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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自 2006 年起设置“翻 译”本 科 专

业，2007 年 起 设 置“翻 译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 MTI) ，到目前为止已有 57 所院校获批开设

翻译本科专业，159 所院校获批设置翻译硕

士专业学位。短短几年，翻译专业办学规模

迅速扩大。我们在振奋之余，也要清醒地认

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探索如何提升

翻译专业的办学内涵和教学质量。我们利用

访学的机会对国外开展专业口译教学的院校

进行了近距离考察，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国外

口译专业的办学方式、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等方面的情况。希望本次对国外专业口译教

学的调研能为我国翻译新专业的办学和教学

提供参考。
1． 国外专业口译教学院校概况

国外开设专业口译课程的院校有数十

所，多数分布在欧洲国家，少数散布于澳大利

亚、美国、加拿大等国。欧洲口译教学院校较

多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欧洲国家和民族

数量众多，语言种类较多，多语国家较多，且

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密切，民众交

往频繁，对口译的需求量大。其二，欧洲国际

机构众多。例如，目前欧盟已超过联合国成

为雇佣译员最多、口译服务需求最大的机构

用户。
若对所有开展专业口译教学的院校进行

考察，一则耗时费力，二则并非所有院校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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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质量都很高，不足以作为借鉴。因此，我们

选择了以下 3 组代表性院校加以考察: “国

际会议口译员协会”认证院校、“欧洲会议口

译硕士”加盟院校和口译课程语言组合中含

汉语的知名院校。
1) “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认证院校

“国际 会 议 口 译 员 协 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AIIC )

是国际上权威的口译行业组织，其教学委员

会每隔几年对世界范围内开设专业口译课程

的院校进行认证，所颁布的认证院校名单一

直得到国际公认。“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
最近一次颁布认证院校名单是在 2006 年，全

球 34 所院校榜上有名，其中“完全符合 AIIC
标准的院校”15 所，“符合 AIIC 大多数标准

的院校”8 所，“基本符合 AIIC 标准的院校”
11 所( AIIC Training Committee 2006) 。认证

院校名单如表 1 所示。

表 1 “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认证院校

完全符合 AIIC
标准的院校

MAJIT，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Ottawa; GIIT，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Helsinki; ESIT，Centre universitaire
Dauphine，Paris; ISIT，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 ELTE University Budapest; Universidad
de La Laguna，Tenerife; Universidad Pontificia Comillas de Madrid; Stockholm Universitet;
ETI，Université de Genève; Zurcher Hochschule Winthertur;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符合 AIIC 大多数

标准的院校

Lessius Hogeschool，Antwerpen ( graduate programme) ; Université Marc Bloch，Strasbourg;

Johannes Gutenberg-Universitt Mainz; Ruprecht-Karls-Universitt Heidelberg; Bar-Ilan Uni-
versity，Ramat-Gan; Université St． Esprit Kaslik，Jounieh; GITIS，Fu Jen Catholic Universi-
ty，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Taipei

基本符合 AIIC
标准的院校

ISTI，Haute Ecole de la Communauté Franaise de Bruxelles; Haute Ecole Léonard de Vinci，
Bruxelles; Hogeschool Gent ( formerly Mercator Hogeschool) ; Lessius Hogeschool，Antwer-
pen ( undergraduate programme ) ; Université de Mons-Hainaut; Pontifícia Universidade
Católica de So Paulo; IPLV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est，Angers; Fachhochschule Kln;

ISIT，Milano; Universitat de Vic; University of Leeds

2) “欧洲会议口译硕士”加盟院校

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大的口译用户，欧

盟于 1997 年发起了“欧洲会议口译硕士”
( European Masters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EMCI) 项目，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欧盟会议口

译员尤其是小语种口译员紧缺的问题。至今

已有 18 所院校通过资质认证，成为“欧洲会

议口译硕士”加盟院校( EMCI Partner Univer-
sities) ，具体见表 2。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

所院校亦得到了“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的

认证。

表 2 “欧洲会议口译硕士”加盟院校

奥地利 ITAT，Karl-Franzens-Universitt

波兰 University of Warsaw

比利时 Artesis Hogeschool

葡萄牙
Faculdade de Letras da Universidade
de Lisboa

捷克 Charles University

罗马尼亚
Facultatea de Litere， Universitatea
“Babes-Bolyai”

丹麦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斯洛文尼亚 Faculty of Arts，University of Ljublj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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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芬兰 Turku University

西班牙 Universidad de La Laguna

法国
ESIT，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
velle

瑞典 TI，Stockholms Universitet

德国
FTSK， 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t

瑞士 ETI，Université de Genève

匈牙利 Etvs Lornd University ( Elte)

土耳其 Bogazici University

意大利
SSLMIT，Universit degli Studi di
Trieste

英国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3) 口译课程语言组合中含汉语的知名

院校

考虑到我国口译课程的语言组合均以汉

语为核心语言，我们考察的第三组院校为世

界范围内开设口译课程的语言组合中含汉语

且在国际口译教学界较为知名的院校，包括

1 所美国院校、5 所英国院校、2 所澳大利亚

院校、1 所法国院校、1 所意大利院校、2 所西

班牙院校，总计 12 所，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口译课程语言组合中含汉语的知名院校

美国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英国

Westminster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Leeds

University of Bath

Newcastle University

Heriot-Watt University

澳大利亚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法国
ESIT，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
velle

意大利
SSLMIT， Universit degli Studi di
Trieste

西班牙
Universidad de Granada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Barcelona

2． 代表性口译院校的办学方式

关于口译专业的办学，“国际会议口译

员协会”设定了若干衡量标准。衡量标准包

括以下要点: 口译学生为研究生层次; 口译学

生入学时经过筛选; 学习中期有淘汰性考试;

考试委员会包含内部和外部考官; 口译教师

为职业译员，并接受过口译教学的专门培训;

课程设置符合口译市场需求; 课程设置应与

笔译教学区分开来; 课程应包括交传和同传;

教学内容包含译员的职业道德; 毕业证书应

注明学生的语言组合等( AIIC Training Com-
mittee 2004) 。

下面以“欧洲会议口译硕士”( EMCI) 为

例，介绍国外口译专业的办学方式。
“欧洲会议口译硕士”的学制为一年，18

所加盟院校之间互认学分。协调机构及加盟

院校共同制定的章程规定了 6 门“核心课

程”( core curriculum) ，并规定学员的课堂学

习时间应保证在 400 学时以上，其中至少

75%的学时用于口译训练。在课堂学习之

外，学员应进行大量的小组练习和自主学习，

如背景知识阅读、广播电视收听收看、互联网

信息搜集、工作词汇准备等。课堂学习和小

组练习及自主学习的总学时数不少于 1000
小时。
“欧洲会议口译硕士”项目要求口译授

课教师为有经验的会议口译员，并具备教学

技能。担任译入 B 语同传课程的教师应是

母语为译入 B 语的译员。
“欧洲会议口译硕士”项目通过筛选性

的入学考试选拔学员。关于入学报考的学员

资质，有如下要求: 学员必须有大学本科学

位; 在广泛领域和各种语域中 A 语的水平出

色，工作语言( B 语和 /或 C 语) 掌握良好; 国

际事务知识面宽广，并通晓工作语言国家的

经济、社会、文化背景; 具有良好的专注力、分
析和综合思维能力; 具备良好的沟通技能; 学

习动力强; 能从事有压力的工作; 愿意听取他

人的意见和建议。入学考试一般由 3 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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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 1) 听长度为 2 － 3 分钟、有组织的 B
语发言，用 A 语口头复述( 如果学员将学习

A － B 语的口译，则加试，听 A 语发言，用 B
语口头复述) ; ( 2) 百科知识测试; ( 3) 考官面

试。其他可选题型包括: 视译、就某一话题即

兴发言、书面测试。
“欧洲会议口译硕士”的学员完成一年

学习后，必须通过毕业水平考试才能取得学

位。毕业考试形式为译入 A 语的交替传译

和同声传译测试，语言组合中包含 A 语译入

B 语的学员还须通过译入 B 语的交传和同传

测试。学员必须一次通过上述各个部分的考

试，方可获得学位，学位证书上注明其口译的

语言组合。毕业考试使用涉及广泛主题和各

种语域的现场发言，选择标准为职业译员现

场口译的常见发言，长度为: 交传 5 分钟，同

传 10 分钟。毕业考试主要测试学员的译入

语水平、源语理解能力以及各门口译课程教

授的口译技能掌握情况，学员只有在考试中

展示出足以成为职业译员的水平方可通过。
毕业考试的考官小组主要由经验丰富的译员

担任，其中至少两人的语言组合中 A 语与考

生相同，一人的母语与考生的译入语相同。
考官小组中应至少包含一位来自欧盟、其他

国际组织或其他“欧洲会议口译硕士”院校

的外部考官。
3． 代表性口译院校的课程设置

3． 1 一年制硕士的课程设置

3． 1． 1 欧洲大陆: 以“欧洲会议口译硕

士”加盟院校为代表

表 4 “欧洲会议口译硕士”的核心课程及其内容

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口译理论
本课程涵盖的内容有: 口译与笔译的不同; 口译理论; 口译相关学科，如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

学、交际学、话语分析等的研究发现。

口译实务

本课程旨在为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包括: 交际技能，如公众演讲、嗓音运用等; 口译

准备技能，如术语准备、信息搜索、信息技术等; 职业道德; 会议程序; 工作条件等。本课程还包

括前往欧盟等国际组织进行一周的观摩学习，让学生了解会议口译的工作环境。

交替传译

本课程的目标是: 使学生能够流畅地完成长度不少于 10 分钟的交替传译，做到准确传译源语

内容，并且术语和语域运用恰当。本课程包括各种技能训练，如内容分析、记忆、无笔记交传、
概述、视译、笔记技能等。所使用的语料涉及各种主题领域，风格多样; 语段长度、信息密集度

和专业程度将随课程进展逐步提高。

同声传译

本课程的目标是: 使学生能够流畅地完成长度不少于 20 分钟的同声传译，做到准确传译源语

内容，并且术语和语域运用恰当。本课程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交传课所教授的技能，在此基础

上传授同传技能，并让学生掌握与同传相关的工作技能及团队合作技能。所使用的语料涉及

各种主题领域，风格多样; 语段长度、信息密集度和专业程度将随课程进展逐步提高。本课程

后阶段包括带稿同传训练。

欧盟和

国际组织

本课程重点是让学生系统了解欧盟等国际组织是如何运作的，以便他们熟悉机构知识及机构

程序。

从表 4 可以看出，“欧洲会议口译硕士”
的核心课程设置科学、特点鲜明: 以技能和实

务课程为主，辅之以知识和理论课程。口译

理论为口译原理和实践性理论课程，口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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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职业实务课程，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为

技能型课程，欧盟和国际组织为专题知识课

程。
3． 1． 2 加拿大: 以 AIIC 认证院校渥太华

大学为代表

表 5 渥太华大学“会议口译硕士”的课程设置

口译技能

及实践课程

口译实务

及理论课程

口译实践 I 会议专题 I 实习

口译实践 II 会议专题 II 毕业考试

英法交传 译员信息处理技巧

法英交传 法庭及社区口译

英法交传工作坊 口译理论

法英交传工作坊

英法同传

法英同传

英法同传工作坊

法英同传工作坊

渥太华大学“会议口译硕士”( Master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课程体系( 见表 5) 中

既有口译技能和实践课程，也有口译实务及

理论课程。前一系列涵盖的课程从口译的体

验式实践课程口译实践到交传技能课、交传

实践课交传工作坊，然后到同传技能课、同传

实践课同传工作坊等; 后一系列包括学习专

题知识的课程会议专题 I、了解口译实务的

课程会议专题 II、传授译员职业技能的课程

译员信息处理技巧、讲解理论知识的课程口

译理论等。该课程体系的特点是: 课程设置

兼顾技能和实务，各门课程目标定位清晰、训
练量大，且安排有序、循序渐进，以下简单介

绍其特色课程。
会议专题( Conference Documentation) I:

教师或学生就译员需熟悉的知识领域( 如本

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体制和状况、时事新闻、

科技动态等) 作专题报告，重点关注相关术

语，并进行专题口译练习。
会议专题 II: 会议专题 I 的进阶课程，涵

盖职业实践的各个方面( 如会议组织、工作

条件、职业 守 则、口 译 合 同、职 业 协 会 认 证

等) 。
译员信息处理技巧( Information Process-

ing Skills for Interpreters) : 培养理解、提取、重
构语篇的技能，包括公众演讲、释义练习、即

兴发言、视译练习等，课程材料涉及政治、经

济、社会、科技领域的时事新闻。
英法交传工作坊: 有指导的交传强化训

练，学习口译技巧的应用和演练。练习专题

涉及政治、管理、科技等领域，并逐步增加口

译长度和难度。
3． 1． 3 英国: 以 AIIC 认证院校利兹大学

为代表

表 6 利兹大学“会议口译及翻译研究硕士”的课程

设置

必修课 选修课

口译技巧 口译员英语 1

翻译研究方法 口译员英语 2

英 /汉交替和双向传译 笔译员英语

英 /汉同声传译 机器翻译原理和应用

汉英应用翻译 A 电脑与译者

汉英应用翻译 B 影视翻译入门

翻译研究论文 /翻译项目 译者语料库语言学

翻译研究方法 文体翻译

英汉应用翻译 A

英汉应用翻译 B

利兹大学口译教学的突出特点是多语言

组合，其口译课程的语言组合除了包括欧盟

会议口译的主流工作语言，如英语、法语、德

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等之外，还包

括俄语、汉语、日语和阿拉伯语等。该校口译

语言组合之多，居国外口译院校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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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 /汉语言组合的“会议口译及翻译

研究硕士”( MA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为例，其课程设置( 见表

6) 为: 从传授口译技巧的口译技巧课入门，

辅之以 B 语强化课程口译员英语和理论课

程翻译研究方法，然后过渡到以训练交传为

主的交替和双向传译课与传授同传技巧的同

声传译课，辅之以训练笔译技能的应用翻译

课。
3． 2 两年制硕士的课程设置

3． 2． 1 美国: 以 AIIC 认证院校蒙特雷国

际研究学院为代表

表 7 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会议口译硕士”的课程设置

学期 必修课 选修课

研一上学期

翻译入门———笔译 /视译: B － A
翻译入门———笔译 /视译: A － B
口译入门: B － A，A － B

高级英语———写作

高级英语———听说

高级英语———编辑技巧

公众演说

口译入门———多语种

语言课程( 语言及教育语言学学院)

通选课( 国际政策研究学院 /国际商务学院)

研一下学期

中级翻译———笔译 /视译: B － A，A － B
中级口译———交传: B － A，A － B
中级口译———同传: B － A，A － B

高级英语———写作

高级英语———听说

高级英语———编辑技巧

标准美语( 正音)

语言课程( 语言及教育语言学学院)

通选课( 国际政策研究学院 /国际商务学院)

研二上学期

口译研究: 行动研究

口译实习

高级口译 I———交传: B － A，A － B
高级口译 I———同传: B － A，A － B

公众演说

翻译理论

法庭口译入门

术语管理

口译实习

研二下学期

口笔译职业

口译实习

高级口译 II———交传: B － A，A － B
高级口译 II———同传: B － A，A － B

标准美语( 正音)

口译实习

笔译实习

软件本地化

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被 AIIC 评定为完全

符合其认证标准的院校。作为美国声誉卓著的

会议口译教学院校，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课

程设置经历悠久的教学经验积累，形成了科学

系统的课程体系。从表 7“会议口译硕士”( MA
in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的课程设置来看，

口译技能课程从口译入门到中级口译，再到高

级口译，先交传，后同传，辅之以高级英语———
写作、听说、编辑技巧，公众演说，标准美语等语

言强化课程以及通选课等专题知识课程。
3． 2． 2 英国: 以开设英汉口译课程的纽

卡斯尔大学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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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纽卡斯尔大学“口译硕士”的课程设置

学期 核心课程 必修课程 学期 核心课程 必修课程 选修课程

研一

上学期
笔译 1

翻译研究 1
视译练习

交替传译 1
经济学概论

研二

上学期

交替传译 2
同声传译 2

双向口译

口笔译职业问题

视译练习

笔译 2

研一

下学期
笔译 1

交替传译 1
同声传译 1
口笔译员 IT 技术

经济学概论

研二

下学期

交替传译 2
同声传译 2

翻译研究 2
口笔译研究方法

字幕翻译

笔译 2
文学翻译

暑期: 论文或口 /笔译项目

纽卡斯尔大学“口译硕士”( MA in Inter-
preting) 课程设置( 见表 8) 的特点是: 从笔译技

能着手，交传和同传均分阶段逐级过渡; 另外，

必修课程中专门设置了知识专题课程经济学概

论和口笔译实务课程口笔译员 IT 技术、口笔译

职业问题。作为两年制的硕士课程，该校的课

程设置较为清晰地体现了教学层级性，第一年

可看做是初阶教学，第二年可看做是高阶教学。
3． 2． 3 澳大利亚: 以开设英汉口译课程

的昆士兰大学为代表

表 9 昆士兰大学“英汉口笔译硕士”的课程设置

研一上学期

英 /汉笔译技巧与实践

英 /汉口译技巧与实践

理论及职业研究

口笔译员语境研究

研二上学期

英 /汉同传

汉英文学翻译

科技和工程口笔译

研究方法概论

研一下学期

口笔译语言强化课

英 /汉职业笔译

英 /汉职业口译

口笔译实践

研二下学期
口笔译研究论文 /口笔译论文 +
翻译项目

昆士兰大学作为澳大利亚代表性的口译

教学院校，其“英汉口笔译硕士”( MA in Chi-
nes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的课程设置

( 见表 9) 从笔译技巧与实践着手，过渡到职

业口笔译，再到同传，辅之以语言强化课和口

笔译实务课，如理论及职业研究、口笔译实践

等。
4． 国外专业口译教学对我国翻译专业办学

的启示

我国的翻译教学长期以来寄居于外语专

业之中，翻译专业近年来才得以设置。从目

前翻译专业的现实状况来看，可以说是发展

迅速但问题不少。我国翻译专业办学和教学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 1 ) 翻译专业研究生

和本科生的层次定位不够清晰; ( 2 ) 研究生

层次的学术型硕士和专业硕士课程区分度不

够; ( 3 ) 翻译教学的专业技能性不够突出;

( 4) 译员能力培养不够全面; ( 5) 语种设置不

够平衡。
本次对于国外专业口译教学院校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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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诸多启示，以下

对此进行具体阐释。
4． 1 关于办学层次和课程设置模式

4． 1． 1 研究生层次的“Y 模式”和“专业

模式”
本次调研显示，国外多数院校的翻译专

业面向研究生设置。西方主流教学理念( 如

AIIC Training Committee 2004 ) 认为，本科生

在语言功底、知识面等方面均不足以达到翻

译专业学习的高要求，因此在研究生层次设

置翻译专业是比较恰当的。
国外研究生层次的翻译专业课程设置有

两种模式: 一是口笔译合设的“Y 模式”( 参

见 Mackintosh 1995) ，即先安排基础性的笔译

课程，然后对笔译和口译进行方向分流; 二是

口笔译分设的“专业模式”，即口译专业和笔

译专业从学生入学开始便分清界限，分别设

置各自的专业课程。
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研究生层次的会

议口译专业大都不开设笔译课程。一是因为

研究生的学制多为 1 － 2 年，时间上不容许安

排口译专业之外的课程; 二是口译和笔译之

间具有如下差异性: 对源语的掌握方式不同，

笔译主要通过读的方式来掌握源语，口译则

主要通过听的方式来掌握源语; 对目标语掌

握的要求不同，笔译者要具备很好的书面写

作能力，而口译员要具备良好的口头表达能

力; 使用的认知技巧不同，笔译的时间限制比

较宽松，译者有时间反复考虑源语意义和目

标语表达，口译则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而且

口译中的源语理解和目标语表达往往必须同

时进行，因此口译员必须掌握口译特有的认

知负荷处理技能。
4． 1． 2 本科层次的“T＆I 模式”
本次调研亦显示，欧洲部分院校在本科

教育层次也设置了翻译专业，这类院校包括

历史悠久的维也纳大学、格拉茨大学和赫尔

辛基大学等，代表性院校有:

奥地 利: University of Vienna，University

of Graz，University of Innsbruck
比 利 时: Hogeschool Antwerpen，Eras-

mushogeschool，Institut Libre Marie Haps
芬兰: University of Helsinki
上述院校翻译本科专业的学制为四至六

年不等。课程设置为“T＆I 模式”，即在基础

阶段以语言课程为主，其后开设笔译和口译

课程。
这种翻译课程设置模式和教学类似于我

国近年开设的四年制翻译本科专业。关于口

笔译课程混合开设的设置理念，上述院校认

为，笔译课程可以使学生摆脱“代码转译”的

翻译方式，逐步培养以理解为基础、以意义为

中心的翻译习惯，这对于口译学习同样有促

进作用。另外，开设笔译课程也许还有一个

实际用途，即让学生多掌握一项职业技能，以

适应市场对口译和笔译人员的双重需求。实

际上，根据杨承淑( 2001 ) 的分析，即使是口

译专业的毕业生，在职场就业时也往往会面

临“一专多能”的职业要求。
4． 2 关于学术型硕士和专业硕士的区分

“翻译硕士”( MTI ) 在中国是个新生事

物，虽然发展迅猛，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

少( 参见何其莘 2012)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

是:“翻译硕士”与传统的翻译专业( 或方向)

学术型硕士在办学理念和机制、课程设置及

教学实践上如何区分?

本次调研显示，国外多数院校设置的翻

译硕士课程实际上类似于我们“翻译硕士”
的课程，可以为我们提供翻译硕士教育方面

的借鉴:

( 1) 在办学理念和机制方面，国外的翻

译硕士课程多为一年或两年制实践性课程项

目，因此它们主要为实践和实务课程( 如“欧

洲会议口译硕士”明确要求口译实践课程的

学时占总学时的 75% 以上) ，在学术研究方

面不作过高要求 ( 如毕业论文多为翻译项

目、翻译评论和小论文) 。实际上，我们国内

三年制学术型硕士的课程设置和学位论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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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往往相当于国外“哲学硕士”( M． Phil． 或

称“副博士”) 的要求。由此看来，我们的主

管部门和办学机构有必要调整办学理念，改

革探索办学机制，加大两种学位办学比例的

调整力度。
( 2)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方面，如上

所述，国外代表性口译院校都注重口译技能

和实务课程的系统设置，并辅之以专题知识

和基础理论课程。这也正是我们“翻译硕

士”课程设置应贯彻的理念，与学术型硕士

课程设置以理论和研究型课程为主相区别。
在教学实践上，国外院校通常要求教授技能

和实务课程的教师有丰富的职业经验并兼具

教学技能，这是我们“翻译硕士”师资队伍建

设应努力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

翻译教学实践每个环节的“实践性”。
( 3) 在课时和课外练习方面，国外代表

性口译院校多有明确的要求。但从国内的现

状来看，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公布的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分只

有 38 个学分，其中还包括几个实习学分和政

治理论等课程的学分，真正的翻译技能训练

学分较为有限。各校多未明确规定口译课程

的最低教学时数，也未出台配套措施落实学

生的课外练习、实习及其检查，因此口译训练

没能从教学时间上真正得到保障。
( 4) 在考核要求方面，我们不少学校对

学术型研究生都有文献阅读量等考核要求，

但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学生没有制定具体的

考核标准，包括中期考核与淘汰、毕业考试

等。虽然翻译教指委的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

学生参加“全国翻译专业资格( 水平) 考试”
的二级考试，但这仅仅是个建议，没有具体措

施对其检查落实，几乎形同虚设。
4． 3 关于口译专业技能的训练和译员能

力的全面培养

近年来，随着口译教学的发展和口译研

究的深入，国内的口译教学逐渐由“专题型

教学”向“技能型教学”转变( 参见王斌华，仲

伟合 2010) 。但对于国内多数设置翻译专业

的院校而言，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大多数

口译教师是由原来的外语教师转型而来。由

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真正做好口译专

业技能的训练? 另外，专业口译教学的目标

应定位为培养译员，如何在教学中全面培养

译员能力? 这些都是国内口译教学界需要探

索的新课题。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本次调研显示，国外

口译院校的课程设置通常包括 4 组模块( 具

体见上文) : 一为口译技能课程，二为专题知

识课程，三为口译实务课程，四为基础理论课

程。
在口译技能课程设置设置方面，国外口

译院校通常将技能教学依次分为以下几个

阶段: 第一阶段，无笔记的交替传译( 或短交

传、对话口译、联络口译) ; 第二阶段，带笔记

的交替传译( 或长交传) ; 第三阶段，同声传

译。通常本科生教学开展第一阶段教学，研

究生教学则多开展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教

学。
在专题知识课程设置方面，“欧洲会议

口译硕士”设有欧盟和国际组织课程，纽卡

斯尔大学设有两个学期的经济学概论课程，

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设有专题知识通选课

( 国际政策研究学院 /国际商务学院) 。我们

认为，由于翻译硕士教学的学时所限，专题知

识课程设置除了采取“显性课程”的方式设

置与本专业( 方向) 直接相关的核心专题知

识课程以外，还有一种可行的做法是采取

“隐形课程”的设置方式，即如蒙特雷国际研

究学院那样学生到相关学院选修知识通选

课。
译员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口译职业实

务的知识、程序及规范，但这恰恰是目前国内

口译课程设置所忽视的。从上文来看，国外

代表性口译院校均设有口译实务课程，如口

译实务、会议专题、口译员英语、口笔译员 IT
技术、口笔译职业问题、口笔译理论及职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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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等。以渥太华大学的“会议专题 II”为例，

课程内容涵盖职业实践的各个方面，如会议

组织、工作条件、职业守则、口译合同、职业协

会认证等。
在此有必要提及应引起国内口译教学注

意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学生的 B 语水平多未

达到口译的高要求。国外的口译院校大都很

重视这个问题。例如，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

有针对性地设置了多门选修课程，包括高级

英语———写作、听说、编辑技巧，公众演说，语

言课程( 语言及教育语言学学院) 、标准美语

( 正音) 等。
4． 4 关于多语言组合口译教学

我们在口译职业实践中观察到，近几年

国内口译市场不仅对英语高级口译人才的需

求在增长，而且对其他语种口译人才的需求

也在增长。翻译专业作为一种应用型专业，

应该呼应市场的需求。但是目前国内绝大多

数口译教学院校的语种单一，即使是外语语

种丰富的外语专业院校，也多把不同语种的

口译教学分置于不同语种的院系之中。这种

做法不仅浪费教学资源，而且不利于国内的

翻译专业形成合力、良性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国外院校的通常做法是，

把各种语种的口译教学整合到翻译院系中，

以某一语种为教学“轴心语”( 通常是英语)

开展教学。具体做法是: 口译技能和口译实

务等课程用“轴心语”统一面向所有语言组

合学生授课，口译练习和实践课程按不同语

言组合分开授课。那么，各语种的师资从何

而来? 国外口译院校多利用兼职教师的译员

资源。这样无论对加强师资力量还是对提升

口译教学的实践性，均有莫大的好处。
结语

本次对于国外专业口译教学的大规模调

查能为我国翻译专业教学提供诸多可资借鉴

的经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有着

不同于国外的具体情况，在本科生和研究生

层次开设翻译方向已有多年的历史和经验。
目前除了 57 所院校设立翻译本科专业外，仍

有不少院校在外语院系开设翻译方向，因势

利导可能比“一刀切”更为有利。根据 2008
年的统计，在一千多所本科院校中，全国高等

学校外语类本科在校人数 70． 63 万，本科毕

业生 16． 43 万( 唐继卫 2010 ) 。如果用单一

的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目标和模式培养数量如

此之多的外语本科生，势必使学生面临巨大

的就业压力。这种情况是国外任何一个教育

院校都未曾面对的。因此，我们只能面对现

实，借鉴相关经验进行积极探索，想办法解决

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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