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翻译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 tors 2009 N o. 3

[基金项目 ] 本文得到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应用翻译理论与批评研究”(批号为 05XPYQ41)的资助。

[收稿日期 ] 2008209216

[作者简介 ] 刘金龙 (1979 - ) ,男 ,江西九江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基础教学学院讲师 ,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会员 ,研究方向 :翻译学。

新闻翻译研究的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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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张健教授的《报刊语言翻译 》是一本独具特色的新闻翻译著作 (教材 )。它几乎涵盖了新闻翻译研究的各个方

面 ,其面世不仅开拓了新闻翻译研究的新境界 ,也满足了新时期高校培养复合型新闻翻译人才的教学要求。文章对该书

作了简要介绍 ,评析了其鲜明特点 ,并指出了其面世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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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翻译 》2007年第 3期发表了黄勤博士的

《我国的新闻翻译研究 :现状与展望 》。黄文对近 27

年 ( 1979 - 2006)来我国新闻翻译研究的论文进行

了收集、分类、归纳与分析 ,并以此为基础总结了我

国新闻翻译领域的研究成果 ,指出了现有研究中存

在的问题与不足及其原因 ,最后对未来的研究进行

了展望。她在文章的开头就交代说 :“在中国大陆 ,

虽然越来越多的新闻院系开始开设新闻翻译课程 ,

但专门讲授新闻翻译的教材极少。在外语专业的翻

译课中 ,新闻翻译作为一种特殊问题的翻译或被一

笔带过 ,或尚未涉及。那么 ,我国大陆的新闻翻译研

究到底如何 ?”(黄勤 , 2007: 23)正是带着这种思考 ,

黄博士撰写这篇回顾与展望性的文章应该说是及时

的、必要的。

的确 ,新闻翻译较之于其他翻译研究 ,如文化翻

译、文学翻译、翻译流派、翻译史、翻译批评等 ,简直

是不可同日而语 ,甚至在应用翻译研究①领域中也

处于边缘地带。不过 ,事物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会

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而有所改变。从 2007到 2008

两年间 ,无论是从发表的文章还是著作②来看 ,新闻

翻译取得了巨大发展。上海外国语大学张健教授③

就是较早而又较全面进行新闻翻译研究的专家。基

于他之前从事过大量的新闻翻译并掌握和扎实的理

论 ,他于今年 5月推出了其新著《报刊语言翻译 》

(以下简称《报刊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8年 5月

版 )。可能有读者会问 ,报刊语言翻译是新闻翻译

吗 ? 答案是肯定的。孙致礼教授就曾说 :“新闻文

体是英语中另一常见的实用文体 ,有广义、狭义之

分 :狭义指新闻报道 ,广义则指报刊杂志上登载的各

类文章。不管广义还是狭义 ,都可以涉及政治、经

济、军事、外交、科技、文体以及宗教、法律、刑事、家

庭等各个方面。”(孙致礼 , 2003: 113)

全书 30万字 ,共 195页 ,由四个单元组成。第

一单元“报刊语言特点 ”主要分析了报刊语言的标

题语言特点 ,介绍了新闻词汇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形

成的一般特点 ,并阐述了新闻写作中篇章结构的

“倒金字塔结构 ”和“金字塔结构 ”两大鲜明特点。

第二单元“报刊翻译概述 ”中首先回顾了翻译的定

义、标准和性质 ,然后针对报刊翻译的文体特征和社

会功用 ,提出了报刊翻译的标准和性质、要求及原

则 ,最后指出译者修养必须具备三大基本功和四个

必备条件。第三单元“英汉报刊翻译 ”首先探讨译

技 ,包括报刊标题、行业用语、仿词、体育词语、新词、

定语从句、被动句等的翻译技巧 ;其次是“译理点

津 ”,包括比喻手法和委婉语的翻译原则与对策以

及归化异化的综合运用 ;再次是探讨了报刊翻译中

常见的五种误译现象 ;最后是佳译赏析 ,从巧用四

字、变词为句、修辞杂译、虚实对译等四个层面展开。

第四单元“汉英报刊翻译 ”首先分析了汉语新词特

点、汉语新词误译的七种现象 ,并提出了十种解决问

题的对策 ;其次是分析图片说明的基本结构、英译特

点 ,并提出了其英译原则和手段 ;再次是介绍了报刊

翻译中中式菜名英译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应的英语策

略 ;最后是报刊翻译中的旅游资料英译的目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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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原则和策略。该书后面还列出了术语索引 ,以及

包括英美主流报刊简介等的附录。

《报刊》得以及时面世的另一直接而重要原因

就是本科翻译专业的设置。2006年教育部批准公

布了首批设置翻译本科专业的院校。2007年、2008

年教育部又先后批准了 10所院校设置翻译专业。

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23次会议通过设置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MTI) ,批准在 15所高校设立

翻译专业硕士点。此举的意义是巨大的 ,“这标志

着我国高校终于结束了没有独立的翻译专业的历

史 ,象征着我国翻译专业学科建设新发展的开始 ”

(庄智象 , 2007: 2)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各研究机构

和学者纷纷开展对翻译专业诸方面的探索 ,如翻译

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

法与手段、教学评估、师资队伍等。《报刊 》就是为

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 ,被列入高等教育出版社

策划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和

“英语专业翻译系列教材 ”系列丛书。以下笔者对

该书特点作一简要评析。

第一、借助相关理论 ,阐述有理可依。黄文指出

新闻翻译理论研究借助的理论大致包括功能翻译理

论、关联理论、语域理论、语境理论、文化学派翻译理

论、主述位理论和互文性理论等 (黄勤 , 2007: 24)。

借助有关理论知识 ,可使研究得以深入 ,阐述有理有

据。纵观《报刊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 ,书中或

明或暗地贯穿了以上的大部分理论知识或原理 ,只

是有的没有作明确系统的阐述而已。如《报刊 》第

二章的“报刊翻译的标准和性质 ”一节中 ,作者谈到

受众内外有别时 ,认为“由于不同的文化、语言、政

治及生活环境 ,国内外受众在接受新闻内容的兴趣

及需要方面互不相同 ”,“对内外传播的受众对象存

在着不少差别 ”。 ( P26)既然需要不同 ,根据功能目

的论的有关原则 ,翻译时就要根据目的来“量体裁

衣 ”了 ,故翻译就必须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体 ”,这体现了目的论的理论精髓。再如第四章中

“译病透视”一节的“译文语域不分 ”中 ,就借助了语

域理论的基本原理 , 分析翻译中的误译现象。

( P104)全书中 ,借助相关理论进行阐述的例子随处

可见。

第二、借助文体研究范式 ,例证鲜明有力。新闻

翻译作为应用文体翻译中的一种 ,体现着典型的与

众不同的文体特征。张教授说 :“报刊语言与其说

是指某一特定的语体 ,不如说是受新闻学、社会学、

政治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和语体的综合影响所形

成的应用语言 ,具有诸多的研究价值 ”,“英语新闻

报道不失为一种具有鲜明语言形势和文体特点的语

言资料 ”,这也“决定了报刊英语许多独特的语言特

点 ”。 ( P1)新闻文本文体对其语言影响最大的莫过

于表现在标题、词汇和语篇结构等三个方面。在

《报刊 》第一单元“报刊语言特点 ”中 ,作者就探讨了

其标题语言的四个特点 ,讨论了新闻词汇的六大特

征 ,阐述了篇章结构的两大鲜明特点。第二单元中 ,

就依据这三大特点提出了其相应的翻译标准应该

是 :注重传播效果 ,要求清晰易懂和内外受众有别。

“由于新闻有着自己特殊的新闻价值和文体特点 ,

其翻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 (黄勤 , 2007: 25 )那

么 ,在第三单元“英汉报刊翻译 ”和第四单元“汉英

报刊翻译 ”中 ,作者也正是依据这种文体范式 ,探讨

着翻译的技法 ,并专辟一个小节“佳译赏析 ”,让读

者更了解新闻翻译中翻译方法的得体性 ,毕竟“新

闻翻译方法指导新闻翻译活动的始末 ,决定新闻翻

译成功与否 ”。 (黄勤 , 2007: 25)

第三、借助有关方法论知识 ,批评入情入理。新

闻翻译批评是《报刊 》中的一大亮点。黄文认为到

目前为止 ,新闻翻译的研究“还没有明确的方法论 ,

研究方法大多为经验式、散点式的评论 ,导致研究结

论的肤浅和研究结果的片面 ”(黄勤 , 2007: 26)这一

缺点在书中得到了较好的克服 ,尤其是在“误译解

析 ”和“译病透视 ”小节中 ,作者的批评不是随感式

的 ,而是分析有理有据 ,评析入情入理。如将 Times

Square翻译成“时代广场 ”( P77 - 78) ,张教授就对

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并通过查阅资料 ,多方取证 ,以

证实自己的观点。再比如提到译文“欧式汉译 ,僵

硬费解 ”时 ,作者也不是通过“信口雌黄 ”的判定 ,而

是三个客观方面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问题解

决对策。其分析批评是有大量语料作依据的 ,具有

科学性。总之 ,作者采用了科学的批评和研究方法 ,

做到了“新闻翻译研究应在方法论上体现自己的特

色 ,不应成为翻译或新闻的附属物或替代品 ,应采用

跨学科的分析方法 ”。 (黄勤 , 2007: 26)

《报刊 》的特色非上述三点所能概括。此外如

书中小节 (次 )标题多用四字格 ,选用的例证语料新

颖而非拾人牙慧 ,体现了新闻翻译要求的时代性、知

识性、典型性的特点。作者语言简洁朴实 ,易于接

受。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 ,作者将理论巧妙地融化

到实践过程中 ,做到了“润物细无声 ”,体现了一般

翻译教材“理论讲解过多 ,于本书针对的本科生无

益 ”的特点。 (韩子满 , 2004: 58 )全书内容自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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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有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

《报刊》作为为数不多的新闻翻译研究的专门

著作 ,不仅有着与众不同的鲜明特征 ,而且也有着不

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第一、为同类教材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写作范式。

这里所说的良好的写作范式主要体现在该书的体例

方面。首先是纵览该书的目录 ,读者会发现其章节

条理清晰 (还有的细化到了具体的翻译方法层面 ) ,

错落有致 ,这便于读者检索和查阅。其次是一般教

材类的著作在书的末尾是不列有关索引的 ,而该书

为了读者阅读和理解 ,列出了相关的“术语索引 ”,

克服了“书后没有索引 ,不利于读者快速查阅 ”的缺

陷 ,做到了“如果列出索引 ,对读者来说的确会方便

许多 ”。 (韩子满 , 2007: 6)最后是在书的末尾设置

了报刊语言翻译自测题 ,这也恐怕是目前少见的一

种做法。自测题是根据书中有关内容或原理设置

的 ,在规定的时间内让学生独立完成 ,以期检测学生

对所学内容的掌握情况 ,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总

之 ,这种体例的安排非常灵活实用 ,体现了有些学者

所说的有些教材“没有具体的翻译训练 ,教材不针

对具体的语言组合也于理不通 ”的观点。 (韩子满 ,

2004: 58)

第二、填补了新闻翻译研究中的某些空白“地

带”。《报刊 》的研究应该说是比较全面 ,涉及到了

新闻翻译中的方方面面 ,这自然就填补了以往新闻

翻译研究中的“遗漏之处 ”。坦诚地说 ,以往的新闻

翻译研究比较单一 ,主要“集中在英汉互译 ,而汉语

与其他外语间的转换 ,以及汉语与藏语、汉语与蒙语

等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间的语内翻译也尚未引起重

视 ”。 (黄勤 , 2007: 26)该书总共有四个单元 ,作者

就在第四单元进行了汉英报刊翻译的专题研究 ,这

堪称是填补了汉英新闻翻译系统研究的空白了。更

值得欣慰的是 ,作者还对新闻翻译研究中被人们忽

略而又在新闻中起重要作用的“图片说明 ”进行了

深入研究 ,不仅阐述其结构、英译特点 ,而且还论述

了其英译原则和手段。又如 ,有关国俗语词语的翻

译、新闻中中式菜名英译、旅游资料英语等。另外 ,

书中有些内容虽然也被许多学者研究过 ,但张教授

还是把这些内容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 ,如第二

单元中有关报刊翻译的要求和原则、第三单元中的

新词翻译等。他把这些研究推向了一个更深入、更

全面的层次。

总之 ,《报刊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新闻翻

译研究从仅占一般翻译教材或专著中的一个章节发

展到现在独立的一本著作 (教材 ) ,应该说 ,这充分

体现了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新闻翻译研究的重要性。

另外 ,《报刊 》被单独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

家级规划教材和“英语专业翻译系列教材 ”之一 ,这

也正体现了新闻翻译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吗。

同时 ,《报刊 》的面世也正好证明了新闻翻译在“增

强学科独立意识 ”道路上迈开的坚实的一步。

注释 :

①　从翻译类别来看 ,翻译研究大体分为应用翻译研究和文

学翻译研究。当前 ,应用翻译研究发展较快 ,取得了巨

大成就。方梦之曾对应用翻译做过详细论述 ,他认为应

用翻译 ,或称实用翻译 ,国外的提法有 p ractical transla2
tion, app lied translation 或 p ragmatic translation。其中 ,

p ragmatic translation也可指一种翻译方法 ,即语用翻译

法 (p ragmatic app roach) ———译者通过语用分析 ,把源语

文化的内涵 ,用符合译语语用习惯的译文表达出来。各

家对翻译的分类并不一致。但在大的方面还是有共识

的 :应用文体翻译以传达信息为目的 (同时考虑信息的

传递效果 ) ,它区别于传达有较强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

的文学翻译。他还指出了应用翻译所包括的范畴 ,如政

府文件、告示、科技论文、新闻报道、法律文书、商贸信

函、产品说明书、使用手册、广告、技术文本、科普读物、

旅游指南等各类文本。 (详见《我国的应用翻译 :定位

与学术研究 》,载于《中国翻译 》2003年第 6期 )

②　这里的著作不一定就是指研究新闻翻译的专著 ,还包括

把新闻翻译作为其中的一个章节的翻译教材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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