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让经典优美的诗歌走近
普通人、净化城市心灵，上海翻译家协
会与上海申通地铁集团、上海市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了 2015“穿越时空 激荡心灵———中外
诗歌进地铁”系列活动，在上海地铁全
网 14 条线各打造一列“文化列车”共
80 节车厢、约 5000 个拉手以及近
30000 个移动电视和 LED 视频、人民广
场等 4 座重点车站的“中外诗歌文化
墙”等，“车、墙、屏”全方位展示近 200
首中外经典诗歌，营造优雅美好的地铁
文化氛围。

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广
局、市文联、上海广播电视台的指导帮
助下，9 月 20 日下午，2015“穿越时空
激荡心灵———中外诗歌进地铁”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在人民广场站“地铁音乐
角”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
主任潘敏，市对外友协副会长周亚军，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总裁俞光耀，市文广
局副局长王小明，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
席、秘书长沈文忠，上海翻译家协会副

会长魏育青、袁莉等相关单位领导，冯
春、娄自良、张秋红、张世华、朱宪生、张
冲、海岸、黄福海、陆钰明、吴刚、赵英晖
等翻译家们出席了启动仪式。东方卫视
中心、东方音乐广播中心的著名主持人
以及爱尔兰、匈牙利驻沪总领事登台朗
诵中外诗歌，著名翻译家带来精彩的诗
歌点评，上海民族乐团倾情演奏中外名
曲，诗歌与名曲的组合让现场观众感受
到了诗歌的魅力。

此次“中外诗歌进地铁”系列活
动，继 2006 年“中英诗歌进地铁”、
2010 年“当诗歌遇上地铁”之后，在上
海地铁全网络实施“车、墙、屏”全方位
展示。即一是在当前运营中的全部 14
条线路各选 1 列列车，共计 14 列列车
80 节车厢、约 5000 个拉手上展示；二
是在人民广场、世纪大道、徐家汇、新
天地 4 个重点车站设置“中外诗歌文
化墙”展示；三是在全线近 3 万个地铁
移动电视屏幕上开辟“每日一诗”专栏
滚动播出展示。

本次活动共收集了近 200 首中外
诗歌，其中中国诗歌主要选用了孟郊

《游子吟》、白居易《长恨歌》、陶渊明《归
园田居》、杜甫《望月》、李白《望庐山瀑
布》等 100 多首脍炙人口、流传百世的
经典古诗，并特意遴选了 20 多首有关

“三个注重”（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
家风）方面的内容；近 70 首外国经典诗
歌则由上海翻译家协会与阿根廷、法
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墨西哥、俄
罗斯、塞尔维亚、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等
驻沪领馆共同遴选提供，包括普希金

《致凯恩》（冯春译）、蒙塔莱《柠檬》（张
世华译）、莱蒙托夫《萨什卡》（王智量
译）、费特《我什么也不对你说》（朱宪生
译）、菲茨杰拉德《柔巴依集第 29 首》（黄
杲炘译）、雨果《月亮》（张秋红译）、蒲宁

《在草原上》（娄子良、戴骢译）、拉马丁
《湖》（郑克鲁译）、艾兴多夫《回声》（曹乃
云译）、勃洛克《我预感到你的来临……》

（郑体武译）、格奥尔格《心灵之年》（魏育
青译）、普雷维尔《太阳浴》（袁莉译）、贝
克特《秃鹫》（海岸译）、惠特曼《欢乐之
歌》（张冲译）、莱特《吊床上的浮生半日
闲》（吴刚译）、叶芝《深深的誓言》（黄福
海译）、罗塞蒂《回声》（陆钰明译）、休斯

《梦的变奏曲》（乔国强译）、洛威尔《秋》
（张炽恒译）、罗曼·罗兰《恩培多克勒》
（赵英晖译）、博尔赫斯《短歌》（陈东飚
译）等等，这些国际优秀诗歌经上海翻译
家协会翻译家们的反复推敲和精心“打
磨”后，文字更加优美，力争将外国诗歌
的魅力原汁原味展现给上海市民。

诗歌穿梭在地铁，让全社会感受到
诗歌的力量和文化的魅力，让那些脍炙
人口的诗句、流芳百世的诗人，穿越时
空、激荡心灵，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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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条线 80节车 200 首中外诗歌穿越时空
5000 个拉手 30000 个屏幕激荡心灵

2015“中外诗歌进地铁”系列活动拉开帷幕

7 月 10 日下午，上海翻译家协会召开六
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由译协会长谭晶华主

持。译协副会长吴正、吴洪、张伊兴、袁莉、柴明
颎、魏育青，常务理事张春柏、黄昱宁、梁珺霞等
出席会议。

会上，译协副秘书长梁珺霞首先汇报了“外
国文学进校园———中学生阅读习惯养成”系列
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主题活动、吴钧陶文学翻
译学术研讨会等 2015 年上半年的重要工作和
活动。常务理事会对协会上半年的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并就下半年即将开展的第二十四届
金秋诗会、第十二届卡西欧翻译竞赛、现当代德
国文学作品朗诵会、“中外诗歌进地铁”活动、庆
祝协会成立 30 周年文集编辑出版等工作和活
动进行了讨论。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寇瑛等五
位新会员的入会申请。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为纪念这一重要历史时刻，8 月下旬，上海翻译家
协会组织部分翻译家赴重庆、成都开展了学习交流活动。

期间，由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谭晶华，副会长吴洪、袁
莉等翻译家组成的学习交流团，分别与重庆市翻译学会、四
川省翻译协会和成都市翻译协会的代表进行了座谈，认真
了解各自协会的运作机制及活动开展情况，并围绕“翻译名
家的成就与研究、翻译奖项的设立与评选、翻译刊物的现状
与发展、翻译教学的问题与思考”等主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与探讨。此外，协会一行还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建川博物
馆聚落等与抗战息息相关的纪念场所，对为国奋战、英勇就
义的抗战英雄们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通过学习交流，翻译家们纷纷表示，川渝之行收获颇丰，
不仅加强了与同行的学术交流，更是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这
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重温了川渝地区的抗战历史，接受了红
色文化的教育洗礼。同时希望协会能多组织这样的活动，让
更多默默伏案工作的翻译家们深入生活、走进生活。

上海翻译家协会召开六届二次常务理事会

部分外国诗歌展示（拉手）

2015 年 10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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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被伤

害与侮辱的人们》系 19 世纪俄
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
作品之一。小说描写了资产阶级
冒险家瓦尔科夫斯基对“小人
物”，尤其是两个弱女子的迫害，
以及一手造成的两个家庭的悲
剧。没落贵族伊赫缅涅夫是瓦尔
科夫斯基公爵的管家，他尽心尽
力地为公爵管理家务和田产，却
得不到公爵的赏识和信任，两人
经常发生口角，最终闹翻，打起了
官司。

为了置伊赫缅涅夫一家于
死地，瓦尔科夫斯基侵吞了他仅
有的一座田庄，又千方百计迫使
儿子阿辽沙娶百万家产的继承
者做儿媳，使钟情于阿辽沙的管
家女儿娜达莎遭到抛弃。另一个
受害的是斯米特老人一家，他女
儿曾经受公爵引诱而离家私奔，
结果被掠夺一空，家破人亡，留
下一个孤苦伶仃的私生女涅丽，
最后涅丽也在贫病交迫中离开
人世。小说对弱者给予深深的同
情，同时对资产阶级自私、虚伪、
贪婪、卑鄙的本性进行了无情的
揭露和鞭笞。

译者介绍
娄自良 中国资深翻译家，曾

任职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年
应苏联哲学界之邀请至莫斯科进
行学者访问。主要译作有：《辩证
唯物主义与哲学史》、《现代资产
阶级哲学》（合译）、《温柔的幻
影———茨 维 塔 耶 娃 诗 歌 选》、
《鬼》、《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
《死农奴》、《普宁文集》诗歌卷
（合译）、《精神领袖———俄罗斯
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合
译）、《战争与和平》、《布罗茨基诗
集》等。

作者介绍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与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屠格
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
越代表，他走的是一条极为艰
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
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
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独具特色，
在群星灿烂的 19 世纪俄国文坛
上独树一帜，占有着十分特殊的
地位。主要作品有《穷人》、《被侮
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
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
佐夫兄弟》等。

《被伤害与侮
辱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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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ing Fac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为纪念西方圣经学家圣杰罗姆，国
际译联于 1991 年决定将每年的 9 月 30
日设定为“国际翻译日”，并自 1992 年
起，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每年提出不同
的翻译日主题及诠释主题的文章。一年
一度的国际翻译日，是一次展示翻译职
业、提升人们认识其重要性的绝佳机会。
2015 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是“变化中的
翻译职业”（The Changing Face of Trans-
lation and Interpreting）。

2015 年国际翻译日主题文章

从钢笔到打字机再到语音识别工
具。从索引卡到电子词典和知识高速公
路。从纽伦堡审判中的首次现场同声传
译到如今的电话和视频远程同传。

世界在变，翻译工作也随之发生诸
多变化。今天的毕业生们很难相信，仅仅
30 年前他们的前辈们面临的是一个多么
不同的工作环境！而如今，动动手指我们
就可以获得海量的信息。我们可以利用
诸多工具使翻译速度更快，前后更加一
致。我们可以稳坐办公室与全球各地的
同事对话交流。

对于客户而言，翻译也大不一样了。
他们再也不用为找到一位符合要求的当
地译者而大动干戈，因为全球各地的翻
译专业协会编制的会员名录可提供众多
会员供客户选择。得益于跨时区的沟通，
客户晚上离开办公室前发出的文件，第
二天早晨回到办公室时就可以拿到译

稿。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项目与全球不同
地区的译员合作，找到成本和目标受众
之间的平衡。他们可以通过熟练专业的
电话口译员向位于另一个半球的他们自
己的客户或异国的医生进行咨询。他们
可以将一篇文章输入机器翻译程序，马
上了解其大意。

诸如此类的变化构成了 2015 年国际
翻译日的主题，即：变化中的翻译职业。

这些变化呈现给我们的是新挑战和
新机遇。业界经常提及速度、成本和数量，
但这远远不够。对于翻译从业者来说，这

种变化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加智慧地开展
工作，更加开放地迎接变化，适应不断变
化的新角色，学习新技能，掌握新工具。

然而，翻译的基本规则并没有改变。
今天口笔译工作者的角色与一千年前相
比没有什么变化，即：让人们更好地进行
沟通；质量仍然是每一项翻译任务的检
验标准，而质量仍取决于译者的技能、经
验以及与任务的匹配度。译者仍然需要
根据译文的用途精心打磨每一份文稿。
客户仍然需要向译者清晰准确地表达其
需求。译者仍然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职
业充电来保持精力充沛、更新相关知识、
维持敏锐的反应。

翻译在未来将是何种面貌呢？几千年
来，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工作者展示出了无
与伦比的语言技能、专业培训、职业操守
和工作热情。最好的工具可以帮助他们工
作得更好，但无法深入文字的核心和灵
魂，或体现出谈判过程中的细微差别。

因此，在 2015 年国际翻译日即将来
临之际，我们庆贺翻译领域所取得的重
大进展，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向广大翻
译工作者致敬，是他们构成了翻译事业
的核心，是他们让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
地球村，一个保留了人类丰富的历史、现
实和未来多样性的共同家园。

资深法语翻译家徐和瑾病逝

2015 年 8 月 15 日下午 14 时 01
分，中国资深翻译家、复旦大学法文教
授徐和瑾因患肠道癌在上海第一人民
医院病逝，享年 75 岁。

徐和瑾 1940 年生于上海，一生从
事法语文体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和法
国文学作品翻译。曾经担任中国法国文
学研究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
法国普鲁斯特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法
国普鲁斯特之友和贡布雷之友协会会
员，曾被聘为巴黎第七大学和拉罗谢尔
大学客座教授。

徐和瑾是“文革”后最早向中国读
者介绍普鲁斯特的学者之一。1958 年
至 1962 年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
语系学习。1962 年至 1964 年在复旦大
学外文系任俄语教师。1964 年至 1966
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进修法
语。1970 年至 2000 年在复旦大学外文
系任法语教师，在职期间曾任法语教
研室主任、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理事。
1978 年至 1979 年，徐和瑾去法国进修
一年，由此确定了自己在语言研究和
文体学方面的学术方向。1985 年，徐
和瑾与他人合译了第一本译作巴尔扎
克的《交际花盛衰记》，此后他陆续翻译
了米歇尔·代翁的 《一辆淡紫色出租
车》、让·皮埃尔·韦尔代的《星空：诸神
的花园》和《思考宇宙》、芒迪亚格的

《黑色摩托》、塞利纳的《长夜行》、安德
烈·莫洛亚的《普鲁斯特传》、拉巴雷尔
的《杜拉斯传》、纪德的《伪币犯》和《梵
蒂冈地窖》、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左
拉的《娜娜》、杜拉斯的《英国情妇》和
加缪的 《局外人·鼠疫》、莫迪亚诺的

《地平线》、莫洛亚的《追寻普鲁斯特》
等。2004 年起，他以一己之力翻译法国
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代表作《追忆似
水年华》，目前已经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了四卷。另独自编写《新法汉小词典》，

编写《大辞海·外国文学卷》中法国文学
的全部条目等。2010 年获得中国翻译
协会颁发“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第七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初评出炉

日前，第七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初评名
单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揭晓。共有来自全
国 40 余部已出版的法译中作品参评，按
照评审规则，其中 10 部译著脱颖而出入
围下轮评选，将角逐本届翻译大奖。

今年入围的 10 部作品有：文学类
包括刘楠棋翻译的《春花的葬礼》、余宁
翻译的《机械心》、周小珊翻译的《6 点
27 分的朗读者》、段慧敏翻译的《一部
真正的小说———回忆录》、陈睿和杨通
翻译的《真相》；社科类包括周莽翻译的

《不完美的花园》、王名南翻译的《当代
艺术之争》、许明龙翻译的《请中国作
证：杜赫德的 < 中华帝国全志 >》、张
晓明翻译的《一颗智慧的心》、莫旭强翻
译的《一战华工在法国》。值得一提的是，
在入围的 11 位翻译家中，年轻译者占大
多数，有 4 位 80 后，4 位 70 后。近年来，
年轻译者表现不俗，成为译者队伍的新
生主力军，也成为中法文化交流一个很
突出的特点。

据介绍，在评审过程中，评委重点
斟酌译著所讲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在
中国的契合度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
帮助。本年度入围译著的原作者有茨维
坦·托多罗夫，菲利普·索莱尔斯，弗朗
西斯·雅姆等不同写作风格的作家，译
者的辛勤付出使他们的作品得以在中
国绽放光彩。

每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都会选出两部
译自法语的最佳中文译作，其中文学类
和社科类各一部。自 2013 年起，该奖项
设立了“新人奖”，以鼓励新一代年轻译
者。今年，傅雷翻译出版奖的三位得主将

于 11 月 28 日在上海“爱马仕之家”揭
晓。文学类和社科类获奖图书的译者和
出版社将共同分享 4000 欧元奖金，而新
人奖得主将获得 1500 欧元奖金。

20 位外籍人士获第九届中华图书
特殊贡献奖

日前，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在北京公布获奖名单，共有 20 位外国

（外裔）翻译家、出版家和作家获得本届
奖项。本次最大亮点不仅在于增加了获
奖人数，其中周边及“一带一路”国家的
获奖者达到 7 位。

据悉，本届“特贡奖”获奖人数从去
年的 10 位增加至 20 位，并首次设立了
青年成就奖。其中，获得中华图书特殊
贡献奖的 15 人是：澳大利亚汉学家、作
家马克林，澳大利亚翻译家、澳洲国立
大学汉学教授梅约翰，加拿大著名旅华
作家李莎，法籍华裔翻译家程抱一，法
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德国
汉学家、德国汉学协会主席施寒微，荷
兰翻译家、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
伊维德，老挝作家西昆·本伟莱，蒙古翻
译家、蒙古国立大学教授其米德策耶，
波兰出版家阿达姆·马尔沙维克，俄罗
斯翻译家列·谢·彼列洛莫夫，斯洛伐克
翻译家黑山，西班牙凯伊拉斯出版社社
长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菲尔默塞耶，美
国纽约大学出版中心主任罗伯特·巴恩
施，美国汉学家艾恺。

另有埃及青年出版家艾哈迈德·赛
伊德、缅甸籍华裔青年翻译家光民、匈
牙利青年翻译家宗博莉·克拉拉、约旦
青年作家萨米尔和美国青年翻译家艾
瑞克·阿布汉森 5 人获得中华图书特殊
贡献奖青年成就奖。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设立于 2005
年，作为一项国家级奖项，其主要表彰
在介绍中国、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促
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外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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