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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工作报告语言简练,文风工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英译本在很多方面,尤其是词语表达
方面,体现了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本文在翻译转换理论视角下,分析了可数名词、定中短语和副词的转
换特点和翻译效果,以期为汉语词语英译提供借鉴。
[关键词] 翻译转换；词语英译；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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