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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design for translation begins with “what the translation training is for”.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generated by such a question are in the core of the course, in which assessment becomes the hub that connects the trainer and the traine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hed light on the
assessment design of the translation course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majors so as to activate the whole course to achieve effective course management and optimal learning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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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译课程设计需要从笔译教学本质出发，根据笔译任务的本质进行相应教学设计，使教学重点成为课程
设计中的核心，其中课程成绩评价体系是课程设计中的重点。本文试图通过思考本科阶段翻译专业笔译
课程中过程中需要做什么与不做什么，运用课程成绩评价体系带动课程整体，以优化课堂管理，提升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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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笔译要站在原文作者的角度服务于目的语读者，学习者需要在学习初始就理解这一点。笔译任务千
差万别，现实中笔译教学千头万绪，但师生均应从上层逻辑建立起对笔译本质的把握，明白翻译质量是
笔译任务的根本，才能应对各种现实情况。笔译课程设计中的评价体系是链接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关键
环节，如果评价设计合理，那么一方面可以满足学习者的需求，帮助学生认识到翻译质量的重要性，保
障学习效果；相反，如果评价设计不合理，会影响整体课程推进，所以可以说评价环节是课程设计的关
键阶段[1]。

2. 文献综述
笔译的本质在于笔译质量，笔译课程成绩评定的关键在将翻译质量评价放在课程成绩评价的核心。
教师的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翻译文本质量及笔译能力的动态监控。教师个人理论的形成是课程设计中
重要组成部分[2]，直接影响教师对翻译质量的把握，进而主导课程评价体系整体设计。
有教师提出从翻译问题解决的角度关注学习者笔译能力动态发展[3]，并提出分析框架，但是在本科
教学实践(16 周课，每周 2 学时)课程时间限制以及 35 人的班型，这种深度考察分析量过大，点评存在滞
后性。另外，这种分析框架关注学生翻译产品本身，无法体现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相类似的还有评
价框架提出采用模糊数学方法结合翻译质量进行译文评价[4]，“依据文本类型和模糊数学，三大翻译标
准(准确、流畅、得体)及六项参数(词汇、句型、语篇、语言、体裁、风格)分别被赋予不同权重和一定分
值，可以对译本进行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这个评价方法忽略了现实中的学生译本
的多样性，基于产品而非过程在于事后分析，忽略了翻译过程中创造性的部分以及动态变化的部分。
在此基础上，笔者更倾向于简洁的评分体系一目了然，进行传统的优良中差四等级[5]，这样的评价
体系使学生者注意力放在翻译过程及翻译能力发展上。虽然翻译能力定义未达成共识[6]，但可以引入市
场认可和翻译译审校认可度作为评价要素。用审校的迅速反馈让学生了解什么叫胜任，通过课堂反馈查
找自己的翻译产品与市场认可的差距。重点是连贯合理不变的评价体系可以让学生明白[7]翻译质量的要
求，同时也保障学习者逐步成为独立译者。
本科翻译教学的原则和方法[8]中，提出笔译教学的五个板块：“1) 译前资料查找方法,与专家或客
户间沟通能力；2) 翻译项目的组织和管理能力；3) 各类文本的阅读理解、综述能力和翻译写作(编译)能
力；4) 文字图像等版面处理能力；5) 审校和编辑能力”。上述原则强调了笔译的实践特征，可以纳入课
程成绩评价体系中作为指导。

3. 现存问题
通过对学生和部分教师的调查走访和实地听课，了解到翻译教师的笔译课程成绩评定方法主要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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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操作：单次笔译作业，老师会在个别词、句下划线，一般不给分数；有时老师会写出改译建议和评语。
教师访谈中反映说作业批改量大，关于教师个人理论，回答是遵循教学大纲进行授课，没有明确理论指
导；听课中发现教学大纲和课程具体授课内容不符的情况普遍，教师往往有自己的“隐藏的教学大纲”
[9]。教学大纲中，不涉及翻译质量的标准。
综上，笔译教学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可以总结为：首先，未将笔译翻译质量作为首要指导原则，具
体操作中注重具体语言点的改错，缺乏理论高度及实践适用度；其次，课程设计中的关键环节评价体系
未能满足学习需求和教学管理需求。本项改革重点在于平衡翻译质量评价模式存在的问题[10]：将评价中
的主观性合理化，提供符合翻译市场实践的评价标准同时，建立科学实用的成绩评价体系。

4. 评价体系教学实践及分析
本文谈到的笔译课程设置，背景是本科翻译专业第一门笔译课程“英汉笔译”，开设时间为第五学
期，无先修课程，后续课程为“汉英笔译”和“专题笔译”。评价体系包括学期期间单次笔译作业的成
绩评定和课程期末总评成绩。根据上文提到的问题，形成教学评价阶段性教学重点和目标、译文成绩五
档评分和平时成绩零分起评制。
评价体系改革重点如表 1。第一阶段教学目标 1：建立整体翻译质量要求，引入翻译公司译审角色作
为第三方评分，译审反馈分为明确的合格与不合格，即译文的可用与不可用。考虑到批改量，翻译质量
要求的介绍以例文方式对全体学生进行讲解。教学目的是建立质量的重要性，并确立学生与译文之间的
责任关系。举例来说，不按时提交的译文不合格，格式排版不合格的译文不合格。这样就解决了学生被
动投入的问题。学生对待翻译任务的态度基本是“完成作业”：拿到原文，读几遍，查查生词，动笔翻
译，提交，等待老师反馈。而在新的评价体系下，译文的质量由学生负责。
第一阶段教学目标 2：学写翻译过程反思报告，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翻译难题和能想到的解决方案
全部列出，网上或资料查证标明出处，当然还可以提出问题。一开始学生会出现反思的内容少，可以进
行适当引导及举例，课上讨论的重点在反思报告上。本阶段要求译文和反思报告全体提交。
第二阶段教学目标在于翻译实践，是独立译者的训练重点环节。学生译文自愿提交，评分继续使用
五档评分；反思报告自愿提交，本阶段的反思报告整体水平应该有所保证，课上使用反思报告中的内容
作为课上讨论的内容基础，授课会密集讨论翻译重点。老师课前可以准备好原文分析的重点，对翻译问
题进行预测，用以宏观把握，控制课堂进度。还可以进行翻译经验交流，主要看反思报告中查证部分的
信息出处，提高辨别力。第三阶段是期末考试，必修课全体学生参加随堂限时翻译，考试点评可以第二
学期期初进行或者线上进行。
译文五档评分(表 2)符合现行教务处中五分制考核，也充分考虑到了译审的主观因素，如果笔译课任
课教师的具备足够的实践经验或者具有译审身份，则可以直接担任评分；还可以考虑联合授课或者外聘
的形式，形成教学团队。译文注意匿名处理，只给 A~F 档评分即可，效率大大提高。这样可以有效解决
Table 1. List of three stage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表 1. 教学三阶段活动一览
教学周

学习活动

课堂重点

要求

第一阶段

第 1 周~第 4 周

独立译者身份认同；学习写反思报告

反馈反思报告

全体提交

第二阶段

第 5 周~第 15 周

翻译实践

讨论翻译问题

自愿提交
自愿报告

第三阶段

期末考试

限时翻译

随堂考试

全体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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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不及时的问题。拿到五档反馈的同时学生也自然被纳入实际的互动当中，而不是单纯学生-老师-课堂
的环境。
原文中关键点的设置，不管多长的段落，涉及到原文主要信息的翻译要点设置出来，决定档次的就
是关键点。关键点的设置要建立在对原文理解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信息层次的宏观分析。另一方面关
键点还体现在原文中的难点上，比如隐喻或需要背景知识才能理解的词。其次就是小问题，主要体现在
译文中的表达，小问题多了也会影响到译文档次。在教学第一阶段中，课堂反馈的要兼顾“学生做了什
么”和“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两点，引导学生思考自己的译文；第二阶段的反馈重点从原文出发，梳
理出段落结构和信息排布，结合学生的反思点，帮助学生建立宏观意识，进一步培养独立翻译能力。
平时成绩零分起评制是评价体系中第三重保障。学生的主动性除了自身学习动机之外，有效的平衡
杠杆就是成绩。比较而言，期末成绩重点在于考核学生的水平，而平时成绩如果利用好，不但可以有效
促进学生课下有效学习，还可以带动课堂参与。在改革初期，上一轮授课当中，采取课堂参与不计入分
数，以期降低学习者焦虑，期待学习者能充分发挥主动性，意图让学生用问题和解决主导课堂讨论。但
是效果并不理想，学生的学习焦虑消除并不代表学习主动性的提升。而缺乏主动性的学生，再赋予自主
选择是否提交作业，是否需要老师评分，达不到预期效果。
而施行平时成绩零分起评，也就是说每一分都要自己获得，得分点活动根据阶段不同相应调整，同
时也考虑到学生的学习表达习惯。第一周交反思报告加一分，进行鼓励，二至四周报告中的有效点加分。
前期交译文加一分，第五周开始合格译文加分，报告中有效点课堂讨论加分。提出有效问题，帮助解决
翻译问题均加分。可以课堂上说，也可以课程群组里线上完成。平时成绩给定原则就是符合课程质量保
障体系的内容加分，无关不加分(表 3)。
除此以外，开课期间教学反馈平台持续开放，对教学的意见建议随时匿名提出，有助于师生间针对
性有效互动，这样学生真正需要什么，老师也能了解问题真正出在哪里。这样的成绩评价体系与课程教
学实践有机结合，又独立于课程、教师和学生，可以促进师生之间的合作，而不是传统教学活动中的对
Table 2. 5-scale rating of the translation
表 2. 译文成绩五档评分表
评分
A

译文可用度

大错误
无

译文不可用

D
F

注释

译文可用

B
C

小错误

译文完全不可用

1~2 处

小错误基本没有

2~3 处

有小错误

3~4 处

小错误多

多处

多处

可用：译文关键信息点正确，校对负担小
不可用：译文关键信息有问题，校对负担大
大错误：关键点/重点部分错译、漏译
小错误举例：它/他等代词使用不当，的/得/地使用不当，
“了”过多，不当搭配等

Table 3. Overall score of the course
表 3. 总评成绩分配
出席(20 分)

口头形式(40 分)

书面形式(40 分)

迟到一次扣 3 分

课堂提问相关问题

合格译文

请假一次扣 4 分

课堂解答相关问题

有效反思点

旷课一次扣 5 分

课堂展示

课程期间其他笔译实践

旷课五次取消考试资格

权威资源分享(课上)

权威资源分享(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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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译文评价体系和教学管理体系的建立，使得课堂就是解决问题、分享发现、老师指导学生的地方，
有效增强了学习互动活力，使教学中的各个主体各得其位，各司其职。

5. 结论
综上，有效的课堂评价体系需要考虑到以下三点：1) 课程要求，具体到笔译课指向翻译质量，就是
培养出独立的笔译译者，能产出翻译质量符合市场要求的译文，独立体现在具有问题意识会查证、了解
可用译文的基本评判标准、具有学习主动性；2) 课堂管理，学生的需求汇总到教师这里，课程的要求由
教师发送给学生，随课程进程调整；3) 译文质量，译文质量需要符合翻译市场规律要求，翻译评分中的
主观因素不可避免，除专业术语外，语言表达的丰富多样决定翻译不存在绝对正确的所谓答案。指导性
反思报告[11]重点在呈现并促进学习者对翻译任务的思考，可以缓解学生对教师评价的过度依赖，学生在
思考的过程中渐渐明白“查证”的重要性和功能，心中明确翻译评价的主观性，了解教师反馈的角色，
逐渐提高独立翻译的能力。
本文是在为期一学期的英汉笔译课程中的尝试，目的在于将笔译中最为关键的能力、方法和评价标
准纳入到评价体系的中心。这样的评价方法是否适合汉英笔译课程、专题笔译课程、翻译实践课程，如
何根据实际需求，对各部分评价方法进行微调，比如说考虑到专题笔译是笔译课第三学期课程，学习者
此时已经有了英汉笔译和汉英笔译两学期的训练，那么要求译文中不出现小错误；再比如翻译实践课程
可以在评价体系中加入截止日期的时间控制、不同翻译项目经理的不同要求等项目管理参数，尽量贴近
翻译实践的市场实际情况。
评价方法需要建立在课程内容的基础上，文学文本笔译和非文学文本笔译的评价方法不会相同，同
样经济文本和法律文本翻译的标准也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在这样的框架下，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各个
专题内容进行进一步探讨。另外，批改量也是一个实际问题，如何根据班级人数、翻译量进行匹配，如
何合理使用教师团队，是否考虑引入助教都是可以探讨的方面。还可以充分利用技术资源，实时共享及
反馈可以提升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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