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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mainly compares the curriculum of Ｒussian translation majors with Ｒussian majors，aim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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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与各国在政治、文化和经济

自 2000 年中俄建立人文交流机制以来，两国在教育、

等领域交流不断深化，与外界交往更加频繁，无论从国家

文化、
卫生、
体育、
旅游、媒体、电影和档案等领域的合作不

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对高质量、高水平的翻译人才都有

断深化，
成果丰硕。两国成功互办“国家年”、“语言年”和

迫切的需求。尤其是对俄语翻译人才的需求缺口更大。

“旅游年”等大型主题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双方还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分别位于“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经

在 2014 － 2015 年互办“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

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党的十八大强调，要

中俄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对增进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巩固睦邻友好，深化

双方政治互信、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夯实中

互利合作，特别提出扎实推进人文和公共外交，推进建立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推动建立

长期稳定健康的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俄语翻译专业教学人才培

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

养研究无疑会为中国目前最高的国家顶级战略输送更多

是习近平主席就任后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个国家，体现

高质量的人才，为国家战略实施提供支撑。“为适应社会

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将中

2006 年我国将翻译专业正式列入新增本科
发展的需求，

俄关系作为本国对外关系的优先方向，开启中俄全面战

试办专业目录。”（ 吴青 2010： 39 － 43） 而国内俄语本科翻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篇章。

译专业最早是在 2010 年经教育部批准在黑龙江大学设

*

本文系黑龙江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俄语翻译专业教学的课程设置改革”（ QW201311）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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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自 2006 年教育部开始正式批准招收“翻译专业”本

俄语翻译专业课程教学定位

科生以来，我国翻译教育界同仁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

2

勇于探索、不懈努力、积极开拓，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成

俄语翻译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出更多满足国家和市场

果。但由于此专业在我国起步较晚，其中还有很多问题

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但其教学内容与传统的外国语言文

值得大家商榷，以便更好地培养出俄语翻译人才。本文

学类的课程设置有相当大的区别： 第一，课程的设置要有

以语言学、教育学和翻译学等理论为指导，依托国内俄语

前瞻性，培养的人才能及时为市场服务。那么就需要开

翻译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经验，有针对性地探索和研究

设既能培养扎实的俄语语言基础和翻译理论知识的课

本科及研究生翻译专业教学课程设置改革。这对俄语翻

程，又能培养学生运用现代化手段记录、翻译和处理信息

译专业完整学科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应该有一定的

能力的课程。第二，课程设置要有创新性，培养的人才要

帮助。

有较高的人文素养。翻译专业学生既要了解翻译行业的
基本规范和要求，具备能够合格地、独立地从事各类翻译

1

翻译专业建立背景

纵观全世界，
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建立其历史并

工作的初步能力，还要具备良好的汉语表达能力、第二外
语的实际应用能力、广博的知识面和较高的人文素养。

不长。“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1972 年开办本科翻译专

俄语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改革

业”（ Beeby 2004： 39） 。香港中文大学算是华语地区的先行

3

1972 年在本科设置翻译专业方向，
1994 年正式设置本
者，

黑龙江大学俄语翻译专业培养模式是“通识教育”与

科翻译专业。而俄语翻译专业于 2010 年在黑龙江大学开

“专业教育”相结合的课程体系。“通识教育”是培养学生

始正式招生。在此之前“翻译”只是作为俄语语言文学专

的人文社会知识，提高应用能力和文化、思想、身体素质

业的一门课程出现。上世纪 50 年代初中苏友好时期，社

的课程，如《计算机基础》、《第二外语》和《近代史》等。

会对俄语翻译人才需求出现大量缺口，翻译教学得到重

“专业教育”是培养学生俄语专业知识技能的课程，如《俄

视。丛亚平指出，“翻译作为一门课程走过了漫长的曲

语翻译实践》和《俄汉笔译》等。“通识教育”中必修课程

折、
艰辛的道路，经历了 19 世纪 50 年代的繁荣，60 － 70

占 24． 1% ，选修课程占5． 9% ，而“专业教育”中必修课程

80 年代的回升，90 年代至今的大发展”（ 丛
年代的低落，

占 52． 4% ，指导性选修课 10． 6% ，选修课占 7% 。课程中

亚平 2008： 4） 。之所以有 90 年代后的大发展，这与中国

各部分所占比例较为科学，但其中一些课程的设置还有

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有密切联系。一方面世界在影响着

待商榷。为建立一个完善的课程体系以便更好地服务于

中国，另一方面“中国这张明信片”也越发受到世界各国

国家和社会对俄语翻译人才的需要，我们拟从以下几方

人民的关注。国家汉办通过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

面对俄语翻译专业课程设置进行改革。

使中国的文化走出去，逐步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黑龙
江大学俄语专业的发展与共和国对苏、对俄的外交历史

3． 1 加大翻译实践模块的课程比重 从“教学翻译”转
向“翻译教学”

有着长久的渊源，从黑龙江大学走出了多位出色的俄语

翻译实践课程要求我们不断跟踪翻译学科内的最新

外交官和高级翻译。特别是在当代这样一个中俄战略合

研究动态，更新教师手中的翻译教学材料，把最新的与俄

作伙伴全面发展的特殊时期，俄语高级翻译人才的培养

语国家有关的新闻热点问题等翻译材料引入课堂，与时

对于国家外交尤为重要。

俱进地培养学生对俄语学习的兴趣。同时，还要区别于

同时，俄语翻译专业的诞生源自市场的需要和呼唤。

传统的“教学翻译”。“1981 年加拿大的学者德利尔（ Jean

在国家大战略的指导下以及对俄政策的扶持下，中国和

Delisle） 提出了‘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的概念，在我国

俄罗斯这两个有着世界最长边境线的国家，在经济和文

外语教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丛亚平 2008： 37） 按照

化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不断突破。大到国企、小到贸易

德利尔的观念，“教学翻译”是外语教学中的一种工具，来

公司都在逐年把自己的经营范围延伸到这个拥有巨大市

检验学生对外语单词语言点的理解是否正确，是“听、说、

场前景的国家———俄罗斯。因此，俄语翻译人才的培养

读、写、译”5 项基本外语技能中针对“译”开设的课程。

对满足市场需要显得尤为重要。

2004 年《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对翻译课程规定如

综上所述，我们从教育多样化层面、国家战略层面和

下： “翻译课程（ 口译、笔译） 是专业的技能课程，课程（ 笔

市场需求层面角度出发，开设俄语翻译专业。本专业的

译课） 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笔译的基本能力。通过介绍

目的是培养俄语基础扎实、言语技巧熟练、掌握一定俄汉

各种语体的翻译方法与技巧，对比分析俄汉两种语言的

互译技巧、适应性强、综合素质高、能运用俄语从事外事、

差异，使学生掌握俄汉、汉俄翻译的基本理论，掌握处理

外贸、教学、科研、文化、经济和旅游等领域工作的应用型

各种词汇和语法现象互译的方法与技巧”（ 高等学校外语

翻译专门人才。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俄语组 2004） 。从教学大纲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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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在俄语语言文学专业框架下开设的翻译课程其教

行交际的一个特殊情形，是‘交际人’利用不同的语言系

学内容是以提高学生语言水平为主，要求学生初步掌握

统进行言语活动的特殊形式，翻译实质上不是译者的语

翻译的一些基本技能，目的是培养俄语人才，而不是俄语

言行 为，而 是 复 杂 的 跨 语 言 交 际 行 为 ”（ Комиссаров

翻译人才。

1980： 375） 。本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开设《俄汉翻译案

而“翻译教学”则是针对翻译专业学生而开设，由相
关的翻译专业课程构成，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翻译技

例分析》和《文化与翻译》等类型的课程，帮助学生提高翻
译水平。

能。所以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引发大学教学中如何定

3． 2 开设各专业领域基础入门课程

位专业翻译课程的问题。翻译专业的翻译课程不是以检

俄语翻译专业培养的专业翻译人才要服务于国家和

查学生单词和语法掌握情况为目的。教育部高等学校翻

社会的各个不同领域，这就需要学生是位“杂家”，通晓各

译专业教学协作组编纂的《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

专业基本知识。《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对笔

要求》的教学原则指出，“在训练翻译技能的同时，突出跨

译专业教育阶段的要求是，“能熟练运用翻译原则和技巧

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让学生了解与翻译职业相关的各

翻译不同文体文本，能够将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管理、

类知识，做到技能与知识并重”。所以我们不难看出，翻

商务和科技等不同领域中等难度的文章译成汉语，能够

译专业翻译课程设置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翻译职业

将相关领域的文章译成外语。要求译文忠实原意，语言

能力，提高翻译技能。所以翻译专业中的专业翻译口译、

流畅； 了解属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及不同领域的

笔译课程应考虑材料的时效性、内容涵盖的广泛性和翻

专门术语”。考虑到市场不同领域对翻译人才的需求，翻

译材料的专业性。

译教学要进行专业分类教学，培养学生不同专业的翻译

翻译能力是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的，

素养，使他们了解不同领域专业知识和专业术语。戈尔

所以翻译专业的“翻译教学”其教学内容应具有时效性。

波夫斯基（ Гарбовский） 强调，“研究翻译活动的特定形式

既要考虑到学生的语言水平，把握好教学内容的深度，提

规律，根据语体的不同进行分类，如文学翻译理论、口语

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翻译

翻译理论等。这个方向的理论有时被称为不 同 专 业 翻

水平不断提高，所以翻译课程的“实践性”就显得尤为重

译。有时会按照不同题材或文本类型进行理论研究，比

要。在没有设立俄语翻译专业之前，教学翻译课程多以

如，军事、法律、医学和技术等”（ Гарбовский 2007： 74） 。

翻译文学作品为主。这类材料不具有时效性，所翻译的

如果在学习阶段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把人才放

单词很生僻，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很低。据统计，文学

到用人单位来培养专业领域的知识，那么大学的专业教

作品翻译仅占所有翻译工作的 5% 。所以在俄语翻译专

育是不完善的，没有发挥服务社会的本质。所以在低年

业教学中应开设《俄汉时事翻译》、《俄汉新闻翻译》、《俄

级时，就可以根据学生感兴趣的专业领域，并结合毕业生

汉会议翻译》和《外交翻译》等课程，以便体现出翻译实践

市场去向，开设一些有关专业领域入门知识的选修课程，

性、时效性，加大翻译技巧的培训，从职业的角度提升学

如《石油领域基础知识》、《建材领域基础知识》、《法律领

生翻译能力。

域基础知识》和《电力领域基础知识》。这样从学生个体

在翻译理论课程设置方面应注重结合语言学等理论

兴趣角度出发，因材施教，发挥学生自身优势，使翻译能

研究翻译理论。“1953 年费奥多罗夫（ Фёдоров） 推出专

力的培养更有针对性，力求培养出翻译基础扎实并精通

著《翻译理论概要》，明确从语言学理论的立场出发研究

相关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做好高校与企业间的过渡

翻译现象和问题。”（ 谢天振 2008： 175） 这表明前苏联翻

工作。

译研究通过分析不同语言特点来分析不同类型的翻译。

3． 3 提高母语修养

而巴尔胡达罗夫（ Бархударов） 提出，要从“音位层、词素

对于翻译专业的学生来说处理好母语与外语的关系

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和话语层 6 个层次上建立等值

十分必要。我们都知道“短板效应”，也就是水桶能装多

翻译”（ Бархударов 1975： 276） 。可见，在翻译专业课程设

少水取决于这个水桶的最短板材的高度。对于翻译专业

置中增加《语言学》理论课时十分必要。

的学生来说，这块短板就是其汉语水平。在课堂上经常

同时翻译教学模式也要从课堂以老师为中心转向以

可以发现学生已经理解俄语原句，可是在翻译成汉语时，

学生为中心，从注重语法知识为重点转向培养学生实际

其中文表达却差强人意。俄语翻译专业“专业教育平台”

能力为主旨。通过一系列翻译训练，使翻译专业学生了

中设有《中国古代汉语》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赏析》等一

解本专业的难点是跨文化交际，在课堂上抽离自己翻译

些为提高学生汉语水平的课程，但笔者认为这个“短板”

实践体验，形成自己的翻译习惯和对翻译现象的独特视

问题绝对不是单靠几门汉语课程就可以解决的，大学里

角。科米萨罗夫（ Комиссаров） 认为，翻译是一种复杂的

的汉语课程并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笔者

跨语言交际行为。他指出“翻译是人类通过语言手段进

认为，汉语能力一方面来自于从小的文学修养，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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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要一些天分。所以这些汉语课程大可减去，以便减

式的交流机制，俄语翻译专业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高级翻

轻学生的专业压力。可以通过专业课教师在课上向学生

译人才来满足国家发展和社会需要。

发出一个讯息，即一名合格译员不仅需要扎实的外语基
本功，而且也要具有良好的母语修养。把提高汉语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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