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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西方翻译教学研究呈现出的态势是 ,将社会要求、

翻译规范、学生中心、信息技术、心理过程等理念融入研究之

中 ,因而在理论拓入和教学实践上表现出勃勃生机。对西方

翻译教学理论进行总结、分析 ,吸收、利用其精华 ,并理性分

析、折衷运用其极端主张 ,是国内翻译教学界的一项重要任

务。本文首先分析西方翻译教学理论的研究特点和范式 ,然

后探讨它对国内翻译教学研究的启示。

1　西方翻译教学研究的特点

1. 1　注重理论翻译学、描述翻译学对翻译教学的指导作用 ,

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霍姆斯 (J. Holmes)最早将翻译教学、翻译工具、翻译政

策、翻译批评列为应用翻译学的四个分支 ,同时将应用翻译

学与理论翻译学、描述翻译学三足鼎立 ,并指出三个领域之

间的关系是辩证互动、互相提供材料支持的 (Holmes, 1972 /

2000: 183)。之后 ,威尔士 (W. W ilss)强调 ,在翻译学的三个

领域中 ,应用翻译学是最复杂的研究领域 ,它需要将理论翻

译学、描述翻译学的成果加以改造 ,使之适合于教学目的

(W ilss, 1983: 184)。图瑞 ( G. Toury)指出 ,翻译学的应用分

支 (译者培训、翻译工具、翻译批评 )不仅受影响于翻译理论

主体 (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 ) ,还受影响于从理论主体

到应用分支过渡的转化规则 ( bridging rules) ,这些转化规则

往往与其它的学科相关 ,比如译者培训还要受到教学理论的

调整 ( Toury, 2001: 1829)。而柯琳娜 ( S. Colina)则更进一

步认为 ,翻译教育问题应该贯穿翻译研究的三大领域 :理论

翻译学要对翻译能力 ( translation competence)及其获得 ( ac2
quisition)进行研究 ,描述翻译学更要研究学生的“黑匣子 ”。

一方面 ,翻译研究的理论分支的信息可以成功地传递到应用

分支 ,另一方面 ,翻译教学的成果可以反馈给理论翻译学 ,并

验证描述研究的信度 (Colina, 2003: 425)。

1. 2　注重对翻译能力的理论研究

翻译能力的理论研究决定了翻译课程的制定、实施 ,因

此成为翻译教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西方对翻译能力及其获

得的研究 ,既有理论演绎方式 ,也有实证归纳方式 ;既有从技

能发展层面的考察 ,又有从心理认知层面的考察 ;既有注重

翻译结果方面的研究 ,又有注重翻译过程方面的研究。根据

我们的文献综述 ,西方对翻译能力的理论研究可以分为十个

流派。①天赋说 :如奈达 ( E. A. N ida)认为优秀的译者是生

就而不是造就的 (N ida, 2001: 286) ; ②自然展开说 :如哈里斯

和舍伍德 (B. Harris & B. Sherwood)认为 ,任何一个双语者 ,

只要有足够的语言能力 ,便可以成为自然的翻译者 ( natural

translator) (Harris & Sherwood, 1978) ; ③自然展开修正说 :如

图瑞认为翻译能力是社会、功能的因素对双语能力激发、启

动而形成 ( Toury, 1986: 85) ; ④认知建构说 :如施雷夫 ( G.

Shreve)认为翻译能力是一套认知图式集合 ( set of cognitive

schema) ,它对由文化决定的形式 2功能集合 ( form2function

sets)进行重新组织 ( Shreve, 1997) ; ⑤转换说 :如纽伯特 (A.

Neubert)认为翻译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语篇能力、领域能力、

文化能力、转换能力 ,转换能力统协其它能力 (Neubert,

2000: 6 ) ; ⑥策略说 :如巴塞罗那大学翻译能力研究小组

PACTE认为翻译能力包括策略能力、双语能力、语言外能

力、心理 2生理机制 ,策略能力起着核心作用 ,它对整个翻译

项目做出计划 ,激发、监控其它翻译能力 ,并运用翻译策略 ,

对翻译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结果进行评价、监控 ( PACTE,

2002) ; ⑦语篇协调说 :如哈提姆和梅森 (B. Hatim & I. Ma2
son)认为翻译能力是协调原文和译文的七个语篇交际特征 ,

即“衔接性、连贯性、意向性、可接受性、语境性、信息性、互文

性 ”(Beaugrande & D ressler, 1981 )的能力 ( Hatim & Mason,

1997: 205) ; ⑧生产 2选择说 :如皮姆 (A. Pym )认为翻译能力

包括为同一原文生产多种译文的能力和选择合适译文的能

力 ( Pym, 1992: 281) ; ⑨交际说 :如诺德认为 ,翻译能力的核

心在于与翻译过程的诸方保持积极的互动 ,并生产出符合客

户要求的译文 (Nord, 1992: 47) ; ⑩语言 2语篇能力说 :如坎贝

尔 ( S. Campbell)认为翻译能力的核心是语篇能力 ,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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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译者气质、监控能力 (Campbell, 1998: 15228)。 (详见 王

树槐、王若维 , 2008)

西方对翻译能力研究的兴趣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翻

译能力包括哪些分项能力 ? 翻译能力的发展经历几个阶段 ?

翻译能力如何从一个阶段上升到另一个阶段 ? 哪些因素促

成翻译能力的发展 ? (Colina, 2003: 26)

1. 3　注重翻译市场对翻译教学的导向

翻译教学的市场导向 ,影响到西方学者对翻译能力理论

模式的构建、翻译课程的设计、教学过程的实施。与此同时 ,

他们还重视翻译述要 ( translation brief)和实用翻译的教学。

如威尔士、达洛雷 (C. Dollerup)等强调要用课堂来教授真实

的、职业定位的翻译 (W ilss, 1996: 2; Dollerup, 1994: 124 )。

安德孟和罗杰斯 ( G. Anderman & M. Rogers)认为翻译教育

应该更加适应市场需要 ,在萨雷大学 ( Surrey Univ. ,英国 )采

用综合课程和纯粹文本方法来协调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

(Anderman & Rogers, 2000)。弗雷泽 (J. Fraser)非常强调市

场导向的翻译 ,她根据译者对市场的操控来评判译者能力

( Fraser, 2000)。西方学者使用的翻译教学法 ,如职业档案法

(Johnson, 2003)、卷宗写作法 (U lrych, 1996)等 ,都与市场、客

户紧密相连。功能主义学者认为翻译过程中涉及到五类交

际者 (Nord, 1991: 4) ,翻译是要生产“充分 ”( adequate)而不

是“等值 ”( equivalent)、“忠诚 ”( loyal)而不是“忠实 ”( faith2
ful)的译文 ,而“充分 ”、“忠诚 ”就是要求译文符合翻译述要、

翻译任务的要求 (Nord, 2001: 35; Vermeer, 2000: 230)。

1. 4　注重前沿翻译理论 ,如文化学派、解构主义、女性主义

等对翻译教学的作用

例如 ,哈提姆将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翻译融

入其教学体系 ,并指导学生通过个案学习 ,对韦努蒂 (L.

Venuti)的文化立场、权力操纵理论、规范理论、女性主义等

学派的有益启示和偏颇之处作出客观、理性的分析 (Hatim,

2001: 1852217)。梅尔 (C. S. Maier)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 ,要

求翻译教学要 : ①提供多种译本给学生比较 ; ②尽量少提供

背景信息 ; ③让学生探寻个体的、语境化的解释 (Maier,

2003)。阿诺加 (M. A rrojo)则批评现代主义的翻译教学 (即

通常意义的传统翻译教学 )是“精粹主义 ”( essentialism ) ,它

注重将继承下来的知识毫无主观干涉地传授给下一代 ,其教

育目的是将学生培养为盲目服从权威的臣民。她批评现代

主义教学模式实质上是专制的、种族主义的、男性为中心的 ,

因此提出后现代主义翻译教学的“反模式 ”( anti2model) :它

教授的是对译者所扮演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角色的解

构 ,不关心具体的翻译技巧或方法 ,因为具体的教学策略是

无效的、虚伪的、自我打击的 ,教育者要考虑的不是普遍的语

境 ,而是具体的独特语境 (A rrojo, 1996)。再比如韦努蒂认

为 ,翻译文学的教学要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区别 ,教授翻译问

题就是要揭示不同的接受形式如何决定外域文本的意义 ,以

及在特定的历史时刻 ,接受语文化中哪些是主导形式 ,哪些

是边缘形式。教授翻译 ,意味着教授译文中的余留部分 ( re2
mainder) ,让学生注意到多层次、多色度的形式 (Venuti,

1998: 9427)。而罗宾逊 (D. Robinson)则将文化学派、女性

主义、后殖民主义全部融入到跨文化意识的教学上来 (Rob2
inson, 2003: 19428)。

1. 5　注重对翻译过程中“黑匣子 ”的实证研究 ,将有声思维

报告法 ( Think A loud Protocols, TAPs)和其它实证研究方法

的成果用来指导学生的翻译心理过程

切斯特曼 (A. Chesterman)将近年 TAPs研究成果作了

较为完整的归结 : ①文本加工是一个不断回归的过程 ; ②文

本加工既有自动加工 ,又有需要思考的控制加工 ; ③对普通

文本和异常文本的加工方式存在着区别 ; ④专业译者更多地

使用单语词典 ; ⑤专业译者更注重读者需求、翻译功能 ,学习

者更关注原文的细节意义 ; ⑥专业译者会提出更多的问题 ,

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更加警觉 ; ⑦译者的心情、态度、自我形象

影响翻译质量 ; ⑧对主题的熟悉程度影响译文的质量 (Ches2
terman & W agner, 2002: 75)。柯琳娜也归结了 TAPs所揭示

的学生翻译问题 ,以及培养翻译创造力的方法 :害怕母语干

扰 ;缺乏同时处理多个问题的能力 ;骄傲、不愿意修改译文 ;

更多使用“自下而上 ”而不擅长使用“自上而下 ”;即使使用

“自上而下 ”,也会过分依赖或误用双语词典、不恰当地使用

世界知识、拙于使用释译 (paraphrasing) ;倾向于使用字符对

应翻译 ( sign2oriented translation)而非意义对应翻译 ( sense2o2
riented translation) ;不善于运用整体、语境、语用的信息做出

宏观决策 ;缺乏自我意识和自我概念 ( self2concep t)。 TAPs

显示培养翻译创造力的方法有 :思维流畅、大脑风暴、身心放

松、发散思维、团队合作、思维视角转换 (Colina, 2003: 3228)。

1. 6　注重对翻译行为过程的教学 ,同时强调发展学生对电

子资源的搜寻和利用能力

西方学者强调学生掌握翻译述要 ,学会搜索相关文献 ,

了解在自己解决问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进步 ,并在

学习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自信。如福克斯 (O. Fox)批评了传

统的翻译教学的产品导向性 ,提倡“过程教学法 ”:它基于需

要、以学习者为中心 ,重要特征是同伴会议、日记、心理报告、

问卷等 ( Fox, 2000)。西方学者提倡的一些新的教学法 ,如档

案教学法 ( Johnson, 2003 )、学习者语料库教学法 (O lohan,

2004: 172)、笔译推理教学法 (参见 许钧、袁筱一 , 2001: 192)

等 ,都是以学生的翻译行为过程为对象进行教学的。而电子

资源的利用也必然成为过程教学的内容之一 ,如沃伦托勒

( K. Varantola)认为翻译语料库的运用和组建是现代翻译能

力的构成部分 (Varantola, 2003: 69) ;柯比和贝伊尔 ( G. S.

Koby & B. J. Baer)强调将新的技术 ,如电脑词典、在线数据

库、术语管理系统、计算机辅助翻译、笔记本出版软件等 ,运

用在任务教学法中 ( Koby & Baer, 2003 ) ;奥斯特缪尔 ( F.

Austermühl)主张译者掌握翻译过程中的功能、语言、文化因

素 ,强调译者学会运用互联网搜索策略、网络语言资源和磁

盘翻译资源 ,并学会组建翻译记忆库 ( Translation Memory)和

翻译语料库 (Austermühl, 2006)。

1. 7　重视翻译规范的教学

在西方 ,翻译规范是翻译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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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a, 2003: 23) ,同时 ,西方学者对待翻译规范也表现出传统

和激进两种态度。传统派包括图瑞、切斯特曼、诺德、皮姆、

盖尔 (D. Gile)等 ;激进派以赫尔曼斯 ( T. Hermans)为代表

(参见 Sch¾ffner, 2007)。传统派学者在重视规范描写性 ( dis2
crip tive)、解释性 ( exp lanatory)的同时 ,也非常重视规范的规

定性 (p rescrip tive)、规范性 ( normative) ,强调翻译教学中将

规范由外部的约束向内部的监控转化。图瑞提出初始规范、

预备规范、操作规范 ,操作规范又包括矩阵规范、语篇 2语言

规范 ( Toury, 2001: 58264)。他指出 ,译者在发展翻译能力的

过程中 ,首先是得到外部的反馈 (如接受、拒绝、惩戒 ) ,这种

外部反馈往往代表着译入语的规范 ,它是一种外部监控设施

( external monitoring devise) ,翻译学习过程中译者逐步将它

内化 为 内 部 监 控 机 制 ( internal monitoring mechanism )

( Toury, 1986: 86)。切斯特曼提出四种规范的教学 :期待规

范、关系规范、交际规范、责任规范 (Cheterman, 1997: 15428) ,

他还强调与规范对应的三种策略的教学 :语言策略、心理策

略、社会语言行为策略 (Chesterman, 2007: 95)。诺德也提出

一系列的翻译规约 ( conventions) ,包括体裁规约、风格规约、

非言语行为规约和翻译规约 ,翻译规约又包括建构性规约和

规定性规约。通过掌握规约、文献型 /工具型翻译法 ,引导学

生生产“功能 +忠诚 ”的译文 (Nord, 2001: 5328)。激进派的

赫尔曼斯从后现代立场出发 ,认为翻译规范代表了社会的期

待 ,它是对策略的选择 ,翻译行为是在规范复合体之间的妥

协 (Hermans, 2007: 52) ;决定规范选择的因素是价值观 ,而价

值观又反映出社会的权力关系 ( ibid: 58)。

1. 8　重视学生在翻译过程中的社会化

针对传统翻译教学割裂学生和社会 ,基拉利 (D. C.

Kiraly)批评传统教学模式虽然培养了一些有能力的“孤独的

译者 ”,但不能培养学生的语言外素质 :灵活性、创造性、专业

译者行为、寻找资源的能力、团队精神 ( Kiraly, 1995: 7)。欧

盟翻译部主任瓦格纳 ( E. W agner)宣称 : I link, therefore I

am.译者就像大脑细胞中的一节链条 ,他与其他的个人和组

织相联系 ,组成了一个复合链接的社会 (Chesterman & W ag2
ner, 2002: 37)。罗宾逊也指出 ,翻译学员要参加各种社团、

翻译会议以及网上讨论 ,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语言、文化以

及市场的运作机制和动态。译员好比一个神经元 ,将突触伸

展到巨大的交际网络中 ,向这些网络传送或索取信息 (Rob2
inson, 2003: 169)。奈达建议学生加入一个有着多个团队的

翻译组织 ,自己是其中的一位常年翻译 ( in2house translator)

(N ida, 2001: 238)。兰伯特 ( J. Lambert)则从现代企业管理

的角度要求翻译学生将自己融入世界范围之中 (Lambert,

1996: 291)。

1. 9　积极倡导建构主义 ,实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建构主义者反对客观主义的“意义客观地、独立地存在

于人脑之外的真实世界中 ”、“教学便是传递主义的教学

( transm issionist teaching app roach) ”,即老师怎样教我 ,我便

怎样教学生的观点 ( Kiraly, 2003: 1; 8) ,他们强调学生在真实

的翻译情境中 ,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或在专业人员的指

导下 ,与外界环境和知识结构进行互动 ,进而获得经验、发展

能力。基拉利是建构主义翻译教学的代表人物 ,他主张建构

主义的翻译教学是 : ①基于项目的学习 :从练习转移到实践

( Project2based learning: From p ractice to p raxis) ; ②提倡翻译

实践的课堂 ; ③教师是翻译项目的管理者 ,是学生的示范者、

鼓励者、帮助者 ; ④学生的目标是发展能力、自信和专业行为

( Kiraly, 2003)。

建构主义翻译教学注重从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建构主义

外语教学理论中借鉴理论支持 ,比如“认知学徒 ”( cognitive

app rentice) (Collins et al, 1989)、“支架理论 ”( scaffolding)

( Fisher, 1994)、“多维视角 ”(multip le perspectives) (Bednar

et al, 1992) ,等等。建构主义者还反对传统的教学课堂形

式 ,主张将“教师中心 ”转移到“学生中心 ”上来 ,例如 ,基拉

利就提出要“变课堂为论坛 ”( Kiraly, 1997: 1592160)。

1. 10　重视对翻译教学评价的研究

西方对翻译教学评价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

ⅰ评价范畴。如库斯莫 ( P. Kussmaul)提出评价范畴包

括 : ①文化充分性 ; ②情景充分性 ; ③言语行为 ; ④词的意义 ;

⑤语言错误 ( Kussmaul, 1995: 1302145)。威尔士认为译文评

价范畴包括句法、语义、语用三方面 (W ilss, 2001: 226)。艾

德 (B. Adab)认为翻译能力的评价范畴包括 : ①语言的准确 ;

②信息的准确 ; ③对目标语读者的知识和需求的了解 ; ④ (源

文中的 )互文指涉 ; ⑤可读性 (Adab, 2000: 225)。

ⅱ评价形态。如柯琳娜根据翻译测试的目的区分了总

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常模参照性测试与标准参照性测

试、成绩测试与水平测试、翻译技巧测试与语言技巧测试

(Colina, 2003: 1302131)。切斯特曼对应于四种翻译规范提

出五种评价形态 :后顾性评价、前瞻性评价、旁侧性评价、内

省性评价、教育性评价 (Chesterman, 1997: 1232141)。

ⅲ测试方法。包括 : ①测试样式。如柯琳娜在传统测试

样式上增设完形填空、多项选择、开放式问答 /评论、理论问

题简答等样式 ( Colina, 2003: 135 )。伍兹沃斯 ( J. Wood2
sworth)提出文学翻译测试的形式是“家庭考试 ”( take2home

exam) +“翻译心得 ”(Woodsworth, 2000: 392)。②评分方式。

如柯琳娜提出整体评定和分项评定 ,并要求设置评分的等级

评定描述 ( descrip tive p rofiles) ( Colina, 2003: 136)。③扣分

标准。西方学者反对随意的、注重处罚的扣分标准 ,如瓦格

纳指出 ,译文评价是不仅要对错误扣分 ,更要对创意点加分

(Chesterman & W agner, 2002: 90)。

ⅳ错误分析。如库斯莫将错误分析分为两类 : ①以产品

为中心的错误分析 ( evaluation) , ②质量评价 ( assessment) ,前

者对应于教学目的 ,后者则是看译作是否合乎翻译情境

( Kussmaul, 1995: 5)。皮姆区分了两分型错误 ( binary errors)

和非两分型错误 ( non2binary errors) ,前者与语言课堂相关 ,

在课堂上有权威予以及时纠正 ;后者与翻译课堂相关 ,需要

讨论、协商达成基本统一的意见 ( Pym, 1992: 283)。豪斯 ( J.

House)、切斯特曼分别区分了显性错误和隐性错误 (House,

1997: 4325; Chesterman & W agner, 2002: 2829)。切斯特曼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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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翻译错误程度 ( error gravity)的评判制定了六条标准 : ①级

别 ; ②普遍性 ; ③频率 ; ④系统性 ; ⑤时间 ; ⑥规则相关性

(Chesterman, 1997: 1392140)。

2　西方翻译教学研究的范式

西方翻译教学研究范式受翻译研究范式和教育研究范

式的影响 ,它的研究经越了如下三个阶段 : 1、(学习者 )外部

研究范式 ,包括 : ①经验模式 ; ②等值模式 ; ③比较 2转换模

式 ; ④语篇 2功能模式 ; ⑤目的 2充分模式 ; 2、(学习者 )内部研

究范式 ,包括 : ⑥过程 2策略模式 ; 3、(学习者内部、外部 )综合

研究范式 ,包括 : ⑦规范模式 ; ⑧情境 2建构模式。

2. 1　 (学习者 )外部研究范式

经验模式主要研究如何运用感悟出来的经验教授翻译 ,

如西塞罗 (M. T. Cicero)、贺拉斯 (Horace)的直译 /意译、泰

德勒 (A. Tytler)的翻译五原则等。等值模式是根据设置的

等值领域、等值层次来组织翻译教学 ,如贝克 (M. Baker)的

研究体系 (Baker, 2000)。比较 2转换模式是根据双语之间的

差别总结转换规律 ,以此组织教学 ,如贺威和西根斯 ( S.

Hervey & I. H iggins)的研究体系 (Hervey & H iggins, 1992)。

语篇 2功能模式是根据语篇若干层次重构的步骤 ,再现语篇

的意图和功能 ,如哈提姆和梅森的研究体系 (Hatim& Mason,

1990)。目的 2充分模式是根据翻译的目的性原则 ,利用翻译

述要、文本分析、功能期待等因素 ,生产“功能 +忠诚 ”的译

文 ,如诺德的研究体系 (Nord, 2001)。

2. 2　 (学习者 )内部研究范式

过程 2策略模式是依托 TAPs等实证研究成果 ,对学生的

翻译策略运用、翻译心理过程进行教学 ,如库斯莫的研究体

系 ( Kussmaul, 1995)。

2. 3　 (学习者内部、外部 )综合研究范式

在规范模式中 ,切斯特曼的期待规范、关系规范、交际规

范反映了社会、人际交往、翻译工作对译者提出的要求 ,责任

规范则反映了译者内心的自我约束 ( Chesterman, 1997: 1542
8) ,对责任规范的评价也是通过内省法来判断决策过程是否

合理的 ( ibid: 137)。图瑞的初始规范、预备规范、操作规范

虽未直接涉及学习者内部因素 ( Toury, 2001: 58264) ,但是他

强调将外部规范转化为内部监控机制 ( ibid: 249) ,主张分析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多阶段翻译 ”、“自我纠正性反馈 ”、

“自我监控过程 ”( ibid: 184) ,实质上也是兼顾了学习者内外

影响因素。情境 2建构模式是根据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 ,让

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之中 ,学习专业翻译人员 ,解决真实的问

题 ,从而建构经验、获得知识、拓展认知结构 ,如基拉利的研

究体系 ( Kiraly, 2003)。

3　西方翻译教学研究的启示

西方翻译教学理论对我们的启示在于 ,我们的研究应该

具备如下几个特征 :

3. 1　前瞻性与后顾性

在外部研究上 ,既重视对已有理论成果进行挖掘、总结、

深化 ,又重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

法、拓展研究领域 ,不可因为后续范式或“模因 ”(meme)

(Chesterman, 1997)的出现而全部否定之前的范式或模因。

在内部研究上 ,既重视学生已有的翻译水平 ,又重视他们潜

在的“最近发展区 ”(维果茨基 , 2005: 388) ,并以此来促进他

们翻译能力的发展。

3. 2　和谐性

翻译人才必须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娴熟的翻译技巧、

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合格的人际和社会交往能力、良好

的翻译道德 ,因此教学必须融合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

义三大教育心理学理念 ,既要培养学生良好的翻译习惯 ,重

视他们每一学习阶段的整体达标 ,又要根据他们认知、思维

发展的过程规律和表现特征 ,组织、编排教学材料 ,使教学达

到最大的功效 ,同时教学中还要倾注充分的关怀、信任 ,重视

学生的学习主体性 ,克服“阿特拉斯症结 ”(A tlas Comp lex)

(Colina, 2003: 52)。

3. 3　跨学科性

翻译教学研究必须融入以下几个领域的理论成果 : ①翻

译学领域 ,包括理论翻译学、描述翻译学、应用翻译学 (如翻

译工具建设 ) ; ②语言学领域 ,包括普通语言学、语篇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形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

言学、文体学 ; ③文艺批评领域 ,包括美学、文学批评 (如不定

点 ,原型的翻译 ,读者接受等 ) ; ④教育学领域 ,包括课程论、

学习论、二语习得、课堂社会学 ; ⑤心理学领域 ,包括教育心

理学、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

3. 4　折衷性

西方的一些学者在强调建构主义、过程教学的时候 ,常

常会走向极端 ,否定传统的客观主义、结果教学。虽然建构

主义注重学生与外界环境的互动和个体对经验的构建 ,但它

忽视了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 ,同时由于过分夸大学生的中

心作用 ,忽视了教师的导向作用。因此 ,翻译教学的初级阶

段应该以客观主义教学为主 ,高级阶段兼涉客观主义和建构

主义。过程教学的重点在于解决学生在翻译策略、情感、与

职业译者的心理差异、词典运用等方面问题 ,它适合于翻译

教学的初级阶段 ,而在翻译教学的高级阶段 ,重心应归于美

学表现、翻译功能再现等复杂的结果问题上。

3. 5　二阶段模式性 (从综合描写到宽域规定 )

翻译教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规范性 ( normative)、规定性

(p rescrip tive)研究 ,但是传统翻译教学的规定是“窄域 ”规

定 ,如翻译标准是“忠实 ”、“通顺 ”,翻译方法是“能直译就直

译 ,不能直译就意译 ”等 ,规定得过窄、过死 ,忽视了多种因素

的决定作用。我们的研究首先要借鉴描写的方法 ,运用语料

库、多文本比较等方法 ,揭示具体文化语境、情境语境下成功

译文对语言、文化等因素所采用的翻译方法 ,并以“宽域 ”规

定的方式来指导教学 ,使学生能根据翻译任务、文化态势、语

言语境等因素对翻译方法做出灵活、合理的选择。

3. 6　实证性

为了摆脱主观、印象式研究的缺陷 ,我们的研究要更注

重实证性 ,通过实验、调查、问卷等方法 ,从问题的表层现象

进入深层本质 ,或验证对教学问题提出的理论假设 ,或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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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课程体系的长处与局限 ,使研究结论更具有准确

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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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网络辅助翻译教学

吴英俊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44)

赵秀琴　 (上海大学高等技术学院 ,上海 200041)

[摘要 ] 本文探讨了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翻译教学实践中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拓展课堂教学内容 ,引导学生建构

自身知识体系 ,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为学生今后进一步提高翻译技能指明方向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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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为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开设翻译选修课 ,有

针对性地培养他们的翻译意识和翻译技能。

1　问题及对策

同其他选修课一样 ,翻译选修课也面临教什么

和怎么教的问题。在教什么方面 ,争论的焦点往往

集中在是否需要教授理论这一问题上。考虑到课程

性质和教学目的 ,我们认为 ,应当将理论讲解与翻译

实践相结合 ,以实践为主。既要通过讲授基本理论

让学生对于翻译本质树立正确认识 ,又应当通过一

般性题材的翻译实践培养学生双语转化技能 ,使学

生能够在基本理论的宏观关照下 ,自觉进行翻译实

践活动。同时应力求让学生掌握翻译技能的训练方

法 ,明确自身努力方向和实现目标的途径 ,在课程结

束后仍可以保证自行学习和训练。在怎么教方面 ,

传统的讲解技巧、点评练习的方式以教师为主导 ,学

生处于被动配合地位 ,其主体作用被完全或部分忽

略 ,学生缺乏主动获取知识、培养技能的动因 ,在课

程结束后 ,学习也即宣告结束 ,从而也就背离了上述

的教学初衷。要真正保证学习的可持续性 ,需要让

学生真正参与到教与学的各个环节 ,在亲历亲为的

基础上培养学生对于翻译的兴趣 ,从而进一步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而在短短一学期的时间内

实现上述目的对于教师与学生提出了诸多挑战 ,对

于部分实行短学期制的高校 (如上海大学 )更是如

此。此时 ,网络的辅助教学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2004年 1月 3日 ,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印发了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①
,《教学要求 》在课程设

置和教学模式上提出“应大量使用先进的信息技

术 ,推进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英语教学 ”;“各高等

学校应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 ,采用新的教学

模式改进原来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

式。”这为应对翻译选修课面临的挑战指明了方向 ,

即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通过建设网络辅助教

学平台 ,改变传统翻译教学模式 ,将教学内容转向网

络平台 ,通过平台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 ,拓展充实翻

译教学内涵 ,实现学习 (技能训练 )的可持续性。

当前在校研究生大都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 ,自

身对于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方法并不陌

生。而且 ,经过长期的信息化建设 ,各高校建成了较

为完善的校园网络 ,这也为开展网络辅助教学提供

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发

挥网络的辅助作用 ,将其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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