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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引言
由吴景荣、程镇球主编�商务印书馆2000年8

月出版的《新时代汉英大词典》（以下简称《新时代》）
是我国近年出版的一部大型汉英翻译工具书。由于
该词典具有收词广泛、释义准确、实用性强以及具有
浓郁的时代气息等众多优点�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
我国外语界和翻译界的广泛好评。作为该词典的一
般读者（即使用者）�笔者在使用该词典的同时�也常
使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出版的《汉英词典》（包括1978年问世的第1
版和1995年出版的修订版）以及其他一些汉英词
典。现根据笔者使用该词典的一些体验�通过若干
典型的例子并通过与北外《汉英词典》（1995年修订
版�以下简称“北外《汉英词典》”）以及近年来国内出
版并在外语界和翻译界有着较大影响的其他一些

大、中型汉英词典�如《汉英大词典》（第2版�吴光华
主编�上海交通大学1999年出版）、《新世纪汉英大
词典》（惠宇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出
版�以下简称《新世纪》）以及《汉英综合大词典》（吴
光华主编�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的
对比�尝试从收词的广泛性、释义的准确性、释义的
适用性以及体例的规范性等四个方面对该词典的优

点以及某些不足之处进行评介�供读者参考、指正。
2．0收词的广泛性

收词广泛�追求时代性是《新时代》的特点之一。

该词典条目近12万�全书近1000万字�近2200页�
是该词典出版时我们所见到的收词最多、最全的汉
英词典�也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收词最多、最全的
汉英词典之一。它的“多”和“全”主要表现在新词的
收集上�或者说表现在“新”和“全”上。首先�该词典
所收录的不少新词是新近才出现的�如“扫黄”、“按
揭”、“物业”、“大腕”、“发烧友”、“国脚”、“蹦极跳”、
“疯牛病”、“禽流感”、“冰毒”、“伟哥”、“摇头丸”、“转
基因”、“澳门特别行政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二恶英”等。同时�新词的收
录范围也很广泛�从普通的日常生活用语（如“侃
爷”、“大腕”、“买单”等）到社会和自然科学用语（如
“泡沫经济”、“脑死亡”、“宽带”等）�乃至各种文娱、
体育用语（如“假球”、“排行榜”、“灌制”等）�均可在
该词典内查到。各类新词的广泛收录增强了该词典
的实效性�同样也极大地提高了其使用价值。对比
之下�在北外《汉英词典》中�上述词语除“大腕”以外
均无法查到�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由
于该词典年久未修�在许多方面业已过时�此外也由
于该词典的篇幅所限�无法像《新时代》那样收录较
多的词语。而在《汉英大词典》、《新世纪》以及《汉英
综合大词典》中�这些词语的收录情况则不尽相同。
我们先来看《汉英大辞典》对上述词语的收录情况。
该词典对上述大部分词语未收录�只收录了少数词
语�即只收有“扫黄”、“物业”、“发烧友”、“国脚”、“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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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摇头丸”、“二恶英”、“脑死亡”、“宽带”和“排行
榜”�其余词语均未收录。《汉英大辞典》与《新时代》
的出版时间相隔不到一年�两者篇幅也相差不大
（《汉英大词典》2200多页）�但前者对上述词语的收
录量则远不及后者�由此我们可以领略后者在收词
方面的“多”和“全”或“新”和“全”的特点。我们再来
看《汉英综合大词典》和《新世纪》对上述词语的收录
情况。《汉英综合大词典》除“假球”一词未收录外�
对上述其余词语均有收录；而《新世纪》则对上述词
语全部收录。《汉英综合大词典》和《新世纪》都比
《新时代》后出版：《汉英综合大词典》出版于2004
年�距《新时代》的问世已时隔四年；而《新世纪》则出
版于2003年�距《新时代》的问世也已有三年之久。
此外�《汉英综合大词典》的篇幅远大于《新时代》（有
6000多页）�《新世纪》的篇幅则略大于《新时代》
（2200多页）。按照常规�篇幅大的词典的收词量应
该大于篇幅小的词典�后出版的词典的收词量应该
大于先出版的词典（因为后来者居上）�但就上述词
语的收录情况而言�《新时代》并不比《汉英综合大词
典》和《新世纪》（篇幅大者和后出者）逊色�而且还比
《汉英综合大词典》多收录“假球”一词。就这一点而
言�《新时代》在收词方面的“多”和“全”同样可以得
到印证。当然�金无赤足�《新时代》在收词的广泛性
方面仍有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为漏收一些常
用词汇�尤其是漏收一些固定的常用词汇�如漏收
“暗箱（或黑箱）操作”、“保留节目”、“白衣天使”、“蹦
蹦床”、“表演项目”、“采蜜”、“丑小鸭”、“纯净水”、
“酷”、“大满贯”、“颠鸾倒凤”、“点击率”、“点歌”、“电
子宠物”、“防伪标记”、“高科技”、“高新技术”、“高位
截瘫”、“互动”、“嫁衣”、“戒毒”、“精细化工”、“精子
库”、“绝交信”、“里氏震级”、“脑筋急转弯”、“内置
式”、“外置式”、“骗税”、“清仓甩卖”、“抢风头”、“人
妖”、“上网”、“试婚”、“双刃剑”、“碳素墨水”、“庭外
和解”、“网站”、“卫冕冠军”、“五笔字型”、“首发阵
容”、“性生活”、“义赛”、“义演”、“正版”、“直销”、“主
唱”、“自我意识”等等。上述漏收的词语�北外《汉英
词典》因篇幅较小和年久未修等原因也均未收录�但
《汉英大词典》、《新世纪》以及《汉英综合大词典》对
上述词语则有不同程度的收录�具体收录情况如下：
《汉英大词典》收有“白衣天使”、“表演项目”、“采
蜜”、“丑小鸭”、“颠鸾倒凤（该词典收录为“颠凤倒
鸾”）”、“防伪标记”、“高科技”、“高新技术”、“里氏震

级（该词典收录为“里克特 ［里氏 ］震级”）”、“清仓甩
卖（该词典收录为“清仓大减价”）”、“上网”、“试婚”、
“双刃剑”、“庭外和解”、“五笔字型”、“性生活”、“义
演”、“义赛”和“自我意识”�上述词语中的其他词语
则未收录。《汉英综合大词典》对上述大部分词语有
收录�只有少数词语未收�即未收“蹦蹦床”、“点击
率”、“嫁衣”、“精细化工”、“绝交信”、“里氏震级”、
“脑筋急转弯”、“内置式”、“碳素墨水”、“卫冕冠军”、
“首发阵容”。在这些词语的收录上�《新时代》则不
如《汉英大辞典》和《汉英综合大辞典》�这不能不说
是《新时代》的一点遗憾或者说是美中不足吧�也可
以说上述词典各有千秋吧。
3．0释义的准确性

释义准确、追求时代性是《新时代》的特点之二。
科学性或准确性历来是辞书的生命线。而对一本汉
英词典来说�要做到释义准确�首先必须对汉语原义
有确切的理解�其次要力争使英语释义切合汉语原
义�同时�也要符合英语习惯。在这方面�《新时代》
确有独到之处。例如：

例1．荤
北外《汉英词典》①meat or fish ②strong-smelling

vegetables forbidden to Buddhist vegetarians�．．．
《新时代》①meat or fish②＜佛教＞odorous vege-

tables③filthy；indecent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荤”主要有以下三种含

义�第一�指“鸡鸭鱼肉等食物”；第二�指“佛教徒称
葱蒜等有特殊气味的菜”；第三�用在口语中表示“粗
俗的”、“淫秽的”之意�如“荤故事”、“荤笑话”等。北
外《汉英词典》给出了《现代汉语词典》前两条义项的
意义�但未给出最后一条义项的意义�不能不说是一
种遗憾。《新时代》则给出了《现代汉语词典》所给出
的上述三种意义�准确性明显高于北外《汉英词典》。

例2．马屁精
北外《汉英词典》sycophant；flatterer
《新时代》ass-kisser�lick-spittle
北外《汉英词典》的释义在指称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上与原文是一致的�但在语用意义（pragmat-
ic meaning）或者说在语体风格上却相去甚远�因为
在汉语里�“马屁精”是一个带有粗俗色彩的口语词�
而且含贬义；相比之下�英语的 sycophant 则是一个
语体色彩颇为正式的词�而 flatterer 则是中性词�它
们都无法准确体现“马屁精”一词的文体色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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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将“马屁精”译为 ass-kisser 和 lick-spittle�不仅
语义上与原文相符�而且在语体风格上也与原文一
致�其准确性程度可见一斑。当然�《新时代》在某些
词语的释义的准确性方面仍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
例如：

例3．逃票
《新时代》not buy a ticket when riding in a bus or

traveling by train�boat�etc．；get a free ride
《汉英大辞典》steal a ride；ride（on a bus）without

paying fare
《新世纪》〈动〉steal a ride/trip；stow away；sneak

through without a ticket
《新时代》两条释义中的第一条只是对“逃票”的

解释�虽然忠实达意�但不够简洁；第二条则不够准
确�因为 get a free ride 未必就是“逃票”�可解释为
“逃票”�也有可能是“搭便车”、“免费搭车”等。《汉
英大辞典》的第一条释义既准确�又简洁�可作为“逃
票”的对应词�但第二条释义则不够准确�因为“逃
票”的行为不仅仅发生在公共汽车上�在乘坐火车等
其他交通工具的人中也会有逃票者。《新世纪》的前
两条释义均为汉语条目的对应词�既准确又简洁�最
后一条释义虽然为解释性译文�但也比《新时代》的
释义简洁。《新世纪》对“逃票”一词的处理比上述其
他两本词典略胜一筹。

例4．谈恋爱
《新时代》be in love；have a love affair
《新世纪》〈动〉talk love；court；have a courtship

（with sb）
《新时代》的第二条释义不准确�因为在英语里�

love affair 指 a sexual relationship�esp．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见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而汉语的“谈恋爱”并没有这种暗示�而《新
世纪》的释义则合乎原义。
4．0释义的适用性

汉英词典类工具书的主要用途在于帮助使用者

了解并使用汉语在英语中对应的表达方式。对于广
大英语学习者和英语工作者而言�他们无疑关心词
典释义的准确性�但与此同时�他们同样关心词典中
的释义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应用问题�即释义的适
用性问题。如果某一词条的释义很难在实际的翻译
中得以运用�那么无论该释义是多么地生动准确�对
词典使用者来说�其意义也是非常有限的。而要提

高汉英词典的适用性�词典的编撰者应该考虑条目
译文的可插性（insertability）�即努力在两种语言中寻
找对应词�尽量避免解释性的译文。虽然这一原则
并不新颖�但真正付诸实践却不容易。《新时代》在
这一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因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这主要表现在很多词语的释义都提供了对应词�或
者在提供解释性译文的同时尽可能提供对应词。例
如：

例5．露水夫妻
北外《汉英词典》man and woman living together

without being married
《汉英大辞典》illicit lovers
《新时代》illicit lovers；one-night stand
北外《汉英词典》的译文纯粹为解释�而非对应

词�虽然语义上基本准确�但过于口罗嗦；《汉英大辞
典》所给出的译文从语义上说可以说是对应词�简
洁�也忠实达意�但美中不足的是失去了原文的形
象�不够生动；而《新时代》的两条译文均为对应词�
其中第一条与《汉英大词典》相同�为语义上的对应
词�第二条则不仅在语义上与原文相符�而且在语体
风格上也与源语词相对应�也就是说�使原文的形象
能以间接的方式予以保留�可谓既忠实达意又生动
简洁。

例6．关系户
《新时代》people who have business dealings with

each other on the basis of “ scratch my back and I’ll
scratch yours”；special connections

配例：他通过关系户从外省买来一批紧俏商品。
Through special connections�he has purchased from other
provinces large amounts of commodities in short supply．

本例的第一条译文为解释性译文�第二条则为
对应词�并提供了配例�这样的处理可以帮助使用者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正确的用法。

除此之外�《新时代》适用性强的特点还体现在
其丰富实用的例证设置上。例证是词义的延续�是
对词义的支持和补充。好的例证能够提供典型语
境、显示搭配关系并提示语法功能�因此有学者将词
义和例证结合起来称为“词典的灵魂”。《新时代》在
例证的设置上反映了编者的高超技巧。例如�“公
司”这一条目�很多汉英词典仅满足于给出诸如
“company”�“firm”和“corporation”之类的释义�然后再
给出一些较为抽象的用例�如“保险公司”、“钢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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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进出口公司”等；而《新时代》在此基础上还增
设了诸如“大宇公司”、“松下电器工业有限公司”、
“国泰航空公司”等14个常见的具体的公司名�这无
疑给读者正确翻译“公司”一词提供了方便。总之�
《新时代》的适用性是较强的�但也有一些词语的释
义的适用性仍值得商榷。例如：

例7．代销店
《新时代》shop commissioned to sell certain goods
《新世纪》commission/agent/store/shop
《新时代》的释义虽然准确�但纯粹为解释�而非

对应词�适用性不强；《新世纪》的释义则为“代销店”
的对应词�在这一点上�后者的适用性强于前者。

例8．列席
《新时代》attend （a meeting） without voting rights
就语义而言�这一释义应该说是准确无误的�但

总让人觉得不够简洁�在某些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很
难用上。如翻译“一些代表列席了会议”一句�如果
译成 Some delegates attended the meeting without voting
rights．当然不算错�只是显得有些拖沓�也显得有些
生硬�但如何译得简洁一些�该词典则无法提供更多
的帮助�使用者只得求助于其他词典。其实�如果我
们经常使用 ALD（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
nary）�便不难了解到英语中的一个短语 sit in on sth。
根据 ALD 的解释�该短语意为“attend（a discussion�
etc．）as an observer�not as a participant”。另据《英汉
双解剑桥国际英语词典》的解释�sit in（on）�指“to go
to a meeting or a class without taking part”。可见�sit in
on与《新时代》的释义意义相当�但比原释义简洁明
了。因此�上面那句话更好的译文应该是 Some del-
egates sat in on the meeting．

通过以上例证我们可以看出�要提高汉英词典
的适用性�其释义应尽量以义项为单位�选择源词语
在译入语言中的等义词或近义词�或者在解释源语
词语义的同时给出源语词在译入语言中的等义词或

近义词。当然�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文化、语言习惯
以及符号系统等方面的差异�有时我们很难找到在
语义上与源语词对等或相近的对译词�这时�我们不
得不采用解释法来翻译。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
下�编纂者也应力图给出至少可以部分代替源语词
的对应词。
5．0体例的规范性

总的来说�《新时代》在体例的规范性方面是做

得比较好的�但在某些方面仍有可商榷之处�这些可
商榷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同一个词既作条目单列�又放在另外的条
目中作例证。这种情况在《新时代》中相当普遍。例
如�该词典在单字条目“鱼”的第一个义项下设了“白
鲢鱼”、“草鱼”、“鲳鱼”、“胖头鱼”、“鲤鱼”、“黄花鱼”
等40多个词作例证�而这些词中除少数几个外�其
余全部又作为条目单独列出。有学者认为�这样的
排列方式有两大弊端�一是“浪费篇幅”；二是“造成
释义不一致”。我们对此也有同感。我们知道�任何
词典的篇幅都是有限的�即使是大词典也不例外�因
此�词典的编纂者应遵循惜墨如金的原则�使词典在
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容纳较多的信息�要做到这一
点�首先应该尽量减少词典内容不必要的重复。以
上述“鱼”一词为例�既然像“白鲢鱼”、“草鱼”、“鲳
鱼”、“胖头鱼”、“鲤鱼”等已作为词目单独列出�就没
必要再作例证列于“鱼”字下�即便是确有必要列出
一些�举几个例子即可�大可不必全部列出�在这一
点上�《汉英大词典》和《汉英综合大词典》就做得好
一些�或者说�这种现象要少得多。我们同样以“鱼”
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两本词典在单字条目“鱼”
的第一个义项下只设了“煎鱼”、“烤鱼”、“两条鱼”、
“清炖鱼”、“熏鱼”、“一群鱼”、“大鱼吃小鱼”、“这个
湖里有很多鱼”等为数不多的几个词语或句子作例
证�而未将“白鲢鱼”、“草鱼”、“鲳鱼”、“胖头鱼”、“鲤
鱼”、“黄花鱼”等词放在“鱼”下作例证（这些词在两
本词典中均作为条目单独列出）�因此�不存在这些
词既作例证又作词目的现象。我们再来看《新时代》
中某些词语释义不一致的现象。这种现象指某些词
语作为一个义项的用例时是一种释义�而作为一个
词目时又是另一种释义。例如�“弄虚作假”一词�作
为一个词目时其释义为 practice fraud�resort to decep-
tion�falsify�而作为“假”的用例时的释义则为 play
false。这种释义不一致的情况常常会导致同一词在
意义上的出入。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释义应
尽量一致。

（2） 同一词条的多字条目在词目的编排上欠严
谨。例如�“真空电容器”、“真空开关”、“真空吸尘
器”等词作“真空”的用例；而“真空包装”、“真空泵”、
“真空管”等词却与“真空”平起平坐�独立成目。这
里的问题是�上述两组词在构造上并无本质区别�将
前一组词作为“真空”的例证�而将后一组词独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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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依据何在？如果读者想查找“真空计”一词�应
该查“真空”条件下的例证还是查单独立条的词目？
当然�这种情况在上述其他汉英词典中也不同程度
地存在。例如�在《汉英大辞典》和《汉英综合大辞
典》中�“真空电容器”、“真空开关”、“真空吸尘器”等
词同样作“真空”的例证�而“真空泵”、“真空管”等词
也是作为条目单独立条�只是“真空包装”一词也作
为“真空”的例证�而不是单独立条�这一点与《新时
代》稍有不同。多条字目的这种编排方式无疑会给
读者查阅带来不便�而如何科学地编排这些词语仍
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此外�《新时代》里
有不少作为例证的词目在排列顺序上似乎也还不够

规范�如“真空”条目下作为例证的部分词的排列顺
序为：真空电容器�真空继电器�真空开关�真空光电
管�真空结晶器�真空蒸馏�真空电弧炉……。从这
些词的排列顺序看�它们既不按拼音字母顺序或笔
画多少排列�也不按点、横、竖、撇、折等的顺序排列�
这同样给读者查阅带来不便。
6．0结束语

以上我们对《新时代》的优点和某些不足之处进
行了分析评述。总的来说�《新时代》集科学性和实
用性于一体�在词条的时代性和涵盖面上与时俱进�
是一部收词全、收词新、释义准确、举例丰富、体例统
一、实用性强的大型汉英翻译工具书�也是一部当之
无愧的新时代的大词典。它的出版是我国辞书界和
外语界的一件可喜的大事。尽管它在某些方面还存
在一些不足�但是瑕不掩瑜�与其优点相比�这些不
足毕竟是次要的�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希望该词
典再版或重印时能更臻完善。
注释：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王逢鑫（2002）、熊兵

（2002）和杨慧琴（2001）的文章�受到启发�表示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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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New Ag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HUANG Xiang

（Nanhua University�Hengyang421001�China）
Abstract：New Ag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is a large-scal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reference book published

recently in China．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a number of examples to comment on the strong and weak points of this dic-
tionary with respect to its large variety of entries�accurate translation�applicability�an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e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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