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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翻译查证能力的培养方法案例研究
俞敬松  阙颖 北京大学

摘要：越专业、越繁难的翻译工作对译者的查证能力要求越高。查证工作所需要的能力并不单一，囊括对翻译策略的批判性

思考、信息资源获取及查证工具的合理运用等多个方面，其涉及的教学问题值得所有翻译教学单位认真思考和解决。本文以

“突厥历史”学术翻译教学竞赛的课题背景、教学思路以及实施过程为例，阐述北京大学在综合培养学生多维度、复合型翻

译查证能力方面的思考及行动。在本次竞赛中，学生们对学术研究目的指导下的文本特点分析、翻译质量标准的辨析、翻译

查证技术的合理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探索，项目成果符合我们的期望。希望本文的教学探索工作能为我国高阶翻译人才的培养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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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些年翻译技术的迅猛发展，机器

在翻译简单的技术文档时，质量越来越接

近人类译员，而速度则千万倍提升。“如何

培养机器不可替代的高阶翻译能力”引发

了当下教学工作者关于翻译人才培养的思

考（ 祝 朝 伟，2018：101）。 然 而， 机 器 翻

译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原理决定了只是

机械地学习人类之前的翻译结果，任何陌生

领域、新词新语、创意写作，以及与语用

目的紧密关联等问题都是目前的机器翻译

系统所不可解决的（胡开宝、李翼，2016：

11-12）。这些机器无法胜任的领域，正是我

们期望培养翻译专业的学生所应该达到的 

高度。

除基础语言能力外，对翻译策略的思考

及辨析、信息资料获取及信息技术工具的合

理运用是达成高质量翻译目的的关键，我们

将其定义为复合型翻译查证能力。译界学者

对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众说纷纭，但都不否

认译者的策略能力、查证能力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王育伟，2014：1）。PACTE 翻译模

型将策略能力定义为可确保翻译过程的高效

及解决翻译问题的程序性知识，包括规划翻

译过程、选择合适的方法、评估翻译目标等；

而查证能力则定义为运用参考资料、翻译工

具的能力，包括搜索引擎、平行文本、电子

语料库、各类字典、百科全书、语法书、写

作风格手册等（PACTE，2003：59）。这些

能力在真实工作中相互融合、共同发挥作用，

正是本文复合型定义的由来。

长期以来，我国对翻译人才的培养大多

采用以结果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在这一模式

下，教师大多采用布置翻译作业、评价翻译

结果的方式，忽略了对学生翻译过程的引

导（朱玉彬、许钧，2010：85）。相比于以

结果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北京外国语大学李

长栓（2006：52）注重翻译过程的培养，要

求学生在做翻译练习时必须记录查证的过

程，即查阅了什么资料，怎样确定词、短语

或句子的译法。本文沿用翻译过程教学法，

但更强调熟练并辩证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能

力。我们的教学方式也力求变化，强调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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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语言服务需求为教学背景，让学生以多

种形式参与其中，学以致用并发现翻译的乐

趣，最终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翻译目的，不

盲目相信任何权威，灵活使用翻译资源和 

工具。

一、北京大学翻译查证能力培养体系探索

2006 年，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语

言信息工程系开设了中国大陆第一个计算机

辅助翻译方向的硕士课程，2007 年，外国语

学院 MTI 教育中心开始面向全国招收笔译方

向的硕士生，两个方向在人才培养和课程体

系方面紧密合作，优势互补，以培养面向新

世纪的高阶语言服务人才为目标。

复合型翻译查证能力是学生多维度知识

水平和综合语言能力的体现。北京大学在实

际教学中联合双方向的力量，开设多门课程

予以覆盖（表 1）。课程设置反映了我们对新

一代语言服务体系及人才需求的思考（俞敬

松、王华树，2010：40）。

表1	 北大涉及翻译查证能力培养的课程列表

课程名称 类别学分 教学目标 开课单位

计算机辅助翻译原
理与实践

必修 3’ 强化对翻译技术工具的理解、运用

软微学院
自然语言处理导论 选修 2’ 加深对自然语言处理原理的理解

批判性阅读与思考 必修 2’ 引导启发性阅读及思辨

翻译管理与本地化
工程

选修 2’ 培养项目管理及质量管控能力

英汉、汉英翻译实践 必修 4’ 夯实语言基础并提升翻译能力
MTI 教育

中心
译文比较与正误 选修 2’ 引导翻译质量标准的思考与辨析

个 人 学 习、 综 合 实
践 / 实习

必修 3’ 强调学以致用及在工作中学习 导师指导

本文讨论的翻译查证能力培养学习竞赛

活动设置在“计算机辅助翻译原理与实践”

课程中。从 2013 年起，此课程转换为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及翻转课堂

形式（俞敬松、陈泽松，2014：17）。课程中

翻译查证相关内容占据接近 1/3 的教学时长，

重点讲授查证工具“搜索引擎、语料库、电

子词典和百科全书”的原理及实践技巧。原

理部分涵盖工具的产生背景、发展历史、技

术原理、分类及用途；实践部分则是检索技

巧及例证，诸如在搜索关键词中加入诱导词

提升查找速度、灵活使用图片等多媒体搜索

辅助文字语义理解、以词汇语境及数学统计

结果辅助对语言正确性和地道性的认知，以

及综合汇编各种不同来源知识以协助理解背

景知识等。

虽然全部授课内容向社会全面公开，北

大校内课程与公开课最大的区别在于讨论课

部分以及学习竞赛环节。校内讨论课以学习

内容测验、疑难问题研究、成果报告以及对

抗辩论为主。翻译问题不给标准答案，翻译

正确性由学生自行讨论建立评估标准以及个

人评定 / 同学交叉评定两个环节组成。强调思

辨过程的缜密和严谨，以及对工具的本质的

理解和灵活运用。我们鼓励学生要敢于对自

己抑或对“权威”译本提出批评质疑，并理

性思考求解，力求翻译工作达到最好、避免

错误。

就学习竞赛而言，我们每年的选题都有

不同的侧重点，涉及本地化、技术写作、翻

译能力培养等方面。本文讨论的是学术翻译

部分。从 2016 年国内语言服务需求方调查

情况来看，学术教育已成为语言服务需求的

第二大行业，仅次于 IT 通讯（中国翻译协

会，2016：110）。遗憾的是，即使是出自大

型出版社、专业译员之手的学术译著，真正

称得上佳作的也是屈指可数（闫健，2016：

143）。鉴于此，我们在学习竞赛中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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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历史”翻译题目，强化学生的复合型

翻译查证能力培养及在学术翻译中的应用 

能力。

二、“突厥历史中英互文翻译”学习竞赛

（一）题目设计思路

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术研究的环境也发

生着变化。过去的研究大多是孤立的，研究

者们从各自的角度来看待本民族或国家的文

化，而国际化的环境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条

件，也让学术研究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对

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翻译而言，不仅要正确

传递文本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让学术共同体

的参与者建立起异种语言和文化间的知识体

系的连接。译员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理清

“正确”翻译结果与“传统”、“权威”译法间

的辩证关系，最重要的是通过查证将词语背

后的历史文化含义表达出来，避免读者无法

与其既有的知识体系衔接。

出于上述思考，我们在翻译查证的教学

训练中，试图在中西方文化中间寻找一个学

者们都有共鸣、都有交叉，但是研究却相对

割裂的题目让学生进行翻译。最后，关于突

厥人的民族史映入眼帘。历史上，突厥是活

跃在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

关于它的起源与形成问题说法不一，在中西

方文化间都有着大量的记述。我们选择让学

生翻译的关于突厥起源和形成的研究论文①，

分别来自于中国学者②和西方学者③。虽然使

用语言不同，但探讨的是同一问题，能够相

互印证，形成互文。互文性质的翻译练习不

但可以让学生在汉译英和英译汉两方面的能

力都得到锻炼，还能降低翻译的难度，提升

学生的参与热情，激发学生对翻译本质问题

的好奇心和探究兴趣。

“正确理解原文”和“准确输出译文”是

翻译的根本目的。陈乐民提出翻译学术著作

需要懂些双方的学问（1991：22）。“懂些学

问”意味着学生导入专业背景知识才能正确

理解原文。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译者还应

根据不同的文本功能、翻译目的、目标读者

等因素，制定翻译策略及制作不同的目标文

本以正确输出译文（张美芳，2013：10）。如

果受众限定在突厥历史研究者，那么翻译目

的就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国际间的学术成

果。译文是否“精准、严谨”需要在这一目

标下进行考察。

（二）教学实施过程

本次学习竞赛共持续两周，分为学习、

竞赛、答辩三个环节。在学习环节安排学生

观看 MOOC 课程视频、完成相应测试题和讨

论题、搜集翻译案例并运用所学对结果进行

查证。竞赛环节我们首先在课上讲解了什么

是学术翻译并公布有关突厥历史的中英文翻

译选题，然后给予每个小组在课上限定时间

内完成汉译英与英译汉的初稿。查证校验工

作安排在课后开展，要求学生在细致查证后

提交终译稿并与初译稿对比，感受查证行为

给译文质量带来的影响。学生还要提交翻译

报告、项目总结 PPT 并拍摄总结视频等作为

项目成果。最后的答辩环节，各小组展示项

目成果并在各小组之间展开辩论、互相切磋

学习，讨论出更好的译法。教师点评后，根

据前期成果和现场答辩，评选出本次竞赛的

获胜组并奖励。

三、教学结果分析

如引言所述，学术翻译属于比较困难的

高阶翻译问题。本次竞赛以学术翻译为主

题，无论是译前分析文本特点、导入背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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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还是译中展开查证，以及译后保证质量

与团队协作等方面均要求学生辩证、合理地

使用翻译策略，做到理性、客观和“有所

本”。此外，我们在背景资料检索、问题查

证及质量验证环节还特别强调信息技术能力

的培养和运用。下面我们选择一些有代表

性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翻译查证的教学 

方法。

（一）文本特点分析

译前准备是做好翻译的前提条件，其中

之一便是分析文本特征，确定翻译风格、质

量准则，为翻译工作立下总体框架。学生在

本次竞赛中需要从题材、语体、语言、互文

对比等方面对文本特征展开分析。例如：

中文原文：……各为一姓，阿史那氏即其

一。至阿贤设率部离山，臣于蠕蠕。

英 文 原 文：...The Ashina clan migrated 

from Li-jien (modern Zhelai Zhai) to the Juan 

Juan seeking inclusion in their confederacy 

and protection from China.

这两段文字整体讲述了突厥起源和形成

的历史知识，语体为书面语，风格正式，逻

辑性强。中文为文言文，英文使用过去式复

杂长句。文中有关“突厥族”的专业术语多。

学生凭直觉就发现了互文间的对应关系，例

如，“阿史那”和 Ashina，“蠕蠕”和 Juan 

Juan，均可作为翻译时的参考。值得注意的

是，此处 Juan Juan 的译法并不唯一，除了

“蠕蠕”外，历史上不同朝代还出现了“柔

然”、“芮芮”、“茹茹”等称呼。学生如不根

据实际情境斟酌用词而直接套用，这实际上

会变成陷阱。

教学中强调文本特征分析的重要性，引

导学生翻译时尽量保留原文的语体和语言风

格，术语翻译切不可任意套用。

（二）原文背景知识导入

译前准备另一项重要环节是背景知识的

搜集和导入。翻译任务难点之一是文言文翻

译，古文术语尤其费解。由于知识储备的局

限性，学生在通读文言文时遇到了很多理

解上的障碍，以下列学生翻译报告选段为

例，可以知晓背景知识对原文理解的关键 

作用。

原文：…… 而 其 大 儿 仍 践 斯 处 折 施 山 祖

居 , 至周“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众推大儿

为主 , 号突厥 , 即纳都六设……

这部分文本专业术语多，直接理解困难，

需要辅助性背景材料。学生先是在搜索引擎

和学术网站上面全面搜索“突厥”、“始祖”、

“起源”等关键词，寻找对全文理解有帮助的

材料，例如，温玉成的“论‘索国’与突厥

部的起源”一文就为其丰富文化储备提供了

帮助。考虑到古文功底不佳，有学生将不理

解的原文关键部分直接输入搜索引擎，试图

寻找前人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古文解释。这种

方法虽说取巧，但确实有效，学生借此幸运

地找到了部分引文的白话文解析④，翻译难度

一下子小多了。

“磨刀不误砍柴工”，在正式翻译前花费

更多时间搜集资料、了解史实，从实践对比

中，让学生们明白了多角度查证和想象力的

价值和用处。

（三）查证方法与批判性思考

文本中需要学生进行查证的词汇非常多，

表 2 展示了部分涉及的历史文化名词，涵盖

地名、族名、人名姓氏、头衔官职、语言文

字等类型。我们欣喜地发现，学生在竞赛过

程中已经能够综合使用多种查证工具以及依

靠翻译策略合理解决问题。他们用的查证工

具包括搜索引擎、电子词典、语料库、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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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数据库、维基百科，以及专业论坛、博

客、知乎、豆瓣等网站；翻译中批判性思维

的运用，包括甄别和筛选有助于翻译的文献

资料，以及对比检索结果的数量、质量、相

关性选择最符合项目要求的译法，等等。

表2	 本次竞赛查证的部分术语列表

术语类别 中文原文 英文原文

地名 阿辅水、处折水、金山、西海 Li-jien, Noin-Ula kurgans

族名 茹茹、蠕蠕、柔然 Juan Juan, Sogdians, Saka

人名姓氏 阿史那氏、伊质泥师都 Ashina, Attila

头衔官职 阿贤设、纳都六设 N/A

语言文字 儒尼碑文、回鹘文 runic letters, Yenisey runiform

下面的查证案例摘自学生的翻译报告，

旨在说明如何灵活地使用查证方法以及批判

性地选取合适的译法。

1）地名：金山

中文原文：阿 史 那 氏 以 五 百 家 奔 茹 茹，

世居金山 ，工于铁作 。

英文原文：The tribe were famed metal smiths  

and was granted land near a mountain quarry...

课堂初译时间有限，学生对“金山”一

词的翻译有两种，分别是直译 Golden Hill 与

音译 Jinshan Mountain。课后有了充裕的时

间后，可以对比方式深入思考“金山”背后

的含义。学生通过相关文献了解到“金山”

是突厥族的发祥地，也是“阿史那氏”史前

迁徙的终点。将诱导词“阿史那氏”与“金

山”一同键入搜索引擎，有资料显示“金

山”就是现在的“阿尔泰山”，译作 Altai 

 Mountain。

为了验证，学生们还反向搜索“阿尔泰

山”，有资料显示这座山在蒙语中之所以称为

“金山”，是因为那里富含金矿⑤。此时，负

责英译汉的同学发现平行文本中有 mountain 

quarry 的说法，其中 quarry 有“采矿场”之

意。这样一来，“金山”的意思就明了多了，

并不是指一座“金色的山”，而是“开采金

矿的山”，与 Altai Mountain 的本义可以对应 

起来。

一般的翻译课上，这些译法或可认为都

有道理。但在学术翻译特定语境下，我们引

导学生时刻将学术研究的翻译目的纳入思考

的范畴。这个案例中简单的音译或直译都让

“金山”失去背后的异域文化背景，使历史研

究者失去建立起异种文化知识之间的真实连

接的机会。竞赛中，学生们对“金山”一词

的深层次考察不仅可取更是必须，至于最后

的文本呈现策略则见仁见智了。

2）官职头衔：阿贤设

原文：…… 至 阿 贤 设 率 部 离 山， 臣 于 

蠕蠕。

直 接 使 用 搜 索 引 擎 输 入“ 阿 贤 设 英

文”检索，无果。于是曲线查询，除“阿贤

设”外，还加入了相关的英文诱导词 Turk 或

Ashina 配合。检索出来了多种译法：Akin 

Š a d，A x i a n  Ş a d，A r s l a n  Š a d，A - h s i e n 

Shad。为了确定正确的合适译法，需要继续 

考证。

用英文依次检索发现，Arslan Šad 对应

的有用文本最多，且文本的可信度高。例如，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公众号转载

了专家罗新的见解⑥：阿贤设可还原为 Arslan 

Šad。顺藤摸瓜，有学生在知网上还找到了罗

新早年的文章写道⑦：aslan 在突厥语中意为

狮子，怀疑阿贤设即是 Aslan Šad。正当大功

告成之际，一位细心的同学发现并质疑两篇

文献的拼写略有不同，Arslan 与 Aslan 差了

个“r”。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继续考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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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⑧：突厥语狮子的拼写确实有“r”，

应纠正为 arslan。经多番考证，Arslan Šad 这

个译法更加合理权威。

本案例中学生们的查证实践，不但能快

速定位问题、检索发现合适文献以找到答

案，更可贵的是敢于对来自专家的“权威”

翻译版本提出批评质疑并高效考证。这种能

力和思辨精神，非常值得教师予以鼓励和 

奖励。

3）语言文字：儒尼碑文

中文原文：……突厥儒尼碑文很少系统的

叙述……

英 文 原 文：...the runic letters of the Turkic  

Orkhon script...

虽然直接将上面两段文本对照可发现短

语之间存在联系，例如，“儒尼”与 runic

对 应。 用 英 文 关 键 词“Turkic runic” 搜

索即可得证。“碑文”备选翻译却比较多：

inscriptions、alphabet、script。为了选取最

合理的译法，在 BYU 语料库检索系统中查看

单词语境，结果展示 inscriptions 出现的频率

比另两种要高，但差距不大，似有疑问。

于是，翻译方案需要继续验证。学生

们 用 Google Scholar 搜 索 候 选 译 法， 发 现

“runic inscriptions”的结果数量与被引用次

数远高于另两种译法，继续将这个译法放进

Google 图片搜索引擎查询，结果非常令人鼓

舞，对比原文的语意和语境，展示的图片信

息不但与其相吻合，而且直观清晰。交叉查

证不但让学生学习了翻译，还对这个世界有

了更好的理解渠道。

学生如果能掌握本门课程教授的翻译查

证技巧，并能在互联网搜索引擎、语料库、

学术资源库之间灵活变通，以思辨精神引导

使用多种查证方法，翻译其实是可以自学、

自证的。

（四）质量保证与团队协作

在北京大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一直认

为，高质量的翻译训练不能靠老师指错、学

生改错达到，一定要让学生自身具备发现并

提出问题以及自我评判译文正误的能力。以

此为指引，我们在本次竞赛中引导学生对译

文的一致性、标准性、地道性等方面下功

夫。某组报告展示其翻译流程为每个句子由

一位同学初始翻译，另一位同学查证评判，

出现疑问时，小组一起讨论和修正，聚合整

个团队的力量更好地达成翻译目的。学生们

为了提升翻译质量，还自主探索了 QA 工具

（Quality Assurance）用在译文拼写和语法的

自动检查上。部分小组还开展了自发的团队

间交叉验证，成果令人鼓舞。

我们也注意到，学生们为保证历史文化

专有词汇的翻译质量花了大量的时间考究，

但在课堂答辩环节，教师却意外地发现在看

似简单的短语面前学生不慎跌了跟头，以

“学术定论” ⑨为例，学生的译法五花八门，靠

谱 点 的 有 academic conclusion，conclusion

虽有“结论”之意，但缺失了“定论”般确

凿的口吻；其次还有 academic verification、

academic foundation。我们引导学生反向考

察这两个词组，发现前者是学术材料的认证，

后者则指学术基础，与“学术定论”表达的

意思更是相差甚远。

教学中一定要启发学生，对译文的谨慎

和敬畏绝不仅限于陌生词汇，熟悉的常用词

在评判及验证时也切不可掉以轻心。

四、教学总结与思考

翻译查证是高阶翻译人才必备的技能。

本文立足于北京大学翻译硕士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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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阶翻译人才查证能力的培养提出了自己

的方法。就课程设置而言，应遵循翻译思辨

与技术实践并重的原则，面向真实的语言

服务需求挑选合适的教学场景，让学生对

翻译策略的辩证理解以及查证技术的灵活

运用进行综合训练。实施中，应合理地引

导学生开展游戏化的竞争式合作学习，激

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好地挖掘学生的 

潜能。

通过鼓励学生实名传播自己课程中的项

目成果，将课程代表性的作业上传至博客对

社会开放、分享⑩，不但为行业和社会发展做

出贡献，更有助于学生个人品牌建设。

学生在课后调研时表示，喜欢这种老师

提出学习目的并协助工作，学生自行探索研

究、以过程为导向的学习方式。复合型翻译

查证能力的培养在这样的学习活动中得到了

潜移默化的提升。

注释 │

① 竞赛题目及要求：http://dwz.cn/turkic-2018
② 中文文本选自：薛宗正．突厥始祖传说发微—论阿史那氏到突厥

族的历史演变 [J]．新疆社会科学，1987（1）.
③ 英 文 文 本 来 自 博 客：https://southturkistan.wordpress.com/2011/01/19/

turkic-peoples/
④ 白话文解析：www.guoxuemeng.com/guoxue/1630.html
⑤ 阿尔泰山背景资料：https://zh.wikipedia.org/wiki/ 阿尔泰山脉

⑥ 公众号资料：http://www.sohu.com/a/130240904_385778
⑦ 文献资料：罗新．论阙特勤之“阙”[J]．中国社会科学，2008（3）.
⑧ 狮子一词考证：https://book.douban.com/review/6731494/
⑨ “历史上的古突厥同现代操突厥语的各族是两回事，而突厥源出匈奴

之说亦非学术定论。”
⑩ 博客：http://blog.sina.com.cn/pkucat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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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ssisted Interpreter Training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By CHEN Jing & WU Qio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p.68

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represented by the Interne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is changing the way we do interpreting, bring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interpreter education.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an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hat practitioners concerned gain a perspective on how IT came to 

play its unique role in interpreter training and how it might further contribute to the informatization of the field. Responding 

to such a need, we review in this articl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published from 1967 to 2017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ident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potentials of an IT-assisted approach to interpreter education so as to provide 

a useful point of reference for all those involved in the interpreting-related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to push for a deeper 

integra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training of interpreters as well.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assisted interpreter training; retrospect; prospect; opportunity; challenge

Fostering Comprehensive Competence in Translation-related Search and Verification
By YU Jingsong & QUE Y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79

Abstract: The more specialized and complicated a source text is, the greater competence in search and verification its 

translation would demand. Without the skills in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capability to retrieve needed information or otherwise 

utilize available technological tools, one can hardly hope to render such a text successfully. This is why how to help translators 

gain a comprehensive competence in search and verification has become a top issue to all the educational programs concerned. 

As part of its efforts to address this issue, Peking University has recently launched a pedagogically framed competition 

over the translation of academic articles on Turkic history. By participating in this competition, students have gained much 

from their experiences in selecting academically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standards, analyzing language features of scholarly 

texts, managing translation quality control, and making use of information search tools, etc. It is hoped that this educational 

experiment will serve a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advanced translators.

Keywords: advanced translator training; competence in search and verification; academic translation;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methodology

Value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Projec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Figure 
Dui-ou: With Sinologist Hanan’s English Rendition of Folk Sayings in Ming and Qing Novels as 

a Case in Point
By LIU Xiaohui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China) & ZHU Yu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p.130

Abstract: An often-neglected issue in the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the Chinese figure of speech Dui-Ou is how the values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its use tends to embody are reconstructed or rewritten in the process of its translation. Drawing 

on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value and taking as an illuminating example Patrick Hanan’s rendition of Dui-ou employed in 

Chinese folk sayings in his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Ming and Qing popular fi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whereby 

the target text reconstructs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values the Chinese figure carries or projects in the original. The 

study finds that primary among these mechanisms is the subjectification of the object and the objectification of the subject. 

Other elements, such as the translator’s value needs, the textual strategies adopted and the criteria deploy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lso help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ultural values carried by the figure in the 

original are either preserved or assimilated in the target text. 

Keywords: dui-ou; folk saying; subjectification of object; objectification of subject; national identity; value; rewri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