，进入工程师岗位。“翻译相关”职业考虑了翻译职业的新要

求和新问题，而这些新要求和新问题与他们处理的材料和使用的技术发展

紧密相关。这一称谓尤其考虑到了人们常说的“译者”所具有的新的职业 

状况。

7. 翻译的完整程序（译者观点）

为能更好地了解翻译活动和翻译职业，有必要看一看完成翻译任务的

流程和组织图。

1. 用另一语言叠加配音的技术（录音翻译），将原声保留为背景声音。

2. 实际上，大家今后会谈论网络本地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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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任务的运作和完成至少要有以下五个基本流程：

■  获取翻译任务：从商务性质的运作到签订合同；

■  译前准备（预翻译）：对待译材料 1 作相应处理；

■  翻译（转换）：转换不同的语言体系；

■  译后的质量监控和定稿；

■  文本形式处理及交稿。

更准确地讲，整个翻译的运作流程需要经过 12 个阶段的工作才能完

成，具体如下：

■  获取翻译任务（和待译材料）：

 ○ 寻找翻译任务；

 ○ 与提供翻译任务的人协商；

 ○ 对翻译任务的完成标准达成一致意见。

 ○  译者与翻译任务提供者之间形成的协议标志着获取翻译任务过程的

结束。

■  接收、确认和对待译材料进行必要的处理；

■  对待译材料进行分析；

■  寻找并获取材料，处理必要信息，并弄清楚歧义所在（文件查找、研

究技术、研究产品、培训……）；

■  准备原材料（动用术语、惯用语、固定结构和语言形式的表达）；

■  确定翻译需要的版本和相应条件；

■  转换（翻译程序的核心阶段）；

■  校对和审校；

■  修正和改编；

■  译文定稿；

■  形式和载体处理（装订、出版等）；

■  交任务。

如果将以上流程和翻译阶段合并在一起，就可得到完成翻译任务的基

本流程图：

1. 提醒：这里使用“材料”一词，意指译者翻译的不仅仅只有“文件”，更不局限于一般

意义上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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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翻译任务

寻找翻译任务；

与提供翻译任务的人协商讨论；

对翻译任务的完成标准达成一致意见

供（译者）求（翻译任务提供者）相遇➡

预翻译

接收、确认和/或对待译材料进行必要的处理➡
预翻译

对待译材料进行分析➡

预转换

了解信息、寻找信息

百科知识查找–语言资料查找–研究产品➡

预转换

原材料（术语、惯用语等）到位➡

预转换

确定翻译需要的版本和相应标准➡

翻译–转换➡

转换后

通过校对和审校进行质量监控➡

转换后

修正和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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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后

定稿 /翻译定级➡

形式和载体处理➡
提交任务

8. 翻译程序的不同阶段 1

1）获取翻译任务

当译者提供的服务满足翻译项目提供者的要求时，双方可以就服务标

准和完成任务的条件等达成协议。交易主要表现在（通过招标或其他形式）

翻译项目提供者提出翻译任务要求和向译者提出服务标准建议，其中必须包

括期限和付费标准。

协议签订后，翻译项目提供者将待译材料交给译者，如文本、文件、

代码、信息、磁带及其他材料。

2）接收、检查和落实材料并制定计划

除非能证明拿到的材料（文本、文件、代码、信息、磁带等）没有任

何问题，否则就要对待译材料进行检查。

在某些情况下，译者需要在翻译之前作一些特别的处理，有时甚至是

很复杂的处理（提取代码、拆解软件、使用网上帮助、对文件进行确认并

数字化、将文档植入机辅翻译程序，等等）2。

必要的时候（如果翻译量很大或需要很多操作人员的参与），译者需要

制定运作计划、确定谁做什么、何时做、需要多长时间、使用何种方式及

资源。

3）待译材料的分析和翻译模式的选择

如果对待译材料缺乏认真透彻的分析，便很难产出高质量的译文。

1. 摘自《翻译质量》MLIS3010（24928），达尼尔·葛岱克（D. Gouadec），1999 年 6 月。

2. 请参看本书第 16 页的步骤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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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译材料的分析会帮助译者发现疑点，确定哪些地方需要去查找信

息，并集中统计需要与翻译项目提供者谈判或澄清的问题。实际上，翻译

是一种抉择活动（因为想把翻译做好可以有多种方法），如果条件允许，译

者应该就这些内容进行讨论，还要让自己的选择得到别人的认可。

4）寻找信息，弄清楚待译材料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译者对需要翻译的内容不能做到了如指掌，就很难有效地进行翻

译工作。这里指的是，译者要了解表面内容，同时也要了解所有先决条件

（尤其是作者的目的）和翻译材料必需的条件。因此，当待译材料主题涉及

非常见内容时，即译者对待译材料主题并不十分了解时，译者应该竭尽全

力、想方设法找到可以透彻理解待译材料所需的方法［找作者、客户、同

行或同事，借助网络对产品进行分析研究，向信息技术（IT）工程师请教，

阅读相关领域的资料，参加培训，或通过其他有效且快捷的方式解决］。

5）原材料准备（术语、惯用语、模式）

同所有特殊产品的生产程序一样，翻译程序也有原材料。

在这些原材料中，除了译者的知识和能力技巧，还有更为直观和敏感

的术语、惯用语，以及陈述结构和表达模式。通常情况下，这些原材料就是

曾经被使用过的东西，可能是在同一份文件的前一个版本中（如果是某个产

品的资料），或是在同一个翻译项目提供者之前的资料中，或者是在先前翻

译过的东西中（人们称其为横向翻译）。这些原材料的不同内容应该是能用

的，至少是能部分使用，如有特定的术语、惯用语和陈述模式。如果使用辅

助翻译系统——翻译存储器开发系统、词典的自动查找、机器翻译，那么提

前建立术语、惯用语库是绝对必要的。实际上，所有辅助翻译系统都配有对

照表，有术语对照表、表达方式对照表、句子对照表等，因此在新的翻译开

始前应该创立这样的对照表并进行更新。

6）确定翻译需要的版本和相应条件

在翻译工作开始前，译者可能会做两件事：

■  创立一个待译版本。例如待译版本中会有文本（文本外内容被排除）、

字幕或软件目录。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对这个版本进行某种格式处理

（确定方位标、选择页面字体等），还可能包括各种各样的标示和可

使用的原材料。



第一章  翻译的对象、性质、挑战与程序 17

■  准备必要的条件：译者搜集并准备必要的硬件和软件，还有完成翻

译工作需要的技术设备等。

7）转换

译者在确认并准备好材料后，便进行翻译筛选，并为了准确理解材料

去获取自己欠缺的知识，启用翻译中需要使用的表达模式、词汇和表达方

法，利用需要的材料、软件和技术，确定翻译质量能得到保证后方可进入

翻译程序。

翻译转换的过程即对新材料的重组，而这些新材料的内容、形式和表

达方式应该已被新的公众所接受。

8）校对和审校

材料翻译结束后，剩下的工作是检查和核实所有需要翻译的内容是否

都已完成，而且翻译成品需要符合以下标准：

■  符合通用语言规则（正确、易读、清晰、能令人接受、一目了然）；

■  符合翻译项目提供者的特殊要求和/或确定的翻译类型；

■  符合源语材料与完成的译语材料相吻合的原则（意义吻合、目的吻

合、目标吻合），还要考虑与目标使用者的需要相吻合（目标大众和

使用者）。

在实践中，校对（复读或复听）与审校是有区别的。校对的目的是指

出不正常的地方，但不会对译文进行修正，而审校则会对译文进行修正和

完善。如果是非常重要的翻译，会对它进行多次校对或审校。

有一种特殊的校对或审校情况，即将同样一份资料分成若干部分，由

不同的译者完成，我们称之为“分批”翻译。对于这样的译文，必须进行

文体、术语、惯用语和所有其他部分的整体协调。

对于一份高质量的译文，译者应该首先对自己的译文进行校对和审校，

然后再将译文交付给其他人（如校对或审校——不同情况下，称谓有异），

由其进行“冷静的”综合性审查。

9）修正及改编

修正工作一般会由译者完成，因为译者是其产品的最终责任人。但是

常常会出现审校或项目提供者在译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译文进行修改。

改编主要指根据特殊约定（例如规章制度），或针对不同的群体（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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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翻译的产品推广手册），或因为载体是全新的，或与先前设计的格

式不一样，而对译文进行的改编。在这样的情况下，改编属于附加服务。

10）确认 / 鉴定

一般要对译文（成品）进行确认，特别是出现下列情形时：

■  翻译的资料或材料被视为一种工具或设备，例如操作方式和各种指南

（很容易就可以对其进行测试）或（一定要对其运行情况进行检测的）

“自然化”后的软件。这里讲的是翻译的定性问题；

■  提供翻译项目的人非常清楚，翻译的资料至关重要，因为这涉及到其

形象或品牌，或者因为经济或技术风险相当大。

11）排版和载体处理（装订、出版等）

在完成译文审查、修正和确认后，有必要按照与第一阶段相反的程序

进行操作，将材料和完整资料的各个部分（按照插图、截图拼合、组装方

式等）组合在一起。越来越常见的是，使用选择的格式，将排好版的译文

放到最终传播载体上。

当然，排版和出版工作不必一定由译者完成，可以让专门的技术人员

去做。特别是在翻译公司，他们都有自己的技术人员，或者是在提供翻译

项目的公司，他们本身就有资料印刷 / 出版方面的服务。但是越来越多的

译者将这些特殊的服务都划入其服务范畴中 1。

12）提交任务

交付任务标志着翻译服务的终结。任务完成后，译者将以个人名义或

按照新的服务协议对整个翻译进行归档和跟踪。

另请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译者的工作——翻译程序。

1. 但并不一定能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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