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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teaching must follow the pace of the times. In shortage of translation talent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translation ability of English majors. However, current translation teaching only emphasizes on the output of 

translation results, and it still exists many deficiencies. As a new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teaching, translation workshop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improves students' translation level. This method thinks that students are the 

subject of learning. It focuses on various steps of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translator should not only learn multi subject 

knowledge, update their own information, but also develop mutual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method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translation, and also conforms to the current direction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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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语教学要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在当前翻译人才紧缺的情况下，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水平和翻译能力显得

尤为重要。但当前的翻译教学只重视翻译结果的产出，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翻译工作坊”作为一种全新的翻译教学方

法，更加注重翻译的过程，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和水平。该方法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注重翻译过程的各个步骤，

强调译者要学习多学科知识，及时更新自己的信息，同时也要培养相互间的合作、交流和沟通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不

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翻译的积极性，也符合当前翻译教学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翻译工作坊，英语专业，翻译教学 

  

1．引言 

对于中国大学英语专业学生来说，翻译能力的培养是

十分重要的，是对英语实践能力的提升。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程度的加深，我们与其他国家间的交往

也越来越密切，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贸易等领域的

合作也不断加深。因此对翻译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而高校外语学院作为国家人才培养的后备军，需要不断变

革和创新方法，为国家培养各类翻译人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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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翻译工作坊 

2.1．定义 

“工作坊（workshop）”一词最早出现在教育与心理学

的研究领域之中。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劳伦斯·哈普

林(Lawence Harplin)将"工作坊"的概念引用到都市计划之

中。一般而言，工作坊是以一名在某个领域富有经验的主

讲人为核心，10-20名左右的小团体在该主讲人的指导下，

通过活动、讨论、演讲等多种方式，共同探讨某个话题[14]。

和传统的教育方式相比，工作坊有很多好处[1]。一是探讨

的话题往往更有针对性。很多时候，都涉及到相关领域的

前沿话题，甚至，很多伟大的思想与理论都是在工作坊这

种形式的讨论之中诞生的。二是组织形式更为灵活。可以

在某人的家里，也可以在正规的会议室里面，甚至是旅游

景点，时间与地点都比较灵活。三是费用较为低廉。有时

候，一个工作坊只需参与者支付餐费与场地租用费即可。

至于“翻译工作坊”，根茨勒将其定义为“类似于某种翻译

中心的论坛，在该论坛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译者聚集在

一起从事翻译活动。”(Gentzler, 1993:7)。因此，翻译工作

坊就是一些从事翻译活动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大家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通过相互讨论和协商，各抒己见，

确认出比较好的译文文本。这个过程需要大家的沟通和合

作[11]。 

我们将翻译工作坊应用到英语翻译教学实践中也是

十分有意义的。传统的翻译教学过于呆板，有很多不妥之

处。一是只重视翻译结果的输出，不重视翻译的过程。很

多时候老师直接把翻译的答案给出，学生不知道为什么这

么翻译，这样翻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缺乏对翻译过

程的体验。二是在传统的翻译课堂中，老师都是“满堂灌”

或者“一言堂”。学生都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缺乏对学习的

体验：存疑、选择、批判、探索、想象、和创造。三是忽

视对学生情感的培养。传统的课堂只是注重学习的效果，

对学生的心理环境漠不关心。这种课堂环境比较枯燥、压

抑，必然会让一些学生失去翻译的兴趣，感受不到翻译过

程的愉悦。课堂教学脱离学生的生活。单调乏味的理性活

动缺乏应有的生活意义、生命价值和人文关怀。而“翻译

工作坊”式的教学方法可以很好地弥补传统翻译教学方法

的不足。一是“翻译工作坊”属于过程教学法，注重对翻译

过程的培养。让学生去自主体验和研究翻译的过程，弄明

白这么翻译的原因。二是老师不再是课堂的主体，只是课

堂活动的引导者，学生才是中心。学生们自主讨论译文，

了解自己译文文本的优缺点，老师在最后对大家不懂的地

方进行讲解。这个过程也培养了学生们的合作能力和沟通

能力，课堂氛围更加地宽松愉悦。三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激发对翻译的兴趣。学生们分成小组，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自主探讨研究，

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再像以前那样过于依赖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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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促进智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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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翻译法使用母语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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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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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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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只注重形式忽略内容致使学

生们的翻译脱离实际，显得比较生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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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 

翻译工作坊由三部分构成：教师、学生和翻译项目活

动。 

（1）教师 

教师既是翻译工作坊的参与者，又是翻译理论的实践

者。教师在翻译工作坊中起指导作用，要对学生在翻译过

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 

（2）学生 

学生是翻译教学的活动主体。在老师布置完任务之

后，学生开始自主翻译，积极参与工作坊的项目活动，共

同探讨解决翻译文体的方法，提高团队交流合作能力。 

（3）翻译项目活动 

翻译工作坊的项目活动比较广泛，一般要和学生们未

来的职业发展挂钩。活动形式也比较多，例如翻译座谈会，

研讨会，翻译讲座等等[8]。学生们可以通过参加这些活动

增加自己的翻译实践能力，为以后的职业发展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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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翻译工作坊在教学中的应用 

在翻译课堂中，教师要对学生们进行分组，然后按照

小组把翻译任务分配下去，各组内同学在翻译完之后对翻

译文本进行讨论，选取较好的译文，最后老师进行总结点

评。 

3.1．课前准备 

在上课前老师要准备好所翻译的材料，确定教学的重

点难点。翻译材料的选择要尽可能的结合实际，以应用型

文本为主，少选取文学性的文本。并且要和学生未来的职

业发展相关，和翻译市场的需求相结合。在教学重点方面，

教师可以讲解一些翻译理论、技巧和方法，并提出一些例

子帮助同学们理解。比如，对于这个句子“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如果按照异化翻译方法，可以翻译为“一石

二鸟”，而按照归化的翻译方法，可以翻译成“一箭双雕”，

“一举两得”。通过讲解这个例子，老师可以让同学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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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翻译方法的不同，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采用归化的翻译

方法，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 

3.2．课堂环节 

在上课过程中，教师可以首先让各组同学阅读文本，

理解文章的背景，类型，风格，对文章有一个大致的把握。

然后再让大家大声朗读课文，理解文章大意，熟悉文章所

要讲解的内容。之后要求学生各自默读课文，在头脑中进

行大致的翻译，把不懂的地方划出来，进行小组讨论[2]。

此外，遇到不懂的生词，可以借助字典或其他信息资源，

专业书籍，翻译软件等，进行初步翻译。在小组讨论过程

中，成员分别阅读自己的译文，并且和大家探讨自己译文

的优缺点，比如在翻译技巧、方法或者策略方面还有哪些

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每组选出一个比较好的译文，由

小组成员代表进行朗读。其他小组同学可以边听边对比自

己的译文，看和别人相比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方便大

家学习交流。在这个过程中，老师是课堂活动的引导者，

给予大家适时的指导。当各组都发言完毕之后，老师和大

家一起商讨怎样修改译文，哪些方法用的不合理，哪些地

方需要改进。如果大家意见一致，那么就可以对译文进行

修改。如果大家意见不一致，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在

课后进行探讨。 

例如，对于这段文章， of course, manufacturing 

inaccuracies and tooth deflections will cause slight deviations 

in velocity ratio; but acceptable tooth profiles are based on 

theoretical curves that meet this criterion. Pitting is initiated 

when contact stresses are high; it is hastened by sliding 

action. Its turning radius is small, which means it can work 

flexibly in narrow space. The combination of high speeds and 

heavy loads, and for low noise level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gear-tooth geometry is the provision of angular velocity 

ratios. As gears mesh, both rolling and sliding occur, causing 

pitting and wear．根据我们上述所说，首先要让同学们阅

读这段文章，分析出本文的语体风格。可以看出这是一篇

科技文本。然后大声朗读，理解本文的大致意思。这篇文

章是有关机械齿轮方面的文章，讲的是齿轮半径长短和误

差会对机器工作有影响。之后学生们可以默读文章，大致

进行翻译，对于不懂的地方要及时的划出来。不懂的生词

也要及时查出来。科技文本一般专业词汇较多，比如本文

中geometry, velocity, gear等词汇对于一些同学可能难度比

较高，需要查词典才能知道意思。然后小组成员分别朗读

自己的译文，大家一起商讨改进的地方，这也是培养大家

团队协作能力的一种方式[5]。然后每组派代表发言，探讨

出大家普遍接受的论文，老师结合大家的翻译情况进行点

评，对一些重点难点给予讲解[10]。 

3.3．课后修改 

每个同学在课后要提交老师课上点评修改之后的一

份最终译文。这样反复修改可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能

力，从而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老师通过批改同学们的译

文了解同学们对翻译技巧、方法的掌握情况。在这个过程

中，对于同学们普遍存在的问题老师也要及时进行指导。

对于翻译地比较好的同学要给予鼓励，提高他们翻译的积

极性[3]。这些不错的译文也可以朗读给全班同学听，让大

家相互学习。 

此外，在课后也应该注意学生自觉学习能力的培养。

老师也可以要求学生们课下好好复习巩固课上所学新知，

下次进行抽查。学生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相互讨论，给

老师留言。 

3.4．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翻译工作坊在翻译教学中的效果如何，笔者

对英语专业50名本科生进行测试。25人为一组，共两组。

第一组为实验组，第二组为控制组。在开始前，先对两个

班学生的翻译能力进行测试。随机抽取课文中的一个小段

落让其翻译，然后由老师对试卷进行打分。测试结果如下， 

表1 实验组和控制组第一次翻译能力测试情况。 

 实验组 控制组 

人数 25 25 

平均数 53.02 54.85 

方差 10.01 9.96 

从以上可以看出，实验组同学平均成绩为53.02，而

控制组同学平均成绩为54.85，说明控制组学生的翻译总

体水平要高一些。而且从方差也可以看出，控制组同学的

水平比较稳定。之后，为了测试翻译工作坊的学习方法是

否有效，我们对实验组的学生采用翻译工作坊的方式进行

翻译教学，对控制组的学生采用传统的翻译教学方法。两

组同学的教学内容都是一样的，时间为八周。之后，对两

组学生进行测试。每组同学都被要求在30分钟内翻译一个

文段。如下，In reviewing our work of the past year, we 

clearly see that many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remain in ou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 must always put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first. We must truly protect the 

people’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solving acute problems affecting 

their vital interests, and ensure that po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have the basic necessities of life. Only if we 

exercise power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can we enjoy the 

broadest and most reliable support from the people and draw 

from them the strength for accomplishing all our 

undertakings．此段包含10个知识点，分别是语态转换，倒

装，增词，扩展词义，省略，否定，时态，语序，语体，

词性转换。测试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同学基本能掌握这十

个知识点。而控制组的同学平均能够掌握五到六个知识

点。下面是两组同学的成绩结果， 

表2 实验组和控制组第二次翻译能力测试情况。 

 实验组 控制组 

人数 25 25 

平均数 68.23 67.07 

方差 9.93 9.99 

根据上表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实验组的同学平均

成绩为68.23，而控制组的同学平均成绩为67.07. 因此可

以看出，在这轮的测试中，实验组学生的平均成绩要明显

高于控制组。在方差的对比中，实验组的学生是9.93，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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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组的学生是9.99。说明，相比控制组的学生，实验组的

学生结果更加稳定。 

因此，可以看出，在经过翻译工作坊的教学实践后，

相比控制组的同学，实验组的同学学习效果更好[12]。在

测试结束后，对这些不同组的学生分别随机进行采访，询

问四个问题，测试他们对教学方法的态度和观点。问题如

下， 

1、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翻译工作坊相比有哪些不同？ 

学生们认为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课堂只是老师一个

人在讲，整个过程不关注学生的回复。学生只是被动的接

受知识，课堂显得比较乏味。而在翻译工作坊的课堂中，

老师会鼓励学生进行互动，做一些有意思的任务。学生在

这样的课堂中是主动地接受知识。 

2、你认为在翻译教学中运用翻译工作坊可行吗？ 

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在翻译教学中，采用翻译工作坊

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这种教

学方法有利于同学们取长补短，尤其是对于基础较差的学

生来说，可以在和其他同学一起做任务的过程中，学习别

人的长处，提高自己的语言运用水平；2）学生们对课堂

上所展示的训练材料非常有兴趣；3）在翻译工作坊的课

堂上，学生是主体，因此有很多机会去训练和提升自己的

翻译能力；4）翻译工作坊的教学实践是以项目为基础的。

这就和真实的工作环境十分相似。因此在这样的教学方法

下，学生们可以更容易地适应将来的工作环境。 

3、在翻译学习中，你认为翻译工作坊的方法对你翻

译能力的提升有帮助吗？ 

在采访中，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认为翻译工作坊对

提升他们的翻译能力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认为，翻译工作

坊对提升自己的翻译能力十分有效，尤其是在翻译过程，

翻译技能和团队合作方面。 

4、你能对翻译工作坊的教学方法提出一些建议吗？ 

受访的学生针对翻译工作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1）教室中的座位方式不适合小组讨论，

建议可以采取圆桌会议的方式让大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2）家庭作业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课堂时间是有限的，

学生们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翻译任务；3）老师应该

走下课堂，在合适的时候加入小组讨论，并给予学生合适

的指导；4）为了激发学生们学习翻译的兴趣，老师应该

对翻译任务进行仔细的选择。 

根据以上测试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相比传统的翻译

教学方法[13]，翻译工作坊的教学效果明显更好。因为老

师给予学生们很大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翻译的灵活性和创

造性，增加翻译的自主性。就同学们自己而言，他们也能

接受这种方法，认为可以很好地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培

养自己的团队合作精神。 

因此，我们在之后的翻译教学中，老师可以考虑把这

种方式应用到教学实践当中以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 

4．翻译工作坊在教学过程的建议 

（1）对教师的建议 

作为教学过程的引导者，老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翻译教学内容不仅包括对基本翻译理论的学习，还有对学

生翻译能力和翻译作风的培养。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深谙

各种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还应该将这些理论进行升华，

向学生讲清这样翻译的原因。让学生不仅知其然，更知其

所以然。 

翻译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还有多学科知识

的交叉。作为一名教翻译的老师，不仅要熟悉所转换的语

言，对各个学科的知识都要有所涉猎，比如心理学，社会

学，认知学，跨文化交际学，哲学，文艺学，科学等等。

因为翻译文本的类型有很多，涉及到的知识也十分繁杂。

作为一名老师，要懂得多学科知识，这样才可以更好地教

学生。 

作为课堂的掌控者，从事翻译工作坊教学的老师在课

堂上要营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氛围，充分激发同学们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6]。比如，在小组讨论中，鼓励同学们积极

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引导他们相互之间进行合作、互动，

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这样才会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作为课堂的创造者，老师应该帮助学生们创造更多的

学习机会，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有了兴趣，学生们才会更加自主地学习，提升学习

效果。这就要求老师不仅要熟悉不同的翻译理论还要擅长

翻译实践，知道如何把不同的理论运用到翻译实践中。 

作为课堂的促进者，老师要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原文

文本，教导他们如何处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不同问题，应

该从哪些方面下手解决等等。这就要求老师具有很高的翻

译能力，比如要精通源语和目的语，熟悉翻译技巧等。 

作为一名教翻译的老师，要有在翻译行业工作的经

验。这样才能了解翻译的社会需求和翻译市场的运行情

况。 

（2）对学生的要求 

在翻译工作坊的学习中，学生是课堂活动的主体。所

有翻译项目活动都是围绕学生进行的，以提高他们的翻译

水平和能力。要想翻译出好的文章，首先一定要有扎实的

语言功底，对语言种类要精通，了解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

比如知道在不同的语境中应该怎么翻译才能够让读者更

加容易接受，还有一些习语的运用。尤其是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要想翻译好一些词语或者句子，必须理解其背后的

文化内涵。比如对于“他是哪吒，我也要见一见！”这句话，

出自《红楼梦》，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Even if he is a 

monster, I insist on seeing him.”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背景，

很难知道“哪吒”的文化含义，就没办法翻译。 

此外，学生要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小组活动中要认

真学习，独立思考，敢于表达自己的不同想法和见解。在

和大家的相互交流和讨论中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一名优秀

的译者不仅可以进行语言转换，而且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

能力。否则，就会在团队合作中受挫，感受不到自己的价

值所在。一个人只有积极地融入到团队当中，努力工作，

才会发挥自己的作用。翻译本质上来讲，也是一种再创造

的过程。所以学生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译员，必须要培养

自己创造的能力。 

学生们除了对语言的学习外，也要拓宽自己各方面的

知识面。翻译涉及的知识种类很多，所以要多涉猎各方面

的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架构。在平时，要努力学习，多

多参与课堂活动，成为课堂活动的主体，学会与他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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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也要多阅读双语书籍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如果

一个译员没有良好的写作水平，及时了解所翻译的两种语

言，和不同国家的文化，是不能准确地把原文翻译出来的。 

学生们在翻译中要不断提升自己发现、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翻译工作坊的教学过程中，每个学生在小组

中都有新的角色，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所以要充分运用

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克服翻译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困难，

翻译出好的作品。 

学生要培养自己翻译的激情。如果一个学生热爱翻

译，他就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训练自己，从而才可以有更

大的进步。相反，如果没有热情，只是强迫自己翻译，那

么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的。 

最后，学生不仅要学会从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总结翻译

的经验，还要学会在翻译中进行思考。反思自己哪些方面

做的不好，哪些地方还有改进的地方，在以后的翻译实践

中就要注意这些地方。学会反思才会促进自己不断进步。 

（3）对翻译任务的要求 

翻译任务必须仔细选择，要符合学生的翻译水平。如

果过难，就会损伤学生的积极性。如果太过简单，对于某

些学生不具有挑战性。因此，选择难度必须适中。 

任务选择要贴近生活。这样学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原

文文本，进而翻译输出也就更加准确、恰当、合理。 

翻译任务也要和所讲的教学材料相关。比如，如果本

节课的翻译内容关于文化，那么翻译任务也应该和文化相

关。 

从翻译技巧方面来看，翻译任务的选择也要谨慎，这

样才会起到让学生们训练的目的。这就需要老师对学生进

行有针对性地训练。 

（4）对课堂管理的建议 

在翻译工作坊课堂中，学生应该被分成小组，共同完

成翻译任务。如果老师不知道如何进行课堂管理，那么课

堂就会显得很混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设计和控制每一

步的时间。在翻译工作坊课堂中，主要包括三个阶段，教

师要能够预测和控制每一个教学步骤的时间。及时向学生

讲解时间控制和教学步骤，进而一起协同管理整个过程。 

教师要密切关注全班同学，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有时，

一个小组可能大声讨论打扰到邻组，老师应该提醒他们。

有时一组保持沉默，教师应该加入，鼓励学生勇敢地表达

自己的观点。 

5．结论 

翻译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对译者的要求很高。

翻译工作坊作为一种新式的教学手段，可以很好的应用到

高校翻译课堂中[7]。从我们的案例研究中，也可以看出，

这种方式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和学

习的能力，减少对老师的依赖，激发他们对翻译的热情，

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尤其是在当前翻译人才紧缺

的情况下，可以培养出优秀的翻译人才[9]，创造良好的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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