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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心要闻 

 

1. 我中心两位研究员喜获 2011 年度国家社科项目立项 

 

根据全国社科规划办通知，2011 年度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我校 10 位教师申报项目获得立

项，立项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包括我中心研究员仲伟合教授主持的项目“高层次应用型

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和张保红教授主持的项目“古诗英译中西翻译流派比较研

究”。 

此次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的成功立项，进一步提升了我中心承担高层次科研项目的能力，

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为提高中心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奠定了基础，也为学校学科建设和

教学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效保障。 

 

2. 翻译学研究中心成功举办 2011 年科技活动月之学术沙龙活动 

 

6 月 20 日下午，由翻译学研究中心承办的 2011 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技活动月学术沙

龙在六教 A421 举行，来自海南大学的李玫珍老师、肇庆学院的许振辉老师以及长沙师范学

校的刘宏伟老师等三位访问学者做了总结报告，来自西南科技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三位进修

老师也向大家报告了这学期的学习体会，大家就六位老师提出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

由穆雷教授主持，翻译研究中心主任莫爱屏教授以及大学科研处李海琳老师、部分博士生和

硕士生出席了会议。 

李玫珍老师从教学、科研和做人等方面与大家分享了自己访学一年来的收获。她指出翻

译教学不仅应注重内容，更应注重与市场接轨，实现翻译职业化。做学术研究需注重学术规

范，要怀着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对自己写的东西负责。她表示自己被广外教师的学术精神和

敬业精神深深打动，在各种学术活动中学到很多，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友情。 

许振辉老师表达了对导师和翻译学研究中心的感激之情，并谈到自己在翻译教学和科研

方面的收获。他认为在广外访学的一年中，对翻译有了更加宏观的认识，并且将自己的研究

与生活联系起来，发现了许多乐趣。最后，他展示了自己最近的研究题目“one-liner 汉译及

研究视角”，介绍了该研究的背景，并提出研究问题：one-liner 应采取哪种译名？哪种研究

视角比较恰当而且新颖？  

刘宏伟老师做了题为“我国翻译教学研究方法现状及反思”的研究报告，用统计的方法对

我国翻译教学研究方法的现状作了调查研究。谈到在广外访学的心得体会，他认为做研究要

善于吃苦，需要注意跟踪主要期刊和学者，关注涉及到的相关学科；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应

善于归类，便于随时查找。另外，要注重现代科技手段的学习。 

来自西南科技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的三位研修班老师也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她们一致

认为在广外的学习过程充实而愉快，加强了自己对翻译教学的整体认识，拓宽了教学思路，

并对广外教师的严谨治学态度表达了敬佩之情。 

莫爱屏主任作了总结发言，赞扬了此次沙龙的形式和内容，表达了对参会者的感谢。他

回答了刘宏伟老师的问题，认为翻译教学研究方法一定有其独特之处，并且希望翻译研究中

心也能做出自己的特色，希望大家提高参与热情，将学术沙龙办成翻译研究中心的品牌活动。 

 

 

 



3. 翻译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罗列顺利出站 

 

9 月 16 日下午，高级翻译学院翻译学博士点举行了第一个博士后出站报告会。会议的

主要议题是对博士后罗列进行出站考核。王东风教授担任考核专家组组长并主持会议，仲伟

合教授、艾晓明教授、莫爱屏教授、赵军峰教授、柯倩婷博士以及合作导师穆雷教授担任考

核专家组成员，人事处处长、博士后管理办公室主任方迎生、人事处副处长谢文新、科长吴

志军、高级翻译学院部分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列席了会议。 

翻译学罗列博士于 2009 年进入我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为翻译学研究中心穆

雷教授，主要进行 20 世纪初叶中国首个女性译者群体的译者规范研究。罗列博士自进站以

来，在合作导师的指导下，就拟定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在站期间曾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赴加拿大进行学术交流，发表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并主持、参与省级、校级等多个科研项目，

同时积极参与翻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各种学术活动和沙龙，与博士生、硕士生进行交流，协

助导师指导硕博士生。 

罗列博士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对合作导师穆雷教授与关心、帮助她的各位领

导和老师表示衷心感谢。针对考核专家组专家的提问，罗列博士逐一进行了详细解答。穆雷

教授向考核专家组详细介绍了罗列博士在站期间在科研成果、学术水平、业务能力、团队合

作等方面的表现。 

考核专家组经过认真讨论，认为罗列博士在站期间的表现达到了预期要求，其研究成果

填补了该专业领域的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最后，考核组专家一致同意罗列博士

以优秀等次出站。 

翻译学博士点自建立以来，顺利开展了翻译学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工作，第一个博士

后顺利出站，也为在读的博士生们树立了榜样。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博士后培养期间给

予了大力支持和细致指导，翻译学学位点也积累了经验，为今后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4. 翻译学研究中心举行仲伟合、穆雷两项省级重点文科基地重大项目结项

报告会 

 

9 月 22 日下午，翻译学研究中心举行了省级重点文科基地重大项目结项报告会，会议

的主要议题是对翻译学研究中心仲伟合教授和穆雷教授分别主持的两项广东省教育厅重点

文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进行评审。王东风教授任项目评审专家小组组长并主持会议，刘

洊波教授、唐伟胜教授、赵军峰教授和莫爱屏教授担任专家组成员，项目主持人仲伟合教授、

穆雷教授及项目组成员出席会议，高级翻译学院部分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列席了会议。 

评审会上，詹成副教授代表“口译研究方法论”项目组、穆雷教授代表“翻译学研究中的

方法论”项目组分别介绍了两个项目的基本情况、项目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并认真听取

了项目评审专家组分别对两个项目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项目评审专家组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口译研究方法论”和“翻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两个

项目组在研究期间，产出了丰富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组成员也得到锻炼和提高，各自的最终

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为本学科的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最后，项目评审专家组经

过投票，一致同意“口译研究方法论”和“翻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两个项目通过审核，准予结

项。 

“口译研究方法论”和“翻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于 2008 年立项，是翻译学研究中心承担

的两项省级重点文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均为翻译学研究中心研究

员和高级翻译学院教师及博士生。两个省级重大项目的顺利通过结项报告，体现了翻译学研

究中心近年的科研成就，也为中心下一阶段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5. 岭南翻译沙龙之周三论坛第一期顺利开展 

 

2011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4：00-5:30，翻译学研究中心举行了岭南翻译沙龙之周三论坛

第一期活动。应中心主任莫爱屏教授邀请，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博导、《外语研究》副主编、

编辑部主任张辉教授在活动中做了报告。会议由莫爱屏教授主持。我校部分教师、博士后、

博士生、硕士生出席了会议。 

首先，莫爱屏教授向张辉教授介绍了参加学术沙龙的老师和学生，以及翻译学研究中心

近期发展情况。 

之后，张辉教授回忆起他在徐州师范大学开始接触神经语言学时候的经历。从成语本意

的认知过程，到成语含义的认知过程，从 100 毫秒内语音的辨识，到 400-600 毫秒句法加工，

再到 600 毫秒后语用加工，张辉教授和同事通过 ERP 技术来分析人脑理解成语的过程，并

对每个过程之间进行了对比研究。张辉教授提到，看似简单的试验，设计过程要考虑的因素

却极其复杂，因为每一次上下文不同都会导致成语的意义发生变化，因此在试验设计中，每

一个变量都需要精心的设计，并通过多人验证才可使用。他指出，通过神经语言学的途径来

研究翻译极其困难，极具有挑战性却也是极其带有开拓性的，因为翻译的过程是两个过程，

比一般的语言理解要复杂得多。 

张辉教授对语言学和翻译学的学科发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十年来在中国

新兴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为认知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路径。研究语言学，需要用

多学科知识相结合的方法来开辟新路径。谈及翻译学研究，他认为学者应该进一步关注翻译

过程研究和语言的句法研究。 

在最后的问答环节，几位博士后向张辉教授询问起了 ERP 的研究细节，并讨论是否存

在一些欠缺之处，今后的研究方向如何等。张教授也一一进行了详细解答。整个沙龙讨论热

烈，气氛活跃。 

莫爱屏教授最后做了总结发言。他表示，此次学术沙龙效果很令人满意，作为第一期岭

南翻译沙龙之周三论坛很成功也可行，今后中心将有更多的周三学术沙龙开展。 

 

6. 翻译学研究中心莫爱屏省级重点文科基地重大项目顺利结项 

 

2011 年 12 月 7 日下午，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莫爱屏教授主持的省级重点文科基地重大

项目——翻译研究的语用学途径顺利结项。王东风教授、刘洊波教授、唐伟胜教授、穆雷教

授和曾利沙教授对该项目结项材料进行了评审。该项目发表学术论文三篇，著作两部——《语

用与翻译》、《话语与翻译》，成果丰富，得到了专家的一致通过。 

 

二、学术讲座 

形意兼备，创而有度——记李明教授讲座 

 

10 月 30 日下午，高级翻译学院迎来又一场岭南译学前沿系列讲座。本次讲座的主讲人

是高级翻译学院李明教授，他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马致远的著名小曲《天净沙·秋思》

的六个译本，并深入探讨了“以诗译诗”的诗歌翻译策略。本次讲座由赵军峰教授主持，我院

党委书记高云坚、张保红教授等众多老师也亲临现场。 

讲座中，李明将《天净沙·秋思》的六个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这些译本分别出自翁显

良、丁祖馨、Burton Raffel、叶维廉、Wayre Schlepp、Sherwin.S.S.Fu 以及赵甄陶。他为在



座的师生详细分析了这首元曲中各个意象的含义以及诗歌本身所表达的感情，从词汇、句式、

音韵等不同层面对以上译本进行了全面的对比和分析，并指出了这些译本在词的甄选、词的

单复数等方面的不足。李明认为诗歌中存在“尾重心”，因此在翻译诗歌时应该分清主次，挖

掘诗歌中句子的层次。他还提供了自己的译本，并以许渊冲先生的译本为佐证，进一步分析

了自己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李明说道，形意兼备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译者的追求，但是由于实际翻译

受控于翻译诗学，而且不同语言之间的表达也存在差异，所以导致神形兼备是非常难做到的。

李明还提出，要在对认知世界和现实世界透彻领会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同时把握好

创造的“度”，才能做到形意兼备。 

讲座结束后，张保红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他说道，做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的翻译，是

痛并快乐的，在做翻译或者研究翻译时，应当多了解原创的历史背景，思考如何保留音、形、

意的“三美”。张保红表示参加这次讲座让他深受启发，老师们的激情互动不仅使讲座精彩纷

呈，更让同学们有了更多关于诗歌翻译的领悟。 

 

汉英翻译过程中的语篇补偿——记平洪教授讲座 

12 月 18 日下午，由翻译学院译员研修部主办的岭南译学沙龙在四教 424 举行。本次译

学沙龙的主讲人是翻译学院院长平洪教授。 

平洪就汉英翻译过程中，选词、造句，以及语法的规范进行了讲解，重点介绍了语篇的

构建和行文方式对于汉译英的重要意义。 

他开篇就提到，现在翻译界很关注汉译英，将中国的优秀作品翻译成不同的外语传播出

去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发展。这些译作面向的是国外的读者，翻译的目的则是要让不懂汉语

的人也能看懂原作想要表达的内容。平洪认为，在研究汉译英的过程中，应当以西方的翻译

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 

随后，平洪介绍了由西方学者 Robert de Beaugrande 和 Wolfgang U. Dressler 提出的关于

语篇的七个标准，即 cohesion（衔接性）、coherence（连贯性）、intentionality（意图形）、

acceptability（接受性）、informativity（信息性）、situationality（情景性）、intertextuality（互

文性）。做翻译要尽量使译文符合这些标准，考虑译文读者所处的文化背景，避免造成读者

对译文的不理解。 

接着，平洪还选取上海外国语大学史志康教授关于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庆典文艺演出致辞

译文的文章作为例子，分析了如何在翻译中进行语篇补偿。“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

史教授将其译为“As there is a Celestial City, so there are such earthly paradise as Suzhou and 

Hangzhou.”这个译文中的“Celestial City”来源于英语的诗歌，平洪说道，在汉译英时，要尽

量使用地道的表达方式，让读者对意向产生某种联想，英语的文学作品正是非常好的语料库。 

最后，平洪以胡锦涛庆祝建党 90 周年讲话的官方译文为例，为现场的师生分析了如何

使用外国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翻译中国特色的词句，可以将《英语搭配大辞典》作为语料库，

寻找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词进行翻译。例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应译为“follow the party 

line”，“促进社会和谐”应译为“strengthen the social harmony”等等。平洪总结道，由于不用语

言使用者在文化背景上存在差异，语篇在前述的七个标准上也就会有差异，因此需要译者对

译文进行补偿。平洪强调，译员在平日的训练中，不仅要着重提高语言水平和翻译技巧，还

要关注语篇的信息和意图，考虑互文性，要关注类似文本在目的语中的表达方式，多积累语

料，并且要培养查阅词典的习惯。 

 

 



三、科研成果 

1、 仲伟合 

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 《中国翻译》2011 年第 3 期 

【摘要】 自教育部批准三所高等学校试办翻译本科专业以来，全国已有 42 所高校设置

翻译本科专业并已招生培养。本文就《高等学校翻译本科专业教学要求》（试行）制定的背

景与目的、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与人才培养定位、专业知识与能力构成、课程设置、

教学要求、教学原则、教学手段与方法、评估与测试、实践教学等翻译专业人才培养问题进

行解读与说明，希望以此能指导和规范翻译专业的发展。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项目批准号:09YJA740031)”; “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11 工程项目‟(GDUFS211-1-006)”资

助。 

2、 莫爱屏 

教师话语中风趣言谈制笑策略的语用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数所高校大学英语精品课程教师的话语片段,得出五种风趣言谈

策略: l)开趣闻；2）讲趣闻；3)变取语气或语调；4)用使体态语；5)播玩笑；6)讲放音像材料。

从语用的角度来探究教师课堂话语中的风趣言谈策略,可以更好地了解这=语言现象,同时为

大学英语教学及其研究提供参考。 

3、穆雷 

2010 年中国翻译研究综述 《上海翻译》2011 年第 3 期 

【摘要】 2010 年,翻译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获得了新的发展,学术研究成果也更加丰富。

本文基于国内 26 种外语类专业期刊,对中国翻译研究在 2010 年里的学术研究情况进行概述。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0YJA74007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专

项课题(2011HYZX017);中国翻译年鉴编委会的资助。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毕业论文调研与写作探索 《中国翻译》2011 年第 5 期 

【摘要】 本文对第一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15 所试点院校首届毕业生的学位论

文选题进行了调研分析，借鉴相关 MTI 院校和其他学科专业学位的毕业论文写作经验，提

出 MTI 学位论文应逐步向实践型学位报告为主的论文模式过渡，同时应加强对学生借助理

论手段系统归纳总结能力的培养以及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写作方法的训练。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0YJA740073）及中国高等教

育协会专项课题（2011HYZX017）。 

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1 年年会暨扩大会议在厦门召开 《东方

翻译》2011 年第 3 期 

4、张保红 

点染法：翁显良汉诗英译艺术研究 《中国外语》2011 年 4 期  

【摘要】 翁显良是国内将古诗译为散文的代表译家。其翻译方法因之被称为"散文释义

方法",其翻译风格被称为"表意派"("神似派"),但其"散文释义方法"背后渗透着的艺术因子以

及"表意派"("神似派")中含蕴着的不同艺术质素,长期以来少有探据及其美学价值,彰显了翁

译散文释义方法的艺术维度以及翁译中对不同艺术质素的借鉴与融汇,旨在揭示翁译之于文

学翻译以及跨文化交流的价值与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诗英译中西翻译流派比较研究”(项目编

号:11BYY016);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才引进专项资助项目“汉诗英译艺术探析”(396-GK090035);

广东省 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子项目“古诗意象英译研究”(GDUFS211-1-031)研究成果。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ZGWE&NaviLink=%e4%b8%ad%e5%9b%bd%e5%a4%96%e8%af%ad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ZGWE*2011*04&NaviLink=%e4%b8%ad%e5%9b%bd%e5%a4%96%e8%af%ad


5、詹成 

电话口译在我国的一次重要实践——广州亚运会、亚残会多语言服务中心的电话口译 

《中国翻译》2011 年第 1 期 

【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

中心”的研究资助。 

 

改译策略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运用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 》2011 年第 9 期 

【摘要】 本文阐释改译作为一种策略在翻译中的运用。结合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和相

关问题, 本文论述在儿童文学翻译中, 为了达到文本层面的意义传递效果, 译者需要运用改

译的策略。对一个具体案例的源语和目的语文本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观点。 

【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

中心”的研究资助。 

 

6、罗列 

从近代女学析中国第一个本土女性译者群体的生成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 年第 1 期 

【摘要】中国第一批本土女性译者群体是在近代启蒙知识分子兴女学、塑造新女性,以

实现强国强种目标的过程中出现的。本文从近代女学的兴起,探讨了 20 世纪初叶中国本土女

性译者群体产生的历史条件,分析了这一女性译者群体的文化身份,以及其文化身份的流动性

特征。中国女性译者的产生是女性主体对传统性别秩序的主动越界,是知识女性自觉探索、

塑造和实践现代文化身份的历程。 

 

女翻译家沈性仁《遗扇记》中的性别遗失——“五四”时期《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汉译比较  《山东外语教学》2011 年第 5 期 

【摘要】作为中国 20 世纪初叶女翻译家群体中的杰出代表, 沈性仁对王尔德《温德米

尔夫人的扇子》一剧的译介, 开启了该剧在“五四”时期的译介热潮, 多个汉译本展现着译

者对性别问题的不同思考维度。本文从性别视角比较沈性仁、潘家洵、洪深的三个翻译剧本, 

分析译者的翻译目的和剧本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考察女性译者的性别意识对译介悖逆中国

传统性别秩序的女性形象时产生的影响, 以及其中所体现出的女翻译家自身的文化立场。 

 

7、蓝红军 

翻译批评客观性及其构建  《外语研究》2011 年第 5 期 

【摘要】客观性是翻译批评不变的诉求，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来加以考察，翻译批评的

客观性具有不同的含义。翻译批评的客观性以翻译实践活动中译者对原文文本理解的客观性

为基础，它不是一种全然的自在客观性，也不能完全归结为主体间性。从本质上说，翻译批

评的客观性是蕴含着翻译批评者对于价值共识追求的一种自为客观性。 

【基金资助】本文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０７ＪＤＸ

Ｍ７４００１）“翻译研究中的方法论”阶段性成果。 

 

8、杨冬敏 

从翻译规范的角度探讨鸠摩罗什的翻译——以《金刚经》为例 

【摘要】鸠摩罗什是我国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其译经以简洁流畅、注重文采和易于理解

而出名、翻译的许多佛经至今仍然非常流行。本文以《金刚经》为例探讨鸠摩罗什的翻译特

点，并尝试从翻译规范的角度解析译者采用这种翻译策略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及原因。 

 



四、第一届岭南翻译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 

1. 会议情况： 

 

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省级重点文科基地翻译学研究中心和高级

翻译学院承办的第一届岭南翻译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于 2011 年 12 月 23-24 日在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隆重召开。本次大会采用大会专家主旨发言和与会者分论坛发言相结合的形式。来

自英国、新加坡以及国内各院校和科研机构的 144 位与会代表在两天时间里就翻译教学与研

究的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7 位国内外专家作了会议主旨发言，他们分别是：北

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克非教授、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罗选民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博士生导师李德凤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洪华清博士、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

王东风教授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导师何自然教授和曾利沙教授。110 位与会代表从

不同视角就各自在翻译教学与研究方面的见解作了分论坛发言，主要视角包括：翻译理论研

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视角和翻译研究中的相关视角。 

下面简要介绍本次大会主旨发言: 

王克非教授以“应用双语平行语料库改进中英翻译教学”（Better Use of Parallel Corpora 

for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Training）为题，就大型双语平行语料库对口笔译专业教学的

功用作了精要概括，并提出应该更好的将双语平行语料库应用于翻译研究硕士和专业硕士的

教与学之中。 

罗选民教授以“文化自觉与典籍英译”（Cultural Awarenes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为题，探讨了文化自觉与典籍英译的重要关系，典籍英译在西方接受的问题及其

对策。他提出，只有审时度势、知己知彼，才能合理地利用学术和人力资源，才能最大程度

的做好典籍英译。 

李德凤教授以“Corpus as a Research Tool in Translation Studies”为题，将语料库如何应用

于翻译研究作了介绍并探讨了如何加深在这一方面的研究。 

洪华清教授以“平行语料库的自建与应用：技术挑战和个人实践“（Technical Challenges 

and Good Practice for In-house Building Parallel Corpora）为题，结合自身实践经验，从技术

层面就平行语料库的建设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建议。 

王东风教授以“翻译中的文化困惑与网络对策”为题，就翻译实践中因文化隔阂而造成

的误译提出了解决办法。他认为，网络这一超级语料库是求解的好帮手。进而着重介绍了如

何利用网络来求解文化困惑。 

何自然教授以“名从主人？—名称按音移译的困惑”（Ming Cong Zhuren?—the difficulties 

of sound shifting in name translation）为题，通过探讨名称翻译按音移译的局限，提出处理名

称移译的依据：“按音移译”；“音意转写”；“音形转写”；“按形移译”及“译件重命名”。 

曾利沙教授以“语境参数论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语篇翻译教学过程研究理论与方法”

（Application of Theory of Contextual Parameters to Teaching Translation: Descriptive Study of 

Text Translating）为题，解析语境参数的构建及其运用机制，研究语篇翻译过程中概念或命

题语义嬗变的理据，以期拓展翻译教学理论与方法。 

闭幕式上，罗选民教授作了学术总结。他表示，本次研讨会以“岭南“命名，旨在打造

岭南品牌，从岭南走向世界。同时，会议主题鲜明，反映了翻译教学及研究的重大课题，符

合广外的战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大会宣布第二届岭南翻译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将由华

南农业大学承办。我们相信，通过本次大会，通过一届又一届的岭南翻译教学与研究学术研

讨会，这一学术品牌将会逐渐形成自身特点和影响力，将会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翻译的教学

与研究事业中来！ 



2. 主旨发言专家介绍： 

 

王克非：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1993），教授（1997- ），博士生导师（2001- ），学报

《外语教学与研究》（教育部名刊）主编（1999-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

语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英汉语比较与

翻译研究方向和翻译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

家、教育部人文社科评审专家、国家留学基金评审专家等。曾三十余次应邀赴国外境外大学

或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和讲学，受聘为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英国兰卡

斯特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及国内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学和翻译学。主持过包括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在内的多个国家级、省

部级科研项目。主要著述有《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翻译文化史论》、《双

语对应语料库：研制与应用》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110 多篇。 

获第三届中国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全国高

校人文社科学报优秀主编等学术奖励，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9）。现指导英汉

语对比研究、翻译研究等方向硕士、博士生和博士后 10 余人，先后获评北京市和全国优秀

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罗选民：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首批人文社会科学杰出人才，博士生导师，翻译与跨

学科研究中心主任。曾两度赴耶鲁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先后获得的研究金(followships)包

括：富布赖特研究学者，奥地利萨斯堡全球论坛研究学者，剑桥大学人文艺术研究中心暑期

研究学者。先后在在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京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

大学亚非学院、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赫尔辛基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做学术演讲 30 余次；

在国内外多所大学任兼职教授，为加拿大 TTR（《翻译 术语 写作》）学刊国际顾问，丹麦

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编委，香港中文大学《翻譯学刊》编委，另在国内多种

学术刊物担任编委。主要社会兼职有：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论坛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英

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 

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话语分析,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在国内外重要学刊发表论文

百余篇，其中国外 SSCI/A&HCI 源刊论文 8 篇；在翻译方面的主要成果有：主编国家十一

五规划教材《新英汉翻译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Translating China（eds.）,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9；《结构 解构 建构：翻译理论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

版，2009；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anry Approach (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7；《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译著有《现代语境中的上帝

观念》、《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

《最后的人质》等十余部，约 200 余万字。曾获湖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89）、北京

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1）、第三届全国优秀教育研究成果三等奖等

（2006）。从 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Li, Defeng (PhD), Chair and Reader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entr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He conducts research in both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and has published in journals such as Target, Meta, Perspectives,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TESOL Quarterly. His most recent publications were two books on 

translation of financial and journalistic texts, both b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is new book 

Curriculum Design, Needs Assessment and Translation Pedagogy is due to come out in early 

2012. 



洪化清：博士，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洪博

士曾先后在西安外国语大学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语料库语言学

硕士学位和计算语言学博士学位。2000 年至 2005 年在新加坡国家科技局信息通讯研究院从

事机器翻译、信息抽取、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2005 年至今在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从事基于语料库的大规模教育研究工作。近年来，在  Language and 

Education, World Englishes 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以及在英、法、美、日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

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和宣读学术文章 60 多篇。多次被东京外国语大学、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国立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燕山大学、大连

外国语学院等十多所大学邀请讲学。迄今为止，主持建设了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报章英

汉广告语料库、新加坡国家教育研究语料库等十几个大型研究项目，担任多个国际期刊的审

稿人和国际学术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委员，也是“语料库语言学在线”（www.corpus4u.org）网

站的管理员。 

 

王东风：博士、中山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美富布莱特学者；1982 年毕

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本科，获学士学位；199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获博士

学位。先后任教/职于安庆师范学院（助教-讲师）、华南理工大学（讲师-副教授）、南京大学

（教授）、广州日报集团（英文早报副总编）、华南师范大学（B 岗特聘教授）、广东技术师

范学院翻译学院名誉院长；2004 年 10 月入中山大学外语学院（985 百人引进计划二类引进

人才），现是该院的翻译学学科带头人，担任英语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两个

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山大学翻译学院常务副院长；现任中山大学外语教学中心主任、

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此外还担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译协理事、中

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副会长、广州外事翻译

学会副会长、《中国翻译》与《外语研究》编委、全国翻译专业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副秘书

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及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客座教授、广东工业大学客座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客座教授、安

徽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客座教授、百色学院客座教授等；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理论语言学

和比较文学，在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翻译学术论文 50 余篇，成果曾多次获奖；出版

专著一部、论文集一部、翻译并出版长篇小说 9 部、主编词典一部。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一项。 

 

何自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4 届学科评议

组成员、国外《语用学学刊》Journal of Pragmatics 编委；现在是国外《跨文化语用学》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编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现代外语》编委副主任、中国语用学研究

会会长。 

（何自然教授从 1959 年起一直在高等学校从事外语教学，曾任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高

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英语学科评议组组长；广东省翻译人员高级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1989 年获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优秀奖及广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1 年起，

先后被国内的十多所高校（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聘为客座或兼职教授； 

1992 年起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何自然 1983 年留学加拿大，1994 及 1998 年先后在英国及香港从事认知语用学及社会

语用学的研究。何自然教授曾开设英语、英语语法、语言学、翻译、语言与文化、英语写作

及认知语用学等本科及研究生课程，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语用学、

模因学方面的研究。 

何自然教授 30 多年来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语用学概论》

http://www.corpus4u.org/


及其他语用学、语用语法等专著和译著 10 部。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统计，

何自然教授的论著在有关学科论文中的被引用次数一直排在全国前列；2008 年曾入选中国

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名单，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曾利沙：教授，翻译学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翻译学、应用翻译学、翻译批评、翻译

思维、语篇-认知语言学、英汉语对比、语言学哲学。在外语类权威或核心期刊发表翻译学

相关研究论文 30 多篇，出版专著 1 部；承担或主持国家、省部级课题 10 项；2002 年获香

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颁发的“宋淇翻译研究论文奖”,2011 年入选《中国翻译学大辞典》

中外 “译学百论”学者名录。 

 

 

 

 

 

 

 

 

 

 

 

 

 

 

 

 

 

 

 

 

 

 

 

 

 

 

 

 

 

 

 

 

 



  
平洪教授讲座                 博士后罗列出站报告会 

 

 

 

仲伟合教授、穆雷教授两项省级基地重大项目结项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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