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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翻译职业与职业化是时代的产物。厘清翻译职业化的基本概念, 明确翻译职业化与市场需求、法律保障、组织保

障、人才保障、资质认定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翻译职业化的认识。职业化的翻译拓展了翻译研究领域, 革新了人们的翻

译观念,使翻译研究与人才培养有了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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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现实交际中存在的语言障碍而产生了翻

译,翻译一开始就是一种应用性的语言交际活动。

翻译职业化是时代的必然, 长达数千年的宗教翻译

与数百年的文学翻译并没有产生翻译职业。随着市

场对具有专业翻译技能译员的需求增加, 翻译在上

世纪初发展成为一种职业, 并在二战之后迅速地被

职业化, /翻译时代0才真正的来临。本文就翻译职

业化的基本概念与含义提出了新的看法。市场对翻

译的巨大需求与专业化分工确保了译员可以翻译作

为谋生的手段。翻译的职业化还需要国家的法律保

障、组织保障、专业化的人才保障以及职业化的资质

认定。翻译职业化拓展了翻译研究领域, 革新了翻

译观念,使翻译研究与人才培训有了新的目标。同

时,职业化译员也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一、翻译职业的发展历程

早在公元前 11世纪,我国就有 /三象胥重译 0

的记载 (陈福康 2000: 2)。 /象胥0是周王朝翻译官

的专门职称, /重译0, 即多次翻译, 这也许是世界上

最早的口译记录,也是最早的 /转接传译 " ( relay in2

terpret ing)。周代各地对翻译官有不同的称呼, /东

方曰寄, 南方曰象, 西方曰狄鞮, 北方曰译。0 /象

胥 0、/舌人0是作为政府的官员,在与外国使节的交

往中, 不仅要起到沟通语言的作用,作为历史的见证

人,还需要把口译员和外国使节的对话记录下来,起

到史官的作用 ( LungR ache,l L iDonghui 2005: 9972

1009)。罗马帝国时期, 从希腊俘虏来的奴隶成了

译员。译场中的佛经翻译人员,与集体从事圣经翻

译的人员,可看作是翻译职业的雏形。文学翻译一

直只是作家或学者的副业,很难成为谋生的手段。

翻译的职业是从口译开始的, 1919年巴黎和会

是现代口译的起始里程碑, 也是职业翻译的开端。

巴黎和会首次打破了法语在国际会议和外交谈判中

的垄断地位, 而借助英、法两种语言的翻译进行谈

判, 意识到翻译需要专门的技能, 而不是懂外语就能

翻译。1945年联合国成立, 以及随后的纽伦堡审判

采用了电声设备, 同声传译大大缩短了会议时间。

当时联合国内部展开了一场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孰

优孰劣的大论战, 同声传译最终成为联合国的口译

模式,从而确立了口译作为一种专门职业的国际地

位 (柴明颎 2007: 13)。

1953年国际译联 ( FIT )、国际会议口译协会

(A IIC)成立, 相继建立了翻译的职业道德条例和职

业标准。 1957年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通过

了关于语言多样化的决议, 各成员国都有平等使用

本国语言的权利, 各成员国的官方语言即成为这个

组织的工作语言,随着翻译需求量的增加,笔译也逐

渐成为了专门的职业。 1963年国际译联通过了5翻

译工作者宪章 6, 肯定翻译的职业地位。 1974年联

合国译员由于工作条件较差而罢工, 此次罢工是口

译从 /神奇 0走向 /职业0的里程碑, 促使联合国规定

了具体的工作环境,建立了新的职业协会以保证其

工作条件 ( Ba igorri2Jal�n 2004)。

翻译职业的快速发展还是近二三十年的事。这

得益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特别

是计算机、互联网、通讯设备的飞跃发展,再加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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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推动,大大改变了人际沟通及信息传播的面

貌,成就了非文学翻译的繁荣, 使翻译成为一个热门

的职业。随着翻译培训的专业化, 国际间的资格认

证,国际翻译组织的保障,翻译生产的产业化, 翻译

观念的现代化,翻译研究的学科化,确保了翻译职业

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翻译的职业化时代来临了。

二、翻译职业化的基本概念

职业 ( profession)、职业化 ( Professiona liza tion)、

专家 ( professional)的词源都是 profess,意思是 /向上

帝发誓, 以此为职业 0, 即 /希波克拉底誓言 0 ( the

Oath ofH ippocrates)。希波克拉底 (H ippocrates, 约

公元前 4602前 377),古希腊医生,被誉为医学之父。

/希波克拉底誓言 0的具体内容有 9条,是医学界的

道德准则与医务人员的行为指南。切斯特曼 (An2

drew Chesterman)受此启发提出了 /圣哲罗姆誓言 0

(H ieronym ic Oath), 作为译者的行为准则 ( Chester2

man 2001: 1392154)。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权威机构给出职业化准确

定义。职业化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理解: ( 1)把职业

化等同于专家。国外有人把 /职业化 0理解为以顾

客利益为第一位、遵循某种专业标准开展工作的专

家; ( 2)把职业化等同于一种品质。职业化就是在

合适的场合下表现出合适的行为, 即具有相应的职

业水准、职业责任、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 ( 3)把职

业化等同于职业素养的专业化。职业化意味着一个

拥有和运用独特的知识、技能、方法、思维模式和语

言文字的同质化群体专门以从事某类工作为业,通

过向社会提供特定的产品来参与社会资源和利益分

配; ( 4)把职业化看作是一个过程。职业化指的是

一门职业在上升为 /职业精神 0 ( Professiona lism )中

的一种过程,它是一种动态的、内敛的和不断形成的

发展过程 (黄鹂, 吴廷俊 2005: 98)。

从上述职业化的不同观点中, 可以归纳出翻译

职业化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翻译职业技能、翻

译职业意识、翻译职业道德。翻译职业技能指获取

翻译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系统训练, 得到权威的翻译

专业实践的资格认可;翻译的专业知识只是职业技

能的基础,还需要职业化地把它运用出来,并得到认

可。翻译职业意识是一系列翻译专业信念、价值观、

行为标准和从业实践的规范的内化过程, 在职业化

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翻译职业道德指认可翻译行

业内部机制和行业组织的自律,要求遵循职场行为

与操守规范。其他学者提到的翻译职业化, 更多指

的是把翻译作为谋生的职业, 如译者以翻译为专门

职业,翻译报酬几乎成为全部收入来源,并具备完成

多种翻译任务的能力 (韩子满 2008: 36)。翻译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是职业服务,一般是应客户的要求,并

有一定的报酬,目的是让不掌握源语的人了解文本

信息内容 (吉尔 2008: 6)。

从翻译职业化的发展来看,我们需要从一个更

广泛的领域去认识翻译职业化的含义。 ( 1)职业化

不仅仅是一种技能训练, 而是要具有广博的知识和

良好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 在此之上的职业化才

是有意义的,否则,职业化就沦为了商业化的附属。

单一的翻译技能训练不能够培养出高素质的翻译人

才。 ( 2)翻译教育也必须同时具备理论知识和实践

技能,因此,翻译的职业教育应该与一定的理论与学

术融合起来。 ( 3)翻译职业有壁垒和标准, 翻译职

业认证就随着职业化的要求产生了, 并把职业化翻

译与非职业化翻译区分开来。没有受过专业翻译训

练, 未获得翻译资质认定的懂外语而从事翻译的人

员, 应该归入非职业化翻译, 他们在诸多领域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所以职业化这个概念是与专业化分工

以及职业阶梯、壁垒联系在一起的。译者的职业化

意味着译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技能, 能够胜任客户提

出的翻译任务,能够持续不断地按照计划提供可预

见的工作结果。 ( 4)翻译职业化是翻译产业发展的

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翻译产业化, 以科学

化、标准化、规范化为基础,采取现代化翻译技术,进

行专门化的翻译生产,质量要有可行的量化手段。

三、翻译职业化的保障

翻译从成为一种职业,到真正职业化的建立,离

不开市场对职业化翻译的需求,国家的法律保障,翻

译组织与协会对译员利益与权力的保障。专业化的

翻译职业培训是翻译职业化的人才保障,对译员的

资质认定则把职业化翻译与非职业化区分开来。

1.市场的需求是翻译职业化存在的前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种国际机构、区域性组

织、国际间的行业组织成立, 为保障各主体国家能够

以母语来阐明各自的立场, 成为职业化翻译的最大

需求。联合国与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职业化翻译需

求国际组织。联合国使用的英语、法语、俄语、汉语、

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具有同等效力, 凡是联合国的

正式会议,秘书处都要负责同声传译这 6种语言。

凡是联合国的正式文件,包括重要发言,都要用 6种

文字印出。联合国总部秘书处 470多人组成的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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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队伍,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还有多达 600多名的

职业译员。欧盟是目前职业化翻译需求最大的国际

组织。欧盟与联合国不同,欧盟的法律是与 27个成

员国联系在一起的, 各国公民可以用自己国家的语

言商量国事。欧盟所有的法律文件、重要的政治文

件,以及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文件都要翻译为 23种官

方语言出版,自出版之日起成为正式文件。需要快

速处理的信息则翻译为原欧盟成员的 11种语言,再

翻译为 2004年到 2007年加入的成员国的语言;时

效性强的信息或专业性强的信息, 通常翻译为欧盟

广泛使用的英语、法语、德语。

很多双语或多语国家,由政府购买的翻译服务,

也占职业化翻译需求的很大比例,如加拿大、印度、

新加坡等。加拿大形成了庞大的机构翻译的市场,

也是世界最早推动翻译产业的国家, 在上个世纪

60、70年代就形成翻译产业。

职业化翻译最具活力的需求还是在商业与技术

领域。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翻译和语言问题的重

要性, 纷纷把翻译提高到战略的地位,投人大量的时

间、人力、财力, 对其进行分析、管理, 以降低翻译成

本,提高翻译质量,缩短翻译时间。这使得翻译正在

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性产业。根据国际权威机构对

世界翻译市场的调查显示, 全世界翻译市场的规模

在 1999年只是 104亿美元, 在 2003年为 172亿美

元,而在 2005年则达到了 227亿美元 (冯志伟

2006: ix)。这就为职业化翻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 翻译职业化的法律保障

国家采取立法手段,规定了双语、多语作为官方

语言, 不同语言的翻译版本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这

也是翻译职业化必不可少的法律保障之一。英语和

法语在加拿大同享国家官方语言地位;印度的印地

语与英语,以及其他共 22种语言被定为地方性官方

使用语言;新加坡的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和汉语

是其官方语言;瑞士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罗曼什

语都是官方语言;南非连同南非荷兰语、英语、其他

非洲语言等共 11种官方语言。美国夏威夷法律规

定,政府需提供夏威夷语和英语间的翻译服务。

此外, 很多翻译发达国家制定了各种翻译产品

和服务的国家标准,来规范翻译服务市场,从而为区

分职业化与非职业化翻译服务提供了法律的依据。

荷兰的 ATA Taa lmerk证书、意大利的 UNI10574、德

国的 DIN2345、英国的 BS 5750和 BS 4755、奥地利

的 NORM D 1200等对翻译公司、翻译质量、翻译合

同、译员资质等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我国颁布了

5翻译服务规范 第一部分 笔译 6、5翻译服务规范

第二部分 口译6、5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 6等国家

标准,虽然只是一种推荐标准,但为保护顾客与翻译

服务单位的权益, 明确双方的需求和责任提供了技

术依据,也是一种翻译职业化的法律依据。

1963年国际译联通过的 5翻译工作者宪章6, 第

二章第十五款规定, /翻译工作者对其译著享有著

作权,从而享有与原著作者同样的优惠权益。0第三

章第二十三款规定, /翻译工作这项职业,同其他自

由职业一样,在各国都受到监督工资、集体合同、标

准合同等措施的保护。0这就明确了翻译工作者的

权利和义务,奠定翻译工作者道德规范的基础,改善

翻译工作者从事翻译工作的经济条件与社会环境,

为翻译工作者及其职业团体提供某些活动方针, 借

以肯定翻译工作是一种固定、独立的职业。

3.翻译职业化的组织保障

成立于 1953年的国际译联,是国际上最权威的

翻译工作者联合组织,目前拥有遍及 70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 115个成员组织。中国译协于 1987年正式

加入国际译联。国际译联以翻译工作者的利益为基

础, 促进翻译行业标准的协调,维护全世界翻译工作

者精神和物质权利,改善译员的社会地位。

加拿大可能是世界上翻译职业组织机构最健全

的地方。在这个人口约 2700万的国家里,不同的笔

译、口译员或术语专家协会多达 25个。美国的翻译

工作者组织大大小小共有 30个。欧洲主要国家都

有地方或全国性翻译组织, 并办有各种翻译刊物。

中国译协是我国广大翻译人员的行业自律机构。各

种翻译协会强调, 通过立法手段明确译者的法律地

位, 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译者的合法权益,提高译者的

社会地位,增加译者的经济收入, 改善译者的学习和

工作条件,给译者以机会不断提高翻译水平 (谭载

喜 1988: 96)。

4.翻译职业化的人才保障

市场对职业化翻译的需求催生了专门的翻译培

训学校。早在 1862年,清政府就在北京成立了专门

的翻译培训学校京师同文馆。马建忠 1894年写的

5拟设翻译书院议6,提出要创办专门培养译书人才

的高等学府,这是世界首次提出把翻译作为专业人

才来培养, 是翻译职业培养的最早提议。 1930年,

在德国的曼海姆成立了欧洲第一所翻译学校。 1941

年, 瑞士日内瓦大学的国际译员培训学院就开始系

统地讲授笔译和口译。二战之后一些专门培养翻译

人员的学校相继成立。目前, 国际上大约有 27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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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高校设有翻译的教学与研究项目。始建于 1957

年的巴黎高等翻译学校,为联合国、欧洲共同体以及

西方各国的外事部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级翻译

人员, 塞莱丝柯维奇 ( Se leskovitch)提出的释意理论

一度成为口译界最有影响的口译理论。冷战时期为

联合国培养译员的莫斯科学院,因其培训效果极佳

而为世人关注, 其入学录取比例仅为 1%。这些以

翻译职业为特征的专业教学机构, 其培训不同于外

语培训。强化翻译职业意识及职业道德教育、强化

语言应用能力教育、强化计算机辅助翻译和机器翻

译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为当前翻译专业教育的主要

任务。这为促进翻译的职业化提供人才保障。

5. 翻译资质认证

翻译资质认证随着职业化的要求产生了。得到

权威机构的翻译资质认定, 是跨入职业化翻译的门

槛。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的翻译认证机构有国际会

议口译员协会 AIIC、欧盟口译认证 JICS、加拿大口

译和笔译工作者委员会 CT IC、澳大利亚国家口译和

笔译工作者权威认证有限公司 NAAT I等。AIIC是

会议口译这一专门职业唯一的全球性专业协会,负

责审查、认定会议口译员的专业资格和语言组合,制

定其职业规则、工作条件、道德规范和专业培训标

准,并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开展集体谈判以确

定会议口译员的待遇等。其会员身份被广泛认为是

会议口译员的最高专业认证。加入 AIIC不需要考

试,它实行的是更为严格的同行在工作中对你的审

查。美国翻译协会 (ATA)颁发多达 27种语言组合

的执照,但仍然只有 1 /4的个人拥有执照。我国相

继推出几大翻译资格证书考试,从制度上为翻译行

业设定了门槛,保证了职业化译者的专业素质。

四、翻译职业化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翻译职业化的发展, 翻译与社会、经济、文化传

播等的关系更加密切,翻译研究者不能再埋头书斋、

不问世事,仅关注占翻译生产不到 1%的文学翻译。

翻译职业化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课题, 需要我们面

对鲜活的翻译现实,革新我们的翻译观念,对翻译教

学与研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翻译职业化产生了新的翻译模式与翻译问题,

拓展翻译研究领域, 认识到翻译实践对翻译理论研

究的驱动力。翻译职业化的服务性质决定了翻译活

动要与其他产业相结合,来提高其他产业的附加值,

于是翻译在新的领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如技术写

作、内容管理、多语文献、软件的本地化等领域;新的

翻译模式产生了,如社区口译、视频会议、手语传译、

译述、摘译等;新的翻译问题产生了,如翻译纲要、翻

译质量评估、文化移植、翻译伦理、翻译规范、翻译版

权问题、已有翻译的重复使用问题等。这些新的翻

译模式与翻译问题,都是传统的翻译研究所不关注

的, 也无法解决的。比如,原文不再是一切讨论的固

定不变的准绳,是翻译过程把一个文本变成了原文,

并没有影响原语文化中的该文本,因此,原文也就并

非要好过译文, 或比译文更权威 ( Dollerup 2007:

88)。原文可由多个来源构成, 翻译可重复使用以

前的译文。工业产品和本地化手册同步上市,书籍、

电影、国际新闻等全球同步出现, 欧盟 23种不同语

言的版本,这些翻译现象使得原文这个概念甚至不

复存在。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必将拓展翻译研究的

领域,产生出图里 (G ideon Toury)所称的沟通理论

研究与应用范围的沟通规则 ( bridging rule ) ( Toury

2001: 18),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难题。

职业化翻译革新了人们的翻译观念, 在非文学

翻译领域也需要文化转向。对职业翻译来说, 翻译

活动更多地依赖于意图、利益和权力关系,远远超出

单纯的语言问题 (吉尔 2008: 38)。职业译者是应客

户 (或译文提供者 )的要求而提供有偿服务,因此客

户的利益高于一切,译者在做决定时不会考虑原文

的读者,却需要考虑译文的用户 (读者 ), 并根据用

户的需求而调整译文。这就是职业化译员职业精神

的体现,即把顾客利益放在第一位。如广告翻译,译

者除了要解决韵律的、语用的、句法的、文本的、符号

等语言方面的难题,还需要站在用户的立场,去了解

目标产品的市场营销、目标市场的法律、文化差异对

营销的影响等非语言因素, 从而再创作出有利于产

品销售的广告,这也就是为什么改编成为最主要的

广告翻译策略的原因。这种改写原文文本使其适应

目标语文化,不再带有翻译痕迹的创作,人们称之为

创译 ( transcreation)。创译这种翻译策略在广告、营

销、电视、音乐、出版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正是

此类的职业化翻译实践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对等、忠

实翻译观,把翻译放到更大的文化语境中来考察,也

就是常说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过去通常把文化

转向局限于文学翻译,其实非文学翻译、特别是职业

化的翻译更需要注重文化的因素, 这在本地化行业

体现得特别明显。所以,克罗宁 (M ichael Cron in)提

出实用翻译同样需要文化转向 (Cronin 2000: 43)。

翻译的职业化对翻译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

求。我国过去往往把外语专业等同于翻译专业,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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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人才误认为翻译人才, 忽视了翻译专业人才的

专门性和特殊性。那种像关在后面屋子里的老鼠、

起活字典作用的译者形象彻底改变了 ( Sne ll2Hornby

2006: 133)。市场所需要的译者,除了要求具备职业

化技能知识,即对源语文本的充分理解、语言外的百

科 (文化 )知识或专业知识、较强的目标语写作能

力、娴熟掌握翻译原则和步骤等,还需要对职场和商

业运作的了解, 具备较强的市场应对与生存能力。

此外, 良好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是职业化译员生

存的根本, 如工作态度、职业自豪感、敬业精神等。

翻译作为一种合作形式,为社会而培养译员,而不仅

仅是为市场而培养 ( Tymoczko 2007: 320)。因此,

把注意力放在学生完成的文本语言的准确上的传统

翻译教学,已无法满足市场对职业化译员的需求,在

真实条件下培养译员, 应该成为翻译本科和翻译硕

士 (MT I)培训的常规。

翻译的职业化会对翻译研究这个学科带来新的

认识。霍姆斯 ( JamesHolmes)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

响,把翻译研究的目标定位于描述经验世界中与翻

译过程和翻译结果有关的现象,从描述的结果中归

纳出普遍原则, 来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 (H olmes

2007: 71 )。这实际上只是理论翻译研究的目标。

随着翻译职业化进程的加深,翻译产业的形成,翻译

研究学科体制化的建立, 今天的翻译研究领域远远

超出赫姆斯当初的设想, 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

性的学科。翻译作为一个技术知识服务性质的产

业,今天的价值在于根据已有的数据创造出新的知

识,将专家信息流传达给潜在的、用于各自目的的接

受者, 更加有效地为其它行业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

这也是翻译研究这个学科应该努力的方向。

翻译职业化一方面为译员的生存提供了保障,

另一方面也压抑了译者的个性与身份, 使译员变得

更加不可见。翻译研究一直以来极力彰显的译者身

份,是文学、文化与政治变革的行动者, 在职业化翻

译生产的规范化要求下变成了真正的隐形人, 没有

署名权,没有知识产权,不允许译者的创造性文本介

入,需要为赞助人负责。为此, 铁木志科 (M aria Ty2

moczko)提出,把责任归还给译者的主张, 重塑译者

的意义建构者身份,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超越其

职业身份而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 ( Tymoczko 2007:

322)。这也不失为一种策略。

五、结语

翻译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 改变了人们惯常的

会外语就能翻译的看法。翻译的职业化不仅仅是译

者职业身份的体现,更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职业化

译员在特定社会中为特定人群的利益服务, 必然受

到相关社会力量的制约,也就不可能是中性的、透明

的。除了翻译的语言问题, 我们还需要关注翻译在

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翻译产品如何才能满足客

户的需要,促进人类的交流。职业化译员不仅仅是

经过系统培训的双语、双文化的语言专家,更要承担

起文化协调人的角色,认识到不同文化、不同世界观

的相对性,从而尊重与对方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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