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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中应急语言服务、公共卫生语言服务产生出应急语言人才匮乏,知识储量不足、语
言歧视和暴力、媒体信息翻译滞后,危害性谣言的产生、方言语言障碍和特殊人群语言障碍的问题,
以及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了地方传统文化语言服务中地方文化语言外译词汇无权威、地方文化语言
外译曲解化、地方传统文化静态化空洞化、主流媒体对地方传统文化误读的问题,需要有针对性的分
析与策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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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xisting problems and local Countermeasures in public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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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s and public health language services
hav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emergency language talents, insufficient knowledge reserves, language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delayed translation of media information, harmful rumors, dialect barriers, and
language barriers for special groups. And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xchanges, there have been problems with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al language services such as lack of authority in foreign translation of local cultural
languages, misinterpretation of foreign translations in local cultural languages, static and hollowing of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instream media misunderstandings of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result, targeted
analysis and strategy decomposition is required.
[Key words] public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Local culture and language services; language barrier
1 应急语言服务和公共卫生语
言服务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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