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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语料库翻译研究

发展迅速，逐渐发展为全新的译学研究范式。国

内外学界先后建成为数众多的翻译语料库、平行

语料库和可比语料库，并以这些语料库为平台，开

展翻译共性、翻译语言特征、译者风格及翻译教学

等领域的研究（Baker, 1999; Olohan & Baker, 2000; 
Kenny, 1998; Zanettin, 2000 ；王克非、胡显耀，

2008 ；胡开宝，2009）。然而，上述领域均以笔译

语料库为研究平台，而口译语料库的建设相当滞

后。目前，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口译语料库屈指

可数，只有日本 Nagoya 大学开发的日英同声传译

语料库和意大利 Bologna 大学开发的欧洲议会口

译语料库等。开展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不仅可

以验证关于翻译共性、翻译语言特征和译者风格

等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口译，从而丰富和完善语料

库翻译研究内容，而且能够深入了解口译语言特

征、口译策略及口译认知过程，推动口译研究由定

性研究向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转变。

有鉴于此，我们自 2006 年 11 月份着手建设

汉英会议口译语料库（Chinese-English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Corpus，简称为 CECIC）。该语料库建

设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 初步建设及先导研究；2）
全面建设及深度加工。在第一阶段，我们对汉语

语料进行分词处理，之后应用 Paraconc 软件，并通

过人工干预，实现了汉英语料的句级对齐，最终建

成容量为 188,039 词的小型汉英会议口译语料库。

在第二阶段，我们成功建设了库容达 54 余万字的

CECIC，目前仍在进一步扩容之中。该语料库对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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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料的篇头信息和篇体信息都做了详细的标注，

如词性标注、段落标注、语言特征标注和副语言特

征标注等。本文拟详细介绍 CECIC 的设计、语料

转写和标注、汉英语料的句级对齐，以及该语料库

的应用等。

2. CECIC的设计

口译一般分为商务口译、法庭口译、社区口译

和会议口译等。前三种口译活动涉及商业机密和

个人隐私，一般不公开，语料采集的困难非常大。

不过，国际学术会议和新闻发布会等都对外开放，

口译语料的采集难度相对较低。考虑到前者口译

语料的专业性太强，我们决定将新闻发布会口译

语料作为 CECIC 的主要语料来源。

CECIC 由三个子库组成，即新闻发布会汉英

平行语料子库、新闻发布会英语原创语料子库和

政府工作报告汉英平行语料子库，现有库容为

544,211 词。平行语料子库收录了 1988 年至 2008
年我国中央政府及国务院有关部委举办的新闻发

布会的汉语原文及英译，其中包括李鹏、朱镕基

和温家宝三任总理以及钱其琛、唐家璇、李肇星

和杨洁篪四任外交部长答记者问、国务院有关部

委负责人和发言人答记者问的汉语原文和英译语

料，具体内容涵盖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

等领域的政策和改革工作。汉语原文语料字数为

133,431 字，英译语料为 96,205 词。这些语料均

由课题组成员根据多年录制的新闻发布会实况转

播的录像和磁带录音转写而成。

为了比较汉英会议口译与英美国家新闻发布

语料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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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及汉英笔译之间的差异，正确理解汉英口译的

语言特征等，我们分别建设了新闻发布会英语原

创语料子库和政府工作报告汉英平行语料子库。

这些子库语料的主题和发表时间与新闻发布会汉

英平行语料子库基本一致。原创语料子库收入

1998 年至 2009 年美国联邦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英

语原创语料，字数达 104,598 词。这些语料从美

国 CNN 网站直接下载，主要涉及美国内政及外

交政策。有必要指出，这些语料真实地记录了美

国联邦政府新闻发布的实况，如新闻发布会过程

中的停顿、笑声和言语打断等情况，未做任何改

动或加工处理。政府工作报告语料子库收录十五

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和温家宝总理 2005 年、

2006 年和 2007 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字数计

209,987 词，其中汉语原文 100,807 字，英译语料

字数为 109,180 词。这些语料的汉语原文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英译语料从中国日报网站下载。政

府工作报告汉英平行语料子库所收语料阐述了我

国的内政方针和对外政策，时间跨度为 1997 年至

2007 年。

3. CECIC的创建

CECIC 的创建主要分为三个步骤：1）语料的

转写；2）语料的分词和标注；3）语料的句级对齐。

3.1 语料的转写

口译语料的转写是一项非常繁琐的工作，其完

成情况的好坏直接决定着CECIC建库质量的高低。

首先，我们将所有以磁带和录像带形式储存的

新闻发布会语料转换成 Mp3 格式文件，统一储存

在电脑硬盘中，以方便利用电脑进行转写。

其次，课题组成员依据口译语料转写的有关

原则和方法将视听资料转写成书面文本材料，并

将这些文本材料以 TXT 格式分存为两个文档。

与传统口译研究相比，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最

突出的特点是其描写性以及研究对象口译语料的

真实性。因此，CECIC 口译语料的转写强调真

实性原则，采用不作任何主观干预的自然描写方

法，真实记录口译语料中的语言符号和副语言特

征，对口误、修正、重复、犹豫、停顿、笑声和言

语打断，以及语言错误或不规范等现象照原样转

写。我们使用一个省略号表示新闻发布会上经常

出现的短时停顿即 2—3 秒的停顿，两个省略号表

示 4—6 秒的长时停顿。破折号用于标明不完整

句或言语打断现象，一个省略号和修正词语的并

用则表示言语交际的修正。犹豫现象通过省略号

或“er”和“well”等填充词的使用来表示，而

新闻发布会上出现的非言语声音则由发音近似的

“er”，“mm”，“mn”，“erm”，和“hm”等表示。

这些非言语声音有的表示前面话语的回应，如赞

成或疑惑、惊讶等，有的不表达任何意义。此外，

由于磁带录音质量问题或发音不清晰等方面的原

因，一些词语的发音含混不清，很难辨别。对此，

我们采用星号“*”表示，一个星号对应一个词汇。

1） 李：我们姚依林副总理是国务院三嚓─

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的主任，这个问题请他来答

复。（1989 年李鹏总理答记者问）

2）姚：只要按照那个去执行的话，就能做到

这一点。

I: As far...as long as we implement the measures, 
we’ll certainly attain our objective. （1989 年李鹏总

理答记者问）

3）李：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如果民主，发扬

民主，如果进行民─，进一步推动─推进民主

政治，这是我们的目的。

I: As far as China is concerned, it is our objective 
to promote democracy and to build democracy.（1989
年李鹏总理答记者问）

4）李：十年来我们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已

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否则无法解释我们十年所取

得的成绩。

I: In the...past...over the past ten years a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of the government. Otherwise, it 
couldn’t possibly explain the huge progress we’ve 
made over the past ten years.（1989 年李鹏总理答记

者问）

5）朱：我讲这个话啊，并不是想跟纽约时报

那个，那两位作者啊分他的稿费，没有这个意思。

因为我的这个观点也没有申请专利。 
I: Well, by mentioning this, I do not intend to ask 

the co-authors of that article on the New York Times to 
also share with me...their fees...for that article, because 
I didn’t ask...apply for a patent for my viewpoint in 
this regard.（1999 年朱镕基总理答记者问）

以上各例均选自于新闻发布会汉英平行语料

子库。新闻发布会的嘉宾以姓氏标明，口译译员

以“interpreter”的第一个字母表示。例 1 中“三

嚓─三峡”真实记录了言语交际中的口误和修

正，例 1 的“As far...as long as”表示口译译员对前

面所用词语“as far”的修正。例 3 汉语原文中的

破折号、例 4 和例 5 英译语料中的省略号，表明言

语交际中的犹豫，而紧跟在后面的“进一步推动”，

“推进”，“over the past ten years”和“apply for”均

为对前面词语的修正。

最后，我们根据视听资料语句之间停顿时间的

长短、语调的升降、词语的语法功能以及语句意义

之间的关系，正确选用标点符号。如果语句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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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时间长，选用句号；反之，则用逗号。语句的

语调以升调结尾，该句为问句，句末选用问号。例

4 和例 5 中，“well”和“otherwise”后面分别采用

了逗号。“well”为话语标记语，“otherwise”用作

连词，表示“否则”之义。由于其语法功能的要求，

这些词汇与其引导的语句之间必须用逗号隔开。

3.2 语料的分词和标注

3.2.1 语料的分词

汉语以字为单位，汉字之间没有空格。英语以

词为单位，词与词之间以空格隔开。由于英汉语言

之间的这一差异，我们往往很难以词汇为单位对

汉语语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如类符和形符比，词汇

密度和词频等。此外，国外研发的语料库软件常

常不能识别未经分词处理的汉语语料。为此，我

们选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开发的软件

ICTCLAS3.0 版进行汉语语料的分词处理。该软件

采用的分词标准依据中国国家标准 GB13715“信

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自动分词的准确率

很高。然而，该软件不能正确识别专有名词、缩略

语、由数字组合而成的词汇等，故而需要对自动分

词后的语料进行人工校对。

ICTCLAS3.0 版的操作十分简便，选中该软件

窗口的“词语切分”、点击“处理文件”，上载要进

行分词处理的文档，然后单击“运行”，便可完成

自动文档的分词处理，并自动保存已作分词处理

的文档。

3.2.2 语料的标注

CECIC 的语料标注采用 SGML 格式，即通用

标记语言（Standardized General Markup Language），
基本形式是使用一对尖括号，其中起始标记为 <
……>，结束标记为 </……>，具体标注的附码置于

两个尖括号中间。CECIC 的语料标注包括篇头信

息标注和篇体信息标注。篇头信息标注说明新闻

发布会的主要参与者、译员的性别、文本发表的时

间，以及文本的编号。以新闻发布会汉英会议口译

语料子库为例，具体篇头信息标注如表 1 所示：

表 1. CECIC 语料 篇头信息标注

<Text_head>
< P a r t i c i p a n t > We n J i a b a o < /

Participant>
<Time>2008</Time>
<Id>cht051.txt</Id>
</Text_head>
与其对应的英译语料的篇头信息

标注为：

<Text_head>
< P a r t i c i p a n t > We n J i a b a o < /

Participant>
<Interpreter>Male</Interpreter>
<Time>2008</Time>
<Id>ent051.txt</Id>
</Text_head>
<Text_Head>……</Text_Head> 为篇头信息的

标注， <Participant> ……</Participant> 用于说明主

要参与者的姓名。<Time>……</Time> 表示语料

发表的时间。<Id.> ……</Id.> 表示语料的文件名

和语料的编号。cht051.txt 和 ent082.txt 既是相互对

应的中英文语料的文件名，又交代了语料的具体

编号是 082。cht 和 ent 分别是 Chinese text（汉语

文本）和 English text（英语文本）的缩写形式。

一般说来，新闻发布会的参与者主要为答记

者问的嘉宾、提问的记者、口译译员和听众。嘉

宾是新闻发布会的焦点人物，故而将其作为参与

者在篇头信息标注中注明。提问的记者和听众均

由多人组成，不宜在篇头信息标注中加以说明。

口译译员是新闻发布会这一交际事件的重要参与

者，应视为口译这一交际事件的重要变量。遗憾

的是，口译译员的姓名常常被隐去不提，很难在

篇头信息标注中予以体现。为分析男性译员和女

性译员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的差异，篇头信息标

注标明了译员的性别。

CECIC 的篇体信息标注分为词性标注、段落标

注和口语特征标注等，分别说明词语的词性、段落

的开始和结束和口译语料的口语特征。 
词性标注标明英汉语料词汇的词性。CECIC

采用词性标注，可以方便研究人员统计分析英汉

语料的词汇密度和不同词性词汇的词频，从而研

究翻译共性、口译语言特征和汉英口译策略等。我

们分别选用 ICTCLAS3.0 版和英文词性赋码软件

CLAWS 对新闻发布会汉英平行语料子库和政府工

作报告汉英平行语料子库的中英文语料进行词性

的自动赋码处理，并进行人工校对。完成分词和词

性标注的中文语料如表 2 所示。

段落标注标明段落的开始、结束及段落的编

号。段落标注是应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Michael 
Barlow 开发的 ParaConc 软件，实现语料平行的必

表 2. CECIC 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的中文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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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

我们选用 EmEditor 软件对中英文语料进行

段落标注的自动赋码。双击该软件，单击“File”
栏目下的“Open”按钮，导入要处理的文档。

然后点击“Search”栏目下的“Find”，再点击

“Replace”。在弹出的窗口中选中“Use Regular 
Expressions”( 使用正则表达式 )，然后在“Find”
下方的方框内输入正则表达式“\n X”。“\n”意

即“匹配一个新行”，“X”为新闻发布会的参

与者名称，如答记者问的嘉宾、主持人、记者和

口译译员。在语料转写时，我们将主持人、记者

和口译译员的名称统一转写为 MC 即 master of 
ceremony，correspondent 和 interpreter。嘉宾的

名称按照其实际姓氏转写。必须指出，新闻发布

会语料由不同的对话段落组成，参与者的名称居

于每段对话之前，并且位于一个新行。我们因此

将参与者名称作为段落的开始，在正则表达式

“\n X”中依次输入参与者名称，并在“Replace 
with”下端的方框中输入“</P>\n<P>X”，之后点

击“Replace all”，便可完成段落标注的自动赋码。

口语特征标注用于说明停顿、言语打断、重复

和修正等主要口语特征。这些特征的研究有助于

揭示口译语体特征和译员风格的差异。为此，我们

采用人工手段，对上述特征进行赋码。具体标注见

表 3。
表 3. CECIC 口语特征标注

口语特征 口语特征标注

停顿 <pause>……</pause>
言语打断 <interrupted>……</interrupted>
重复 <repetition>……</repetition>
修正 <revision>……</revision>

3.3 语料的句级对齐

双语语料之间的平行对齐一般包括篇章、段落

和语句层面的对齐。篇章和段落层面的对齐可以

采用软件自动实现，但语句层面对齐的难度较大，

需要人工操作。CECIC 采用 ParaConc 软件，依据

以下原则对 CECIC 语料进行句级对齐处理：

1） 以原文为基准，尽量实现汉英语句的一一

对应，也允许一对二、一对多，或二对一、多对一

等情况的存在。

2） 句号、问号、感叹号和破折号均视为语句的

标记。

3） 如果分号用于隔开较长的语句成分，则该

符号为语句的标记。但是，以分号为单位来切分语

句单位时须满足原文和译文一一对应。如果不能

一一对应，则不以分号为界切分。

关于语料句级对齐的具体步骤，相关文献已

做介绍（胡开宝、邹颂兵，2009: 64-71 ；邹颂兵，

2009: 155-158），故从略。

4. 汉英会议口译语料库的应用

长期以来，口译研究一直停留于规定性研究阶

段，口译实证研究明显滞后。尽管学界已开始就口

译过程或口译认知开展实证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

果，但这些研究所依据的语料并非真实条件下的

口译语料，而是学生和参加翻译培训人员的口译

作品，这些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合理性没有职业

译员作品的合理性强，其研究成果的可信度不够

理想。CECIC 收录了选自真实语境的语料，并具

有自动检索和数据自动统计的功能，为口译实证

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目前，CECIC 主要用

于翻译共性和汉英口译语言特征等领域的研究。

4.1 翻译共性研究

翻译共性，也称翻译普遍性，是翻译文本

的规律性语言特征。Mona Baker 指出翻译共

性为“翻译文本而不是源语话语中出现的典型

语言特征。这些语言特征不是特定语言系统干

扰的结果。”（1993: 243）翻译共性主要包括显

化（explicitation）、隐化（implicitation）、简化

（simplification）和范化（normalization）等。显

化，又称为明晰化，指译者明示源语文本隐含的

意义。隐化是指源语文本明示的语言信息在目

的语文本中不言自明，译者故而将这些信息省略

不译。简化即与源语文本相比，目的语文本的词

汇、句法和文体等方面呈现简化趋势，“具体表

现为选用上义词、常见同义词或解释性短语翻译

缺乏目的语对应词的源语词汇，复杂句译作简单

句，将长句拆译成短句，减少或删除重复信息或

冗余信息”（胡开宝、邹颂兵，2009）。范化是指

译者翻译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消解源语文本独特

的语言特征，如标点符号的运用、词汇和句式的

选择和篇章结构的安排等，使目的语文本与目的

语语言文化规范保持一致。Mona Baker 认为范

化是“遵从甚至夸大目的语典型模式和惯例的趋

势”（1996: 176-177）。自从 Baker 提出翻译共性

假设以来（1993: 243），翻译学界相继对该假设

进行论证，但这些研究均局限于笔译语料。关于

口译语料中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上述翻

译共性，鲜有学者对此开展研究。为此，我们以

CECIC 为研究平台，深入研究汉英会议口译中的

翻译共性及其显著程度。

我们对汉英会议口译英译语料库、记者招待会

英语原创语料库以及十七大报告英译语料库中引

导宾语从句和原因状语从句的“that”，不定式标记

“to”和主要逻辑关系连接词的使用频率进行研究，

发现汉英会议口译中语篇意义显化程度相当突出，

与笔译相比尤为显著（胡开宝、陶庆，20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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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汉英会议口译过程中，由于口语语言特征和听

众理解等因素的制约，译员经常使用解释性翻译

方法，他们对源语解释的程度相当高，口译语料的

显化程度因而高于笔译。

研究表明，汉英会议口译英译语料中主要逻

辑关系连接词的使用频率最高，为每万字 146.7
个。新闻发布会英语原创语料次之，为每万字

135.43 个。十七大报告英译语料最低，仅为每万

字 20.8 个（同上 : 69）。英语的典型语言特征之

一是“形合”，即频繁使用连接词实现语句之间的

衔接。因此，就逻辑关系连接词的应用而言，汉

英会议口译范化程度较为明显，而十七大报告英

译并没有表现出范化特征。前文述及，重复和修

正等口语特征均进行标注，而言语交际中的不完

整现象即不完整语句则由汉语破折号和英语省略

号表示。应用 ParaConc 软件，我们统计分析以上

口语特征标注、破折号和省略号等在 CECIC 汉语

原文及英译语料中的使用频率，发现后者的频率

低于前者。事实上，汉英会议口译的汉语原文属

于口语语体，语言表达往往不连贯，往往重复使

用同一词语或修正前文词汇应用的错误，经常出

现不完整语句。而口译译员考虑到方便听众的理

解和接受，往往修正原文的不连贯表达，补全源

语的不完整句，译文因而更符合语言规范。鉴于

此，汉英会议口译呈现比较明显的范化特征。

关于翻译文本的简化特征，Laviosa（2002）
基于英语类比语料库（ECC），根据类符 / 形符比，

词汇密度信息负荷和句长等有关数据，论证翻译

文本的简略化倾向，发现翻译文本的词汇范围比

非翻译文本窄，即前者的类符 / 形符比小于后者；

翻译文本的平均句长比非翻译文本短。然而，对

CECIC 各子库的相关语料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发

现有关数据并不支持 Laviosa 的结论。

表 4. CECIC 各子库的基本数据

语料 类符 形符 类符 / 形符比 标准类符 /
形符比

平均句长

汉英会议口译

英译语料

7034 96205 8 38.61 23

新闻发布会英

语原创语料

6219 104598 6 37.26 17

政府工作报告

英译语料

5168 109180 5 39. 20 25

根据表 4，汉英会议口译英译语料的标准类

符 / 形符比和平均句长均大于新闻发布会英语原

创语料，但小于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语料。从标

准类符 / 形符比和平均句长等角度上看，汉英会

议口译英译语料并未表现出简化趋势。不过，我

们应用 Wordsmisth 软件统计了汉英会议口译英

译语料、新闻发布会英语原创语料和政府工作报

告英译语料中词频高于 0.05% 的连接词的使用

情况，发现汉英会议口译英译语料倾向于选用并

列结构，其使用频率超出后者 39.9%，但比政府

工作报告英译语料低。新闻发布会英语原创语

料中复合句的使用频率高达每万词 390 词，比汉

英会议口译英译语料高出 90.2%，是政府工作报

告英译语料的 2.42 倍。汉英会议口译英译语料

在复合句应用层面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简化趋势。

具体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 5. CECIC 各子库语料中连接词使用频率

语料
并列结构

使用频率

并列结构频

数（每万词）

复合结构使

用频率

复合结构频

数（每万词）

汉英会议口译

英译语料
4.77% 477 2.05% 205

新闻发布会英

语原创语料
3.41% 341 3.90% 390

政府工作报告

英译语料
7.02% 702 1.61 161

我们还统计了上述语料库中词频高于 0.05%
的动词数量，发现平行语料子库、原创语料子库和

政府工作报告子库的动词数量分别为 37、66 和 56
个。显然，就高频动词的变化性而言，汉英会议口

译英译语料不及其他两种语料，故而在动词应用

上呈现简化趋势。

4.2 汉英会议口译语言特征研究

汉英会议口译语言特征是指汉英会议口译语

言在词汇、句法和语篇等层面所表现出的特征。这

一特征不同于原创英语口语和汉英笔译的语言特

征。汉英会议口译语言特征反映了英汉语言文化

间的差异、汉英会议口译特有的属性以及译员口

译方法的运用。研究汉英会议口译语言特征，可

以促进学界对于口译过程属性和口译本质的认识。

因此，我们考察了汉英会议口译英译语料中高频

词和被动式的应用。

4.2.1 高频词的使用

我们运用 Wordsmith 4.0, 对 CECIC 新闻发布

会汉英平行语料子库、新闻发布会英语原创语料

子库和政府工作报告汉英平行语料子库频数最高

的前十个类符进行比较，并与LOB语料库相对照。

由表 6 可知，上述语料库中频数最高的前 10
个类符均包括“the，and，of，to，in，a”等功能词。

除原创语料子库之外，其他语料库中词频排列前

四位的类符及其排列顺序都基本相同。不过，政

府工作报告子库中“the”、“and”和“of”的使

用频率之和最高，为 18.50%。新闻发布会平行语

料子库次之，原创语料子库高于 LOB 语料库。就

介词“in”的使用频率而言，政府工作报告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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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新闻发布会平行语料子库次之，LOB 语料

库和原创语料子库分列第 3 和第 4 位。此外，在

上述高频词中，平行语料子库和政府工作报告子

库的代词和名词数量均为 1，而原创语料子库和

LOB 语料库的代词数量分别为 4 个和 2 个，名词

数量均为零。通常，汉语重复使用名词指称前文

提及的事物，英语往往选用代词或其他手段避免

重复同一名词。由于汉语重复使用名词这一倾向

的影响，又由于英语定冠词“the”、介词“of”和

“in”常与英语名词连用，平行语料子库和政府语

料子库中英语名词、冠词和介词的使用频率高于

原创语料子库。

我们统计分析了词频高于 0.05% 的类符中不同

词性的使用频率，获得以下数据，具体情况参见表 7。
 表 7. 词频高于 0.05% 的类符中不同词性的使用频率

词性
平行语料子库使用

频率（%）

原创语料子库使用

频率（%）

政府报告子库使用

频率（%）

名词 12.10 7.28 16.70

动词 7.33 12.65 9.36

形容词 3.05 2.18 5.76

副词 1.85 2.89 1.22

连词 6.82 7.31 8.63

介词 12.66 11.70 13.38

代词 4.93 15.52 5.35

数词 0.98 0.46 0.47

冠词 8.95 7.25 8.84

根据表 7，在词频高于 0.05% 的类符中，平

行语料子库的代词使用频率为 4.93%，分别低

于原创语料子库的 15.52% 和政府报告子库的

5.35%。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汉语使用名词指称

前文提及事物的语言特征不无关系，另一方面，

在汉英口译过程中，为了争取更多时间处理后续

的语言信息，同时为方便听众的理解，译员往往

采用重复使用名词的方法，指称或强调前文出现

的事物。毕竟，听众所听到的语言信息转瞬即逝，

往往很难迅速根据上下文判断代词的所指对象。

而采用名词重复的方法，可以帮助听众在较短

时间内理解语句之间关系及其表达的语言信息。

尽管选用代词替代

前文出现的事物可

以实现语句之间的

衔接和连贯，并使

语句表达精炼，但

是往往会使得表达

不够精确。汉英会

议口译一般涉及到

某一国家、组织或

机构的方针、政策

和主张等的宣传和解读。这些方针或政策的宣

传要求语言应用严谨、准确，尽量避免语言表达

的歧义或模棱两可。采用名词重复的方法指称

前文所提及的事物，虽然显得单调、累赘，但不

易产生歧义。因而，汉英会议口译译员常常选用

名词，较少使用代词。

我们还分析了词频高于 0.05% 的动词列表，发

现平行语料子库中情态动词和 think 和 know 等动

词的使用频率之和为 1.53%，远远低于原创语料子

库（2.73%）和政府报告子库（2.57%）。通常，情

态动词、think 和 know 等动词用于表达个人的意

愿和观点。因此，汉英会议口译英译语料的语言应

用要比新闻发布会英语原创语料和政府工作报告

语料更为客观、谨慎。

4. 2. 2 被动式的应用

被动式与主动式相对。英语被动式分为长被

动式和短被动式。长被动式为系动词 be、get 或
grow + 过去分词 + by 引导的短语，by 引导的短

语表示动作的发出者。短被动式不接 by 引导的

短语。汉语被动式则分为形式被动式和意念被

动式。前者选用表示被动关系的词语，如“被”、

“让”、“叫”、“给”、“得到”、“受到”和“遭受”

等。后者没有采用任何被动标记，主语是谓语动

词的动作对象。

我们对平行语料子库、原创语料子库和政府报

告子库中英语被动式应用的频数和频率做了统计

分析，如表 8 所示。

表 8. 英语被动式的使用频率

平行语料子库 原创语料子库 政府报告子库

含有“by”结构
的被动式

234 109 123

不含“by”结构
的被动式

908 341 651

被动式频数 1142 450 774
被动式使用频率 1.18% 0.43 0.71

根据表 8，汉英会议口译英译语料中被动式

使用频率是新闻发布会英语原创语料的 2.74倍，

政府工作报告英译语料的 1.66 倍。众所周知，

英语民族重视客体意识，倾向于使用被动句和

非人称主语句。汉语民族注重主体意识，多用

平行语料子库 频数 百分比 原创语料子库 频数 百分比 政府报告子库 频数 百分比 LOB 语料库 频数 百分比

The 7121 7.4 The 5144 4.92 The 7850 7.26 The 65787 5.43
And 4384 4.56 To 4030 3.85 And 7469 6.90 Of 34735 2.87
Of 4105 4.27 And 3241 3.10 Of 4698 4.34 And 26872 2.22
To 2583 2.68 That 3016 2.88 To 3125 2.89 To 26158 2.16
In 2107 2.19 I 2604 2.49 In 2426 2.24 A 22225 1.83
A 1215 1.26 Of 2265 2.17 We 2295 2.12 In 20452 1.69
Is 846 0.88 A 2128 2.03 Will 1436 1.33 That 10917 0.90

For 819 0.85 You 1733 1.66 A 1407 1.30 Is 10430 0.86
We 813 0.85 We 1718 1.64 For 1226 1.13 Was 10254 0.85

China 754 0.78 In 1681 1.61 Development 909 0.84 It 9705 0.80

表 6. 各语料库中频数最高的前十个类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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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式，被动式使用频率低。由于任何目的语

文本无法摆脱源语文本的影响，汉英会议的英

译语料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汉语多用主

动式，少用被动式这一倾向的影响。然而，汉英

会议口译英译语料中被动式的使用频率却远远

高于新闻发布会英语原创语料，表现出非常显

著的范化趋势。

我们提取了汉英会议口译英译语料中的

“were + 过去分词”被动式结构及其对应的汉语

原文，分析汉语语句译成英语被动式的规律和

特点。

表 9. 与“were + 过去分词”对应的汉语语句结构

类别 译作“were + 过去分词”的汉语语句结构 频数

A 动词 + 宾语（无主句） 30
B  受事主语 + 动词 24
C  动词 + 宾语（有主语） 22
D   形式被动式 9
E   主语 + 主语补足语 7
F “对”字结构 7
G 副词或动词短语 6
H   动词短语作定语 4
I  “把”、“向”和“将”字结构 3

小计 112

在表 9 中，与 A 类汉语语句结构对应的“were 
+ 过去分词”被动式数量最多，占“were + 过去分

词”被动式总数的 27%。译自 B 类和 C 类的“were 
+ 过去分词”被动式排列第二、三位，分别占总数

的 21% 和 19.6%。与 D、E、F、G 和 H 类对应的

“were + 过去分词”被动式数量分别为 9、7、7、6
和 4。译自“把”、“向”和“将”字结构的“were 
+ 过去分词”被动式最少，只有 3 个。

如果主语不言自明，不必交代或无法确定，汉

语常常选用无主句。英语则不同。除祈使句之外，

英语语句都必须有主语，否则不合英语语言规范。

由于英汉语言之间的这一差异，汉语无主句通常

译作英语被动式，谓语动词后接的宾语译成无主

句的主语。

（1）据初步统计，“十五”期间累计完成通用

航空作业飞行 33.6 万小时，比“九五”期间增长

59%，五年平均增长率为 11% 左右。

According to preliminary statistics, during the 
t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 total of 336,000 flight 
hours of general aviation were operated, up 59 percent 
over the ni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ith an average 
growth rate of 11 percent during the five years.

（2） 五年中与 42 个国家签署了新的双边航空

运输协定或航权安排，2005 年末中国与他国航空

运输协定达 98 个。

In the five years, new bilateral air services 
arrangements or air traffic rights arrangements have been 
concluded with 42 countries, and by the end of 2005 a 
total of 98 bilateral air transport arrangements have been 
concluded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在例（1）和例（2）中，汉语语句为 A 类语

句，均译为英语被动式。这些语句的动词宾语“通

用航空作业飞行 33.65 小时”和“新的双边航空

运输协定或航权安排”均译作英语被动式的主语。

谓语动词均译作“were + 过去分词”结构。应该

指出，译员可添加主语“we”、“our country”等，

将以上汉语无主句译作英语主动式。然而，这需

要译员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腾出精力确定主语，

且添加主语会使得语言表达主观。相反，选用被

动式可以避免提及主语，而且可以使表达更加客

观、地道。

应该指出，汉语主动式的主语部分所表达的

信息常常是已知信息，而谓语部分的信息是未知

信息，也是最重要的信息。在汉英口译过程中，

译员能够支配的时间很少，常常需要在很短时间

内将源语文本译成目的语文本。为了避免遗忘或

遗漏重要语言信息，他们往往先翻译汉语语句的

谓语部分，再翻译句子的其他成分，汉语主动式

常常译作英语被动式。如果汉语语句很长或者主

语复杂，译员会忘记主语的具体内容，因而常常

将动词 + 宾语结构译作被动式。这样，译员既不

需要回忆或确定该动宾结构的主语，从而赢得宝

贵的时间，也凸显了原文所表达的重要信息，方

便了听众的理解。

此外，如果汉语语句的主语并非谓语动词所表

示动作的发出者，而是表示具体某一事件发生的

范围、地点和原因等，该语句也通常译为被动式，

句子主语则译作状语。

（3）当时邓小平同志还在世，在他的支持下，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

采取了 16 条措施，其中 13 条是经济措施。

At that time Deng Xiaoping was still alive. With 
his support, and also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Jiang Zemin at 
the core, the decision was made to strengthen macro 
regulation and control. Sixteen measures were adopted, 
of which 13 were economic measures. 

（4）全行业五年固定资产总投资 947 亿元。共

新增机场 21 个，改建了一大批机场。

In the five years, a total investment of 94.7 billion 
yuan was made in fixed assets in the whole industry. 21 
new airports were added and a large number of airports 
were modified and expanded.

例（3）为 C 类汉语语句。汉语原文为主动式，

主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比较长而

且复杂，所表达的信息对于译员和听众而言是已

知信息。谓语部分表达的信息为未知信息，包含

两个动词 + 宾语结构，其中第二个动词 + 宾语结

构由“其中 13 条是经济措施”加以补充说明。该

句很长，若将该句译成英语主动式，译文会显得啰

嗦、冗长，且重点不突出。因而，译员将该句分译

成两个被动式结构，两个汉语动词宾语均译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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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主语，汉语主语译作状语。译文显得精炼、重点

突出，而且也方便了听众理解。

例（4）中的汉语原文包含两个单句。第一个

单句为 C 类语句，其主语并非谓语动词所表示动

作的发出者，而是该动作所影响的范围。第二个

单句为 A 类语句，谓语部分由两个动词 + 宾语结

构组成。译员均将这些单句译作英语被动式，既

突出了重点，又不至于为确定主语而不必要地耗

费时间和精力。

由表 9 可知，除 A 类和 C 类之外，相当数量的

英语被动式译自 B 类和 D 类汉语语句。如： 
（5）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政策规

定，外商投资的比例及其他限制条件大为放宽。

Foreign investment in civil aviation was 
promulgated;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other restrictions were considerably relaxed.

 （6）共有 28 名省、地（市）、县（区、市）和

乡镇党政负责人因此受到党纪处分。其中，地（市）

8 人，县（区、市）和乡（镇）18 人。

18 country and township leaders and 8 municipal 
government leaders in charge of work safety were 
punished with Party disciplinary and administrative 
sanctions.

例（5）的汉语原文由两个单句组成。前面单

句为 A 类语句即无主句，后面单句为 B 类语句即

受事主语 + 谓语动词。它们均强调某一事物或状

态在谓语动词所表示动作的影响下发生变化。例

（6）中，汉语原文也为受事主语 + 谓语动词结构，

且采用了被动标记“受到”，故为形式被动句。由

于这些语句与英语被动式的语义结构完全一致，

译员常常将它们译为英语被动式。

还应指出，汉英平行语料子库中的汉语原文

存在一些“对”字结构、“把”字结构、“向”

字结构和“将”字结构。这些结构将受事对象

提前并予以强调，且表示某一事物的性质和状态

受到外力作用而发生变化，与英语被动式的语义

结构契合。从理论上讲，这些结构可以译作英语

被动式，但由于这些结构中表示受事对象的介词

宾语通常很长且比较复杂，口译译员很难在较短

时间内确定该宾语与谓语动词之间的关系是受

事，还是范围、时间等，故而不常译作英语被动

式。根据表 9，在汉英会议口译英译语料中，译

自上述结构的英语被动式数量很少，只有 10 个。

5. 结语

口译语料库的建设尤其是口译语料转写及其

口语特征标注的难度非常大。经过不断摸索，我

们最终建成了 CECIC，并以该语料库为平台探

讨了汉英会议口译中的翻译共性及其语言特征。

研究表明，汉英会议口译英译语料的显化和范化

趋势都非常显著，在句法层面及动词应用等方面

也表现出十分突出的简化趋势。我们发现，汉英

会议口译语料中代词的使用频率远远低于新闻

发布会英语原创语料，但被动式的使用频率却高

于后者。我们认为，一方面汉语倾向于使用名词

指称前文提及的事物，较少使用代词，另一方面

口译译员为了方便听众理解，避免语言表达的歧

义，常常重复使用名词，不太常用代词。这些因

素直接导致了代词的使用频率低。而被动式使

用频率之所以很高，主要是因为汉语原文大量存

在由动词 + 宾语构成的无主句、形式被动式和意

念被动式等语句。这些语句均与英语被动式的

语义结构基本吻合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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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king Ideo-imagery in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oward 
a More Rationally Bas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by Bao Tongfa & Yang Li (Jiangnan University , Wuxi, China) p. 34
Abstract: Yijing ( 意境 , Ideo-imagery) is characterized by an evocation of vivid images informed with an intangible 
aesthetic sense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yijing-oriented poetic appreciation develops 
out of and is deeply rooted in China’s unique traditional modes of philosophy, cognition and cultu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ranslators concerned to explore systematically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the emotion, the scene and the 
cognitive subject involved. Such an effort would provide a healthy check against excessively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and would hence add to the rational basis of the translation in question. 
Key words: yijing (ideo-imagery); cognitive rationale; verification; poetic rationale; presentation

The Compi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English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Corpus

by Hu Kaibao & Tao Q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p. 49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English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Corpus is of great practical importance for the 
research of interpr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with the corpus serving as a research platform, it becomes possible to 
conduct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 universals in Chinese-English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nd on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interpreted English as well. Yet to compile such a corpus is a complicated and time-consuming task, since it involves 
transcribing, parsing, tagging, annotating and aligning large amount of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Even though many of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project have been successfully dealt with, much remains to be done before it could be 
turned into an effective tool of research.
Key words: Chinese-English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Corpus; compilation; application

Constructing Teaching-oriented Parallel Corpora to Facilitat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Pedagogy

by Yu Jun & Wang Zhaohui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China) p. 57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eaching-oriented corpora for translation courses. It 
holds that involving the students in this endeavor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urses’ general approach and overall 
structure are essential to a successful building and application of such corpora. Technical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effort, such as those concerning the text types, the corpus tagging, the constructive procedur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rpora to be built, are also discussed in detail in the paper.
Key words: comparative approach; translation teaching; teaching-oriented corpora;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杨德炎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十五大代表，杰出出版家、优秀外交工作者，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

务副主席、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中国版权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出版

年鉴社社长，原新闻出版署外事司司长，原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原中国翻译协会副

会长、《中国翻译》杂志编委、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0 年 6 月

22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65 岁。

第四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

由香港浸会大学翻译课程及翻译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

定于 2011 年 7 月 8-10 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欢迎参加。有关参会论文递交方式等事宜，请登录会议

网址：http://tran.hkbu.edu.hk/hktransym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