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我微笑着去努力,无论努力以什么方式回敬我。

努力之后的滋味是甜美的吗？我是一条欢乐奔流的

小河！努力之后的滋味是苦涩的吗？我是一座大山

庄严地思索！努力之后的感觉是幸福的吗？我是一

只凌空飞翔的燕子！努力的时候，要有微笑。让我

感谢，我为我的奋斗带来了春天的世界，什么也改

变不了我在努力中成长，我微笑着享受努力之后的

成功！ 
 
 

新的征程 
任彦虹（指导老师：韩培德） 

材物 1301 
从大三下学期开始我们的大创不知不觉已经半

年过去了，站在毕业的前夕，我们的大创项目

——“石墨烯增强镍基复合材料”也进入到了中期汇

报阶段。 
我们前期的实验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用

购买来的氧化石墨烯通过化学还原法制备分散性较

好的石墨烯溶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创新点在于

用 PVP 作为表面活性剂来活化氧化石墨烯，以在之

后制备的过程中提高石墨烯的分散性。我们还将制

备出的石墨烯进行了一系列的表征，包括拉曼散射、

紫外光谱以及 XRD 等手段检测石墨烯性质，结果显

示我们的石墨烯样品分散性较好可以用来进行下一

步的实验。 
第二部分就是利用自主制备的石墨烯与镍通过

直流电沉积，制备力学性能较好的镍基石墨烯复合

材料。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遇到的实验难点是表面活

性剂的选择。刚开始选择了二十烷基苯硫酸钠作为

表面活性剂，但是做出的复合材料多次遇到裂开的

情形，说明内应力较大。之后我们选用了二十烷基

苯磺酸钠作为表面活性剂，做出的样品完好，没有

裂开的现象。我们将制备好的镀液净化先镀纯镍作

为参照组。之后我们多次净化镀液，在直流电流为

0.8A 的条件下，分别制备了含有不同量的还原氧化

石墨烯的镀液在钢片上进行电镀，电镀时间控制在

10 到 12 小时，阳极为镍板。 
 

 

照片 1  镀液的净化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于实

验材料的选择以及实验数据的选择，因为在不同的

选择条件下只要有一点偏差都会导致样品制备的失

败，所以需要我们谨慎地参考文献以及实际情况做

出合理选择。 
 
 

脚踏实地，再接再厉 
周辉（指导老师：韩肖清） 

创新 1302 
学会总结、认真总结、习惯总结，是为了把下

一阶段的实验做得更好。 
新的学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上一阶段，围

绕我们的课题-山西风光资源调查与用电评估，我们

的小组进行了严格的分工，将山西省光能资源、风

力资源的技术可发电量调查细分到个人进行调查，

同时进行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发电原理的学习。在这



种情况下，前期实验中偏于散漫的习惯有所改变，

同时提高了学习和实验效率。 
经过前一阶段对山西省历年的社会总用电的调

查（2010-2016），我们利用 MATLAB 仿真软件对未

来 4（2017-2020）年山西省的社会总负荷进行了预

测，在对用电量的拟合过程中，经过分析，1 次和 2
次拟合不符合实际情况，4 次明显不合理，所以我

们采用了 3 次拟合的方法，得出了未来 4 年山西省

的社会总用电量。 
 

 

照片 2  利用 matlab软件进行社会总用电预测 

 

这些调查工作和预测为我们下一阶段构建山西

光伏和风能可技术发电量与山西社会总用电量之间

的匹配关系提供了数据基础，即利用可再生能源发

电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山西省社会的总负荷，同时降

低社会对火电的依赖，为转变现有发电结构提供依

据，使发电方式更加合理，并且可持续。这对我们

的大创实验十分有帮助。 
在前一阶段的实验中，因为在上学期可能到有

部分成员需要找工作以及考研等客观原因，使得大

创实验的进度不是很快，我们放慢了大创实验的进

度，但是当大家都完成了自己的事情之后，都抱着

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大创实验中来，在大创实验上投

入的精力较多。使得我们在上一阶段的实验成果比

较显著。接下来，我们成员的时间比较宽裕，在大

创实验上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这可以加快实验进

度。所以我相信，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再接再厉，

就一定能做得更好。圆满的完成大创的实验，为大

学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同心协力，砥砺前行 
朱宁波（指导老师：董晓强） 

土木 1405 
新的学期，我们的实验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无

论是从实验的方法上，还是在实验的实际操作上我

们都有了一定的经验，实验进度上也有了很大的提

高。实验前我们认真准备，试验中我们踏实操作，

试验后我们仔细处理实验数据并总结试验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试验过程中我们都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

不断交流，思维的火花在此碰撞，我们从中学到了

许多知识。 
 

 

照片 3  赤泥拌和样 

 

我们的实验目前关于赤泥基本性质已经基本测

试完毕了。我们在尝试加入赤泥中钠化试剂改良赤

泥的性质，但是最近我们的实验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与困难。按照我们以前做实验的经验，赤泥的最优

含水率在 30%左右，我们在加入氢氧化钠或者碳酸

钠试剂后当把最优含水率定在 30%左右时，拌和出

来的赤泥却已经不是颗粒状了，也就影响了后面的

击实等一系列实验。对于这种现象，我们重新做了

几次这部分实验，、可以每次做出来的情况还是如

此。我们针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讨论，我们觉得出现

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我们测

量含水率的设备可能出了一点问题，由于以前其他

人员操作不当使得烘干的仪器出了点问题，烘干不

均匀可能导致测出的含水率不准。二是加入钠试剂

可能影响了赤泥的性质，使得最优含水率发生了变



化。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提出了控制变量的解决方法，

我们如果保证了含水率测出来的是正确的，那我们

便可以进一步研究是不是钠试剂改变了赤泥性质。 
我们不怕遇到问题，我们在分析问题与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收获了更多。我们一定同心协力，砥砺

前行。 
 
 

继续前进 
李玲毅（指导教师：程伟丽） 

成型 1403 
已经进入了大三的下半学期，在天气逐渐变暖

的三月份，我们一边学习着专业课程，一边去学院

楼实验室跟着程伟丽老师和研究生学长进行电化学

试验，在此期间，我们终于完成了三种合金电化学

试验，并且分析了三种合金的腐蚀机制。 
电化学测试前需要进行试样制备，我们先将试

样用 800#，1000#,2000#的砂纸逐渐缓慢进行打磨抛

光，后将试样用导线环绕，并用环氧树脂将其中五

个面包裹，只留出 10mm*10mm 的面。待环氧树脂

晾干后继续抛光，然后在超声波震荡仪中用去离子 
水洗干净。之后在 37 摄氏度模拟体液的水浴锅中进

行电化学测试。 
 

  

照片 4  铸态镁铋合金极化曲线图 

 
在测试极化曲线这一阶段时，我们遇到了一些

问题。比如说在进行实验时，用电脑软件得出的极

化曲线不是很好，与预期实验结果有较大差距。原

因可能是烧瓶里的三相电极没有在同一条直线上。

做一次这样的电化学实验平均要花费很长时间，这

让我们有些失落。但是研究生学长鼓励我们不要灰

心丧气，实验中遇到问题是常有的事，一定要反复

试验，吸取失败的教训。于是我们不断地调整和试

验，花费了很长时间，最终得到了较为满意的极化

曲线。 
通过这次的实验，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还收

获了一份不怕困难和挫折，持之以恒的心态。 
这让我不禁感慨，如今的我们生活幸福，祖国

兴旺发达，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大家像生活在

蜜罐之中，在家里有长辈们的百般呵护；在学校里

有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事事

如意。也正是这重重爱护，使有些同学变得越来越

脆弱，碰到一点困难就烦躁不安，遇到一点挫折就

停滞不前，甚至自暴自弃。我们是跨世界的社会主

义事业的接班人，要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这样怎么能行？ 
一个人在努力向前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时，总会

遇到许多困难，经受许多挫折。其实，困难、挫折

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困难面前丧失信心，失去前

进的动力。 
在最后，老师给我们讲了关于大创中期答辩的

相关事宜，并且告诉我们中期之后需要做的实验。 
接下来我们的项目将进入后期阶段，我们已经

对实验充满信心。 
 
 

 
编者的话： 

人年轻的时候很难平淡，譬如走在上山的路上，

多的是野心和幻想。直到攀上绝顶，领略了天地的

苍茫，才会生出一种散淡的心境，不想再匆匆赶往

某个目标，也不再担心错过什么，下山就从容多了。 

http://www.juzimi.com/ju/735442
http://www.juzimi.com/ju/735442
http://www.juzimi.com/ju/735442
http://www.juzimi.com/ju/735442


大步向前 
王珠（指导老师：金燕） 

能源 1303 
时光静悄悄地从指缝间溜走，转眼间，我们已

经面临毕业了。我们所研究的课题——“飞灰对钾基

吸收剂脱碳影响的试验研究”已经到了中期汇报的

阶段。 
我们的项目于 2016 年 6 月进入实施阶段，2016

年 10 月正式启动。在项目实施期间，项目组成员通

过阅读大量文献并进行实地调研，确定了本项目的

试验方案。在金燕教授的指导下，建立了试验系统，

设计了模拟烟气，制作了钾基吸附剂。在此基础上，

就飞灰对钾基吸收剂脱碳的影响进行实验研究。 
 

 

照片 5  金老师帮助我们分析问题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对实验台进行了进

一步的完善。就水凝结问题，我们不仅仅添加了预

混室，对预混室使用酒精灯加热，同时，我们还在

进入反应容器的管段上加了保温层，尽最大可能减

少散热，减少水蒸气的凝结。由于二氧化碳检测仪

不能进水，混合烟气在进入二氧化碳检测仪之前，

需要进行干燥。我们之前所用的方法是硅胶脱水，

但是由于气体经过干燥装置速度十分缓慢，所以我

们改用冰水混合物来冷却烟气，此种方法避免了在

烟气流程里加设障碍物，在干燥除水的前提下，保

证了烟气流速。 
在实验装置满足项目要求的前提下，我们对实

验设计方案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规划。由于本项目研

究的是飞灰对钾基吸附剂脱碳过程的影响，我们对

飞灰的种类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选用了不同电

厂的飞灰，并且使用 X 射线衍射仪对飞灰的表面结

构进行分析，采用比表面积，比孔隙度等对飞灰进

行描述。在此基础上，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进行

大量的实验。分析数据，定性得出飞灰对钾基吸附

剂脱碳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会以更加严谨的态度，更加专注

的内心，更加完美的状态来面临未来的考验。 
 
 

我们仍需努力 
张瑞斌（指导老师：雷宏刚） 

土木 1302 
光阴似箭，转眼间大创项目就要进行中期答辩。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项目“一种装配式钢结构体系

梁柱节点连接装置的设计”在困难中不断前进，但需

要我们做的还有很多，我们仍需努力！ 
在保证节点传力明确、形式美观、安装方便的

前提下，我们组已经确定了节点的形式——装配式

内隔板节点。通过参考相关文献，针对我们所设计

的节点做了几条假设，顺利得出一个节点初始转动

刚度的计算公式。为了验证公式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需要我们进行数值模拟。 
项目一开始，在雷宏刚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

们深刻了解了整个项目的研究方向，梳理了关于梁

柱节点连接的一些疑难点以及相关的知识范畴、研

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确定了项目的

实施思路，并制定了一系列的阶段性研究计划。 
项目的第一阶段，是进行梁柱节点连接装置的

初步设计，我们分别从不同方向展开了研究。分别

是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以及施工现场的实况考察。根

据开展小组会议，我们每个成员都分配了自己的任

务，包括查阅相关的资料文献并进行归纳整理以及

进行施工现场的实况考察并录取影像资料、撰写心

得收获，并且在随后的小组会议里报告各自任务完

成的具体情况，并进行归纳汇总。 
在对装配式钢结构体系梁柱节点的连接有一个



清晰明了的认识之后，接下来就该进行连接装置的

初步设计了。经过归纳与整理，现有的工程实例中

采用的梁柱节点存在以下不足：传统梁柱全焊接节

点延性差，易发生脆性破坏，且需要现场施焊，影

响施工速度与质量；传统螺栓连接节点连接方式复

杂，给施工带来不便，同时螺孔削弱截面强度，还

会造成应力集中，影响其受力性能。在现有装置的

基础上，我们进行了新型梁柱节点连接装置的概念

设计，并绘制了梁柱连接示意图。在基本结构的构

造尺寸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设计计算。 
 

 

照片 6  施工现场梁柱节点连接实况考察 
 
随着研究生考试与考试周的临近，在接下来的

日子里，我们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小组

成员的考研复习、期末考试复习与项目研究在时间

上的冲突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每个成员合

理分工、团结协作。相信我们可以一直保持高涨的

热情，勇往直前，披荆斩棘，克服困难，把我们的

大创项目认真的完成，交出一份理想的答卷。 
 
 

逐步深入 
鲍一帆（指导老师：王文先） 

成型 z1404 
随着实验的逐步深入，我们组的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基于声场、温度场镁合金焊接接头疲劳裂纹

扩展寿命评定方法”在母材部分的疲劳裂纹扩展实

验完成之后，开始进入评定 ZA31B 镁合金焊接接头

的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的实验阶段。这也意味着，我

们对于整个项目的认知，要从基于声场、温度场理

论的材料内部能量场在裂纹扩展阶段变化的外观体

现，深入到与表观声场-温度场变化相联系的本构关

系以及裂纹尖端组织的微观损伤机理上来。 
我们对于整个实验具体原理的剖析，主要分成

三个部分，首先是搅拌摩擦焊对接头造成的影响；

其次是用棘轮法对声发射以及红外热成像的评定机

理进行解释；最后是对母材及其焊接结构内部组织

演变的系统性分析。 
为了明确搅拌摩擦焊对接头的影响，我们请王

文先老师到焊接实验室帮我们详细讲解了其中的原

理。 
搅拌摩擦焊作为一种以摩擦热和材料的塑性变

形热为焊接热源的焊接方法，其焊接过程是将圆柱

形的搅拌针高速插入待焊工件的结合处，使得接合

部位热塑化，同时粉碎和弥散接头表面的氧化层，

对焊缝金属施加焊接顶锻压力，使材料在压力作用

下扩散连接形成固相接头。 
 

 

照片 7  王文先教授讲解搅拌摩擦焊 

（左起：鲍一帆 刘凯超 吴力平 王文先教授 

张琦睿 邢进辉 闫志峰老师） 

 

在本次试验中我们之所以选择搅拌摩擦焊进行

焊接，是因为它具有以下的优点： 
1).搅拌摩擦焊是一种焊接材料消耗很小的焊接

方法； 
2).搅拌摩擦焊是一种低温焊接方法，焊接完成

后工件内部不存在很大的残余应力，可减少焊接变



形的预防、矫正措施，简化工艺； 
3)搅拌摩擦焊是一种低污染的焊接方法，焊接

过程中不会产生大量的渣气，便于我们在实验结束

后进行整理工作。 
根据王老师的说明，我们对于焊接过程中，工

件的具体受力有了细致的了解。搅拌针前进的过程

中，根据搅拌针的旋转方向与焊接方向是否一致，

焊缝可以分为前进侧和后退侧，其中前进侧因为受

到拉应力的作用，内部存在着较大的残余拉应力，

所以疲劳断裂一般发生在焊缝的前进侧。因此，我

们在下一步对焊接接头的疲劳裂纹扩展的研究将会

集中在搅拌摩擦焊缝的前进侧部分。 
通过将整个项目划分成几个相互关联的环节，

并逐一进行实验、观察、思考和分析，我们对于自

己课题的理解在日益深刻。我相信，凭借着我们不

懈的努力，终有一日定将有所收获！ 
 
 

忙碌的三月 
张郁新（指导老师：李育珍） 

环工 1404  
春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三月的景象更是美不

胜收。在校园的花开同时，我们也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我们的实验。 
因为课程紧张的缘故，我们把实验时间都定在

了晚上，我们分成两组做不同的影响因素，一组是

振荡时间的不同对吸附的影响，另一组是 pH 不同

对吸附的影响。因为这两个都是刚刚开始的，第一

次做的时候就会有点生疏。比如，我们会把握不好

时间间隔导致离心的进度会赶不上振荡的进度，或

者没有提前学会 pH 计的用法以至于浪费了一点宝

贵的时间，抑或是制取盐酸时的紧张（不懂得使用

通风橱等）。就是这样，我们依然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这都归功于团队的合作。 
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对于 pH 值来

说，吸附情况有一个最适点，并且是出于中性附近

偏酸的地方。对于振荡时间来算，吸附会在比较短

的时间内就会达到最高效率，但时间增长反而吸附

率会下降，即出现解吸现象。但这也只限于我们目

前的结论，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对上述结论进

行验证并得出最后结论。 
 

 

照片 8  pH计测溶液 pH 

 

有了老师的鼓励和敦促，再加上实验室学姐学

长们的热情帮助，我们在这一个月内的进步很大，

不仅得出了不错的实验结果，并且学到了很多，从

实验仪器的使用，再到处理数据的方法，都是我们

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团队变得更加团

结，从最开始的不太熟到现在的“大吵大闹”，我想

这是所有人的回忆。 
每当实验结束，走在校园昏暗美丽的路灯下，

感受着春天晚风的吹拂，看着路上学生或急或缓的

脚步，想到今天离成功又近了一步，我就觉得无比

幸福！ 
 
 

试样拉伸性能的测定 
邸靖茹（指导老师：许春香） 

成型 1401 
前期实验中我们经过熔炼、磨金相、显微镜下

观察组织、在金相显微镜下观察金相组织等一系列

实验。对于具体的铸造过程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

对于学习铸造的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我对自

己学得专业知识有了深刻的理解。通过磨金相以及

金相显微镜下观察组织，结合所学知识我们对试样

的一些性能有了大致的方向。在了解了微观组织之



后，为了更准确了解所熔炼试样的力学性能，我们

对其进行了拉伸性能的测定。 
首先我们利用线切割机进行拉伸试样的制作，

由于没有使用过线切割机，所以我们通过了学长的

帮助才将试样制备好。整个试样制备过程中，还是

比较顺利，但着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在线切

割系统软件中画好图，设置好参数，机器便自动切

割，只需稍微注意一下进程就行。 
经过几天终于制备好了标准试样，然后我们进

行拉伸试验。将试样在拉伸试验机夹具上加紧，而

这夹紧操作很是讲究，可以说是拉伸试验中很重要

和关键的一部。如果没夹紧，在后面拉伸过程后期

试样会打滑，导致拉不断。在夹紧时，如果上下夹

具没对正，就会给试样一个弯矩，导致最后数据不

正确。因此拉伸试验时我们花了一大部分时间来调

整好。然后打开拉伸试验系统软件设置参数，开始

拉伸，拉伸过程中明显伸长和缩颈，最后被拉断，

电脑上便记录下试样的应力应变曲线，拷贝回去进

行数据分析。 
 

 

照片 9  拉伸实验 

 

在上期观察试样金相组织我们发现我们的试样

里有很多缺陷，晶粒不是很好，经过这次拉伸测定

我们发现其力学性能也不是很好，抗拉强度比较低，

看来熔炼水平还需要努力提升。 
接下来我们有检测了试样的导电性，我们选的

仪器是 TH2512B 型直流低电阻测试仪，该仪器能够

比较精确的测定材料的电阻。通过测试我们发现材

料的导电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通过我们进一步

分析得知，要使铜粉末形成导电结构，必须要使铜

形成空间网状结构，也就是铜在加热过程中必须达

到其熔点，然而此时聚四氟乙烯已经达到了它的分

解温度。之前我们一直寄希望于两种材料能够相互

促进熔融，该实验结果也使我们打消了这个念头。 
之后我们对于试样又进行了组织分析，选择的

仪器为孔探仪，将试样表面放大 40 倍观察其表面组

织形态，发现果然铜粉颗粒并没有连接起来，虽然

有熔融趋势。但聚四氟乙烯颗粒已经熔融，状态令

人满意。 
之后我们对这次样品检测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得出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例如：将材料铜粉换成

已经成型好的铜网……总之，大创实验在带给我们

挫折的同时，也带给了我们很多欢乐，最终要的是

提升了个人能力。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虽然

我们这次可能遇见了不小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坚

持和不断总结改进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 
 
 

迎难而上 
张雅鑫（指导老师：杨玲珍） 

光信 1302 
马上就要毕业了，伴随着分别的不舍，大创也

要接近尾声。回首整个过程，其中有感动也有心酸，

但更多的是体验到实践的快乐。 
我们做这个项目，为什么呢?在高纬度地区，由

于冬季气温较低，冰冻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静

冰压力会造成约束边界的破坏，给寒冷地区水电大

坝及建筑物和周边人类财产安全带来巨大隐患。由

于受风速、温度、地域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冰的形

成和变化十分复杂，导致静冰压力的检测成为冰力

学研究中一个难题。 
这个设计的过程中我们考虑了微弯传感的方

法，用 Soild Works 设计了一些模型，通过 3D 打印

机打印，之后用于实验测量。设计模型的过程中我

们遇到很多问题，并且进一步不断改进了模型，这

个过程让我受益匪浅。当光纤弯曲的曲率半径与光

纤直径可以比拟的时候引起的损耗称为微弯损耗。



微弯的幅度、周期和数目对微弯损耗有影响，其中

微弯周期是最主要因素。微弯结构是由于某种机械

扰动使光纤产生微弯，从而引起光纤中的光能量在

不同模式中进行重新分配。弯曲越厉害，光纤中产

生的辐射模越多，光损耗就越大。利用这一特性，

把光纤加在两块弯曲结构的变形板之间，由变形板

引起光纤弯曲损耗，就形成了光纤微弯传感器。通

过查阅文献找到齿间距计算公式。 
 

 

照片 10  初期微弯传感模型 

 

为了满足传感器封装要求，将微弯齿下半部分

与外壳设计在一起。由于使用单根光纤不易保持平

衡，微弯齿之间放置两根光纤，一根接入光纤环用

于测量，另一根保持微弯齿平衡。并且解决了漏水

和封装的问题。漏水的问题呢，主要是用热熔胶对

可能产生漏水的地方进行涂抹。 
 
 

旅游景介的翻译策略(一) 
孙阳阳（指导教师：侯涛） 

英日 1301 
旅游翻译是对外宣传的一项重要工作，但常见

一些景点的外语景介 ( 此处专指英语)中错、讹现象

不断，语言、语用、文化译误不乏其例，其宣传效

果因而大打折扣。如何适应外国人的阅读习惯和思

维方式，以恰当传递原文信息，是值得译者深思的

一个问题。 
下面是晋祠景区有关周柏的介绍： 

【原文】周柏—— 西周所植，距今已有 3000 年的

历史，树高 18 米，树围 5.6 米，主干径 1.8 米 ，

向南倾斜 45 度，形似卧龙，又称卧龙柏。 

原译:Planted in the Zhou Dynasty, this cypress tree has 
a history of over 3,000 years. It’s about 18 meters in 
height and looks like a winding dragon, thus called the 
Dragon Cypress. 
 

 

照片 11  晋祠中的周柏 

 

乍看译文，译者似乎忠实地传递了原文的信息。

但龙的翻译却值得商榷。在中国，龙是吉祥的神物，

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在西方国家中，“dragon”是

凶恶的象征，西方神话中的龙是一种形似巨大的蜥

蜴，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巴，

能够从口中喷烟吐火的凶残动物。这一译文不仅无

法在外国游客大脑中激活熟悉的文化概念，反而有

可能在译文读者心中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时 ,译者

在将词语翻译成目的语的同时 ,可以通过在上下文

中合理地提供新的信息 ,帮助外国游客补充其原有

信息的理解。 
改译：Planted in the Zhou Dynasty, this cypress tree 
has a history of over 3,000 years. It’s about 18meters 
in height and looks like a sleeping dragon (homonym 
of “emperor” in Chinese, representative of dignity and 
luck), thus called the Dragon Cypress. 

通过提供“龙”在中国与“帝王”相连的这一信息

的补充,使译文读者原有有关“龙”的文化理解得以扩

展。他们会在阅读中 ,将“龙”与“尊严”和“福”联系起

来,从而形成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并且在看到其他旅



游宣传资料中出现的同样形象时,也能产生正确的

理解,使译文读者原有有关“龙”的文化理解得以扩展,
帮助外国游客补充其原有信息的理解。另外值得提

出的是,汉语中的“卧龙”译文被翻译成了“sleeping 
dragon”,“卧”顾名思义,汉文化的理解就是躺着的龙,
但译文这里没有简单的译为“lying”而改用“sleeping”,
这种修改一方面可以唤起外国游客的兴趣,使他们

想了解这种卧龙到底是怎么样的,另一方面也符合

了外国游客的文化理解。 
山西旅游材料由于包含独特韵味的自然景观和

深厚的人文风情,在翻译时,必然会遇到这种文化空

白和文化差异现象,译者必须考虑到外国游客的文

化心理,打破中国文字表面结构的界限,更好地展现

山西的旅游特色。 
 
 

调查问卷（二） 
赵崇渊（指导老师：樊燕萍） 

会计 1302 
在完成了问卷的设计工作后，我们团队进行了

尝试性的发放问卷，数量在 60 份左右。通过回收和

分析答案填答情况，修正问卷的错误。 
在樊老师的指导下，以及和被访者沟通和对收

回问卷分析后，我们认为问卷中存在一些问题干扰

了受访者的填写，对此我们团队进行了更正。 
一、创新性问卷中的问题 

在创新部分中，我们在第七题：网购时选择的

付款方式排序中遗漏了较为重要的微信支付，试发

放中受访者中许多人选择了其他一栏，并填写了微

信支付。 
在其后的余额宝相关问题中，您多久查看一次

余额宝和您查看余额宝的原因中，选项里未考虑受

访者未使用余额宝的情况，我们在选项中添加了未

使用一项。 
二、风险性问卷中的问题 

题目中一些与余额宝相关的问题如：您使用余

额宝的时间和您会把多少钱存入余额宝里等问题中

没有考虑到若受访者不使用余额宝的情况，我们在

正式问卷中加入了选项——未使用。 
在使用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创新服务中遇到过

哪些问题和遇到问题时如何解决等问题中，选项中

同样缺少了未出现过问题和未使用过追索权等选

项，使得此类问题中一部分受访者在填写问卷的过

程中无法做出选择。 
 

 

照片 12  问卷的讨论 

 
我们重新调整了问卷，并准备进行下一阶段的

正式发放工作。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会选用整群抽样方

式，按被访者类别发放问卷，筛选出问卷中的有效

部分，即没有随意填答且所有问题都回答的问卷，

数量达到 200 份以上，得到有效的数据并进行下一

阶段的分析研究。 
 
 

 
编者的话： 

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

望活的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然后从中

学习，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却发现自己从来没

有活过。 
——梭罗《瓦尔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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