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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布后引发了激烈辩论，甚至还引起了争议，虽然
讨论无疑还会持续下去，但我们在这里不予置评。我们相
信您一定能够在这份杂志的其他文章里看到相关评论。
事实上，我们认为预测本地化行业的未来是一件很难的
事情，甚至不可能做到，更不用说推断具体时间，或是谁
输谁赢了。话虽如此，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这个行
业正在经历又一次重大转变。与过去许多由技术推动的
变革一样，这次变革有望帮助各公司与其全球客户之间
建立桥梁，同时也对工作流程、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
张、价格以及本行业一大议题 — 质量，提出了重大挑战。

语言行业的历史相对而言并不长，但该行业在关键技术
能力方面已经历数次进步，行业结构也因此改变。由于人
工智能 (AI) 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已然来到下一个关
键拐点，拐点过后将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很多公司来
说，这种变化具有十足的破坏性，但对于善于审时度势的
公司来说，只要善加利用，这将会转变为巨大的机遇。我们
保证，这篇文章不会再向您解释“为什么应该关注 AI”，因
为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明了。本地化的
未来注定拥抱 AI，而且这一切已经发生。我们已经置身于
这个新时代。

在猜想 AI 将如何改变语言行业时，有一种方法颇为有
效，那就是参考技术周期的普遍规律。从 Schumpeter 到 
Christiansen，从 Brooks 到 Naim，诸多大家著成的数百本商
业书籍已经非常详尽地对此进行了说明。在这些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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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到 Jaap 所描述的“为全球化做好准备”，本地化
行业需要改变理念，将成本、速度和翻译量看作至少与质
量一样重要。此外，还必须根据具体的市场、场景、文化以
及风险容忍程度灵活制定质量标准，以兼顾日趋重要的
其他三项标准。

并非只有本地化行业过分注重质量。纵观历史，裁缝们
在机器引进后也提出了抗议，并为制衣质量下降而哀叹
不已。但如果我们固守裁缝的质量标准，今天的大多数人
将无法穿着这般廉价实用的服装，因为大众需要的并非
高端奢品。使用前几代 iPhone 的人都知道，该手机的通
话质量并非尽善尽美。网络质量、电信技术和天线设计导
致手机很容易出现通话信号不佳和掉线。但无人能否认 
iPhone 和其他智能手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
时至今日，移动电话的通话质量仍不如固定电话，这种情
况甚至可能会长久持续下去。但如果人们所在之处不具
备大型固话基础设施，这一缺陷就无关紧要。对于普罗大
众来说，这点小缺憾瑕不掩瑜，因为他们看重移动技术随
时随地都可使用的优点。这些优点更为重要，因此手机不
必与固话具有同等通话质量。不过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
论点并不是说通话质量不重要。在某些情况下，通话质量
必须优先保障，例如为了在视频中播放而进行录音时，或
两国政府之间讨论战略问题时。有些通话需要专用电话
或加密以确保安全性。必须灵活设定通话质量的接受标
准，这样，才能让所有人都能享受电话的便利。当然，即使
是质量较差的手机，其质量也已经提高到了一定水平，能
够让人接受种种不尽人意之处。随着纯机器翻译（无论是 
TM 还是 NMT）基本质量提升，机器翻译将在某些场景
中获得认可，届时，翻译的规模、速度和成本都将得到显
著改善。我在 MultiLingual 杂志 1 月刊发表的《本地化的
未来》文章中十分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仍要翻译
大量内容，并且应该让具有相关技能、经验和学识的翻译
人员进行翻译，但由于整个行业将从人工翻译模式转到
机器翻译模式，或者主要由机器进行翻译，因此海量内容
将首先交由机器进行翻译和本地化。

MT = AI
关于 MT 的许多讨论都围绕着 MT 产出的译文是否能
够达到与人工翻译同等的质量。抛开上文关于内容质量
的辩论不谈，如果您考虑一下翻译记忆库和其他语言资
产的作用，甚至翻译人员未经批准使用 MT 引擎的情况，
您就会明白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比较纯人工和纯机器翻
译。这种讨论早已过时，我们真正讨论的是，人工和工具，
两者的贡献比重如何？

这场争论的核心是，机器是只能翻译出不一定准确的
只言片语，还是已足够聪明，能够在不需要人工调整和润
色的情况下完成全篇翻译。

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就是，如何看待一项新兴技术。人类
在描述困境时总能绘声绘色，但在勾画未来时却无法抛
开现状大胆设想，因为我们往往要以现实为参考，这就
限制了我们对全新可能性的大胆想象。福特汽车公司创
始人 Henry Ford 的一则格言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现象： 

“如果我问人们想要什么，他们会说‘跑得更快的马’。”
人们能够准确表达需求：提高速度，更快地跑完路程，但
由于当时人们主要乘马车出行，因此只能想到马匹而已。

这一观点至关重要，可帮助我们理解 AI 将如何改变这
个行业以及 Jaap 文章引发的争论热潮，同时也能更加清
楚地认识 AI 这项新技术，以及组织在战略上的应对之道。

以下几点是经常引起激烈辩论和严重分歧的地方：
1. AI 创作的内容和翻译能否与人工翻译相媲美？
2. 翻译价格是否会持续下降/翻译人员如何赚钱/

翻译如何计费/翻译成果的公允价值是多少？
3. 笔译人员/口译人员会失业吗？

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和“跑得更快的马”同属一类，尽
管都是公认的难点并且备受关注，却让人们无法从全局
考虑问题。事实上，我们应该讨论以下这些问题：

1. 当前，架起语言和文化桥梁的需求是否得到满
足？这一需求是否会继续增长？

2. 根据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接下来您需要问这
个行业将如何做出变通。我们将如何满足日益增长的
需求？或者，行业将如何度过需求减弱的艰难时期？

3. 我们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如果企业必须为全球
化做好准备，那么需要在衡量、观察和运营方面付出哪
些努力？
如果您认为我们还远远未能满足翻译需求，那么我们

如何进行大规模翻译以满足需求？我们如何让客户之旅
每一步涉及到的内容都完成本地化？我们如何才能扭转
以下局面：世界上大部分内容仅以英语发布，越来越多不
使用英语的网民被拒之门外？我们如何帮助开拓更广阔
的市场？我们如何能够以经济实惠的方式支持资源不足
的小众语言、新兴经济体的语言，以及每个国家/地区使
用的非官方和非主要语言？

要找到答案，我们必须质疑自己的假设，采用新技术并
以新方式优化新技术，以此实现变革和其他目的。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阻碍我们前进的三种观点。

质量决定一切
本地化行业非常重视翻译质量，以至于有人觉得过了分。
其实，无论是本地化还是其他行业，所有项目都必须兼顾
时间、成本和质量。质量无疑很重要，但这一工业化社会
的业务衡量标准其实非常主观。文字表达并不存在“正确
答案”，翻译也是如此。我们的 ISO 标准、不允许出错的
工厂思维和语言纯粹主义使翻译难以大规模展开，也使
行业圈子越来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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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陷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价值比较的困境，却忽
视了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虽然 MT 可算作一种 AI 技术，
真正的 AI 却高于 MT。融合图像、视频和文本分析的多
模态 AI 有望为此问题引入全新答案。当我们正在为机器
翻译还是人工翻译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机器“翻译”正逐
渐迈向“创译”。机器创译能赶上人工创译的质量吗？也许
不能，但那无关紧要。机器创译肯定能冲破限制，不仅做
到翻译，还能创译几乎所有内容。机器创译是否无需人类
干预即可达标，这点尚不清楚。但是 AI 的应用领域已非
常广泛，比如机器转录。语音转文字之后再进行机器翻译
已是常见组合，另外还有文字转语音引擎，这将大大拓宽
视频和多媒体领域的疆界。而源文件包格式转换也开始
应用 AI。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 AI 应用。例如 AI 可以识别语
言专家的工作和技能并进行评分。AI 将能够根据语言专
家的经验确定适合某项目的理想人选。如果您需要在短
时间内以低廉的价格找到理想的翻译人员，AI 则能助您
一臂之力，帮您找到合适的译员，并自动将工作发送给译
员。事实上，AI 还将帮助我们为内容转换确定理想的工
作流程，实现所需的业务成果。

源文件不能改
只有源内容或源文件编写完成后，本地化工作才能开展。
但我们每天面临的许多挑战都来自于源内容或源文件质
量低下。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都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们被指
责翻译质量不佳，而这完全是源内容质量低下所导致的。
但很少有本地化团队，更不用说语言服务提供商，胆敢这
样反驳。就像杰出的厨师拿着不太好的食材却制作出美
味佳肴一样，优秀的翻译人员、本地化工程师和项目经
理经常是对着有缺陷的源文件翻译出令人拍案叫绝的译
文。源内容质量不佳给本地化行业中的所有角色都造成
了困扰。

这不仅在翻译价格、翻译周期和质量问题方面造成了
压力，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阻碍，导致无法将所
有内容本地化。更重要的是，流程自动化程度越高，其中
的缺陷就越难以被纠正。换言之，如果我们不修改源内
容，AI 就只能高速产出大量劣质译文。

也许 AI 最实用、最富影响力的应用将是优化源内容，
甚至生成源内容。借助 AI，本地化服务提供商可以检查
海量源内容，然后对其进行分级、标记、排序和扩充。AI 
将帮助我们选择合适的转换流程，并有助于人工翻译产
出更优质的目标语言内容。此外，AI 还将生成训练和引
导机器所需的元数据。最后，这必然将改变我们与源内容
创作者之间的关系。

一开始，针对源内容的讨论将聚焦于内容优化，最后将
着眼于内容生成。像 GPT3 这样的大规模自然语言生成 
(NLG) 引擎正在迅猛提高输出内容的数量。既然我们可
以以本地语言创作内容，那为何还要进行内容转换？在翻
译、创译和以本地语言创作内容之间做出选择，这难道不
是现在营销人员的工作吗？如果要训练、调整、优化和操
作 NLG 引擎，以便获得符合需要的最终产出内容，有谁
能比我们行业的语言专家更为合适呢？

这仅仅是我们这个行业 AI 时代的开始。人工翻译曾经
再辉煌，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客户期望的不再仅仅是翻
译，而是深入的理解，是丰富的内涵，是攀升的销售额，是
直击人心的宣传和更优质的客户体验。我们应当停下争
论，重申使命，即让所有企业、政府、组织和人们能够互相
联系、沟通和交易。对此，AI 非但不是威胁，反而是助力。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顺利采用当代先进技术，实现目标。

本文是本地化的未来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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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都碰到过
这种情况：我们被指责翻译质
量不佳，而这完全是源内容质

量低下所导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