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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理解! 科技英语翻译与 !"#论文写作是我国学生进入学术界必须掌握的基本
技能* 本书共分英语阅读理解! 科技英语翻译与 !"#论文写作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从词
义! 句式! 文体和背景等几个方面来介绍英语阅读理解技巧+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科技英语
词语和各种句子( 简单句! 定语从句! 长句和复杂句) 的翻译技巧+ 第三部分主要从 !"#论
文类型与结构! 各部分( 论文标题! 摘要! 前言! 方法! 结果! 讨论和结论等 ) 的写作! 投
稿与发表! !"#论文写作基础! 论文常见错误与学术不端! 一流论文写作等几个方面来介
绍 !"#论文写作技巧* 本书可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英语或英语写作教材使用$
也可供一般科研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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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写作缘起于 '()/ 年 )' 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 "$%" 后与一
位学生的谈话# 当时我问学生阅读理解感觉怎么样$ 学生说看了以后感觉似
懂非懂$ 不是很有把握# 由于阅读部分占的比重较大$ 是决定能否通过英语
四六级考试的关键$ 因此$ 学生似乎有点郁闷# 当时我想$ 如果能将我所知
道的阅读理解技巧传授给学生$ 也许会对学生有所帮助# 这就是本书写作的
内在动力# 本书的第一部分写作期间$ 又想到将科技英语翻译技巧和 !"#论
文写作技巧加进去的必要性$ 因此$ 就继续写了后面两部分# 科技英语翻译
不仅是高年级本科生$ 也是研究生需要掌握的一项专业技能# 但是根据多年
的教学经验$ 学生在这方面的训练仍然不够$ 译出来的东西不堪卒读# 以前
曾编写过这方面材料$ 经修正扩充后$ 作为本书的第二部分# 此外$ !"#论文
写作是是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 是研究生进入学术界应具备的一项基本科
研技能# 但目前的现状是$ 虽然很多单位都规定发表 !"#论文是研究生毕业
的一项硬性指标$ 但真正掌握这项技能的学生并不多# 因此$ !"#论文写作技
巧就顺理成章成为本书的第三部分#
本书包括英语阅读理解技巧% 科技英语翻译技巧与 !"#论文写作技巧三
部分# 第一部分共分单词的记忆与掌握% 一词多义与词义选择% 名词的理解%
动词的理解% 分析长句与复杂句的方法% 从句的理解% 特殊句子结构的理解%
分析文体和语篇特征% 熟悉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背景 . 个章节$ 主要从词义%
句式% 文体和背景等几个方面来介绍英语阅读理解技巧& 第二部分共分科技
英语的特点与翻译% 英汉翻译的基础在于英汉对比分析% 科技英语翻译的词
语选择% 简单句的翻译% 定语从句的翻译策略% 长句和复杂句的翻译% 汉译
英翻译技巧 / 个章节$ 主要介绍科技英语词语和各种句子 ! 简单句% 定语从
句% 长句和复杂句" 的翻译技巧& 第三部分共分 !"#简介及 !"#论文写作的重
要性% !"#论文文体特点% 类型与结构% 论文标题的写作技巧% 作者署名方
法% 摘要的写作与关键词的设置% 前言的写作技巧% 方法的写作技巧% 结果
的写作技巧% 讨论和结论的写作技巧% 致谢% 作者贡献与参考文献的写作技

!

巧% 投稿与发表技巧%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论文常见错误与学术不端% 如何
写出一流论文 )4 个章节$ 主要从 !"#论文各部分 ! 论文标题% 摘要% 前言%
方法% 结果% 讨论和结论等" 的写作与发表技巧#
在这三个部分的关系方面$ 第一部分是第二% 第三部分的基础$ 因为理
解是翻译的前提$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时首先阅读第一
部分$ 并且在阅读第二和第三部分时随时回到第一部分加以温习# 本书可作
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英语或英语写作教材使用$ 也可供一般科研人
员阅读参考# 本书每部分后面都列有参考与进一步阅读文献$ 希望读者在读
完本书相关章节后$ 进一步阅读所列书籍和论文# 需要说明的是$ 本书例句
一部分来自本人的读书笔记和教学材料$ 一部分来自后面所附的参考文献$
在此向这些作者表示感谢# 此外$ 本书的写作曾受到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邱
文平教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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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志社主编% 美国田纳西大学程宗明教授的
启发& 本书的出版受到海南省特色重点学科海南大学作物学学科建设经费的
资助$ 在此一并致 谢# 读 者 读 后 如 有 什 么 意 见 和 建 议$ 欢 迎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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