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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中国翻译协会

二、国际翻译家联盟

三、团体标准《口笔译人员基本能力要求》



一、中国翻译协会

中国翻译协会成立于1982年，是由与翻译及与翻译工作相关的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
营利社会组织，是翻译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社会团体。

业务主管部门为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CIPG）



中国翻译协会的宗旨

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翻译行业的指导与管理，规范行业行为；

开展翻译研究和交流，促进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维护翻译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与国际相关组织开展交流与合作，为提高翻译质量、改进翻译服
务、促进翻译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服务。



中国翻译协会主要品牌活动

“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

韩素音（Elisabeth Comber，1917年9月12日～2012年11

月2日），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社会活动家。

1989年，资助中国翻译协会举办韩素音青年翻译大赛。

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于1989年创办，是目前中国翻译界组

织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翻译大赛，并受到全国

乃至海外青年翻译爱好者的欢迎和认可。



“全国口译大赛”

指导单位：中国外文局

主办单位：中国翻译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翻译协会语言服务行业

创业创新中心

北京甲申同文翻译有限公司



“暑期全国高等院校翻译
专业师资培训”

“中国时政话语外译高
级研修班”



“资深翻译家”和“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表彰活动

许渊冲（1921年4月18日-2021年6月17日）

2010年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

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

2014年8月2日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

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系

首位获此殊荣亚洲翻译家。



“中国翻译协会年会” “亚洲翻译家论坛”



“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

原定于2020年12月3日至5日在古巴巴拉德罗举行的第二十二届世
界翻译大会延迟一年举办，具体日期待定。

世界翻译大会（FIT World Congress）每三年举行一次



中国翻译协会1987年正式加入国际翻译家联盟

中国近现代十大著名翻译家

严复 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中国首创

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

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

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

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

（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

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

这三个字影响的。



鲁迅 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

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鲁迅主张直译，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

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

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

1909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作译印的《域外小说

集》。1921年他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

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果戈理、托尔

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一大批俄国

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鲁迅源源不断地输

入到中国。鲁迅翻译的《死魂灵》、《毁灭》、

《浊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许渊冲

他正是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集毕生

翻译之经验加以发展，提出了自成一派的

翻译理论"优化论"，用"美化之艺术，创优

似竞赛"这十个字加以概括，并且在《翻译

的艺术》（1984）、《文学翻译谈》

（1998）、《文学与翻译》（2003）等著

作中，对形似与神似，求真与求美，翻译

与创作，"翻译腔"和"四字成语"，中西文化

的差异，两种文化的竞赛等问题进行了具

体的论述，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论：



"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是译诗的本体论。三美之中，最重意美，音美次之，

最后是形美，也就是说翻译是美的创造，所以神似胜于形似，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

下，努力做到三美齐备。

"三化论"（深化、等化、浅化）是译诗的方法论。分别利用加词、换词和减词等方法，

通过意译来努力达到神似的境界。"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是译诗的目的论。知

之是使人理解，这是翻译的基本要求；然后要求好之，能使人喜欢；最高的境界是乐之，

能使人愉快。

他以古稀之年参与翻译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独自翻译了福楼拜的《包法

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到78岁时还出版了罗曼·罗兰篇幅浩繁的长篇巨著

《约翰·克利斯托夫》。英文译著主要有《西厢记》、《诗经》、《宋词三百首》、

《楚辞》、《中国古诗词六百首》、《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元明清诗一百五十

首》、《唐诗三百首》和《新编千家诗》）等。



林语堂

林语堂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有三条：

第一是对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

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

文；

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

问题有正确的见解。

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

从1935年的《吾国与吾民》，到1964年的《逃往自由城》和1967年的《中国绘画理论》，各种著

作及译作一共三十二部，全是英文书：其中包括论述、散文、诗词、小说和传记，其中有翻译也有

创作。



郭沫若

郭沫若的翻译实践从1919年翻译歌德的《浮士德》开始，一直到

1947年结束，历时约三十年的时间。就“直译”和“意译”的划分而言，

他倾向“意译”。郭沫若“意译”倾向和对“雅”的强调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歌

翻译实践中。

郭沫若提出了文学翻译工作者的先决条件:

一、译者的语言知识要丰富; 

二、对于原书要有理解; 

三、对于作者要有研究; 

四、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纵能力。



《菌梦湖》(小说)德国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

《浮士德》(诗)德国

《石炭王》(小说)美国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

翻译作品有：



朱光潜

朱光潜熟练掌握英、法、德语，几十年来，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

其中他对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

高声誉。

他出版的译著还有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黑格尔的《美学》、B.克罗

齐的《美学》、G.B.维柯的《新科学》、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

的《拉奥孔》、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

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

此外，他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译文提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

改意见。



傅雷

傅雷认为，要忠实读者必须忠实

于原著。要“事先熟读原著，不厌

其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

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

事基本法门。

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

为我有，方能谈到译”。

第二，表达要“传神达意”。



傅雷翻译的作品中，

巴尔扎克的作品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

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

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

记》。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

传》。

伏尔泰：《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

梅里美：《嘉尔曼》、《高龙巴》。

莫罗阿：《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

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

《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



钱钟书

钱钟书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三者

的辩证统一关系；

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以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独步当

代译坛。

1955年翻译德国海涅的《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参与翻译《毛

泽东诗词》。



辜正坤

辜正坤前后共用了十八年时间来完成他这部

专著《中西诗鉴赏与翻译理论》

他用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两大诗人李白和杜

甫分别代表阳性诗歌和阴性诗歌两大类型

作品：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 《林肯文集》

《未来之路》（比尔·盖茨著）



二、国际翻译家联盟

国际翻译家联盟（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英文简称FIT

成立于1953年，拥有遍及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20余个会员组织，
代表全球6万余名翻译工作者的利益。



◆团结各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推动其交流与合作；

◆支持各国成立翻译协会组织；

◆与致力于翻译或跨语言及跨文化交流的其他组织建立联系；

◆推动翻译培训与研究的发展；

◆推动职业标准的建立；

◆维护全世界翻译工作者的精神和物质利益，宣传并推动社会对翻译职

业的认同；

◆提高翻译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使翻译作为一门科学和一门艺术而得到

应有的了解与尊重。

主要目标



三、团体标准《口笔译人员基本能力要求》

前言

引言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口笔译人员的基本能力要求

5笔译人员基本能力评估办法

6口译人员基本能力评估办法

7口笔译工作经验与实践量的认定

8口笔译人员的继续学习

9 本标准的使用



口笔译活动要求口笔译人员除了具备外语能力、口译能力或笔译能力外，还应具备语

言文字处理能力、领域能力、研究能力、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文化能力及技术能力等专业

能力。

虽然这些专业能力难以量化，但通过个人的教育、培训、技能、经验等既往经历情况，

应可以判断其是否满足从事口笔译基本能力要求。

因此，本标准通过口笔译人员提供文件证据方式评估其是否具备从事口笔译基本能力。



3 术语和定义

3.1.1 笔译 translate

以书面形式将源语言内容转换成目标语言内容

3.1.2 笔译员 translator

从事笔译（3.1.1）的人员

3.1.3 笔译服务 translation service

客户（3.3.3）和笔译服务提供方之间互动产生的无形产品

3.1.4 同等文字量 equivalent

以汉字计算的笔译工作量为基准，在其它语言中完成同等笔译工作量所包括的大致单词数或字符

数，不同类型文本的笔译工作量可能有所不同。

例：600 英文单词约为 1000 汉字的同等文字量。

笔

译



3.2.1 口译 interpret

以口头或手势形式将口语或手势信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3.2.2 口译员 interpreter

从事口译（3.2.1）的人员

3.2.3 口译服务 interpretation service

客户（3.3.3）和口译服务提供方之间互动产生的无形产品

3.2.4 磁带小时 tape hour

培训口译员时对学员使用磁带或影音设备进行近似于现场模拟训练的时间单位

口

译



4 口笔译人员的基本能力要求

4.1笔译能力

按照 T/TAC 1-2016 第 5.3.1 条的规定对源语言内容进行翻译，在语言内

容理解和生成过程中恰当处理相关问题，按照客户与翻译服务提供方所签协议

与其他项目规范交付目标语言内容，做到忠实原文、术语统一、行文通顺。

4.2口译能力

按照 GB/T 19363.2-2006 第 4.6 条的规定对源语言内容进行口译，在语

言内容理解和口语表达过程中恰当处理相关问题，按照客户与翻译服务提供方

所签协议与其他项目规范进行现场翻译，做到准确地将源语言译成目标语言、

表达清楚、尊重习俗和职业道德。



4.3使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言文字处理能力

理解源语言，熟练使用目标语言，掌握文本类型惯例的一般或专业知识，应用相关知识以完成翻

译或生成其他目标语言内容。

4.4研究、信息获取和处理的能力

高效拓展必要的语言及专业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源语言内容，并翻译成目标语言。研究能力还

要求拥有使用研究工具的经验，并具备制定恰当策略来有效利用现有信息资源的能力。



4.5文化能力

运用符合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文化特征的行为标准、最新术语、价值体系以及区域特性等相

关信息。

4.6技术能力

利用技术资源，包括使用工具和信息技术（IT）系统支持整个笔译或口译过程，来完成翻

译过程中的各项技术任务的知识、本领和技能。

4.7领域能力

理解所翻译领域中以源语言生成的内容，并使用目标语言以适当的风格和术语予以再现。



笔译人员基本能力评估办法

翻译服务提供方应确定其笔译人员具有提供笔译服务的基本能力，通过取得文件证据，

证明笔译人员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获得公认高等教育机构授予的翻译学位、语言学及语言类专业学位，或包括充分笔

译训练的同等专业学位，并且有文件证据证明完成笔译实践字数不少于 5 万汉字或同等文

字量；

2.获得公认高等教育机构授予的其他专业学位，并且具有文件证据证明的相当于两年

全职专业笔译经验或不少于 15 万汉字或同等文字量的笔译实践；

3.具有文件证据证明的相当于五年全职专业笔译经验或不少于30 万汉字或同等文字量

的笔译实践；



4.有一本或以上公认国内外出版机构正式出版的译著，提供译著书号、版权等信息， 总字数不

少于 10 万汉字或同等文字量；合译作品如未标明个人翻译量的，按全体翻译人员人数均分计算翻

译量；

5.通过公认全国性或国际性翻译职业认证机构组织的初级及以上笔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或

同等考试；

6.具有国家认可的初级及以上翻译系列职称（笔译）；

7.成为公认全国性或国际性翻译行业协会的个人会员（笔译），不包括荣誉会员与学生会员。



6 口译人员基本能力评估办法

翻译服务提供方应确定其口译人员具有提供口译服务的基本能力，通过取得文件证据， 证明口译

人员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公认高等教育机构授予的翻译学位、语言学及语言类专业学位，或包括充分口译训练的同等

专业学位，并且有文件证据证明完成过不少于 15 场会议口译、50 小时电话口译或 25 天陪同口

译的工作经验，或不少于 200 磁带小时的口译实践，或 15 小时影音的翻译实践；

2.获得公认高等教育机构授予的其他专业学位，并且具有文件证据证明的相当于两年全职专业口译

经验，或不少于 30 场会议口译、100 小时电话口译或 50 天陪同口译的工作经验，或不少于 400 

磁带小时的口译实践，或 30 小时影音翻译实践；



3.有文件证据证明的相当于五年全职专业口译经验，或有文件证据证明的不少于 60 场会议口译、

200 小时电话口译或 100 天陪同口译的工作经验，或有文件证据证明有不少于 800 磁带时的口译

实践，或 60 小时影音翻译实践；

4.有一部或以上国内外正式公开发行的影音译作，提供影音作品许可证号、版权信息，总时长不少

于 90 分钟；合译作品按全体翻译人员人数均分计算翻译量；

5.通过公认全国性或国际性翻译职业认证机构组织的初级及以上口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或同等

考试；

6.具有国家认可的初级及以上翻译系列职称（口译）；

7.成为公认全国性或国际性翻译行业协会的个人会员（口译），不包括荣誉会员与学生会员。



Thank you very much
děkuj i mnohokrát

jianghui@cj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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