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笔译翻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19年 6 月修订) 

 

在遵循翻译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专业

学位教育的特点，借鉴、吸收国外高层次翻译专门人才培养的有

益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特别是结合我国翻译实践领域的实际情

况，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符合提升国际竞争力需要及满足

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化翻译

人才。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为 3 年。 

四、培养方式 

（一）实行学分制。学生必须通过规定课程的考试，成绩合

格，方能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修满规定的学分方能撰写学位论

文；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方可申请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二）采用讲授和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部分翻译实践课

程采用项目翻译的方式授课，即教学单位承接各类文本的翻译任

务，学生课后翻译，教师课堂讲评，加强翻译技能的训练。 

（三）重视实践环节。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翻译案例

的分析，翻译实践贯穿教学全过程。要求学生累计至少有 10万～

15 万字的笔译实践。在学生实习之前，由翻译硕士中心统一组织

岗位实习及在线离岗实习相关的安全教育，以确保全体同学实习

期间的人身安全及相关权益。 

（四）成立导师组，发挥集体培养的作用。导师组应具有指

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正、副教授为主，并吸收外事与企事业部门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务）的翻译人员参加。逐步实行双导师

制，即学校教师与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研究水平的资深译员或编审

共同指导。 

五、课程设置 

课程分为 A（公共基础课）、B（专业基础课），C（专业实践

课）、D（各类选修课）四类，其中 C 类课程可包括案例课程、工

作坊课程、行业嵌入式课程等，B 类和 D类课程根据培养方案总

体目标也可以安排案例课程或实践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38 学分

（含实习）。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习，可采用在（顶）岗工作或

实习在内的多种方式进行。 

A 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  

（2）中国语言文化（3学分） 

（3）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 

 (4) 第二外国语（2 学分） 

B 类: 

（1）翻译通论（2 学分） 

    （2）文学翻译（4学分） 

（3）非文学翻译（4 学分） 

    （4）论文写作研讨（2 学分） 

C 类： 

（1）基础口译（2 学分） 

（2）基础笔译（2 学分） 

    （3）翻译项目管理与实践（2 学分） 

    （4）实习（6 学分） 

D 类： 

    （1）对比语言学（2学分） 

（2）翻译批评与赏析（2学分） 

（3）翻译学与跨学科理论研究（2 学分） 

（4）语言翻译与信息技术（2学分） 



（5）术语翻译 （2 学分） 

    （6）科技翻译（2学分） 

（7）新闻翻译（2 学分） 

（8）法律翻译（2 学分） 

（9）经贸翻译（2 学分） 

（10）语用学与翻译（2学分） 

（11）西方经典翻译（2学分） 

（12）中外翻译简史（2学分） 

（13）高级口译（2 学分） 

     (14) 计算机辅助翻译及语料库应用（2学分） 

     (15) 翻译实践工作坊（2学分） 

六、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可以采用以下形式（学生任选一种，字数均以汉字

计算）： 

（一）项目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中外文本进行翻

译，译文字数不少于 10000字，并根据译文就翻译问题写出不少

于 5000字的研究报告。 

（二）实验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翻译过程中的某个

环节展开实验，并就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写出不少于 10000字的

实验报告。 

（三）研究论文。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翻译研究论文，

字数不少于 15000 字。 

学位论文采用匿名评审，论文评阅人中至少有一位是校外专

家。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必须至少有一位具有丰富的笔译实践经验

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七、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翻译硕

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日语笔译翻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19年 6 月修订） 

 

在遵循翻译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专业

学位教育的特点，借鉴、吸收国外高层次翻译专门人才培养的有

益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特别是结合我国翻译实践领域的实际情

况，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符合提升国际竞争力需要及满足

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翻译

人才。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取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为3年。 

四、培养方式 

（一）实行学分制。学生必须通过规定课程的考试，成绩合

格，方能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修满规定的学分方能撰写学位论

文；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方可申请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二）采用讲授和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部分翻译实践课

程采用项目翻译的方式授课，即教学单位承接各类文本的翻译任

务，学生课后翻译，教师课堂讲评，加强翻译技能的训练。 

（三）重视实践环节。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翻译案例

的分析，翻译实践贯穿教学全过程。要求学生累计至少有 15 万

字左右的笔译实践。在学生实习之前，由翻译硕士中心统一组织

岗位实习及在线离岗实习相关的安全教育，以确保全体同学实习

期间的人身安全及相关权益。 

（四）成立导师组，发挥集体培养的作用。导师组应具有指

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正、副教授为主，并吸收外事与企事业部门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务）的翻译人员参加。逐步实行双导师

制，即学校教师与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研究水平的资深译员或编审

共同指导。 

五、课程设置 

课程分为 A（公共基础课）、B（专业基础课），C（专业实践

课）、D（各类选修课）四类，其中 C 类课程可包括案例课程、工

作坊课程、行业嵌入式课程等，B 类和 D类课程根据培养方案总

体目标也可以安排案例课程或实践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38 学分

（含实习）。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习，可采用在（顶）岗工作或

实习在内的多种方式进行。 

A 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 

（2）中国语言文化（3学分） 

（3）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 

 (4) 第二外国语（2 学分） 

B 类： 

（1）翻译通论（2 学分） 

（2）笔译基础理论（2学分） 

（3）同声传译（2 学分） 

（4）论文写作（2 学分） 

C 类： 

（1）文学翻译（2 学分） 

（2）科技翻译（2 学分） 

（3）商务翻译（2 学分） 

（4）传媒类翻译（2 学分） 

（5）表象文化论（2 学分） 

（6）跨文化学术交流实践（2学分） 

（7）翻译项目名称管理与实践（2 学分） 

（8）实习（6 学分） 

D 类： 



（1）日本语言文化论（2 学分） 

（2）日语高级阅读与写作（2学分） 

（3）汉日翻译（2 学分） 

（4）口译基础（2 学分） 

（5）日本社会文化翻译（2 学分） 

（6）应用文翻译（2 学分） 

六、申请学位 

    满足以下条件者方可申请翻译硕士学位。 

（1）总学分不低于38学分。 

（2）笔译实践篇幅要达到15万字左右，其中2万字左右的日

汉翻译稿要附日文原文（与中译文左右两栏对应）。 

（3）提交翻译质量分析报告书或者研究论文。质量分析报

告的内容可以就自己的翻译实践，也可以针对翻译软件、已出版

的译著以及正式场合的同声传译等。质量分析报告以及研究论文

的字数不得少于1万字。有翻译理论研究基础的学生可以撰写翻

译研究论文，字数不少于4万字（以论文所用语言为准）。撰写研

究论文必须经导师组同意，具体要求参见学术硕士论文写作规范。 

七、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实习，取得规定的学分，并通过翻译质

量报告书或者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核，授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

书。 

 

 

 

法语笔译翻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19年 6 月修订） 

 

在遵循翻译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专业

学位教育的特点，借鉴、吸收国外高层次翻译专门人才培养的有



益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特别是结合我国翻译实践领域的实际情

况，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符合提升国际竞争力需要及满足

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翻译

人才。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为 3 年。 

四、培养方式 

（一）实行学分制。学生必须通过规定课程的考试，成绩合

格，方能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修满规定的学分方能撰写学位论

文；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方可申请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二）采用讲授和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部分翻译实践课

程采用项目翻译的方式授课，即教学单位承接各类文本的翻译任

务，学生课后翻译，教师课堂讲评，加强翻译技能的训练。 

（三）重视实践环节。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翻译案例

的分析，翻译实践贯穿教学全过程。要求学生累计至少有 10万～

15 万字的笔译实践。 

（四）成立导师组，发挥集体培养的作用。导师组应具有指

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正、副教授为主，并吸收外事与企事业部门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务）的翻译人员参加。逐步实行双导师

制，即学校教师与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研究水平的资深译员或编审

共同指导。 

五、课程设置 

课程分为 A（公共基础课）、B（专业基础课），C（专业实践

课）、D（各类选修课）四类，其中 C 类课程可包括案例课程、行

业嵌入式课程等，B 类和 D 类课程根据培养方案总体目标也可以

安排案例课程或实践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38 学分（含实习）。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实习，可采用在（顶）岗工作或实习在内的多种

方式进行。 

A 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  

（2）中国语言文化（3学分） 

（3）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 

 (4) 第二外国语（2 学分） 

B 类: 

（1）翻译通论（2 学分） 

    （2）基础口译（2学分） 

（3）基础笔译（2 学分） 

    （4）论文写作（2学分） 

C 类： 

（1）文学翻译（2 学分） 

（2）非文学翻译（4 学分） 

    （3）翻译项目管理与实践（2 学分） 

    （4）实习（6 学分） 

D 类： 

    （1）中外翻译简史（2 学分） 

（2）翻译评论（2 学分） 

（3）时政翻译（2 学分） 

（4）学术与文献翻译（2学分） 

（5）科技与经贸翻译（2学分） 

    （6）计算机辅助翻译（2学分） 

六、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可以采用以下形式（学生任选一种，字数均以汉字

计算）： 

（一）项目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中外文本进行翻

译，译文字数不少于 10000字，并根据译文就翻译问题写出不少

于 5000字的研究报告。 



（二）实验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翻译过程中的某个

环节展开实验，并就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写出不少于 10000字的

实验报告。 

（三）研究论文。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翻译研究论文，

字数不少于 15000 字。 

学位论文采用匿名评审，论文评阅人中至少有一位是校外专

家。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必须至少有一位具有丰富的笔译实践经验

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七、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翻译硕

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