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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心要闻 

1. 杜伦大学迈克尔•拜恩教授、广外何自然教授来访并与翻译学硕士研究生

座谈 

 

2016 年 9 月 19 日，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院资深教授迈克尔·拜恩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何自然教授应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莫爱屏教授的邀请在六教 A302 举行座谈。座谈会上，拜

恩教授用诙谐而又幽默的语言为到场的研究生讲解了文化差异在言语交际中的重要性，以及

如何避免由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误读和错读。在讲话结束以后，拜恩教授还与学生进行了亲切

互动，就学生提出的关于中英教育差异，以及脱欧对于英国学术界，乃至整个英国社会所造

成的影响发表了看法，拜恩教授表示中国的教育制度对于英国当今的教育改革有着很大的推

动作用。他直言大量的科研经费来自欧盟，所以脱欧对于英国的学术界是一场巨大打击。 

之后何自然教授就语用学的发展及语用与翻译等话题与在座的研究生进行了交流。何教

授语重心长的表示翻译研究不应当流于表面，而应当基于足量的翻译实践。之后何自然教授

就学生所提出专名翻译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中国大量的公共场所和公示语翻译

还存在问题，专名翻译研究大有可为。针对学生提出有关模糊限制语研究的问题，何教授表

示模糊限制语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要找到一个新的角度，使得研究更有心意。 

通过两位专家的座谈，在场的学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座谈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会后，拜恩教授、何自然教授与莫爱屏教授与到场研究生合影。         

 

2. 中心访问学者座谈会举行 

 

2016 年 10 月 10 日，翻译学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座谈会在六教 A302 资料室举行，本次座

谈会邀请了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外语系讲师满德亮老师到场同大家交流，来自中心和翻译

学院的 10 多名访问学者参加了本次座谈。 

  访问学者首先报告了近期在参与翻译教师文献认知研究项目中取得的进展，同时也反映

在项目相关实验开展中遇到的疑问，例如对于文献评论的记录方式、每次记录的间隔时间等。

满德亮老师在聆听了访问学者的反馈后，结合项目的主要目的，对实验开展的方法和具体操

作进行了详细解答。 

 访问学者首先报告了近期在参与翻译教师文献认知研究项目中取得的进展，同时也反

映在项目相关实验开展中遇到的疑问，例如对于文献评论的记录方式、每次记录的间隔时间

等。满德亮老师在聆听了访问学者的反馈后，结合项目的主要目的，对实验开展的方法和具

体操作进行了详细解答。 

随后访问学者就各自的研究兴趣点、学术论文写作以及语料库研究等内容与满德亮老师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通过热烈的互动和交流，访问学者都深受启发，不但进一步明确了当前

参与项目的操作方法，同时约定下一次座谈会主题为语料库相关软件的培训。 

访问学者座谈会是翻译学研究中心定期举行的学术活动，中心通过组织访问学者共同开

展项目讨论、邀请专家答疑释惑和相互交流等活动方式充分激发访问学者的科研兴趣，为培

养科研能力、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具有重要作用。 



 

3. 三名博士后申请人顺利通过开题答辩 

 

2016 年 11 月 16 日下午，翻译学研究中心 2016 年博士后开题答辩会在第六教学楼 B108

教室举行。答辩委员会由中心主任莫爱屏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罗选民教授、李瑞林教授、

曾利沙教授、黄忠廉教授出席了本次开题答辩会。提交开题报告申请的三位博士后顾俊玲博

士、朱灵慧博士和方仪力博士分别就各自的选题进行了汇报和答辩。 

其中，顾俊玲博士以《译病基本问题研究》为选题，梳理了“译病”的发生发展始末，

以便提出译病防治的策略。朱灵慧博士就《基于晚清译事奏谕的翻译政策研究》展开了论述

答辩。该课题由源头清理晚清翻译政策，尝试完整呈现译事奏折上谕中的翻译问题。方仪力

博士以《“译名”观演变与近代知识生产研究》为选题，稽考了“译名”背后翻译与社会现

实间复杂转化过程。答辩委员会专家认真聆听了三位博士后的汇报，并从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研究重点与难点等方面提出了批评和改正意见。 

开题答辩会帮助博士后研究员理清了研究思路，有助于其顺利开展后续研究工作，促进

中心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4. 作家、翻译家、评论家首聚广外论翻译——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的

“跨越边界：第一届作家、翻译家、评论家高峰论坛” 

 

2016 年 11 月 25 日，“跨越边界：第一届作家、翻译家、评论家高峰论坛”国际研讨会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图书馆隆重拉开帷幕。此次论坛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亚太

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团队、外语研究与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和翻译学研究中心联合承

办。会议的主题为：“翻译：中国文学/文化与世界的融合”，共有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

英国和丹麦的 11 位专家、学者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上做主题发言，来自国内各大高校的近两

百位师生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     

论坛开幕式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语研究与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李瑞林

教授主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仲伟合教授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欢迎来自各地的翻译、

文学、文化研究学者共聚美丽的广外。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教授也致辞表示，在

翻译研究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的今天，将作家、翻译家、评论家聚在一起讨论中国文学/文化

与世界的融合问题，这在国内是史无前例的。     

本次论坛的主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罗选民

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大翻译，大数据，大格局：文化记忆下的中国形象建构与传播”

的大会报告。他指出，文化传播是全球化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存在文化差异、不同的

语言结构和差异的思维方式，文化传播常常不是恒定和畅通的，冲突和误解会频频出现，在

这种情况下，不充分的翻译甚至误译也会被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些会直接歪曲中国文化，影

响中国形象建构与传播。通过对当今中国翻译研究状况的反思，罗教授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出

发，提出“大翻译、大数据、大格局”的概念，并对每一个概念做了深入的阐释。     

本届论坛与国内各种学术会议的区别之处，除了首次将翻译家、作家、评论家聚在一起

对话，创历史先河，更重要的是论坛只设了主题发言，没有对外征稿，也没有设分论坛发言，

而且论坛不收取会务费，免费向学界开放。这些都突出地表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近些年来对

学术和科研的投入及推动力度在同类高校中是出类拔萃的。免费报名的通知发出短短三天，

公众邮箱里就收到近两百封报名邮件，其中外地报名参会的占百分之四十以上，来自、北京、

上海、杭州、天津、沈阳、重庆、武汉、长沙等地。     

本次论坛共邀请了 11 位来自五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上做主题发言。

他们分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教授 King-Kok Cheung，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文

系教授 Shaobo Xie，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罗新璋，著名翻译家、

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彩虹奖及法语地区国家组织金字奖获得者燕汉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教授、著名作家、美国图书奖及美国作家协会诗歌奖获得者 Russell 



C. Leong，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Li-ling Hsiao，中国翻译协

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翻译》杂志主编黄友义，著名作家、第四届

鲁迅文学奖及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获得者韩少功，丹麦安徒生基金会副主席、丹麦文

化部顾问、南丹麦大学安徒生研究中心主任 Johs. Nørregaard Frandsen，曾任香港《南华早报》

记者、路透社及伦敦《每日电讯》驻华记者的出版商、作家和音乐人 Graham Earnshaw，以

及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首席教授 Jonathan Locke Hart。     

在 25 日下午的论坛主题发言上，King-Kok Cheung 教授通过具体的例证分析指出，有

时作者和评论家都必须是富有创造力的译者，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其双语和双文化的资源；

Shaobo Xie 教授以中国为例讨论了西方观念和理论通过翻译进入中国以后所经历的变形，从

而指出翻译活动是如何触发了整个世界的学术创新和发展的；罗新璋教授总结了中国译学的

发展由传统译论进入现代译论过程中经历的三周；Russell C. Leong 教授介绍了其新作《飞

蛾诗学》（一部融诗歌与绘画于一体的艺术作品），探讨了处于工薪阶层的中国移民社群在后

9/11 时代的美国的生存状态。     

本次论坛希望通过国内外文学翻译与汉学研究领域的大家们的对话，探索当前我们在对

外译介出版中有哪些需要拓展的空间，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走出去”，才有可能从整体上反

映中国文学的全貌和水准，以及如何建立起一种行之有效且具有影响力的机制，使国内外相

关部门、出版机构，同作家、翻译家之间通力合作。（文字来源：外语研究与语言服务协同

创新中心）。 

 

5. 褚东伟教授创办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杂志于 EBSCOhost“一

带一路数据库”上线 

 

    日前，根据 EBSCO 的通知，高级翻译学院教授、翻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褚东伟老师创

刊的国际英文期刊《中国文学与文化》（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简写 CLC）已经通过

EBSCO 两个数据库上线，即人文资源数据库（HumanitiesSource Ultimate collection）和“一

带一路”参考资源库（OneBelt, One Road Reference Sourcecollection）, 《中国文学与文化》

的翻译作品和文章可以通过这两个据库里进行全文检索。 

CLC 杂志自 2014 年 8 月创刊以来已经出版 7 期，在中外文学界、翻译界和学术界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被英文《中国日报》、美国俄亥俄大学 MCLC 资源中心网站、法国法文网站

“中国现当代中短篇小说网”、Paper Republic 网站和腾讯网等国内中文媒体高度关注。 

褚东伟教授目前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从事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项目

的相关研究工作。 

 

6. 著名法汉翻译家罗新璋先生莅临中心参观 

 

2016 年 11 月 28 日，中国著名法汉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研究员罗新璋先生

莅临翻译学研究中心参观访问。中心莫爱屏主任和翻译学院赵军峰院长对罗新璋先生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莫主任和赵院长分别为罗先生介绍了中心和翻译学院的基本情况。 

罗先生尽管已经 80 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耳聪目明，他饶有兴致的听取介绍，对中心

和学院在翻译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表示称赞，并希望学校能够为国家培养更

多更优秀的翻译人才。参观结束后罗新璋先生还将自己最新出版的《古文大略》一书赠与中

心留念。 



 

7.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领导一行来访 

 

2016 年 12 月 2 日，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白文昌院长、中俄人文合作和上合组织教育合

作俄语翻译中心赵为主任和俄语学院博士生导师荣洁教授在广外高翻学院赵军峰院长和西

语学院杨可院长的陪同下来到中心访问。莫爱屏主任热情欢迎了来访的各位领导和专家，并

带领他们参观了翻译研究资料中心，莫主任向来宾介绍了中心的团队构成、科研建设和研究

员的近期成果。白院长一行认真听取了莫主任的介绍，阅读了中心研究员的部分专著成果，

并对中心的资源建设情况表示称赞。最后白院长表示希望继续加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同广

外高翻学院、西语学院和翻译学研究中心等兄弟单位的交流，并在人才培养、翻译研究等方

面加强合作。 

 

8. “俄罗斯文艺”文学翻译奖·第八届全球俄汉翻译大赛 

 

 由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西语学院、《俄罗斯文艺》、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和中国译协联合举办的“‘俄罗斯文艺’

文学翻译奖·第八届全球俄汉翻译大赛”已顺利结束。本次大赛内容为俄译汉，整个大赛在

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进行，海内外参赛者 444 人。初赛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专家组成的初

评组认真完成，再由组委会七人复评组认真完成，最后评定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各 5、

10、20 和 30 名，组织奖若干名。《俄罗斯文艺》2017 年第 1 期及相关网站公布大赛结果，

获奖证书已颁发。大赛至今已经举办八届，不论是参赛人数还是参赛选手的地区范围较往年

相比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二、 学术讲座 

 

翻译教师发展论坛 

 

9. 翻译教师发展论坛（第 8 期） 

谈研究生学术写作中的同伴反馈 

 

2016 年 9 月 21 日下午迎来了“翻译教师发展论坛”第 8 讲。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外

语系讲师满德亮作了题为“谈研究生学术写作中的同伴反馈”的讲座。论坛由莫爱屏教授主

持，参与论坛讨论的有国内高级访问学者及高翻学院部分研究生。  

老师点评学生的写作，对论文给出建议等这些都是反馈，满德亮老师首先列举了反馈的

好处，比如通过反馈能够提高写作质量、增强作者的读者意识、填补知识之间的差距等。但

如今来自的老师的反馈成下降趋势，因为教授们忙于其他事务，没有时间给出修改意见，或

给出的修改意见不具体，这样学生们开始寻求同伴反馈。            

满德亮老师随后总结了同伴反馈的一些限制性因素及同伴反馈的积极作用，在选取反馈

者方面可以选择自己亲密信任的人。满德亮老师通过选取五名学生的实证探索性研究，对同

伴反馈的反响做了调查。调查发现给予反馈的人比收获反馈的人受益更大，能力欠缺的给予

反馈者比能力高者收获更大。满德亮老师也对反馈过程提出了可行性建议，首先要浏览一遍

论文，然后一点一点解决值得评论的地方，多读几遍相关参考文献。 

最后满德亮老师对讲座做了总结及对未来调查的方向做了思考。同伴反馈是老师反馈的

另一种选择方法；同伴反馈主要发生在关系亲密的同学之间；同伴反馈不同程度上对反馈给

予者和收获者都有好处；反馈收获者能很好地看待反馈；反馈的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馈

给予者对同伴反馈的理解。  

此次论坛交流中,大家各抒己见,思想碰撞激烈,气氛十分活跃。满德亮老师精彩的演讲与

解答让与会人员受益匪浅。    

 

10. 翻译教师发展论坛（第 9 期） 

国际知名期刊主编 Roberto A. Valdeón 教授介绍国际翻译研究新趋势 

 

11 月 2 日下午，翻译学研究中心翻译教师发展论坛（第 9 期）在六教 B103 举行，本期

论坛邀请到国际权威翻译研究类期刊《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主编 Robert A. Valdeón 教授为广大师生介绍国际翻译研究最新趋势。 

Roberto 教授详细解读了当前国际上翻译研究领域比较热门的主题，包括新闻翻译，副

文本研究，翻译史关联性研究等。为了更具针对性，他还专门收集和研究了近年来在主流国

际期刊，特别是 Perspectives 上发表的一系列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以此来说明中国学者当

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和趋势。Roberto 教授表示，中国的翻译研究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越来越

活跃，来自中国学者的稿件数量也连年上升。为了更好地展现中国翻译研究的最新成果，他

们将精选一些发表在 Perspectives 上的中国学者的文章，结集成《21 世纪中国翻译研究》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21st Century）由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 (London: Routledge)

在 2017 年正式出版。最后，Roberto 教授还就现场听众的疑惑回答了相关提问。 

Roberto Valdeón 教授于 1993 年博士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英语文学与翻译专业，现

任教于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University of Oviedo），为国际权威期刊《视角——翻译学研究》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主编。 

 

 

 



11. 翻译教师发展论坛（第 9 期） 

清华大学教授同青年教师座谈 

 

12 月 14 日，清华大学王宁教授做客翻译学研究中心翻译教师发展论坛（第 10 期），同

广外青年教师、硕博士研究生举行座谈。高翻学院刘季春教授应邀主持本期论坛。 

座谈的内容主要围绕翻译研究、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展开。王宁教

授首先介绍了当前国内外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然后就国内知名高

校近年来在国外 SSCI/A&HCI 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王教授指出，现在

各个高校越来越看重国际科研成果的发表，但是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性成果数量仍然比

较少。因为他希望在座的各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应将眼界放宽，在做科研的同时必须紧跟国

际前沿，了解自身研究领域的热点和最新进展。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有目的性和价值。 

在接下来的互动环节，王教授回答了在座老师和研究生的各类问题，就他们在教学、科

研和学习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交流探讨、经验分享。整场座谈会气氛热烈，在座老师积极

提问，王教授都给予了耐心详细的解答。最后座谈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翻译学博士研究生论坛 

 

12. 翻译学博士研究生论坛（第 34 期）   

译者道德与翻译伦理：一对概念的尝试性辨析 

 

 2016 年 7 月 12 日下午迎来了“翻译学博士研究生论坛”第 34 讲。2015 级博士生杨荣

广以“译者道德与翻译伦理：一对概念的尝试性辨析”为题作了演讲。论坛由曾利沙教授主

持，参与论坛讨论的有高翻学院、商务英语学院的博士生、国内高级访问学者以及部分硕士

生。 

杨荣广首先梳理了现有“翻译伦理”研究的相关范式、概念定义等存在的混淆和不足，

接着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翻译伦理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翻译伦理研究可能存在的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与论坛的博士生、硕士生、访问学者等针对展示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分别从研究

概念的界定、案例分析的方式、翻译伦理研究的范畴分类模式等提出了建议。    

曾利沙教授针对展示内容进行了精彩点评。他指出: 1) 伦理与道德具有一定的关系，译

学伦理研究也应有所区别，分别对应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了的翻译实践中的各种问题；2）

翻译伦理研究应从伦理学与翻译学交叉学科的角度切入，应将历时和共时性翻译实践中的有

关特定的社会负面影响结果的问题纳入译学“伦理”的范畴进行研究；3）在理论方法上应

该首先弄清楚翻译研究中的凡属于译学“伦理”范畴的典型实例，其本质特征都应体现出伦

理的社会指向性、负面指向性和社团共识性，具有一定的客观可证性，而不宜将其泛化、笼

统化，或将其过度主观化；4）译学伦理研究是个大范畴，其下应区分“翻译伦理”、“译者

伦理”、“翻译批评伦理”等次范畴；5）译学伦理研究者应明确研究的目的性和社会意义，

应针对具体的翻译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地辨析，其研究结果对现实翻译问题有相应的解释

力和警示性，这是译学伦理研究的价值所在；6）选取的案例及其揭示的社会性应该有一定

的普遍意义，故在使用译学伦理这一概念时要能够抓住概念的本质内容，并且使相关研究能

从微观实践认识上升到宏观理论认识层面。    

   

 

 

 

 



13. 翻译学博士研究生论坛（第 35 期）  

广告译创的美感形态特征 

 

以“广告译创的美感形态特征” 为主题的博士论坛于 9 月 26 日下午在六教 A421 翻译

学研究中心会议室举行。论坛由曾利沙教授主持，2013 级国际商务英语学院博士生赵耀就

该主题作了发言。参与论坛的有来自高翻学院和商务英语学院的博士生和多名访问学者。为

时两个多小时的论坛气氛活跃，与会人员均表示此次论坛内容精彩，收获颇丰。 

论坛上，赵耀从“广告、译创和美感形态”三个关键词入手，着重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广告？广告具有哪些文体特征？第二，什么是译创？为什么广告翻译需要

译创？第三，翻译中有哪些美感形态？译创出的广告呈现何种体裁专属的美感形态？通过对

商业广告的定义、性质分析和大量真实案例的展示，她归纳出广告的两个显著文体特征：艺

术性和美学性。接着，通过对广告翻译的必要性及其现状的梳理，她指出现有广告翻译的相

关研究大多仍停留在纯文本层面，少有从接受者角度进行的探讨。而从文本类型来看，广告

翻译的目的是否能达到取决于广告受众的接受效度。因此，她试图从接受美学与翻译美学的

角度对广告译创的语言形式和内容进行定性分类。通过对有关广告创译中的美感形态进行梳

理，发现现有相关研究存在译例重复、分类标准混乱且未结合广告文本特点对美感形态分类

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她结合广告文本自身的特点提出了新的美感形态分类。 

曾利沙教授对赵耀的发言给予了肯定，认为广告译创研究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实践意

义。接着他借题发挥，以“广告译创美感形态范畴研究”为题从理论原则范畴上深化拓展了

传统的音美、形美、义（意）美。考虑到广告翻译具有创译性特点，但又并非完全取决于译

者主体的纯粹主观能动性，还应受诸种语言的、审美的、心理的、社会的、法律的、商业伦

理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曾教授创新性地建构了包含“目的、策略、价值、准则、规则”等在

内的广告翻译研究审美需求理论范畴化系统。他强调广告译创的美感不能脱离产品的特点、

功能及企业理念，并用三个典型案例完美地呈现了广告译创美感形态的具体表现。曾教授鼓

励研究者进行翻译实践，体验翻译之难和翻译之美。 

  

 

14. 翻译学博士研究生论坛（第 36 期） 

面向读者的名著重译新策略 

 

翻译学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论坛第 36 期于 10 月 18 日下午 3 点在六教 A421 翻译学研

究中心会议室举行，本期论坛由 2016 级博士生陈元飞主讲，题目是“面向读者的名著重译

新策略”，曾利沙教授主持了。首先吕洁博士介绍了陈元飞博士译著出版情况，陈元飞博士

虽然刚刚开始在我校高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但出版文学作品已八年有余，曾在译林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三联出版社等出版译著三十多部，拥有十分丰富的翻译经验，是一位年轻

有为的青年翻译家。 

陈元飞博士近期完成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委托翻译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以下简

称《汤》）重译本。他主要介绍了三个内容：《汤》重译本面向读者的导读；《汤》的译后记；

《汤》译文中的经典案例。 

《汤》的“导读”独具特色，陈博士从中国的太平天国写起，纵横捭阖，深入分析的《汤》

的写作背景，时任美国总统林肯的立场，美国南北战争政治背景再现。再将丰富的背景内容

与小说结合起来，对作者和小说的人物性格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也对“厚翻译”进行了引介。

在《汤》的“译后记”中陈博士从时、空、语、文四方面对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等进行

了阐释。最后陈博士以历史文化语境下的选词择义的理据例举了生动的案例，比如受制于小

说《汤》的背景年代的服饰文化特色，“vest”应译为“马夹”而不能译为“背心”；“tie”

应译为“领结”而不能译为“领带”；“scarf”应译为“领巾”而不能译为“围巾”等，而此

前的几个译本都是以当今时代的服饰名称取代历时性服饰名称，显然造成误译。 

 



15. 翻译学博士研究生论坛（第 38 期） 

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概念、演进与前瞻  

 

第 38 讲“翻译学博士研究生论坛”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下午在六教 B108 举办。论坛

由 2015 年博士生邵春美主讲，题目为“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概念、演进与前瞻”。曾利沙教

授主持了论坛，参与论坛讨论的有高翻学院及商英学院的部分博士生及硕士生。   

邵春美首先对自己的研究缘起和研究定位进行阐述，紧接着厘清了关于学科的几个关键

词：多学科、交叉学科、超学科、跨学科等，并据此展开自己的论述。论述主要围绕翻译学

的跨学科属性展开，包括原因、证据、特点、发展及趋势等。参与论坛的博士生与主讲人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对该题目给出了很多宝贵的补充性及修改性建议。 

论坛最后由曾利沙教授进行点评，曾教授首先肯定了选题的可行性及参与讨论的博士生

的意见。同时他提出几点参考性意见和建议： 

1）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是一个比较宏大的研究课题，最容易偏向于空泛讨论； 

2）对于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应聚焦于某类文本的某些类型的问题，因为跨学科研究的动

因是为了有效解决特定的翻译问题，只有以实践问题为导向，才能使研究根植于翻译实践，

而如何运用跨学科理论方法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是研究者综合理论能力和实践能力提升的

反映； 

3）从跨学科角度研究翻译理论方法，研究者自己首先应对相关的学科理论方法论特点

具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样才能跨学科理论的适切性； 

4）在跨学科理论的翻译研究中，研究者应能够从实践出发，从下而上地突破对译学研

究某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局限，这样的研究才有理论内涵，才更有说服力。以文学翻译中的反

讽为例，可以从修辞学、语义学、语用学、接受美学等相关学科切入研究； 

5）研究者应明确翻译研究与翻译学研究的区别所在，以及在翻译研究应该明确“研”

什么，“究”什么的关键问题。 

论坛持续两个多小时，各位博士生与曾利沙老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使每位参与者都学

习到了许多新知。 

 

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 

 

16. 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第 21 期） 

张保红教授谈“文学翻译中绘画形式语言的运用” 

 

2016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第 21 期）在广外六教 B103 举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翻学院张保红教授作为本期的主讲人应邀作了题为“文学翻译中绘画形

式语言的运用”的演讲。本次讲座由平洪教授主持，高级翻译学院师生及中心访问学者参加

了本次论坛。  

张保红教授首先介绍了什么是绘画形式语言，指出它包括了构成视觉形态的各种要素，

如点、线、面、光、色、形、体和质等，这些要素在画面结构关系中可以构成某种形象和状

态，成为与观者进行交流的特殊方式。接着张保红教授以美国重要文学家和诗歌翻译家雷克

思罗斯（K. Rexroth）汉诗英译为例，从线条的运用和几何图形的建构两个方面探讨了译者

对绘画形式语言运用的艺术特色。例如：线条运用方面，水平线在绘画构图中可传递安定、

平静的感受，也可表现平坦与开阔的情景，锯齿线往往可以产生紧张、惊险、奇突的心理，

也能够传达出痛苦、扭曲、恐怖的意味。在几何图形的构建方面，雷氏在某些译文中有意识

地创构出正置的三角形图案来暗示诗作中静穆、沉重、稳定等意味。译文中对圆形结构的运

用也同样多样，同心圆的中心点格外引人注目；破绽圆的缺损之处往往成为视觉的焦点；螺

旋形圆给人更为强烈的向心旋转的动感等。 

张教授最后总结了雷氏翻译中对绘画形式语言的借用体现出三个方面的译学价值，即奠



定了译文与原文审美等效的基础；创新了翻译的艺术表达途径；彰显了翻译的艺术认知机制。

他认为说翻译中绘画形式语言的介入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与解释雷氏汉诗英译过程的本质

特征，也可对目前翻译研究中占绝对主导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形成有效的补充与拓展。 

张保红教授的讲座内容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语言轻松幽默，为现场师生重新理解诗歌

内涵、研究诗歌翻译提供了新的途径和观点，让大家获益良多。   

 

17. 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第 22 期） 

王克非教授讲授语料库翻译研究（第二讲） 

 

2016 年 11 月 2 号，第 22 期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在广外六教 B103 举行，北京外国语

大学教授、博导，我中心云山讲座教授王克非老师就语料库翻译研究进行了第二次系列讲座。

本次讲座由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莫爱屏教授主持，高翻学院博士、硕士研究生及中心访问学

者参加了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主要围绕语料库的缘起与概念以及语料库的类型与功用。首先，王克非教授追

本溯源，回顾了语料库的发展历史和过程，即从手工搜集语料的词典形式到可以进行大规模

存储的计算机形式，从语料库的发展过程也可见将语料库电子化的必要性。接下来，王克非

教授就语料库翻译学该注重理论还是方法、计算语言学的战略转移，语料库给翻译学带来的

思考以及语料库翻译学关注的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对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应集中在

描写研究、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为在座师生的翻译研究方向给予了很大启发。 

关于语料库的类型和功用，王克非教授列举了单语语料库和双语/多语语料库，其中，

双语/多语语料库包括平行/对应语料库、类比语料库和翻译语料库等，并对其各自的适用场

合进行了详细介绍。最后王教授为大家介绍了几个国内外知名的大型语料库，就北外通用汉

英对应语料库进行了清晰的介绍，并讲解了具体的语料搜集过程、标记过程等。 

此次论坛交流中，大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气氛活跃。王克非教授的讲解和回答深化

了大家对语料库翻译学的认识，使大家受益匪浅，收获良多。 

  

18. 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第 23 期） 

罗新璋先生谈杨绛翻译 

 

2016 年 11 月 28 日下午，我国著名法汉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研究员罗新璋

先生做客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第 23 期，回顾他同杨绛先生的过往故事，畅谈杨绛先生的

翻译作品。 

罗新璋先生认为，杨先生的翻译在某些地方的处理比傅雷先生的翻译更加自由大胆，用

钱钟书先生的话来评价就是“得意忘言，登岸捨阀”，意指不拘泥于原文语言的形式和句法

结构，把意思传达过来。他以杨先生翻译的《吉尔•布拉斯》为例，总结了杨先生译文的三

个突出特点，包括“师其意而造其语，依傍形象以取胜，顺理补笔岂无功”等。 

在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罗先生教授始终面带微笑、娓娓道来。他以深厚的文学翻译造

诣和几十年的翻译经验分享了自己的翻译观点和思想，让在场观众十分受用；通过深入分析

杨绛先生的翻译作品，拉近了每个人同杨绛先生的时空距离，让大家对杨先生的翻译有了更

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罗新璋，1936 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现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著名法文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他曾在国家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长期从事中译法文学

翻译工作，1980 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2004 年赴台湾师范大学任客座教

授两年。译作主要包括《红与黑》、《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栗树下的晚餐》；

撰有《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释“译作”》及《译艺

发微》等论著，编著有《翻译论集》及《古文大略》。 

 

  



19. 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第 24 期） 

Jonathan Locke Hart 院士解读翻译在英语文学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2016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4 点，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 24 期在六教 B103 举行，加拿大

皇家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首席教授，创意写作、文学翻译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Jonathan 

Locke Hart 应中心邀请，做了题为“翻译在英语文学和文化中的重要性”的演讲。本次讲座

由外语研究与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的王海瑛老师主持，高级翻译学院部分师生及中心访问

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讲座开始前，王海瑛老师对 Jonathan Locke Hart 院士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他

在翻译、诗歌和历史领域所做的研究和取得的成绩。 

讲座伊始，Hart 院士指出，翻译自盎格鲁萨克逊时期以来便在英语文学和文化中占据重

要地位。长久以来，在人类迁移活动的影响下，英语常以混杂的形式存在发展，英语文学不

仅指原本就用英语写就的文学作品，还包括许多英语世界作家翻译的其他语言作品（尤指意

大利语和法语），如 Cædmon 的 Hymn；Chaucer 改写的 Boccaccio 长诗；Ezra Pound 译的普

罗旺斯语和中文诗歌等。英语文学和文化一直依赖于其他语言的文学与文化来发展自身。因

此，一个悖论长期存在，英语使用者的身份往往要依靠其他语言文化（即他者）决定。 

接着，Hart 院士对英语文学史中的跨文化翻译与互动行为进一步进行阐述，详细介绍了

一系列历史上非英语文学的英译活动，如 Las Casas, Hakluyt, Ricci 作品的英译，并从中探讨

他者与认同间的矛盾统一。随后，Hart 院士介绍了他与 Pound, Hughes, Lowell 等译者，并对

他们的译文作出比较，让在场观众都感受到了诗歌的独特魅力。 

最后，Hart 院士再次重申翻译在英语文学和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以五个关键句总结了

本次讲座的重要内容，希望引起人们对翻译文化、历史研究以及诗歌翻译写作更多的思考。 

在提问环节，现场师生与 Hart 院士进行了积极互动，就翻译研究和诗歌写作方面提出

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Hart 院士热情详细地一一作答。Hart 院士的精彩演讲让在座师

生受益匪浅，博得了阵阵掌声，讲座最终圆满结束。 

 

20. 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第 25 期） 

李正栓教授谈毛诗英译的“四之原则” 

 

2016 年 12 月 9 日下午，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迎来第 25 期：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

授应邀为大家带来一场名为“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四之’原则”的学术讲座。协同创新中心

李瑞林教授，高翻学院李明教授，翻译学院研究生和翻译学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到场参加，翻

译学院张保红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李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毛泽东的诗词特点，他认为毛诗的内容反映了中国时代的变迁和

社会发展，视角开阔、立意高远、大气磅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此在翻译毛泽东诗词

的时候必须对每首诗背后的故事和时代背景进行深入了解。李教授结合自己对毛诗翻译的丰

富经验和深刻体悟，总结了毛诗翻译的“四之”原则，即“视之，悦目；听之，悦耳；读之，

上口；思之，入心”。 

李教授认为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在理解、词汇、风格和文化等方面都要忠实对等。只有

这样才能达到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平等交流。例如在介绍《采桑子•重阳》这首诗的时候，

他让在座观众认真观察了原诗在结构上的特点：原诗分两节，每节四句，每节的首位两句为

长句，字数相同；中间两句为短句，字数相同。这样就构成了原诗的倒“凹”字形结构，形

成了独特的形式美，而且读起来长短相间、抑扬顿挫，十分有节奏感。同样在译文中李教授

也努力再现这种结构美和音韵上美，让译文的结构几乎和原文保持一致，从而做到了视之、

悦目；读之上口的效果。 

李老师在解读每首诗歌前都会鼓励大家先齐声朗读，通过这种方式体会原诗在内容、形

式和音韵上的美感所在。然后通过将自己的译文和原文对比，以及同一首诗不同版本译文之

间的对比，让大家直观地认识到各种译文的优缺点，以及译文是如何通过选词和结构的安排



对原诗的音韵美和结构美进行还原。 

整场讲座里，李教授用幽默的语言，饱满的情绪感染了现场的听众，为大家带来了阵阵

笑声。丰富的实例解读让听众获益匪浅、兴致盎然。最后李教授耐心解答了大家的问题，讲

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21. 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第 26 期） 

张旭教授谈翻译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16 年 12 月 9 日下午，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张旭教授应邀为大家带来一场题为

“翻译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的学术讲座。翻译学院硕博士研究生和翻译学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到场参加，翻译学院邢杰副院长主持本次讲座。 

张旭教授首先指出今年来东西方学者都将翻译史的研究纳入了翻译研究的总体框架，也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翻译史的研究方法上仍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接着他介绍了翻译

史研究的几个核心概念，包括“翻译史、历史重估、重写和途径”，并且依据詹姆斯•霍尔姆

斯的理论阐述了翻译史研究的三项基本任务：对现有的翻译现象进行描述与解释；总结出普

遍的规律，以及对未来的翻译活动和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最后，张旭教授还就翻译史的分

期问题、批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 

张旭教授结合近几年来对地方翻译史的研究个案，阐述了翻译史研究的若干途径，让到

场的听众耳目一新、深受启发。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22. 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第 27 期) 

AIIC 会员马志瑞先生分享会口译员的表演艺术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下午，马志瑞（Gerard M. Maré）先生（自由从业会口译员（英法互

译），美国语言专家联合会（TAALS）会员、国际会议口译协会（AIIC）会员，取得美国国

务院会议口译从业资格，曾担任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业顾问、香港大学客座讲师。）受邀参

加翻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 27 期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做了题为“FLOW, FIDELITY AND 

FUN: THE CONFERENCE INTERPRETER AS A PERFORMANCE ARTIST”的演讲报告，论

坛由翻译学研究中心博士后方仪力老师主持。 

论坛伊始，马先生引入讲座主题：口译员所从事的职业是一门具有表演性质的艺术，口

译员通过自己的表演工具——声音传达发言者的信息，表现发言者的幽默，使听众享受听的

过程等等，接下来从 flow，fidelity 和 fun 三个方面进行具体的阐述。 

Flow，即话语的流畅，这里马先生着重提到“in the zone”的概念，即译员需努力克服

紧张感，将自己置身于发言人的实时背景和环境，如身临其境一般转换和传递语言，最大程

度地享受口译的表演过程。马先生还讲到在口译过程中，译员要充满自信，克服时间的紧迫

性以及心理压力等困难，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通过控制自己的声音来降低自己的紧张情绪，

使输出语言更加流畅。声音的表现包括许多成分：pace, pause, register of language, fluidity, 

intonation, stress 等等，学生译员也可以通过录音来监听自己的声音，进而提高声音的表现力。 

Fidelity，指忠诚，这里的忠诚包括对发言人忠诚，对听众忠诚，也包括对自己忠诚。

马先生尤其强调了在发言人的表达和观众的需求之间存在差异时，口译员要利用自己的技能

实现对二者的忠诚。此外，马先生对“fidelity”进行了剖析，具体包括：sense consistency, 

completeness, emotional tone, emphasis, register of speech 等，深化了同学们对 fidelity 的理解。 

在阐述最后一个角度“fun”的过程中，马先生结合自身的口译经历向同学们讲述了自

己对口译职业态度的转变，口译员不只是被动的传声筒，作为信息传递的中介，口译人员往

往可以接触到行业领域的前沿信息，通过参与不同领域的口译任务，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和

对世界的认知，并鼓励广大口译学子坚定地在口译道路上付出努力！ 

在提问环节，现场的师生与马先生进行积极互动，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值得深入探讨

的问题，马先生都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予了详细回答，让同学们醍醐灌顶，受益良多。



马先生通过生动的比喻和切实的案例向大家展示了口译工作的魅力，讲座圆满地结束。 

  

23. 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第 28 期） 

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定位：基于译文表达地道性焦虑的先验批判  

 

2016 年 12 月 29 日下午两点，六教 B103 迎来了本学期最后一次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论坛

（28 期）。本期论坛由天津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伟教授主讲，广

外翻译学院欧阳利锋教授主持，中心访问学者及高级翻译学院的部分博士、硕士生参加了此

次论坛。 

陈伟教授提出在当今社会我们主要面临的两大趋势：全球化趋势和信息化趋势，以及在

信息时代我们应该反思当某一特定的话语与现实相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做好说话人的信息

传递与听者的意义建构问题。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围

绕“中国文学的外译到底谁来翻译”的问题，陈伟教授给我们做了深刻的解读，同时也引发

了我们对中国文学外译的主体性问题的很多思考。 

讲座中，陈伟教授强调在中国文学作品外译时中国译者自己完全有能力翻译，并对“译

文表达地道性焦虑”这一因素进行了先验批判。先验批判一：译文地道性与中国文学国际化

的问题。他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大语境、作品的自身品性、读者的文化与价值观取向、读

者的内容至上主义以及读者的易读性原则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指出影响中国文学国际化进

程的因素绝非单一的，而是多维的，成系统的。语言的审美性与艺术性（包括地道性）只是

其中的一个方面。当文化与价值观取向超过语言层面的审美诉求而操控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

外译作品接受度的领域就是外译文学文本的选择。先验批判二：国外译者的“问题”。他从

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取舍，文化思维的张力，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平衡，中华文化的理解四个

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思考。 

陈伟教授最后总结，推广民族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已经成为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国

际间竞争的主流趋势。在中国文化外译时，本国译者不仅需要文化自信，同样需要语言能力

与翻译能力自信，同时他还对在座青年学者的翻译研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讲座最后，参与论坛的博士生、硕士生、访问学者等与陈伟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互动。

交流中，大家各抒己见，碰撞出了很多学术火花，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气氛非常活跃，

与会人员都受益匪浅。   



三、科研成果 

【论文】 

1) 仲伟合、陈庆，梁宗岱的翻译观：在冲突中求契合。中国比较文学，2016（1）。 

2) 仲伟合，许勉君，国内语言服务研究的现状：问题和未来。上海翻译，2016（6）。 

3) 贺鸿莉、莫爱屏，翻译本科专业实践教学调研报告。中国外语，2016（2）。 

4) 蒋清凤、覃斌健、莫爱屏，马克思主义文献汉译对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影响，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学报，2016（3）。 

5) 莫爱屏、黄祥、满德亮，新型政治话语外译的策略研究。嘉应学院学报，2016（3）。 

6) 黄忠廉，达：严复翻译思想体系的灵魂——严复变译思想考之一。中国翻译，2016（1）。 

7) 黄忠廉，严译《天演论》“信”、“达”真谛考——严复变译思想考之一。中国外语，2016（1）。 

8) 黄忠廉、陈元飞，从达旨术到变译理论。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1）。 

9) 杨荣广、黄忠廉，应用翻译研究：进展与前瞻——基于《上海翻译》卅年办刊宗旨之嬗变。上

海翻译，2016（2）。 

10) 黄忠廉、杨荣广，应用翻译研究：进展与前瞻——基于《上海翻译》卅年办刊宗旨之嬗变。上

海翻译，2016（2）。 

11) 黄忠廉、常金雪，严译《天演论》合并策略研究——严复变译思想考之一。语言文化研究辑刊，

2016（1）。 

12) 黄忠廉，宗教翻译学遐想。宗教经典汉译研究，2016（1）。 

13) 黄忠廉，李亚舒：“80后”的翻译人生。光明日报，2016。 

14) 黄忠廉、张博，我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建设战略思考。外国语文研究，2016(5)。 

15) 黄忠廉、杨荣广、刘毅，中国文化“互联网+外译”客体优先规划论。中国俄语教学，2016（4）。 

16) 黄忠廉、倪璐璐，跨层合译的语义-认知诠释——以俄-英语词素与词合译成汉字为例。外语学

刊，2016（6）。 

17) 黄忠廉、孙秋花，李亚舒科学翻译思想源流考。当代外语研究，2016（6）。 

18) 黄忠廉，“达”是严复翻译思想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6）。 

19) 顾俊玲、黄忠廉，误译分类考。莫斯科大学学报：翻译理论版（22卷），2016(3)。 

20) Ping Li, Chuanmao Tian, Zhonglian Huang, Ethics, identity and ideology A study of the interpreter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1937–1945).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 Them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2016. (SSCI&A&HCI) 

21) 20160328【论文】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评罗素与斯特劳森关于摹状词理论的论争及其

启示_任朝旺、曾利沙_湖南社会科学2016（2） 



22) 王俊超、曾利沙，多模态网购商品推介英译的目的：顺应论原则。上海翻译，2016（1）。 

23) 吕洁、曾利沙，商务画册英译原则与策略探析。中国科技翻译，2016（2）。 

24) 任朝旺、曾利沙，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湖南社会科学，2016（2）。 

25) 曾利沙、赵耀、任朝旺，主题-意向统摄下的认知图式含义充实——兼论英语商务广告语篇隐

性连贯的汉译策略原则。外语与翻译，2016（3）。 

26) 任朝旺、曾利沙，中英文经济报道中概念隐喻的跨文化性。广州大学学报，2016（11）。 

27) 刘梦莲，基于TAM和MOA的大学生MOOC使用意愿影响因素探究。计算机教育，2016（6）。 

28) 刘梦莲，欧盟IVY应用特点及其对机助口译教学的启示。现代教育技术，2016（6）。 

29) 方开瑞，叙事时间和语体的传递纬度：鲁迅小说英译研究。中国翻译，2016（2）。 

30) 卢植，隐喻认知表征的动态系统观。外语教学，2016（3）。 

31) 蓝红军，翻译批评的本质回归与价值重塑——刘云虹《翻译批评研究》评析，2016（3）。 

32) 蓝红军，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论翻译史书写的会通视角。中国翻译，2016（1）。 

33) 唐芳，Reviews of Grimms’ Tales around the Globe: The Dynamics of their International Reception .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2016（1）. 

34) 褚东伟，Fish of the Peple. Renditions，2016（85）. 

35) 朱琳，翻译众包的崛起及其对翻译行业发展的影响。上海翻译2016（2）。 

36) 李洋，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在中国之嬗变与发展。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3）。 

37) 李洋，预制语块语用功能的语料库口译研究。现代外语，2016（2）。 

38) 顾俊玲，《樱桃园》的“庄园”意象分析。中国俄语教学，2016（2）。 

39) 陈伟，断裂中维持译之本杂合中趋向译之核——从<自译：杂合文化中的原创性经纪>谈自译

的发展趋势。外语研究，2016（2）。 

40) 蓝红军，翻译批评的本质回归与价值重塑——刘云虹<翻译批评研究>评析。外语教学2016（3）。 

41) 蓝红军，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论翻译史书写的会通视角。中国翻译2016（1）。 

42) 方开瑞，叙事时间和语体的传递纬度：鲁迅小说英译研究，中国翻译，2016（2）。 

43) 卢植、茅丽莎，隐喻认知表征的动态系统观。外语教学，2016（2）。 

44) 平洪，对我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的思考。中国翻译， 2016（5）。 

45) 唐芳，基于PACCEL_S的口译语料库研究及其对口译教学的启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

（6）。 

46) 唐芳、李德超，基于语料库的汉译旅游文本“翻译固有型”词汇特征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学报2016（3）。 

47) 王海、覃译欧、尹静，岭南风土人情对外译介的跨文化传播策略_以_中国丛报_文本为例_王海

国际新闻界2016（7）。 



编著 

48) 莫爱屏、陈伟（主编），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译丛：松鸦为什么鸣叫[M]，世界华人周刊出

版公司，北美科发集团出版社，2016年1月。 

49) 莫爱屏、陈伟（主编），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译丛：马嘶岭血案[M]，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公

司，北美科发集团出版社，2016年1月。 

50) 莫爱屏、陈伟（主编），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译丛: 母亲[M]，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公司，北美

科发集团出版社，2016年1月。 

51) 莫爱屏、陈伟（主编），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译丛: 太平狗[M]，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公司，北

美科发集团出版社，2016年1月。 

52) 莫爱屏、陈伟（主编），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译丛: 巨兽[M]，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公司，北美

科发集团出版社，2016年1月。 

53) 莫爱屏、陈伟（主编），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译丛: 豹子最后的舞蹈[M]，世界华人周刊出版

公司，北美科发集团出版社，2016年1月。 

译著 

54) 陈应松（著），莫爱屏、陆欣、莫娟（译），吼秋[M], 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公司，北美科发集团

出版社，2016年1月。 

55) 陈应松（著），莫爱屏、蒋清凤、莫娟（译），八里荒轶事[M]，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公司，北美

科发集团出版社，2016年1月。 

56) 陈应松（著），莫爱屏（译），到天边收割[M], 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公司，北美科发集团出版社，

2016年12月。 

教材 

57) 莫爱屏、莫凡，跨文化交际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 

专著 

58) 黄忠廉，严复变译思想考[M]，商务印书馆，2016年3月。 

59) 曾利沙，商务翻译研究新探[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12月。 

60) 卢植，汉英语义基元句法模式及类联接语料库研究[M]，科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四、学术交流 

24. 曾利沙教授应邀赴江西两高校讲学 

 

10 月 18 日-20 日，中心专职研究员曾利沙教授应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教育

学院和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邀请，分别作了“基于‘体验补缺假说’的体验-建构融通

式教学创新模式”和“商务英语专业比较优势与课程教材教法研究”的讲座，三个学院共有

300 多名师生聆听了讲座，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好评。 

“体验-建构融通式教学创新模式”是曾教授经过 10 多年教学实验中精心研究的教学成

果，融通体验哲学和建构主义理论资源，创新性地构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英语阅读和翻译教

学法体系，能够有效用以解决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曾教授已先后在四川、重庆、陕西、

江苏、浙江、海南、广西、广东等省市 20 余所高校推广该教学模式，受到一致好评，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 

 

25. 黄忠廉教授、曾利沙教授受邀赴上海交大参加 2016 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

二次全国学术研讨会 

 

2016 年 10 月 21 日至 23 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二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 2016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中心研究员黄忠廉教

授和曾利沙教授应邀出席本届研讨会并发言。 

大会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协办。本届大会主题定为“西方理论本土化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有来自国内外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二百余名专家和学者们参加。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罗选民教授、上海交通大

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开宝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届大会在英汉语言对比、翻译研究及中西文化对比三大板块下设置了“当代语言学理

论与英汉语对比研究、语料库语言学、翻译对汉语影响的研究、文化强国战略与国际汉语教

育研究中心等若干议题，共分为 13 个分会场供各位与会代表进行交流。在专家主持人的有

序组织下，点评专家、发言人和与会代表进行问答互动和交流。会议上，各位与会代表就各

自领域的研究，做了深入的探讨和广泛的交流，专家发言富有启发性，赢得了与会代表的广

泛赞许。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是国家一级学会，学会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全国学术研讨会是中国

外语界的一大盛事，为外语界的专家学者提供了绝佳的学术交流平台。研讨会期间还举行了

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和常务理事会议第六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各位理事经过投票，决定下一届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全国学术研讨会将在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举行。 

 

26. 我校代表参加第五届亚太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论坛 

 

当地时间 10 月 28 日到 30 日，第五届亚太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论坛在夏威夷大学马诺校

区召开。我中心主任莫爱屏教授，研究员曾利沙教授，高级翻译学院平洪教授、欧阳倩华博

士和外语研究与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云山青年学者李文婕受邀参加了此次论坛。 

此次论坛由美国夏威夷大学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合主办，会议主题为“翻译与社会”，

有来自美国、英国、挪威、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大陆等 19 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 80 余所高校约 130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跨文化跨地域的学术盛会。 

论坛共同主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罗选民教授在开幕致辞中回顾了亚太地

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论坛的发展历程以及各届论坛年会的情况。他指出经过多年的发展论坛

已经日臻成熟并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充足条件。此外，罗教授还在发言中介绍了论坛官方英



文期刊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亚太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与其姊

妹刊物《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的出版发

行情况。 

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近 130 篇，参会代表分为 5 个分论坛宣读论文并参与讨论。与会代

表围绕大会的主题“翻译与社会”分别就“翻译与文化记忆”、“翻译文学与国别文学”、“翻

译与性别研究”、“翻译、文化身份与译像”、“翻译与社会变迁”、“翻译与语言政策及国家安

全”、“翻译与知识传播”、“翻译活动中的施动者”以及“翻译与教育”这十个主题展开了学

术交流。其中莫爱屏教授、曾利沙教授、平洪教授、青年教师欧阳倩华以及分别在分论坛中

发言，引发与会代表的踊跃提问与热烈讨论。 

在 30 日下午的闭幕式上，罗选民教授致闭幕词。他首先对本次论坛取得的成果给予了

总结。在致辞中，罗选民教授还对参与大会组织的各方及工作人员致谢，其中特别感谢了论

坛主办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此次论坛的大力支持。最后，罗选民向与会人员通报，由于有

意承办论坛会议的大学数量众多，大会举办频率将由两年一度改为一年一度。2017 年第六

届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论坛将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承办。 

 

27. 莫爱屏教授出席广东外国语言学会 2016 年年会 

 

11 月 12-13 日，由广东外国语言学会主办的 2016 年广东省外国语言学会年会在广东中

山召开。我中心莫爱屏主任作为学会副秘书长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互联

网+外语教师发展”，重点关注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如何打造高水平外语教学和教师发展

平台。 

大会吸引了全省各大高校及职业院校的 200 多名外语教学与研究专家、学者及一线教师

参加了本次年度盛会。广东外国语言学会会长黄国文教授和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吴建新校长分

别致开幕词。中山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王竹立教授为本次年会作了 “互联网+时

代的课堂教学改革”的主题发言。 

会议还分别设置了外国文学研究、语言及语言学、翻译研究、外语教学等四个分论坛进

行分组交流和讨论。这次会议主题紧跟时代发展，着眼于现实问题，为促进网络时代高校外

语教师的教学科研和专业发展提供了交流的重要平台，大会还特别关注了广东省职业院校外

语教师的发展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杜伦大学迈克尔•拜恩教授、广外何自然教授到访，并与翻译学

硕士研究生座谈 

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副主任卢敏访问中心 

  

曾利沙教授为 35 期博士研究生论坛作点评 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 Jonathan Locke Hart 教授做讲座 

  

跨越边界：第一届作家、翻译家、评论家高峰论坛成功举行 黄忠廉教授参加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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