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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contact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 cultiv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talents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urgent. As a bridge of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owever, at present, our country still lacks a lot of high level 

translators. As the backbone of high-quality talents, college students are also the reserve forc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translators.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translation proficiency. At present, in the course 

of college 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teachers mainly adopt the traditional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 which focuses on 

developing students' grammar knowledge. Students need to memorize a large number of words and sentences, and master all 

kinds of complicated rules. This method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olid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grammar knowledge, but 

it is too boring. Long-term use will make students lose interest in translation, and it is not beneficial to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ion talents. Cognitive Approach, also called Modern Grammar Translation, overcomes the drawbacks of past methods, 

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materials, and emphasizes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real 

situation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 it is a progress. Therefore, the two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in the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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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外语翻译类人才的培养也变得尤为紧迫。翻译作为对外合作和沟通的桥梁，在我国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翻译人才储备仍处于青黄不接之时，高水平的译者仍

十分缺乏。大学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摇篮，大学生也是国家翻译人才培养的后备军。因此，提高大学生的英语翻译

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们主要采用的还是传统的语法翻译法。语法翻译法注重培养

学生的语法知识。而认知法又叫现代语法翻译法，克服了以往语法翻译法的弊端，注重对材料的理解、操练和运用，

并且强调在真实的情境下进行翻译实践，是在传统语法翻译法基础上的进步。语法翻译法要背诵大量的单词和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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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各种复杂的规则，有利于学生语法知识的巩固和提高，但却过于枯燥，长期使用会让学生丧失对翻译的兴趣，也

不利于翻译人才的培养。因此，二者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关键词：语法翻译法，认知法，翻译教学 

 

1．引言 

据调查，目前全国范围内专职翻译有四万多人，兼职

翻译多达五十多万人，全国共有三千多家专业的翻译公司，

但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人只占其中的10% 左右。也就是

说，虽然有如此多的人从事翻译，但真正高层次的人才仍

然存在很大缺口。全球化进程使中国和外国的交往不断增

多。大到国家，小到企业、个人都需要和外界进行交往。

快速发展的经济需要和世界接轨，日益繁荣的文化产业需

要和世界交流，新型的企业也需要引进国外同行先进的技

术和设备．.....，这些都离不开翻译。翻译人才处在对外

交往的前沿，在国家对外交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为了顺应这一趋势，当前许多高校都开设了翻译硕士

专业学位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的翻译人才，弥补翻译人才的

缺口。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必须采用有效的方法[10]。

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在训练和巩固同学们语法能力方面有

其自身优势，但单一的使用这种方法势必让课堂变得沉闷。

而认知法是对传统语法翻译法的进步，更加注重对学生翻

译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好地弥补语法翻译法的弊端。 

2．理论背景 

2.1．语法翻译法 

语法翻译法起源于拉丁语教学实践。十六世纪初，拉

丁语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普遍的语言，被广泛地应用到政府、

学术和商业交流中。然而，在拉丁语的消亡过程中，它逐

渐被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所替代。在十九世纪的欧洲，

教育体系主要围绕教师心理学建立[4]。这一理论认为人的

身体和思想是分开的。思想由三部分组成：意志、情感和

智力。而智力可以控制意志和情感。通过学习古典希腊和

罗马文化，人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起初，人们认为

现代语言不利于心理学科的发展，因而被饱受冷落。直到

十九世纪，才被人们接受[1]。教师们仍然用教拉丁语的方

式即语法翻译法讲解现代语言。在美国，很多高中和大学

都使用语法翻译法进行外语教学。 

该方法有两个主要目标：使学生能够阅读和翻译源语

中的文学作品；并进一步促进其智力发展。由于很多学习

外语的人是为了能够看懂外国文学作品，所以语法翻译法

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但其忽视了听说能力的

培养。语法翻译法是使用母语进行教学。学生首先需要学

习大量的语法规则，之后做大量的练习巩固所学知识，最

后逐字翻译句子。当学生的水平提高时，就被要求翻译整

篇文章。相比翻译内容而言，语法翻译法更加注重形式的

规范性[2]。在语法翻译法下，学生们大都掌握了丰富的语

法规则，基本的语言知识比较扎实，但实践和交流能力明

显不足。而且只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致使学生们的翻译脱

离实际，显得比较生硬[11]。并且大量记忆各种复杂的规

则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负担。长期下去，学生们就会失去

对翻译的兴趣。 

2.2．认知法 

认知法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美国著名心理学

家约翰·卡鲁尔提出。卡鲁尔认为学习外语主要基于学生

对语音及语法的分析和学习，也就是对外语的掌握和控制

过程。在认知法之前，主流的外语教学方法是听说法。但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单纯机械的听说操练已经

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一遍遍的操练会让同学们在保

持兴趣方面难以持之以恒。因此，听说法逐渐被认知法所

取代。 

认知法又被看作现代语法翻译法。它不仅弥补了以往

听说法的不足，而且对传统语法翻译法来说，也是一种进

步。认知法试图用“认知—符号”学习理论来代替“刺激—

反应”学习理论，反对语言学习中的结构模型，也就是不

断地重复，机械地操练。该流派的专家认为外语学习在某

种程度上是一种有意识地创造性活动，而不是简单地模仿，

并提倡用演绎法来讲授语法。总的来看，认知法主要有以

下几个特点：1）外语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2）强调有意

义的学习，有意义的联系；3）听说读写同等重要；4）允

许学生出错；5）出错是可以理解的；6）可以采用多媒体

等形式使课堂更加生动；7）强调学生智力的重要性[5]。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认知法的这些特点，它更能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要。认知法吸收了语言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

究成果，从语言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教

学，是一门比较科学的外语教学法。尤其是在大学英语翻

译教学中，这种方法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6]。 

3．语法翻译法和认知法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

的应用对比 

3.1．语法翻译法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作为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语法翻译法在今天的大学

英语翻译课堂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现在，英语

课堂都属于大班教学。语法翻译法简单操作的特点使得它

仍然受到很多老师的青睐[2]。 

语法翻译法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1）从教学方式看，要求学生记忆大量语法规则，

利用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从而实现母语和英语之

间的互译。对于很多母语为非英语的中国学生来说，这种

方式无疑是有用的。对于欧美地区的学生来说，一方面有

良好的语言环境；另一方面学生人数比较少，适合采用多

种方式进行教学。而在中国，很多都是大班教学，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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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语言环境，所以只有从语法入手，通过进行大量的

语法训练，掌握英语的句法规则，从而实现英汉双语互译。

2）从材料来源看，要求学生大量阅读外国名著。这无疑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外国文化素养。经过长期的积累，学生

对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体会，翻译该

国语言时也会更加得心应手。众所周知，一位优秀的翻译

不仅要有高超的句子掌控能力，还必须有良好的文化素养，

这样才能翻译出优秀的作品。比如，一个很简单的句子， 

“爱屋及乌”, 很多不懂英语国家文化的人可能会将其翻译

为“Love me , love my bird”。而真正了解文化知识的人都

知道，在西方，狗是人们所钟爱的动物，被赋予很多美好

的意义。因而这个成语应该翻译为“Love me, love my 

dog”[3]。3）从课堂主体来看，语法翻译法主导的课堂都

是以老师为中心。老师是课堂活动的掌控着，而学生则是

课堂活动的被动接收者。比如，在翻译课堂上，老师会向

学生讲解大量的句式翻译，学生需要不停地做笔记，很少

提问。老师只是单方面灌输知识，师生之间很少互动。在

课后，老师还需要同学们做大量的翻译练习来巩固课堂上

所讲的知识。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对老师存在一种敬畏

心理。这会促使其努力完成自己的翻译任务，提高自己的

翻译水平。 

语法翻译法由于自身的一些优势已经在我国大学英

语翻译教学中被广泛地应用。但是在今天，随着时代的

发展和进步，单一地使用这种方法还是存在一些不足。

单纯的讲授语法规则会使翻译课堂变得枯燥无味，长期

下去，学生们会产生厌学情绪，失去对翻译的兴趣。大

量阅读外国古典文学作品虽然会加深同学们对外国文化

的了解，但这些作品一方面比较艰深难懂，会打击同学

们的自信心，另一方面由于年代久远，应用性不强。很

多词汇句式都是古英语或中世纪英语，现在已经不再使

用。比如在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中， “you” 用 “thou” 来

表示， “love” 用 “loue” 来表示， “joy” 用 “ioy” 来表

示，还有在同一行里面，“他”既可以用 “he”，也可以用

“hee”等等，这些词汇由于现在不再使用，在很大程度上

增加了理解难度。而且在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中，老师

就是权威。同学们没有话语权，彼此间也无互动。翻译

本来就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如果同学们都闭门造车，那

就不会知道和别人相比，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有

哪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学习。此外，在这样的课堂中，

学生不被允许犯错，出错就受到老师的批评，致使学生

更加胆怯，对翻译产生恐惧心理[8]。 

3.2．认知法在大学英语翻译课堂中的应用 

随着外语教学理论的不断发展，新的教学方法层出

不穷。而认知法正是在以往教学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

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它有其自身优势，并在当今的

大学英语翻译课堂中被广泛使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1）从教学方式上看，认知法把教学过程分为三个

阶段，即理解、练习和运用。它克服了以往教学方法中

单纯的形式操练，注重在练习之前对材料的理解，在理

解的基础上进行联系和运用。对于翻译而言，认知法主

张在进行翻译练习之前，首先要对材料有一定的理解，

比如材料的题材是什么，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主要讲的

哪方面的知识等等，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如果不

理解材料，只是简单的按照句子结构逐字翻译，译文就

会显得生涩牵强。2）从材料来源上看，教学材料不仅仅

局限于一些名著，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智力水平和理

解层次选择适合自己学习的内容。认知法把语言学习看

作是智力活动。离开了智力，就谈不上语言学习。对于

智力差的同学来说，如果选择那些深奥难懂的外国原著，

不仅不会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也会让自己产生畏难情

绪。3）从课堂主体来看，认知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是课堂活动的主体。而老

师则是协助者和组织者[9]。由传统的以老师为中心转变

为以学生为中心是现代外语教学的发展趋势。在课堂活

动中，学生们通过自主研究和研讨得到合理的答案。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出错，不用担心会受到惩罚。因

此，在翻译课堂中，老师要让学生主动学习。比如，对

于这样一个句子 “This area, noted for its beautiful scenery, 

was counted as one of the eight outstanding views of 

Beijing”，在讲解之前，老师先让同学们翻译，一个同学

的译文是“这个地方，以美丽的景色出名，算是北京八个

著名景点之一”。对于这个句子，对北京文化有一定了解

的人都知道， “the eight outstanding views of Beijing” 是

“燕京八景”的意思。由于缺乏背景知识，这位同学把这

句话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出来。在点评过程中，老师并没

有直接说出学生翻译错了，而是讲解有关“燕京八景”的

背景知识，并分析了这么翻译的原因。通过这样的方式，

该同学必然会对这个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但认知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认知法强调智力的重要

性[7]。对于理解力较差的学生来说，有些时候会难以跟上

课堂进度。尤其是大班课堂中，学生水平高低不一，有些

时候，老师很难做到兼顾。 

3.3．语法翻译法和认知法的互补性 

翻译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生们翻译能力。为了

更好地看出二者的互补性，笔者对本校非英语专业40名本

科生进行测试。学生分成两组。二十个学生为一组。授课

内容都是相同的，选取大学英语教材中的一段课文翻译。

老师对两组同学用不同方法进行45分钟的课堂授课。第一

组同学采用的是语法翻译法。在授课中，老师全程进行讲

解，比如一些重要单词、句型的翻译技巧和方法。之后布

置作业，针对课堂所讲让学生进行翻译练习。第二组同学

采用的是认知法。在授课中，老师用二十分钟讲解重要翻

译方法。之后，留出五分钟时间让学生思考自己不明白或

不理解的地方。在最后的二十分钟，老师首先让学生进行

小组讨论，解决自己不明白或者不理解的地方。然后针对

同学们的讨论结果，老师进行点评、引导。最后让两组同

学分别翻译一小段文章，对其翻译能力进行测试。翻译文

本如下，In 2008, a law was passed in Switzerland which 

details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any species of animals should 

be kept. But unlike the state of Zurich, the other 25 federal 

states of Switzerland has a form of direct democracy, where 

citizens can contest new laws or vote for changes to if there 

is enough collective support. 结果显示，第二组同学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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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第一组同学要高，在重点词汇、句型理解方面都要

好于第一组同学。例如，对于第一句话，应该要被动变主

动。在这点，相比第一组学生，第二组学生都能很好的进

行表达。对于重点词汇democracy、federal等，相比第一组

同学，第二组同学都能准确翻译出来。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语法翻译法和认知法在外

语翻译教学中有很强的互补性。从教学方式看，认知法克

服了语法翻译法只注重翻译形式而忽略翻译内容的缺陷，

强调对内容要有一定的理解；从材料来源上看，认知法认

为要根据学生的智力水平选择翻译材料。相比语法翻译法，

材料选择更加注重学生的可接受性；从课堂主体来看，认

知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和语法翻译法相比，这是一大进

步。相对于认知法的缺陷，语法翻译法能很好地适应大班

教学，老师对各个知识点都能做到细致讲解。无论理解力

好坏，一般都能做到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因此，语法翻

译法和认知法在翻译教学中能够弥补对方的缺点，做到取

长补短。 

4．结论 

纵观外语教学法的发展历史，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方法

是十全十美的。要想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还是需要通过

不断的实践找到合适的方法。语法翻译法和认知法都有各

自的优点和缺点，但却能够做到优势互补，在当前大学英

语翻译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当前背景下，

翻译人才的培养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这两种方法的结合

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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