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友谊工程”喜结硕果，“志愿服务精神”改变村貌 

首届安上民间艺术节隆重开幕  
三万群众云集安上村，省、市、县、镇各级领导出席 

来自１０个国家的３５名外宾参加，３名美国友人被授予“安上荣誉村民”称号 
刘力贞致辞，刘桂芳、田晶分别代表宝鸡市、扶风县委和政府讲话 

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等１６位美国政要发来贺电，陕西省文化厅长题词祝贺 
【安上４月１１日消息】 在春意盎然的

４月１０日，为期一周的首届“安上民间艺

术节”在扶风县午井镇安上村隆重开幕。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０日，陕西省中美文

化研究会和美国环球志愿者组织，正式启动

了前所未有的“爱心友谊工程”。在过去五年

里，美国环球志愿者不仅捐钱捐物，而且不

远万里，自费来到中国，一队接一队地去安

上村参加建校义务劳动，义务培训当地的英

语教师。昔日贫穷落后的安上村，如今不仅

得到了一所花园式的现代化农村小学和图书

馆，而且获得了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 志
愿服务精神。安上村民就是依靠这笔精神财

富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仅

改变了自己的思想观念、落后的村风民俗，

而且改变了村庄的面貌，初步达到了“生产

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

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五条标准。 
    安上村民思想观念跨越式的改变，使他

们开拓了视野，另辟蹊径，把发展的目光投

向文化产业。建立“周风秦韵艺术馆”、举办

“安上民间艺术节”，是安上村民立足周秦历

史文化腹地，传承和开发民间工艺，打造“一

村一品”的重要举措。 
    在开幕式上，陕西省人大第五、六、七

届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致辞，宝鸡市副市长

刘桂芳、扶风县副县长田晶，发表了热情洋

溢的讲话，高度赞扬美国环球志愿者的义务

服务精神；对安上村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

建设美好家园的首创精神和在短短几年里所

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宝

鸡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龚晓燕以及扶风县委

常委、宣传部长魏建儒出席了开幕式。美国

友好人士、明州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玛

丽·吴佩雅以及美国华美协进社常务理事、

环球心理健康基金会主席雪伦·估莲，在开

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安上村民委

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向曾经三次来安上村义

务服务、为安上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

重要贡献的三位美国友人雪伦·估莲、玛

丽·吴佩雅和苏姗·莫根授予“安上荣誉村

民”的称号。 
    村民们搭起戏台，吼起秦腔，演起了失

传已久的木偶剧、皮影剧和佛经吟诵。老年

模特表演和陈式太极拳，展示、营造出红火

热闹的气氛。在新落成的“周风秦韵艺术馆”

里，剪纸、泥塑、布老虎、中国结、香包、

木版年画、马勺脸谱等民间工艺品，琳琅满

目，精美无比，令中外来宾爱不释手。反映

安上老一代生活场景的三组大型雕塑，吸引

许多“老外”驻足合影。现场浓浓的民间艺

术氛围，使一位外宾情不自禁地跟着村民们



学起了绣花。艺术节期间，还同时举办五个

专题论坛，研讨安上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美国国会议员麦戈文、美国前副总统蒙

代尔、美国明州副州长、堪萨斯城市长、美

国中小城镇全国委员会主席等１６位美国政

要，向首届安上民间艺术节发来贺电。陕西

省文化厅长秦天行挥毫题词“西府地灵，安

上风情”，热烈祝贺这次与众不同的民间艺术

节。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西安市政协委员、

陕西省翻译协会副会长马珂、陕西省农业银

行审计办主任强玉昌、宝鸡市人民政府秘书

长肖炳良、宝鸡市文化局局长冉宗海、宝鸡

市旅游局副局长毛胜利、宝鸡市外事办秘书

长王群、扶风县文化局局长毕远志、午井镇

党委书记董东生、午井镇人民政府副镇长任

乾云以及西安翻译学院、西安博爱国际学校

的领导同志、来自宝鸡、咸阳、西安各县区

的民间艺人、画家和书法家。 

 

中外宾客在首届“安上民间艺术节” 
开幕式上的讲话（摘要） 

 
刘力贞（陕西省第五、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陕西省翻译协会名誉会长）： 

 

在安上民间艺术节开幕之际，我和张光

同志应省中美文化研究会的邀请，专程从西

安赶来，与来自十多个国家的近４０位外国

朋友一道，共同分享这次由农民举办的文化

盛筵，感到由衷的高兴与自豪。高兴的是�

有这么多海内外朋友，云集在西府的这个小

村庄，共同见证西府灿烂的民间艺术的独特

魅力。自豪的是，小小的安上村，居然开创

了那么多第一。我相信，由农民自己举办如

此规模的民间艺术节，有这样多外国友人参

加�美国国会议员、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还

发来贺电，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安上村位于周原腹地，西周青铜器之乡，

法门寺附近，是秦文化的发祥地，周边地区

有着悠久的民间艺术传统，民风淳朴，人杰

地灵。在未来一周内，我们可以欣赏到丰富

多彩的民间工艺美术，表演艺术，食品艺术，

书法艺术，民间艺人现场表演等。省内著名

的秦腔艺术家、书法家、作家等也来助兴，

出席各个专题论坛，内容丰富，盛况空前。 
我衷心预祝艺术节圆满成功！祝安上村

民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安

居乐业，家家过上好日子。 

 
刘桂芳（宝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由一个小村庄举办这样的主题、这样的

规模、这等档次的民间艺术节，在我们宝鸡

市还是第一次！我代表宝鸡市委、市人大、

市政府和市政协，向安上村的村民们表示热

烈的祝贺！向来自海内外的朋友们和各级领

导表示热烈的欢迎！ 

农民创办艺术节，传承古老的周秦文化，

表现了我市农民突破了传统的农耕观念，另

辟蹊径，开发文化产品，寻求新的致富出路。

安上村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在经济社会、文

化教育、村务管理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同志把这种变化称作

“安上现象”。那么，“安上现象”产生的原

因是什么呢？ 

常言道，出路决定思路。有什么样的思

路，就有什么样的出路。思想观念的转变，



是“安上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自２００

２年实施“爱心友谊工程”以来，勤劳朴实

但传统保守的安上村民，常常和美国环球志

愿者生活在一起，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

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新观念。村民思想观念

跨越式的转变，促进了安上建设富裕文明和

谐新农村的信心和决心。 

“安上现象”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由

于安上村实行了一个深受广大村民欢迎的新

制度。他们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村民当家，依

法治村”的新体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

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广大村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村

民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第三个原因是，他们五年如一日，耳闻

目染，从美国环球志愿者身上学到了“志愿

服务精神”。安上村的发展和成就，大部分是

通过义务劳动完成的。如今的安上村，义务

劳动蔚然成风，“关心他人，服务他人”，已

成了安上村的主旋律、新民风。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勤俭

办事，更是“安上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的

重要原因。我们向安上村民祝贺的同时，也

希望“安上现象”能够像“星星之火”一样，

在我们宝鸡地区形成燎原之势，加快我市农

村建设的步伐，构建富裕、文明、和谐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

 
田晶（宝鸡市扶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在这春光明媚、百花争艳的美好日子里，

全国第一个由农民自发组织筹办的村级民间

艺术节隆重开幕了。首先，我代表中共扶风

县委、扶风县人民政府向这次艺术节的成功

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这次筹办艺术节付

出辛勤劳动的安上村委会班子表示衷心的感

谢！向前来参加今天开幕式的各级领导、各

位同仁和附近村子的父老乡亲表示热烈的欢

迎！ 
这次民间艺术节的举办，标志着安上村

的父老乡亲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农耕生活方

式，开始把眼光投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开

始谋求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子。这是２００２

年“爱心友谊工程”实施以后带来的可喜变

化。五年来，安上村的父老乡亲与美国环球

志愿者一道，为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条件付

出了辛勤劳动，村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由昔日一个普通农村一跃成为全国文

明的村庄之一，实现了多个全国村级第一的

目标：第一个创办村级国际互联网站；第一

个建立民间艺术馆，传承周秦文化，发展文

化产业；第一个建成设计超前、设备先进的

花园式学校和图书馆；第一个建成配有多媒

体设施的村级小礼堂。今天，又成为第一个

由村民自己举办民间艺术节的村子。 
安上村一次又一次地带给我们以惊喜，

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新模式和新途径。安上村的群众在与

环球志愿者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见识，学到了志愿服务、无私奉献的

优秀品质，这已经成为安上村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 
这次举办的民间艺术节，对进一步传承

民间艺术、发展民俗文化和文化产业、促进

中美文化交流将发挥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愿这次艺术节成为传播周秦文化的载体，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中美

文化交流做出积极的贡献！

 
玛丽·吴佩雅（美国明尼苏达州“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 

 
在“安上民间艺术节”开幕之际，我谨

代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民间组织——美中人

民友好协会，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环顾如今的安上村，有了现代化的学校、

新修筑的水泥道路、新建的民间艺术馆和为

期一周的民间艺术节 —— 这所有的一切，



是安上村的村民、中美文化研究会和美国环

球志愿者同心协力、义务服务的结果。如今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下定决心，向现

代世界迈进的安上村。 
社区志愿者通过修建艺术馆，举办各种

活动，使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忘

过去，加深对历史的认识。社区志愿者深知

这种工作的意义，  
也深知开展这种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和困

难。全村齐动员，举办艺术节，体现了老一

辈人的重要地位，因为他们珍藏着对过去的

记忆；同时，也使年轻的一代参加到庆祝活

动中来。通过新建的民间艺术馆和民间艺术

节，每位来宾都会领略到周原地区丰韵的历

史文化传统、纯朴的手工艺术品、地道的西

府小吃和普通的农家生活。 
在陕西省和明尼苏达州建立友好州省关

系２５周年之际，请允许我将明州人民真诚

的祝福带给你们：各位领导、教育工作者、

村民们、长老们、孩子们，向你们表示感谢！

是你们，给我们大家创造了这样一个美好的

记忆。

 
雪伦·估莲（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常务理事、环球心理健康基金会主席）：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３０００多年前� 安上农民的祖先开

创了周朝，丰富的文化遗产从此源远流长。 
许多世纪之前，勤劳的中国农民，就在

这里耕种土地，就在这个地区创造了伟大的

青铜器时代。 
几十年前，安危先生是安上村的一名小

学生。他后来上了大学，架起了安上村通往

外界的桥梁，继而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建立

起牢固的友谊与伙伴关系，而他的根，就在

安上村。他和她的妻子建华女士，播下了未

来的种子。 
几年以前，安危和建华的女儿安琳，向

人们展示了年轻一代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的

形象！安琳的微笑和她不懈的努力与付出，

如同周代的青铜器那样美丽、那样长久，承

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 
不久前安上的村民，中国的人民，与慷

慨解囊、尽力相助的美国环球志愿者一起，

共同修建了安上学校。这所傲然矗立的学校，

是国际合作的典范，是放眼世界的典范，是

世界和平的象征！ 
今天，我们共同庆贺安上村令人鼓舞的

发展，庆贺安上村面貌一新的巨大变化！ 
今天，我们参加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节

活动，其实，我们是在收获过去，收获历史。

在这个大家同心携手的时刻，我向所有为安

上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祝贺和敬意！ 
“四海之内皆兄弟”。在这个世界上，我

们都是亲如一家的兄弟姐妹！

 
巴德·菲尔布鲁克主席的贺电（美国环球志愿者组织创始人和主席）： 

    
时值安上民间艺术节拉开帷幕之际，我

恭贺安上村民们所取得的又一辉煌成果。五

年来，美国环球志愿者与安上村民们携手合

作，共同见证了安上村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步。

这次民间艺术节的开幕，更是锦上添花。所

有为她添砖加瓦的人，都应该感到自豪和骄

傲。尽管我今天不能和你们共同分享这节日

的喜庆，但是我和美国环球志愿者全体成员

的心是和你们在一起的。我们盼望早日听到

关于艺术节的生动介绍，看到艺术馆的精彩

照片，和所有关心安上村的志愿者们分享这

样的好消息。 

众所周知，中华大地滋养了世界上最伟

大的人类古文明之一。为了和中国的下一代

以及美国友人们分享这一人类历史上浓墨重

彩的一章，你们付出了自己汗水和心血。 
今天的开幕式，是盛大的庆典，你们把

精心采集的民间手工艺品展示给世人，让他

们领略当地古老的文化艺术，这不但意义重

大，而且影响深远。 
美国环球志愿者接到参加周风秦韵民间

艺术节的邀请，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能够尽

己之所能帮助你们，感到无比骄傲。愿我们

的友谊之树万古常青！ 



我下个月重访中国，十分期盼重回安上

村，参观新建的周风秦韵艺术馆。最后，我

再次向我的朋友安危先生、安上村民委员会

及安上村的全体村民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和最

诚挚的祝福！

 

“首届全国翻译教学高端论坛”论文征集通知 
   
“首届全国翻译教学高端论坛”将于７

月２７日－２８日在北京举行。 
论坛主办单位：中国翻译协会 
论坛承办单位：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

译教学委员会、《中国翻译》杂志编辑部 
论坛主题：翻译学科建设的科学化与专

业化 
论坛主要议题：翻译学科建设；翻译教

学的定位与培养目标；翻译教学法和测试与

评估标准；翻译课程设置与翻译教材；翻译

教学等。 
论坛组委会欢迎国内各高等院校致力于

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参会。拟申请参会者

可登导中国译协网（ｗｗｗ．ｔａｃ－ｏｎ

ｌｉｎｅ．ｏｒｇ．ｃｎ）下载参会报名表，

并请于 2007 年 6 月 15 日前将参会报名表和

３００字的中文或英文论文摘要提交至：ｆ

ａｎｙｉ２００７＠ｇｍａｉｌ．ｃｏｍ电

子邮箱，也可通过邮局或传真提交。请在来

函信封或传真上注明“参加论坛”字样。

 

2006 年入会会员 
 

马利利  英语   西安市文物局 

王  文  英语   陕西师大 

胡美娟  英语   长安区太阳新城 3261 

江水东  英语   陕西省外办 

周辉彦  英语   esp 太阳能发展公司 

赵  宏  俄语   西安外院 

刘万祥  英语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米  山  英语   陕西省民用职业培训中 

徐  晴  英语   西安市六中分校 

金昌德  英语   西安金遗产科技发展公司 

陈世霖  英语   陕西省建筑师额吉研究院 

李  建  德语   西岸广大国际旅行社 

牛  瑞  英语   陕西省商贸学校 

李爱萍  英语   陕西省商贸学校 

刘  婉  英语   陕西省商贸学校 

马希芳  英语   西安市第一中学 

江  明  英语   西安市第一中学 

李文化  俄语   西安交通大学 

左长存  英语   省对外专家局 

蔡  莉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姚银花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黄开颜  日语   西北大学 

赵  立  日语   西北大学 

王  婧  英语   西北大学 

刘  冰  英语   西北大学 

左长存  英语   陕西省外国专家局 

詹传奇  英语   健康导报社中国学习周刊 

李  丹  俄语   西航集团公司外贸处翻译科 

杨  靖  英语   中国农业银行钟楼支行 

杨雪婷  英语   西安翻译学院 

党  斌  英语   陕西勉县老道寺镇余家和村 

江世强  英语   第二炮兵工程学院 

唐书馨  英语   西安外国语大学 

贾  杉  英语   长安大学国际合作处 

赵孝心  英语   陕西省外文书店 

董李亮  俄语   航天六院 165 所情报档案处 

高雄科  俄语   西安外国企业服务公司 

韩  雪  德语   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 

李  蔚  英语   西安翻译学院 

周庆华  英语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朱发根  俄语   西安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张林锋  英语   西安阎良区西飞一中 

李一笑  英语   西安德福巷 29 号 4 单元 8 号 

李素珍  俄语   西安市长胜街紫苑 1009 室 

石乃红  英语   西安市一中 

杨  婕  英语   陕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刘雅虹  西班牙语   西安外国语大学 

薛小可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马  溱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韩湘虹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杨婷婷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档红霞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孙丽敏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李锦宏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骆艳利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蔡  莉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王  茹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姚银花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白  瑜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李艺美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江  明  英语   西安欧亚学院 

尚晶晶  英语   西安外国语大学 

刘  莎  英语   西安外国语大学 

王  洋  英语   西安外国语大学 

金  跃  英语   中澳咸阳农村卫生 

申君芳  英语   甘肃天水市清水县人民银行 

刘天骄  英语   西安市友谊东路六号 2004 

尹  芳  英语   西安翻译学院新区 303 班 

李文华  俄语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曾力竞  英语   陕西安康市旅游局

本期截稿日期：4 月 10 日 
 
 

第 145 队美国环球志愿者街头学雷锋受媒体关注 

 
第 145 队美国环球志愿者（2007 年第一队）

3 月 4 日抵达西安，恰逢 3 月 5 日中国学雷锋日，

经多方联系，3 月 5 日上午 10 时，两位志愿者

Roy will iams 和Ｍａｎｉｌｙｎ Ｗｉｌｌｉａ

ｍｓ来到西安朱雀门外加入到西安志愿者的行列

中，清理电线杆、电话亭上的野广告，下午又到

西安理工大学西仪社区打扫街道，到军烈属家里

义务服务。西安晚报、华商报、三秦都市报均在

显要位置发表图片新闻，省市电视台均在当晚的

新闻中高度评价他们古城献爱心学雷锋的行动。 

  
   现将《华商报》的报道转载于后。 

 
 

美国老夫妇西安街头“学雷锋” 
 

行动：教英语，清理野广告 
 

    １９６３年３月５日，《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等刊登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

手迹，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学雷锋”运动在

全国范围内展开。此后，每年的３月５日，大批

民众走上街头参加义务劳动。 
    ４４年后的３月５日，８３岁的罗伊·威廉

姆斯�Ｒｏｙ．Ｂ．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和７２

岁的玛丽琳·威廉姆斯�Ｍａｒｉｌｖｎ 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成了中国庞大的学雷锋队伍里的一

员。按照事先安排，这对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老夫妇将在西安市长安区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为

师生们义务教授三个星期的英语。 
    ３月４日，当罗伊和玛丽琳刚抵达西安后，

负责接待的美国环球志愿者组织工作人员告诉他

们，第二天即是中国一年一度的“学雷锋日”。“在

中国，雷锋就像你们这样的美国志愿者。”听说雷

锋就是中国“志愿者”的代表，两位古稀老人欣

然决定要加入“学雷锋”队伍。美国志愿者要在

西安学雷锋，活动组织者着急了。最现实的问题

就是怎么学﹖学什么﹖突然，有人发现当日一报

纸称，朱雀门外一家户外用品店在橱窗里张贴出

了巨幅雷锋像。通过联系，３月５日当天，罗伊

和玛丽琳可以参加店里组织的学雷锋活动。 
    昨日上午９时许，为了迎接两位美国朋友，

店员们将店里店外打扫了一番。老板卜伟说，先

让罗伊和玛丽琳给店员们教一些有关奥运方面的

英语，再参加街头一些清洁劳动。 
    １０时３０分许，在翻译陪同下，罗伊和玛



丽琳如约前来。打破了最初的陌生后，主客双方

逐渐进入角色。玛丽琳按照自己准备的教学方案，

一字一句地带着周围人朗读一些英语单词和句

子。高兴之际，玛丽琳还唱起了英文歌曲。 
一个多小时后，大家涌出室外，清理街头随

处可见的野广告。尽管早晨气温不足１０°Ｃ，

可罗伊和玛丽琳却很热情，手中的小铲子飞起飞

落。 
 

感言：通过行动回报社会 
 

    对于此次在中国“学雷锋”的亲身经历，罗

伊和玛丽琳说：“他（雷锋）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品

德，乐于助人，无私奉献。这就足够了。”罗伊对

雷锋精神所包含的“帮助普通人”的观点很赞同。

在他们眼里，自己来中国从事志愿者工作，就是

雷锋精神的体现。 
    ２００４年夏，飓风“珍妮”袭击了美国佛

罗里达州，罗伊和玛丽琳的家也未能幸免。除政

府对民众的紧急救援外，罗伊至今记忆犹新的是

邻居的帮助。“我们非常幸运，得到了许多人的帮

助和支持。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回报社会。”

罗伊说，。 
    尽管昨日的活动有些形式化，但罗伊认为，

将３月５日定为“学雷锋日”依然有意义。罗伊

说：“这样的日子能让人们学会去帮助别人。如果

人们真正学到了这一点，他们很难在今后的生活

中忘记。虽然有人会在平时停止志愿服务，但是

这种志愿服务的‘种子’会种在他们心中。” 
    据了解，美国环球志愿者组织中国服务项目

部每年都会接待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其

中中老年人占大多数，威廉姆斯夫妇就是第１４

５批志愿者。“很多美国人信奉一个金科玉律，你

所做的一切，有可能别人将来也会对你这么做。”

罗伊最后说。 
（摘自３月６日《华商报》） 

 
 

 

 
 
 



 
 
 

我会将隆重纪念海伦·斯诺诞辰１００周年 
 

今年９月２１日是美国著名记者海伦·斯诺

诞辰１００周年。经省委宣传部批准，我会将于

９月３日至７日举办“重走斯诺之路”系列纪念

活动，将邀请美国斯诺代表团（２０人），国内斯

诺研究专家（１０人），省内斯诺研究专家（１０

人），以及国内主要媒体记者（１０人），组成采

访团，沿着当年海伦·斯诺走过的西安、延安、

志丹、宝鸡等地考察访问。届时还将正式出版《忘

年之交》英文版和海伦３０年代的著作《中国为

民主奠基》。本次活动的四个“相结合”为： 
    ① 参观访问与会见、讨论相结合； ② 学术

讨论与了解老区发展相结合； ③ 友好往来与经

济建设相结合； ④ 新材料，新观点，新角度（不

照本宣读，而是自由交谈，分享“三新”） 

 

中国环球志愿者第二队凯旋! 
 

由秘书长马珂率领的中国志愿者第二队一

行九人２月２０日返回西安。该队出发前曾引起

众多媒体的普遍关注，新华社、西安晚报、华商

报以及省市电视台均做了专题报道。从１月２７

日至２月４日，中国志愿者第二队分别到明州大

学及Ｌａｋｅ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等十几所

中小学义务讲授汉语，他们出色的工作受到了当

地师生的热烈欢迎及高度评价。美国环球志愿者

主席巴德先生在告别晚餐会上称中国志愿者是开

创历史的人。“亚洲美国新闻”在２月２日的头版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发表了该报记者Ｔｏｍ的文

章，向美国读者介绍了这支来自大洋彼岸的志愿



服务队在明州所做的一切。（影印件见第７页）由

九名队员撰写的精彩日志将作为特别推荐刊登在

2007 年第一期《译苑》上。

 

２００６年度翻译系列职称评审会召开 
 

２００６年度翻译系列职称评审会１２月

２３日在省译协召开，参加评审的评委共７人。

这次申报译审５人，副译审１３人，中级２人。

经过评审，评审通过人员名单如下： 
中级： 俄语：王春晖    日语：李慧明 
副译审：  
英语：马钢德 唐丽玫 李丽琼 王慧 刘晓辉    

日语：行娟 李红燕 闫明    俄语：王曼 
译审： 
英语：刘万翔 吴晓民  俄语：刘金华 
日语：张苏

 

我会签约国际道德经论坛 
 

3 月 16 日，我会与中国（西安·香港）国际

道德经论坛组委会签约，全面承担这次大会的同

传、交传、笔译任务。这次大会将于２００７年

４月２２日在西安开幕，４月２４日在香港闭幕，

由中国道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主办。

我会将派出以秘书长马珂为组长的十人翻译小组

提前驻会，并在会议期间全程提供翻译服务。 

 

我会承担西安博物院展品说明翻译任务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０日，正在加紧布展、

定于５月１日正式开放的西安博物院与我会签

约，由我会全部承担西安博物院展品说明的翻译

任务。西安博物院位于著名的小雁塔荐福寺院内，

占地２４５亩，馆藏文物１３万件，开放时展出

２０００件，均为首次面世。建成后将成为仅次

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西安又一大型文物博物馆。

 

俄委会召开工作会议 
 
３月２５日上午，俄语专业委员会在省译协

会议室召开工作会议，反馈了我省翻译力量按语

种整合并开展学术活动、辟设时政专业及侧重培

养同声传译在社会上产生的正面效应，然后重点

研究了确保笔译质量的译校审措施、确定并培养

上会同传人选等，服务好今年即将在西安举行的

“欧亚经济论坛”事宜。与会人员踊跃发言，积

极献策，会议气氛认真而热烈。大家一致认为，

要立即着手，齐心合力用七个月的时间迎会，并

以此为契机提升我会俄语翻译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