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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ranslation of materials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should translators mechanically abide
by the criteria of “faithfulness” or actively exert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communication effect and improve the acceptance of foreign readers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urport of original text,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target readers? In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of materials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students are often confused by this. In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of materials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students often lack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they are not qualified for the task of international publicity-aimed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ity-aimed transl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publicity-aimed
translation, analyses the reasons why students lack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consciousness,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subjectivity consciousness
in international publicity-aimed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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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宣翻译中译者是应该坚持翻译界传统的“忠实”，还是应该为了实现更好的交际效果，充分考虑原
文的精神主旨、翻译的目的和受众对象；为提高外国读者的接受度，积极发挥译者主体性呢？在外宣
翻译教学中，这成为困扰很多学生的一个问题。在当前的外宣翻译教学中，学生往往缺乏译者主体性
意识，因此不能很好地胜任外宣翻译任务。本文结合外宣翻译特点论述了外宣译者发挥主体性的重要
性，分析了学生缺乏译者主体性意识的原因，并提出了外宣翻译教学中培养学生译者主体性意识的具
体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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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越来越紧密，如何准确有效地对外传播中国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众多方面的最新进展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能走多远，走出多
少，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翻译工作的力量[1]。张健(2013)认为“翻译问题已成为阻碍中国文化‘走出
去’的瓶颈”，他主张“用外国人习惯接受的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我国的灿烂文化、
大政方针、现实与发展以及其他实用信息。面对机遇和挑战，外宣译者应当与时俱进，成为两种文化之
间的桥梁，做好中外文化的使者，不辱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2]。因此，外宣翻译重要性不言而喻。
外宣翻译中译者是应该坚持翻译界传统的“忠实”，还是应该为了实现更好的交际效果，充分考虑
原文的精神主旨、翻译的目的和受众对象；为提高外国读者的接受度，积极发挥译者主体性呢？在外宣
翻译教学中，这成为困扰很多学生的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很多学生没能认识到，外宣翻译因其翻译目
的、翻译材料、翻译读者的特殊性，“信达雅”三标准在外宣翻译实践中应该具有不同的内涵意义。为
了能让学生很好地胜任外宣翻译任务，本文阐释了外宣译者发挥主体性的重要性，在分析学生缺乏译者
主体性意识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外宣翻译教学中培养学生译者主体性意识的具体教学策略。

2. 外宣翻译与译者主体性
2.1. 何谓外宣翻译
在具体论述外宣翻译中译者该不该发挥主体性，以及如何发挥主体性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厘清何谓
外宣翻译，外宣翻译有哪些特点，何谓译者主体性等问题。
张健(2013)这样定义外宣翻译：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让世界了解中
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包括境内的
各类外籍人士)为对象的交际活动。他认为，在遵循翻译的共性原则的前提下，外宣翻译可以从广义和狭
义的角度去理解。广义的外宣翻译包罗万象，几乎涵盖所有的翻译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级部门从事
对外宣传有关的翻译活动，即人们常说的“大外宣”的翻译概念。狭义的外宣翻译包括各种媒体报道、
政府文件公告、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介绍、公示语、信息资料等实用文体的翻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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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翻译与文学翻译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翻译的目的不同。文学翻译的目的主要是审美欣赏，唤起读
者的艺术感受，外宣翻译的目的则是实现交流，沟通信息。从本质上讲，外宣翻译是信息性翻译，文学
翻译是艺术性翻译；从功能上讲，外宣翻译是信息传播，文学翻译是美学审视；从译者角度讲，外宣翻
译提倡无我，文学翻译表现自我；从审美的方面看，外宣翻译重朴直，文学翻译重文采[4]。

2.2. 何谓译者主体性
査明建(2003)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
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
美创造性”[5]。方梦之(1993)从翻译的目的论的角度对翻译的论述也有助于阐释翻译中译者主体性问题。
他认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根据译文语境，原文中的哪些
内容或成分可以保留，哪些需进行调整或改写，该由译文的预期功能确定。翻译的目的随接受对象的不
同而变化，译者可以为了达到目的而采用任何他自己认为适当的翻译策略。换句话说，目的决定方式[6]。
这里他所说的“哪些内容或成分可以保留，哪些需进行调整或改写”以及“采用任何他自己认为适当的
翻译策略”，正是译者主体性的具体内涵，也是译者发挥主体性的表现。

2.3. 外宣翻译中发挥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
外宣翻译借由“译”实现“宣”的目的，旨在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根据美国传播学先驱拉斯
韦尔提出的拉斯韦尔传播模式，传播过程主要包括五个构成要素：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
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张健(2001)认为外宣翻译作为
一种重要的对外传播途径，必须考虑传播效果，即受众对信息的接受情况。如果传播者发出信息(message)
想达到某种意图，但不为受众(audience)所接受，效果不佳或甚至适得其反，那就等于失去了传播的意义
[7]。影响外宣翻译传播效果的因素包括：目标语读者相关知识储备、价值观念、心理特点、审美习惯、
中外文化差异、读者接受等。由于目标语读者相关知识储备不足，比如对中国文化特色、中国历史、中
国特色政治词汇等了解甚少，而不能很好理解外宣内容时，外宣译者有必要发挥主体性，采取合适的翻
译策略，比如增加适当的背景解释或者采用解释性翻译策略，从而提高外国读者对外宣翻译内容的接受
度。过去外宣译文读者都是专家学者，而今天的读者虽然对中国感兴趣，但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政治
情况不甚了解。为此，外宣译者在翻译有关中国文化特色、中国历史、中国特色政治词汇时，需要适当
增加背景知识，填补外宣读者的认知空白，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张健(2013)认为，外宣
译者必须有意识地根据译文读者的特殊要求，采用编译、改写等“变通”手法，以方便目的语读者接受
[4]。此外，为保证传播效果，译者应该发挥主体性，对外宣材料中不符合目标语读者语言文化表达的修
辞与结构进行调整。正如张健(2013)所言，“改变源语文本的内容和结构，乃至风格，以方便目的语读者
接受，使目地语文本更通顺、更清楚、更直接，更好地实现交际目的”[4]总之，外宣翻译中译者发挥主
体性有助于实现更好的交际效果，更好地传播好中国声音、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

3. 外宣翻译教学现状和主要问题
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国家需要大批能胜任外宣工
作的翻译人才，以便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国家形象，因此
高校外宣翻译教学就承担起培养外宣翻译人才的重担。然而，当前的外宣翻译教学存在一些问题。
从外宣翻译教学目前的现状来看，在课程设置上，仅开设外宣翻译课程，缺乏培养合格外宣翻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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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所应具备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新闻传播学知识的相关课程，比如跨文化交际课程和新闻传播学课程。
在教学重点方面，目前的外宣翻译教学仍过多重视翻译技巧的讲解和训练，对外宣翻译人才应具备的能
力和素质培养不够；在教学模式上，目前的外宣翻译教学课堂仍以老师讲授为主、辅以翻译训练，整个
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性不够，在翻译实践中主体性意识不强。综合目前高校外宣翻译教学现状和培养
外宣翻译人才的实际需求来看，外宣翻译教学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对学生的译者主体性意识培养不
够，具体来说，在外宣翻译教学中，对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培养不够，因而学生缺乏在外宣翻译
实践中主动考虑中外文化差异的主体意识。新闻传播学相关知识的欠缺使得学生在进行外宣翻译工作时，
不能结合新闻传播特点来发挥“积极宣传、有效报道”的主体意识。此外，当前以教师讲授为主，辅以
翻译训练材料的外宣翻译教学模式，不利于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学生作为外宣译者的主体性
意识的培养和发挥。因此，采用恰当而有效的外宣翻译教学策略，加强学生的译者主体性意识培养，这
显得尤为重要。

4. 外宣翻译教学中学生的译者主体性意识培养策略
综合考虑当前外宣翻译教学在课程设置、教学重点和教学模式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了培养学生的译
者主体性意识，使他们能胜任外宣翻译工作，本文提出了外宣翻译教学中培养学生译者主体性意识的具
体教学策略：1) 通过增设跨文化交际课程加强学生恰当处理中外文化差异的主体性意识；2) 通过增设新
闻传播学课程培养学生“积极宣传、有效报道”的新闻传播主体性意识；3) 实施“以学生为中心、实践
性强为特点”的任务型外宣翻译教学。

4.1. 加强学生恰当处理中外文化差异的主体性意识
在传统的外宣翻译教学中，教学重点仍是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讲解，缺乏足够的跨文化交际知识
的引入，然而外宣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因此，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不强，必然导致学生
在外宣翻译实践中过于关注中英语言层面的转换，而忽视语言背后中外文化差异，不加处理地把某些中
国特有文化直接翻译到英语世界，理所当然地以为西方读者也能够理解和接受，结果势必影响外宣效果。
因此，外宣翻译教学中加强学生恰当处理中外文化差异的主体性意识至关重要。具体来讲，可以增设跨
文化交际课程，向学生介绍中外文化差异、中国人和外国人思维方式差异、中国当前在国际舞台所扮演
的角色和地位、西方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态度等。授课中可以增加跨文化案例分析，培养
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外宣翻译任务中可以适当增加跨文化翻译的比重，着重培养学生恰当处理中外文
化差异的主体性意识，从而采用恰当的方式和策略将中国文化译介到西方，使西方读者能最大程度地理
解和接受，达到良好的外宣效果。

4.2. 培养学生“积极宣传、有效报道”的新闻传播主体性意识
一名合格的外宣翻译译者应具有较强的主体性意识，表现为能够时刻谨记外宣翻译“新闻传播”的
特点，在外宣翻译工作中灵活运用所掌握的新闻传播学知识，有意识地对外宣译稿进行类似新闻稿的编
辑和处理，以期获得最佳的新闻报道效果和信息传播效果。然而，当前的外宣翻译教学中，学生普遍缺
乏新闻传播学相关知识，不能积极发挥译者主体性意识对外宣译稿进行恰当的编辑和处理，最终导致外
宣译稿的外宣效果不佳。因此，外宣翻译教学中应增设新闻传播学课程，帮助学生了解中外新闻报道语
言差异、宣传角度和方式差异、新闻报道背后反映的中外意识形态差异等。在具体外宣翻译实践中，可
以通过引导学生对不符合英文报道语言习惯的中文外宣稿件进行译前编辑；训练学生有意识地调整外宣
报道的角度等方法来培养学生在外宣翻译任务中作为新闻报道者和信息传播者的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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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施“以学生为中心、实践性强为特点”的任务型外宣翻译教学
以教师讲解翻译理论和技巧为主，学生被动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外宣翻译练习为特点的传统外宣翻译
教学，往往因为脱离外宣翻译工作的实际情况，使学生无法切身体会到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必要性，因而
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译者主体性意识，导致无法培养出能真正胜任外宣工作的翻译人才。因此，有必要实
施“以学生为中心、实践性强为特点”的任务型外宣翻译教学。首先，外宣翻译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中
心，注重培养学生在完成翻译任务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给与学生足够的机会来锻炼和加强译者主体性
意识的发挥。具体来讲，外宣翻译任务前，可以开展小组讨论，让学生陈述译者需要发挥主体性的具体
表现和应当采取的策略；完成外宣翻译任务后，引导学生反思翻译过程中自我主体性发挥的具体情况。
其次，任务型外宣翻译教学应注重实践性，确保外宣翻译教学内容和翻译任务紧密联系国家外宣工作的
实际情况，采用真实的外宣翻译材料和模拟外宣工作现实的翻译场景。具体来讲，给予学生的学习任务
可以包括：1) 学习和了解国家的外宣工作的最新政策和面临的实际问题，正确把握外宣工作的要旨和外
宣翻译人才应具备的素质，形式可采用小组课堂汇报或者课外访谈外宣工作领域的专家和学者；2) 搜集
外宣翻译工作具体案例，比如政府工作报告新闻发布会、国家和城市宣传片、公示语翻译等，然后小组
协作完成外宣翻译任务并进行课堂展示，并就预期取得的外宣效果进行说明。实施“以学生为中心、实
践性强为特点”的任务型外宣翻译教学，有助于加强学生在外宣翻译工作中积极考虑国家外宣战略需求
的意识，以及为实现良好的外宣效果而积极发挥译者主体性的意识。

5. 结语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外宣翻译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传播好中国声音至关重要。本文阐释了
外宣译者发挥主体性的重要性，分析了学生缺乏译者主体性意识的原因，提出了外宣翻译教学中培养学
生译者主体性意识的具体教学策略，比如，通过增设跨文化交际课程加强学生恰当处理中外文化差异的
主体性意识；通过增设新闻传播学课程培养学生“积极宣传、有效报道”的新闻传播主体性意识；实施
“以学生为中心、实践性强为特点”的任务型外宣翻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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