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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汉语词典》是中国第一部按辞典学的科学方法、直接按世界语原文释义翻译编写的世汉双语
词典。总的来说，它收词全面，释义相对准确、可靠，体例科学合理，查阅方便，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中
国世界语者唯一的一部案头必备工具书。但这部词典成书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限于当时条件（当时可供参
考的工具书和资料有限），不可避免也存在不少疏漏和错误，有些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这些疏漏和错误，
有的比较明显，能够从字面上看出，有的则比较隐蔽，必须在查阅有关资料后，才能发现。这就需要对原
词典中的每个词条逐一核对。为了重新编写的需要，我曾花大量时间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并把所发现的疏
漏和错误汇集成《世界语汉语词典》勘误表。现将这个勘误表全部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必须说一下：
表中所建议的“正确”译法，只是我个人的见解，或许原来没有错，而是我的看法错了。请朋友们不吝赐
教，提出讨论。王崇芳。

《世界语汉语词典》勘误表（初稿）
Erartabelo de EĈV
条目及义项

误

正

a ②

表示次序的第二点

表示次序的第一点

这显然是没有校对出来的印误。

abandon|o

【商】放弃（保险
受损后的余物给保
险商以获取全部保
险金）

【商】（为要求获得
全额赔偿而对保险
受损货物所有权的）
放弃；委付

原文释义：Ago, per kiu oni cedas
al asekuristo la asekuritan objekton aŭ tion, kio restis el ĝi post
difektiĝo, kaj anstataŭe postulas la
plenan asekuritan sumon。
应补充“委付”这一术语。委付
是指保险人同意将受损的保险标
的视为推定全损，在补偿被保险
人全部损失的同时，获得该受损
标的物的所有权。保险人接受委
付后，可以通过对标的物的处理，
获得接近或相当于赔偿金额的收
益。

abat|:
③

神坛（祈祷的处所） 曾是修道院的教堂
或住宅：la ~ejo de
Vestminstro （伦敦
的）威斯敏斯特大教
堂

原文释义：Preĝejo aŭ loĝejo, kiu
estis iam difinita por tiu uzo|: la
abatejo de Vestminstro

abdik|i ①

（皇帝、君主的）
退位

（皇帝、君主）退位

原译只适合于名词，而本词是个
动词。

abdik|i ②

（高级官员的）辞
职

（高级官员）辞职

原译只适合于名词，而本词是个
动词。

abdik|: ~o

退（位），辞（职） （皇帝、君主的）退
位；（高级官员的）
辞职

~ejo

1

说

明

原译给人的印象似乎世界语原词
是个及物动词而不是名词，而且
译语也不够准确（这个词不适用
于一般人员的“辞”职）
。

abel|: ~aro

（同 svarmo）

（同 ~svarmo）

漏写了“~”
。

abel|: ~ujo

en ~ujon ne blovu
（意为）不要捅马
蜂窝

en ~ujon ne blovu
不要往蜂房里吹气
（喻：不要激怒好生
气的人）

PIV 所给的语义提示是：(ne incitu
koleremulon)。汉语中的“捅马蜂
窝”意思是：比喻触犯厉害的或
不讲理的人，惹出麻烦或遭到报
复，与此语意思不合。

abomen|i

①（人体机能对某
种事物的）深恶，
讨厌（如气味等）

①（因物质的恶劣性
质而对其）厌恶，讨
厌：~i odoraĉon 讨
厌难闻的气味 / ~i
trinki akvon 厌恶喝
水

原文释义：Malamegi pro fizike
naŭzaj ecoj。
原译对这一释义中的 fizike 理解
有误。fizike 在这里不是指人的生
理机能，而是指“物理上”、“物
质上”。

abon|: ~kosto
~pago

定金

订金

“定金”是履行合同的保证金，
不是预付的订购款。

abrazi|o ②

【医】
（粘膜的表部
的）擦除；割除

【医】（皮肤或黏膜
的）擦伤，擦破，破
皮

原文释义：Disigo aŭ fortranĉo de
etaj supraĵaj eroj de haŭto aŭ de
mukozo。
1985 年《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审定“粘”读 zhān，
“黏”读 nián，
两个字各有分工：前者作粘连的
粘，后者为黏性的黏。

acid|: ~a ③

〈转〉辛酸的：~a
humoro 辛 酸 的 情
绪

〈转〉尖酸刻薄的，
酸刻的，尖刻的，令
人不快的; 酸溜溜
的：~a tono 尖酸刻
薄的口吻 / ~a respondo 尖刻的回答
/ ~a humoro 酸溜溜
的情绪 / ~a mieno
灰溜溜的表情

译为“辛酸的”不妥。
原文释义：(f) Malagrable pika: ~a
humoro, tono, respondo; ~a mieno
→ maldolĉa, akra, acerba。
但我以为，PIV 的释义并不全面。
柴门霍夫谚 语集中有一 句：Li
estas en acida humoro 他（因不
满、赌气等原因）心情不快；他
闷闷不乐；他心情酸溜溜的。还
有一个句子也出自柴氏笔下： ne
rigardu tiel acide 别这样酸溜溜
地看着我。

-ad-|:

（原世汉词典 I 部
分中只收了构成名
词的用法，而把构
成动词的用法漏掉
了。）

（增加：）B. 用以派
生 动 词 ： martel~i
（多次或长时间）锤
击，vizit~i （多次
或经常）访问 / mi
salt~is la tutan tagon
de loko al loko 我整
天到处蹦蹦跳跳

原文释义：… B. (Suf. esprimanta
ĝenerale agon kaj uzata por formi)
Verbojn el morfemoj signifantaj
agon aŭ objekton, por prezenti la
agon en ĝia malvolviĝo kaj insisti
pri ĝia daŭro aŭ ripetiĝo: mareladi
(longe m.); vizitadi (ofte aŭ regule
viziti); mi saltadis la tutan tagon
de loko al loko…

【电】变压器，拾
音器，捡波器

适配器，适配装置， 原 文 释 义 ： Aparato, organo,
转接器
cirkvito aŭ elemento de cirkvito,

adapt|:
②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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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onita por ~i alian aparaton al
antaŭe neintencitaj uzoj.
adher|i

粘着…有粘着力的

黏着…有黏着力的

请参阅“abrazio”中的说明。

adici|: ~ato

被加数

加数，相加数

加法和减法、除法不同，前后各
项的位置可以互换而不影响它们
的“和”的数值。加法中几个数
之间都是“相加”关系。考察一
下旧版和新版 PIV 给 adiciato 的
释义变化，是很有意思的。前者
所给的释义是“Unu el la nombroj,
kiuj estas adiciataj”（被用来相加
的几个数之一）。既然是“之一”，
那就意味着它是相加的两个或多
个数中的一个，就不一定是所谓
的“被加数”了。新版 PIV 中的
释义干脆改为“Nombro, kiun oni
adicias”
（用来相加的数）
。另外，
假如可以把 adiciato 看作“被”
加数，也就应该有与它对应的主
动形式的 adicianto，可是旧版和
新版 PIV 都不收这一词形，因为
不合逻辑。

adjudik|i

【商】投标（承包
某一工程）

【商】招标： ~i la
konstruon de ponto
就建造桥梁进行招
标 / ~ado de publikaj laboraĵoj 公共
工程的招标

原文释义：“Proponi kontrakton
pri laboro, livero ks al konkurencantoj, ordinare kun la antaŭa
kondiĉo, ke la akiranto estos tiu,
kies prezoj estos la plej favoraj.”
（给竞争者提出工程承包、供货
等的合同，通常以价格最优惠的
竞争者获选作为先决条件），从这
个定义看，
“adjudiki”恰恰是“招
标”，而不是“投标”。词典编者
把意思弄反了！

adopt|: ②

~aj gepatroj 养 父
母，继父母

~aj gepatroj 养 父
母，义父母

继父和继母分别是子女对母亲后
夫和对父亲后妻的称呼。他们和
子女不是收养关系。应删去“继
父母”这一错译。

adopt|:
~opatro

养父，义父，继父

养父，义父

参见“adopt|: ②”条中的说明（见
上）。

adult|: vir~o

（同 sedomio）

（同 sodomio）

字母写错。

adulter|i

【医】

（删去）

该词是普通词汇，例句“往牛奶
里掺水”，显然与医学无关。

aer|: ~disiĝi

（在空气中）消散， ①（在空气中）消散， PIV 在 aero 词条第④义项中已经
挥发，蒸发
挥发，蒸发 ②〈转〉 明确给出了这个合成词的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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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消失

“(= malaperi subite)”。应加上这
一转义。

afekt|: ~a

bel~a （打扮得) 象
花花公子的

bel~a （打扮得) 像
花花公子的

“像”曾作为“象”的繁体字处
理，一度造成混乱。1986 年重新
公布的《简化字总表》确认“像”
为规范字，两者在用法上各有分
工。原则上说“像”指以模仿、
比照等方法制成的人或物的形
象，也包括光所形成的与原物相
似的图景；
“象”指自然界、人或
物的形态、样子。前者如画像、
录像、偶像、人像、神像、塑像、
图像、肖像、绣像、遗像、影像、
摄像等，后者如表象、病象、形
象、脉象、气象、旱象、景象、
幻象、天象、意象、印象、星象、
假象、险象、万象更新、物象等。
具体词语的用法，应按《现代汉
语词典》或其他权威辞书为准。

afer|o ⑤

（商讨的）问题：
ludo aparte kaj ~o
aparte 玩 是 一 回
事，问题是另一回
事

供求双方所讨论的
事；买卖，交易：
negocaj ~oj estas
severaj 〈谚〉交易
是 严 峻 的 / ludo
aparte kaj ~o aparte
〈谚〉游戏是游戏，
交 易 是 交 易 / ne
taŭgas la vero por
komerca ~o 〈谚〉
做买卖不宜讲真话

原文释义是：tio, kio estas diskutata inter proponanto kaj postulanto。
对这一释义的理解直接影响到本
义项下所举例句的正确翻译。

afer|:
①

（唯利是图的）商
人

做生意的人，买卖
人，商人

原文释义：Tiu, kiu okupas sin pri
negocaj ~oj。不知“唯利是图”
从何而来。

afidavit|o

【商】
（国外有价证
券持有人附于证券
上的）免税申请

【商】（有价证券外
籍持有人附在息票
上的）免税申请单

原文释义：Oficiala deklaro, kiun
eksterlanda posedanto de valorpaperoj aldonas al la pagebliĝintaj
kuponoj, por eviti pagi la kuponimposton。
是（有价证券的）“外籍”（持有
人），而不是“国外”（有价证券
持有人）。

aflikt|: ~a

（精神上）苦恼的， 令人苦恼的，使人
痛苦的
（精神上）痛苦的

afekti 是及物动词，由它转成的形
容词具有“令人…的”含义。

ag|: inter~i

(tr) 干涉，干预

原文释义：Efiki aŭ influi al si

~isto

(ntr) 相互作用，相
4

互影响，互相配合：
la ideoj inter~as 各
种思想相互影响 /
inter~i kun iu 和某
人配合行动

reciproke。另见 interaga 的计算机
词义：inter~a komputila sistemo
交互（式）计算机系统 / inter~a
reĝimo 交互方式，交互式，会话
方式

agac|i

①使（牙齿）发酸， 感官受刺激的不适
倒牙 ②激怒，使烦 感（如牙酸感，由尖
恼
声引起的不舒服感
等）：： tro da citrono
metita en la teon ~as
la dentojn 茶里柠檬
放得太多会使人倒
牙 / la bruo min ~as
吵声刺激我的神经
/ tia babilaĉo ~as
ĉiun 〈转〉这种废
话叫谁听了都倒胃
口 / (abs) Dio manĝon donacis, sed la
dentoj ~as 〈谚〉上
帝赐给了食品，但我
牙齿却酸痛（无福享
受 ） / frotado de
kretpeco sur vitro
~as 粉 笔 摩 擦 玻 璃
发出令人讨厌的声
音 / la patroj manĝis
nematurajn
vinberojn kaj la dentoj
de la filo ~iĝis 父亲
吃了酸葡萄，儿子牙
齿酸倒了（意为：父
亲犯了过失会影响
到儿子）（旧约）

agaco 的原文释义：Malagrabla
nervincita sento, kaŭzata ekz-e de
acida frukto, de akuta bruo ks。
原译不全面（不只是使有牙酸
感）。新旧版 PIV 都只有一个义
项。应删去第二义项。

agl|o ④

〈转〉观察敏锐的
人

〈转〉有洞察力的
人，才智出众的人：
li ne estas ~o 他是
个平庸的人

原 文 释 义 ： (f) Homo kun tre
penetranta inteligento。
原 译 不 全 面 ， 没 有 译 出
“inteligento”的含义。

aglutin|i

使粘合…粘着

使黏合…黏着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post la festo venas
fasto 〈谚〉 节过
了，饭光了

post la fasto venas
festoz 〈谚〉过了斋
日，就是节日（意为：
先苦后甜；苦尽甜
来）

原句是照抄 PIV 中错句而导致的
因错就错的误译。PIV 在 fasti 词
条 ~o 的第二义项下给出的正确
形式是：post la fasto venas festoz。
（此谚语出自柴门霍夫《世界语

agord|:
④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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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集》。
agrikultur|:
~isto

农业专家

从事农业的人，农业
专业人员

农业专家应该是 agronomo，而
agrikulturisto 只是普通从事农业
的人或专业人员，不一定是专家。

aĝ|: ~a

年长的：jar~a 一岁
的 / grand~a 高年
的 / matur~a 成年
的…

有…年龄的，年龄
为…的： la infano
estas 5 jarojn ~a 这
孩子 5 岁 / mi estas
pli ~a ol vi 我的年
龄比你大

原文释义：havanta ian aĝon。
如果按原译，所举例句“jar~a 一
岁的”，“grand~a 高龄的”等就
不能成立。
“年长的”用世界语表达应该是
“pli aĝa”。

aĝ|: ~ulo

老年人

有…年龄的人：
~ulo de 30 jaroj 一
个 30 岁的人

既然“aĝa”的意思是“有…年龄
的，年龄为…的”，
“aĝulo”的意
思就应该是“有…年龄的人”。

aĝ|: ~a: neplen~a

未成年的

未达法定年龄的，未
成年的

参见下条中的说明。

aĝ|:
plen~a

成年的

达法定年龄的，成年
的

汉语中的“成年”指人发育到已
经成熟的年龄。这成熟，可以是
生理上的，也可以理解为法律意
义上的。前者译为世界语应该是
maturaĝa，后者是 plenaĝa。按 PIV
的释义，plenaĝa 的意思是：Sufiĉe
aĝa, por ĝui la civilajn rajtojn，因
此将“plenaĝa”只译为“成年的”，
是不周延的。

akciz|o

【经】
（国内）货物
税，
（旧时的）入境
税

【经】入市税，货物
税

译为“入境税”，无根据。请看
PIV 的释义：”Imposto, kiun oni
devas pagi pri manĝaĵoj, trinkaĵoj
aŭ materialoj, kiam ili eniras en
urbon aŭ eliras el la fabriko aŭ
deponejo”和新版 PIV 的释义：
Imposto pri la uzo de difinitaj varoj, pagata aŭ de la fabrikisto, aŭ
de la importanto, aŭ de la aĉetanto.

akonti|o

【动】拟黄颔蛇属
爬虫，拟黄颔蛇

【动】蛇蜥蜴属动物 请看 PIV 的释义：G. (Acontias) de
（产于非洲，胎生， Afrikaj, senkruraj, vivonaskaj
具有退化的肢体或 lacertuloj el la fam. de scinkedoj.
缺少肢体的石龙子
蜥蜴的一属）

akord|o ④

~o de la adjektivo
形容词（与名词）
数格的一致

~o de la epiteta adjektivo kun la substantivo en E-o 世
界语中形容词修饰
语与名词数和格的
一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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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举例不当。PIV 提供的这一例
句的原来形式为：en E. ekzistas
akordo de la epiteta adjektivo kun
la substantivo, sed ne de la verbo
kun la subjekto。只截取“~o de la
adjektivo”而略去“kun...”是不

妥当的。
Akredit|i ②

【商】银行（在一
定时限、金额条件
下）向某人付款

【商】委托银行（在
一定时限、金额条件
下向第三者）付款；
委托（银行）办理

原文释义：Komisii al banko, ke ĝi
pagu el la kredito de la akreditanto
difinitajn sumojn ĝis difinita limo
al tria persono, la akreditato。原译
忽略了“委托”这一译语。

akromat|a ②

染色质的

非染色质的，非染色
性的

漏写一个关键字“非”，意思全反。
注：旧版和新版 PIV 均未收此词
的第二义项。

akronim|o

【语】首字母缩写
词（由一词组中各
词首字母缩合成的
词）

【语】首字母缩拼
词，即由首字母组成
的可拼读的缩略词，
如：SAT (= Sennacieca Asocio Tutmonda) 全世界无
民族协会，Unesko
(Organizo
de
Unuiĝintaj
Nacioj
por
Edukado,
Scienco kaj Kultur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lasero (LumAmplifo
per Stimulata Eligo
de Radioj) 激光，等

“首字母缩写词”应该是指
“siglo”，如：
F.K. (= Fundamenta Krestomatio)
（读作 foko）
《基础文选》
G.M.T. (= Grenviĉa Meza Tempo)
（读作 gomoto） 格林尼治平均
时
U.K. (= Universala Kongreso)
（读作 uko）国际世界语大会
L.R. (= Lingvaj Respondoj) （读
作 loro）
（柴门霍夫）
《语言问答》
P.I.V. (= Plena Ilustrita Vortaro)
（读作 poivo）《世界语插图大词
典》

akroter|o

【建】吻兽（我国
古建筑脊檐上的饰
件，西方建筑上多
用人像柱）

【建】顶花，山墙饰 请看 PIV 的释义：Alte, ekstreme
物（建筑物山墙角处 staranta skulptaĵo sur la anguloj aŭ
或顶端的雕刻饰物） la pinto de klasika frontono。

aktiv|a ①

~a membro 有活动
能力的成员

~a membro （某一
组织中）积极参加活
动的成员；正式成员

这是因望文生义而产生的误译。
原文释义：Tia, ke li|ŝi|ĝi kapablas
agi, efiki sur ion: aktiva membro
de UEA; …

aktiv|: ~i

（原书漏收）

~i 起积极作用，积
极履行职责：i en la
Rezistado 积极参加
抵抗运动

原文释义：(ntr) Esti produktanta,
efikanta, funkcianta.

aktual|a

~aĵo 新闻，时事

~aĵoj 新闻，时事

按 习 惯 ， 这 个 意 义 上 的
“aktualaĵoj”应该用复数形式。

aktual|: ~aĵo

~aĵoj 新闻纪录片

kinejaj ~aĵoj 新闻纪
录片

aktualaĵoj 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新
闻”，不表示“新闻纪录片”。新
版 PIV 还给出另一例句：televidaj
aktualaĵoj 电视新闻。

akv|o ①

ili akordas kiel fiŝo
en akvo 他们 和 谐

（删去这个因错就
错的离奇错译，并增

PIV 中根本就没有这个句子。但
可以在“akvo”词条的第一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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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如鱼得水

收）
ili akordas kiel ~o
kaj fajro 他们如水火
般不相容（这是一个
运用“反语”修辞手
法的世界语谚语） |
feliĉa, kiel fiŝo en ~o
像鱼在水中一样怡
然自得；如鱼得水

项和第二个义项中分别查到这两
个例句：
“ili akordas kiel akvo kaj
fajro ” 和 “ feliĉa, kiel fiŝo en
akvo”。看到这两个例句并把它们
联系到一起，我恍然大悟：由于
世汉词典编者在抄写时不留意，
漏写了一些字，这两个世界语例
句就合成了一句话，然后便因错
就错地就把它硬译出来。

akv|: ~altira

(同 hidroskopa) 吸
潮的

吸湿的，吸潮的：
kalcia klorido estas
~altira substanco 氯
化钙是吸湿物质

“hidroskopa”系“higroskopa”
之误。hidroskopo 和 higroskopo
分别是“水中望远镜”和“湿度
器”。建议删去“(同 hidroskopa)”
。
新版 PIV 不用“higroskopa”来解
释，而改用“Ema sorbi la aeran
malsekon”。

akv|:
~odukto

( 同 akvedukto) 引
水渠，引水道，渡
槽

（城市供水的）自来
水管道

删去“(同 akvedukto)”，因为在
PIV 中它只是作为词形和词义近
似的参考词列出的，不是同义词。
PIV 给 akvodukto 的原文释义是
“ Konduktubo por distribuo de
akvo en urboj ktp.” 而 akvedukto
的 原 文 释 义 是 “ Masona kondukilo, subtera aŭ surponta, destinita transporti akvon de unu loko
(rivero, fonto ks) al alia malproksima”，两者在意思上根本不相
同。

akv|:
~oturnejo,
~oturniĝo

漩涡，漩流

旋涡，旋流

“旋涡”和“旋流”为正规写法。

akv|: sub~igi

把...淹死，淹没，浸
没

把…置于水下；浸没

原文释义：Meti sub akvon。释义
下的原例句“la Holandanoj, por
defendi sian landon, ĝin sub~igis”
在新版 PIV 被删去。

akvedukt|o

= akvodukto

引水渠，引水道，渡
槽

删去“= akvodukto”，理由可见
“akv: ~odukto”条中的说明。

akv|: en~igi

把…浸入，使沉入

把…浸入水中，使…
沉入水中

原译不准确。“浸入”什么液体
中？

akvifoli|o

构骨叶冬青

①（= ilekso）
〈旧〉
冬青属植物；冬青
② （ = ordinara
ilekso）枸骨叶冬青

误把“枸”写成“构”。类似的
错误，如果词典的初稿编者弄
错了，审校人员是很难发现的，
除非去一一核对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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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叶在英国常用
作圣诞树饰物）
al ⑧

helpi al iu 帮助某 helpi al iu 帮助某人
人（对某人的帮助）
【注】比用 de 意义
清楚

删去“（对某人的帮助）【注】比
用 de 意义清楚”。理由：1. “对
某人的帮助”应该是“helpo al iu”
的译法；2. 这个【注】也与这个
例句毫无关系。如果将例句改为
“helpi de iu”
，则句意完全相反。

alarm|: ~a

brul~a sonorilo 火
警铃声或笛声

brul~a sonorilo 报火
警的警钟或警铃

sonorilo 指的是钟或铃，不是指声
音。

alaŭd|:
~falko

(subteo 的俗名)

(subuteo 的俗名)

抄漏字母。

ald|: ~hobojo

中音双簧管，中音
号

英国管

中音号是“aldokorno"，一种铜乐
器，而 hobojo 是双簧管，即有双
簧的木管乐器，而不是“号”。英
国管是一种喇叭口呈球茎形的大
型双簧管。译为“中音双簧管”
按字面不能算错，但确切的通行
译法应该是“英国管”。

ald|: ~isto

【乐】次女低音歌
唱家；男声最高音
歌唱家

（删去此条）

aldo（即 kontralto）为女低音，
男高音在世界语中是 tenoro，其
歌手是 tenorulo 或直接用 tenoro
表达。另外，我在专业的《外国
音乐辞典》中根本查不到“次女
低音”和“男声最高音”这两个
术 语 。 新 旧 版 的 PIV 均 未 收
“aldisto”这一派生词形式。

ald|: sub~o

( 同 kontralto) 女
低音

（删去此条）

既然 aldo 的第二义项“= kontralto ”， subaldo 怎 么 会 也 是
kontralto 的同义词呢？旧版和新
版 PIV 均未收 sub~o。

alegori|o ②

【美】寓意画，寓
意雕刻

【美】【文】寓意的
表现手法（借助象征
手法用具体形象表
示抽象概念或暗含
意思的一种文学和
艺术的表现手法）；
象征，象征性的艺术
作 品 ： bronza matrono kun pesilo estas ~o de la Justico
手执天平的古罗马
妇女青铜像是司法
的象征

原文释义：Literatura aŭ plastika
prezento, per kiu oni konkretigas
abstraktajn ideojn: bronza matrono
kun pesilo, ~o de la just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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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a

~radiadoj 【理】α
射线

~radioj 【理】α射
线

①

①【天】
（B Per）大
陵五（英仙座 B）②
【计】一种算法语
言

【天】
（β Persei）大 “大陵五”和作为算法语言的
陵五，英仙座β星， Algolo，在词义和词源上是两个
恶魔星
毫不相干的同形异义词。应该作
为两个不同词条处理。另外，错
写的拉丁学名，也应该改正过来。
原来的 B 应为β。

②

Algol|o

（删去第一义项，
参见上条）

【 计 】 算 法 语 言 参见“ Algolo”条中的说明。
(“algoritma lingvo”
的首字母缩拼词）

ali|: ~e ①

( 同 alimaniere) 另
外地

(=
alimaniere,
aliel）以另一方式，
别样地，不一样地，
不同地：esti tiel kaj
ne ~e 只这样而不
别样地（强调的说
法，意为：只能这样
地） / agi ~e mi ne
povis 我 不 可 能 以
另一方式行动 / ne
paroli ~e, ol kun
ironia rideto 只能以
讥讽的口吻说话

这样的译语，字面上明显矛盾。
明明说“(同 alimaniere)”，却译
成了“另外地”。
“另外”是指所说范围之外，也
可以作“此外”讲，译成世界语
应该是“krome”或“cetere”。

aliari|o

【植】
（药用）蒜芥

【植】葱芥属植物
◆ oficina ~o 【植】
葱 芥 → sizimbrio
大蒜芥

原译将葱芥误写成蒜芥。
原文释义：G. (Alliaria el Brasikacoj), parenca al sizimbrio, de
herboj, kies folioj frotate eligas
odoron de ajlo; 2 sp-oj el Eŭropo
kaj U Azio, i.a. la oficina aliario
(A. petiolata, Sin. A. officinalis), el
Eŭropo, medicine uzata. →
sizimbrio。
查得的十字花科资料：
葱芥属 Alliaria Scop。
大蒜芥属 Sisymbrium Linn.

alkemi|o

（旧作 alhemio）

（旧作 alĥemio）

字母抄错。

alogami|o

①【植】异花授粉
②【动】异体授精

①【植】异花受粉 ②
【动】异体受精

此词未收入 PIV 中。在我所能查
到的各种外汉辞书中此词中的
“授”必须改为“受”。一字之差，
意思全反！

alt|: ~eco ③

Via Reĝa A~eco 殿

Via Reĝa A~eco 国

称国王必须用“陛下”；“殿下”

Algol|o

radiado 是辐射，radioj 才是射线。
原文释义：alfaradioj (redioaktiva
emanaĵo, konsistanta el heliumaj
kernoj).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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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王陛下

只能用来尊称王子或亲王。这是
常识！

alveolit|o

【医】牙槽炎

【医】①(同 inflamo
de denta alveolo) 牙
槽炎 ②(同 inflamo
de pulma alveolo)
肺泡炎

应译为两个义项。原文释义为：
inflamo de denta aŭ pulma alveolo。
原译丢失一个义项。

am|: ~aĵisto

(同 amoranto) 乱搞
男女关系的男子

( 同 amoranto) 情
夫；（婚外男）情人

原文释义：Tiu, kiu sekse amas,
precipe ekster edzoligo。

am|: ~aĵistino

(同 amorantino) 乱
搞男女关系的女子

(同 amorantino) 情
妇；（婚外女）情人

参见“am: ~aĵisto”条中的说明。

ami|:
①

(同 amoristo) 乱搞
男女关系的男人；
好色之徒

( 同 amaĵisto) 情
夫；（婚外男）情人

PIV 明确将此词的第一义项释义
为“amaĵisto”
。参见“am: ~aĵisto”
条中的说明。

am|:
~trinkaĵo

（漏收此条）

引 起 情 欲 的 饮 料 ； PIV 收有此附属词条，释义为：
〈转〉春药
magia trinkaĵo, por inspiri amon

am|: sin~o

（同 memamo）自
爱，自尊

(同 egoismo) 利己
主义，自私自利，私
心

PIV 已明确地将“sinamo”释义
为“= egoismo”。
memamo 和 sinamo 不是同义词：
前者为“自爱，自尊”
（amo al si
mem），后者与“egoismo”同义。

~intrigo （ 男 女 间
的）私通

只译为私通，不准确，因为“私
通”通常可理解为“私下勾结”，
如“私通敌寇”。

~isto

am|i

~intrigo 私通

Amerik|o

阿美利加州

亚美利加洲

应按通常的形式译出。
“州”应为
“洲”，两者不可相混！

amida|o

(Amida sinensis)

(Amyda sinensis)

学名错误。

amonit|oj

【古】

【古生】

学科略语写错。

amor|: ~i

(ntr.)

(kun iu aŭ tr.)

只注为不及物，是不全面的。

amor|: ~i

amori: (kun iu aŭ tr)
性爱

(kun iu aŭ tr) 做爱：
~i kun iu ［iun］ 和
某人做爱 → bugri,
fiki, frandzi, koiti,
kopuli,
masturbi,
midzi

原文解释是：Seksumi kun la celo
havigi plezuron al si kaj|aŭ al sia(j)
partnero(j) 即 和 某 人 做 爱 ［ 性
交］。另，汉语中的“性爱”，是
名词，不可作动词用。

Amur|o

帝俄对我国黑龙江
的名称

阿穆尔河（中苏界
河，即黑龙江）

原书没有给出此词通行的音译
名。

analiz|:
mem~o

（原书漏缺）

【心】自我分析，自
我精神分析

此词是心理学上重要术语，世法
词典收有此条。

analogi|: ~a

~a komputilo 模 拟
计算机

analoga komputilo
模拟计算机

形容词“模拟的”是 analoga，而
不是 analogia（类比的）。这个术
语被误放在 analogio 词条中。请
看原文释义：analoga komputilo:
Komputilo, kiu funkcias per fiz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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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do de problemo, ĝenerale
kun kontinuaj kvantoj。
anamorfoz|o
①

歪象，失真的形象

歪像，变形影像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ananas|o

波罗

菠萝

用字不规范，随意简化。

anastigmat|a

消（去) 象散性，…， 消（去) 像散性，…， 本词条内其他的“象”也应改为
正象的
正像的
“像”。

anatomi|o

解剖学，解剖

angrek|o

【植】凤兰属植物； 【植】风兰属植物； “凤”为“风”之误。此词的原
凤兰
风兰
文 释 义 为 ： G. (Angraecum el
orkidacoj) de plurjaraj herboj kun
bonodoraj, helkoloraj, spronohavaj
floroj en grapoloj; ĉ. 200 sp-oj el
tropika Afriko, Maskarenoj kaj
Srilanko, kelkaj pororname kultivataj。
“ Angraecum ” 来 自 马 来 语
「angurek」的拉丁化，为附生兰
的意思，中文名为「大慧星兰」
或「风兰」。

angul|o ①

ort~o, orta ~o ( 同
rekta ~o) 直角

orta ~o (同 rekta ~o)
直角

angul|o

（漏收附属词条）

具有角的性质的，有 PIV 收 有 anguleca 的 释 义 ：
棱角的；〈转〉执拗 havanta ecojn de angulo.
的，生硬的，粗暴的：
~eca desegno 角 形
似 的 图 案 / ~eca
vizaĝo 瘦削的脸 /
~eca karaktero 执拗
的性格

angul|o

（应补出缺漏的
tri~i）

tri~i (tr.) ①【数】三
角剖分 ②【测】对…
进行三角测量

PIV 收有此条：tri~i: (tr) Dividi
surfacon en triangulojn, por mezuri ĝian areon aŭ pritrakti ĝian
topologion。

angul|o

（应补出缺漏的
tri~ado）

tri~ado ①【数】三
角剖分 ②【测】三

PIV 收有此条：Ago treanguli。

①解剖学，解剖 ②
（动植物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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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PIV，应补上第二义项（2. Tiu
strukturo mem）。

ort~o 和 orta ~o 不是同义词。前
者是“长方形”或“矩形”（=
kvarangulo havanta 4 ortajn angulojn）。rekt~o 与 ort~o 同义，都是
“长方形”或“矩形”，而不是直
角。请看原文释义： ortangulo:
MA Kvarangulo, kies kvar anguloj
estas ortoj ； rektangulo: (evi) =
ortangulo。

角测量
anĝel|o ②

即 satano 撒旦

即 Satano 撒旦

专指《圣经》中的撒旦，要大写。

anĝel|o

（漏收义项）

④完美无缺的人，可
爱的人，安琪儿：
kalumniante
konstante, oni eĉ ~on
nigrigas 〈谚〉经常
的恶语中伤，甚至能
把天使说成黑色（天
使通常以带翅膀穿
白衣的形象出现） /
esti ~o inter homoj,
sed satano en la
domo 〈谚〉在别人
中间是天使，在家中
却是恶魔（意为：在
外人面前温柔可爱，
但在家中却是一个
凶狠蛮横的丈夫或
妻子） / ŝi estas ~o
de mildeco 她是温
柔的安琪儿

PIV 给出这一义项的释义是：
aminda kaj senriproĉa homo。这一
义项很常用，义项的下的例句也
应补收。

anim|o ⑧

la ~o de pafilo 来复
线

la ~o de pafilo 枪膛

PIV 给“la ~o de pafilo”的简单
释义是“centra kavo de la tubo”，
即“枪膛”。“来复线”是指枪膛
内的螺旋形的膛线（kanelo de
fusilo），不是指枪膛本身。

anim|: re~i

使复苏

【医】抢救（危重伤
病员），用救生法救
活，使复活

PIV 注明这是医学术语，释义为：
redoni movojn al haltinta koro aŭ
spiraparato。

anim|:
re~ado

回生，再生

【医】（对危重伤病 参见“anim: re~i”条。新版 PIV
员的）抢救，救生； 的释义：Tuto de la procedoj (in救生法
tensa flegado), ebligantaj reestabli
la vivonecesajn funkciojn, momente endanĝerigitajn okaze de
medicinaj, kirurgiaj aŭ traŭmataj
situacioj。

anim|:
re~ado

re~ado de droninto
溺死者的回生

re~ado de droninto 参见“anim: re~i”条。
对溺死者实施抢救；
抢救溺死者

ann|o

（日本用豆沙、土
豆泥或栗子泥做成
的）甜食

（日本用豆沙、土豆 此词源自汉字“餡”的日语读音。
泥或栗子泥做成的） 译为“甜食”，不确切。
甜馅儿，豆馅儿

anser|o ①

celante ~on li trafis

celi

anse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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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i

既然注明是谚语，就应该采用柴

aeron 〈谚〉鸿雁为 aeron 〈谚〉瞄准的
的，射中空气（喻： 是雁，射中的是天
失败）

门霍夫《世界语谚语集》中原来
的形式。

anser|: ~a

…象鹅的

…像鹅的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ant|o

正在…的人

（现在时主动分词
后缀的名词形式）正
在…的人或物：
parol~o （正在）说
话的人 / leg~o 读
者 / divid~o 除数 /
solv~o 溶剂

只译为“…人”不确切，因为也
可以指“物”。
原文释义为：Suf. prezentanta la
plenumanton de procezo dum ties
plenumiĝo (t.n. 'de aktiva prezenca
participo')。

antaŭ I. ②

明珠投暗

明珠暗投

汉语成语具有固定格式，不可把
字写颠倒。

antaŭ|: ~e ①

danĝera estas bovo
~e, ĉevalo mal~e,
kaj malsaĝulo de
ĉiuj flankoj 危险的
是牛在前，马在后，
傻瓜在四周

danĝera estas bovo
~e, ĉevalo mal~e,
kaj malsaĝulo de
ĉiuj flankoj 危险的
是牛在前，马在后，
十足的傻瓜赶车走

原 文 中 的 “ malsaĝulo de ĉiuj
flankoj”怎么可以译成“傻瓜在
四周”呢？“在”四周乱跑吗？
字面上明明是“de ĉiuj flankoj”，
介词“de”是没有“在”的意思
的。其实在《世界语谚语集》中
“Malsaĝulo de ĉiuj flankoj”本身
就是一个独立的惯用语（顺序号
是 1469），意思是“十足的大傻
瓜”（“de ĉiuj flankoj”的意思是
“从各方面衡量”，
“各方面的”）
。
原译文的前半部分没有译错，可
以不必改动，只要把后部分改动
一下就行了。这条谚语通过这个
形象比喻说明了“我们必须按事
物的规律和事理办事，不可胡来，
否则会有失败或出乱子的危险”
的道理。

antiklimaks|o

（
同 （删去此条）
“kontraŭklimakso”
）【语】突降法

PIV 未收此词，找不到译语的依
据。另，PIV 给 klimakso 的释义
是“La plej alta punkto de gradacio
（层递或层进最高格）。该词条未
收派生词“kontraŭklimakso”，但
收 了 “ malklimakso ”（ La plej
malsupra punkto, fundo），译成汉
语是“最低点”，而不是“突降法”。
参见“klimakso ①”和“klimaks:
kontraŭ~o”中的说明。

apart|a

（漏收附属词条）

词典中收了~igo 和~iĝi，但未收
更常用的派生词~igi。应该补收

apartigi ①（使）分
开，（使）隔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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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②（使）分离；
清理

这一附属词条及其所有例句。

apert|a

~a urbo 开放城市

~a urbo 不 设 防 的
城市

PIV 已在“aperta”词条内注明：
“aperta urbo (ne defendota)”。

apert|a

~a frakturo 【医】
哆开骨折

~a frakturo 【医】开
放性骨折

这是明显的印刷错误。

apetit|o

perdi ~on

perdi la apetiton

perdi la apetiton = perdi sian
apetiton，这里的 la 不可少。

apogi

（漏收常用附属词
条“~o”）

~o: ① 支 撑 ， 支 持
（ 指 行 为 ）： akiri
punkton de ~o 获得
支撑点；〈转〉得到
支持 / fidi la ~on de
iu lando 信任 某 国
的支持 / al via talento mankas la ~o de
lernado 你的才能缺
乏学习的支持 /
doni al iu sian
moralan ~on 给 予
某人精神上的支持
②支撑物，支持物：
trovi ~on 找到支撑
物 / facile trovi ~on
ĉe iu 很容易得到某
人 的 支 持 / perdi
sia(j)n ~o(j)n 失 去
支撑 / por vendisto
mensogo estas necesa ~o 〈谚〉商贩
经商，必然撒谎

原文释义：1 Ago de iu, io apoganta: por ke la volvaĵo de la pizo
akiru punktojn de apogo (...) (Z);
jen vi fidas la apogon de Egiptujo,
tiu kano rompita! (X); al via talento mankas la apogo de lernado
(Z); doni al iu sian moralan apogon (Z). 2 Io, kio apogas: unu
kapo facile trovas apogon (Z);
Amalio perdis siajn apogojn (Z);
unu el la plej gravaj apogoj de la
Komitato, la lingvisto B. de C.
(Z); pli aŭ malpli frue la laboristaro estos la plej forta apogo de nia
afero (Z); (f) senreligieco, kiu
donas al la homo neniun pozitivan
apogon, daŭras ordinare ne longe
(Z); por vendisto mensogo estas
necesa apogo (Z); facile trovi
apogon ĉe iu (Z)。

arabesk|o ②

【乐】随想曲

【乐】阿拉伯花式乐
曲（一种装饰音多的
乐曲），阿拉伯风格
曲

这是错译。
“随想曲”在世界语中
是“kapriĉo”
。PIV 给出了本词第
二 义 项 的 释 义 ： Kaprica, kompleksa melodia figuro 。 这 里 的
“kaprica”是指这种乐曲的旋律
富于装饰音变化，犹如阿拉伯风
格建筑那样富于装饰性的花纹。

aranĝ|:
fraz~o

【语】句法

【语】字句的安排； 原 文 释 义 ： Maniero, kiel oni
组词成句的方式；表 aranĝas frazon。
达方式

专断

任意，任性，随意； 只译为“专断”是不全面的。请
武断，专断，专横： 看原文释义：Tia, ke ĝi dependas
agi laŭ sia ~o 随心 de la sola volo, emo aŭ kaprico de

arbitr|:
~ec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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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为所欲为 /
laŭ la ~o de iu 任某
人摆布，受某人的支
配

iu。

ardez|o ①

粘板岩

黏板岩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are|o ①

地区，区域

（ 同 terspaco) 土
地面积；空地，场地：
la inundo kovris
milhektaran ~o 洪
水淹没了一千公顷
的面积 / alteriĝa ~o
【空】着陆场，降落
跑 道 → tereno,
kampo

原文释义：1 Parto de la tersurfaco,
konsiderata el aparta vidpunkto: la
inundo kovris milhektaran areon;
alteriĝa areo。

argil|o ①

粘土

黏土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本词
条其他部分的粘土也应改成黏
土。

parolo estas ~a, sed
ora la silento 〈谚〉
雄辩是银的，沉默
是金的

parolo estas ~a, sed
ora la silento 〈谚〉
言语是银的，沉默是
金的

1. 明明是 parolo，为什么要译为
“雄辩”？
2. 这一谚语在柴门霍夫《谚语
集》中原来的形式是：parolo estas
arĝento, oron similas silento。应把
其中的 arĝenta 改为 arĝento.

arĝent|:~i②

使象银一样

使像银一样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arier|o

( 同 postgvardio)
（军队队伍等的）
殿军，后卫

军行时走在后面的
部队，殿军

原文释义：La malantaŭa parto de
armeo, taĉmento ks。按这个释义，
这部分人没有掩护任务，或许还
可能是被掩护的，因此不能把它
和 postgvardio 看作同义词。担任
掩护和警戒任务的部队是
ariergardo，即后卫部队，或简单
称为“后卫”。postgvardio 应该是
是 ariergardo 的同义词，与 ariero
没有同义关系。

aristokrat|o

【注】nobelo 是别
人认为属于高贵血
统的人，aristokrato
则是自认为最好
的、最高尚的人

【注】nobelo 只是有
贵族头衔的人；
aristokrato 是贵族中
自认为有贵族气派
的杰出人物或精英

请看原文的注释：Rim. aristokrato
konsideras sin apartenanta al elito;
nobelo estas nur posedanto de titolo.

aritenoid|o

【解】
（喉头）构状
软骨

【解】（喉头）杓状
软骨

原译将“杓”误写成“构”。

arkti|o ②

brana ~o 棕色灯蛾

bruna ~o 棕色灯蛾

字母错误。

arm|: ~ita

ne~ita okulo （ 同
nuda okulo ） 肉 眼

ne~ita okulo （ 同
nuda okulo）肉眼（指

原文释义：rigardi ion per nearmita
okulo (senlorna)

arĝent|:
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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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未加防护的眼
睛）

不靠光学仪器的帮
助）

括号内的解释错误。稍有常识的
人都知道“肉眼”的含义，怎么
可能解释成“未加防护”？

arm|: ~ilaro

全付武装，全部武
器

（全部）武器装备，
全部武器：la ~ilaro
de trupoj 部队的装
备

原文释义为：Tuto de la armiloj aŭ
de soldato aŭ de soldatgrupo。顺便
说一下，原译中作量词用的“副”，
不可写成“付”。

arme|o ③

对阵各方兵员的总
称

对阵一方兵员的总
称： sendi raportojn
pri la marŝo de la ~o
发出有关敌军行进
情 况 的 报 告 / la
grandega
armeo
disponata de Napoleono 拿 破 仑 指 挥
下的大军

原文释义为：Tuto de la batalantoj
apartenantaj al unu el la du intermilitantoj。
译为“各方”
，语义不清。

art|: ~ismo

~isma klareco 艺术
造诣

~isma klereco 艺术
造诣

将“klereco”误写为“klareco”。

Artez|o

（漏收词条）

【地】阿图瓦（法国
旧省名）

此词不能不收，因为由它可以转
成一个重要的形容词。（见下条）

Artez|: a~a

（漏收）

①阿图瓦的，阿图瓦
人的 ②自流（水）
的（指井）（因该地
多自流井，故名）：
~ puto 自流井，喷
水井

如果不收这个词，我们如何理解
和翻译“自流井”（arteza puto）？
请看原文释义：arteza: (pp puto)
Tia, ke el la profunde borita truo la
akvo ŝprucas per si mem。

artifik|: ~eco

（漏收附属词条）

诡计多端，善耍手
腕，诡诈，狡诈

此词条并不罕用，应该补收。

artifik|: ~ulo

（漏收附属词条）

善用诡计骗人的人， 此词条并不罕用，应该补收。
善耍手腕的人，诡诈
的人

artiŝok|o

【植】蓟属植物；
常见的有菜蓟或朝
鲜蓟、刺蓟菜、西
班牙蓟等

【植】洋蓟，朝鲜蓟

请 看 原 文 释 义 ： Sp. de cinaro
(Cynara scolymus), kies nematuraj
kapitulo estas uzataj kiel legomoj; ... 原译将“种”误译为“属”。

artritism|o

关节炎体质

【医】关节病素质

原 文 释 义 ： Diatezo, kaŭzita de
misnutriĝo de la histoj kaj evidentiĝanta per diversaj afekcioj
(kronika reŭmatismo, podagro,
obezeco ks)。
按这个释义，这个词涉及的不仅
是关节炎，还包括其他病征，如
痛风等。参见 diatezo 条。

artr|: ~ozo

【医】慢性关节炎

【医】（非炎症性慢

不是“炎症”而误译成“炎”。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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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节病

看原文释义：Neinflama kronika
aferkcio de la artikoj.

ascidi|oj

【动】海鞘属动物

【动】海鞘纲

PIV 中指的是“klaso”
（纲）：Klaso
de tunikuloj; ...

asert|:
~a
propozicio

判断句

肯定句

请看原文释义：aserta propozicio
(konstraste al negativo)

asocio ②

联合物，结合体

结合，组合，配合，
联合： ~o de koloroj
色彩的配合 / ~o de
vortoj 词 的 组 合 /
molekul~oj 【 化 】
分子缔合

原文释义：Aro da kunigitaj diversaj aferoj, kiuj kvazaŭ alkroĉiĝas unu al alia。
原译不够确切，也不全面，加之
又没有例句，无从检验译语的准
确性。

asoci|: ~i ②

~i la vorton belo kun
la flava koloro. 把
“美”和“黄色”
结合在一起

~i la vorton belo kun
la flava koloro. 把
“美”和“黄色”联
想到一起

“美”和“黄色”怎样“结合”
在一起？只能是在思想上把两者
联系起来，即“联想”到一起。

asonanc|: ~i

押元音韵

【诗】押半谐韵

既然 asonanco 的第二义项是“半
谐韵（即辅音相异元音相同的韵，
如：“faros－baron”或“fervore
－korten”
），asonanci 就只能译为
“押半谐韵”
，而不能译为“押元
音韵”。

aspekt|i

象是

像是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本词
条中其他的“象”也都要改为
“像”。

aspekt|: al~a

使有…样子

给人以好或坏的外
观的（多用于衣着），
样子好或坏的：nova
ĉapelo, kiu estis al li
tiel bone al~a 一顶
他觉得样子很好的
新帽子 / bone al~aj
vestoj 式 样 很 漂 亮
的衣服

这是一个形容词，而原译给人的
印象似乎是动词。PIV 给出的释
义是：donanta al iu ian, bonan, aŭ
malbonan, ~on。

astigmat|a

象散的

像散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astigmat|:
~eco

象散性

像散性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at|: -~o

…一般指人

（现在时被动分词
后缀的名词形式，表
示词根所表达行为
的受事者）正在被…
的 人 或 物 ： bat~o
被打的人 / nekon~o
陌 生 人 （ persono,

原文释义：Persono aŭ objekto,
kiun oni submetas al iu proce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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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un oni ne konas）；
未知数（= kvanto,
kiun oni ne konas）
atend|i

（缺附属词条~o）

~o ①等待，等候：
post nelonga ~o li
nin akceptis 等了不
长的时间，他就接待
了我们 / salono de
~o 等 候 室 / tio
estas problemo, kies
solvo ne suferas ~on
这是一个不容等待
的［急待解决的］问
题 / sen ~o, sen espero venis mizero
苦难总是突然而至
②预料，料想： se li
tamen kontraŭ ~o
volus ankoraŭ fari
malfacilaĵojn... 假
如出乎意料他反而
愿意做困难的事…
/ kontraŭ ĉia ~o 完
全 出 乎 意 料 / sen
~o, sen espero venis
mizero 〈谚〉苦难
总是不期而至 ③期
待，期望： lia ~o
estis trompita 他 的
期望落空了

“~o”颇为常用，不可漏收。
原文为：
Ago de tiu, kiu atendas: 1 salono
de atendo; (ili restis) en atendo de
la princo (Z); tro longa atendo ĝis
fino de l' vendo (Z); tio estas
problemo, kies solvo ne suferas
atendon. 2 se li tamen kontraŭ
atendo volus ankoraŭ fari malfacilaĵojn (...) (Z); sen atendo, sen
espero venis mizero (Z). 3 lia
atendo estis trompita

atend|: sub~i

(同 gvati, spioni)（tr） (同 gvati , spioni )
偷看
（tr） 暗中守候，
窥伺

①

PIV 未收此派生词。
《世界语汉语
词典》只译为“偷看”，不足以表
达 sub~i 的语义。

ating|:
~odistanco②

复盖面

覆盖面

凡含有“遮盖、翻转过来”等意
思的词语，如“覆盖”、
“倾覆”、
“颠覆”、“天翻地覆”等，都用
“覆”，而不用“复”。

atlant|o

【建】人形柱

【建】男像柱

原文释义：Granda skulptaĵo virfigura, kiu subportas entablementon, balkonon ks.

atribui|: ~o,
~ado ①

授于

授予

用字错误。

atricio ②

【医】重伤

【医】严重挫伤

原文释义：Grava kontuzvundo。
挫伤有别于普通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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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aŭd|i ①

我象聋子…

我像聋子…

aŭk|o

【动】海燕属（alca） 【动】海雀属鸟类； 原 文 释 义 ： G. (alca) de
燕类总称
海雀
N-Atlantikaj naĝbirdoj el la ordo
de karadriformaj, kun alta beko,
pinta vosteto kaj kruroj malantaŭe
lokiĝintaj; la individuoj loĝas
amase sur klifoj。
aŭkedoj (alcidae) 为海雀科。
海燕为 petrelo，是鹱形目鸟类。

aŭskult|i ①

~i al ies voĉo 倾听
某人的声音

~i al ies voĉo 倾听
［细心地听］某人说
的话

aŭtograf|o

亲笔，亲笔签名

亲笔写的字或签名， 按 PIV 的 释 义 “ Skribaĵo pro手稿，真迹
pramane farita de iu persono
mem”，这个词只译为“亲笔签名”
是不全面的。

aŭtokton|o

(同 praloĝanto) （北
非的）土著居民

( 同 praloĝanto) 土
著 居 民 ： berberoj
estas aŭtoktonoj en
Nord-Afriko 柏柏尔
人是北非土著。

按 PIV 的释义（= Praloĝanto）应
删去附加语“（北非的）
”，否则这
个词的外延就被窄化了。
原译之所以加“（北非的）
”，可能
是受例句的影响。

aŭtomat|: ~a
①

~a
donitaĵo
transskribo

~a
donitaĵa
transskribo

donitaĵa 被误写为 donitaĵo。

avan|: ~gardo
①

（一作 ariero） 前
卫队

（
一
作
antaŭgvardio） 前卫
队

ariero 是“军行时走在后面的部
队，殿军”。这里把意思弄反了。
参见“ariero”条。

averaĝ|o

~a devio 平均编向

~a devio 平均偏向

“偏”被误写为“编”

avic|o

avico 【守】阿鼻地
狱

Aviĉo 【佛】阿鼻地
狱

见 PIV 所给的词形

azen|: ~a

象驴一样的执拗

像驴一样的执拗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Babel|o ①

【圣】巴别塔，巴
比尔塔（《圣经》中
所说的没有建成的
能天塔）

【圣】巴别（即巴比
伦，古代巴比伦王国
首都，= Babilono）

Babelo 本身并不能当“巴别塔”
讲。
“巴别塔”应该是“la turo de
Babelo”，或“Babelturo”。原译
混淆了两者的区别。

babil|i

① (ntr.) 聊 天 ， 闲
谈 ： … ② (tr.) 饶
舌；喋喋不休

①(ntr.) 聊天，闲谈，
饶舌：… ②(tr.) 唠
唠叨叨地说（无意义
的话）；喋喋不休地
说（空洞的话）

第二义项应该是及物动词（= diri
senenhavajn banalaĵojn），而汉语
原译语“饶舌、喋喋不休”都不
是及物动词，都不能带宾语，因
此需要加上“…地说”。

Babilon|o:
b~a ①

（Salix babilonica） (Salix babylonica)

学名抄错。

bagatel|o

eĉ bagatelo povas

“琐琐”的说法，有点别扭；
“大

eĉ bagatelo po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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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只译为倾听某人的声音，不足以
表达这句话的意思（PIV 给出的
语义提示是：peni ĝin kapti 力求
听懂）。

servi al celo 琐琐小
事，也有助于大志

servi al celo 小事也
能帮大忙

志”，与原文的 celo，意思也有距
离。不如简单地译为：小事也能
帮大忙。

Bakk|:
b~an(in)o

酒神（女）祭司

bakĥano 酒 神 崇 拜
者；〈转〉狂饮作乐
的人；酗酒的人
bakĥanino 酒 神 女
崇拜者；〈转〉狂饮
作乐的女人；酗酒的
女人

原译不符合世界语原文释义：
bakĥano, bakĥanino: Kultant(in)o
de Bakĥo.“酒神的（女）祭司”
应该是：bakĥant(in)o。参见 PIV
的释义。

balast|o:
~akvujo

压载小舱

压载水舱

明显的字面错误：将“水”误写
成“小”。

balenopter|o

【动】鳁鲸属鱼类， 【动】鳁鲸属哺乳动
鳁鲸
物；鳁鲸

鳁，不属鱼类！

bambu|o

【植】竹的总称

【植】①竹，竹子 ②
竹子的杆茎，竹竿

原文释义的第二义项为：2 KS
Ŝalmo de bambuo1。关键是对原
释义中 ŝalmo 的理解。ŝalmo 有好
几个义项，这里取其最后一个义
①
【植】
（禾本科植
项：
（= kulmo ）
物的）茎秆。这一点可以从新版
PIV 中 137 上 Bambuo 的图中得
到支持。

banan|o

~arbo 【植】香蕉树
（高大草本植物）

~ujo 【植】香蕉植 这种植物在 PIV 是用“~ujo”来
物，香蕉（指植株） 表达的，不知什么原因在《世界
语汉语词典》中却变成了~arbo？
既然是草本植物，就不能称为
“~arbo”。

bapti

~patr(in)o

~opatr(in)o

为便于发音，需要在两个词根之
间加字母“o”。

bar|:
~ilo
【比较】

heĝo 灌木，树篱

heĝo 灌木树篱

原文释义：barilo el interplektitaj
arbustoj。原译可能多了一个逗
号。

bar|:

de~i, dis~i, mal~i
(tr) 取下栅栏，去掉
障碍物

de~i, mal~i (tr) 除
去障碍物，拆掉栅
栏 ； 排 除 阻 塞 ： la
ĝardeno estas parte
de~ita 花 园 的 篱 笆
被部分拆除 / mal~i
la vojon 清除 路 上
的障碍物
dis~i (tr) 用栅栏等
隔开

de~i 与 mal~i 同义。原文释义为：
debari (Z), malbari (Z)： Depreni,
formeti baron aŭ barilon: la ĝardeno estas parte debarita (Z); la
polico malbaris la vojon.
disbari 的原文释义为： Apartigi
per baro(j).
由此可见 dis~i 和 de~i、mal~i 思
不同。

barb|: ~lano

（女人或儿童上
唇、面颊等处的）

年轻人初生的细软
胡子

原 文 释 义 ： Tre delikata hararo,
unuafoje kreskanta sur la lip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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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毛，汗毛

vangoj kaj mentono de junuloj。
这个定义不包括女人和儿童。

barbar|o: ~a
②

（象野人那样）

（像野人那样）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basbal|o

= bazopilko

（同 bazopilko）棒
球

这里把 basbalo 处理为“= bazopilko”，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
再查 “bazopilko”则问题就产生。
在“baz|o”词条中“~opilko”被
译为“垒球”。其实“basbalo”和
“bazopilko”都应译作“棒球”。
将“bazopilko”译为“垒球”是
明显的错译！参见“bazo ⑩”条。

bastono ①

lam~o 手杖，拐杖

lam~o （瘸腿人使
用的）拐杖

手杖指老年人等拄着的有手柄的
棍子，不一定是瘸腿人使用的。

bati: II ①

pluvo ~as en la
fenestrojn 雨 点 打
进了窗子

pluvo ~as en la
fenestrojn 雨打在窗
子上

这里的“fenestrojn”的宾格用法
同 trafi per la parolo rekte en la
vizaĝon （直截了当地对…说）、
moki iun ĝuste en la vizaĝon （当
面嘲笑）中“vizaĝon”的宾格用
法。另外，世界语中的 fenestro
和 pordo 一样，通常在其前面是
不可以用介词“en”表示类似汉
语中“在…里”的概念（窗，只
是一层玻璃，门，由门扇构成，
并无空间）。

bat|i

（漏收附属词条）

III. sin ~i (同 ~iĝi)
打架

旧版和新版 PIV 都收有“sin ~i,
~iĝi. Kolere interŝanĝi ~ojn”
。

bat|: ~aĵo

被打的印记，打的
痕迹

（被打后留下的）青
肿

原文释义：Ŝvelaĵo lasita de ~o

bat|: ek~i

la aglo ek~is per la
flugiloj 雄鹰展翅

la koko ek~is per la
flugiloj 鸡扑扇了一
下翅膀

原例句为：la koko ek~is per la
flugiloj。
例句被改动，这当然是可以的，
但改动后的译文不妥。
展 翅 是 张 开 翅 膀 （ disetendi
[disvolvi] la flugilojn），不
是拍翅膀。汉语中常说展翅高飞，
就是张开翅膀高飞。

batal|i ③

~i kontraŭ fantomoj
说空话

~i kontraŭ fantomoj
与主观幻想［空洞理
论］作斗争；防止主
观幻想

“batali kontraŭ fantomoj”怎么可
能是“说空话”呢？
按 PIV 给“fantomo”第二义项的
定义“Bildo sen realeco, nur ŝajno”，这里的“fantomo”是“幻
象，幻影；假象”的意思。原译
之所以译错，可能与本词条内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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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惯用语的简单提示语（vantaj
teorioj）有关。
“vantaj teorioj”按
字面翻译，是“毫无价值的理论”，
即“空洞的理论”。原译者没有注
意到“vantaj teorioj”只是针对
“ fantomo ” 而 言 而 不 是 针 对
“batali kontraŭ fantomoj”整体而
言的。
batal|: ~o ③

interna ~o 内 部 斗
争

interna ~o 内 心 斗
争，思想斗争

batal|:
miks~o

②（橄榄球比赛的） ②【体】（橄榄球赛
混战
的）并列争球，密集
扭夺

原文释义：2 SP Rugbea ludfazo,
en kiu ludantoj intermiksas sin
spontane aŭ post decido de la arbitracianto。
应尽可能按规范的说法翻译。

baz|o ③

la kronia ~o

la krania ~o

字母错误。

baz|o ④

grefeto~o

grefto~o

字母错误。

baz| ⑩

【体】起点或终点

【体】（同 hejmo） 译者没有正确理解原词。在棒球
（棒球运动的）垒
和运动中，攻队队员在本垒依次
用棒击守队“投手”投来的球并
乘机跑垒，能依次踏过一、二、
三垒安全回到本垒的，便得一分。
这跑垒的“垒”，就是 PIV 给 bazo
所下的定义“difinita loko, de aŭ al
kiu la ludantoj moviĝas”（棒球或
垒球运动员跑动的起点或终点，
即“垒”，也称为“hejmo”）。

baz|: ~opilko

（同 basbalo）垒球

（同 basbalo）棒球

bazar|:
~groŝo

小利

（市场商人给服务、 原 译 释 义 ： Makleraĵo farita de
管理人员的）服务 bazarvendistoj, intendantoj ks.
费，酬金

bed|: en~igi

植入花台，苗圃

植入花台［苗圃］

中间只用逗号，两者之间的关系
不明确。

bedaŭr|i ②

（对已做或未做事
情的）懊悔

（对已做或未曾做
的事）懊悔

此词是动词，应删去括号中结尾
处的“的”字。

bek|: ĉapo~o

帽檐

帽舌

按 PIV 的释义 ĉapobeko 就是
viziero，即“帽舌”。汉语中的“帽
檐”是指帽子向前面或四周延伸
的部分。这里只指前面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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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例句：post momento de interna
~o（经过短时间的思想斗争后）。
另有《基础文选》中的一个例句：
Sed de tiu ĉi momento ĉesiĝis la
interna batalo en lia animo, li
subite eksentis ian abomenon kontraŭ si mem...

参见 basbalo 中的说明

应该是帽舌。
bek|: ~fluto

(同 klarneto)【乐】
单簧管，黑管

【乐】竖笛

klarneto 确 实 是 单 簧 管 ， 但
bekfluto 是另一种乐器。把它们
看作同义词，不知有何依据？
《世界语汉语词典》在另一处，
即“fluto”词条下将 bekfluto 译
为“带哨的竖笛”，也是不正确的。

bek|: ~nutri

(tr) 用嘴喂

(tr) 把 食 喂 进 （ 雏
鸟）嘴中

只译为“用嘴喂”不准确。这个
词只用于鸟。原文释义：(tr) nutri
birdidon, ŝutante nutraĵon en ĝian
bekon.

bel|: ~artoj

美术

美术（指建筑、雕塑、
绘画、诗歌、音乐和
舞蹈六种艺术形式，
并不等同于汉语中
只指造型艺术或专
指绘画的“美术”；
这里按惯例译出）

原文释义：belarto: Ĉiu el la artoj,
kiuj celas la belon, kaj el kiuj oni
tradicie kalkulas ses: arkitekturo,
skulpturo, pikturo, poezio, muziko
kaj danco.

bel|:
~skribado

漂亮的书法

书法

“漂亮的”多余，因为书法就是
如何把字写得漂亮的艺术，在世
界 语 就 是 “ belskribado = kaligrafio”。

ben|: ~o ③

ordo kaj ~o por ĉiu
entrepreno 百 事 顺
遂

ordo estas ~o por ĉiu
entrepreno 秩 序 即
福祉，事事均如此

原句被抄错，汉语译文也因错就
错。
也可考虑译得口语化一些：做事有
条理，事事都顺利；或：有条有理，
诸事顺利。

bend|o ①

muntbendo (= ĉenstablo) 传送带

muntbendo
( 同
ĉenstablo) 装配线

传送带是指生产流水线中传送材
料、机件、成品等的装置或指该
装置上的传送皮带，而装配线是
指对产品进行装配的整个流水作
业生产线。PIV 注明 muntbendo =
ĉenstablo 即与流水作业中的装
配线同义。

bengali|o

bengalio 孟 加 拉 族
人

Bengalio 【地 】 孟
加拉（地区）（位于
南亚次大陆东北部
恒河下游流域。分东
孟加拉和西孟加拉
两部分，1757 年被
英国殖民者占领。
1971 年东孟加拉成
立孟加拉国，西孟加
现为印度孟加拉邦）

很奇怪，具有“-io”结尾的词怎
么会作“…人”讲？我在旧版和
新版 PIV 中都找不到任何依据。
这个词形首字母大写，指的是孟
加拉地区。孟加拉国称为
Bangladeŝ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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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zil|o:

【化】苯偶酰，联
苯酰，二苯（基）
乙二酮

best|o

兽（哺乳动物总称， 动物（除人之外的一
不包括人）
切动物的总称）

“兽”是哺乳动物的通称，外延
较窄。PIV 给“besto”所下的第
一个定义为：
“vivanta estaĵo sen
klorofilo, kies ĉelparietoj ne konsistas el celulozo, kaj kiu estas
plejofte kapabla senti kaj sin movi,
sed ne posedas homan racion”。该
定义可以概括地表述为：除人之
外的一切动物的总称，因而
“besto”既可以用来指哺乳动
物，也可指鱼类、鸟类、昆虫等
动物，甚至还可以指微生物。

best|: ~eco

①兽性 ②野蛮

“动物性”是与“人性”相对的，
但不等于兽性。汉语中的“兽性”
有“野蛮和残忍”的含义，可作
为第二义项的译语。
原 文 释 义 为 ： 1 Eco de besto,
kontraste al eco de homo. 2
Sovaĝeco, malhumaneco.

bien|: ~etato

(同 katastro) 查田， (同 katastro) 地籍， 既 然 与 “ katastro ” 同 义 ， 而
土地测量
土地册
“ katastro ” 的 原 文 释 义 为 ：
Mezura planaro de la bienoj,
starigita por difini la terimpostojn，
译成汉语就是“地籍，土地册”。

bild|o ①

…影象，映象

…影像，映像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bild|o ①

reala ~o 实象

reala ~o 实像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bild|o ②

…（着重指图象和
画像)

…（着重指图像和画
像)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bild|:
~cilindro

…传象滚筒

…传像滚筒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bileto ①

~o de lotario

~o de loterio

字母写错。

bilet|: ~ujo

票箱

票夹；钞票夹，小钱
包

原文释义：ujo, el ledo, plasto ks,
por teni biletojn。
汉语中的“箱”通常指“收藏衣
物的方形器具，因此这里译为
“箱”，不妥。

bimetal|a

【化】= dumetala

【化】(同 dumetala)
双金属的

《世界语汉语词典》没有收入
“dumetala”这一合成词，当然
也就无从查找它的现成的汉语译
法，因此必须加上汉语译文。

【化】苄基，苯甲基

① 动 物 性 ： laŭ
evoluismo la homo
iom
post
iom
liberigis sin de la
origina ~eco 按进化
论的观点，人逐渐摆
脱了最初的动物性
②野蛮，残暴，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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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范的化学术语译出。

bird|o

fig~o 无花果鸟属

fig~o 【动】（黄）
裸眼鹂

原译可能是按字面译出的。实际
上此词指的不是鸟的一个属，而
是一个种。PIV 的原文释义：fruktkaj bermanĝanta birdo el la ordo
de paseroformaj birdoj en Aŭstralio kaj Nov-Gvineo. 新版 PIV
的 释 义 是 ： Sp. (Sphecotheres
flaviventris) de birdoj el la ordo de
paseroformaj, fam. de orioledoj,
vivantaj en Aŭstralio kaj SE-Aziaj
insuloj, manĝantaj karnajn fruktojn.

①

①【海】
（甲板上木
制或金属制的）系
缆柱 ②【计】（二
进制数的）位；储
存单元

【海】（甲板上木制
或金属制的）系缆柱

作“系缆柱”和电脑术语“位”
讲的“bito”
，在词义和词源上都
毫不相干，它们是同形异义词。
应该作为两个不同词条处理。

②

（删去原第一义
项，将第二义项单
独立条）

【计】
（二进制数的） 参见“ bito”中的说明。
位；储存单元

plenigi la ~ojn de
formulo 填 写 公 式
中的空白

plenigi la ~ojn de
formularo 填写表格
中的空白，填表

blank|

（漏收附属词条）

~igi 使变白，使白； 这一常用的附属词条，不应漏收。
漂 白 ： nigran
kornikon sapo ne
~igas 〈谚〉肥皂洗
不 白 乌 鸦 / ~igi
kanabtolon 漂 白 麻
布

blenuri|o

粘液尿

黏液尿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blind|: ~umo

（由于强光或生理
上的原因）眼花

【生理】
【医】①（强
光引起的）目眩，眼
花 ②（由于生理原
因引起的）目眩，眩
晕

两者的原因不同，状况也不完全
相同，宜按 PIV 分为两个义项。

blizard|o

【象】= neĝoŝtormo

【

《世界语汉语词典》没有收入

bit|o

bit|o

blank|:
②

~o

①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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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虽然旧版和新版 PIV 的这个例句
中都作“formulo”。但我肯定这
是个笔误，因为 formulo 按 PIV
的释义，共有 3 个义项：①公式；
分子式；程式 ②格式，程式 ③
确切的简短用语；表达形式，说
法。
只 有 formularo 的 第 二 义 项 作
“（单页或多页）表格，表格纸”
讲。

neĝoŝtormo) 暴 风
雪，大风雪

“neĝoŝtormo”这一合成词，当
然也就无从查找它的汉语译法，
因此必须加上汉语译文。

blov|:

漏收 ~o, ~ado

~o （一阵）风；
（口
中吹出的）气 / ~ado
持续刮的风；持续的
吹气或吹奏

原 文 释 义 ： blovo: Fluforma
moviĝo de aero.
blovado: Longadaŭra blovo.
这两个常词是不可以漏收的。

blu|a ②

la ~a malsano 青记
（生在人体皮肤上
的青斑）

青紫型先天性心脏
病，青紫病

这是一个望文生义的错译。PIV
所给的释义是：la blua malsano:
nomo de denaskaj afekcioj,
kaŭzataj de misformiĝoj de la koro
aŭ de la dikaj vaskuloj, kaj donantaj bluan nuancon al la tegumentoj。
确切译法应该是“青紫型先天性
心脏病”，即“青紫病”。这是小
儿最常见的一种心脏病，特点是
在皮肤上会出现青紫症状。
“患青
紫病的婴儿”在世界语中称作
“blua infano”。这个词语已经收
入 PIV 中，但《世界语汉语词典》
漏收。如果补收这个词，切不可
望文生义地译为“有青记的儿
童”。

bol|i ②

象沸水一样泛泡

像沸水一样泛泡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bolus|o

红玄武士

红玄武土

将“土”误写成“士”。

bombard|i
④

④〈转〉急不可待
地反复要求

④〈转〉令人厌烦地
向…反复要求；向…
不断提出

原 文 释 义 为 ： (f) Ripete senpaciencige direkti postulojn al iu。原
译把“senpaciencige”
（使无耐心
地）误译为“急不可待”。意思全
反。

bon|: ~o ④

好处

财产，有价值的东西

PIV 明确指出“bono”的第④义
项相当于“bonaĵo”的第②义项，
即“财产，有价值的东西”
。应按
此改译。另外，本义项下作为例
句举出的谚语“kiu laboron evitas,
bonon ne vidas”，原译“懒汉懒汉，
好处不见”就应随之改为“懒汉
懒汉，财富不见”。

bon|a

mal~ulo

（位置应移前）

这个附属词条的位置应移前到
mal~igi 和 mal~agi 之间。

bon|: pli~igo

改良并不象理论
上…

改良并不像理论
上…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boreli|: ~ozo

（漏收附属词条）

【医】包柔氏螺旋体

参见“spiroket|: ~ozo ②”条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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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说明。

（应在 ĝibo 词条中
将 ĝibo~o 收为附属
词条）

“ĝibo~o”在 bovo 词条内只作为
例词而不是作为正式词条收入
的，而在 zebuo 词条内却注明
“（同 ĝibobovo）”。这不能不算是
一个疏漏。

bov|o ②

ĝibo~o (zebuo 的俗
名)【动】瘤牛

bov|o ②

moskeobovo (ovi- moskobovo
(ovi- moskeobovo 是 moskobovo 之误
bovo 的俗名) 【动】 bovo 的俗名) 【动】 （见 PIV 中的 bovo 词条）
麝牛
麝牛

brako ①

preni ion sub la ~o
用胳膊夹着某物

preni ion sub la ~o 应注意“preni”和“teni”的区别。
把某物夹到胳膊下， 前者是瞬间动词（拿起）
，后者是
用胳膊夹起某物
持续性动词（拿着）。“用胳膊夹
着某物”应译为“teni ion sub la
~o”。词典的译文应该力求准确。

brak|o ①

preni ion en la ~oj
用胳膊抱着某物

preni ion en la ~oj
用双臂抱起某物

参见上条的说明。

brand|o

白兰地酒，白酒

果酒、粮食酒、葡萄
酒等含酒精量较高
的各种酒的统称

将 brando 译为“白兰地酒”是望
文 生 义 的 错 译 。 按 PIV 给
“brando”的释义是“Alkohola
trinkaĵo, farita per distilado de
fruktoj, grenoj, vino”，即“用水果、
粮食、葡萄酒等蒸馏而成的含酒
精的饮料”，因而“brando”可用
来构成下列合成词： grenbrando
粮食酒，烧酒，白酒，白干；
agavbrando 龙 舌 兰 酒 ； juniperbrando 杜 松 子 酒 ； melasbrando 塔菲亚酒（西印度群岛产
的甘蔗酒）； brandofarado 酿酒，
等等。

brank|o

有鳃亚门

鳃

这个错误错得很离奇。原文释义：
Spirorgano de bestoj vivantaj en
akvo, ekz. de la fiŝoj kaj krustacoj。
有鳃亚门应该是 brankuloj。原文
释义为：Artropodoj spirantaj per
brankoj（用鳃呼吸的节肢动物）。

brasik|o

blanka ~o （大）白 blanka ~o 卷心菜，
菜，黄芽菜，结球 莲花白，包菜
白菜（古称“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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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V 给出了 blanka brasiko 的拉丁
学名：Brassica oleracea L. var.
capitata L. f. alba。按这一学名我
在专业的《拉汉种子植物名称》
中查得这种植物的中文译名 “卷
心菜（莲花白，包菜）。另外，我
在该书中也查得本词条中提到的

“菘”（即大白菜）的拉丁学名：
Brassica pekinensis Rupr.；也查得
了“小白菜”即南方的“青菜”
的学名：Brassca chinensis L. 由
此可见，将 blanka ~o 译为“（大）
白菜”是误译。PIV 在 brasiko 词
条中给出了不少甘蓝类植物名
称，其中有些对中国人来说是不
熟悉的。这些植物的中文译名必
须按它们的拉丁学名逐一核实，
以消灭差错。建议为适应中国读
者的需要另加两个例词：pekina
brasiko 大白菜，黄花菜，菘菜；
ĉina brasiko 小白菜，青菜。
brasik|:
~napo

【植】番油菜，胜
利油菜

【植】芜菁甘蓝，蔓
菁

参见本勘误表“napo”条中的说
明。

bravur|o

【文】出色的演出
（特指音乐）

辉煌的表演［演奏］
风格；出色的［精湛
的］表演［演奏］技
巧；【乐】炫技

按 PIV 的释义，
“bravuro”是“tre
brila stilo aŭ ludmaniero (precipe
pp muziko)”
。作为音乐术语，应
译为“炫技”
，指作品中要求演奏
者表现一定的功力和技巧。

华彩乐段

~a peco 炫技乐段

参见上条。

bravur|:
peco

~a

brems|o

relajsbremso 【汽】 relajsbremso ( 同
制动继电器
servobremso) 【汽】
伺服制动器；伺服制
动装置

在本词条的例词中收有“servo~o
= relajs~o ”， 既 然 如 此 ，
relajsbremso 就应该是“伺服制动
器”（见 relajs|词条）。

bril|: super~i

【天】日食，月食， (tr.) 以自身的光超
食
过；〈转〉超过，盖
过；使黯然失色，使
相 形 见 绌 ： ŝiaj
belaĵoj super~is la
belajn aĵojn ĉirkaŭ ŝi
她的美艳使她周围
的一切美好都黯然
失色

这是个错译。PIV 虽然没有把这
个派生词收在 brili 词条中，但我
们可以在 super 词条 III-2 项内查
到它的释义“superi per sia brilo”
（ 以自身的光超过）。 例如，汉
语中常说的“闭月羞花”，就可以
译为：(virina beleco) superbrili la
lunon kaj hontigi la florojn。由此
可见“superbrili”与天文术语的
“食”无关（“食”在世界语中是
“eklipso”
）。顺便说一下，
《世界
语汉语词典》在另一处，即在第
860 页上，把“superbrili”译为
“照耀”。两处译语，竟然没有一
处译对，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brok|i

(tr) ( 同 brodteksi)
织（锦缎）

PIV 给 broki 的释义是“interteksi
sur la fono fadenojn el silko, ar-

(tr) 【纺】在…上（用
金、银、丝线）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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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纹［图案］；织（金
银丝线锦缎）

ĝento aŭ oro, por aperigi desegnojn sur la ŝtofo”，而中国的锦
缎，通常只是带有花纹的丝织品，
不一定用金银丝织出，因此把
broki 只译为“织（锦缎）
”
，是不
确切、不全面的。另外，原译中
给出的同义词“brodteksi”也应
删去，因为两者没有意义上的必
然联系，而且在旧版和新版 PIV
中也找不到依据。

brok|: ~ado

织锦缎

（用金、银、丝线） 参见“broki”中的说明。
织花纹［图案］；织
（金银丝线）锦缎

brok|: ~aĵo

花缎，锦缎

(= brokato) （用金、 参见“broki”中的说明。这个词
银、丝线）织出的有 的同义词 brokato 的译语也要作
花纹［图案］的织物； 相同的修改。
（金银丝线）锦缎

brov|:
~tiklema

绷着脸的，严峻的

吹毛求疵的，过分讲
究细节的

PIV 没有给出这个合成词的释
义，只给了一个例句：brovtiklema
kritikisto。我在世法词典中查到
brovtiklema 的法语的对译词并在
法语原文词典中查到它的原文释
义 sourcilleŭ: Qui fait preuve d’
une exactitude, d’une minutie extrêmes, de’une exigence pointilleuse（吹毛求疵的，过分讲究细
节的）。PIV 中的例句 brovtiklema
kritikisto（吹毛求疵的批评家）
也支持了这一译法。

brul|:
①

de malgranda kandelo forbrulis granda
kastelo. 蜡烛虽小，
可以烧掉大城堡。
（意同：星火燎原）

de malgranda kandelo forbrulis granda
kastelo. 一 支 小 蜡
烛，烧掉一座大城
堡。（意近：千里之
堤，溃于蚁穴。）

这条谚语在《世界语汉语词典》
第 367 页上被另译为“坚堡大都，
焚于一烛（意同：千里之堤，溃
于蚁穴）”。同一谚语在同一部词
典中译成两种不同的意思，会使
读者感到困惑：是不是它真的有
两种不同含义，还是两种译法中
有一种不正确？其实 PIV 已在
“kandelo”词条中给这条谚语的
含 义 作 了 提 示 ：“ malgranda
kaŭzo, granda efiko”
（原因小，后
果大）。依据这一提示，我们可以
断定“意同：星火燎原”的理解
是不正确的，因为“星火燎原”
是用来比喻开始时显得弱小但有

f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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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盛生命力和广阔发展前途的新
生事物的成语。
brul|:
~alkoholo

烈性酒精

燃用酒精

这个合成词在《世界语汉语词典》
alkoholo 词条的例词中又被译为
“燃用酒精”
。同一个词在同一部
词典中有两种不同译法，会使读
者感到困惑。其实只要查阅一下
PIV 给出的释义（kolorigita, denaturigita alkoholo, servanta por
hejti kaj boligi）就不难判定正确
的译法应该是“燃用酒精”。

brul|: ~varmo

【化】热量

【理】燃烧热

brulvarmo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
量”。“热量”译成世界语应该是
“kvanto de varmo”。在《世界语
汉 语 词 典 》 varma 词 条 中
brulvarmo 被另译为“燃烧热”。
同一个词在同一部词典中有两种
不同译法，会使读者感到困惑。
依据 PIV 给出的释义（la varmokvanto, kiu liberiĝas ĉe la forbrulo de certa unuo da substanco）
可以判定正确的译法应该是“燃
烧热”。

brut|: ~igi

使人象畜生一样鲁
钝…

使人像畜生一样鲁
钝…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brut|: ~ulo

象畜生一样的人

像畜生一样的人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brutal|a

（应将词条改为名
词形式）

brutalo 粗暴的人，
残暴的人

PIV 是以名词形式给出这一词条
的，而《世界语汉语词典》将它
改为形容词，因而漏收了它的名
词形式。应按 PIV 恢复以名词形
式为主词条，并将形容词形式改
为附属词条。

bulb|o

①【植】球茎，鳞
茎

①【植】鳞茎

球茎和鳞茎，不可混为一谈！
球茎（kormo）是地下茎的一种，
球状，多肉质，如荸荠的地下茎；
鳞茎也是地下茎的一种，形状像
圆盘，下部有不定根，上部有许
多变态的叶子，内含营养物质，
肥厚多肉，从鳞茎的中心生出地
上茎。如洋葱、水仙等的地下茎。

burgraf|o

（kastelgrafo）德国
城堡指挥官

【史】（古代欧洲据
有城堡的）贵族

原 文 释 义 ： En la Romgermana
Imperio, nobelo posedanta fortikigitan urbon aŭ urbeton。

burs|o ②

粘液囊

黏液囊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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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sito 的译语“粘液囊炎症”也
应改为“黏液囊炎症”。
Burund|o

Burundio 布隆迪

Burundo 布隆迪

PIV 没有收“布隆迪”这个国家
名称。新版 PIV 收了这个词：
Burundo: Regno en orienta Afriko.
另在一本世界语专名小词典
《Leksara kolekto de ofte uzataj
propraj normoj》中，这个国家名
称的世界语形式也是“Burundo”
。

buŝ|o ②

al la buŝo de oni
neniu povas ordoni
〈谚〉哓哓众口，
谁的话也不遵守

al la buŝo de “oni”
neniu povas ordoni
众人之口堵不住（意
为：流言蜚语和诬蔑
诽谤无法避免）

我曾对这一谚语的语义作过考
证，确定它含义不是“不遵守”
众人的话，而是流言蜚语无法避
免。我曾写过一篇讨论这条谚语
的专文。限于篇幅，这里从略。

buŝ|o ②

kovri la buŝon de
konscienco 昧良心

kovri la buŝon de
konscienco 堵 住 自
己良心的口（意指不
让自己的良心来责
备自己，即干坏事而
不感到亏心，对自己
的过错满不在乎）

昧良心”就是“违背良心”，这不
是这条惯用语要表达的完整的意
思。这一惯用语出自柴门霍夫的
《世界语谚语集》。这本书后附有
按内容编制的详细索引。利用这
个索引我们可以查到所需要的与
某一题目有关的谚语和惯用语。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这条惯用语原
是编排在“823”组中的，这一组
的小标题是“konscienco”
（良心）：
823. Konscienco
823.01 Havi larĝan konsciencon。
823.02 Kovri la buŝon de sia konscienco。
823.03 La konscienco lin ne turmentas。
我们先来看看同组的其他两个惯
用语所表达的语义。“havi larĝan
konsciencon”可以译为“（对自己
的过错）满不在乎，良心上无所
顾 忌 ”；“ la konscienco lin ne
turmentas”的意思是“他（对自
己的过错）不感到内疚，他良心
无所顾忌”。参照这两个惯用语的
语义，我们可以不难理解和翻译
“ kovri la buŝon de sia konscienco”这一惯用语的意思了。
你看这个惯用语多么形象：人在
干坏事的时候，有时不免也会受
良心的谴责。但他一意孤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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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把良心的嘴堵住，不让它来谴
责他所 干的 坏事（ malbone agi
kontraŭ sia konscienco; fari malbonon ne aŭskultante la voĉon [la
riproĉon] de sia konscienco）
。参见
本勘误表“kovri ③”中的说明。
buŝ|: ~kanalo

口腔

【解】口道，前呼吸
道（包括口腔和气
管）

“ 口 腔 ” 译 为 世 界 语 是 “ buŝa
kavo”，这里将“~kanalo”译为
口腔显然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世
界语汉语词典》在 kanalo 词条中
已按 PIV 所给的释义（kanalo,
formita de la malfermita buŝo kaj
de la ĝin sekvanta spirkanalo）将
这个合成词译为“前呼吸道（包
括口腔和气管）”。

buter|o

ĉio iris kiel ~o 一切
顺利

ĉio iris kiel sur ~o
〈转〉一切进行得都
很顺利

少了一个关键的词“sur”，这个
惯用语就难以理解了。

buter|: ~lakto

酪浆；乳浆；次等
牛乳

奶［乳］清（制黄油
剩余的牛奶液）；
（提
去奶油的）脱脂奶
［乳］

按 PIV 给出的释义（likvaĵo, kiu
restas en la buterigilo post transformiĝo de la kremo al butero）应
该是制黄油剩余的牛奶液，即奶
清，或指提去奶油的脱脂奶。原
译“酪浆，乳浆，次等牛乳”语
义表达不准确，给人以“质量差”
的误导。另外，这个词在《世界
语汉语词典》lakto 词条中还被误
译为“提去奶油的酸乳”。另参见
本勘误表“lakto ①”中的说明。

buter|: ~mola

象奶油般软的

像奶油般软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buton|o ③

( 同
florkapeto)
【植】花蕾

（在“floro”词条内
将 florkapeto 补收为
附属词条）

“florkapeto”既已作为“butono”
的同义词，就不该漏收这个合成
词。

C

摩擦齿音

塞擦齿音

ced|i ②

~i sian seĝon 让坐

~i sian seĝon 让座

“座”误写成“坐”。

Cefe|: ~ido

仙王变星群，造父
变星

~ido 造父变星
~idoj 辐 射 点 在 仙
王座中的流星群

原译误将仙王变星群和造父变星
混为一谈。
cefeido 的原文释义：Stelo, kies
helo varias periode laŭ la maniero
de la modelstelo δ Cephei, kies
eksteraj partoj pulsadas。
cefeidoj 的 世 界 语 释 义 是 ：
Meteorpluvo fontanta el punkto en
la konstelacio Cefeo。此词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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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词条内查到。
应增收 cefeidoj 这一附属词条。
ced|i ②

cedi la tronon 让位

cedi la tronon 让王
［皇］位

“让位”按《现代汉语词典》的
释义，是指“让出统治地位或领
导职位”，用法较广。这里只指让
出“王位”或“皇位”。

ced|i

（漏收附属词条）

cedo ① 让 步 ， 退
让，谦让，让与，出
让 ②让与物，出让
物

cedo 并非罕用词，不应漏收。

cedrel|o

（Cedrel sinensis）

（Cedrela sinensis） 拉丁学名写错。

cel|i ①

celi anseron
aeron

celi anseron,
aeron

celenter|o

~ulo 【动】腔肠动
物门

~uloj 【动】腔肠动
物门

既然指的是动物分类中的“门”，
就应该用复数形式。

centiar|o

平方米

公厘（相当于百分之
一公亩，= 1 m2）

应删去此词，因为它不是一个单
纯的词根。它是一个派生词，由
前缀“centi-”（百分之一）加词
根“ar”
（公亩）构成。如果要用
“平方米”来译，也只能译为 1
平方米

ceramik|o

制陶术

陶瓷制造术

此词应包括陶和瓷的制造技术

ceramik|:
~aĵo

陶器

陶瓷制品

参见上条的说明。

Cezar|: c~i

（象恺撒一样）统
治

（像恺撒一样）进行
独裁统治

原译不具体。
“象”应改为“像”。

ci: ~i

(tr) (同 diri) 称你

(tr) ( 同 cidiri aŭ
ciumi) 称“你”

给出的同义词写错。

cianat|o

氰酸

氰酸盐

原文释义：Salo aŭ organika derivaĵo de cianata acido HOCN。

Cicer|o

Cicero 西塞罗

Cicerono 西塞罗

人名“西塞罗”在世界语中通常
写成“Cicerono”。印刷术语“西
塞罗”则为 cicero。

cikl|o ④

【技】
（活塞）冲程

【技】（活塞等的）
工作循环；循环过程

可加例句：la ~o je kvar tempoj
（内燃机的）四冲程循环 / la ~o
je du tempoj 二冲程循环

cilindr|o ④

传象滚

传像滚筒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cimbalari|o

【植】一种欧洲柳
穿鱼

【植】大黄花属植
物；大黄花

原 文 释 义 ： G. (Cymbalaria el
skrofulariacoj), parenca al linario,
diferenca de ĝi i.a. pro mane lobaj
folioj iom similaj al tiuj de hedero.
9 sp-oj el Eŭropo, SU Azio kaj N
Afriko.
这是植物的属名，却被译成了鱼！

tr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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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i

这句谚语中的逗号被抄漏了。

cinabr|o

硃砂

朱砂

应注意不可使用繁体字。

cindr: ~ejo

炉膛

壁炉膛

请看 PIV 给“cindrejo”的释义：
loko de kameno, kie la ligno
ĝiscindre 。 普 通 炉 子 的 炉 膛 是
fajrujo。

cirk|o ③

天然圆形剧场；圆
谷

【 地】冰斗（由雪
蚀圆形凹地演化成
的斗状基岩冰川侵
蚀地貌）

这第三义项是地理专业术语，与
“剧场”无关。原文释义：
Amfiteatro 3, okupata aŭ iam okupita de glaĉero 。 这 里 的
“amfiteatro”意为：
【 地】圆形
凹地，大围谷

cirkl|: ~a

~a cirkulado 循环

~a cirkulado 【交】
环行（线）交通

“cirkulado”（本义为“循环”）
在这里表达车辆等来来往往的行
驶状态，也就是“交通”的意思。
cirkla 的意思是“圆形的”、
“环行
的”，合起来“cirkla cirkulado”
就是“环行（线）交通”
。另外，
《世界语汉语词典》在 cirkuli 词
条内将“cirkla cirkulado”译为“环
行 线 ”， 也 是 不 正 确 的 ， 因 为
cirkulado 并非指线路，而是指车
辆等来往行驶的运动状态。

cirkonstanc|:
~a

~a
komplemento
【语】情状补语

~a komplemento (同
adjekto) 【语】情
状补语，状语

只译“情状补语”，中国读者普遍
不懂，应补译出中国读者熟悉的
“状语”。

cirkumcid|:
~o ③

割治包皮狭窄

【宗】割礼

这个词根的动词第二义项是“行
割礼”，名词也应有“割礼”义项。

cis

I (=maltrans) (prep.)
直到（或从）…这
边 Ⅱ (pref.) 直
到…这边

I (prep.) 在…这边，
在 … 这 面
Ⅱ
(pref.) 表 示 “ 这
边”，“这里”

应该按“trans”的反义关系来翻
译 这 一 词 条 ， 因 而 没 有 “（ 或
从）…”的意思。请看原文释义：
Prep. montranta lokon kuŝantan pli
proksime, ol la objekto, kiun ĝi
enkondukas (malo de trans)。

cis: II

~alpa regiono 直到
阿尔卑斯山这边的
地 区 / ~danuba
regiono 直 到 多 瑙
河这边的地区

【地】在阿尔卑斯山
脉这一边的［内阿尔
卑斯山］地区（意大
利一侧） / ~danuba
regiono 在 多 瑙 河
这一边的地区

为什么一定要在译文中加“直到”
两个字呢？难道读起来不觉得别
扭？而且也不合原义。

cistit|o

膀胱炎

膀胱炎；（…）囊炎

旧版和新版 PIV 都没有将这个词
形单独立条，只是附在 cisto 词条
项下，由词根加表示炎症的后缘
“-it”构成 cistito，这个词既可
以表示膀胱炎，也可以表示胆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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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等病名。如果 cistito 只作膀胱
炎讲，词条中就不可能有“ĥole~o
胆囊炎”这个例词。需要指出：
《世界语汉语词典》和 PIV 都没
有收进作构词成分用的“kole-”
（或 ĥole-）这一医学前缀。但新
版 PIV 中已经收了这一前缀：
kole|o = Galo）。
civet|o

【动】 (或作 cibeto)
（Viverra civetta）

【动】麝猫（灵猫科 civeto 的 原 文 释 义 ： Kn de
动物的通称）
；灵猫 rabobestoj el la fam. de viveredoj,
（Viverra civetha） produktantaj cibeton。
cibeto 的 原 文 释 义 ： cibeto:
moskodora ŝauma substanco sekreciata de glando de la zibeto）。
这 里 将 cibeto （ 麝 猫 香 ） 误 作
civeto（麝猫）的同义词。另外，
也把 civeto 的拉丁学名写错。

civit|: ~aneco

mondcivitaneco
界公民身分

世

mondcivitaneco 世界 原文释义：Stato de mondcivitano。
公民的主张和做法， “世界主义”只是一种主张，何
世界主义，四海为家 来“身份”？释义中的 stato 只能
理解为“状态”，而不是“身份”。

civit|: ~ismo

市民主义

公民意识，公民责任
感

原文释义：Konscio pri la rajtoj kaj
devoj de vera civitano。

Ĉ, ĉ

齿龈清辅音

塞擦齿龈清辅音

PIV 给 这 个 辅 音 的 释 义 是 ：
“ konsonanto, senvoĉa afrikata
gingivalo ” 而 “ ĝ ” 则 是
“konsonanto, voĉa afrikata gingivalo”塞擦齿龈浊辅音。

ĉambr|o ①

juĝo~o 审问室

【法】（法院的）分
庭

原文释义：Tiu ĉambro, en kiu
sidas aparta sekcio de tribunalo k,
pli vs, tia sekcio。
这里将“juĝoĉambro”译为“审
问室”是错误的，但在另一处地
方，即在“juĝ|o”词条中，却正
确地译成了“（法院的）分庭”。
需要说一下：同一个词在不同的
地方译成不同的意思，也不作任
何说明，这是应该避免的。

ĉambr|o

~oluanto 房东

房客

意为完全译反了。房东应该是：
ĉambroluiganto，即：tiu, kiu lue
disponigas ĉambrojn de sia domo
al loĝantoj ； 而 房 客 才 是 ：
ĉambroluanto，即：tiu, kiu luas
ĉambro(j)n。这样的错误，如果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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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看一下原文释义，是本可以避
免的。
ĉap|o ②

被认为自由的象征

被认为自由的标志

原文是 signo，宜译为“标志”

ĉar|: krom~o

（挂在摩托车后
的）斗车

（挂在摩托车旁边
的）斗车；边斗，跨
斗

怎么可能是挂在车后呢？原文释
义：Gondolforma ĉareto, alkroĉita
ĉe la flanko de motorciklo

ĉarnir|o

铰链，活叶

铰链，合页

“活叶”或许在某一方言中与“合
页”同义？或是笔误？

ĉas|i ①

kiu
ĉasas
du
leporojn,
kaptas
neniun 一 人 猎 二
兔，一个也抓不住
（一心不可二用）

kiu
ĉasas
du
leporojn,
kaptas
neniun 同 时 追 两
兔，一只也捉不住；
同时做两事，一事也
无成（意指想要同时
达到两个或更多的
目的，很可能一个目
的也达不到。意近：
“贪多必失”
、
“多谋
寡成”）

这条习语性谚语在《世界语汉语
词典》中有三种译文：1）一人猎
二兔，一个也抓不住（一心不可
二用）(p. 126); 2）同时追两兔，
一个也捉不住（喻：一心二用，
一事无成）(p. 493); 3）同时逐两
兔，一兔也难捕（喻：一心不能
二用）(p. 584)。这三种译文都指
明这条谚语有“一心不能二用”
的喻义。这是不正确的。汉语中
的“一心不能二用”强调“学习
或做事要集中精力，不能分心”，
而这条谚语并没有这样的喻义。
它的喻义应该是“贪多反无得”，
因为它在柴门霍夫的《世界语谚
语集》中是编排在 628 组中的。
这一组的分类标题是 avideco（贪
心）和它同组的还有另外两条谚
语：kiu tro multe deziras, nenion
akiras（谁想得到过多，谁就一无
所获），kiu kaptas tro vaste, konservas malmulte（捕捉过多，保存
必少）。根据这个理由，我建议将
这条谚语改译为：同时追两兔，
一只也捉不住：同时做两事，一
事也无成。

ĉas|: ~o

②【军】追击，狙
击

②（用速度更快的舰
艇或战机）追击

原文释义：Atako de malamikaj
ŝipoj aŭ aviadiloj per pli rapidaj,
pli malpezaj maŝinoj。
原译只译为“追击，狙击”，不加
任何说明语，是不妥的。另外，
“狙击”是指“埋伏在隐蔽地点
伺机袭击敌人”。

ĉas|: ~isto

②【军】狙击兵

②【军】轻装兵；轻
步兵，轻骑兵

原文释义：Ano de malpeza infanteria aŭ kavaleria korpuso

ĉas|i:

Ĉ~hundo

Ĉ~hundoj【天】猎犬

猎犬座的拉丁学名是 Canes Ve-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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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do) 【天】猎犬
（星）座

（星）座

natici，译成世界语通常用复数形
式。除猎犬座外，以 Hundo 命名
的 星 座 还 有 大 犬 座 （ Granda
Hundo ） 和 小 犬 座 （ Malgranda
Hundo）。Hundo 是这两个星座的
通 称 。 这 里 将 Hundo 看 作
Ĉashundo 的同义词，是错误的。

ĉe ②

~ la vulpoj ĉiam
naskiĝas nur vulpoj

~
vulpoj
ĉiam
naskiĝas nur vulpoj

在柴门霍夫《世界语谚语集》中
此谚语在 vulpoj 之前没有冠词
la。

ĉemiz|: ~eto

短衬衫

（男式）短袖衬衫

原文释义：Ĉemizo kun pli mallongaj manikoj kaj baskoj。
原译不具体。

ĉen|:
~frakcio

连环分数

连分数

ĉenfrakcio 就是 kontinua frakcio，
按字面译是连续分数。参见
frakcio 条。

ĉerp|i ①

ĉerpi per kribrilo

ĉerpi akvon per kribrilo

应按柴门霍夫《世界语谚语集》
中的完整形式补上“akvon”。

ĉerp|: de~i

(tr) 放掉

汲去，舀去： musoj
de~i la kremon de
plado 老 鼠 把 盘 子
里的奶油吃掉

原文释义：Depreni per ĉerpado。

ĉerp|: el~i

li el~is la favoron de
la mastro 他用尽了
主人的恩宠

li el~is la favoron de
la mastro 他使主人
不再对他有好感

原译中“用尽了主人的恩宠”不
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ĉerp|: sub~i

虹吸

（用虹吸管或其他
方式）滗清（葡萄酒
或其他液体）
，倾析

原文释义：Per sifono aŭ alie, ĉerpi
likvon sub la supraĵo, por ne skui
ĝin kaj ne ricevi ion el la feĉo。

ĉeval|:
~vosto

马尾

【解】
（脊髓）马尾，
马尾神经（指腰椎到
尾椎之间的脊髓神
经束，像马尾一样，
所以叫马尾神经）

原 文 释 义 ： Abunda nervofasko,
finanta la mjelon kaj ĉirkaŭanta la
terminalan filamenton。
这是一个解剖学术语。原译只按
字面译为马尾，但没有译出它的
解剖学词义。
此词可以分列为两个义项：①马
尾 ②【解】（脊髓）马尾，马尾
神经

ĉifr|o ③

(同 monogramo) 字
母组合

( 同 monogramo)
交织字母花押字（以
姓名等首字母交织
组成的图案，作标记
用）

原译“字母组合”，很不确切，什
么样的字母组合？作什么用的？
都没有译出来。

ĉi|o:
~vendejo

杂货店

百货商店，百货公司

中国的杂货店通常指规模较小的
出售各种零星生活日用品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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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而 ĉiovendejo 指的是 granda
magazeno, en kiu oni povas aĉeti
ĉiaspecajn artiklojn，相当于百货
商店或百货公词。
“杂贷店”译成
世界语可以是 butiko de ĉiutagaj
necesaĵoj 或 spicejo。
ĉip|a

=
malkosta
malkara

ĉirkaŭ I-①

danci kiel kato ~
poto 象猫一样绕着
罐子跳舞

danci kiel kato ~
poto 像猫儿围着食
盆转来转去；喻：
（做
事）缩手缩脚；（讲
话）吞吞吐吐、转弯
抹角

这是出自柴门霍夫《世界语谚语
集》的一条惯用语。这一惯用语
借助猫儿想偷吃鲜美食物而又胆
怯地围着食盆转来转去的形象表
现一个人因有顾虑说话吞吞吐
吐、转弯抹角或想做一件事而又
不敢大胆去做的犹豫不定、缩手
缩脚的神态，
。
《世界语汉语词典》
只译出它的字面意义“像猫一样
绕着罐子跳舞”而没有指明它的
喻义。看了这样的译文，读者可
能会感到不知所云。

ĉirkaŭ:
~skribi

确定范围和界线
（如对题目等）

在…周围画线；确
定…的范围和界限
（如对题目等）

“界线”用于具体事物，如地区
的分界线或边缘，而“界限”用
于抽象事物。题目是抽象事物。

ĉiu ②

（作为形容词）每
个的

（作名词的限定语）
（单数）每个…，各
个…；（复数）所有
的…，全体…，一
切…

ĉiu 的用法在旧版和新版 PIV 中
都有 5 个义项。在这部词典中只
收了两个义项，而且举例很少，
不能全面概括 ĉiu 的主要用法。

ĉiu: ~okaze

无论如何
（另在 okaz|词条中
此合成词被译为
“所有场合”
）

在所有场合下；一遇 原文释义：Je ĉiu okazo，即“在
机会就，总是，经常， 所有场合下”
。译为“无论如何”，
时时刻刻，随时： 不妥，且又没有例句支持。
~okaze li rakontadis
sian malsaniĝon 他
一遇机会就讲他的
病情 / ~okaze ŝi lin
riproĉas 她 总 是 斥
责他

ĉj|

(suf.) 接 在 男 子 名
或表示亲属关系的
词的第一或第二个
音节后面构成对男
子的爱称

(suf.) 接在男子名
或表示男性亲属关
系的词的第一或第
二音节后，构成对男
子的爱称

或

( 同 malmultekosta, malkosta 是什么意思？这样的派
malkara) 价 钱 低 生词，令人费解。
的，便宜的，低廉的， 或许是“malmultekosta”之误？
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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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解说要力求准确。这里必须
在“亲属”前加“男性”两字。

dam|o ①

honor~o 在 女 王 或
女亲王处服务的贵
族妇女

honor~o （ 陪 伴 女 原译只是对这个词语的解释性译
王、王后或公主的） 语，不便于使用，应加上简明的
宫廷贵妇；宫廷女侍 对译语。

dam|o ③

王棋

（国际跳棋中）升为
后的子（即走到对方
底线的子）： ricevi
~o 子升为后

原文释义：Duobligita disko ĉe la
damludo。

dam|: ~oj

西方象棋（棋盘为
黑白相间的格子，
法国的 100 格，英
国的 64 格）

(同 damludo) 国际
跳棋（棋盘为黑白相
间的格子，法国式的
100 格，英国式的 64
格）

《世界语汉语词典》第二版书后
所附勘误表在括号的最后加上了
“即国际象棋”，也是错误的。
Damoj 的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国
际跳棋”。

dam|: ~igi

换王棋，换棋子

使一子升为后（即把 此为国际跳棋规则。
该子走到对方底线）

dam|: ~iĝi

换了王棋，换了棋
子

子升为后（即该子走
到对方底线）

dam|: ~cervo

= damao

（删去此附属词条） 另在 damao 词条内增收附属词条
“ ~cervo ”。 理 由 见 本 勘 误 表
“dom: ~cervo”中的说明。这里
再补充一点理由：damao（黇鹿）
的 拉 丁 学 名 是 Dama dama 。
“dama”在拉丁语中本来就是指
黇鹿，和世界语中作贵夫人讲的
“damo”毫无词源和语义的关
系。很显然这一错误是由于词典
编者的疏忽造成的。

dama|o

（补收附属词条）

~cervo ( 同 damao)
【动】黇鹿（类似驯
鹿，雄者角扁）

补收的理由见本勘误表“dom:
~cervo”中的说明。

danc|i ①

danci en rondoj 跳
交际舞

danci en rondoj 围成
圆圈跳舞

通常说的交际舞（或交谊舞），是
指在舞厅里跳的 bala danco 或
societa balo，跟 en rondoj 无关。

dand|o

纨绔子

纨绔子弟

按通常的说法译出。

danĝer|o: en
~o

en danĝero 遭到危
险

en danĝero 在危险
中

这里表达的只是一种状态，不能
译为遭到。

dank|i

（漏收义项）

dankema 感 激 的 ，
感恩图报的

dankema 是常用派生词，不可漏
收。

dank|i

ne~inda 不值一谢， ne~inde 不值一谢， 在客套语中，应为“nedankinde”
。
没什么
没什么

dat|: antaŭ~i

(tr) 预先写日期

(tr) 在 … 上 倒 写
［填］日期（即写上
的日期早于实际日
期）： antaŭ~i kontrakton 倒填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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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上条。

原文释义：Surskribi daton antaŭan
al la efektiva dato, ĉe kiu oni
skribas la dokumenton。
原译把意思弄反了。预先写上日
期意思是提前写上日期。

日期 / tiu verkisto
antaŭ~is kelkajn el
siaj poemoj 那位诗
人把他的一些诗作
的日期写早了
dat|: post~i

(tr) 补写日期

(tr) 写［填］迟…的
日期（即在信件、文
件等上填写比实际
晚的日期）；把…的
日期写［填］迟：ĉeko
post~ita 填 迟 日 期
的支票

原文释义：Surskribi daton postan
al la efektiva dato, je kiu oni
skribas la dokumenton。
原译把意思弄反了。补写日期应
该是事后补写。

dat|: ĝis~igi

使及时

①当天清讫，当天了
结 ②（网络用语）
更新（版本、网页
等），刷新；修改

请参阅 PIV 所给的释义：fari, ke
io estu ĝisdata: ĝisdatigi la kontojn
de la kongreso。我把这个释义译
为“当天清讫”。再参考 ĝisdata
的 释 义 “ daŭrigita, kontrolita,
konpletigita ĝis la plej freŝa dato:
ĝisdata informilo, librotenado,
kolektado de observoj”我们还可
以把 ĝis~igi 译作网络用语的“更
新”，
“刷新”和“修改”
（相当于
英语的 update）。

de: (11)

为了准确地表示前
一义，可以 disde 代
替 de

为了准确地表示前
一义（即“从…”）,
可以用 disde 代替
de

这样表达，似乎更清楚一些。

debet|o

欠帐；帐簿的借方

欠账；账簿的借方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中，应该用
“账”。本词条内其他部分类似的
“帐”也应改为“账”，如“入帐”
改为“入账”
，等。

debil|: ~eco

denaska ~eco 失天
虚弱

denaska ~eco 先 天
虚弱

字面错误。

debitor|o

欠帐者

欠账者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

decid|i

（漏收义项）

②解决，了结；裁决，
判决：~i komplikitan
demandon 解 决 一
个复杂的问题 /
juĝanto ~as, kiel li
vidas 〈谚〉评判裁
断，依其所见 / ~i
favore
al
iu
［kontraŭ iu］ 作出

这个义项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国世
界语者所忽略，因为《世界语汉
语词典》在“decid|i”中只收一
个义项，即“决心，决定”
。而实
际上“decid|i”的第二义项用法
也很广泛。请看 PIV 所给的释义：
meti finon al (demando, diskuto,
proceso ks), venkigante unu el la
parti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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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人有利的［不利
的 ］ 裁 决 / ne
kvanto, sed kvalito
~as pri merito 〈谚〉
不是数量而是质量
决定优劣 / li konfesis, ke la demando
pri ŝanĝoj devas esti
~ata de la esperantistoj mem 他 公
开表明关于修改（世
界语）的问题应由世
界者自己来解决 /
batalo rapide ~ita 速
决战 / la loto ~as
inter potenculoj 抽
签能了结二强之间
的纠纷（旧约） / ĉe
tiu malsano unu horo
povas ~i inter vivo
kaj morto 这种病一
个小时就能决定生
死
decidu|: ~o

子宫内粘膜

子宫内黏膜

deĉifr|i ①

译解，破译（密码、 ( 同
malĉifri,
暗号等) …
malkodi) 译出 （ 密
码信息、暗号等）；
译码；译解

deĉifri 不能译为“破译”。deĉifri
和 malĉifri 都是“将密码信息译
成大家都能看得懂的文字”，就是
一般所说的“译码”。破译，则是
在不掌握密码秘密的情况下将密
码文字译出来。
“破译”是不可以
用 deĉifri 或 malĉifri（= transskribi
tekston de ĉifro en klaran lingvon）
来对译的，只能用“elkriptigi”
（=
deĉfri kriptaĵon）来翻译。所谓
kriptaĵo，就是 ĉifrita teksto, kies
ŝlosilon oni ne posedas，即在不掌
握密码钥匙的情况下将用密码文
字翻译出来。破译，还可以另一
种 表 达 方 式 ， 即 ： malkovri la
ĉifron（破译书面暗号或密码）。

defend|i ①

kontaŭ malfeliĉo ne
~as eĉ riĉo 对于不
幸，富也没用

kontraŭ malfeliĉo ne
~as eĉ riĉoZ 财富防
止不了灾祸

这是一句谚语，句中的 kontraŭ
少写了一个字母，汉语译文也不
够确切。

defil|i ①

( 同 paradi) (ntr.)

(同 paradi) (ntr.)【军】 译为“列队行进”，很不准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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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军】列队前进，
纵队行进

成纵队行进

什么队形，横队还是纵队？应删
去。

列队前进，鱼贯而
行

【军】纵队行进

成语“鱼贯而行”不适于用来译
军事词语。

definitiv|: ~e

不改变地

不再改变地，最终地

译文写漏了一个字。

dekadenc|:
~a

~a literaturo 颓废文
化

~a literaturo 颓废文
学

将文学误写为文化。

deklam|i ②

（象朗诵那样地）
说话

（像朗诵那样地）说
话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dekubit|o

dekubito 【医】

【医】 平卧姿势，
卧位，卧姿： dorsa
~o 背卧位，仰卧位
/ ventra ~o 腹卧位，
伏卧位 / flanka ~o
侧卧位

原文释义：Ripoza sinteno de la
korpo, kuŝanta sur io horizontala:
dorsa, ventra, flanka dekubito。
问题是，这个词的原文释义明明
说的是身体的平卧姿势，译成汉
语怎么就变成了“褥疮”呢？也
不可能是因上下错位把邻近词条
中的“褥疮”误写到这里来的。
真是错得有点莫名其妙。不过，
当我翻开英汉词典，我发现在英
语中这个医学术语确实是可以作
“褥疮”讲的。请看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英华大词典》给
“decubitus”的释义：
decubitus ① 【 医 】 褥 疮 （ =
bedsore） ② 卧姿，卧床
很可能当初负责《世界语汉语词
典》这部分的编者只查了这个词
的英语释义，照录了第一义项，
忽略了第二义项。而恰恰这第二
义项，才是这个世界语词的唯一
的词义。
原 文 释 义 ： Maldiafana: densa
kliŝo。

defil|:
~ado

~o,

褥疮

dens|a ④

【光】暗的（指照
相底片）

【光】不透光：~a
kliŝo 不透光底片

Deli|o

Delio

Delio（一作 Delhio） Delio 这一地名形式，虽然也有人
用，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写
作 Delhio。旧版和新版 PIV 也是
以后一形式收入词典中的。

demand|:
pri~i

turmente pri~i 刑询

turmente pri~i 刑讯

汉字写错。我们只说刑讯，而不
说刑询。

demonstraci|o ②

【军】示威，显示
军力

【军】示威演习，佯
动

请参见 PIV 所给的原文释义：
elmontrado de milita forto, por
timigi, por maski aliajn operaciojn,
aŭ, en pacotempo, por pruvi sian
militprete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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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onimaci|o

【经】票面单位名
称改变（其价值，
即与黄金的比价不
变）

dent|o【比较】 moralo 臼齿

【经】改值（票面单
位名称改变，但其价
值，即与黄金的比价
不变）

只提供解释性的译语是不够的，
应尽可能提供通行的简短译语。

molaro 臼齿

字母写错。

( 同 denta alveolo)
【解】牙槽

alveolo 只是解剖学中“小窝”
（=
kavaĵeto）的通称，牙槽应该是
denta alveolo。

dent|: ~ingo

(同 alveolo) 【解】
牙槽

dent|o

~oskrapulo 【 动 】 ~oskrapuloj 【动】 表示动物的“目”，名词应该用复
（ronĝuloj 的俗称） （ronĝuloj 的俗称） 数形式。
啮齿目
啮齿目

derivi ②

【数】求（函数的） 【数】求积分，求（函
导数
数的）导数

补充一个译语。

deriv|: mal~i

求积商

求积反导数

按规范的数学术语译出。

deriv|:
mal~aĵo

积分，积商

反导数积分

按规范的数学术语译出。

destrojer|o

扫雷艇

【军】驱逐舰

请 参 阅 PIV 所 给 的 释 义 ： tre
rapida, nekirasita ŝipo, armita per
torpedoj kaj malpli pezaj kanonoj.
《现代汉语词典》给“驱逐舰”
的定义是：以导弹、火炮、鱼雷
和反潜武器为主要装备的中型军
舰，主要用于护航、警戒和反潜。
“扫雷舰”或“扫雷艇”译成世
界语是“minbalaa ŝipo”。参见本
勘误表“torpedo”条中的说明。

detal|: ~o

droni en detaloj 沉
溺于琐事

droni en detaloj 热衷
于细节；详尽地描述
［叙述］

这条惯用语在柴氏《世界语谚语
集 》 中 原 是 和 “ komenci de
Adamo”
（从亚当讲起，从开天辟
地说起）这条惯用语编排在同一
组（第 4 组）中的，另外，它在
谚语集的分类索引中是被弄在
41（detalado）和 254（detale）项
下的，可见它与“琐事”无关。
和 它 对 应 的 俄 语 惯 用 语
“Вдаваться в детали”的意思是
“叙述详细情况”
（《大俄汉词典》
p. 152）；英语惯用语“go into
details”的意思是“详细叙述”，
“逐一说明”
。

detal|: ~ema

~a observo 细心观
察
免除，免掉

~ema observo 细心
的观察

在“~ema”附属词条下，怎么可
能出现“~a”的形式？

sen~igi 免除（某人
做某事的）责任［义

sen~igi lernanton ĉeesti la gimnastikan kurson 允许一名学生不上

dev|: sen~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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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准许（某人）
不做（某事）

体 操 课 / sen~iga mendo de
specimeno 样本备索

devanc|i

= antaŭigi

(tr.) 超越，超过，赶
过；超（车）

PIV 给 devanci 的释义是：atingi
kaj preteririnte postlasi（赶上并把
对方抛在后面），而 antaŭigi 并不
具有这样的意思（在 PIV 中也查
不到这个词）
。倒是 antaŭiĝi（走
到…前面）和这个及物动词的词
义相近。请看 PIV 提供的例句：
la fratoj rajdis pluen kaj ~iĝis al li
je granda distanco 他们继续骑马
前行把他落下一大段距离。总之，
《世界语汉语词典》根本没有提
供“devanci”的任何有用信息。

di|: ~aĵo

神，上帝，崇拜的

①(具有的超自然力
的次于“dio”的）
神 ②〈转〉被崇拜
的人，极受尊崇的人

原文释义：1 Supernatura estaĵo,
de malpli alta rango ol dio 2 (f) Iu
adorata, admirata
原译只译为“神，上帝”
，与 dio
和 Dio 有何区别？

对象

di|: ~ino

la ~ino de l’ ĉielo
即 Junona（神后）

la ~ino de l’ ĉielo 即
Junona（罗马神话中
的天后）

Junona 是罗马神话中的天后，怎
么会写成了神后？

diabl|: ~ido

象魔鬼一样恶毒的
人
~aj manetoj 白晰的

像魔鬼一样恶毒的
人
~aj manetoj 一双白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小手

皙的小手

deapedez|o

【生理】白血球

【生理】【医】白细
胞渗出，血细胞渗出

原文释义：Migrado de la leŭkocitoj, tra la parietoj de la kapilaroj,
al la apudaj kunigaj histoj。
白细胞为：leŭkocito

difin|: ~o ②

电视图象的行数

（电视）图像的行数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difin|: ~o ②

（超过六十万象点
的）

（超过六十万像素
的）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digram|o

【语】二合辅音单
音双字母（如 ch, gh,
sh）

【语】
（读作一音的）
复合字母（如世界语
中 ch, gh, hh；英语
中 th, ea）；单音双字
母

原译不简洁，且限制为辅音字母
的复合，而实际上并没有这个限
制。PIV 给出的释义是：grupo de
du literoj uzataj por prezenti unu
sonon（两个字母组合在一起表示
一个音）。新版 PIV 的释义略有
改动，但意思没有变：grupo de du
grafemoj uzataj por prezenti unu
unu fonemon（两个书写单位组合

diaf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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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写错。

在一起表示一个音位）。
dik|a ③

粘稠的

黏稠的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本词条内~flua 的译语“稠粘的”
也应改为“稠黏的”

dinornitform|aj

【古生】恐鸟类

【古生】恐鸟目

应该严格动物学术语的规范来翻
译。在动物学分类中，-formaj 表
示动物分类系统中的“目”。

dir|i ②

~is kaj foriris （意为
abrupte forkuris）忽
然跑开了

~is kaj foriris（意为
abrupte forkuris）说
走就立刻走掉了；说
走就走了

abrupte 在意思上和“突然”有细
微的差别。PIV 给 abrupta 的释义
是：malagrable subita, neĝentile
senprepara 。也 就 是 说 ， abrupte
的词义中含有一种令人不快的、
失礼的突兀和唐突。

dir|i ⑤

dirite farite 说到做
到

dirite, farite 说了就
做；说干就干

在汉语中，
“说到做到”有“认真
履行自己诺言”、
“不说空话”、
“言
而有信”的含义，但这句世界语
谚语却没有这样的意思。这条谚
语 源 自 拉 丁 语 “ simul dictum,
simul factum”（说了就做，说做
就做）。句中的“simul… simul …”
（意思是“既已…立即…”
）可以
省略，省略后这句拉丁谚语就成
了 “ dictum, factum ” (= dirite,
farite)。法语中的“Aussitot dit,
aussitot fait”（说干就干），德语
中的“Gesagt, getan”
（说了就干），
俄 语 中 的 “ Сказама—сделана ”
（说做就做）等，都源自这条拉
丁谚语。与“dirite, farite”意思
上对应的英语谚语是“no sooner
said than done”，它的意思是“说
做就做，马上就办”。在《世界语
谚语集》的分类索引中，“dirite,
farite”是被列在 90（nehezito）
和 350（tuj）项下的。由此可见，
这条世界语谚语着重表达“立即
行动”、“毫不迟疑”的含义，应
该译作“说了就做”或“说干就
干”，而不应译成“说到做到”。

dis-: ~a

la trupoj atakis en
disa ordo 部队在散
乱地进攻

la trupoj atakis en
disa ordo 部队以分
散队形进攻

“ordo”用在军事上指“队形，
序列”，如：~o de marŝo 【军】
行军序列 / ~o de batalo 【军】战
斗 序 列 / marŝo ［ atako ］ en
densa ［en disa］ ~o 【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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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分散］队形行进［进攻］
disk|: ~rado

【汽】车轮

【汽】盘式车轮，盘
形轮

PIV 给 disrado 的释义是： rado,
prezentanta masivan diskon。从这
个释义中可以看出，diskrado 不
同于普通的车轮。

disting|i ②

morto ne ~as, ĉiujn
egale atingas 死 神
找人，谁也不分

la morto ne ~as,
ĉiujn egale atingasZ
〈谚〉死神找人，谁
也不分

谚语有固定形式，字句不可改动
或省略。

distord|: ~o

影象的歪曲

影像的歪曲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distr|i

（漏收附属词条）

~iĝi ①分心，不专 这一词形很常用，不该漏收。
心 ②消遣，娱乐，
散心 ③〈旧〉分散，
分开

diverĝ|i

（漏收附属词条）

diverĝigi 【数】
【理】 PIV 收有此词（diverĝigi = fari
使发散，使辐散
diverĝa）。

divers|: ~aĵoj

各色各样的东西

各 色 各 样 的 东 西 ； 《世界语汉语词典》只译出了这
（报刊的）社会新闻 个派生词的字面义，而没有译出
栏
它的真正的词义。PIV 给这个派
生词的定义是：en gazeto, la diversaj informoj pri trivialaj faktoj
de la ordinara vivo（报刊上有关日
常生活中各种琐碎事件的消息）。
我认为在译出字面意义之后还应
该加上这个重要义项。

dolor|: ~o

ŝir~o ( 同 lancenado) 阵阵剧痛

ŝir~o (同 lancinado)
撕裂性剧痛；阵阵剧
痛

dom|: ~cervo

（ damao 的 俗 名 ） （删去此附属词条） 在旧版和新版 PIV 中，我们只能
【动】黇鹿
在 cervo 词条内查到 damcervo 及
其释义：damcervo = damao。但
实际上旧版和新版 PIV 全都错
了 ， 正 确 的 形 式 应 该 是
“ damacervo ” （ 由 词 根
dama-+cervo 复合而成）。这个错
误从 PIV 起直到 2005 年的新版
PIV 版本中都没有被发现。世汉
词典因袭了 PIV 的错误，并进一
步 将 “ damacervo ” 误 收 在 了
“dom|o”词条中，因而出现这个
错误。应该将这一复合词从
dom|o 词条中删去并将正确形式
“damacervo”置于“damao”词
条中。
47

首先要指出这里的“lancenado”
的正确写法应该是“lancinado”。
只译为“阵阵剧痛”不够具体。

dorm|: ~ema
②

睏的

困的

应注意不可使用繁体字。

Dover|o

【 地 】（ 英 法 之 间
的）多佛尔海峡

多佛尔（英国港市） 请参看 PIV 所给的释义： Angla
havenurbo, vidalvide de Bulonjo.
“多佛尔海峡”译成世界语应该
是：la Dovera Markolo。

d-rino （ 或
D-rino）

女博士

女博士；女医生

汉译不全面。

d-ro （ 或
D-ro）

博士

博士；医生

汉译不全面。

du:
~ono
【注】③

继父母等的亲属关
系

父或母再婚后形成
的亲属关系

这里涉及的是 “duon-”作前缀
用时的语义作用。

du: ~onigi

①使分为两半

①使成为一半，使成
为二分之一；减半：
la avarulo minacis
~onigi niajn salajrojn 那吝啬鬼威胁
说要把我们的工资
减半 / jam la sepan
tagon de la sieĝo oni
devis ~onigi ĉies
porcion 围 城 的 第
七天人们已经不得
不把所有人的口粮
减为一半

duonigi 的原释义为：Fari, ke io
iĝu duono（使成为一半）
，而“使
分为两半，译成世界语应为：
dividi (ion) en du egalajn partojn.
两者并非同义。再从 PIV 所提供
的例句看，也支持了我的译法,
而原译根本未提供任何例句。

dum: ~e ③

…看来好象是完全
好的

…看来好像是完全
好的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dump|i

(同 dumpingo)

(同 dumpingi)

动词不能和名词构成同义关系。

ecidi|o

（ 同 sporpokalo ） （应在 spor|o 词条
【植】
（锈菌的）孢 内 补 收 附 属 词 条
子囊
~pokalo）

在《世界语汉语词典》spor|o 词
条内查不到“sporpokalo”。漏收
给出的同义词，是词典不够严谨
的表现之一。参见本勘误表
“spor|o”条中的说明。

edz|: ~igi

ŝi ~igis lin 她嫁给
了他

按 PIV 的释义，“edzigi”只表达
“使某人成为丈夫，使娶妻”
（fari
iun edzo）。同理，“edzinigi”所
表达的意思是“使某人成为妻子，
使出嫁”
（fari iun edzino），例如：
edzinigi sian filinon （嫁女）。那
么，
“她嫁给了他”怎样译成世界
语呢？我想可以有三种译法：ŝi
edzinigis sin al li / ŝi edziniĝis al li
/ ŝi edzigis lin al si（这里的“al si”
必不可少）。本词条所举的例句

ŝi ~igis lin al si 她
嫁给了他（或将此例
句 换 为 ： ~igi sian
filon al riĉa fraŭlino
使儿子和富家小姐
成婚；给儿子娶了个
富家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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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ŝi ~igis lin”是词典编者自撰
的，译语也不妥。
edz|: ~igo

嫁给

（= ge~iĝo）结婚

按新旧版的 PIV，edzigo 都和
geedziĝo 同义。原译只译为“嫁
给”是不正确的。请看 PIV 中所
提供的例句：en la malmodernaj
civilizacioj la perado de svatisto
estas necesa, por aranĝi edzigon
在古老的文明中媒人的撮合对于
安排婚事是必要的。

efektiv|: ~iĝi

会象我所决定的那
样…

会像我所决定的那
样…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efelid|o

【医】黑痣

【医】雀斑

原文释义：Ĉiu el la rufaj aŭ brunaj
makuletoj de la haŭto, ne klarlimaj, kaj kaŭzitaj de la efiko de
suno。从这个释义看，分明是“雀
斑”。黑痣应是 nigra makuleto de
la haŭto 或 belgrajno（后者尤指面
部的），医学上称为 nevuso。

efik|: ~a

~a kaŭzo 【哲】有
效因

~a kaŭzo 【哲】有
效因，前因，致果之
因

“efika kaŭzo”在 PIV 的“efika”
词 条 内 给 出 的 释 义 是 ： tiu
(kaŭzo), kiu fakte efikas, kontraste
al la cela kaŭzo。按这个释义，
《世
界语汉语词典》将“efika kaŭzo”
译为“有效因”是可以的；但 PIV
在“kaŭzo”词条内又将这个词组
释义为：le fenomeno necese antaŭa al alia”，
《世界语汉语词典》
在 kaŭzo 词条内又按此释义将
“efika kaŭzo”译为“前因，致
果之因”。PIV 所给的两种释义究
竟哪种更确切，我无法断定，因
而我倾向于将这几种译法都罗列
出来。我认为同一个专业术语在
同一部词典的不同地方的译法应
该统一起来，不能一致的，应该
加以说明。参见本勘误表“kaŭzo”
条中的说明。

eg-:

(suf.) ① 表 示 “ 极
大”，“最强”

表示大小或强度的
极高程度，或：表示
“极大的”、“极度
的”，

原文释义为：Suf. Esprimanta plej
altan gradon de grandeco aŭ intenseco, ordfinare kun specialigo
de la ideo enhavata en la radikvorto。
需要注意的是，原释义中的“pl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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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表示“最”，而是“极，
极其，非常，十分”的意思，即
“plej”的第二义项：absolute altan
gradon (sen esprimita komparo
kun aliaĵoj) （参见 PIV plej 词条）
egal|: ~a ②

iri ~e kun iu 行走
和某人一样

iri ~e kun iu 以相同
的步伐［步速］和某
人一起行走

原译语表达令人费解。PIV 在这
一例句后特意注明“(egalpaŝe)”，
词典原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
语义提示。

eĥ|o

~barilo 隔音板

~obarilo【讯】回音
消除器

这是错译。请看 PIV“bari”词
条中的定义：eĥobarilo: Aparato,
kiu malhelpas eĥon en tre longa
telekomunika lineo。原编者似乎
没有认真看这一释义。

ekonomi|o
①

politika ~o (= ekonomiko)

politika
~o
(=
politika ekonomiko)
政治经济学

“politika ~o (= ekonomiko)”是
PIV 提供的例词。我认为这里给
出的提示“(= ekonomiko)”是单
指“ekonomio”而言的，即这里
的“ekonomio”只与“ekonomiko”
同义。

ekonomi|o

（漏收义项）

②节省，节约，节俭； 汉语中的“经济”也至少有两个
节约措施；经济
义项，一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
二是指实际生活和生产活动中以
较少人力、物力、时间获得较大
成果的措施或方式。世界语中也
同样有两个义项，而这第二义项
却被漏收了。请看 PIV 给出的释
义：Atingo de celo per plej simplaj
kaj plej efikaj rimedoj。

eks-:
ne~igebla

终生的

不可免职的；终身
的: la juĝistoj estas
ofte ne~igeblaj 法官
往往是终身任职的

“终生”和“终身”的区别：
“终
生”多就事业讲，
“终身”多就切
身的事来说；
“终身”可指“社会
生命”，而“终生”不可以，因此
这里应该用“终身的”。
这里只译“终身的”，还不够周延，
因为“终身的”还可能有其他意
思，必须把“不可免职的”作为
第一译语，放在它的前面。

ekskluziv|a
②

~a societo 专 门 的
团体

~a societo 不 轻 易
吸收新会员［难以加
入］的社团

如果译为“专门的团体”，可能会
使人误解为专管某项事务的团
体。先看一看 ekskluziva 的原文
释义：Tia, ke ĝi ne akceptas ĉion
aŭ ĉiun alian pro neakordigeblo
（不接受一切与其不可能和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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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人或事物），我们通常可将这
个释义译为“排他的”、
“独占的”
等。明确了这个基本词义，我们
就不难理解“~a societo”是什么
性质的团体了。
eksplod|:
~olimo

爆炸临界线

爆炸临界限

关于“界线”和“界限”的用法
区别，请参见“ĉirkaŭ: ~skribi”
条的说明。

eksplut|:
~isto

~isto 包工工头，剥
削者

~isto 剥削者，盘剥
者

按 PIV 的释义（Tiu, kiu elprenas
nejustan profiton el la laboro de la
aliaj），这个词只能译作“剥削
者”。新版 PIV 删去了这个释义
中的“nejustan”，但基本意思没
有改变。那么“包工头”在世界
语中应该怎么表达呢？可以用
laborentreprenisto 来翻译（参见本
勘误表中 entreprenisto 的说明）。

ekster I.

（漏收义项）

② (= escepte de,
krom) 除…以外

这一义项的用法在一些西方世界
语者尤其是早期世界语作家的笔
下很常见，不应漏收。

ekster-: ~ulo

走读生（相对于
internulo 住校生而
言）

①走读生（相对于
internulo 住校 生 而
言） ②（法国等）
不住院实习医生，非
住院医生

应补上漏收的第二义项。请看
PIV 所 给 的 释 义 ： lernanto,
medicinisto ne loĝanta en la loko
de sia studado aŭ laboro）。另参见
internulo。

ekstrapol|i

= eksterpoli

(tr) ( 同 eksterpoli)
【数】用外推法计
算，外推

《世界语汉语词典》常用“=...”
的方式释词，但如果用来释义的
词在词典中根本不存在，这就意
味着根本没有作任何解释，不但
浪费读者继续查阅的时间，而且
还令读者感到困惑和失望。
《世界
语 汉 语 词 典 》 没 有 收 进
“eksterpoli”这个词，读者无法
查到“eksterpoli”，当然也就无法
弄清它的词义。PIV 在“pol|i”
词条中收了这一附属词条：Poli
ĉe valoro de x, kiu troviĝas ekster
la minimuma intervalo, kiu enhavas ĉiujn argumentojn, kies funkcivalorojn oni uzas ĉe la polado.

ekvaci|: ~igi

【数】列方程式解
题

把（问题）列成方程
式： ~igi problemo
把题列成方程式

原文释义：prezenti sub ekvacia
formo。这个释义告诉我们，~igi
只是立方程，而不解题。解方程
是“solvi ekva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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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kt|: sen~e

没有选择地，碰运
气地

不加选择地，瞎碰
地： li legas sen~e
ĉiun libron, kiun li
trovis 他 不 加 选 择
地碰到什么书就读
什么书

“没有选择地”意思是“只此一
个，没有选择的余地”，与“碰运
气、瞎碰地”，意思毫不相同，应
改为“不加选择地”。

elektr|:
~omagneto

电磁

电磁铁

这里指的是电磁石或电磁铁。

elektr|o

（漏收附属词条）

~omagnetismo
磁；电磁学

elektr|:
~ostatiko

静电

静电学

Eleonor|a

埃莱奥拉（女子名） 埃莱奥诺拉（女子
名）

名字译文中少了一个字。

-em: ~o

嗜好，癖好

倾向，爱好，癖好

汉语的“嗜好”多指不良的特殊
爱好，用它来翻译（而且放在首
位）中性词义的 emo 是不妥当的。

emancip|i:
①

【法】使自由，脱
离（父权或保护人
的）管束

【法】①【法】解除
（对未成年人的）监
护

原译意思不明确。
“使自由”用在
此处，很不恰当。

emblem|o ②

karo 红桃，kero 方
块

karoo 方块，kero 红
桃

词典编者对每个词条中的每一个
字都需要经过认真核对，不可只
相信自己的记忆力。

eminent|a

（“科学家”后应补
第②义）

②(io) 优质的，优良
的，优等的，高质量
的：~a servo 优质的
服务

像这样漏收重要的义项的情况，
远不止这一处。

enalag|o

【语】（在性、数、
人称、时和式等方
面）以一种语法形
式替换另一种语法
形式

【语】语法形式的替
换（如在性、数、人
称、时或式等方面的
替换）

参见 PIV 的释义：Frazfiguro, kiiu
konsistas en la ŝanĝo de akordo
inter du gramatikaj elementoj; oni
distingas kvin specojn, laŭ tio, ĉu
ŝanĝiĝas la genro, nombro, persono, tempo aŭ modo。原译在行
文上只适合于动词，而 enalago
是个名词。原译中的“和”字应
改译成“或”
。

enantem|o

粘膜疹

黏膜疹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enantioz|o

（修辞学的）反语， (同 oksimoro) （修 新版 PIV 只注明它是 oksimoro 的
讽刺语，
（正反）映 辞学的）反语手法， 同义词，未加释义。oksimoro 在
衬
（正反）映衬
《世界语汉语词典》中被译为“矛
盾修饰法”、
“逆喻”。如何统一它
们的译语，还有待全面考虑，但
译为“讽刺语”肯定是不妥的。

entrepren|:

企业家

电

应补收这个常用合成词。
静电是 statika elektro。

承办人；承包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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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汉语大词典》的定义，
“企业

~isto

揽人，包工头；企业
家

家”是“指专门从事经营企业的
人”，而“entreprenisto”，按 PIV
的定义，是指“homo, kiu profesie
entreprenas laborojn por aliaj personoj”（以替别人承揽活儿或工
程 为 职 业 的 人 ）。 可 见 ，
“entreprenisto”在 PIV 中不是指
“企业家”而是指“承包人，承
揽 人 ， 包 工 头 ”， 例 如 ：
entreprenisto por domkonstruado
房屋建筑承包人； entreprenisto
por transportado 运输承揽人。在
Kabe 编著的《Vortaro de Esperanto》也给 entreprenisto 这样的
释义：Persono, kies okupo estas
plenumo de laboroj por aliaj personoj，词后也举了这样的例句：
entreprenisto de publikaj laboroj
公共工程的承包人。可见，这个
派生词的本义并不是企业家。那
么，
“企业家”在世界语中应该怎
么说呢？笔者认为比较合乎逻辑
的形式应该是“entreprenejisto”
，
但根据“必要而充分”的原则（la
principo de neceso kaj sufiĉo），也
可略为“entreprenisto”。
这个词写漏了一个字母“z”。

enure|o

enureo 【医】遗尿
症

enurezo 【医】遗尿
症

envi|: mal~i

(tr) 戒贪，禁欲

(tr) 不 忌 妒 并 愿 把 原 文 释 义 ： Ne envii, volonte
（某物）给与（某人） fordoni (ion al iu)。
从这个释义中看不出有“戒贪，
禁欲”的意思。

eon|o ①

原始

始原

查了多部可靠的工具书，均作“始
原”。

epentez|o

（原书漏收）

【语】（为易于发音
在词中增加的非词
源性的）插音，增音

PIV 中收有这个词。这是 PIV 给
它的释义：epentez|o: Literfiguro,
konsistanta en la aldono, je la
mezo de vorto, de litero aŭ silabo,
iiu ne estas gramatika ilo; ekz.
artikolo/artikolo。

epige|o

【植】山枇杷柴属
（Epigaea）植物；
山枇杷柴（旧名岩
梨）

【植】山枇杷梨属
（Epigaea）植物；
山枇杷梨（又名岩
梨）

PIV 中没有收进这个词。按它的
拉丁学名我在《拉汉种子植物名
称》一书中查得这种植物的标准
汉译名称应该是“山枇杷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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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岩梨”。
epispastik|a

【医】①使皮肤起
泡的 ②起泡剂

【药】（外敷时）起
疱的，发疱的

可考虑加例词：~a drogo: 起疱
剂，发疱药

-er: dis~iĝo

neŭtrono disiĝas en
protonon, elektronon
kaj neŭtronon.

neŭtrono dis~iĝas en
protonon, elektronon
kaj neŭtronon.

这个例句放错了地方。应该放在
前面的“dis~iĝi”项下。另外，
句中的 disiĝi 应改为 dis~iĝi。

-er-: ~eto

〈转〉原子

微粒；微量（的东西） 不宜用术语性较强的“原子”来
翻译“ereto”
。

Erini|o

（应该用复数形
式）

Erinioj

Erinioj 是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
的 合 称 （ 亦 称 Eŭmenidoj 或
Furioj），因此必须用复数。

eskalator|o

= eskaladilo

(同 ŝtuparlifto) 自动
扶梯［楼梯］

eskaladilo 并非 eskalatoro 的同义
词 。《 世 界 语 汉 语 词 典 》 将
“eskaladilo”译为“云梯”，而
“eskalatoro”按 PIV 所给的释义
（ meĥanika ŝtuparo memmoviĝanta）应该是“自动扶梯”的意
思。

eskalon|o

【军】单行纵队排
列

【军】梯队，梯阵

在军事术语中此词指以梯次配置
方式组合成的作战部队的阵形。

eskar|o

kuŝ~o

kuŝ~oj

作“褥疮”讲的这个合成词通常
用复数形式。

est|i

（漏收附属词条）

ek~i 开始存在，开
始有

应补收这个常用派生词。

est|i

（漏收附属词条）

en~i 存在于…中，
包含在…中

应补收这个常用派生词。

estim|i

（未标注“tr.”）

(tr.)

应标明本词是及物动词。

etaĝ|o ①

（注意：计算几楼
的办法，各国习惯
不同。有的从地面
这一层算起如我
国、英国等，有的
则不包括地面这一
层，如美国等…）

（注意：计算几楼的
办法，各国习惯不
同。有的从地面这一
层算起如我国、美国
等；有的则不包括地
面这一层，如英国
等…）

显然，这里的英国和和美国是被
词典编写者搞颠倒了。

etaĝ|o ②

【地】地层

【地】
（地质的）阶； 地 层 是 stratumo, tavolo 或
期
formacio。

etat|o

forstrekita el la ~o
解雇

forstrekita el la ~o
被解雇

字面义为：被从工资表中除名，
应该是被解雇意思。

etend|: ~aĵo

~aĵo da kampo 一
片田野

~aĵo da kampoj 一
片田野

~aĵo da akvo 中的 akvo 可以用单
数，但这里的 kampo 必须用复数。

etos|o

【文】
（某一环境中
的）精神气氛

气氛；环境

原文释义：Spirita atmosfero de iu
medio, loko ktp。
原译不知“spirita atmosfero”
就相当于汉语的“气氛”。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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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精神”，不仅画蛇添足，
而且令人费解。《现代汉语词典》
的给“气氛”的释义：
气氛：一定环境中给人某种强烈
感觉的精神表现或景象：会场上
充满了团结友好的～。
evit|i ②

pli facile estas eviti
malbonon, ol korekti

pli facile estas malbonon eviti, ol korekti

Ezekielo

= Jeĥezkelo

(= Jeĥezkelo)【圣】 《 世 界 语 汉 语 词 典 》 未 收
①以西结（希伯来先 Jeĥezkelo，用它来释词，实际是
知） ②《以西结书》 什么也没有解释。
（《圣经•旧约》中的
一卷）

fab|o ①

(Vicia Faba)

(Vicia faba)

学名的大小写字母应符合规范。

fabel|: ~a ②

~a riĉeco: 童 话 似
的豪富

难以置信的豪富

只按字面译成“童话似的”，表达
原文语义不到位。应按 fabela 的
第二义项译为“难以置信的…”。

fad|i

（电视图象或…）

（电视图像或…）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fajr|: ~eri

火光闪耀

发火花，（火花）闪
耀［闪烁］

请看 PIV 的释义：brili per fajreroj.

fajr|: ~ero ①

liaj okuloj elĵetis
~erojn 他的眼睛冒
出了火星

liaj okuloj elĵetis
~erojn 他眼前直冒
金星

这里表达的是人的头部受到沉重
打击时眼前直冒金星的一种感
觉。

fajr|: ~okrado

（烤肉用的）火格
子，烤架

炉箅子，炉条

这是个错译。PIV 在“krado”词
条 II.-2 义项中给 fajrokrado 的释
义是：Tiu parto de fajrujo, sur kiu
oni bruligas la karbon; = fajro~o，
译成汉语应该是“炉箅子或炉
条”。rostokrado 才是“烤肉用的
火格子”，或译为“烤架”
。

fajr|: ~oloko

火炉，锅炉，炉膛

(同 fajrejo) ①生火 PIV 在 fajro 词条中注明“~oloko”
处，燃烧室 ②炉子， 意思与 fajrejo 同义，即：1. Loko,
火炉
en kiu fajro brulas. 2. Loko en
forĝejo, en granda malnova ĉambro, en primitiva kabano, kie la
fajro brulas.

fak|o ②

〈转〉
（科学、艺术、 〈转〉
（科学、艺术、 原文释义中有“ks”，因此应在
工业、商业的）学 工业、商业等的）学 “的”字前加“…等”。
科…
科…

fakoĉer|o

【动】非洲瘤猪属
动物，非洲瘤猪

【动】（非洲）疣猪
属动物；（非洲）疣
猪

原译将“疣”字误写为“瘤”。

fakultat|o

②（大学中的一个

②（大学的一个学院

原文释义：Tuto de la profesor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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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谚语，谚语的形式（包括词
序）在一般情况不可改变。

院或系的）全体教
授

或一个系的）全体教
师

en fakultato。
关键在于对 profesoro 的理解。
这里的 profesoroj，显然不是专
指“教授”，而是泛指高等学校
的教师。
顺便指出：PIV 的几代编者都是
法国人，常常把法国的一些词语
的特殊用法带进世界语中。在法
语中 profesoro 既指教授，也指
一般的高等学校的教师，上面的
原文释义中的 profesoroj 显然
是按法国习惯来使用的。

fal|i ②

~i sur seĝo

~i sur seĝon

名词缺动向格词尾。

fal|i ②

~i al iu sur la kolo
搂住…

~i al iu sur la kolo
猛地搂住…

这只是西方语言中的一种习惯表
达方式。如果只译为“搂住”，只
能表达一种持续静态的行为。参
见 PIV 给这一惯用表达方式所作
的简单提示：
“sin amike ĵeti al”。

fal|: ~o

datfalo （帐单等）
到期

datfalo （账单等）
到期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中，应该用
“账”。

【植】(同 decidua)
早谢的

【植】(同 decidua)
（每年）落叶的，落
叶性的

既然与植物学术语 decidua 同义，
就应和它的译法统一起来。

fal|: ~igi ④

~i malfeliĉon …

~igi malfeliĉon …

原句 faligi 误写为 fali。

fal|: ~fendo

(同 faŭto)【地】断
层

(同 faŭlto) 【地】断
层

误将“faŭlto”写成“faŭto”。

falang|o ②

指骨；趾骨，手指
节

指骨，趾骨；指节， falango 也应包括脚的指节。
趾节

fald|i: dis~i

展开，取开

(tr) 打开（折叠着的
东西），展开，摊开；
〈转〉发挥，发扬；
显示，表现出：dis~i
ventumilon 打 开 扇
子
/ dis~i la
flugilojn 展 翅 /
dis~i ĉiujn siajn
eblaĵojn 发 挥 全 部
的 潜 在 能 力 /
dis~iĝas la luksego
de la somero 夏 季
草木的繁茂得以充
分展现

fam|a

larĝe ~a 美名远扬

larĝe ~a 声名远扬， larĝe fama 是中性词语，不一定是
名扬四海
“美名”，而且“美名远扬”的说

fal|:
②

~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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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释义：Tiel etendi la supraĵon,
ke la faldo(j) malaperas。
“展开”，可以相当于世界语的
“ disetendi ”、“ malvolvi ”、
“disvolvi”、
“sterni”等，只译为
“展开”是不能准确表达出
“disfaldi”的词义的，译为“取
开”，就更不妥当了。加之，原译
又没有提供例句。词典使用者只
从这两个译语，是不可能正确理
解“disfaldi”的词义的。

法似乎有点别扭（人们通常只说
臭名远扬）。
~a nomo 姓氏

~a nomo 姓，姓氏

应补收“姓”这个更通俗的说法。

famil|i:
~nomo

~nomo 姓，父名

姓，姓氏

应删去“父名”这一译语。姓和
父名的区别是：欧洲有些国家的
人名由三部分组成，例如俄罗斯
人的全名一般由本名、父名和姓
三部分组成。一个全名叫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Иванов（伊万·伊万诺
维奇·伊万诺夫）的人，Иван（伊
万）是他本人的名字，Иванович
（伊万诺维奇）是他的父名，意
为伊万之子，Иванов（伊万诺夫）
是姓。这里所涉及的只是“姓”，
和“父名”无关。

fantasmagori|o

舞台幻景，舞台

（利用光学效应创
造出的）舞台幻景

原译不够让具体。
“舞台”两字应
删去。

fantasi|o

fantasio【文】幻想
作品

fantasto【文】幻想
（文学）作品

误将 fantasto 写成 fantasio，而且
错在词条词上！

far|: ~aĵo

制成品

做成的物品；制成品

按 PIV 的释义，~aĵo 是“io farita”。
如果只提供“制成品”这一译语，
似乎只指经过制造加工而成的工
业产品。制成品在世界语中可译
为：preta [finita] produkto [fabrikaĵo]。

far|: al~i

（同 adapti）(tr) 装
配 ： stenografia
sistemo al~ita al
Esperanto 给 世 界
语配制速记

(tr)〈旧〉使适应，
使适合（于）:
stenografia sistemo
al~ita al Esperanto
适合于世界语的速
记体系

adapti 有两个义项：①使适应，
使适合 ②装配，配。从这里所给
的例句看，应该是第一义项。
另外，原译中例句译得也不正确。
stenografia sistemo 是速记体系，
而不是“速记”。al~ita 不是“给…
配制”，而是“适合于…的”。

far|: re~i ②

改正算错的帐

改正算错的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faringoskopi|o

（原书漏，应补在 faringoskopio 【医】 PIV 收有这一词条。
faringoskopo 条下） 咽镜检查，咽窥器检
查

fart|: ~o

pro tro multa vorto
malboniĝas la ~o 话
多伤神

famil|i:
①

~a

per tro multa varto
malboniĝas la farto
娇养过分，羸弱更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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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收的这条世界语谚语及其
译语“per tro multa vorto malbonĝas la farto 话多伤神”是一个
因错就错的误译。这个例句原出
于柴门霍夫的《世界语谚语集》。
它的正确形式应该是：“per tro
multa varto malboniĝas la farto”。

《世界语汉语词典》的编写蓝本
是 PIV，我查看了一下 PIV 中的
“farti”词条，发现也收有这个
谚语，没有任何字母印错。我猜
想可能是《世界语汉语词典》的
编者在抄录这个例句时写错了
字，事后又没有很好核对，以致
因错就错地硬译成了“话多伤
神”。需要指出，仅校对字面有时
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条谚语在《世
界语汉语词典》的最初版本中的
形式是“pro tro multa vorto…”，
在第二次印刷时改成了“per tro
multa vorto …”。这样的改动不能
彻底纠正错误，值得我们吸取教
训。
febr|o ①

tifoida ~o 副 伤 寒
热

tifoida ~o 【医】伤
寒

参见 tifo 词条下的译语（~oida
febro 伤寒）
，该译语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在 febro 词条的第一义
项 中 读 到 这 样 的 例 词 ： intesta
febro: 肠热病（包括伤寒、副伤
寒）。可见伤寒和副伤寒并不是同
一种病，不能混为一谈。
《现代汉
语规范词典》给副伤寒的定义是：
由副伤寒沙门杆菌引起的急性肠
道传染病。症状比伤寒轻，病程
也较短。副伤寒译成世界语应该
是 paratifo。请见 PIV 给它的释
义：Malsano tre simila al la tifoida
febro, kaj kaŭzata de salmonelo.
（由沙门杆菌引起的与伤寒非常
相似的疾病）
。

federaci|: ~a

（漏收附属词条）

联邦的，联邦制的

并非罕用的附属词条，应予补收。

federaci|:
~ismo

（漏收附属词条）

联邦主义，联邦制

并非罕用的附属词条，应予补收。

federac|i:
~isto

（漏收附属词条）

联邦主义者，联邦派

并非罕用的附属词条，应予补收。

fel|: ~sako

皮囊，皮袋

（古时近东一带盛
液体用的）羊皮袋

原译不具体。应按 PIV 的释义译
出它的用途和什么动物的皮。

fel|:
②

…象剥畜皮一样

…像剥畜皮一样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有福的人，幸运儿

①幸福的人，有福的
人 ， 幸 运 儿 ② (=
②
beatulo ) 【宗】真

PIV 给 beata 第二义项的的释义
是: Solene proklamita de la eklezio kiel subsanktulo。

sen~igi

feliĉ|: ~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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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者，受真福品者
（被天主教会宣布
为圣徒的人）
fend|: cel~o

枪枝标尺缺口

枪支标尺缺口

汉字写错。
“枪支”误写为“枪枝”。

fer|: ~ika

（漏收附属词条）

【化】正铁的，三价
铁的： ~ika oksido
三氧化二铁 / ~ika
klorido 三氯化铁

PIV 的释义：Entenanta relative pli
granda proporcion da oksigeno；新
版 PIV 对上面的释义作了修改：
Rilata al kombinaĵo de FeIII.

fer|: ~oza

【化】含铁多的，
重铁的： ~oza oksido 一 氧 化 铁 /
~oza klorido 二 氯
化铁

【化】亚铁的，二价
铁的： ~oza oksido
氧 化 亚 铁 / ~oza
klorido 二氯化铁

PIV 的释义：Entenanta relative pli
granda proporcion da oksigeno。新
版 PIV 对上面的释义作了修改：
Rilata al kombinaĵo de FeII。

ferdek|o

supra, meza, malsupra,
orlopa,
promena, poba, prua
(duona) ~oj 上 甲
板，中甲板，下甲
板 ，（ 有 甲 板 船 只
的）最下层甲板，
游步甲板，船尾甲
板，船头甲板

supra ~o 上 甲 板 ,
meza ~o 中 甲 板 ,
malsupra ~o 下甲板,
orlopa ~o 最下层甲
板，promena ~o 游
步甲板， poba 船尾
甲板, prua (duon)~o
船头甲板

将例词分别译出，可以方便读者
查找。

ferm|: ~ilo

fulmo~ilo ( 或 作
zipo) 避雷开关

fulmo~ilo ( 或 作
zipo) 拉链，拉锁

明明已经标出“(或作 zipo)”，但
却望文生义地错译为“避雷开
关”！这样的错误，不该发生。
编词典，怎么能这样编啊！

ferment|i ②

〈 转 〉 繁 殖 ：
Gigantaj planoj fermentas
en
mia
kreema kranio. 伟
大的计划在我的富
于创造性的头脑里
发展着。

〈转〉蓬勃发展；沸
腾；激昂：Gigantaj
planoj fermentas en
mia kreema kranio.
庞大的计划在我富
于创造性的头脑中
趋于完善。

原译“fermenti”的转义“繁殖”
按旧版 PIV 的释义“esti en plena
naskaktiveco”似乎并不错，但新
版 PIV 已将这一释义改为“esti en
plena aktiveco”。依据新释义，可
将 fermenti 的转义改译为“激昂，
沸腾，纷扰，骚动”。
例句原译为“伟大的计划在…里
发展着”，欠妥。

fervor|:
mal~a

冷淡的

不热心的，不热情
的，冷淡的

译语不全面。

fervor|:
sen~a

无精打采的

没有热情的，无精打
采的

译语不全面。

fest|: ~o

节日（个人或公众
的）纪念日

节日，（个人或公众
的）纪念日

原译在“节日”后漏写了逗号。

fetiĉ|o ②

（原书漏译第二义
项）

②不可触犯、不可批
评的人或事；崇拜
物，偶像

fetiĉo 在 PIV 中有两个义项，这
里只译出第①义项，而没有第②
义项。应依据 PIV 的释义“af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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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o, rigardata kiel netuŝebla,
nekritikebla”补译第二义项。
fid|: ~o ①

ĉe plej granda fido
memoru pri perfido
当你最信任，勿忘
可背信

ĉe plej granda fido
memoru pri perfido
当你最信任一个人
的时候，不要忘记他
也可能会背叛你

原译为追求字句少和节奏整齐而
损害句义的清晰表达。这样的译
文不但读起来别扭，而且容易造
成误解：是谁“可背信”？是你？
还是被你信任的人？

fier|: sen~a

无傲气的，平易近
人的

无自豪感的，缺乏自
尊心的

原文释义：Ne havanta la necesan
fierecon。
我们知道，词根“fier|”有褒义
（自豪）和贬义（骄傲、自负）
两个意思，考虑到释义中有
necesa（必要的）一词，“傲气”
当然不会是“必要的”，所以只能
译为“无自豪感的”。

fig|: ~folio

（漏收附属词条）

~folio ( 同 folio de
figarbo) 遮羞物，遮
羞布

这是西方的常用语。源出《圣经•
旧妁•创世纪》：ili kunkudris foliojn de ~arbo kaj faris al si zonaĵojn（此句收在本词条中）
。

figur|: ~a

（漏收附属词条）

①用形象表示的，， 这是个常用的形容词，应该补收。
形象的，图形的，图
像的：~a arto 形象
艺术 ②【语】用修
辞手段的，转义的，
喻 义 的 ： ~a senco
（词的）转义 / ~e
uzata vorto 转义用
法的词

figur|: ~i

②以…的形象出现:
en la kongreso li ~is
kiel interpretisto 在
大会上他当翻译

以…的外表形象出
现；扮演哑角，演龙
套角色： li ~as en
tiu filmo 他在那部
电影扮演哑角

原文释义：Prezenti la aspekton de,
roli per sia eksteraĵo
原译忽略了扮演哑角的语义。这
个译语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就不
可能与 figuranto（哑角，群众
角色，龙套角色）的词义相合。
另外，原译中的例句，也与不词
义合，正因为如此，新版 PIV 已
将这一例句删去。

figur|: ~aĵo

图象

图像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figur|:
taŭ~i

(tr) 预演

(tr)（通过形象）预
示；预兆

参见 PIV 的释义：Anticipe ~i。

pra~oj 子孙，后代

pra~o 重孙（或重孙
的后代）

原释义：La ~o de la nepo, aŭ unu
el ties posteularo。
应该说，原译将“pra~oj”译成
“子孙，后代”是可以的，但原

fil|o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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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译者未收“pra~o”。这是不
应该的。
filologi|o

语言学

语文学（指借助历史
和比较方法偏重于
从文献角度研究语
言的学科）

如果将这个词也译为“语言学”，
那么它和 lingvistiko（语言学）有
什么区别呢？只要我们看一看
PIV 给 filologio 的释义，就可以
知道两者的区别：Scienco, kiu
helpe de historio, literaturo,
arkeologio, mitologio, folkloro,
esploras lingvojn kiel organojn de
la spirita vivo de la popoloj（借助
于历史、文学、考古学、神话学、
民俗学研究作为人的精神生活表
达手段的语言的学科）。按这个释
义，将 filologio 译为“语文学”
是比较确切的；而语言学则是指
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
律的科学。由此可知，语文学是
从属于语言学的，是语言学的一
个分支。

filum|o ②

【植】〈旧〉（动植
物分类的）门（现
动物用 klado；植物
用 klaso）

【生】（动植物分类
的）门（现动物用
klado ， 植 物 用
divizio）

原译中的“现动物用 klado；植物
用 klaso”，不知有何根据？为什
么在下这个断言前不查阅一下依
据？实际上“klaso”是生物分类
分类中的“纲”。而植物学中与
“filumo”同义的表示“门”的
词是“divizio”。
另外，应该将【植】改为【生】，
去掉“〈旧〉
”
。

fin|: ~o ①

vi havos tre malbonan ~on 你会得一
个很坏的结局

vi havos tre malbonan ~on 你 会 死 得
很悲惨；你将不得好
死

PIV 在这个例句前已经注明：
(speciale pp ĉeso de vivo)，因而这
里的 fino 就是“死”的委婉说法。
译成“很坏的结局”不到位。

fingr|: ~ingo

戒指

（缝纫用的）顶针， PIV 给 fingringo 的释义是
“metala
针箍
aŭ plasta ĉapeleto, kiun oni metas
sur la finon de la longa fingro, por
ĝin ŝirmi”
（金属或塑料做成的小
帽儿形状的防护物，戴在中指的
末端，起保护作用）。在这个定义
后面还给出一个例句：por ne piki
la fingron ĉe la kudrado, oni portas
fingringon. （为防止扎伤手指，
人们在做针线活的时候戴上顶
针）。很显然，这里的“fingr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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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中国妇女做针线时通常戴的
“顶针儿”。
fisk|o

②财务部门

税务机关

原 文 释 义 ： Ŝtata administracio,
kies tasko estass la enkasigo de la
impostoj。
如果译为“财务部门”，如何处理
fiska 下的这个例句（~a leĝo 税收
法）？

fiŝ|: ~aglo

padiono

pandiono

漏写字母。

fiŝ|o

（漏收附属词条）

~kano 钓鱼竿，钓竿

钓鱼竿并非罕用词，应补收。

fiŝ|o

~ŝaŭroj (iĥtioŝaŭroj)
【古·动】鱼龙（化
石）

~saŭroj (iĥtiosaŭruloj) 【古生】鱼龙类

改正词条及译语中的多处错误。

fizik|: ~a ②

地理的

自然地理（与人文地
理相对）的

原文释义：Pritraktanta la materian
aspekton de la tero (kontraste al la
homa geografio)。

flank|: ~e de
②

（同 krom）： ~e de
tiu
fabriko
oni
fondis filion 除 了
那家工厂外又建立
了一个分厂

（= krom ）除…外
（还有）：~e de tiu
fabriko oni fondis
filion 除 了 那 家 工
厂外又建立了一个
分厂 / ~e de tio, oni
devas ankaŭ diri,
ke... 除此之外，我
们还应该说…

②

原译只注明“（同 krom）”而没有
中文释义，这种处理方式很不明
确。我们知道，“krom”有两个
义项，即：①（表排除）除…之
外，除去 ②（表外加）除了…之
外（还有），除此而外。这里的“同
krom”是同 krom 的哪个义项呢？
PIV 给 flanke de 第 2 义项的释义
是：aldone al io, krom io，即相当
于 krom 的第 2 义项。

flank|:
①

~en

~engliti: ( 同 jori,
flankenĵeti) （船）
滑向一边；（飞机)
侧滑

~engliti: ( 同 jori)
（船）突然偏航；
（飞
机) 侧滑

flankengliti 和 jori 都是不及物动
词，而 flankenĵeti 是及物动词，
而且词义与前者不一样（意思是
“把某物扔［掷］向一边”）。另
外，这里的“（船）滑向一边”译
得很不确切，应译为“突然偏航”。

flank:
②

~en

【剧】旁白，打背
供（演员向观众说
话，假设其他党员
听不见）

【剧】旁白，打背躬

背躬，不能写作背供。有了“旁
白”和“打背躬”这两个译语，
括号中的解释就是多余的了，应
该删去。

flar: ~ado

havi delikatan ~on

havi delikatan ~adon

在~ado 项下，只能是“…~adon”。

flati

（漏收附属词条）

~ema 好 奉 承 ［ 阿
谀］的，喜欢恭维人
的，谄媚的

这个派生词很常用，应该补收。

flebotom|o
①

抽血针

静脉刀

原文释义：Instrumento por fari
flebotomion。
既然“flebotomio”的词义是“静
脉 切 开 放 血 术 ”， 怎 么 可 能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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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botomo 译成“抽血针”呢？“抽
血”和“放血”是意思相反的两
个概念。
fleg|:

缺： ~isto

~isto 护 理 人 员 ， 这是一个很常用的词。如此重要
（男）护士 / ~istino 的词缺失，是不应该的。
女护士： hospitala
［ privata ］ ~istino
医院［私人］女护士

fleks|i ②

fleksi la lingvon laŭ
sia gusto 按自己的
口味矫屈语言

fleksi la lingvon laŭ
sia gusto 使语言顺
从自己的兴味；按自
己的方式遣词造句

PIV 给这一义项的释义是 humile
cedigi （使顺从）。原译“按自己
的口味矫屈语言”读起来不仅别
扭，而且令人费解。

flog|o

= flokso

（= flokso）
【植】福
禄考属植物；福禄考

PIV 中收有“flokso”，并有具体
释义，而《世界语汉语词典》却
漏收这个词，读者无从查找 flogo
和 flokso 它的汉语译法。采用
“=...”释义方式，如果还能查到
“=”号后面的词，读者还算幸
运，但碰到词典漏收的时候，读
者会感到非常失望，在心中责骂
词典编者的失职。

floks|o

（漏收词条）

【植】福禄考属植
物；福禄考

参见上条说明。

flok|o

可在空飘

可在空中飘

漏写了一个字。

flok|: ~silko

废丝

丝绵

原文释义：Speco de ŝtofo, farita el
la defalaĵoj de la silkindustrio。
比较汉语中“丝绵”的释义：剥
取蚕茧表面的乱丝整理而成的像
棉花的东西，轻软保温，用来絮
衣服，被子等。

flor|o ②

~oj de retoriko 修
辞 的 精 华 （ 即
stilfiguroj）

~oj de retoriko （诗 将“floroj de retoriko”译为“修
文中）华丽的词语， 辞的精华”，似是而非。这实际是
修辞词藻，风格修辞 指把话说得漂亮、华丽的种种风
格上修辞手法。

flor|:
ĉirkaŭ~o

【植】花被（花萼
与花冠的总称）

（= rando~o）
【植】 原文释义：Ĉiu floro de la ĉirkaŭo
头状花序的外围花 de kapitulo, plejofte langetfloro.
（通常呈小舌状）
SIN. randofloro。
“花被”译成世界语是 perianto

flos|: ~i

② 【体】仰泳

仰浮

仰泳是游泳的一种姿势。仰泳时
身体仰卧水面，用臂划水，用脚
打水，用世界语说是 naĝi sur la
dorso。而 flosi 是 naĝi, kuŝante
dorse sur la akvo kun rigida korpo,
kaj movante nur la mano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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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ante nur la manojn。这不是
一种体育项目，而只是一种游水
方式，即游水者直躺在水面上，
只用双手划动。
flu|: ~o ①

sangofluo = hemoroidoj

( 同
hemoroida
elfluo) 〈免〉痔出
血（此词形只出现在
《圣经·新约》中）

旧版和新版 PIV 中收有一些出自
《圣经》的用语和表达方式，它
们与通常的用法有些差异。旧版
PIV 将 sangofluo 理 解 为
hemoroidoj（痔疮），新版 PIV 将
它理解为 hemoroida elfluo（痔出
血），我认为后者的理解比较接近
原义。

flu|: ~aĵo

流体

（同 likvaĵo） 液体

旧版和新版 PIV 给“fluaĵo”这个
词 的 释 义 各 为 “ likvaĵo ” 和
“likvo”，都是“液体”的意思。
《世界语汉语词典》的原编者没
有认真查对原文释义，只望文生
义地从“flui”的词义“流动”推
导出“fluaĵo”的“流体”的词义。
世界语中的“流体”应该是
“fluido”。

flut|o

bek~o 带哨的竖笛

bek~o 竖笛

beko 是乐器上的吹口或吹嘴，不
是哨。bek~o 本身就是“竖笛”。
顺便说一下，
《世界语汉语词典》
在另一处，即“beko”词条下将
bekfluto 译为“(同 klarneto) 【乐】
单簧管，黑管”，也是不正确的。

flut|: ~a ②

象长笛的

像长笛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fojn|o

drasi ~on

draŝi ~on

字母写错。

fojn|: ~ujo

( 同 stalrako) 饲 草
槽

（应在 stalo 词条内
或在其他适当的地
方补收 stalrako）

在 stalo 词条内及其他地方都没
有收 stalrako 这个合成词。把一
个漏收的词列为另一个词的词义
词，是词典不够严谨的表现之一。

fol|a

〈 诗 〉 (=
frezeneta)

〈 诗 〉 ( 同 gaje
frezeneta) 爱 疯 闹
的，爱闹着玩儿的，
有点放纵的，有点疯
疯傻傻的，调皮的，
淘气的

可能因为这个词比较难译，就采
用原文照录的方式来代替翻译，
实际是词典编者什么也没有做。
这种解词的方式对于双语词典来
说，是不可取的。

foli|o ③

lini~o 横格纸

lini~o 衬格纸

参 见 PIV 所 给 的 释 义 ： Per
paralelaj linioj provizita folio,
uzata por gvidi la skribanton, kiu
metas ĝin sub la skribota
pli-malpli travidebla folio。
《世界

ga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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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汉语词典》在 linio 词条中将此
词译为“衬格纸”，这个译法是符
合上面的原文释义的。
（横格纸应
为 liniita papero）
foli|: ~ero

（漏收附属词条）

【植】（复叶的）小
叶

参见 PIV 所给的定义：Ĉiu el la
malgrandaj folioj konsistigas
kunmetitan folion.。另外，在《世
界语汉语词典》foliolo（小叶）
词条中也注明“= foliero”。

foli|: ~ingo

【植】叶托

【植】叶鞘

参 见 PIV 所 给 的 释 义 ： Plata
elkreskinta baza parto de petiolo,
ĉirkaŭantanta la tigon, sur kiu sidas la petiolo（呈扁平状长出的包
于茎节的叶柄基部，叶柄位于其
上端）。按这个定义，“foliingo”
应译为“叶鞘”。

folikl|o ①

【植】骨葖

【植】蓇葖

写错了字。

folklor|o ①

民间文学

民间传说，民间创作

请 参 阅 PIV 所 给 的 释 义 ：
popollegendaro。

fonetist|o

提倡语音按读音拼
写的人

提倡按实际语音拼
写的人

原译不够准确。

forges|i ②

…但是帐目要算清

…但是账目要算清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forĝ|i ②

~i vorton 推敲，炼
词

~i vorton 造一个词

此处的 forĝi 作 krei 讲。
原文释义：2 (f) Elfari per propra
penado。例：~i novan vorton 造
一个新词

forĝ|: al~i ②

al~ita al la lito de
morto 给 钉在 灵 床
上

al~ita al la lito de
morto 一病不起

alforĝita 在这里是转义用法（意
思是“被钉在某处不能动”），不
可按字面翻译。另外，这里将
“lito”译作“灵床”也不妥当。
“灵床”是指停放尸体的床或为
死者虚设的床，而这里所涉及的
并非是已经死了的人。

fork|o ②

~o de vojo 叉路口

~o de vojo 岔路口

应分清叉、岔、杈的用法，如：
叉路，应为岔路；树叉，应为树
杈

form|o

（漏收附属词条）

~iĝi 成形，形成， 这个动词形式颇为常用，不应漏
构成，组成，出现， 收。
培养出来

format|:
~umo

图象

图像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fort|: ~o ⑤

elektromova ~o 电
场强度

elektromova ~o 电
动势

原文释义：izika grando, karakterizanta la kaŭzon aŭ procedon,
kiel subteni elektrajn po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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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diferencojn inter du punktoj de
nefermita cirkvito aŭ generi kurenton en fermita cirkvito; mll:
EMF; simb.: E。
查数本专业词典，均为“电动势”。
fort|: ~o ⑤

magnetomova
磁场强度

磁动势, 磁通势

原文释义：Fizika grando, egala al
laŭlinia integraĵo de magneta
kampvektoro laŭlonge de fermita
kurbo; simb.: RE
查数本专业词典，均为“磁动势”。

fort|: ~o ⑤

radiala ~o 【理】离
心力

radiala ~o 【理】径
向力

这是个错译。应该是“径向力”，
而 不 是 离 心 力 。“ 离 心 力 ” 是
centrifuga forto。

fort|: per~a

暴力地，强迫的

使用暴力的，暴力
的，强暴的，强制的

原译欠推敲。

fosforit|o

磷灰石

磷灰岩，磷钙土

应该使用通行的译名。

fotokopi|o

照像复制

照相复制

应改用规范写法。

fotokromi|o

= kromfotografio

(同 kromofotografio)
彩色照相术

“kromfotografio”中的“krom-”
容易使人误认为是由介词
“krom”（除…之外）转成的前
缀。实际上，这个词在《世界语
汉 语 词 典 》 中 是 以
“kromofotografio”的词形收为
正式词条的。

fototip|o

照像凸版

照相凸版

应改用规范写法。

frag|o

fragspinaco = blito

fragspinaco
( 同
blito) 【植】狭叶尖
头叶藜（一种藜属植
物）

这里采用“= blito”而不加汉译
的方式来释词，未能起到世汉双
语词典的作用。更有甚者，
《世界
语汉语词典》根本未收 blito，读
者无法查到它的译语。我辗转从
多种资料中查到 blito 的汉语译
语为“狭叶尖头叶藜”。

frag|: ~marko

红痣

【医】莓状痣，（皮
肤上的）血管瘤

原文释义：Tubereto ĉe la supraĵo
de la haŭto, kun formo kaj koloro
de frago.

frakci|o

ĉen~o 循环连分数

ĉen~o 连分数

将“ĉenfrakcio”译为“循环连分
数”是不正确的。“循环连分数”
的译法应该是：senfina perioda
frakcio。参见“ĉen: ~frakcio”条。

fraksen|o

白腊树

白蜡树

将“蜡”误写成“腊”。

frap|o ①

elektra ~o 电 击
/ … / elektra ~o 触
电

elektra ~o 触电，电
击

elektra ~o 在本义项的开头和结
尾处重复出现，而且两次翻译不
同。应删去其中的一个并合并译
语。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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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p|: ~vorto

口令，口号

①（广告等的）醒目
的字句 ②（印刷品
的）醒目标题

原文释义：1 Mallonga, frapanta
frazo, uzata en reklamado. 2 Vorto,
kiun oni presas izole kaj fronte de
gazeta kolumno, kaj kiu resume
prezentas gravan informon。
将 frapvorto 译为口令和口号，显
然是误译。不过在另一处，即在
“vorto”词条的第一义项下，可
以查到这个合成词的正确译语：
（广告等的）醒目的字句；
（印刷
品的）醒目标题。

frat|o ①

stifa ~o (同 vic~o)
继父或继母与其以
前配偶所生的儿子

（删去，因另有专
条）

参见本勘误表“frato: vic~o”条
中的说明。

frat|: ~a

…可是帐目要弄清

…可是账目要弄清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②

frat|: ~ulo

= frato

(同 frato ) 教友

我非常不赞同采用“= …”而不
加汉译的方式来释词。这里只说
“= frato”，而没有注明义项，更
是误导读者。原文释义中标注得
很明确：~ulo: ~o4。不注明义项，
不就意味着 fratulo 也可以有 frato
的其他含义吗？

frat|:

duon~o 隔 山 兄 弟
（异母或异父兄
弟）

duon~o 同 父 异 母
或同母异父的兄弟

“ duon- ” 这 个 前 缀 的 原 义 是
“半”，可用来表示同父异母或同
母异父的子女之间的亲属关系。
例如：duonfrato 同父异母或同母
异父的兄弟；duonfratino 同父异
母或同母异父的姐妹。必须指出，
《世界语汉语词典》把 duonfrato
只译为“隔山兄弟（异母或异父
兄弟）”是不确切的，因为按《现
代汉语词典》
（第 5 版）的定义，
“隔山”仅指“同父异母的”兄
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并不包括同
母异父的关系。

frat|:

vic~o（同 stifa ~o） vic~o 继 父 或 继 母
继父或继母与其以 与其以前配偶所生
前配偶所生的儿子 的儿子

旧 版 和 新 版 PIV 都 没 有 收 进
“stifa”这个词。
《世界语汉语词
典》没有将这个词列为词条，也
就没有提供这个词的任何语义信
息。
“vic-”在用作表示亲属关系时，
在《世界语汉语词典》第 976 页
上只被解释为表示“亲缘关系”，
至于什么样的亲缘关系，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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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所谓“亲缘”，按《现代汉
语词典》（第 5 版）所给的定义，
就是指“血缘”，也就是人类因生
育而自然形成的关系，如父母与
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那么“vic-”是否也表达种关系
呢？首先我们看看 PIV 给这个前
缀所下的定义：vic- estas regule
uzata prefikse por signifi la pure
nominalan parencecon inter la gefiloj el unua edziĝo de unu membro de edzoparo kaj la gefiloj el
unua edziĝo de la alia membro.
（“vic-”作前缀时用来表示配偶
一方前次婚姻所生的子女与另一
方前次婚姻所生的子女之间的纯
名义上的亲属关系），简单地说，
就是继父的前次婚姻所生的子女
与继母的前次婚姻所生子女之间
的亲属关系，例如 vicfrato 和
vicfratino。那么，如何将这两个
例词译成汉语呢？对此笔者却颇
费踌躇，因为我查了手头许多工
具书，都没有找到恰当的词来对
译这两个世界语派生词，只好用
描述的方法来译，即：继父与前
妻（或继母与前夫）所生的兄弟
（或姐妹）。我曾在报上看到一则
新闻，大意是说一对年轻恋人的
各自离异的父母结为夫妻后，这
对恋人成了尴尬的“继兄妹”。虽
然我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和《汉语大词典中》都没有
找到“继兄妹”这个词，但我觉
得这个译词还是可以勉强用来表
达这两个恋人之间的这种非血缘
的亲属关系的。因此，如上所说，
vicfrato 和 vicfratino 是可以分别
勉强被译为“继兄弟”和“继姐
妹”的。
stif- 是一个新引进的词缀，它来
自德语的 “Stief”。这个前缀没
有收进旧版和新版 PIV 中；在《世
界语汉语词典》中它也没有被立

68

为正式词条，只是在“frato”词
条 内 的 例 词 stifa frato ( 同
vicfrato) 和在这里提到了它（但
不是以前缀形式）。这个前缀已收
在《Ĉiutagaj Vortaroj kun Difinoj》
一书中。该书给它所下的定义是：
“ Prefikso signifanta nesangan
parencecon per edz(in)iĝo de
patr(in)o”（表示由父或母的婚姻
而形成的没有血缘的亲属关系的
前缀）。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
断定它所表达的意思和前缀
“duon-”或“vic-”所表达的意
思相当。stif- 的几个用例是：
stifpatro (= duonfrato) 母亲再嫁
的 丈 夫 （ 继 父 ）； stifpatrino (=
duonpatrino) 父 亲 续 娶 的 妻 子
（继母）；stiffrato (= vicfrato) 继
兄弟；stiffratino (= vicfratino) 继
姐妹。我认为，既然 vic-已足以
表达由父或母的婚姻而形成的没
有血缘的亲属关系，也由于 stifa
词义的不确定性，引进 stif- 实无
必要，应删去词条中的（同 stifa
~o）。
frekvenc|o

angula ~o 角频（符
号 w）

angula ~o 角频（符
号：ω）

符号写错。

freŝ|: ~e

~e razita 刚理过发

刚刮过脸的

razi 通常指剃、刮（毛发、胡须
等），而理发是剪短并修整头发。

frit|: ~kuko

煎饼

(同 benjeto) 带馅炸
糕

PIV 注明“frit~o = benjeto”，我
们可以查得 benjeto 的原文释义：
Pastobulo fritita kaj entenanta delikataĵon (pomtranĉon, cerbaĵon
ks) ，而煎饼是无馅的。

front|o ①

ŝanĝi la fronton 转
移

ŝanĝi la fronton【军】 原译不完整。
转移战线［阵地］

frukt|o: ~ero

【 植 】（ 复 合 果 实
的）瓣

【植】（ 聚合果的） 原文释义：Ĉiu frukteto, kiel parto
小果
de plurobla aŭ kunmeta frukto。
聚合果，是由一朵花内数个离
生雌蕊发育共同形成的果实，
许多小果聚生在花托上。

frunt|o ②

froti al si la ~on
(serĉante ideon) 动
脑筋

froti al si la frunton
（想主意时）抚摩前
额，摸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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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V 已经注明这个惯用语的含义
是“serĉante ideon”
（想主意）而
不是“cerbumi”
（动脑筋）。原译

的失误还在于没有译出例句的形
象义。类似的说法还有：frapi al si
la kapon （因突然想出一个好主
意或突然有了新的发现而）拍打
自己的脑袋，等。
ful|: ~argilo

制毡用粘土

制毡用黏土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fulm|o ①

altan arbon batas la
fulmo 树大招风

雷劈高树（意为：骄
傲者必受到严厉惩
罚，骄傲必败）

汉语中的“树大招风”比喻因名
气大引人注意或惹人嫉妒而生出
是非，而本谚语是没有这样的喻
义的。这条谚语在世界语谚语集
分组中是列在 490 组内的。这组
的标题是“Fiero”。

fulm|o ②

（神的，上帝的）
电光，雷电

（被看作神或上帝
愤怒时用来惩罚的
武器）电光，雷电；
〈转〉严惩

原译不能表达这一义项的语义。
PIV 给 本 义 项 的 释 义 是 ：“ tiu
sama fenomeno, rigardata kiel
kolerarmiloj de la dioj aŭ de Dio”。
在西方神话中，朱必特手执的小
投枪就是闪电形的。（La lanceto
tenata de Jupitero estas en formo
de zigzaga fulmo.）

fulm|: ~a

~a malŝarĝo

~a malŝargo

“放电”应为 malŝargo。字母写
错。

fumo ③

nutri sin el la fumo
de la gloro 以虚无
缥缈的荣耀为生

nutri sin el la fumo
de la gloro 沉浸在
虚无缥缈的荣耀之
中

原译中的“以…为生”，很别扭。
类 似 的 译 法 有 ： nutri sin per
ĥimeroj [iluzioj] 抱幻想，沉浸在
幻想中 / nutri sin per revoj 沉浸
在幻想中，充满梦想。

fum|o:
~nigro

煤黑

(同 fulgonigro) 烟
炱，烟黑，炭黑

请参阅 PIV“nigro”词条中给
“fulgonigro, fumnigro”的释义：
Karbono, demetita de fumo sur
malvarma surfaco, kaj uzata por
diversaj celoj, i.a. preparo de tuĉo。

fund|o ④

~o de la malespero
山穷水尽的绝境

la ~o de la malespero 绝望到极点，
极端绝望

汉语中的“山穷水尽”只是表达
一般的没有出路的境地，不足以
表达极端绝望的程度。
（绝境译为
世界语是 senelira situacio）。按
PIV，“fundo”在这里的意思是：
La plej alta grado de malboneco
（最坏的程度），因此“la fundo de
la malespero”所表达的就是绝望
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

funkc|i:
~isto, ~ulo

ŝtato aŭ privata ~ulo

ŝtata aŭ privata ~ulo

误将 ŝtata 写为 ŝtato。

fur|o

【动】艾鼬

( 同

ĉasput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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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和新版 PIV 给 furo 的释义

【动】白鼬

是 ： albina, malsovaĝa putoro
(Mustela putorius f. furo), uzata
precipe por ĉasi kuniklojn. Sin.
ĉasputoro）。释义中的“albina”
（白化的）告诉我们这是一种“白
鼬”，我查了几种外汉工具书，都
明确译作“白鼬”，没有一部工具
书中译为“艾鼬”的，而且它的
同义词 ĉasputoro 在《世界语汉语
词典》中也译作“白鼬”。同一种
动物，应该统一译名。

fural|o

糖 醛 （ 旧 名
furfuralo）

糠 醛 （ 旧 名
furfuralo）

将“糠醛”误写成“糖醛”
，这样
的错误非化学专业的审校人员和
主编是很难发现的，因此词典编
者在编写初稿时必须仔细核对原
始材料。这道工序至为重要。

Furi|oj

Furioj ①（罗马神
话中的）复仇（三）
女神（即希腊神话
中的 Erinioj） ②悍
妇，泼妇 ③ =
furiozo

furio: ①【神】复仇
女神（即希腊神话中
的 复 仇 三 女 神
Erinioj 在罗马神话
中的的合称） ②
〈转〉悍妇；泼妇 ③
(同 furiozo)〈转〉狂
怒

PIV 给第一义项的释义是：Diino
de venĝo（latina komuna nomo de
Erinioj）。既然是合称，furio 就不
必用复数形式，而且不必大写。
另外，复数形式还和第二义项“悍
妇”、第三义项“狂怒”，在“数”
上有明显的语法矛盾。

搞糟了行当（索价
太低）

因廉价出卖劳动力 原文释义：~i la metion (laborante
而亏了自己的手艺； je tro malaltaj prezoj)
做低报酬［低工资］ 原译表达不清，容易造成误解。
的工作

fuŝ|: (前缀)

~kuri 胡跑

~kuiri 胡乱烹调

把原文~kuiri 误抄成~kuri，因而
译出了“胡跑”这个怪词！

gabl|o ①

山墙三角墙

山墙，三角墙

原译中漏写逗号。

gajn|: ~o ②

ankaŭ la ~o ne ests
en la mano 收益还
没有到手呢

〈谚〉ankoraŭ la ~o
ne ests en la mano
收益还没有到手
（喻：事情还不确
实，还没有把握）

误将 ankoraŭ 写成 ankaŭ，使句子
难以理解。
应尽可能译出谚语的喻义。

gal|o ①:

eĉ najtingalo ne estas sen galo 甚至夜
莺也不是没有脾气
呢

Eĉ najtingalo ne estas sen galo 甚至夜
莺也不是没有忧虑

“galo”原义“胆汁”，由于西方
旧医学认为胆汁是发怒液、忧郁
液，即产生坏脾气、坏心情的原
因，因而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有
坏脾气、坏心情、忧郁、忧虑、
怒气等转义。najtingalo（夜莺）
的歌声婉转、动听，人们听了会
有愉快的感觉。从这个具体的句

fuŝ|: ~i
metio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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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看，说夜莺会有脾气，显然是
不妥的。整个句子的喻义是说，
再乐观的人，也有心情不好的时
候。
galin|o

原鸡（Gallus, gallus
jabovillei）

原鸡（Gallus gallus
jabouillei）

拉丁语学名两处写错。

galinul|o

galinulo ( 俗 名
akvokoko)

galinolo ( 俗 名
akvokoko,
marĉokoko)

在旧版和新版 PIV 中，这个词的
词形都是 galinolo，后者中还增加
了一个俗名。

gam|o ①

（同 skalo ）
【乐】
音阶

（同 skalo ）
【乐】
音阶

gam|: ~signo

(同 tonalsigno)

(同 tonalsigno)【乐】 在《世界语汉语词典》中未收
调号，音调符号
tonalsigno，应补收。漏收给出的
同义词，是词典不够严谨的表现
之一。

gamaŝ|o

vind~oj
(
同
surbendoj) 绑腿，裹
腿

vind~oj
(
同
surobendoj) 绑腿，
裹腿

gamopetal|a

( 同 monopetala) =
unupetala

(同 kuniĝpetala)【植】 这是个离奇的错误！
合瓣的（指花）
这个词的释义方式很特别：只提
供同义词而不加汉译，而且两个
同义词前一个用“同”，后一下用
“=”（不知两者有何区别？）。
在 PIV 可以查得本词的释义：
havanta korolon el kunkreskintaj
petaloj，译成汉语就是“合瓣的”。
下面还有两个例句：gamopetala
floro 合瓣花，gamopetala korolo
合瓣花冠。然而《世界语汉语词
典》所提供的两个用来释义的“同
义词”意思却都是“单瓣的”！

gard|: ~(ad)o
②

star- ~on 站岗

stari ~on 站岗

④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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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给的同义词的义项标示错误。

这里我要先谈谈我初看到
surbendoj 的感觉。当时我觉得这
个词无论在构词（sur+bendoj）和
语义上（“在上面”和“带子”），
都很费解。果然，我在 PIV 中都
没有查到这个词形。后来我想，
有没有可能是由两个词根“sur|o”
（腿肚子）和“bend|o”
（带子）
构成的呢？我的这个猜想在《世
界语汉语词典》的 suro 词条中得
到证实。由此看来，合成词的两
个词根之间是否需要插进字母
“o”，有时可以起到识别和理解
词义的关键作用。

字母写错。将“i”误写为“-”。

gard|: ~ejo

警卫的地方，受警
卫者的住所；看守
所

（某人）被看守之
处；（某人）被禁闭
的地方

gard|:
taŭ~o

【 体 】 ( 同
avangardo) 前 卫 ，
前锋

（删去此附属词条） 旧版和新版 PIV 中没有这一派生
词形式。将它译为“前卫”是望
文 生 义 。“ antaŭgardi ” 和
“antaŭgarda”的意思分别是“预
防”和“预防的”，与“前卫”毫
无关系。
这里给出的同义词“avangardo”
，
也没有体育方面的义项。作体育
术语用的“前卫”在世界语中可
以用 ŝirmanto 或 halfo 来表达；
“前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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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译“警卫的地方”可以理解为
哨所，也可以理解为被警卫的地
方 。 而 按 照 PIV 所 给 的 释 义
（ Loko, kie iu estas gardata ）
gardejo 只能被理解为“某人被看
守的地方”，这一理解也得到了两
个例句的支持：La reĝo metis la
10 kronvirinojn en gardejon. 和
Sekreto forlasas la gardejon de la
koro. / sekreto forlasas la ~ejon de
la koro。前者出自《圣经·旧约》，
后者是转义用法。前者在《圣经》
中的全句是：Kiam David venis en
sian domon en Jerusalem, la reĝo
prenis la dek kromvirinojn, kiujn li
restigis, por gardi la domon, kaj
metis ilin en gardejon; li donadis
al ili vivrimedojn, sed li ne envenadis al ili. Kaj ili restis ŝlositaj ĝis
la tago de sia morto, vivante kiel
vidvinoj. (el 2 Samuel 20:3) 大卫
王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宫殿，就
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
禁闭在冷宫，养活她们，不与她
们亲近。她们如同寡妇被禁，直
到死的日子。
（撒母耳记下 20:3）
。
第二个例句中的 gardejo 是转义
用法，可译为：
〈转〉秘密离开了
内心的禁闭之所；内心深处的秘
密被泄露了。另外，将 gardejo
译为看守所也不正确，因为“看
守所”是有特定含义的（临时拘
押未决犯的机关），通常译为
“arestejo”。

锋”是 avanulo 或 sturmanto。一
个不存在的或未被认可的词可以
同时担任这么多的角色吗？
gard|:
per~i

su-

监护

（删去此条）

理由见下条。

gard|:
per~isto

su-

监护人→vokto

（删去此条）

在旧版和新版 PIV 以及其他民族
语-世界语词典中均查不到
supergardi 和 supergardisto 这两个
派生词。在 PIV 中唯一可以查到
的线索是在“vokto”的释义中：
vokt|o: Kontrolisto de laboro, supergardisto 。 这 就 是 说 ，
supergardisto 是 vokto（监工，监
督人）的同义词，supergardi 就是
监督、监视的意思。这与监护、
监护人毫无关系。
“监护”和“监
护人”是法律词语，它们在世界
语中分别是 kuratori 和 kuratoro。

gastersteoform|aj

（词条字母写错）

gasterosteoformaj

像这样的错误，不细心校对，是
很难发现的。

genu|o ②

stari sur la ~oj 跪
下，跪着

stari sur la ~oj 跪着

参见下条中的说明。

genu|: ~e

~e stariĝi 直直地跪
着

~e stariĝi 跪下；跪
起

汉语中“跪着”和“跪下”的词
义区别是：前者表达跪的状态，
后者表达从站或其他姿势到跪的
姿势变化；前者是持续性的动词，
后者是瞬间动词。既然“stari sur
la genuoj”或“stari genue”是“跪
着”的意思，
“~e stariĝi”就应该
译为“跪下”
（或“跪起”）
，表达
姿势的变化，即由用脚站立（或
平躺）的姿势变化到用膝“站立”
的姿势，没有“直直地”的含义。

genu|: ~iĝi

跪下，跪着

跪下

genuiĝi 的意思是“meti sin sur la
genuojn”，是一个表达从站到跪
的姿势变化的动词，因此只能译
为“跪下”。 在世界语中“跪着”
和“跪下”有多种表达方式，例
如前者可以是：genui, stari sur la
genuoj, stari genue；后者可以是：
genuiĝi, surgenuiĝi, meti sin sur la
genuojn。另外，和“跪下”意思
相近的还有“跪倒”：fali sur la
genulojn, fali genue, meti aŭ ĵ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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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sur la genuojn。
gimnast|o

【 体 】
( 同
gimnastikisto) 体操
家；体育家

gink|o

【 植 】 银 杏 属
（Gingko）

【 植 】 银 杏 属
（Ginkgo）

拉丁学名写错。像这类错误只能
在编写初稿时仔细核对，才能杜
绝。后续的审校，很难发现。

gips|: ~eca

象石膏一样…

像石膏一样…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glaci|: ~ejo

冰川

常年为冰雪所覆盖
的地方

原文释义：Loko konstante kovrita
de glacio。
冰川或冰河，应为 glaĉero。
词典编写者为什么不核对一下原
文释义呢？

glaci|:
~rivero

【地】冰川，冰河

（= valglaĉero）山谷
冰川，谷冰川 →
moreno

原 文 释 义 ： Glaĉero, riverforme
malsupreniĝanta de monto
冰川或冰河，应为 glaĉero。

glaĉer|o

【地】
（地面或山中
因积雪形成的）冰
堆

【地质】冰川，冰河

原文释义：Grandega eterna maso
de glacio, devenanta el la akumulo
de neĝo sur la supraĵo de la tero.这
是符合“冰川”或“冰河”的定
义的。

glis|i

滑降

滑翔

之所以把“滑翔”译成“滑降”，
可能与 PIV 给 glisi 所下的定义
（ Malsuprenflugi sen utiligo de
motora
forto ） 中 的
“malsuprenflugi”有关。实际上
这个定义是不十分确切的。我查
了一下 Reta Vortaro 中的 glisi 的
定义“Senage flugi, sin lasante al
la portado de aero”，这里面就没
有 “ malsuprenflugi ” 而 只 用
“flugi”。任何词典都不可能尽善
尽美的，都可能有个别不完善的
地方，词典编者要注意鉴别。

glob|o②

（电）灯泡

球形玻璃灯罩

原文释义：Sfero el vitro, uzata por
difuzi la lumon de lampo。

globin|o

【化】珠朊，珠蛋
白

【生化】珠蛋白，珠
朊

“朊”是蛋白质的旧称，现已经
基本不用。如果一定要用，也只
能把它放在“珠蛋白”的后面。

globul|o

【解】血球

【解】血细胞，血球

血细胞是正式名称，也称为血球。

globul|o

ruĝaj ~oj 红血球 |

ruĝaj ~oj 红细胞，
红血球 |

红细胞是正式名称，红血球为旧
称。

globul|o

blankaj ~oj 白血球

blankaj ~oj 白细胞， 白细胞是正式名称，白血球为旧
白血球
称。

这里所举的同义词 gimnastikisto
没有收进 gimnastiko 词条中，应
该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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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ulin|o

球朊，球蛋白

球蛋白，球朊

球蛋白是正式名称，球朊为旧称。

glor|: ~o ②

【圣】 = glorkrono

【圣】（上帝的）荣
耀

glorkrono 的意思是“（神像头上
的或神身周围的）光环，光圈，
光轮”，与 gloro 的第二义项无关。
gloro 第二义项的原文释义为：
Brilego de la Dia majesto。除释义
外，还提供例句支持：la ~o de la
Eternulo aperis en nubo 耶和华的
荣光在云中显现（旧约） / ni ĝoju
pro espero de la ~o de Dio 我们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新约） /
matene vi vidos la ~on de la Eternulo 早晨，你们会看见耶和华的
荣耀（旧约）

glu|i ①

粘结

黏结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本词条内“~a argilo”的译语“粘
陶土”也应改为“黏陶土”。

glugl|i

（象由瓶中倒水时
那样）

（像由瓶中倒水时
那样）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glut|i ②

（象要吞占的一
样）

（像要吞占的一样）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gorĝ|: el~igi

（从喉部）

（从喉部）咳出，吐
出，呕出；发出（声
音）

原译“（从喉部）”未能表达出这
个派生词的词义，显然是在抄录
时把后面的字写丢了。

grad|o ⑦

【数】项（多项式
中的项）

【数】次，次数： ~o
de monomo 单项式
的 次 数 / ~o de
polinomo 多项式的
次数 / ekvacio de la
dua ~o 二次方程 /
polinomo de la tria
~o en x x 的三次多
项式

原文释义：(pp monomo) La sumo
de ĉiuj eksponentoj en la
monomo。
很显然，grado 的这个义项不是
“项”，而是数学式中所有字母的
指数和，即次或次数。
单项式和多项式中的项，世界语
名称为 termo。

grad|: unua~a

一等的，头等的， 一度的，初等的，初
上等的，第一流的， 级 的 ：
unua~a
最好的
brulvundo 一 度 烧
伤 / unua~a lernejo
初等学校，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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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释义及例句：Estanta de la
unua grado: unuagrada lernejo。
先要弄清楚，世界语中的 unua
grado 和 dua grado 哪个高？从给
出的例句看，很显然，前者高，
后者低。我这么肯定是有依据的，
因为在“elementa”词条中，就
明确指出：elementa = komenca,
plej simpla, unuagrada，因此，小
学也称为 elementa lernejo。
由此推断，原译把 unuagrada 译

为“头等的，上等的，第一流的，
最好的”是错误的。汉语中类似
“头等的”说法，译成世界语应
该是“unuaklasa”或“unuaranga”，
如：
unua~a vagono 头 等 车 厢 /
unua~a restoracio 第一流饭店 /
vino de unua~a kvalito 上等酒
graf|:
kastel~o

（古代欧洲据有城
堡的) 伯爵

( 同
burgrafo)
【史】（古代欧洲据
有城堡的）贵族

按 PIV 在 grafo 中的释义（En la
Romgermana Imperio, nobelo
posedanta fortikigitan urbon aŭ
urbeton），这里不一定指“伯爵”。

grajn|o ③

~oj de pulvo 尘粒

~oj de pulvo 火药粒

误将 pulvo 当成 polvo。

gras|: ~a ④

粘稠的

黏稠的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本词条内其他部分类似的“粘”
也应改为“黏”，如 glueca 的译
语“粘的，有粘性的”，等。

gras|: ~a ④

grasa karbo 沥青

grasa
karbo
(=
bituma karbo) 含有
较丰富的可分馏物
质的煤，肥煤

grasa karbo 怎么可能是“沥青”
呢？之所以译错，可能与旧版
PIV 所给的提示“（bituma）”有
关。实际上，那是告诉你：grasa
karbo = bituma karbo。
请参见 新版 PIV 在“karbo”词
条第 1 义项中给 grasa karbo 的释
义：grasa (SIN. bituma) ~o (relative riĉa je distileblaj substancoj)。

grat|i ②

~i sin post la orelo
抓耳（挠腮）
（表示
焦急，没办法）

~i sin post la orelo
搔自己的后脑勺儿
（人在感到困惑时
的一种举动）

汉语中的“抓耳挠腮”有两个含
义：形容焦急而又没办法的样子；
形容欢喜而不能自持的样子。从
PIV 所 给 的 简 略 的 语 义 提 示
“(signo de perplekseco)”来看
“grati sin post la orelo”和汉语的
“抓耳挠腮”在语义上并不对等。

greg|: ~a

象畜群的

像畜群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gren|o

~ventaĵo 谷 壳 ， 谷
糠

~ventumaĵo （簸扬
出的）谷壳，谷糠

“簸扬”是 ventumi，而不是 venti。
请参阅 PIV 给出的词形及释义：
grenventumaĵo: malpezaj enmiksitaj kaj nenutraj substancoj, kiujn
la vento forpelas de greno ventumata。

grund|o ①

粘土

黏土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gurd|: ~i ②

象用手摇风琴演
奏…

像用手摇风琴演
奏…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gvid|: ~anto

领导者，领袖

领路人，带路人，带

将 gvidanto 只译为“领导者，领

77

头人；指导者，导师； 袖”，是我们中国世界语者对这个
领导者，领袖
词的普遍误解。先让我们来看看
PIV 给这个词的释义：tiu, kiu
gvidas. 那么，PIV 又是怎样定义
动词“gvidi”的呢？请看：1. (iu
iun) Montri al iu persono la vojon
ĝustan, irante kun li kaj helpante al
li por atingi la celon, kiun li intencas trafi. 2. (io) Montri la linion
ĝuste kondukantan al la celo; direkti la movon al la celo. 3. (f) (iu
aŭ io) Montri, sciigi al iu la konduton kondukontan al la celo. 4.
(f) (iu) Montri, sciigi per siaj spertaj konsiloj, kiel eble plej bone
funkciigi ion. 《世界语汉语词典》
在翻译时将这四个义项作了适当
处理，合并成三个义项，即：①
领路，带路，做向导 ②指引，引
导，指导 ③〈转〉领导。我认为
这样的处理是恰当的。由此可以
得出结论：将“gvidanto”只译为
“领导者，领袖”是不全面的。
Ĝ, ĝ

塞擦浊辅音

塞擦齿龈浊辅音

PIV 给 这 个 辅 音 的 释 义 是 ：
“konsonanto, voĉa afrikata gingivalo”，而“ĉ”则是“konsonanto,
senvoĉa afrikata gingivalo”塞擦齿
龈清辅音。

Ĝerald|o

杰拉德

杰拉尔德

译名中漏写“尔”字。

ĝir|i ②

转帐

转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本词条内其他部分类似的
“帐”也应改为“账”，如“转帐
者”改为“转账者”，等。

ĝir|:
~indikilo

拐弯路标

【汽】
（汽车尾部的） 原译“拐弯路标”，与原义不符。
转弯（方向）指示器 请参阅新版 PIV 给“ĝirindikilo”
的 释 义 ： mekanika aŭ luma
aparato, kiu montras al la postvenantoj la direkton, al kiu turnas sin
veturilo。

ĝis II-

【注】2 如 ĝis 不能
清楚表现 konj.的意
思，可用 ĝis kiam
代替

【注】2 使用“ĝis
kiam”代替从属连词
“ĝis”是一种冗赘
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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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原注是：Uzi “ĝis kiam”
anst. la subjunkcia “ĝis” estas
senutila pleonasmo, kiun nenio
pravigas。
首先，原【注】把意思说反了。

原文明明是说“ĝis kiam”是一种
冗赘说法，不可用，却成了可以
用来代替用来代替“ĝis”的好的
说法了。另外，“ĝis”在这里并
不是 konj.（并列连词），而是 subj.
（从属连词）
。
hajl|o ②

象冰雹般地落下

像冰雹般地落下的
东西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hak|i ②

（象砍、劈那样）

（像砍、劈那样）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half|o

= ŝirmanto

( 同
ŝirmanto)
【体】前卫

在《世界语汉语词典》ŝirmi 词条
内未收 ŝirmanto 这个派生词。这
里采用“=…”的释义方式，实
际上没有给词典使用者任何词语
信息。建议再版时加上派生词
ŝirmanto 及其汉语译语。
附：新版 PIV 给 halfo 的释义：
En la sportaj teamoj, ludanto lokita
inter la avanuloj kaj la arieruloj。

halo|o

（照像板上…）

（照相板上…）

规范的写法是“照相”。

hamadriad|o
①

…的）女树神

…的女树神）

后括号放错地方，应移至“女神
树”之后。

Hamburg|o

Hamburg,|o

Hamburg|o

删去词中多出的逗号。

handspik|o

handspiko（移动重
物用的) 木梃，撬
棍，撬杠

handspeko
(=
levstangego) （移动
重物用的）木梃，橇
棍，撬杠

PIV 给 handspiko 的释义是：=
bovungo, manstango。
前一个词，即 bovungo，PIV 未
收，当然也查不到它的词义。新
版 PIV 将 词 条 形 式 改 为
handspeko ， 并 将 其 释 义 为 “ =
levstangego”
。

har|oj

lupo
ŝanĝas
la
harojn, sed ne la
farojn 〈谚〉狼的皮
毛会改换，但它的
习性永不变

lupo
ŝanĝas
la
harojn, sed ne la
farojn 〈谚〉狼可以
换掉身上的毛，但改
变不了它的习性

ŝanĝi la harojn 是指哺乳动物的
“换毛”，不会涉及到“皮”的改
换。

haspel|o

（漏收词条）

haspelo ①【纺】摇
纱机，络纱机 ②(=
bobenilo)【电】绞线
盘，卷线机

按 PIV 的释义译出：1. Rotacia
tamburo el ligno aŭ metalo, sur
kiun oni volvas fadenon, kreante
faskojn kaj samtempe mezurante
la fadenon. 2. Ŝafto aŭ pulio
(haspelrado), sur kiu tirŝnuro
volviĝas, kaj kiu servas por surbobenigi kaj mezuri neforte torditajn fadenojn aŭ izolitan draton; =
boben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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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pel|i

（漏收词条）

(tr.) ①摇纱，络纱
②绞线，卷线

按其名词形式 haspelo 的词义译
出。

hav|i

好象他吃了胡椒似
的

好像他吃了胡椒似
的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帐内可动用的款项

账内可动用的款项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

Helespont|o

【地】达达尼尔海
峡（Dardaneloj 的古
名）

【地】赫勒斯滂海峡
（ Dardaneloj 达 达
尼尔海峡的古名）

应音译出这个地名的古称。

helioskop|o

太阳镜

太阳目视（观测）镜， 太阳镜是指保护眼睛的有色眼
太阳望远镜
睛，镜片可防止太阳紫外线伤害
眼睛。译成世界语应为：
kontraŭsunaj okulvitroj; sunokulvitroj;
ŝirmokulvitroj
。
helioskopo 按 世 界 语 释 义 是
“teleskopo, aranĝita speciale por
observi Sunon”，即用来观察太阳
的天文望远镜。

help|i ①

~i al si, ~i sin 自
力，用自己的力量

helpi al si, ~i sin 靠
自己的力量设法摆
脱困境；自助；自己
照顾自己

PIV 给这个词组的释义是：trovi
rimedon, por eliri per propraj fortoj el embarasa situacio。
由此可见，原译没有译出这个词
组的确切含义。

help|i

inter~i (tr.) 互相帮
助

(ntr.) (= peri) 居间
帮忙，从中调停［斡
旋，说合］

请看 PIV 在“helpi”词条中给
interhelpi 的释义及所给的例句：
Interveni kun helpo: interveni en
la atingo de kompromiso（居间帮
忙或斡旋：从中斡旋，达成了妥
协）。另在“inter”词条内也对
“interhelpi”的语义作了如下解
释：helpi por starigi akordon inter
du aŭ pluraj personoj。新版 PIV
还将 PIV 中的“(tr.)”删去，因
为很明显，这个派生词总是作不
及物动词使用的。那么，
“互相帮
助”或“互助”用世界语怎么表
达呢？至少有下列几种方式：
helpi unu alian [unu al alia]; reciproke sin helpi; sin interhelpi。最
后一种表达方式，即“sin interhelpi”可以在 PIV 中“inter”词
条内找到如下说明：Per pliampleksigo de la senco, “ inter ”
estas uzata ankaŭ por montri re-

hav|:
①

bon~o

80

ciprokecon: sin interhelpi (helpi
unu la alian)。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interhepi”作“从中斡旋”讲时
是不及物动词，而作“互相帮助”
讲时则是及物动词。
help|: mal~i

【注】在 malhelpi ke
后边的从句，如用
祈使式，不能同时
使用否定词，如：
kiu vin malhelpis, ke
vi ne obeu la veron?
一句改为 kiu mal~is
al vi la obeadon al la
vero?（谁阻止你不
服从真理来？）

【注】请注意：
“mal~i, ke... ne -u”
意 为 “ mal~i la
ne-adon”
（意即对不
做某事的妨碍），因
此在《新约》
“kiu vin
mal~is, ke vi ne
obeu la veron?”
（有
谁拦阻你们，叫你们
不顺从真理呢？）一
句中的“ne”是多余
的（请比较这句经文
的法语和英语的译
文：qui vous a arrêt
és, pour vous empê
cher d`obéir à la vé
rité? / who hindered
you from obeying
the truth? 此句在汉
语《圣经思高本》中
译为：有谁拦阻了你
们去追随真理呢﹖）

原译未能把这个注的意思说清
楚，让人看了摸不着头脑。
说得更明白些，就是“kiu vin
mal~is, ke vi ne obeu la veron?”应
该理解为“kiu mal~is al vi la
neobeadon al la vero?”
（意为：有
谁拦阻了你们不去追随真理
呢？），而这句《新约》中的经文
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是“有谁拦阻
了你们去追随真理呢？”
，所以，
原句应该改为：kiu vin mal~is, ke
vi obeu la veron?

hena|o

(同 kofero) ①【植】
散沫花 ②散沫花
叶色素（用作染发、
染指甲的染料）

散沫花叶色素（从散
沫花属植物叶中提
取的红色染料，用于
染发、染指甲）

原 文 释 义 ： Ruĝa tinkturo por
haroj, eltirita el la folioj de
lavsonio。
按这个释义，此词只指色素，此
植 物 名 应 为 ：“ henaarbusto:
(=lavsonio) 【植】散沫花属植物；
散沫花（从叶中可提取红色色素，
用 于 染 发 、 染 指 甲 ）” 或
“henaarbusto (= lavsonio) 【植】
散沫花属植物；散沫花（从叶中
可提取红色色素，用于染发、染
指甲）”。另外，kofero 是一个《圣
经》中的用词，而且也只指该植
物本身，不指色素。

herb|o ②

我干瘪得象草一样
了

我干瘪得像草一样
了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hered|: ~igi

使继承

①(ion al iu) （把某

原译过于简单，也不举例，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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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遗赠（给某人）， 不能从词典中获得有关这个动词
传给，遗留 ： por 的较多的信息和用法帮助。
~igi al miaj amantoj
esencan bonon kaj
plenigi iliajn trezorejojn 使 爱 我 的
承受财产，使他们的
府库满溢（旧约） /
mi ~igis al mi viajn
ordonojn 〈转 〉 我
以你的法度为我永
远的产业（旧约）②
(iun pri io) 使（某
人）继承（某物），
使（某人）成为继承
人： bonulo ~igas la
nepojn 善人给子孙
遗留产业（旧约）
（字
面义为：使子孙继承
产业）
herpet|o

【医】（局部皮上） 【医】疱疹
疤疹

将“疱”误写为“疤”。

heteronom|a

他律（康德的伦理
学用语）

他律的，受制于异律
的（康德的伦理学用
语）

这是一个形容词，应按它的形容
词的词义译出。

hidrogen|o

~i (tr.) = hidri 氢化

~i (tr.) 氢化，加氢

《世界语汉语词典》中并未收
“hidri”这一词条，用一个词典
中不存在的词来解释另一个词，
是词典编写中的失误。PIV 在构
词成分“hidr|”词条内收有“~i”
这个词及其释义：(tr.) Enkonduki
hidrogenon en kombinaĵon （ 氢
化）。由于《世界语汉语词典》未
将“hidr|”收进正文而只收在《非
世界语词缀和构词成分表》中，
因而正文中漏收了由这个构词成
分构成的动词形式“hidri”。

hidrokarbid|o

（同 hidrogena karbido）【化】碳水化
合物

（ 也 作 hidrogena
karbido, hidrokarbonido）【化】碳氢
化合物

《世界语汉语词典》中未收
“hidrogena karbido”，因而不可
以采用“同…”的方式释义。这
里将“碳氢化合物”和“碳水化
合物”弄混，应予改正。后者在
世 界 语 中 译 法 应 该 是
“karbonhidr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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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ŭ II.

昨天看来好象野蛮
的…

昨天看来好像野蛮
的…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hiromanti|o

hiromantio 相手术

（删去此词）

手 相 术 在 世 界 语 中 是
kiromancio。此词可在 PIV 和《世
界语汉语词典》中查到。
hiromantio 可能是 ĥiromantio 之
误，但后者并未收进 PIV 中。

hirt|: ~ulo

毛发自然蓬松的人

头发和胡须天生蓬
乱的（男）人

原译不符合原义。参见 PIV 的释
义：Viro, kies kapo kaj barbo estas
nature hirtaj.

hist|o

【 解 】（ 动 物 机 体
的）组织

【解】（机体的）组
织

这是个解剖学术语，也涉及植物
的组织，如例句中的“【植】（藻
菌类的）假组织”

hodiaŭ

li intencas veni de
hodiaŭ post monato
他打算一个月后的
今天到

tiel li intencas veni
de
hodiaŭ
post
monato 他打算在从
今天算起的一个月
后到

如何理解“de”是个关键。但按
原译似乎在这里不须要用 de。严
格地说，两译法在时间上也不相
同。

hok|:
~bastono

曲柄杖

（牧人用的）牧杖 原译没有说明用处，有可能使人
（杖端有一铁铲头， 误解为那是一种带曲柄的手杖。
用来向牲畜扔土块） 原文释义为：Ŝafista bastono kun
fina hoko por ĵeti terbulojn al la
bestojn.

hom|o ⑤

自己人，为自己服
务的人

仆人，手下的人；家
中的一个成员

honor|:
~damo

贵妇

（陪伴女王、王后或 请 参 见 PIV 所 给 的 释 义 ：
公主的）宫廷贵妇； Nobelino regule servanta ĉe reĝino
宫廷女侍
aŭ princino。

honor|: ~loko

光荣之地

（宴会餐桌的）上席
（荣誉席位）

将“honorloko”译成“光荣之地”
是因望文生义而产生的错译。这
样的错译，只要读一下 PIV 在
“honora”项下的例句“okupi la
honoran lokon ĉe la tablo”
（坐上
席），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按西方
习俗上席是“la supra fino de la
tablo (honora sidloko)”（见 tablo
第三义项）。

humor|: ~aĵo

= humuro

(同 humuraĵo) ①诙
谐的言行 ②幽默故
事

humoraĵo 怎么会与 humuro 同义
呢？这在词义上是不可能的。
PIV 未收 humoraĵo 这一派生词形
式。我在《世法大词典》中查到
了这词形：humoraĵo＝humuraĵo。
显然是词典编者在参考该词典时
因抄录笔误造成的。既然 hum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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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 的第 5 义项原文释义：
Servisto, domano

第二义项可作 humuro 讲，因而
humoraĵo 也可用作 humuraĵo，也
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hund|:
~olango

(cinoglozo 的俗名)

琉璃草，倒提壶
(cinogloso 的俗名)

字母写错。误将 cinogloso 写成
cinoglozo。

Hund|o

【天】大犬（星）
座

【天】天犬（星）座
（大犬座和小犬座
的统称）

PIV 原释义不准确。请参见新版
PIV 的 释 义 ： Hundo: Komuna
nomo de konstelacioj: Granda
Hundo …; Malgranda Hundo.

Hund|o

Malgranda H~o 猎
犬（星）座

Malgranda H~o 小
犬（星）座

此星座的世界语释义为：Boreala
konstelacio Canis Minor (mll.
CMi) 。另参见“Ĉashundoj”的
修改说明。

hup|o

【动】
（鸟的）冠毛

【动】（某些鸟的）
羽冠

hu-u-u

(interj.) 呼呼呼（乱
风声）

(onom.) 呼 呼 呼
（风声）

原 译 有 两 个 疏 漏 之 处 ： 1. 把
“(onom.)”误写成“(interj.)”；
2. 把“模拟”误写成“乱”，实
际上只要注明“（风声）
”就够了。

ĥan|o

Ĉengis-Ĥano （旧译
Ĝingis-Ĥano）成吉
思汗

Ĝingis-Ĥano （ 也 可
译为 Ĝenĝis Ĥano）

我们可以在 PIV 的“Ĥano”词条
中查得成吉思汗的世界语译名形
式：Ĝingis Ĥano，另在第 365 页
上也可以查到：Ĝenĝis = Ĝinĝis。
这就是说，成吉思汗可以译为两
种形式：Ĝingis Ĥano 或 Ĝenĝis
Ĥano。另外，在新版 PIV 第 418
页上我们还可以查到有关成吉思
汗的专条： Ĝingis-Ĥano： Titolo
(Ocean-Reĝo) de Temuĝin, fondinto de la Mongola Imperio
(1162-1227)，另在同书第 417 页
上 还 可 以 查 到 “ Ĝenĝis ＝
Ĝingis”。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
论：成吉思汗的世界语的通常译
法应该是：Ĝingis-Ĥano，也可译
成 Ĝenĝis Ĥano。成吉思汗的英语
译名的形式是 Genghis Khan。英
语翻译形式与世界语的翻译形式
大体是相同的。《世界语汉语词
典》将成吉思汗译成 Ĉengis-Ĥano
似乎是没有依据的，很可能是受
汉语读音的影响音译而来的

ĥaos|o

①【神】
（希腊神话
中所说的开天辟地

浑沌（希腊神话中所
说的宇宙的原始状

希腊神话中哪来的“开天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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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浑沌（状态） 态）
ĥiropter|o

ĥiroptero
(
vespertuloj)

ĥor|o ③

ĥiropteroj
vespertuloj)

同

此词条词应该用复数形式。此错
的始作俑者是旧版 PIV。

（独唱或合唱的）
歌咏队

（齐唱或合唱的）歌
咏队，合唱队

既然是歌咏队，怎么可以是“独
唱的”的呢？查原文释义（aro da
personoj, unisone aŭ plurvoĉe,
kantantaj），原来是“齐声地”
（即
单声部地）或多声部地合唱。

-id- I. ①

princido 郡王

princido 亲 王 ［ 王
侯］的儿子

依据后缀-id“表示子孙或后裔”
语义作用，princido 通常表示“亲
王［王侯］的儿子”的意思。在
本词典 princo 词条中所收的附属
词条“~ido”就是这样翻译的，
怎么到这儿就变成了“郡王”了
呢？

ide|o ④

havi nenian ~on pri
muziko 对 音 乐 一
点想法也没有

havi nenian ~on pri
muziko 对音乐一窍
不通，完全不懂音乐

世界语中的“havi nenian ideon pri
io”可作惯用语理解，意思是“对
某事一点儿也不知道，全然不知，
完全不懂。这个例句是置于
“ideo”的第四义项下的。这个
义 项 的 释 义 是 ： elementa koncepto, skiza scio pri io（对某事物
的基本概念或概略的知识）。

【数】等值

【数】恒等方程式， 只要具备中等数学知识并认真看
恒等式
一 下 PIV 所 提 供 的 原 文 释 义
（egalaĵo, ĝusta por ĉiuj ajn valoroj de la variabloj），就不可能将
“identaĵo”译为“等值”
。

ies

某人的，一个人的

某（一个）人的，某
些人的

新版 PIV 将词的词义不限于只
“某一个人的”，即也可以表达
“某些人的”意思。这是新版中
的原文释义：Morfemo kun pron-a
rolo kaj signifanta “ de iu(j) ”
(kutime: “ persono[j] ” ) en
apartena senco。
我个人意见：对于这个新增的词
义，似乎还应采取保留态度。

-ig- ②

ĉesi~i

ĉes~i

原句多写了一个字母。

ikonoskop|o

光电摄象管，光电
析象管

光电摄像管，光电析
像管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iliard-

(准 suf.) 【数】京（=
109，国家标准用前
缀 giga-表示，符号
G）

(准 suf.) 【数】用在
2 至 10 数字后，表
示由“mil -ilion|”单
位值构成的大数

原译没有表达出这个准后缀的表
数作用，例如可用它构成下列大
数 ： du~o (1015), tri~o (1021),
kvar~o (1027) 等。

ident|:
②

~aĵo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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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ion-

(准 suf.）兆，一百
万（＝106，国家标
准用前缀 mega- 表
示，符号 M）

(准 suf.）用在数词
后表示“百万的乘
方”

《世界语汉语词典》认为这个准
前缀的含义是“兆，百万”，是错
误的。它的确切含义应该是“百
万的乘方”。由它构成的派生词
有：duiliono (= mil miliardoj =
1012) 一百万的二次幂；triiliono
(= miliono da duilionoj = 1018) 一
百 万 的 三 次 幂 ； kvariliono (=
miliono da triilionoj = 1024) 一百
万的四次幂; kviniliono (= miliono da kvarmilionoj = 1030) 一百
万的五次幂

ilustr|i: ③

（以对比或举例）
说明

（用比喻或举例）说
明，阐明

原译将 PIV 所给的原文释义中的
per komparoj 译为“对比”是不
确切的。这里的 komparoj 应该理
解为“比喻”
。请看 PIV 所给的
例句：~i sian penson per metaforoj
kaj figuroj 用隐喻和形象的表达
方式来阐明自己的想法。

impost|o

（漏收附属词条）

super~i (tr.) 征收附
加税；课以重税

参 见 PIV 所 给 的 释 义 ： meti
kroman imposton sur ion aŭ iun。

impuls|o ③

…自己的第一个冲
动

…自己最初的冲动

应对例句的汉语译文作适当推
敲，避免使人感到别扭的直译。

imput|i ①

记入（某人帐上）

记入（某人账上）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imput|i ①

…记在去年的帐上

…记在去年的账上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

indic|o ②

radika ~o 根号

radika ~o 【数】根
指数

根号在世界语中称为“radikilo;
radikalo”。

indic|o ③

bibliografa ~o

bibliografia ~o

字母写错。这个词组应该印成黑
体字，否则会被误解为第三义项
下的例词（实际上并不是）。

indik|: ~aĵoj

【法】线索

【法】（刑法上的）
形迹： la ~aĵoj de
krimo 犯 罪 形 迹 /
la pruvo per la ~aĵoj
estas la plej malforta
以形迹作为证据是
最不可靠的

原文释义：Konstatitaj faktoj, kiuj
probabligas la realecon de la ĉefa
fakto kaj estus malfacile klarigeblaj per alia supozo

individu|:
privata ~o

私人（没有任何职
衔或权力，仅能代
表自己的人）

（一个）普通老百
姓，（一个）普通人

原文释义为：privata individuo (ne
havanta ian rangon, ordonpovon
ks)
原译没有全面理解“privata”的
词义，其实它的第一义项是“非
公 职 的 ， 非 官 方 的 ”， priv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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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o ［homo］就是“无公职
的人，普通老百姓”，privatulo 的
意思也是“（非公职的）普通老百
姓”。
indulg|i

（漏收附属词条）

indulgo ①宽恕，宽
容 ② 体谅，尊重

此名词形式的词条颇为常用，应
该补收。

infan|: re~iĝi

返老还童

（因衰老）回复到儿
童的智力状态；老年
智力衰退

原文释义：Pro granda aĝo, reatingi la mensan staton de infano。
在汉语中，
“返老还童”常作褒义
词使用，意思是“由衰老恢复青
春”。而“reinfaniĝi”的词义
却是“reatingi la mensan staton de
infano”，即“回复到儿童的智力
状态”！

infekt|:
unue~iĝo

【医】病原体传染

【医】（特指结核病
的）初次感染

请看 PIV 中的例词：tuberkuloza
unue~iĝo 结核病初次感染

infoli|o

( 同 infolianto)
【印】对开；对开
本

删去 (同 infolianto)

《世界语汉语词典》未收
“infolianto”，怎么可以用“(同
infolianto)”来释词？

inic|: ~ilo

秘诀，口诀

入门的秘诀；启蒙课
本，启蒙读物

请参阅 PIV 所给的释义：tio, kio
servas por inici。

inkognit|o

匿名者，化名者

在旅行中隐匿姓名
身分的人（为避免迎
送的礼仪或便于完
成任务），微服出行
的人

原文释义：Persono, kiu vojaĝas
sub fremda nomo, por eviti ceremoniojn aŭ faciligi sian taskon
汉语中的“匿名”是“不具名或
不写真实姓名”的意思，“化名”
是“为了使人不知道真实姓名而
用别的名字”，因而“匿名者，
化名者”这两个译语都不能准确
传达出“inkognito”的词义，因
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匿名者，
例如不是写匿名信的匿名者。

inkub|o

→ kosmaro

→ koŝmaro

字母写错。

inokul|i

(tr) ①〈旧〉嫁接（现
用 grefti）

(tr) ① （ = burĝongrefti）〈旧〉芽接

这个错误出自 PIV 给 inokuli 的不
正确的释义“(arkaisme) grefti”。
实际上，inokuli 的词根在英语、
法语、德语等西方语言中，都作
“芽接”讲。常识告诉我们：嫁
接就是把要繁殖的枝或芽接到另
一种植物体上，使它们结合在一
起，成为一个独立生长的植株。
从这个词的拉丁语源来看，它是
由 in-（在内，入内）和 ocul（眼）
构成的。世界语中的由 okulo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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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动词 okuli，恰恰就是“芽接”
的意思。请看 PIV 给 okuli 的释
义：grefti, uzante greftaĵon konsistantan el okulo，而这个 okulo
指的就是 burĝono，即“芽”。另
外，PIV 在 grefti 词条中给合成词
burĝongrefti 的释义（burĝongrefti
= inokuli, okuli）也证明了 inokuli
是芽接，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嫁
接。
instru|:
moral~o

箴言

道德［品德］教育； 此 合 成 词 作 为 附 属 词 条 收 在
道德教诲
moral|o 词条内，其译语为“品德
教育，道德教诲”。但在 instruo
项下作为例词出现，却错误译成
了“箴言”。同一个词，如果在不
同的地方出现，译法应该统一。

instrument|o

persekut~o = frap~o

perkut~o = frap~o

insurekci|o

起义，暴动，造反； 起义，暴动，造反
〈贬〉叛乱

原 文 释 义 ： Ekribelo de popolo
kontraŭ tirana registaro（人民起来
反抗专制政府）。从这个定义看，
它的词义相当于汉语的“起义”，
在一定的场合也可以译为“暴动”
和“造反”，但我认为不可以译成
贬义的“叛乱”。

intelekt|o
【比较】

kompententeco

kompetenteco

字母写错。

interfer|i

（本词目后应加）

(ntr.)

应标明本词是不及物动词。

interferiome-tro

（原词形写错）

interferometro

字母写错。

interferiometri|o

（原词形写错）

interferometrio

字母写错。

intern|a ①

~kuracisto 内 科 医
生

~a kuracisto （只在
医院内给患者看病
的）不出诊医生

这是一个望文生义的错译。先要
说明一下：这个词的正确书写形
式 应 该 是 “ interna kuracisto ”
（“internkuracisto”写成合成词，
读起来很不方便）。PIV 所给的释
义是：“(kuracisto) kiu praktikas
nur en sia hospitalo”。按这个释
义，
“interna kuracisto”译成汉语
应该是“（只在医院内给患者看病
的）不出诊的医生”。

interpol|i

（本词目后应加）

(tr.)

应标明本词是及物动词。

interpret|:
~ado

（漏收附属词条）

①口头翻译，口译
②解释，说明，阐明

应补收这一常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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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将 perkut~o 写成 persekut~o。

③（表演者根据对作
品的理解所作的）表
演，演奏；艺术处理
= renverso

(同 reverso) （物体
的）反面，背面

原译只提供一个写错的词，不提
供汉语译语，读者很难发现其中
的错误（renverso 的意思是“翻
转，颠倒，打翻”）。

inversi|o ②

tersurfaca inversio
（在薄大气层接近
地面时）温度逆增

tersurfaca inversio
【象】（近）地面逆
温；地面温度逆增

“温度逆增”或“逆温”是专业
性很强的术语，原译括号中的解
释语并未把问题说清楚，反而使
读者更加糊涂，不如删去，另加
学科略语，注明这是一个气象术
语。如果要弄清它的确切含义，
读者可查百科辞典或有关气象的
参考书。如果要加说明，解释语
一定要简明、通俗。例如，可以
在“地面逆温”的译语前加这样
的简要说明：
（在低层大气中气温
通常是随高度的增加而降低的，
但有时在某一层次中可能气温随
高度的增加而升高，这种现象就
是逆温。直接从地表开始的逆温
称为地面逆温。）

ir|i ①

Ĉiu iras, kiel saĝ' al
li diras 每一个人都
按照智慧的指示前
进

Ĉiu iras, kiel saĝ' al
li diras 各人按自己
的智慧行事；各人自
行其事。（意为：不
考虑别人怎么说，自
己认为对的就去
做。）

原译不完全确切，没有准确地传
达出这条谚语的意思。前进？怎
么按智慧的指示前进？

ir|: dis~i

散开，走散

散开，散去；（路）
分岔

原 文 释 义 ： Iri en diversajn
flankojn。按这个释义，译为散开
是正确的，但译为走散，就不正
确了。汉语中的“走散”，是失散
的意思，也就是离散，散失，和
“dis~i”本义相去甚远。
另外原译没有附上例句，也就不
可能告诉读者，它还有道路分岔
的意思：tie la vojo dis~as en kvar
direktoj 这条路在那个地方向四
个方向分岔。

ir|:

preterirejo: （ 绕 城
而过的）环形
路

【交】（从城市侧面
绕过的）绕行道路

原文释义：Vojo, ebliganta preterveturi urbon, pasante ne tra, sed
ĉirkaŭ ĝi

invers|:
③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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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路未必就是环形的。环形
路不就是环城路吗？而这样的路
恰恰不是环城路。
ir|: sub~i

(ntr) 到…下边去

（太阳）走到…地平
线下，落山，下山：
kiam la suno estis tuj
sub~onta 在太阳快
要落山时 / la suno
sub~is sub la akvon
太阳落到水下

原文释义：iri sub la horizonto。
这个词是专用于“日落”的，从
词典给出的几个例句可以证明：
kiam la suno estis tuj subironta; la
suno subiris sub la akvon; en la
momento de la sunsubiro; de la
sunleviĝo ĝis la sunsubiro。
原译没有例句，不能提示这个词
的特殊用法。

ironi|o ②

tragika ironio 悲剧
中的反语法

tragika ironio 悲 剧
性讽示（指剧中人未
察觉而观众却能领
会的常带有预言性
的讽示），悲剧性反
讽

原文释义：En tragedio, dramo ks,
efekto, konsistanta en tio, ke la
paroloj de iu persono havas ian
kaŝitan, ofte profetan signifon, ne
konsciatan de tiu persono, sed
evidentan por la spektanto。
原译使人一头雾水：悲剧中的反
语法，是什么样的反语法呢？不
加释语，普通读者是不会明白的。

ital|:
I~ujo

（漏收义项）

②意大利半岛

按 PIV 所给释义的顺序，
“意大
利半岛”为第一义项，考虑到这
个词作国家名称较为常用，拟仍
保持第一义项不变，另加第二义
项。

Ivan|o

（漏收）

依万（俄罗斯男子
名）

既然收了 Ivo 和 Ivona 两个人名，
也就应该补收这个常用人名（肯
定比前两个名字更常见）
。

izocel|a

【数】
〈免〉应改用
simetria

（= simetria）【数】
（三角形）等腰的：
~a triangulo 等腰三
角形

原文释义： (pp triangulo) Havanta du egalajn laterojn. Sin.
simetria (pp triangulo)。
原译只译出此词相当于 simetria，
但没有指出此词只用于限定三角
形，因而应该译为“等腰的”。

izodinam|o

等场强线

等磁力线

原 文 释 义 ： Linio de egalaj
kampintensoj。
我查了多部专业词典，均作“等
磁力线”，也有写作“等（磁）力
线”的。原译可能只是从字面译
出的。对于专业术语，我们应尽
可能多查几部有关资料，这样才
能译语规范，避免出错。

jak|: ~eto ①

（长及腰部的）童

（长及腰部的）短上

请 参 阅 PIV 所 给 的 释 义 ：

I~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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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短上衣

衣

mallonga jako: ~eto de kelnero;
~eto de Eton-studentoj, de skiistoj.
所给的这几个例句都与“儿童”
无关。

jar|o

（漏收附属词条）

super~o 闰年

这个常用词，应该补收。

jar|: ~deko

la okdeka ~deko (或
la 80-aj ~oj) de la
20-a jarcento 二 十
世纪八十年代（指
从 1980 至 1989）

la oka ~deko (或 la
70-aj ~oj) de la 20-a
jarcento 二 十 世 纪
七十年代（指从
1970 至 1979）

将“年代”译成世界语比较简便
的办法是用数字表达，例如将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译成世界语可以
是：en la 1930-aj jaroj 或 en la
jaroj 1930。
人们通常省略世纪，只说年代，
这就更简单了：ĉe la fino de la
30-aj jaroj 在三十年代末。
“年代”既然是由十年组成的，
译成世界语当然就是“jardeko”。
但应该注意，用“jardeko”翻译
“年代”与用“-aj jaroj”的译法
在数字上并不对应，稍不注意可
能出错。例如上面的三十年代如
果用“jardeko”来翻译，就应该
是：la kvara jardeko (de la 19-a
jarcento)
只要看一看下面的这个年代次序
表，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la unua jardeko de la 20-a jarcento
(= 1900-1909);
la dua jardeko de la 20-a jarcento
(= 1910-1919);
la tria jardeko de la 20-a jarcento
(= 1920-1929);
la kvara jardeko de la 20-a jarcento (= 1930-1939) …
很显然，这种表达方式和我们习
惯的表达方式在数字上不相吻合
（即需要加 1，如七十年代则应
译为“la oka jardeko”
），因而这
种译法并不常用。

Jeĥezkel|o

（漏收词条）

(同 Ezekielo)【圣】 参见本表中“Ezekielo”条中的说
①以西结（希伯来先 明。
知） ②《以西结书》
（《圣经•旧约》中的
一卷）

juk|i

la mano ~as lin 他
手痒了（想打人）

la mano lin ~as 他
手痒痒（他想要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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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出自柴门霍夫《世界语谚语
集》中的惯用语。是谚语和惯用

或打架）

语都有固定形式，不能更动词序。

julep|o

【药】甜酒，甜香
酒（缓和镇静剂）

【药】糖浆药水；赋
形用糖浆

原 文 释 义 ： Mildiga aŭ kvietiga
pocio, farita el siropoj kaj distilita
akvo

junt|:
duonuma ~o

【技】斜齿缝

【技】对拼接合

原文释义：junto, en kiu la du
pecoj estas kunigitaj per duonigo
de ilia dikeco.

junt|: transira
~o

【技】交叉连接，
十字接头

异型接头

原 文 释 义 ： transira junto (ekz.
inter du tuboj de malsamaj diametroj)

junt|: ~ado

万象接头

【空】【电】万向接
合；耦接

PIV 及新版 PIV 都未收此词。这
是个表示动作的名词，但“万象
接头”（应该是“万向接头”）是
机件名称。应按动名词的词义改
译。

Jupiter|: ~a

（漏收附属词条）

①【神】（主神）朱
庇特的 ②【天】木
星的

应补收此词，因这个词在西方文
化中占有重要位置。

ĵet|i ③

~i flugan rigardon
sur iun 向某人瞟了
一眼

~i flugan rigardon
sur iun ［al io］ 向
某人［某物］瞥一眼

瞟：斜着眼睛看
瞥：很快地看一下

ĵet|: ~adi

haŭte~ado （蛇）蜕
皮

haŭtde~ado （ 蛇 ）
蜕皮

漏写字母。

ĵurnal|o ③

日记帐

日记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ĵurnal|:
en~igi

记入日记帐

记入日记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Kabe|: k~i

象 Kabe 一样…

像 Kabe 一样…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Kajen|o

kajena pipro 圭 亚
那辣椒粉

kajena pipro 红辣椒
粉，番椒粉

依据新版 PIV 的释义并参考英汉
大词典的译语译出。

kal|:
~kuracisto

(同 pedikuro) 【医】 ( 同 pedikuristo) 脚
脚病医生
病医生

脚病医生，应该由 pedikur＋isto，
构成（pedikuri = piedflegi）
。

kalabas|o

【植】①加拉巴士
树果实，葫芦 ② =
~kukurbo

【植】①加拉巴士树
果 实
②
(=
~kukurbo) 葫 芦 属
植物，葫芦

①第一义项中的“葫芦”应该置
于第二义项中；②这里用“=
~kukurbo”来解释 kalabaso 的第
二义项，但《世界语汉语词典》
并没有把“~kukurbo”列为附属
词条加以释义。也就说，词典实
际上没有给“kalabaso”的第二义
项作任何解释。应直接附上汉语
译语。

kaldron|:
~ego

锅炉，汽锅

【机】蒸汽锅炉，锅
炉

“汽锅”和锅炉是两码事。
“汽锅”
即“气锅”，是指一种产于云南的
砂锅，中间有管子通至锅底但不
伸出锅外，烹调时将食物置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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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周围，然后把砂锅放入另外的
锅中蒸，水蒸气通过管子进入砂
锅，蒸熟食物。
kalkuli| ③

朋友相亲帐要清

朋友相亲，账要算清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本词条内有多处“帐”的
类似用法，如“帐单”、“讨帐”
等中的“帐”字都应改为“账”。

kamen|o ②

du mastrinoj ĉe unu
kameno,
neniam
vivas sen reciproka
malbeno 〈 谚 〉 两
户主妇一个灶，从
来不会没争吵

du sinjoroj en unu
bieno, du mastrinoj
ĉe unu kameno,
neniam vivas sen
reciproka malbeno
〈谚〉两位老爷一个
庄园，两户主妇一个
炉灶，从来不会没争
吵。

既然是谚语，就应该按柴门霍夫
原来的谚语形式全文引用并翻
译。

【语】前呼吸道

【解】前呼吸道

学科略语写错。

kancerlogi|o

kancerlogi|o

kancerologi|o

词条字母写错。

kand|: ~izi

~izita kratagaro 冰
糖葫芦

~izita kratagberaro
冰糖葫芦

kratago 是山楂树；山楂果应该是
kratagbero。

kanon|: ~igi

(同 kanonizi) 使符
合天主教法规

(同 kanonizi) 【宗】 既然旧版和新版 PIV 明确说，
宣告（死者）为圣徒， kanonigi 与 kanonizi 同义，就应
列圣品，封圣
该 将 按 kanonizi 释 义 （ solene
deklari, ke mortinto estas sankta
aŭ beata kaj rajtas esti kultata en
tia kvalito）译出 kanonigi 的词义。

kant|: re~aĵo

①(= refreno) 【乐】 ①【乐】叠歌；副歌；
副歌；迭句；复唱 复 唱 词 ② (= re词 ②老调子
freno) 【文】（诗歌
每节末尾的）叠句；
重复句；〈转〉老调
子

按 PIV 的释义，refreno 不是音乐
术语，而作诗歌用语。请看 refreno
的释义：verso aŭ versgrupo regule
ripetata post ĉiu strofo de kanzono,
balado ks.（诗歌每节末尾的）叠
句；重复句，因此删去原译中的
“(= refreno)”。另外，原译中的
“迭”，应改为“叠”。

kantat|o

【乐】清唱剧

【乐】康塔塔，大合
唱

依《外国音乐辞典》改译。从 PIV
所给的释义（Ĥora verko, kutime
sed ne ĉiam religieca, destinita
glori iun）来看，这个词的意思和
“剧”没有关系。

kantor|o

（教室歌咏班的）
领唱者

【宗】（教堂）唱经
班成员

参见 PIV 的释义：Preĝeja kantisto。
领唱者应为 ĉefkantoro.

kap|o ②

havi iom da vaporo

havi iom da vaporo

编写词典决不可以望文生义，每

kanal|o
buŝ~o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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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la kapo 头脑有
点发热，冲昏头脑

en la kapo 脑子有
点迷迷糊糊（指微有
醉意）

条释义，每个译语，必须有所依
据。PIV 在“kapo”词条中已给
这一惯用语作了语义提示：
“(esti
ebrieta)”，而这一提示却被词典编
者忽略了。

kap|o ②

meti ies konduton
sur ies ~on 使某人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meti ies konduton
sur lian ~on 使某人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原句中第二个 ies 应改为 lian，因
为两个“ies”在逻辑上不一定指
的就是同一人。如果指同一人，
应将后一个“ies”改为“lian”
。

kap|: ~vesto

头巾，头饰（一般
指帽子以外的头上
的佩戴物）

帽子，头巾，头饰（一
般 指 除 “ ĉapo ” 和
“ĉapelo”之外戴在
头上的用品）

请看 PIV 所给的释义：ĉio, per kio
oni kovras la kapon, precipe ne
temas pri la kutimaj ĉapo aŭ
ĉapelo.（指所有遮盖在头部的东
西，除常见的 ĉapo 和 ĉapelo 之
外）。我的理解是，“ĉapo ”和
“ĉapelo”当然也是“kapvesto”
，
只是由于这两种“kapvesto”已经
有常用专词来表达，在一般情况
就不再包括在“kapvesto”范畴之
内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两个词的
世界语释义：ĉapo: kapvesto, el
pelto, drapo aŭ alia mola materialo, kaj sen ĉirkaŭrando, portata de
viroj aŭ de virinoj; ĉapelo: kapvesto el pli-malpli malmola materialo, kun ĉirkaŭrando kuspita aŭ
ne, uzata de viroj aŭ de virinoj
ekster la domoj。从这两个释义中
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本身就是
“kapvesto”
。但是，它们和汉语
中的“帽子”又并非完全等值。
汉语的“帽子”是指“戴在头上
保暖、防雨、遮日光等或作装饰
的用品。按这个定义，汉语的“帽
子”和世界语的“kapvesto”只是
词义大致相当（“kapvesto”词义
更宽些）。参见本表“vest/: ~o ①
kap~o”条中的说明。

kapacit|o ②

【电】电容

【电】（蓄电池的）
容量，蓄电量

参见 PIV 的释义：Fizika grando,
karakterizanta la ŝargokapablon de
akumulatoro, egala al la elektrokvanto, kiun akumulatoro povas
liveri , se ĝi estas malŝargiĝinta en
certtaj kondiĉoj。“电容”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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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acitanco”。参见下条。
kapacitanc|o

【电】容抗

电容

请看 PIV 给 kapacitanco 的释义：
“(pp kondensilo), Fizkka grando,
egala al kvociento de la ŝargo
(elektrokvanto) sur unu el la kondensilaj platoj per la potencialdiferenco inter ili, se la influo
de iu alia konduktilo estas neglektebla. ” 这 个 定 义 告 诉 我 们 ，
kapacitanco 是电容而不是容抗。
后者在世界语中可以用“kapacita
reaktanco”。词典编者不可能什么
都懂，但只要多查工具书，还是
可以减少或避免错译的。

kapon|:
~voĉo

( 同 falseto) 假 声
（阉人的变态男
声）

阉人高而细的变态
嗓音；（男人的）尖
嗓子

kaponvoĉo 是一种男人的变态嗓
音，就像中国古代太监的那种高
而细的声音，而 falseto（假声）
是音乐术语，请看新版 PIV 给它
的释义：vira kapvoĉo, kantanta
altajn notojn per streĉado de la
voĉkordo tiel, ke nur la randoj
vibras。“falseto”源自意大利语
的 falsetto，即不在正常音域内用
较高音区唱的一种成年男子的嗓
音，声带只作边缘颤动而不是整
体颤动。如果认真训练，这种唱
法可以成为高男高音型的嗓音。
男高音偶尔用假声唱位于正常音
域以上的音，可获得诙谐的效果。
《世界语汉语词典》将 falseto 译
为“【乐】假嗓”是不妥的，应按
规范的音乐术语改译为“假声”。
“假嗓”在世界语中是 kapvoĉo。

kapr|: ~ino

satigila ~inon kaj
konservi la brasikon
〈谚〉又喂饱母山
羊，又保存好卷心
菜（喻：两全其美）

satigi la ~inon kaj
konservi la brasikon
〈谚〉又喂饱母山
羊，又保存好卷心菜
（喻：不可能两全其
美）

词典编者似乎没有认真看一下
PIV 在这条谚语后面的语义提示
“(domaĝi ambaŭ partiojn)”
。既然
对两方面都吝惜，当然也就不可
能两全其美了。

kapreol|o

麅属动物；麅（子）
， 狍属动物；狍（子） “麅”是“狍”的繁体字。
狍

kapric|o ①

…离奇想法，怪想

（删去这两个多余
的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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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V 给这一义项的释义是：Subita
nekonstanta, neantaŭvidebla kaj
senmotiva volo。按这一释义，这

一义项宜译为：任性，任意，突
变的怪念头或意愿，心血来潮。
kapric|o ①

infana ~o 孩子们的
乱想

infana ~o 小孩子的
任性

kaprico 的第一义项可译为：任
性；突变的怪念头；心血来潮。
这里译为“任性”比较恰当。

kapt|i ①

~i al io 攫取某物

~i al io 伸手抓取某
物（但未抓住）

“攫取”意思是“掠夺”，而按
PIV 所给的释义“kapti al io (fari
kaptan movon, sed mistrafi)，这里
表达的只是伸手抓取的动作，但
没有抓到手。词典编者似乎没有
注意到括号中的语义提示。

陷井

陷阱

字面错误。

kapuĉ|o ②

折迭式（汽）车篷

折叠式（汽）车篷

请注意“迭”和“叠”的区别：
前者是屡次的意思，后者表示“折
叠”或“重叠”。

kar:
~memora

（因回想美好的记
忆而感到）惋惜的

（用于新近去世者） 将“karmemora”译为“（因回想
令人怀念的，已故的 美好的记忆而感到）惋惜的”，是
一个因望文生义而产生的误译。
这个合成词在 PIV 的“kara”词
条内只作例词出现，没有释义。
在柴门霍夫的《Fabeloj de Andersen 》、《 Biblio 》、《 Marta 》、
《Revizoro》等译作中，我没有
能找到它的踪迹，只在柴门霍夫
为《Proverbaro Esperanta》所写
的前言中找到了唯一的用例：
“En la jaro 1905 mia karmemora
patro komencis la publikigadon de
kvarlingva frazeologio-proverbaro,
super kiu li laboris kun amo en la
daŭro de longa tempo.”这句话的
意思是说，在 1905 年时，柴门霍
夫的父亲开始以四种语言对照的
形式准备出版他长期收集到的他
所珍爱的成语和谚语集。请注意，
柴门霍夫写这篇前言时，他的父
亲已经去世了（“Bedaŭrinde mia
patro mortis, kiam nur duono de
lia verko estis eldonita”），因而他
在 “ patro ” 之 前 加 上 了
“karmemora”，以表示对他父亲
的亲切怀念。应该说这个用例已
经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合成形容词

kapt|:
①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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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致语义和用法：它用来修饰
死者的名字（或类似的名词），表
达对已去世的人的怀念之情。但
是，孤例不足为证。接着我又在
Waringhien 所著的《Lingvo kaj
Vivo》一书（p. 343）上找到了这
样的用例：“Mia karmemora majstro Grosjean-Maupin …”
。另外，
我们还在其他世界语者写的文章
里找到“nia karmemora Majstro”
（指去世后的柴门霍夫），“mia
karmemora
patr(in)o
aŭ
edz(in)o”，
“karmemora mortinto”
等用例。最近我还在网络上的
“Reta Vortaro”中查到它的释义：
“Karmemora: Kies memoro estas
kara”。这个释义告诉我们，这个
词是用来形容给人留下亲切怀念
的离世不久的亲人或好友的，例
如 ： Jen la libro, kiun nia karmemora Prof. Zhang iam amis legi
dum sia vivo. （这是我们已故张
教授生前曾经读过的一本书。）请
再看一看在著名世界语学者
Waringhien 去世后别人怀念他的
文章中的两个的句子：
La laŭdinda iniciato modere sukcesis en la kampo Esperantologia
per reeldono de PAG kaj (precipe)
de Lingvo kaj vivo de karmemora
profesoro Waringhien。
Tial la laboro de karmemora profesoro Waringhien — kiu tre atente prinotis la materialon de FK
kaj elsarkis eraro.
karakteriz|i
②

la artikigita parolo
karakterizas la homojn 分 音 节 的 语
言构成人的特点

la artikigita parolo
karakterizas la homojn 能 说 出 发 音
清晰的［可听懂的］
话语是人（类）的一
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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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译不够严谨：既然有“分音节
“的语言，那就应该有“不分音
节的语言”。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
的有这样的语言的。问题出在对
“artikigita”一词的理解上。PIV
认为 artikigi = artiki，而 artiki 的
第二义项是“artiki: artikulacii”。
这就是说，artikigi 和 artiki 与
artikulacii 同义。我们可以在 PIV

中查到 artikulacii 的释义：
loki kaj
movi la parolorganojn en difinitaj
manieroj, por estigi parolsonon。
按字面翻译，就是：按一定部位
和一定方式活动发音器官以产生
语音，也就是“发音”的意思。
既然是按一定部位和一定方式发
出的音，这音肯定是“清晰的”，
“可以听懂的”。我注意到新版
PIV 在“karakterizi”词条内已将
这一例句直接改成了：la artikulaciita parolo karakterizas la homojn。
karb|o ①

blanka ~o 白煤（指
瀑布等可发电的水
力）； verda ~o 绿煤
（指河流中可发电
的水力）

blanka ~o 瀑 布 水
力，瀑布水能； blua
~o 潮 汐 能 ; verda
~o 河流水力，河流
水能

既然有了“blanka karbo”和“verda
karbo”这两个例词，就应补充另
一个类似的例词 blua karbo。

karcer|o ①

ricevi du horojn da
~o 禁闭两小时

ricevi du horojn da
~o 被禁闭两小时

很显然，译文中漏写了“被”字。

kares|i ①

~i al iu barbon

~i al iu la barbon

这里必须加冠词，因为句中的
barbon 是特指，即指那个人的
barbon。另外，此句出自柴氏谚
语集，它的固定形式不能改变。

kariostenoz|o

【生】直接分裂

【生】直接核分裂

PIV 未收此词。我是在专业辞书
中查得这个词的。从词源看，
“kario-”是“核”，而这个关键
的字却被漏译了。

kariotip|o

【生】核质

【生】核型，染色体
组型

这个词没有收进旧版 PIV 中，但
新版 PIV 收进了这个词。请看它
的原文释义：1. foto aŭ desegno de
ĉiuj kromosomoj de ĉelo, ĝenerale
laŭpare kaj laŭdimensie ordigitaj.
2. Kromosomaro。
对于不懂的词，只要多查阅有关
参考书和工具书，再仔细对照原
文释义，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
免出错。

Karl|o

（漏收）

卡尔洛（男子名）

收了 Karlota（卡尔洛塔），却不
收更常用的 Karlo，是不妥当的。

karn|o ②

iri la vojon de ĉiu ~o
离开肉体（意为死
亡）

iri la vojon de ĉiu ~o
走每一个凡人必走
的路；走向人生必然
的归宿；死

原译“离开肉体”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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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n|o ③

la karno de melono
西瓜瓤

la karno de melono
瓜瓤

译语要力求准确。瓜瓤和西瓜瓤，
外延不一样。

karpen|o

~aleo, ~laŭbo （旁
有鹅耳枥或其他树
木的护荫的）林荫
小径

~aleo 两 旁 栽 种 鹅
耳枥的林荫小径；
~laŭbo 用鹅耳枥搭
成的棚架［凉亭］

aleo 和 laŭbo 不是同一物，应分
开翻译。

一副纸片

一副纸牌

误将纸牌写成纸片。

kas|: ~libro

现金帐

现金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kas|:
en~igisto

收帐员

收账员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kasi|o

sena~o ( 同 senao)
尖叶山扁豆

sena~o: (同 senao )
【植】番泻树

按 PIV 所提供的拉丁学名（Casiia
acutifolia 和 Cassia angustifolia），
这种植物的汉语正式译名为“尖
叶番泻树”和“狭叶番泻树”，可
以统译为“番泻树”，这样就可以
和所给的同义词“senao”第二义
项的译名统一起来了。

kast|: ~ismo
②

身分

身份

“身份”是规范用法，如“身份
证”。

katakrez|o

【语】词语误用

【语】（修辞上的）
借用；引申

《 世 界 语 汉 语 词 典 》 把
“katakrezo”译作“语词误用”
是不妥当的。这可能是受某些外
汉词典的影响所致。这个词在各
种西方语言中的含义是不完全相
同的。例如，英语的“catachresis”
是“语词的误用”，
“比喻的乱用，
引申错误”（见《英华大词典》）；
法语中的“catachrese”意思是词
的误用（见《法汉词典》
）；意大
利语中的“catacresi”意思是“（修
辞上的）借用”（《意汉词典》）；
拉丁语中的“catachresis”意思是
“误用语，曲解”
（见《拉丁语汉
语词典》）。查（PIV），
“katakrezo”
的 世 界 语 释 义 是 “ vortfiguro,
konsistanta en banaliĝinta metaforo (ekz. folio de papero, piedoj
de tablo ktp”
。这个定义明确告诉
我们，
“katakrezo”实际上就是“约
定 俗 成 的 隐 喻 ”（ banaliĝinta
metaforo），释义中所举的两个例
子也证明了这一点。著名世界语
学 者 Ivo Lapenna 在 他 的

kart|:
①

~aro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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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oriko》（《讲演术》）一书中
给 “ katakrezo ” 所 下 的 定 义 是
“ preskaŭ deviga metaforo,
kaŭzita pro la manko de konvena
aparta vorto por signi la ideon”(p.
173)。这个定义也明确指出，
“借
用”或“引申”是“由于缺少适
合表示一个特定概念的单词而产
生的几乎是强制性的隐喻”。通过
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
《PIV》
和《Retoriko》给 katakrezo 所下
的定义基本上是相同的；
《世界语
汉语词典》把它译成“词语误用”
显然是不妥当的。最后想说一下，
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
将“catachresis”译为“词语误用；
比喻牵强；夸张引申”。其中的最
后一个译语，可以作为我将
“katakrezo”译为“引申”的一
个参考性的依据。
katar|: ~ema

常患粘膜炎的

常患黏膜炎的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katedr|: ~a

象在讲台或…上那
样

像在讲台或…上那
样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katedr|o

el~a 象在讲坛上讲
话那样；
〈转〉用权
威的口吻说话

el~e 像在讲坛上讲
话那样；〈转〉用权
威的口吻说话

按 PIV，应为 el~e。译语中的“象”
应改为“像”
。

kategori|: ~a
②

~a tono 绝 对 的 语
调

毫不含糊的语气

“绝对的语调”，译得很别扭。

katet|o

【数】
（直角三角形
的）直角边；股

【数】（直角三角形
的）直角边；勾，股

“勾”是中国古代称不等腰三角
形 中 较 短 的 直 角 边 （ la pli
malonga kateto）
；
“股”是中国古
代称不等腰三角形中较长的直角
边（la pli longa kateto）；直角边
译 成 世 界 语 是 ĉeorta latero;
kateto。斜边，即“弦”，译成世
界语是 hipotenuzo。勾和股都是
直角边，既然举出了股，就不能
不举出勾。

kaŭteriz|i ①

(tr) (同 moksi, kaŭteri) 【医】
（以热能
器具）炙；烙；烧
灼

(tr) ( 同 kaŭteri,
moksi) 【医】
（以烙
器或炙具）烙；炙；
烧灼

在《世界语汉语词典》和 PIV 的
“mokso”词条中都找不到 moksi
的释义，不宜将它列为 kaŭterizi
的同义词。如果要保留这个同义
词，就应在 mokso 词条内将加上
释义：moksi: (tr) 【医】
（给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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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炙疗法；炙。
kaŭz|o ①

la efika ~o 前因，致
果之因

【哲】有效因；前因， 参见本勘误表“efik: ~a”条内的
致果之因
说明。

kaŭz|o ②

la famo ne flugas, se
~o...

famo ne flugas, se
~o...

此句源自柴门霍夫《世界语谚语
集》。查该书，famo 前没有“la”
。
既然是谚语，就应该按原来的形
式引用。

kavalir|o

〈 转 〉 ~oj de la
verda stelo 绿星章
获得者（指世界语
者）

〈转〉~oj de la verda
stelo 绿星章佩带者
（指世界语者）

绿星章是世界语的标志，不是“获
得”的，所以宜改为“佩带”。

kazul|o

= kazublo

（拟删去此词条）

我查了旧版和新版 PIV 以及世法
大词典等工具书，均未找到
kazulo 这个词形。它很可能就是
“kazublo”的误写形式（写漏一
个字母），进而把这一误写形式当
成异形词立为词条。

kelk|:
~ĉeluloj

(同 metazooj) 多细
胞动物，后生动物

（删去此附属词条） 在 “ pluraj ” 词 条 内 已 经 收 有
“plurĉeluloj (同 metazooj) 多细
胞动物，后生动物”。在旧版和新
版 PIV 中 我 们 只 能 查 到
“ plurĉeluloj ”， 而 见 不 到
“kelkĉeluloj”的词形。这里涉及
到“kelka”和“plura”的词义区
别问题。

kiel ④

好象

好像

本义项中有多处“象”的类似用
法，如“象镜子一样光滑”、“象
出水的鱼一样地挣扎”等中的
“象”，都应改为“像”。参见
“afekt|: ~a”中的说明。

kis|i ③

象点水的燕儿

像点水的燕儿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kilt|o

褶迭短裙

褶叠短裙

请注意“迭”和“叠”的区别：
前者是屡次的意思，后者表示“折
叠”或“重叠”。

kinetofon|o

= sonfilmo

（删去此词条）

旧版和新版 PIV 都没有收这个
词，可能与这个词太陈旧有关。
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也
没有收进这个词，手边的几部英
英原文解释的词典中，也查不到
这个词。我只在《英华大词典》
中查到了英语的对应词：
kinetophone: （早期的）有声电
影机。另外我也在网络英汉词典
中查到了这个词的汉语译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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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活动电影机”。由此可知，这个
词指的是早期的只有音乐而无对
话的电影机，并不是指电影。既
然这个词已经过于陈旧，加之又
不与 sonfilmo 同义，应该删去。
kio ④

ĉio mankas, ~ necesus 一 切 可 能 需 要
的都是缺乏的

ĉio mankas, ~ necesus 凡缺少的，皆为
需要的

原译太啰嗦，而且很别扭。值得
注意的是动词 necesus 在句中必
须用假定式。

kiom: II. ③

（表示让步）那么
多： ~ mi vidas, vi
havas nur unu filon.
如我所见你只有一
个儿子。

（表示在一定限度
［范围，程度］内的
限制性让步关系）：
~ mi vidas, vi havas
nur unu filon. 就我
所见［所知］，你只
有一个儿子

《世界语汉语词典》只说“kiom”
在这里表示让步，具体是什么样
的让步，没有交代清楚。PIV 是
这样解释的：“Konceda subjunkcio, kun la restrikta signifo “laŭ
nur la mezuro, laŭ kiu”
（让步从属
连词，带有“在一定限度内”的
限制性意义）。“kiom”的这一用
法和作从属连词用的“kiel”是有
区别的，不能译为“如…”。

kiom:
ne
tiom…~...

没…那么多，象… 不但…而且（还）…； PIV 已注明这两组相关连词的作
这么多；与其说…， 与其说…，不如说… 用相当于“ne nur…sed anksŭ。原
不如说…
编者似乎没有看到这个释义而望
文生义地硬译。

kiropraktik|o

【医】按摩疗法

【医】脊柱按摩疗
法；脊柱推拿疗法

按 PIV 的释义，这个词是专门用
来表达按摩脊柱的一种疗法。它
的 同 义 词 是 ： vertebroterapio 。
“按摩疗法”是 masaĝoterapio，
这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按摩。

klak|i ①

klaki per la fingroj
弹指发必剥声

klaki per la fingroj
（用大拇指和中指
或食指）弹指，发弹
指声，打响指

原译并不错，只是觉得不够好。
这类动作往往表达一定的意思，
而且各国不完全相同。例如，俄
罗斯人弹指表示称赞、满意、惊
奇；英国人十八世纪以前弹指表
示兴奋或轻蔑，现在则表示轻蔑、
不关心或满不在乎。

klak|: ~o ②

【语】吸着音，倒
吸气音

【语】吸气音，搭嘴
音，咂音

《世界语汉语词典》出版不久，
我曾把在使用中发现的一些不妥
和错误之处寄给编写组，其中建
议将此义项改译为“闪音”，现在
经过我再思考和查阅了其他各种
辞书，发现我的建议是错误的。

klak|: ~sono

【语】
（拟声）喀嗒， 【语】(= klako ) 吸
喀嚓
气音，搭嘴音，咂音

既然注明是语言学专业名词，就
应该与“~o ②”的译语统一起来。

klak|:
~ĉapelo

折迭式高顶大礼帽

请注意“迭”和“叠”的区别：
前者是屡次的意思，后者表示“折

②

折叠式高顶大礼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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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或“重叠”。
klam|i

(ntr) 〈 诗 〉 =
kriegaĉi

( 同 plurvoĉe krii)
（众多的人）齐声叫
喊；叫嚷；大喊大叫

PIV 把这个词解释为“plurvoĉe
krii”
，这与“kriegaĉi”在人称、
意思和感情色彩上是有区别的。
例如在“公众愤怒地大喊大叫”
这句话中，我们可以译为“La
publiko indigne klamis”，但如果
将主语改为“他愤怒地大喊大
叫”，我们就只能译为“Li indigne
kriegis”了（因为“li”只是一个
人，就不能用 klami 作谓语）。

klap|:
~fenestro

吊窗

（上部可吊起的倾
斜的）活动天窗［老
虎窗］

只译为“吊窗”，不能表达这种窗
子 的 特 点 （ tegmenta oblikva
fenestro, artikigita je la supra klapoflanko），因为“吊窗”只是窗
扇可向上吊起的窗子，而本词指
的是一种 tegmenta fenestro。另
外，在“fenestro”词条的第一义
项的例词中 klapfenestro 被译为
“（屋顶）天窗”也不确切，因为
“天窗”天窗未必就有可以吊起
的窗扇，而且，既然是天窗，就
必然是在屋顶上的，因此“（屋
顶）”两字是多余的。

klap|: ~lito

折迭式铁床

折叠式铁床

请注意“迭”和“叠”的区别：
前者是屡次的意思，后者表示“折
叠”或“重叠”。

klap|: ~pordo

吊门；翻板活门

（天花板或地板上
的）翻板活门

《世界语汉语词典》在 pordo 词
条内作为例词的“klappordo”就
是这样译的，此译法比较准确。
请比较原文的释义：Horizontala
pordo en planko aŭ plafono。在汉
语中，所谓吊门，就是指“从顶
上悬挂（如挂在滚轴上）的滑动
拉 门 ”， 这 与 原 释 义 中 的
“horizontala”（与地面平行的，
横向的）是相悖的，因此应该删
去“吊门”。

klap|: ~seĝo

（车厢中的）折迭 （车厢中的）折叠式
式座席；（剧院中） 座席；（剧院中）可
可折迭的加座
折叠的加座

请注意“迭”和“叠”的区别：
前者是屡次的意思，后者表示“折
叠”或“重叠”。

klarion|: ~a

象喇叭一样的响亮

像喇叭一样地响亮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klarion|: ~a

象喇叭一样的嗓子

像喇叭一样的嗓子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kleom|o

白菜花属（Cleome） 醉蝶花属（Cleome） 不是白菜花，而是白花菜。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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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白菜花

植物；醉蝶花，白花
菜

物学专业词典，醉蝶花的拉丁学
名是“Cleome spinosa”，白花菜
的拉丁学名是“Cleome gynandra”。

kler|: ~eco

la jarcento de la
~eco 启蒙世纪（法
国人指十七世纪）

la jarcento de la
~eco (同 la jarcento
de la lumoj) 启蒙世
纪（欧洲人指十八世
纪）；启蒙运动时代

原译指十七世纪，没有依据。这
一词组未收在 PIV 及新版 PIV
内。但可以法国人编写的《法世
词典》中查到：la jarcento de la
klereco = la siècle des lumières。后
者就是“la jarcento de la lumoj”。
另外，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
译成世界语也是“Klerigado”。

klimaks|o ①

【语】层递法，层
进法（修辞学上的
修辞格之一）

【语】层递［层进］ PIV 给 klimakso 的释义是“La plej
最高格
alta punkto de gradacio（层递或层
进最高格）。由此可见《世汉》将
“klimakso”译为“层递法，层
进法”是不妥当的。

klimaks|:
kontraŭ~o

【语】渐降法

（删去此条）

《 世 界 语 汉 语 词 典 》 在
“klimakso”（层递或层进最高
格 ） 词 条 内 未 收
“kontraŭklimakso”，但收了它的
反义词“malklimakso”（La plej
malsupra punkto, fundo，意为“最
低 点 ”）。 由 于 很 难 界 定
“kontraŭklimakso”的词义，在
缺乏依据的情况下，建议删去
“kontraŭ~o”这一派生词。参见
“antiklimakso”中的说明。

klin|: el~i

ne el~i sin! 禁止把
头手伸向车外！

ne el~u vin! 请勿把
头手伸向车外！

PIV 注 明 这 是 “ (surskribo en
vagono)”。既然是写在车的警示
语，是针对乘客说的，就应该改
为“ne el~i vin!”。我注意到新版
PIV 已经删去这一例句，我想是
否与这一例句不甚妥当有关？

klin|: sin ~i
①

sin ~i malantaŭen
kaj rigardi la plafonon 向 后 弯 腰 眼
看天花板

sin ~i malantaŭen,
por rigardi la plafonon 身 体 向 后 倾
［仰］，眼看天花板

人只能向前弯腰，不可能向后。
宜译成身体向后倾。

klin|: sin ~i
③

…
cirkonstancoj,
antaŭ kiu mi …

…
cirkonstancoj,
antaŭ kiuj mi …

关系词“kiu”应与前面的先行词
一致。此处应改为复数。

kloak|: ~a

~a animo 地下精灵

~a animo 肮脏的灵
魂，罪恶的灵魂

PIV 并没有详细地给出“kloaka
animo”的释义，只在这个词组前
加了略语（(f) ~a animo）。这“(f)”
表明“kloaka”作转义用，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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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罪恶的”讲，而
“animo”仍应译成“灵魂”。原
译 毫 无 根 据 地 把 “ kloaka ” 和
“animo”分别译为“地下的”和
“精灵”，是不可取的。
PIV 给 trakluĉi 的释义是：sinsekve
kluĉi。
“rapidumo”是汽车的速度
挡，这里用复数，不是指一个速
度挡，因此整个例句应译作：连
续地（或依次地）给汽车换挡（不
应写作“换档”！
）。顺便说一下，
将 trakluĉi 译为“转换（车速）”
也是不妥的，应改译为：连续［依
次］换（挡）
。

kluĉ|: tra~i

tra~i la rapidumojn
de aŭto 汽 车 换 档
变速

knap|o

(同 varleto ) 【技】 ( 同 varleto , ten扒钉；骑马钉
peco) 【技】（木工
工作台上用以固定
工件的）压脚；曲搭

《世界语汉语词典》注明 knapo
和 varleto 的第二义项是同义关
系，却又给两者意思完全不同的
译语，这是不可取的。我以为，
在 knapo 没有自身其他词义的情
②
况下，应与“varleto ”的译语一
致。这个译法是比较符合 PIV 所
给的原文释义的（该释义为：Ŝtala
stango kun kubutforma ekstremaĵo, servanta por teni senmova la
prilaboratan lignopecon sur la
tablo; = tenpeco）。

koeficient|o
①

【数】余数

【数】系数

字面错误。可能是排字错误。

koher|i

粘着

黏着（本词条内其他
部分类似的“粘”也
应改为“黏”，如“粘
附”，等）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koincid|i ②

迭合

叠合

请注意“迭”和“叠”的区别：
前者是屡次的意思，后者表示“折
叠”或“重叠”。

koincid|: ~igi

使迭合

使叠合

请注意“迭”和“叠”的区别：
前者是屡次的意思，后者表示“折
叠”或“重叠”。

kol|o ②

meti sian kolon sub
la jugon de iu 受奴
役，被压迫

meti sian kolon sub
la jugon de iu 甘愿
受某人奴役或束缚

原译不确切。只译为“受奴役”
不能完全表达这个例句的意思。

kol|o

（漏收附属词条）

~ĉeno 套 在 脖 子 上 这个合成词颇为常，应该补收。
的链子［锁链］；
〈转〉 此词不能译为“项链”
（如在 ĉeno
束缚；羁绊
词条中那样）
。请看 PIV 给出的

tra~i la rapidumojn
de aŭto 给汽车连续
［依次］地换挡变速

②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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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ĉeno, portata ĉirkaŭ la kolo,
kiel efektiva aŭ simbola ligilo.
kol|:
ĉirkaŭ~o ①

项圈，项练

项链，项圈

字面错误。项练应改为项链。

kolbas|o

mola kolbaso （粗大
的，切成片或块吃
的）红肠，灌肠

mola kolbaso 软 红
肠，软灌肠

kolbaso 有多种制法，当然也就有
不同的品种。PIV 中给出的就有
mola, malmola, freŝa, seka, Tuluza … 等十几个品种。原译括号
中的说明语“（粗大的，切成片或
块 吃 的 ）” 不 只 适 用 于 “ mola
kolbaso”，也适用于 kolbaso 的所
有其他品种。因此拟删去这一多
余的说明语。至于 kolbaso 其他
品种的译法，可另作专题探讨。

koler|i ①

~i iun 惹某人生气

koleri iun 生某人的
气，对某人生气

koleri（生气，发怒）是一个很特
别的动词。特别之处在于，它既
可作不及物动词（与介词 kontraŭ
配合使用），也可作及物动词，表
达的意思不变。比如要表达“对
某人生气”这个意思可以有两种
说法：koleri kontraŭ iu 或 koleri
iun。请看柴门霍夫作品中的三个
用例：Li eble kolerus nin, ke ni
estas tiel obstinaj (Lingvaj Respondoj, p. 76); Mi esperas, ke vi
ne koleros min pro mia senceremonia peto (Leteroj de Zamenhof,
unua parto, p. 206)；Ne koleru la
malriĉan homon (La Rabistoj, p.
46)。只要我们稍加分析一下第一
个例句，就可以领会这个动词在
这里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我查
到了这个例句的完整句子：Se la
amiko, egale al la aliaj, farus sian
proponon nur teorie, li eble eĉ nun
restus ĉe sia opinio kaj eble kolerus nin, ke ni estas tiel obstinaj
kaj ne volas enkonduki tiun ĉi
«necesan» ŝanĝon. （假如那位朋
友也像别人一样只在理论上提出
建议，他甚至现在可能还在坚持
自己的意见并且因我们是如此地
固执不愿采纳这一“必要的”改
动而生我们的气。）如果我们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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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kolerus nin”理解为“惹我
们生气”，岂不是与句子的原义正
好相反吗？上面所举的其他两个
例子，也都充分说明了同样的情
况。正因为如此，新版 PIV 在
koleri 词条开头处注明“(tr aŭ
ntr)”（旧版只标注 ntr）
。但要注
意 koleri 的及物用法与 kolerigi
的区别。后者才是“使…生气，
使…发怒，激怒”的意思。
顺便说一下，一个词或词组的理
解和翻译，最好要有必要的例句
支持，这样就更有说服力了，而
且还能避免因理解不当而出错。
比如针对“koleri iun”的语义，
如果我们加上“li eble ~us nin, ke
ni estas tiel obstinaj 他可能会因
我们如此固执而生我们的气”这
一例句，读者就能更好地理解并
掌握它的用法了。
kolon|o ②

~o de malhonoro
( 或 la malhonora
kolono) 颈手枷（古
代将罪犯示众时所
用的一种刑具）

~o de malhonoro
(aŭ: la malhonora
kolono; = pilorio)
犯人示众柱（古代将
罪犯示众时所用的
一种刑具），耻辱柱

PIV 给“la malhonora kolono”的
释义是“= pilorio”，给“pilorio”
的释义是：koloneto, al kiu oni iam
ligis krimulojn por elmontri ilin al
la popolamaso; = kolono de malhonoro 。 这 就 是 说 pilorio 和
kolono de malhonoro （ 或 la
malhonora kolono）是同义关系。
pilorio 在《世界语汉语词典》中
被译为“犯人示众柱，耻辱柱”，
无疑是正确的。

koloni|o ⑥

一群人或一群动物
的 聚 居 地 ： ~o de
pentristoj 画家居住
区; ~o da abeloj 蜂
群集中地

以同样方式生活在
一起的人或动物，群
居的动物，
（动物的）
群体，集群：~o de
pentristoj （聚居在
一起的）一群画家;
~o de abeloj 蜂群

我们先来看一下 PIV 给这个义项
的释义：aro da personoj aŭ bestoj
sammaniere kaj kune vivantaj。在
这个释义中根本不存在群居“地”
的含义。

kolor|o ①

sekundaraj ~oj 次
色 / komplementaj
~oj 混合色，调和色

sekundaraj ~oj （由
两原色混合而成的）
混合色，二次色 /
komplementaj ~oj
互补色

PIV 给 sekundaraj ~oj 的释义是：
（miksaĵo de du primitivaj）
。词典
编者显然是把混合色和互补色给
弄混了。

kolor|: ~a

ŝanĝkolora 变色的

ŝanĝkolora 颜 色 多

参 见 PIV 的 释 义 ： Prezent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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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五光十色的， ŝanĝiĝemajn ~ojn。另可参见《世
闪色的，具有波纹闪 界语汉语词典》在 ŝanĝi 词条中
光的
给 ŝanĝkolora 的译法。
kolotipi|o

【印】珂罗版

【印】珂罗版印刷
（术）

珂 罗 版 的 世 界 语 译 法 是
“kolotipo”；“kolotipio”应该是
“珂罗版印刷（术）”。这两个词
都没有收在旧版和新版 PIV 中。

kolur|o

【天】分至圈，分
至经线，四季线：
ekvinoksa ~o 二 分
（春分、秋分）线 /
solstica ~o 两至（夏
至、冬至）线

【天】分至圈：
ekvinoksa ~o 二 分
圈 / solstica ~o 二
至圈

请看 PIV 给“koluro”的释义：
Nomo de la du ĉefcirkloj ĉielaj, el
kiuj unu trapasas la ter-akson kaj
la ekvinoksajn punktojn, la alia la
ter-akson kaj la solsticajn punktojn. 既然是“cirklo”，就应该改
译为“圈”。

komandor|:
~ejo

= komandejo

有勋位的高级爵士
的府邸

《世界语汉语词典》只给出同义
词“= komandejo”而没有提供汉
语 译 语 。 旧 版 和 新 版 PIV 在
komandoro 词 条 内 都 没 有 收
“~ejo”这个派生词。按词义分
析，既然“komandoro”是“有勋
位的高级爵士”，怎么可能加上后
缀“-ej-”后就会有 komendejo（司
令部，指挥部）的含义呢？这显
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删去“=
komandejo”。在《世法词典》中
可以查到它的法语对译词：
komandorejo: kommanderie。我提
供的 komandorejo 的汉语译法就
是参照这个法语词翻译的。

komerc|i

~liberismo
( 同
liberkomercismo)
【商】自由贸易主
义
~liberisto 自由贸易
主义者

~oliberismo ( 同
liberkomercismo)
【商】自由贸易主义
~oliberisto
( 同
liberkomercisto)
【商】自由贸易主义
者

《世界语汉语词典》注明
“ ~oliberismo ” 的 同 义 词 是
liberkomercismo，由此可以推断
“ ~oliberisto 的 同 义 词 应 该 是
liberkomercisto，但在《世界语汉
语词典》中却查不到这两个同义
词。另一方面，在旧版和新版 PIV
中 我 们 只 能 查 到
liberkomercismo ， 而 查 不 到
komercoliberismo。我以为，这两
组四种形式的合成词的形式，都
应收进词典中。

kompens|:
~ometodo

【理】衡消法

( 同 nulmetodo)
【理】补偿法，对消
法，衡消法

《世界语汉语词典》在“metodo”
词条中收有 kompensometodo 和
nulmetodo 这两个合成词。它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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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译为：
“补偿法”和“零点法，
衡消法”。而在新版 PIV 中，前
者被释义为：“Mezurmetodo, ĉe
kiu oni kompensas la mezuratan
valoron per kontraŭdirekta efiko.
Sin. Nulmetodo. ”，后者则被明
确 注 释 为 ： = Kompensmetodo.
（在 PIV 中这两个词是被分别定
义的）。我认为，既然新版 PIV
将 kompensometodo 和 nulmetodo
看成同义关系，它们的几个汉语
译法都可以收在同一词条内。
kompund|a

~a vapormotoro 复
式蒸气机

~a vapormotoro 复
式蒸汽机

在“motoro”词条中 kompunda
vapormotoro 被译为“复式蒸汽
机”，这是正确的。关于“蒸气”
和“蒸汽”的区别，参见本勘误
表“vapor: ~izi”和“vaporo ②”
条内的说明。

komun|:
~ismo

共产主义

①公有制的经济和
社会组织；公有制社
会制度 ②共产主义
（指理论或制度）
③〈免〉共产党的政
策

只译为“共产主义”，太简单化了。
在旧版 PIV 中 komunismo 共分 4
个义项，新版分 3 个义项（即把
旧版的第四义项略去）。
这三个义项是：
1 Ĉia ekonomia kaj sociala organizo, foriganta la privatan proprieton kaj ansttataŭiganta ĝin per
komuna proprieto. 2 Socipolitika
doktrino, kiu celas nuligi la kapitalismon, detrui la individuan proprieton kaj bazi la ekonomian vivon sur komuneco de la havo. 3
(evi) Politiko de la komunistaj
partioj.

kon|:

ne|re~bla

ne|re~ebla

原词中写漏了字母“e”
。

koncili|o

①【宗】主教会议， 【宗】主教会议，教
宗 教 评 议 会 ② 协 义教规评议会
议会，评议会，参
议会

这个词在 PIV 中只有一个义项，
即涉及宗教方面的义项。请看
PIV 所 给 的 释 义 ： Kunveno de
episkopoj, kiun komence la imperiestro, poste la papo kunvokas,
por solvi demandojn pri dogmo
kaj disciplino。原译的第二个义项
可能是受英语 council 的影响而
加上的，应该删去。

【语】条件的：~a

我认为将 kondicionalo 或 kondiĉa

kondiĉ:

~a

【语】假定式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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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odo
( 一 作
kondicionalo) 条 件
式

件 式 的 ： ~a modo
(一作 kondicionalo)
假定式，条件式

modo 译为“假定式”更恰当些（请
看 PIV 给它的释义：Modo, esprimanta agon, kies plenumo dependas de ia kondiĉo, aŭ estas nur
probabla, = us-modo），但同时也
保留“条件式”的译法。

konduk|i ①

stacdomo

stacidomo

漏写一个字母。

konduk|i ①

~i iun sur vojo malbona 把 某 人 引 到
邪路上

~i iun sur vojo malbona 引某人走邪路

“把某人引到邪路上”译成世界
语应该是“~i iun sur vojon malbonan”，而这里的世界语原句是
“… sur vojo malbona”。两种表
达在意思上有细微差别：前者是
把某人从正常的道路引到邪路
上，后者表达引导某人继续走邪
路。我查了一下，此句出自《圣
经·旧约·箴言》16-29。原句为：
Rabemulo forlogas sian proksimulon, Kaj kondukas lin sur vojo
malbona（强暴人诱惑邻舍，领他
走不善之道）
。需要注意：这句话
在《圣经》中文本中并没有被译
成“把他领上不善之道”
。

konjug|i ①

（俄文中的）给（动
词）变位

（俄语、法语等语言 原译只指俄文动词变位，是不全
中）将（动词）变位； 面的。
列出动词的（数、人
称、时、态的）变化

konjug|:
~ado ①

（俄文的）动词变
位

（俄语、法语等语言
中）动词变位

原译只指俄文动词变位，是不全
面的。

konjugac|i:
~o ①

（俄文的）动词变
位表

（俄语、法语等语言
中）动词变位表

原译只指俄文动词变位表，是不
全面的。

konjugac|i:
~o ②

（俄文的）动词变
位

（俄语、法语等语言
中）动词变位

原译只限于俄文，是不全面的。

konklud|: ~a

~iga pruvo 决定性
的论据

~iga pruvo 结 论 性
的证据；确凿的证
据，确证

原译不够确切。

konsil|: ~o

（漏收义项）

②〈免〉建议的行动
方式［办法］

PIV 给这一义项的释义： Proponita agmaniero

konsili|o

【法】理事会，顾
问委员会

【法】
（咨询、审议、 原译不全面。
行政、司法等方面
的）会，会议；院，
议会；理事会，委员
会

konstru|i ②

viro bone ~ita 身段
匀称的人

viro bone ~ita 身材
匀称的男人，体形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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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段”通常用于女人或戏曲演
员。viro 只指男人，不指普通意

美的男人

义上的“人”
。

( 同 samsubstanca)
【宗】同质的；同体
的；（三位）一体的

这个词条中明确指出它的词义
同“samsubstanca”（同质的），
既然如此，怎么会又译成“
（三
位）一体的”呢？旧版和新版
PIV 通过释义和例句给我们解
除 了 疑 惑 ： samsubstanca: havanta tian saman substancon, kiel
iu, io alia: La Patro, la Filo kaj la
Spirito Sankta estas samsubtancaj.（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一体
的）这里的 substanco 不是普通
意义上的物质，而应该作哲学
和宗教意义上的“质”、
“本体”
或“实体”来理解。
句子的主语是“li”，后面的反
身代词应该用“sia”
。本词中的
这个错误来自 PIV。这个错误在
新版 PIV 中仍然没有得到改正。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本词条内有多处“帐”的类似用
法，如“清帐”、“算帐”、“帐册
“等中的“帐”字都应改为“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
这 是 错 译 。 请 参 阅 PIV 在
“revizoro”词条中所给的释义：
ekspertizisto, komisiita revizii la
kontojn de firmo, por starigi oficialan bilancon.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世界语汉语词典》将 kontrahi
处理为“= kontraki”。我查了旧
版和新版 PIV 以及其他几种世界
语辞书，都找不到可以把 kontraki
看成正规形式的依据。一般来说，
世界语中的“ĥ”可以用“k”代
替，但不可以将“h”改为“k”。
关于“复”和“覆”的用法区别，
参见“ating: ~odistanco②”中的
说明。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原译在意思上并没有错，但总觉

konsubstanci|a

( 同 samsubstanca)
【宗】三位一体的

konsum|i ③

li estis ~ita pro lia li estis ~ita pro sia
kuro 他 跑 得 精 疲 kuro 他跑得精疲力
力竭
竭

kont|o

帐；帐目；帐户

账；账目；账户

kont|o

reguligi sian ~on 清
帐，付帐

reguligi sian ~on 结
清账目，清账；付账

kont|:
~revizoro

会计师

稽核员；审计员，审
计师

kontor|o

帐房

账房

kontrak|i

(tr) 【医】使（肌肉） （删去此词条，而将
收缩
词条内的释义及附
属词条移至 kontrahi
词条中）

kontramark|o

（…复盖的…）

（…覆盖的…）

kontraŭ:
③

…能象她这样漂亮

…能像她这样漂亮

lia

lia kuraĝo kontribuas

~e

kontribu|i ②

kuraĝo

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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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as al la venko
他的勇气有助于取
得胜利

al la venko 他的勇
气促成了胜利（或：
他的勇气是取得胜
利的因素之一）

得在译法上还欠缺点什么，在
“kontribui”词义的表达上也不
够到位。词典原编者给这个动词
的第二义项的译语是：有助于，
有利于，起作用，似乎这个义项
和“helpi al”
“utili al”同义。实
际 上 并 非 如 此 。 请 看 PIV 给
kontrubui 第二义项的释义：esti
unu el pluraj elementoj, el kiuj ĉiu
speciale utilas por komuna rezulto
（是促成一个共同结果的多个因
素之一），较确切的译法应该是：
有助于，促成，是（成功等）的
因素之一，是…的部分原因。

kontrol|i ③

检查银行帐目

检查银行账目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kontrol|:
~isto

帐目稽查员，查帐
员

账目稽查员，查账员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

kontumac|:
~o

juĝo pri ~o 缺席判
决

juĝo pro ~o 缺席审
判

依据 PIV 所给的例句，介词应该
用 pro。

konus|o

（本词目后应加）

①

漏写第一义项的数码①。

kor|o

（漏收附属词条）

el~a 衷心的，由衷
的，诚挚的

这一派生词颇为常用，应该补收。

Korcir|o

（ 亦 称 Korfuo ）
【地】（希腊) 克基
拉岛（爱奥尼亚群
岛中北端一岛）

（亦称 Korfuo）
【地】
克基拉岛（希腊西部
爱奥尼亚群岛中北
端一岛的希腊语名
称，该岛的大利语名
称为科孚岛）

同一个岛，有两个不同的名称，
应该简要说明名称的来源，否则
读者会感到迷惑的。参见 Korfuo
条。

Korfu|o

= Korciro

（ 亦 称 Korciro ）
【地】科孚岛（希腊
克基拉岛的意大利
语名称）

同一个岛，有两个不同的名称，
不加简要说明，读者会感到迷惑。
参见 Korciro 条。

korn|o ②

aŭdiga korno （喇叭
形的）助听筒

aŭdiga korno （喇叭
形的）传声筒，喇叭
筒

助听筒的译法容易使人错误地联
想到供重听的人使用的助听器。

kornic|o ④

【地】峭壁上的崖
径（冻结在石岩边
缘的）雪檐

【地】雪檐（冻结在
悬崖边缘的冰雪）；
崖檐（指山壁上的崖
径）

kornico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一种
由冰雪形成，另一种是由边缘的
岩石形成（… supraĵo el roko aŭ
malmoligita neĝo, …）

korp|o

（漏收义项）

⑦〈转〉浓度，厚度， 这一义项并不罕见，应该补收。
（织物的）身骨（指
厚 薄 、 硬 挺 度 ）：
vino, kiu havas ~on
醇厚的酒；tiu ŝto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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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havas ~on 这种
布不厚实
korset|:
~istino

缝制或出售妇女用
紧身褡的（人)

缝制或出售妇女用
紧身褡的女人

原译不够准确。

kost|o ①

~okalkulo 开 支 帐
单，开列帐目

~okalkulo 费 用 账
单，开支账单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开列帐单”译法不妥，应删去。

koŝ|o ①

【船】
（系缆的）铁
环（环边有沟可容
绳索）

【船】（系缆索的）
眼环

原译并不错，只是啰嗦，没有给
出确切的对译词。

koto|o

【乐】日本十三弦
琴

（日本十三弦）琴， 日语中的“琴”相当于中国的
（日本的）筝
“筝”。

kovard|a

（漏收词条）

kovarda 〈拟〉 胆
怯而残忍的，卑怯
的，怯懦的

请参阅 PIV 所给的释义：Tiel
malnobla, kiel homoj, kiuj agas
krude, brute aŭ kruele kontraŭ alia
persono, restante mem ekster
batalo aŭ danĝero。

kovr|i ③

~i la buŝon de sia
konscienco 使沉默

~i la buŝon de sia
konscienco 堵 住 自
己良心的口（意指不
让自己的良心来责
备自己，即干坏事而
不感到亏心，对自己
的过错满不在乎）

《世界语汉语词典》将这条惯用
语译为“使沉默”的依据可能是
PIV 在这里所作的简单语义提示
“= silentigi”。其实“silentigi”
只是针对“kovri”一个词而不是
针对整个惯用语的，因此把“使
沉默”当成整个惯用语的语义是
错误的。这一惯用语出自柴门霍
夫的《世界语谚语集》。这本书后
附有按内容编制的详细索引。利
用这个索引我们可以查到所需要
的与某一题目有关的谚语和惯用
语。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这条惯用
语原是编排在“823”组中的，这
一组的小标题是“konscienco”
（良
心）：
823. Konscienco
823.01 Havi larĝan konsciencon。
823.02 Kovri la buŝon de sia konscienco。
823.03 La konscienco lin ne turmentas。
我们先来看看同组的其他两个惯
用语所表达的语义。“havi larĝan
konsciencon”可以译为“（对自己
的过错）满不在乎，良心上无所
顾 忌 ”；“ la konscienco lin ne
turmentas”的意思是“他（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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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过错）不感到内疚，他良心
无所顾忌”。参照这两个惯用语的
语义，我们可以不难理解和翻译
“ kovri la buŝon de sia konscienco”这一惯用语的意思了。
你看这个惯用语多么形象：人在
干坏事的时候，有时不免也会受
良心的谴责。但他一意孤行，干
脆把良心的嘴堵住，不让它来谴
责他所 干的 坏事（ malbone agi
kontraŭ sia konscienco; fari malbonon ne aŭskultante la voĉon [la
riproĉon] de sia konscienco）
。参见
本勘误表“buŝo ②”中的说明。
kovr|i ③

~i retiriĝon 掩护撒
退

~i retiriĝon 掩护撤
退

误将“撤”写成“撒”。

kraĉ|i ①

~i sur iun 向某人啐
唾沫（怒斥某人的
一种表示）

~i sur iun 向某人啐
唾沫（鄙视某人的一
种表示）；唾弃某人；
瞧不起某人；鄙视某
人

参阅 PIV 在这个词组后所给的语
义提示：
（en signo de malestimo）。
明明有提示，怎么会译成了“怒
斥某人”？

krad|o ③

铁篦子

铁箅子

误将“箅”写成“篦”。“篦”为
梳头用具。

kramp|o ①

锯子

锔子

误将“锔”写成“锯”。

kre|i

~itaĵo = ~aĵo

~itaĵo（造物主的）
创造物，受造之物，
生 物 ： la anĝeloj
estas ~itaĵoj nemateriaj 天 使 是 一 些 非
物质的创造物 / pri
ni estas kompreneble
pli bone zorgite, ol
pri ceteraj ~itaĵoj 我
们理所当然地受到
比其他生灵更好的
眷顾 / la tri regnoj
de la ~itaĵoj 大自然
的三界（即矿物界、
植物界和动物界）

kreaĵo 的词义比 kreitaĵo 宽，前者
指一切被（人）创造出的事物（io
kreita），通常指无生命的，即创
造物，创作物，其中也包括“作
品”等；后者指“estaĵo kreita (de
Dio)”，即指任何（被造物主）创
造之物（包括有生命和无生命
的）。这个词义可以从下面所举的
三个例句中看出：la kokinoj, la
anasoj kaj la tuta loĝantaro de la
najbara korto estas ja ankaŭ
kreitaĵoj; / la plej humila el ĉiuj
kreitaĵoj, la musko; / kiam ĉi tiu
sinjoro de la kreitaĵoj ekvidas
belan ekzempleron de virina vizaĝo, li ĵuras, ke …

kredit|o ②

赊帐

赊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kredit|: ~e

赊帐

赊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krepusk|o ②

…就好象在暮色…

…就好像在暮色…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kres|o

【植】十字花科一

【植】十字花科一些

应在括号举例中加上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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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可作生菜的植物
（包括豆瓣菜、碎
米荠等）: ~ejo 种水
田芥的池塘

可作生菜的植物（包 “水田芥”，否则下面所举的例词
括水田芥、豆瓣菜、 “种水田芥的池塘”就没有了依
碎米荠等）: ~ejo 种 据。
水田芥的池塘

kret|: ~a

象白垩的

像白垩的

kri|i

~anta 喊叫着的

~anta ① 喊 叫 着 的 应该增收 krianta 非常有用的第二
②〈转〉非常明显的， 义项。掌握这一用法可以提高和
突出的，令人不满 丰富我们表达能力。
的，激起抗议的：
~anta erarpaŝo 非常
明显的错误步骤;
~anta maljustaĵo 极
端不公正的行为

kriometri|o

冰点测定器

（溶液的）冰点测定

参阅 PIV 所给的释义： Mezuro
de la temperaturoj de frostiĝo de
solvaĵo。很显然，这里不指“器”。

kripl|a ②

~aj ~arboj

~aj arboj

“~arboj”中的“~”多余。

kristal|o ①

prisma ~o 菱 形 晶
体

prisma ~o （三）棱
形晶体

字面错误。虽然只错一字，但却
错得面目全非。

krom|o 【注】 kroma 如可能有双
义时，…

kroma 如可能有歧
义时，…

PIV 的原文为： … se kroma estus
dusenca. 世界语中的“dusenca”
译为汉语应该是“有歧义的”。

kromat|a ①

象差

像差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kron|: ~i

saĝuloj estas ~ataj
de klereco 圣 者 有
天赋的才智

saĝuloj estas ~ataj de
klereco 通达人得智
慧为冠冕

此句引自《圣经·旧约·箴言》
（14-18）中的经文，应按原文译
出。原译把 saĝuloj 译为圣者，不
够确切。

krosopterig|oj

【动】总鳃亚纲

【动】总鳍亚纲

将“鳍”误写为“鳃”。

kroz|:
~isto

(或作 batalkrozisto)
【船】巡洋舰

( 同
krozoŝipo)
【船】巡洋舰

删去“(或作 batalkrozisto)”。
batalkrozisto 在《世界语汉语词
典》的 batali 词条内被译为“战
列巡洋舰”。PIV 给 batalkrozisto
的释义是：krozisto armita preskaŭ
tiel potence, kiel batalŝipo, eble pli
rapida, sed ne tiel kirasita。这个释
义告诉我们，战列巡洋舰是巡洋
舰的一种，装备有同战列舰近似
的大威力火炮，速度超过战列舰，
但装甲不如战列舰。知道了这些，
我 们 就 不 应 该 把 krozisto 与
batalkrozisto 看作同义词了。

kruc|:
faden~o:

(=fadenaro) （望远
镜、描准器中的）

（望远镜、描准器中
的）十字线

应删去“(=fadenaro)”。fadenaro
无此义项（只作“线团、一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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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十字线

讲，= fadenfasko）。

【烹】生；不熟，
未熟

【烹】生的食物（指
供食用的未熟的水
果或蔬菜）

参见 PIV 的释义：Nekuirita frukto
aŭ legomo, preparita por manĝo.

ksantoprotein|o

【 化 】 肮 黄 : ~a
reago: 【化】肮黄
（色）反应

【生化】黄（色）蛋
白（指热硝酸作用于
蛋白质所生成的物
质），黄朊: ~a reago:
【生化】黄（色）蛋
白反应，黄朊反应

原译者在抄写时把“黄朊”误写
马“肮黄”。“朊”是蛋白质的旧
称。

kserofit|oj

【植】干生植物

【植】旱生植物

字面错误：将“旱”误写为“干”。

kugl|o

sub la fajrado de ~oj
在枪林弹雨下

sub la fajfado de ~oj
在枪林弹雨下

字面错误：将“fajfado”误写为
“fajrado”。

kukol|o

~horloĝo 报时似杜
鹃叫声的钟

~horloĝo 杜鹃钟（报
时时出现一个木质
杜鹃并模仿其叫声
的挂钟或座钟）

参见原文释 义：Murhorloĝo aŭ
kestohorloĝo, el kiu ligna kukolo
aperas ĉe la sonado de ĉiu horo。

kulas|o

【军】枪尾部，炮
尾

【军】（枪炮的）后
膛

参见 PIV 所给的释义：Ekstrema
parto de paftubo, kiu ricevas la
pafotan kartoĉon aŭ obuson, kaj
kie okazas la pulveksplodo。

kulas|o

~riglito 枪栓，炮栓

~riglilo 【军】枪栓， 字母写错。
炮栓

kult|o ③

〈转〉崇拜，迷信，
尊崇：… senti ~on
por la arto 对艺术
的崇拜

〈转〉崇拜，迷信， 增加译语“狂热”和有关的例句。
尊崇，狂热：… senti
~on por la arto 对艺
术有狂热的爱好

kumul|i

【法】并合；兼领

兼任，兼领，
（一人）
拥有多项（头衔、委
任书等）；
【法】并合：
~i funkciojn 兼任几
项职务；兼职

原译不全面。参见 PIV 所给的原
文释义：Plenumi samtempe plurajn funkciojn, mandatojn ktp.为
了说明这个词的基本用法，应增
收一个用例。

kur|i ①

glitkuri 滑雪

glitkuri （在冰上）
滑行，滑冰，溜冰

滑雪和滑冰，都是滑行。那么
glitkuri 这个词到底表达的是滑
雪还是滑冰呢？这要看 PIV 给它
的释义。在 kuri 词条中我们可以
查得 glitkuri 的释义是：gliti per
glitiloj。那么 glitiloj 是什么样的
滑行工具呢？我们再来看 glitiloj
的释义：ilo, konsistanta ĉefe el
ŝtallameno laŭlonge kaj vertikale
fiksebla al la subo de ŝuo, por
ebligi rapidan glitadon sur la gla-

krud|:
②

~a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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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这个释义告诉我们，glitilo
应该是“滑冰鞋”无疑。因此我
们可以确定，glitkuri 应该是滑
冰，而不是滑雪。滑雪在世界语
中用 skii 表达。滑冰还可以用
sketi 来表达。
kur|: kun~i

跑到一块

（多人）一起跑（向
同一个地方）

参见 PIV 的释义：kuri multaj al
unu sama loko aŭ celo

kutim|i: ne~a

不习惯的

不平常的，不寻常
的，不常见的，少有
的，异常的

原译不全面，漏掉了这个词较常
见的几种译法。

kun|: ~ulo

帐目清楚，同伴们
好处

账目清楚，同伴们好
处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

kur|:
②

日记帐

日记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

kvazaŭ I

好象

好像

本词条内有多处“象”的类似用
法，如“好象擎着什么东西似的”、
“象中了妖术一样”等中的“象”
字都应改为“像”。

kvivit!

(interj.)

kvit|a ①

帐务

账务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kvit|: ~atesto

清帐单，清帐证明

清账单，清账证明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kvitanc|o ①

清帐单，清帐证明

清账单，清账证明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labor|:
hejm~o

家务劳动，家务活， 在家里干的活儿；私
家务事
活儿

原文释义：Laboro farata hejme,
kontraste kun tiu farata en laborejo, fabriko ks。
从原文释义看，在家里干的活儿，
是和在工厂里或车间干的活儿相
对的，根本不是什么家务活。

labor|:
ŝvit~o

苦役

令人疲惫不堪的工
作，很费力的［沉重
的］工作，苦力活儿

原文释义：laboro, ĉe kiu la laboristoj estas ekspluatataj dum
longaj laborhoroj ĝis preskaŭ
plena elĉerpiĝo。
苦役是旧时统治者强迫人民从事
的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译为世
界语是：trudita laboro; punlaboro。

laĉ|o ②

（如项练…

（如项链…）

误将链写成练。

lakton|o

【化】内脂

【化】内酯

误将酯写成脂。

lakt|o ①

buter~o 提 去 奶 油
的酸奶

奶［乳］清（制黄油
剩余的牛奶液）；
（提
去奶油的）脱脂奶
［乳］

参见“buter: ~lakto”中的说明。
另外，这里将“buterlakto”译为
“提去奶油的酸乳”可能是受英
语“buttermilk”词义的影响。这
个英语词有两个含义：1.脱脂乳；
2.酪乳（由脱脂乳经发酵而成）

~anta

(on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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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应该是象声词。

（英语原文释义为：1. the liquid
left after butter has been churned
from milk or cream；2 . cultured
milk made by the addition of suitable bacteria to sweet milk）
。世界
语的 buterlakto 只相当于英语的
buttermilk 的第一义，即未经发
酵，没有酸味的脱脂乳。
lamelibrankul|oj

( 同
pelecipodoj)
【动】瓣鳃纲

( 同
pelecipodoj)
【动】瓣鳃纲（又名
斧足纲）

lan|o

vitra ~o 绒璃纤维

vitra ~o 玻璃纤维， 字面错误。另增加两个译语。
玻璃棉，玻璃绒

lan|: ~ero

羊毛团

一小团羊毛，一簇羊
毛

“团”可大可小。这里指的当然
只是一小团羊毛。

lang|o ③

lia nomo estas sur
ĉies ~o 他的名字是
有口皆碑的

lia nomo estas sur
ĉies ~o 他的名字挂
在大家嘴上

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家都知道他
的名字（请参阅 PIV 所给的语义
提示：konata de ĉiuj）
。“有口皆
碑”是人人称赞，这句话没有这
样的意思，因而不适宜用这个成
语翻译。

lang|: ~i

(ntr) 【乐】
（吹奏铜
管乐器时）吐

(ntr) 【乐】用运舌
法吹奏，吐（吹奏铜
管乐器时用舌发出
冲击以起音，称作
“吐”）

原文释义：Produkti efektojn per
uzo de la lango (i.a. ĉe fluto)。
《世界语汉语词典》第一版为：
用舌吹奏（铜管乐器）（《世界语
汉语新词典》仍然保留这样的译
语）。这样的译法很搞笑：用舌怎
么能吹奏？修改后的译语，也没
有说清如何“吐”铜管乐器。

lang|: ~eto

~eto de pesilo 天秤
的指针

~eto de pesilo 天平
的指针

误将“天平”写成“天秤”。

Laokoon|o

【神】拉奥孔（希
腊神话中特洛伊的
祭司；因警告特洛
伊人勿中木马计而
触怒 Atena；被两条
巨蛇将他和他的两
个儿子一起缠死）

【神】拉奥孔（希腊
神话中特洛伊的祭
司，因警告特洛伊人
勿中木马计而触怒
Atena，和两个儿子
一起被两条巨蛇缠
死）

原译的最后一句有语病。可改译
为：两条巨蛇将他和他的两个儿
子一起缠死；或译为：和两个儿
子一起被两条巨蛇缠死。

last|a ③

havi ~an vorton en
la diskuto 对 讨 论
作最后说明

havi ~an vorton en la
diskuto 在 讨 论 中
（意见）占上风

世界语中的惯用语“havi la lastan
vorton”意思是“在争论中获胜
或占上风”（superi la aliajn en
diskuto, kverelo ktp）意即驳倒对
方或说得对方难以相答。和它类
似的惯用语“diri la lastan vo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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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译文中加上这一动物学名词
的又名，以便于读者互相参阅。
参见“pelecipodoj”条中的说明。

有“作最后决定，作定论，下结
论，说了算”等义。
Laŭ I. ③

manĝi ~ la karto
按菜单进餐

manĝi ~ la karto（在
饭店）照菜单点菜用
餐；点菜吃

原译不够确切。

laŭ III.

~iri (ntr.); ~kuri (ntr)

~iri (tr.); ~kuri (tr)

改为及物动词。

lav|i ①

pri tio mi ~as al mi
la manojn 那 件 事
我不插手

pri tio mi ~as al mi
la manojn 那件事与
我无关

PIV 在这一例句下也同时给出了
语义提示“(= tio min ne koncernas)”。词典编者似乎丝毫没有注
意到这一点。关于这条习语性惯
用语的语源，请参见“mano ①”
条中的说明。

lavend|o

vera ~o 宽叶薰衣草

vera ~o 狭 叶 薰 衣
草，真薰衣草，英国
薰衣草

vera lavendo，学名为 Lavandula
angustifolia，应译为狭叶薰衣草。
新 版 PIV 给 它 的 释 义 为 ：
mallarĝfolia, vera lavendo (L. angustifolia, SIN. L. vera), medicine
kaj parfumindustrie uzata.

leĝ|o ⑤

la ~oj de la arto 技
术规则

laŭ ĉiuj leĝoj de la
artoZ （常用作讽刺
语）完全照（某种艺
术、手艺等的）规矩；
十分内行地；规行矩
步地

这条惯用语出自柴门霍夫的《世
界语谚语集》。它来源于俄语的
“по всем правилам искусства”。
《世界语汉语词典》原编者没有
将它完整地录出，因而不能译出
它的真正含义。

leĝ|o ⑥

la ~oj de Ohm

la ~o de Omo

据新版 PIV 改正。

lens|o

koverĝa ~o 会聚透
镜 / diverĝa 发 散
透镜

konverĝiga ~o 会聚
透镜 / diverĝiga 发
散透镜

1. koverĝa 中漏写一个字母；
2. 在 konverĝi 和 diverĝi 词条内
这两种透镜的名称分别是
konverĝiga lenso 和 diverĝiga
lenso。我倾向于带“ig”的形式。

lev|: ~stango

（路口的）拦道杆

杠杆，撬棍

这是个错译。PIV 给出的释义是：
stango, servanta kiel levilo 。
“levilo”就是“杠杆”。
《世界语
汉语词典》在“stango”词条内
已正确地将“levstango”译为“撬
棍”。

liber|a ①

象空中飞鸟…

像空中飞鸟…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liber|a ⑦

~a maro 公海

~a maro 辽阔的大
海，一望无际的大海

这个词组原译为“公海”
，词典再
版所附的勘误将其改为“自由航
行的海域”，其实两者并不实质的
区别，何必勘误？翻开《世界语
汉语词典》
“maro”词条第一义项
已经有“公海”的世界语译语“alta
maro”。我之所以将“libera m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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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辽阔的大海”，主要依据是
这个词组是置于 libera 的第 7 义
项下。这个义项的原文释义是：
7. (pp. spaco aŭ tempo) Ne
prezentanta barojn, malhelpojn
（指空间或时间）没有阻碍的。
下面所举的一个例句很关键：sur
la ~a maro naĝis ŝipetoZ（辽阔的
大海上有一只小船在航行）。另
外，我们还可以在 PIV 中“maro”
词条的第一义项下读到这样的例
句：La vento kuris trans la marĉoj
al la libera maroZ（风经过沼泽地
吹向辽阔的大海）。
liber|a

（漏收附属词条）

~spirita（思想）不
受教条束缚的；不存
偏见的；有自主思想
的；思想解放的

liberspirita 的 原 文 释 义 为 ： Ne
ligita de dogmoj, antaŭjuĝoj ks.

liberal|a

①自由主义的：~a
siprito 自由主义思
想
……
③自由主义的: ~aj
ideoj 自 由 主 义 思
想 / ~aj partioj 自
由主义党

①宽容大度的；不受
束缚的；思想开明
的： ~a siprito 宽容
大度的精神
……
③自由主义的： ~aj
ideoj 自由主义的思
想 / ~aj partioj 自
由党 / ~igi la reĝimon 使体制自由化

第一义项的原文释义为：Favora
al libero kaj toleremo
第三义项的原文释义为：Rilata al
liberalismo
原译把第一义项和第二义项都译
为“自由主义的”，如果这两个义
项意思相同，又何必分成两个义
项呢？

libr|o ⑥

帐簿

账簿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本词条内其他几处“帐”的类似
用法，如“总帐”、
“欠帐本”、
“记
帐”等中的“帐”字都应改为“账”。

lig|: ~ilo

bridligilo 【建】锔
子，扒钉

【建】（用来将两块 说明：锔子是只用来连接破裂的
材料固定在一起的） 陶瓷器物的，因此用锔子来对译
U 形两脚铁钉；扒钉 bridligilo 是不妥的。请参阅 PIV
给 它 的 释 义 ： Fera ligilo kun
formo de U, por kunfiksi du pecojn.

ligatur|o

【医】结扎线

【医】①结扎线 ②
结扎法

按 PIV 释义译出。

ligatur|: ~i

用结扎线缝合血管

【医】结扎

按 PIV 释义译出。
①

lign|o ②

suk~o = alburno

suk~o = alburno

lim|o ③

temp~a 有期的，有

temp~a 【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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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rno 有两个义项，只有它的第
一义项才是 sukligno 的同义词。
此词在商业上很常用，如：

期限的

的

temp~a kurzo 期货行市［价格］ /
temp~a kontrakto 期 货 合 同 /
temp~a negoco 期 货 交 易 /
temp~a borso 期货交易所 / 期
货市场 temp~a merkato

lim|o ③

esti ĉe la ~o de sia
pacienco 到了他耐
心的最大限度

esti ĉe la ~o de sia
pacienco 耐 心 已 到
极限；到了忍无可忍
的地步

例句中并没有主语“他”
。

lim|: ~okazo

边界事件

【法】临界案件［案
情，案例，个案］；
【医】疑似病例，非
典型病例： tiu estas
lim~o inter murdo
kaj senintenca mortigo 这是个谋杀和
过失杀人之间的临
界案件

原文释义：Okazo, troviĝanta ĉe la
limo inter la efikzono de unu forto,
regulo, leĝo ktp, kiu sekve povas
aŭ ne aplikiĝi al ĝi。
新 版 PIV 的 释 义 略 有 变 动 ：
Okazo, troviĝanta ĉe la limo inter
la efikzonoj de du reguloj, leĝoj
ks, el kiuj jen unu jen la alia povus
aplikiĝi. 但 两 者 的 词 义 是 相 同
的，用在法律上是临界案件，用
在医学上是疑似病例。
【注】按语义此合成词似乎应分
析为“limo-kaz-o”。

lim|: ~tempo

（漏收）

期限（指限定的一段
时间）；时限： estas
donita lim~o de unu
jaro 给了一年的期
限 / vi devas fini la
konstruaĵon en la
difinita lim~o 你们
应该在规定的期限
内完成这项工程 /
la lim~o de valideco
de tiu bileto estas du
monatoj 这 张 票 的
有效期为两个月

按《世界语汉语词典》体例，
“limtempo”应收在“lim|o”词
条中，但漏收了。只在“temp|o”
词 条 中 收 有 与 它 有 关 的
“templimo”。
templimo 和 limtempo 的词义辨
析：
templimo: difinita momento, antaŭ
kiu io devas finiĝi 期限，时限（指
所 限 时 间 的 最 后 界 限 ）；
limtempo: tiu tempo, kiu finiĝas
per antaŭfiksita limo 期限，时限
（指限定的一段时间）

limb|o ①

（ 同 folikladio ） 【植】叶片，萼檐， 原译中的“（同 folikladio）
”这个
【植】叶片
瓣片
合成词（或是单纯词？）没有收
进《世界语汉语词典》中。这是
照抄 PIV 中的（= folikladio）错
误造成的（PIV 本身也没有收进
这个词）。新版 PIV 在“limbo”
的释义中干脆删去了“（= folikladio）”：Plata parto de folio, sepalo aŭ petalo, distinge de peti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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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ŭ ungolo.
limfangit|o

( 同 limfangiito)
【医】淋巴管炎

（应在 limfo 词条内
增收~angi|it|o 附属
词条）

《世界语汉语词典》已经给出了
淋巴管的两种译法 limfaj angioj
和 limfaj vaskuloj。
淋 巴 管 炎 可 以 译 为 inflamo de
limfaj angioj [vaskuloj]，如果用一
个合成词来表达，就应该是：
limf|angi|ito。但这个词形在《世
界语汉语词典》查不到。应该把
它列为附属词条收进词典中。

limf|o

（漏收词条）

~angiito (limfanito)
【医】淋巴管炎

参见“limfangito”词条中的说明。

limuzin|o

（一种司机座无顶
盖并与客座隔开的
老式）轿车

全封闭式汽车；轿
车，小轿车

参 见 新 版 PIV 所 给 的 释 义 ：
Fermita
aŭtomobilo;
kelkaj
modeloj kun faldebla kapuĉo

lini|o ②

（科学上的）同异
区分线条，纹

【科】线，线条，纹

原文释义：Streko formita el ĉiuj
punktoj, kiuj havas unu saman
econ。
从释义看，这个义项的 linio 就是
由具有共同性质的点组成的线，
并无“同异区分”的含义。

lini|o ⑦

deveni de reĝo laŭ la
rekta linio (de genealogio) 国王的嫡系

deveni de reĝo laŭ la
rekta linio (de genealogio) 是国王的直
系后裔

原译译法适合于名字，而这里的
原文是动词性词组。

lini|o

（漏收义项）

⑧ 【军】战线，防 这三个义项是参考 PIV 补收的。
线：~o de defendo
防 线 / batal~o 战
线 ， 火 线 / ~o de
Maginot 马 奇 诺 防
线 ⑨【史】
（战斗）
编队：ŝipoj el ~o 编
队 的 战 船 / regimentoj el la ~o 战列
步兵 ⑩〈免〉= lineo

lir|o

抱琴

【乐】里拉（琴）
（古
希腊竖琴家族中的
一种弦乐器）
；竖琴

应改用通行的名称翻译。

lisin|o

lisino 【化】①赖氨
酸 ②溶（细胞）素

lizino 【生化】①赖
氨酸 ②溶素，溶酶

此词形在新版 PIV 中已经改为
lizino。学科略语应改为【生化】。

liter|o ②

字面

（文字的）字面（意
义）；本义；本文

参见 PIV 所给的释义：Formulado
per skribitaj vortoj.

liter|o ②

ne sekvu la ~on, sed
la spiriton 不 要 拘

ne sekvu la ~on, sed
la spiriton 不 要 拘

spirito 在这里相当于它在《世界
语汉语词典》中的第⑤义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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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字母，要掌握精
神

泥字面，要领会实质

义”，可以译为与“字面”相对“实
质”
（当然，译为领会“精神”也
是可以的）。另外，原译中的“字
母”应译为“字面”。

liter|: laŭ~a

①逐字的，一字不
差的 ②字面上的，
文字的，书面的：
laŭ~a traduko 死译

严格按照字面的，一
字不差的；〈转〉严
格的：laŭ~a traduko
拘泥字面的翻译，死
译 / absoluta kaj
laŭ~a reguleco 绝对
严格的规律性 →
laŭvorta

原文释义：Sekvanta skrupule la
literon
从这个释义看，laŭlitera 不能译为
“逐字的”，也不能译为“字面上
的”（这是“laŭvorta”的词义），
只能译为“严格按照字面的，拘
泥于字面的”
。
laŭvorta 的原文释义为 ：Farata
vorton post vorto, precize laŭ la
senco de ĉiu vorto（逐词的，逐字
的，字面上的）。

liz|o ①

mikroba ~o 阿米巴
破坏

细菌［微生物］溶解

lizo 作为生物学和医学术语，是
“溶解”的意思。

lok|o ②

kiu plej frue venas,
pli bonan lokon
prenas 来得早，座位
好

kiu pli frue venas,
pli bonan lokon prenas 〈谚〉来得早，
座位好；捷足先登

字母写错：将 pli 误写为 plej。既
然是谚语，就应按柴氏《世界语
谚语集》中的形式，不能改动。
这个错，出自 PIV。

lok|o ②

cedi al iu la lokon
把位子让给人

cedi al iu la lokon
把位子让给某人

翻译应力求准确。

long|: ~e

tiel ~e, dum…, tiel
~e, kiel… 这 样 久
地；在这样长的时
间内

(kunmetita
subj.)
（引导一个涉及时
间的条件状语从句）
只要…就…

“tiel ~e, dum…”或“tiel ~e,
kiel…”是复合从属连词，引导一
个与时间有关的条件从句。原译
没有译出词组的实际词义。
为了说明这个复合从属连词的作
用，新编世汉词典举如下例句：
tiel ~e, dum la situacio tion postulos, mi ne forlasos mian postenon
只要形势需要，我就不会离开我
的岗位；形势要求我在岗位上呆
多久，我就呆多久 / restu ĉe ni
tiel ~e, kiel vi volos 你愿在我们
这儿呆多久，就呆多久；只要你
愿意，你在我们这儿呆多久都可
以 / li laboros por la patrio tiel ~e,
dum li vivos 只要他活着，他就要
为世界语工作 / tiel ~e / tiel ~e,
kiel li havis ankoraŭ propran kapitalon, li nenion domaĝis 只要他
还有资金，他就毫不吝惜 / la
malordo daŭros tiel ~e,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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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zistos la malordfarantoj 只要有
作乱的人在 ，就不会有 安宁 /
amikeco daŭras tiel ~e, kiel la
homo estas tie 人在人情在 / tiel
~e kiel amo ekzistos en la mondo,
tiel ~e ankaŭ la romaneco vivos
只要世界上有爱情，也就会有浪
漫
lord|: ~ino

夫人，孺人（对英
国贵夫人的尊称）

夫人，太太（对英国
贵夫人的尊称）

孺，在汉语中作“幼儿，小孩”
讲，似乎根本就没有“孺人”这
一称呼。

lu|i

sub~i 转租

（删去此条，同时也
删去 sub~anto 及其
译语）

旧版和新版 PIV 都没有收这一派
生词。此词形可能是因原编者参
考《世法词典》时模仿法语词
sous-louer 加上去的。

lu|i

vic~igi 转租

vic~igi 转租，分租
（房屋）

上条中提到的法语词 sous-louer
在法汉词典中兼有转租和分租的
意思，两者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

lud|i ②

kiu ~as kun koto
(喻：不好的同伴),
malpurigas
la
manojn 〈谚〉谁要
玩泥手必脏

kiu ~as kun koto, 原译将完整的谚语隔开，这种处
malpurigas
la 理方式，不妥。
manojn 〈谚〉谁玩
泥浆，其手必脏（喻：
经常和坏人在一起
自己也会变坏；近墨
者黑）

lud|i ②

象玩似地…

像玩似地…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lud|i ⑤

~i rolon de reĝo

~i la rolon de reĝo

这里涉及到冠词的基本用法。

lud|: ~o ③

ermit~o ( 同 solitero) 独人游戏

ermit~o ( 同 solitero) 【娱】
（用小圆
柱、纸牌等玩的）单
人游戏

参见 PIV 中 solitero 的释义：
Nomo de diversaj ludoj (per
stangetoj, kartoj ktp), kiuj oni
ludas sola.

lum|: ~o ④

~o fariĝos, kulpulo
troviĝos 一 旦 到 明
处，错误将露出

~o fariĝos, kulpulo
troviĝos. 一 旦 有 了
光，罪犯无处藏（意
指：就会原形毕露并
受到惩罚）

《世界语汉语词典》将 kulpulo
误写成 kulpo，影响了译文的准确
性。

lum|: ~o ⑥

loki pentraĵon en
favora ~o 把绘画摆
在好意的眼光下

〈转〉把画拿给懂画
的人看

lumo 第⑥义项的原文释义是：(f)
Maniero, kiel objekto estas rigardata，译成汉语是：〈转〉（观察
人或物的）角度，眼光；
（对事物
的 ） 看 法 。“ loki pentraĵon en
favora ~o”不能照字面译为“好
意的眼光”。这样的译法令人费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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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 ~o ⑦

〈转〉（多用复数）
智慧，了解力；智
者（智慧的人格
化）：… la ~oj de
racio 理智的智慧

〈转〉（多用复数） 原译中的“理智的智慧”，很别扭。
（照亮思想的）光
辉，智慧，理解力；
智者（智慧的人格
化）：… la ~oj de
racio 理智的光辉

lum|: ~o ⑦

la jarcento de la ~oj
智慧的世纪（指 18
世纪）

la jarcento de la ~oj
启蒙世纪（欧洲人指
十八世纪）；启蒙运
动时代

应按通行的说法译出。
“智慧的世
纪”，习惯上没有这样的说法。

lum|:

~efektoj 光效应

~efektoj （剧场等处
的）灯光效果

参见《世界语汉语词典》中 efekto
词条中 lumefektoj 的译语。
“光效
应”译成世界语应该是：fotoefiko,
lumefiko 或 luma efiko。新版 PIV
在 efiko 词条内收有“lumelektra
efiko 【理】光电效应”，可供参
考。

lum|:

（漏收附属词条）

~rondo 光源投下的
圆形光；聚光灯的光
（束）： esti en la
~rondo 〈转〉被众
人注视，为众人所注
意，成为公众注意的
人物，成为新闻［明
星］人物，在众目睽
睽之下

这一合成词并不罕见，应作为
lum| 的附属词条补收。

lum|:
~signaloj

信号烟火

（交通）灯光信号，
交通信号灯，红绿
灯，（铁路、海岸、
港湾的）标志灯

PIV 在 signalo 词条中给这个合成
词的释义是：La trikoloraj signaloj
de semaforo；新版 PIV 给的释义
更简明：
“= trafiklumoj”。只要看
一下 PIV 的释义，无论如何也不
能把这个合成词译为“信号烟火”
的。

lum|: mal~a

黑暗的

①黑暗的，暗的，阴
暗的，昏暗的，阴沉
的 ②阴郁的，忧郁
的，凄惨的，凄切的
③反理性的，蒙昧
的，无知的

原译过分简单，PIV 给出了 5 个
义项，我以为适当合并后至少应
该译为三个义项。

lum|:

缺 mallumigi

mal~igi 使黑暗，使
昏暗，使阴暗；使无
知，使蒙昧：la nuboj
rapide mal~igis la
ĉielon 乌 云 很 快 使

这一常用派生词是不应该漏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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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昏 暗 下 来 /
mal~igi ĉambron per
kurtenoj 用 帘 子 遮
暗房间 / mal~igi la
spiriton 〈转〉使人
蒙昧无知
lum|: sen~a

（漏收义项）

无光的，不发光的， senluma 是常用词，应该补收。
失去光辉的

lumbrik|o

【动】…曲蟺

【动】…曲蟮

luminesk|i

（炽热物体）发光

【理】
（非炽热物体） 原文释义：(pp ne ardantaj sub发光，发冷光
stancoj) Elsendi lumon。
原译把意思译反了。

lun|: duon~o
②

【解】半月瓣指甲
弧影（指甲根的半
月部）

【解】指甲弧影（即
指甲根部的半月形
的白色部分）

指甲的这一部分，译成汉语不需
要再加“半月瓣”这三个字。
“指
甲弧影”中的“弧”字已经中分
表达了半月形意思了。“半月瓣”
指心脏的肺动脉瓣。解剖学知识
告诉我们，右心室的前上方有个
肺动脉口，右心室的血液由此送
入肺动脉。肺动脉口的边缘上有
三块半月形的瓣膜称肺动脉瓣，
也称为半月瓣，当心室舒张时，
肺动脉瓣关闭，血液不倒流入右
心室。这个“半月瓣”我们也可
以 在 PIV 中 “ valvo ” 词 条 的
“valveto”项下找到有关的表达
方式。请看：la duonlunaj ~etoj ĉe
la aperturoj de la aorto kaj pulma
arterio en la dekstraj ventrikloj 主
动脉口部和右心室肺动脉口部的
半月瓣。由此可知“半月瓣”的
世 界 语 译 名 应 该 是 duonluna
valveto。它和指甲没有任何关系，
不可以用来作“指甲弧影”的修
饰语。

ŝakalo 豺

参见《世界语汉语词典》ŝakalo
正式词条的译名。

lup|o【比较】 ŝakalo 亚洲胡狼

字面错误。将“蟮”误写为“蟺”。

maĉ|i

paper~aĵo 掺 胶 粘
土或…

paper~aĵo 掺胶黏土
或…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maj:
~skarabo

【动】鳃叶金龟子

【 动 】 （ 同
melolonto ） 鳃 角 金
龟子

应按规范的名称翻译。

majoritat|o

【 法 】（ 法 律 承 认

【法】
（法律承认的） 这个词表达的是人的年龄，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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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的）成年人

成年；法定年龄

是人。参见 PIV 所给的释义：Aĝo,
ĉe kiu la leĝo agnoskas la kapablon de unu persono plenumi
siajn rajtojn, respondeci pri siaj
agoj ktp.

maĵor|a ②

~a termo 【哲】大
前提

~a termo 【逻】大
项，大词

“termo”是逻辑学三段论中的
“项”。除大项（或称大词）外还
有中项（中词）
（meza termo）和
小项（小词）
（minora termo）
。
“大
前提”应该是“maĵora premiso”。
这里简略地说一说三段论
（silogismo）中术语的世界语译
法。举一个简单的三段论为例：
Ĉiu Esperanto-uzanto estas esperantisto; （凡世界语使用者都
是世界语者）
Mi estas Esperanto-uzanto; （我
是世界语使用者）
Do, mi estas esperantisto. （所
以，我是世界语者）
在这个三段论中，第一句是“大
前提”
（maĵora premiso）；第二句
是“小前提”
（minora premiso）；
第三句是“结论”（konkludo）。
结论中的“mi”（我）是“小项”
（minora termo）；“estas esperantisto”（是世界语者”）是“大
项”(maĵora termo)；两个前提中
的共有的项即“Esperanto-uzanto”
是“中项”（meza termo）。

malar|i:
~terapio

疟疾疗法

疟热疗法

原译释义：(ark.) Terapia inokulo
de la malaria hematozoo, paseintece uzata por kuraci sifilison de la
cerbo kaj mjelo。
查了数本可靠工具书，均作“疟
热疗法”。

mam|o

~globoj 乳 头 状 突
起

~globoj （ 年 轻 女
人）饱满的乳房，乳
峰

参见 PIV 所给的释义： junaĝaj
rondaj mamoj（年轻女人圆形的
乳房）。

man|o ①

mi lavas al mi la mi lavas al mi la
~ojn 我洗手；
〈转〉 ~ojn 我洗手；
〈转〉
我洗手（不干了） 申明这件事与我无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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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习语性谚语很容易使我们联
想起汉语的“洗手不干”
。《世界
语汉语词典》在这里也是这样翻
译的。另外，
《世界语汉语词典》
还在第 489 上把“pri tio mi lavas

al mi la manojn”译成“那件事我
不插手”。那么，这条习语性谚语
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怎样译
成汉语才算正确？这就需要先弄
清它的来源。古代犹太人和罗马
人有一种习俗：法官在法庭上要
当众 行洗手礼，以表明自己纯
洁、公正。据《圣经·新约》
《马
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记载：众祭
词长和长老们合计要谋杀耶稣。
于是在清晨把耶稣捆绑起来去见
总督彼拉多（Pilato）。彼拉多便
问耶稣说：
“他们作见证，千你这
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么？”耶
稣一声不响。这时总督夫人打发
人来说：
“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
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
了许多苦。”祭词长和长老挑唆众
人要求释放另外一个犯人，而要
除拈量耶稣。总督见自己无法说
服众人，便端出一盆水，拿水在
众人面前洗手，表示自己与这罪
行无关。他说道：
“流这义人的血，
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tial
Pilato prenis akvon kaj lavis siajn
manojn antaŭ la homamaso,
dirante Mi estas senkulpa pri la
sango de tiu justulo. — 见 PIV
Pilato 词条）。
由此可见，
“Mi lavas
al mi la manojn”的喻义应该是
“这件事与我无关”而不能译成
“我洗手（不干了），因为在汉语
中“洗手”只能用来比喻“盗贼
等改邪归正”或“对某项职业不
再继续干”。至于把“Pri tio mi
lavas al mi la manojn”译成“那件
事我不插手”则更不应该，因为
PIV 已在“lavi”上明确指出：
“(pri
tio) mi lavas al mi la manojn = tio
min ne koncernas”。
man|o ③

levi la manojn por
fari ĵuron

levi la manon por
fari ĵuron

man|: ~frapo

拍

（用手掌的）拍打， 这里显然写漏了字。
拍击，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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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不可能举双手。

误将动词词尾写成名词词尾。

man|:

en~igo

en~igi

mandaren|o

满大人（指我国清
代九品及九品以上
的）官员

（中国封建时代的） 关于这个词的词源是否就是汉语
官，官员
的“满大人”，是有争议的。词典
应该回避有争议的问题。
另外，汉语中根本就没有过“满
大人”这个词。我在《辞海》中
就没查到过这个词。现代人用的
“满大人”一词，都是来源于英
语“mandarin”的译音。

manik|o ①

袖，袖口

袖，袖子

袖口是：manumo; manikrando。
词典应给出的准确的译语。

Manil|：m~a

m~a ludo 马尼拉牌
（各种纸牌戏中的
王牌、最大牌，一
种以 10 点为最大牌
的纸牌戏）

m~a ludo【娱】马尼
拉牌戏（一种以 10
点为最大牌的纸牌
戏）

ludo 仅指牌戏，不指具体的牌
（emblemo），当然也就不可能指
王牌或最大牌。

manovr|i ②

(同 manipuli) （按
照目的和指挥) 运
动，运行，移动（指
船舶、飞机、车辆
等)

（部队、船舶、飞机、 manipuli 是及物动词，而 manovri
车辆等按一定目的 是不及物动词，它们不可能成为
和指挥）运动，运行， 同义词。
移动

mar|: ~meze

在大海中

在离岸很远的海域

原文释义：Tre malproksime de la
marbordoj.

mar|: ~porko

(foceno 的 俗 名 )
【动】海豚

(foceno 的 俗 名 )
【动】鼠海豚

《世界语汉语词典》foceno 词条
译为“鼠海豚属水生哺乳动物；
鼠海豚”。

mar|:
~testudo

（ĥelonto 的俗名）

（ĥelonio 的俗名）

字母写错。

marĉand|:

~aĵo 便宜货，廉价
品

（经过讨价还价后） 原文释义：Io, kion oni aĉetis je
以便宜价格买下的 favora prezo post marĉando。
物品

marĝen|o ③

~o de garantio 担保
利润

保证金裕度（抵押品
和贷款额之间的差
额）

原文释义：marĝeno de garantio
(diferenco inter la valoro de la
garantiaĵo kaj la pruntita sumo)。
对于专业术语，除认真阅读原文
释义、细心体会原义外，还要查
阅有关专业资料，以确定规范的
译法。

marĝen: ~a
②

~a entrepreno 边缘
企业 / ~a negoco:
【商】边缘交易

~a entrepreno 边缘
企业（由于成本费用
与与产品销售价格
相差无几而频于倒
闭的企业）；频于倒
闭的企业 / ~a ne-

只译“边缘企业”和“边缘交易”
普通读者未必能正确理解这两个
词语的含义，因此必须加上适当
的解释。参见 PIV 的释义： (kiuj
ne plu kapablus funkcii, se la
vendvaloro de la koncerna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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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co 【商】边缘交
易（几乎没有利润的
交易）

dukto malpliiĝus sur la merkato)。

teatro de ~oj 木 偶
戏

木偶戏不可能只用一个木偶演
出。

marionet|o

teatro de ~o 木偶戏

mark|: ~ilo

印记，标记，标签， 做标记的工具
标带

原译没有依据。参见 PIV 所给的
释义：aparato por marki。既然是
“aparato”就应该是器械类的工
具，就不能译作“印记，标记，
标签，标带”
。

mark|: ~ilo

~ilo por tolaĵo （用
来缝在衬衣、床单
等物上作标记的）
标带

~ilo por tolaĵo （裁
缝）用来在衬衣、床
单等上作标记的工
具

参见上条的说明。

〈转〉一个一个音
节地说出，清清楚
楚 地 说 出 ： li ~is
ĉiun vorton 他读出
了每一个字母

〈转〉一个一个音节 原译不够准确。
地说［读］出，清楚 原文释义：Aparte kaj forte ak而有力地说［读］出： centi。
li ~is ĉiun vorton 他
清楚而有力地读出
了每一个词

martel|:
~bato

（一下一下地）锻
打

（一次）锤击［锤打］ 原文释义：Unuopa bato de martelo。
（一下一下的）锻打应为
martelbatado。

mas|: ~a

~a volumeno 密度

~a volumeno 比容

单位质量的物质所占有的容积称
为比容，其数值是密度的倒数。
物理学上的“密度”为：specifa
maso。

masiv|a

~a rado 幅 板 式 车
轮

~a rado 辐板式车轮

误将“辐”写成“幅”。

matur|: ~eco

atesto de ~o 毕业证
书

atesto de ~o 中学毕
业证书

只译为“毕业证书”，不准确。请
看原文释义： diplomo donata al
lernantoj, kiuj, fininte la gimnazian kursaron, sukcese plenumis la
koncernan ekzamenon.

melas|o

糖蜜，糖浆（制糖
工厂的副产品）

废糖蜜（制糖副产
品）

原译不确切。这种废糖蜜可用于
做饲料或用来酿酒。

meleagren|o

（俗名 perlokonko） （应在 perlo 词条内
补收 perlokonko）

在《世界语汉语词典》perlo 词条
及 其 他 词 条 内 都 查 不 到
“perlokonko”。漏收给出的同义
词，是词典不严谨的表现之一。

melk|i ①

melku bovon senfine, ĝi lakton ne
donos 挤奶不住，牛

人们读了原译一定会感到不知所
云。不停地挤奶，为什么奶就是
不出来呢？如果把“bovo”译成

martel|:
③

~i

melku bovon senfine, li lakton ne
donos 〈谚〉任你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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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不出

压公牛腹，奶汁永远
不会出（意指：干徒
劳无益的事；白费力
气）

“公牛”，就好理解了。第一版将
句中的代词“li”误写为“ĝi”，
第二版已经按改柴门霍夫谚语集
中的原来形式改成了“li”
。用“li”
可以起到强调“公”牛的作用。

melolont|o

(=
majskarabo)
【动】鳃叶金龟子
属昆虫；鳃叶金龟
子

(=
majskarabo)
【动】鳃角金龟子属
昆虫；鳃角金龟子

应按规范的名称翻译。

melopsitak|o

【动】阿苏儿属
（Melolopsittacus）
鸟类

【动】阿苏儿属
（Melopsittacus）鸟
类

拉丁学名写错。

Melos|o

【地】米洛斯鸟

【地】米洛斯岛

误将岛写成了鸟。

membran|o

muk~o 粘膜

muk~o 黏膜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memor|: ~aĵo
②

（ 复 数 ~aĵoj ） =
rememoraĵoj

（复数 ~aĵoj）回忆
录 ：
~aĵoj pri
sceneja kariero 舞
台生涯回忆录

这里采用“= rememoraĵoj”的释
义方式，而在本词条内我们又遇
到“re~aĵoj = memoraĵoj”
。这种
循环释义根本没有给词典使用者
提供任何词语信息，不但浪费读
者继续查阅的时间，而且还使读
者感到困惑和失望。实际上，
“回
忆录”的世界语正规说法就是
memoraĵoj，而不是 rememoraĵoj。
参见下条。

memor|i

re~aĵoj = memoraĵoj

（删去此附属词条） 中国世界语者由于受汉语影响，
常 将 “ 回 忆 录 ” 译 为
“rememoraĵoj”，而实际上只要
用“memoraĵoj”翻译就可以了。
请看 PIV 给 memoraĵoj 的释义：
Rememoroj skribitaj de unu persono pri sia publika aŭ privata
vivo。从这释义我们可以看到，
rememoroj 是指对已往的回忆，
把这些回忆写出来的文字，就是
rememoraĵoj，即“回忆录”。正
因为如此，我们在 PIV 中几乎见
不到 rememoraĵoj 这样的词形。

mend|:

~olibro 定货簿

~olibro 订货簿

规范写法应为“订货”。

mens|: ~a

~a energio 精力

~a energio （为达到
某一目标而坚持不
懈的）精神力；毅力；
精力（着重指精神方
面）

汉语中的“精力”，按《现代汉语
词典》的解释，指一个人的精神
和体力两个方面。而在世界语中，
energio 主要指精神方面的性格
力量。请新版 PIV 给它的释义：
forto de la karaktero, de la men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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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rato, direktata al celo kaj persista por ĝin atingi. 因此，我以
为，将 mensa energio 只译为“精
力”是不确切的，还必须补充其
他译语。
误将 origina 写成 originara。参见
Grenviĉo 词 条 的 释 义 ： Angla
urbo, kies meridiano estas akceptita kiel origina meridiano.

meridian|o
②

la originara ~o (或
primara) 本 初 子 午
线，本初子午圈

merit|: ~o ②

【宗】报应，功罪， 【佛】（因行善而应 原文释义： Frukto, kiun alportas
功德
得的）善报，功德： ĉiu el la bonaj faroj, kies akumulo
akiri al si ~ojn 积德 determinos la renaskiĝon de la
bonfarinto sur pli alta ŝtupo de la
estularo, kaj finfine la atingon de
la nirvano。
从这个字义看，应该不包括“罪”！

met|: re~i

re~i
elartigitan
membron 使脱臼肢
体复位

re~i
elartikigitan
membron 使脱臼肢
体复位

误将 elartikigitan 写成 elartigitan。

met|: sub~i

sub~i la tutan regionon 使整个地区
屈服

sub~i la tutan reginonon al la povo de
Faraono 使 整 个 地
区屈服于法老的权
力

词典编者抄漏了句子的后一部
分，致使句子和汉语译文意思不
完整。

metal|o

ferozaj ~oj 黑色金
属 / neferozaj ~oj
有色金属

feraj ~oj 黑色金属
/ neferaj ~oj 有色金
属

将黑色和有色金属分别说成
ferozaj metaloj 和 neferozaj
metaloj 是错误的，原因是编者没
有弄清 feroza 的含义。参见本勘
误表“fer|: ~oza”条内的说明。

metal|:
~a
kombinaĵo

【冶】合金

金属化合物

合金，应该是 alojo (miksaĵo el
kunfanditaj metaloj).

metal|: ~a:

la akvo ĵetis ~ajn
rebrilojn 水 面 放 射
出金属似的反光

la akvo ĵetis ~ajn
rebrilojn 水 面 反 射
出金属般的光泽

原译把反射误写成放射。
但即使改成“水面反射出金属似
的反光”，也还有语病。反光，就
是反射的光线。反射反光，就是
把接受到的反光再反射出来。这
显然是不合原义的。

metal|:
~laboristo

冶金工人

金属细工匠

原文释义：metallaboristo (hejma
aŭ etindustria)。
这种工人是指家庭作坊或小工业
而言的。
冶 金 工 人 ， 应 为 ： metalugria
laboristo。

metol|o

（一种显象剂…）

（一种显像剂…）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la origina [primara]
meridiano 本 初 子
午线，本初子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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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politen|o

= subtrajno

( 同 metroo) 〈 旧 〉 metropoliteno 此词不见于 PIV，
【交】地下铁道
但在新版 PIV 中我们可以查得：
metropoliteno: (ark.) = metroo。由
此可知，metropoliteno 的意思是
地下铁道。这是一个废旧词，现
在通常用 metroo 代替。我考证了
一下词源。世界语中的 metroo 来
源于法语的 métro，而 métro 是由
métropolitain 缩 写 而 来 的 。
métropolitain 本来是形容词，意
思是“大都会的”，“大城市的”
（相当于世界语的 metropola），
后来可作名词使用，指“地下铁
道”，即 chaimin de fer métropolitain（译成世界语为 metropola
fervojo）。《世界语汉语词典》在
trajno 词条中将 subtrajno 译为“地
下列车”（依据 PIV 的释义 urba
subtera trajno 译成），也是不妥
的 ， 应 按 新 版 PIV 的 释 义
（subtrajno = metroo）译为“(=
metroo) 地下铁道”。

mezoderm|o

①【解】中层皮 ②
【生】中胚层

【生】中胚层

micetoz|o

【医】粘菌虫类

(同 mikozo) 【医】 这 个 错 误 本 不 该 发 生 。 词 根
真菌病，霉菌病
“miceto”的意思是真菌，后缀
“-oz”表示“由…引起的病”，
怎么可能把它的词义改变成一种
虫类的名称？

migdal|o

(同 amando) 【植】
扁桃仁，巴旦杏仁，
杏仁：amara ~o 苦
杏仁，苦扁桃仁

【植】扁桃，巴旦杏：
amara ~o 苦 味 扁
桃，苦味巴旦杏 /
dolĉa ~o 甜味扁桃，
甜味巴旦杏

原译把 amando 当成 migdalo 的同
义词，是不对的。PIV 给 amando
的释义是：Nuksa kerno de migdalo，而 migdalo 是：La nukso de
migdalarbo。由此可知，migdalo
是扁桃，amando 才是扁桃仁。

migr|: ~a

~a truo （太空）黑
洞

（删去这一词组，另
在“nigra”词条内
增 加 “ nigra truo
【天】黑洞”
）

这一错误错得离奇。可能是在插
入这一词组时因疏忽而产生的错
误。这样的错误本应在审订和校
对过程中消除，然而直到今天仍
未被人发现！

mihrab|o

= ĥorniĉo

（= ĥorniĉo）
【伊】

原译只给出“= ĥorniĉo”，我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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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版 PIV 均只有一个义项，即：
Ĉeltavolo de embrio, kiu formiĝas
inter la ektodermo kaj endodermo。
原译分两个义项，没有依据，且
“中层皮”很可能是误译。

米哈拉布（意译为
“壁龛”，指清真寺
正殿纵深处墙正中
间指示麦加方向的
小拱门或小阁）

ĥ 部分去查，反复几遍没有查到
horniĉo，这里我突然想到这可能
是合成词，才在 niĉo 中查到它。
无论是 mihrabo 还是 ĥorniĉo，都
不是常用词，对普通读者都是陌
生的。词典编者应考虑到普通读
者的需要，最好在提供同义词的
同时，也直接给出它的译语，避
免读者二次查找。

miks|i ③

~i la utilan kun la
agrabla 使 实 用 和
舒适相结合

~i la utilan kun la
agrabla 使有益和愉
快相结合

原译不够准确。

miks|: mal~i

(tr) 理清，分清

(tr) 使 （ 混 合 的 成
分）分开，使分离：
mal~i substancon el
~aĵo 从混合物中分
离出一种物质 /
kelkaj likvoj ~iĝas
ĉe alta temperaturo
kaj mal~iĝas ĉe
malvarmiĝo 几种液
体在高温下混在一
起，冷却时就分离开
来

原文释义：Apartigi la miksitajn
erojn。
原译用“清理”来对译，不确切，
也没有举出例句。没有例句，读
者无从检验译语的正确性。

milit|: ~isto

〈诗〉士兵

（职业）军人

PIV 给 的 释 义 是 ： (teknike kaj
poezie) soldato；新版 PIV 的释义
是：Profesia armeano。我倾向于
后者。

milit|i

~kaŭzo 宣战理由，
战争原因

~kazo 宣战的理由； 这 里 将 militkazo 误 写 为
开战的借口（常用来 militkaŭzo，进而误译为“战争原
为战争进行辩护）
因”。参见 PIV 在 kazo 词条内所
给的释义：Ago, kiu per si mem
povas pravigi militproklamon
(casus belli)，括号中的词是这个
词的拉丁语词源。

milit|: ~leĝo

军事法

军事管制法；戒严令

134

PIV 给这个合成词所给的释义
是：Regado de la milit-instancoj,
dum kiu la civilaj ~oj estas interrompitaj；新版 PIV 给的释义是：
Aranĝo, laŭ kiu en esceptaj cirkonstancoj la civilaj leĝoj estas interrompitaj kaj regas la militinstancoj（在非常情况下暂时中断
执行民事法律而由军事当局进行

管理的一种措施。）。 这两个释义
意思相同，即在非常情况下暂时
中断执行民事法律而由军事当局
进行管理的一种措施。从上面的
释义看，应将“militleĝo”改译
为“军事管制法”，“戒严令”。
miksedem|o

粘液水肿

黏液水肿

miso|o

（漏收词条）

misoo （日本）豆面 虽然有人不太喜欢这类日语词，
酱（日文汉字：味噌） 但既然 PIV 已经收入其中，我们
就不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moĉi|o

粘糕

黏糕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moment|:
~foto

快镜，快镜照片

(同 ekfoto) 快照，快
镜照片

foto 指的是照片，而不是照相器
件。

mon|: ~ero

钱币

钱币，硬币

增补常用译语“硬币”。

mon|:
~pruntisto

放帐的（人）

放账的（人）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

monaĥ|:
~inejo

尼姑庵

~inejo 女修道院

西方没有尼姑。尼姑庵应该译作
“bonzinejo”
。

mond|o ⑦

ekkoni la ~on 见世
面

ekkoni la mondon
开始懂得人情世故

按 PIV 的释义 mondo 的第 7 义项
是 ： La homaj aferoj, okupiĝoj,
sociostato。

mongol|:
~oida

~o|ida

~|oid|a

此词是由词根 mongol-加科技后
缀-oid-构成，而不是由 mongolo加-id-构成的。可参见 PIV 给后缀
-oid-的释义。

mongol|:
~oida

象蒙古人种的

①像蒙古人种的 ②
【医】先天愚型样的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关于这个派生词的词义有必要讨
论一下。
“-oid”这个后缀加在生
物名词词根后用来构成形容词表
示“似…的”、
“像…的”。这个词
译为“像蒙古人种的”，当然是可
以的，但它在西方语言中还有另
一个含义，而且这个用法更为常
见，即在医学上表示“先天愚型
样 的 ”。 这 和 另 一 个 医 学 名 词
“mongolismo”
（先天愚型）有关。
这种先天性畸形病患者具有蒙古
人种的外形特征（这是否有种族
歧视色彩，是别当别论的问题），
因而得名。还要指出，在法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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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另外，
miksomo, miksomatozo 和 miksomicetoj 等词条中的“粘”字，
也应改为“黏”

mongoloïde 只有一个词义，即“先
天愚型样的”的词义。
monom|o

(同 termo) 【数】单
项式

【数】单项式

应删去“(同 termo)”。“termo”
用作数学术语意思是“项”，而
monomo 的词义是“多项式”，它
们之间不存在同义关系。产生这
个错误的原因是词典编者不加核
对地照抄 PIV 的释义（monomo:
Termo）所致。新版 PIV 已经改
正了这个错误。请看新版 PIV 给
它 的 释 义 ： monomo: Polinomo
havanta nur unu termon （只有一
个单项的代数式”，也就是“单
项式”）。

monoplan|o

单翼（飞）机：
bas-ala ~o 下 单 翼
/ mez-ala ~o 中 单
翼

单翼（飞）机：
bas-ala ~o 下 单 翼
机 / mez-ala ~o 中
单翼机

例词的译语应加“机”字

mont|o ②

（象山似的）大堆

（像山似的）大堆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mont|o ②

象山似的尸堆

像山似的尸堆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monument|o
②

…树立了一座不可
磨灭的丰碑

…竖立了一座不可
磨灭的丰碑

“树立”只用于抽象事物，如～
榜样，～典型，～威信等，而“竖
立”通常用于具体事物，如把柱
子～起来。

mord|i ①

la profetoj, kiuj ~as
per siaj dentoj kaj
predikas pacon! 那
些用牙咬人的先知
们在宣讲和平

la profetoj, kiuj ~as
per siaj dentoj kaj
predikas pacon! 那
些牙齿有所咀嚼嘴
里说着平安的先知
们！（旧约）

这里将 mordi 译为“咬人”是误
译。这个句子出自《圣经·旧约·弥
迦书》3:5（Miĥa: 3-5）。这一节
的世界语译文是：“Tiele diras la
Eternulo pri la profetoj, kiu erarigas mian popolon, kiuj mordas per
siaj dentoj kaj predikas pacon, kaj
kontraŭ tiu, kiu ne donas ion en
ilian buŝon, ili predikas militon.”
汉语译文是：
“论到使我民走差路
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
们就呼喊：“平安了！”凡不供给
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
这一段经文意思是说那些先知唯
利是图，宣讲假信息，引民众走
错路。

mors|a

【讯】摩尔斯（电
码）的

【讯】莫尔斯（电码） 应该以通行的译法译出。
的

Mose|o

la kvin libroj de ~o
(= pentateŭko)

la kvin libroj de ~o
(= Pentateŭ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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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tateŭko 是专名，首字母应大
写。

mucilag|o ①

【植】粘液

【植】
（植物分泌的） 关于“粘”和“黏”的用法区别，
黏液，黏质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本词
条内~a 的译语“粘液质的”也应
改为“黏液质的”。

mul|o

象骡子一样固执

像骡子一样固执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mul|: ~simila

象骡子一样倔强的

象骡子一样倔强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muld|:
sablo~ilo

砂型

（可将沙子压成各
种形状的）模具式玩
具

PIV 没有给出 sablomuldilo 的释
义。在新版 PIV 中此词被定义为
玩具：ludilo por formi figurojn el
sablo。

mulmuslin|o

= gazo

（删去此条）

我在旧版和新版 PIV 以及其他辞
书中都没有找到这个词条的形
式，很可能是在抄写时误将
muslino 写成了 mulmuslino。另
外，在 gazo 词条中所列的比较词
中 ， 也 应 该 删 去 比 较 词
“mulmuslino = gazo”

mult|: ~obligi

① 使 成 倍 增 加 ② ①（= multigi）使增
（= multipliki）
【数】 多，增加：estis la
乘
tempo,
kiam
la
granda urbo ~obligas
en si la aperojn de
civilizacio 曾 经 有
个时期，那个大城市
里文明现象的大量
出 现 / ~obligi dokumenton
per
~obligilo 用复印机
复印一个文件 ②
（= multipliki）
【数】
乘

multobligi 的第一义项，相当于
multigi，不是成倍增加。实际上，
成倍增加，实际就是“乘”，与第
二义项有什么区别？
另外，第一义项也没提供例句，
读者不能通过例句体会词的用
法，而实际上旧版 PIV 在这一义
项中是提供例句的。

mult|: mal~a
③

mali~j el ili opinias …

mal~j el ili opinias …

原句多写了一个字母。

mur|o ①

frapi per la kapo
kontraŭ la muro 碰
壁（指试图干不可
能的事）

frapi per la kapo
kontraŭ la muro 以头
撞墙；试图做不可能
的事；一心要蛮干

在汉语中，按《现代汉语词典》
的释义，
“碰壁”的意思是“比喻
遇到严重阻碍或受到拒绝，事情
行不通”，而这个世界语惯用语并
没有这样的意思。PIV 在这个惯
用语的后面给了这样的释义：
（provi la neeblon），也就是“试
图干不可能的事”的意思。顺便
说一下，《世界语汉语词典》在
kontraŭ 词条第 6 义项下有一个例
句：frapi sin kontraŭ muron: 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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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碰壁。我以为这个词组只
表达本意，并没有喻义，因而也
不宜用汉语的“碰壁”来对译。
可将“碰壁”删去，而只译为：
撞到墙上，碰到墙壁。
mur|o ②

…象墙壁的东西

…像墙壁的东西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murd|i

murdisto, murdinto:
( 同 sikario) 杀 人
犯；凶手；刺客

murdisto, murdinto:
杀人犯；凶手；刺客

删去“(同 sikario)”
。按 PIV 的释
义，sikario 是“dungita murdisto”
（ 雇 佣 的 杀 手 ）， 而 一 般 的
murdisto 未必受人雇佣。

mus|o

musvosto
(alope- （删去这一合成词
kuro 的俗名) 【植】 及其译语）
看麦娘

在旧版和新版 PIV 中，都找不到
这一附属词条（但能在 vosto 词
条 中 找 到 “ vulpovosto ＝
alopekuro”的附属词条，但遗憾
的是世汉词典在 vulpo 中没有把
这一合成词收为附属词条，只在
alopekuro 词 条 中 注 明 俗 名 为
“musvosto 或 vulpovosto”），但
在其他西方语言的辞书中找不到
支持的依据。在英汉大词典中，
mousetail 被译为【植】鼠尾巴，
但 foxtail 则被明确译为“圆柱形
圆锥花序禾草（如禾本科的看麦
娘、大麦、狗尾巴草等）
”，由此
可以看出，
“鼠尾巴”指的是另一
种不同于看麦娘的植物。在没有
确实依据的情况下，宁可删去此
条。

mustel|o ②

貂属动物，貂

鼬属动物（包括黄
鼬、香鼬、艾鼬、白
鼬等；黄鼬俗称黄鼠
狼）

PIV 给 multelo 第二义项提供了
拉丁学名“Mustela”。这个学名
正是“鼬属动物”。

muŝ|o ②

皇帝髭（唇下短而
尖的小胡子，因拿
破仓三世曾留过这
种胡须而得名）

皇帝须（唇下短而尖 汉语中的髭和须是有区别的：嘴
的小胡子，拿破仓三 唇上方的胡须叫髭，下巴上长的
世曾留过这种胡须） 胡子叫须，髭和须统称为胡须。
muŝo 只指唇下的胡子，因而不可
译为“髭”。参见新版 PIV 的释
义。

mutil|i

【医】(同 stumpigi)

【医】毁伤（肢体）， 删去“(同 stumpigi)”。mutili 是医
截［切］去（手或足）， 学术语，而 stumpigi 是普通词汇，
截（肢）
而且它们在词义上也有差别，它
们之间只是近义关系，而不是同
义关系。

naci|: ~eco

② 民族性

②〈免〉（多民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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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释义：(evi) Popolo aŭ parto

家中的）民族（之
一）： la principo de
la naciecoj 多 民 族
原则

de nacio, kiu ne estas organizita
kiel regno。
按原文释义，把这一义项译为“民
族性”是不正确的。民族性，可
译为“la nacia karaktero”
。

naci|: ~ismo

民族主义

①民族主义，国家主
义 ②(＝ idiotismo)
〈免〉（民族语的）
独特的表达方式；惯
用语，习语，成语

原译缺第二义项。

naci|: sen~a

无民族的

无国籍的，不分民族
的 ： sen~a memekzilinto 放 弃 国
籍的自我流亡者 /
sen~a kapitalo 各国
共 有 资 本 / sen~a
proletaro 不分 民 族
的无产阶级

原文释义：ne havanta naciecon。
关键是对 nacieco 的理解。按 PIV
的释义，nacieco 有两个义项：1
Aparteneco al iu nacio （属于某一
民族；国籍） 2 (evi) Popolo aŭ
parto de nacio, kiu ne estas organizita kiel regno （多民族国家中的
民族之一）。我按 nacieco 的第一
义项，译为无国籍的，不分民族
的。译为无民族，是不符合整理
的。民族是客观存在的，是否定
不了的，但国籍是可以放弃的，
在观念上和在对其他民族关系的
态度上，可以没有民族偏见，不
分民族，平等相待。

naci|:
sen~ismo

无民族主义

无民族主义（世界语
工人运动早期活动
家兰蒂创立的学说，
其主张为：促使所有
被当作主权单位的
民族的消亡、合理使
用世界自然资源和
能源以造福全人类、
统一度量衡，使用世
界语作为唯一文化
语言）

无民族主义是国际世界语运动中
的一种思潮或主张，对一般人是
陌生的，必须在括号中加上必须
的说明。

naci|:
sen~ulo

无国籍的人

对自己所属民族没
有偏爱的人，无民族
偏 见 者 ： "Sennaciulo" estas la organo de SAT 《无民
族偏见者》是 SAT
（全世界无民族性
协会）的机关刊物

原 文 释义 ：Homo, kiu sukcesis
senigi sin je prefero por sia na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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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v|a ①

她象孩子一样天真

她像孩子一样天真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napo

( 同 brasiknapo)
【植】番油菜，胜
利 油 菜 （ Brassica
napus）

( 同 brasiknapo)
【植】芜菁甘蓝；蔓
菁

这种植物俗称“洋大头菜”，“洋
蔓菁”。十字花科，一年生或二年
生草木，它的肉质直根呈纺锤形
或圆形，可作蔬菜，鲜食或腌制。
这与新版 PIV 在 772 页上所给的
释义（kultivoformo de napo kun
dika radiko, uzata kiel furaĝo aŭ
kiel legomo）和插图是一致的。
顺便提一下：
《世界语汉语词典》
中有关 brasiko 的一些植物名称
的译法需要认真校对，以改正不
规范的译名。

nebul|: ~aĵo

【化】喷雾剂

【化】液体中的轻度
混浊物

原 文 释 义 ： Eta malklaraĵo en
likvo.

nerv|o ①

milito de la ~o 神经
战

milito de la ~oj 神
经战

按 PIV 所给的形式用“nervoj”。

net|a

~iĝi 誊清

~igi 誊清

将~igi 误写为~iĝi。

neŭtr|: ~igi

du egalaj, kontraŭaj
fortoj sin ~igas 两
个相等的力互相抵
消

du egalaj, kontraŭaj
fortoj sin ~igas 两
个相等的、方向相反
的力互相抵消

原译中漏掉了“方向相反的”。

nigr|a ①

象煤一般黑的

像煤一般黑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nigr|a ⑤

帐外资金

账外资金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nigr|a ⑥

（补收例词）

~a truo 【天】黑洞

在《世界语汉语词典》中这一天
文术语被误写为 migra truo 因而
被错误地放在“migri”词条中，
现移到此处。

nigr|: ~umi

~i urbon 对城市实
行灯火管制

~umi urbon 对城市
实行灯火管制

原句抄录时漏掉了两个字母。

niob|o

~a kloroido 氯化铌

~a klorido 氯化铌

原句将 klorido 误写为 kloroido。

-nj-

~o-knabo 孪童

~o-knabo 娈童

字面错误。将“娈”误写成“孪”。

nobel|: ~eco

贵族身分

贵族身份

“身份”是规范用法，如“身份
证”。

nombr|o ①

ronda ~o 整数

ronda ~o 整数（没
有零头的数），约整
数，齐头数

汉语中的“整数”有两个含义，
一是作为数学概念的“整数”
（译
成世界语是“entjero”），另一是
指“没有零头的数”，即十、百、
千、万等。这里的“ronda nombro”
指的是后者。为了和前者区别，
最好将后者译为“约整数”或加
译“约整数”
。

nombr|o ②

granda ~o da libro

granda ~o da libroj

漏写字母。

nombr|:

ne~ebla 不 可 胜 数

ne~ebla 不可数的

请看 PIV 所给的释义： Tia,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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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i ne povas ĝin nombri: oro,
akvo, vino estas ne~eblaj aferoj.
这里说的是“金子”、
“水”、
“酒”
本身是不可数的东西。
“不可胜数”表示数量多，译成
世界语可以用“sennombra”或
“nekalkuleba”来表达。请看 PIV
给这两个词的释义：前者为 tiem
multa, ke oni ne povas kalkuli la
kvanton ， 后 者 为 “ tiel grandnombra, ke oni ne povas ĝin
kalkuli”。

ne~ebla

的

norm|: ~a ①

~a difinoj

~aj difinoj

漏写字母。

not|: ~i ②

~as al si en la cerbo

~i al si en la cerbo

PIV 中的原句是：la estraro … ~as
al si en la cerbo。这里既然略去主
语，动词就应该用不定式形式。

notic|o

historia (或 bibliografia) ~o 传略，小
传

nekrologa ~o 死 者
生 平 | biografia
［historia］ ~o 传
略，小传 / bibliografia notico en vortaro 词典中的参考
书目

PIV 在“notico”词条中给出了这
样的例句：… historia, bibliografia
~o en revuo, vortaro. 词典初稿的
编者误认为写在一起的“historia”
和“bibliografia”是等义关系，
于是产 生了 误译。“bibliografia
notico”可以译为“参考书目”，
“文献目录”
。另按 PIV 增加几
个例词。

novokain|o

【药】奴佛卡因，
硫酸普鲁卡因（一
种局部麻醉药）

【药】奴佛卡因，盐
酸普鲁卡因（一种局
部麻醉药）

原 文 释 义 ： Loka anesteza substanco
误将盐酸写成硫酸。

nuk|o

rompi al si la ~on
折断脖子

rompi al si la ~on
摔断颈骨；摔成重
伤，摔死；〈转〉一
败涂地

这个词组在世界语中实际上是一
个有转义用法的惯用语。

nuks|o

Brazila nukso
【植】ternukso

①【植】巴西果树（原
产于南美洲巴西的
一种高大乔木） ②
巴西果（巴西果树的
果实，呈三角形，色
泽乳白，富含脂肪和
蛋白质，可生吃或用
作制糖果、糕点等的
材料）

原译用“= 【植】ternukso”的方
式代替译语。而“ternukso”也在
这同一词条中以例词出现，而且
明确译为“落花生”。难道“Brazila
nukso”真的就是“落花生”另一
名称吗？我按 PIV 所提供的拉丁
学名查出，Brazila nukso 的中文
名称为“巴西果树”，其果实为“巴
西果”。根本不是同一物。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可能
是因为词典编者在查看 PIV 原文
时看错行造成的，因为 ter~o 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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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在 Brazila nukso 之下。
nuks|: ~arbo

（juglando 的俗名） （juglandarbo 的俗
胡桃树，核桃树
名）胡桃树，核桃树

numer|:

~a kodo 数字代码

（nombra ［cifera］ 数 字 代 码 ， 应 译 为 nombra
~o）
［cifera］~o，因为 numera 是表
示顺序的，意思是“号码的”，而
不是“数字的”。之所以产生这样
的错误，可能是由于词典编者将
英 语 “ numeric code ” 中 的
“ numeric ” 按 词 形 误 译 成
“numera”所致，而在词义上，
英语的 numeric 恰恰相当于世界
语的“nombra”
（这就是说：英语
的 numeric 和世界语的 numera 只
是一对“假朋友”）。

numid|o

(一作 kurlo)

（删去“(一作
kurlo) ” 并 移 至
numenio 词条中）

按 PIV，“kurlo”是“numenio”
的同义词。PIV 在 kurlo 词条中注
明“kurlo = numenio”
。《世界语
汉语词典》显然将“(一作 kurlo)”
放错了地方。

nun

nun, kiam …

nun kiam …

这里的以及下面例句中的“nun,
kiam”都应改为“nun kiam”。

nur I. b.

mi atendas vin ~ ĝis
la sesa. 我只能等你
到六点（不能迟于
六点）

mi atendos vin ~ ĝis
la sesa. 我只能等你
到六点（不能迟于六
点）

按逻辑动词 atendi 应该用将来
时，而且 PIV 中的原句用的也是
“-os”。

nur|: ~a

→unika

（删去）

这里的参考词“unika”多余。

nur|: unu~a

→unika ②

（同 unika②）唯一
的，独一无二的

除给出同义词外，也应直接附上
汉语对译词。

objekt|o ②

~a komplemento 宾
语补足语

~a komplemento （=
objekto）宾语

这是错译。
“宾语补足语”在汉语
和英语语法中，是各有其特定含
义的。和世界语语法体系中的
“objekta komplemento”完全不
同。
PIV 在“komplemento”词条中明
确指出：“objekta komplemento =
objekto”。为什么不明确地译为
“宾语”呢？看来，词典初稿编
者还没弄清楚世界语的语法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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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版 和 新 版 PIV 都 没 有 收
nuksarbo 这一合成词，因为它不
是一个准确的名称。如果一定要
收这个词，它的同义词或者说是
正式名称应该是 juglandarbo 或
juglandujo（juglando 只指果实）。

不过，在同一部词典的第 415 页
上“objekta komplemento”却正
确地译为“宾语”。这是值得称道
的。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即词典
经过在审读和校对过程中，还必
须对有关联的词条进行横向检
查，以求得译名统一并避免差错。
oblong|a

长方形的，椭圆形
的

长方形的；长椭圆形
的

按 PIV 所给的释义（Devianta de
la regla cirkla aŭ kvadrata formo
per plilongiĝo de unu akso; =
longforma）， oblonga 通常作“长
方形的”讲，很少用来表示“椭
圆形的”。在个别特殊情况下，可
译为“长椭圆形的”。

obstin|a

象山羊一样地固执

像山羊一样地固执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obstrukc|o
②

…以拖延辩论时间
等手段）阻挠…

…以拖延辩论时间 “合法”两字很关键。参见原文
等合法手段进行的） 释义：… per ĉiuj leĝaj rimedoj.
阻挠议事进程；故意
妨碍议案通过

ocean|o ①

茫茫一片的，无边
无际的，无穷的，
广大的，无数的

〈转〉茫茫一片，无 这是个名词，不可用“的”字来
边无际，许许多多， 翻译，只有在它后面有 da 的情况
无数，大量
下才可以用“的”。这可以通过例
句来说明。

ocelot|o

(同 penterkato)

(同 panterkato)

字母写错。既然是“豹猫”，那就
肯定是“panter+kato”无疑了。
查世法词典 pantero 词条，可以找
到 panterkaro=oceloto 的依据。

odor|i ①

kiu sin mem gloras,
malbone odoras 谁
要自捧自，只会满
身臭气

kiu mem sin gloras,
malbone
odoras
〈谚〉谁把自己夸
赞，谁就臭气熏天；
自吹讨人嫌

这是一句出自柴门霍夫《世界语
谚语集》中的一句谚语。既然是
谚语，就应该按柴氏原来的形式
抄录，不得变换词序。另外，原
译在节奏上读起来不太上口。

odor|i ②

②〈转〉味道，迹
象： tio ~as perfidon
有背叛的迹象

②〈转〉带有…味道
［ 意 味 ］： tiu ĉi
libro antikve ~as 这
本书有点古籍的味
道 / li havas pian
respekton por ĉio,
kio nur ~as antikve
他对一切古色古香
的东西都有一种虔
诚的敬意 / tio ~as
perfidon! 这含有背
叛 的 意 味 ！ / ar-

明明是动词，却译成名词，显然
是不正确的。
原文释义：Vidigi en si apartan
econ, montri, aperigi, signi。
但实际上 odori 的转义使用很广
泛。应在 PIV 原有例句的基础上
适当增加了一些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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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olo, kiu ~as je
flato 一篇阿谀奉承
的文章 / la aero ~as
je printempo 空 气
中散发着春天的气
息［带有几分春意］
/ via letero triste ~as
你的信流露出伤感
的 情 绪 / lia propono forte ~as je
suspektinda negoco
他的建议明显地带
有不正当交易的意
味 / la stilo ~as la
lampon 文笔带有过
分雕琢的痕迹
Ois|o

= Uazo

(同 Uazo)【地】
（法
国）瓦兹（省）

okaz|: ĉiu~e

所有场合

ĉiu~e 在 所 有 场 合 解说见“ĉiu”条。
下；一遇机会就，总
是，经常，时时刻刻，
随时

oksid|: sen~i

(tr) 去氧，脱氧

(tr) 除 去 （ 物 体 表
面）氧化物；擦锈

原文释义：Purigi la surfacon de
objekto, forigante la oksidojn。
释义中明明是 forigante la oksidojn （去除氧化物），怎么变成
了去氧或脱氧？去氧或脱氧应该
是 senoksigenigo 或 用 前 缀
“deoksi-”表示。

okul|o

（漏收词条）

~plaĉa 悦目的，看
起来赏心悦目的，好
看的，漂亮的

okulplaĉa 是个常见的词，虽然不
见于《世界语汉语词典》和 PIV、
新版 PIV 中，但应该补收。它的
世 界 语 释 义 是 ： Plaĉa por la
okuloj, agrabla al vidanto。

ole|o ①

gasoleo 汽油

gasoleo 粗柴油，瓦
斯油

PIV 在“oleo”词条内明确指出
“gasoleo = gasojlo”，而“gasojlo”
就是“粗柴油，瓦斯油”
。
汽油是 benzino。
事实上，《世界语汉语词典》在
“gaso”词条中也是把“gasoleo”
译为“瓦斯油，粗柴油”的。

ole|o ①

enverŝi oleon en la
fajron 火上浇油

enverŝi oleon en la
fajron 火上浇油（使

汉语和世界语中有一些形式和语
义相似的习语，有的虽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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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汉语词典》中未收 Uazo
词条。既然这里用“Uazo”解词，
就应增收这个词条。

争论或争吵更加激
烈）；火上加油

但在语义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
异，词典应把它们的差异告诉读
者。汉语中的“火上浇油”或“火
上加油”用来比喻使人更加愤怒
或使事态更加严重，而这个世界
语惯用语的语义按 PIV 的释义
是：inciti ardon de disputantoj。

Olimpi|: o~a

o~aj ludoj 奥 林 匹
亚竞技

o~aj ludoj ①（古希
腊）奥林匹亚竞技，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
会 ②（现代四年一
度的）奥林匹克运动
会

原译不全面。参见新版 PIV 的释
义 ： la olimpiaj ludoj (helenaj
sportkonkursoj en Olimpio kaj
modernaj sportkonkursoj okazantaj ĉiun kvaran jaron inter ĉampionoj el ĉiuj landoj)。

omar|o

红得象烧熟了的龙
虾

红得像烧熟了的龙
虾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ombr|o ⑤

…完全象你父亲的
幽灵

…完全像你父亲的
幽灵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on-

ono 【数】分数

ono 【数】分子为 1
的分数，（数的）等
分部分；（数的）整
除部分

只译为“分数”，不准确。汉语中
“分数”的定义是：把一个单位
分成若干等份，表示其中的一份
或几份的数就是分数，而 ono 只
表示其中的一份。

= neentjereco

【数】（数的）可整
除性，可等分性

《世界语汉语词典》及旧版和新
版 PIV 都没有收进 neentjereco 这
个词。用一个词典中未收的词来
释义，实际上根本没有释义，不
但浪费读者时间，而且还使读者
更加困惑和失望。我注意到新版
PIV 已经删去了“= neentjereco”
，
而且在 entjero 词条内也没有将
neentjereco 收为附属词条，因此
将 neenjereco 当成 oneco 的同义
词，是否妥当，也是值得探讨的。

ond|o ③

ondo da revoj 幻想
的浪潮

ondo da revoj 一阵
幻想

不知“幻想的浪潮”究竟是什么
意思。
第三义项的汉语对译语“〈转〉
（感
情等的）波动，浪潮，起落”并
不很确切。PIV 给这一义项的释
义是：Provizora intensiĝo de ia
sento, influo, fenomeno（某种感
情、影响、现象一时的加强），因
此，译成汉语通常用“一阵”来
表达。

ordinar|a

ekster~a kapablo 特

ekster~a kapablo 出

“kapablo”只指人的通常意义上

-on-:
①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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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功能

色的才能

的能力。而“特异功能”是指人
体表现出的超越通常的五官对外
部世界感知的不可思议的能力，
可译为“ekstersensa perceptado”。

orel|o ①

la orelo de kruĉo =
anso

la orelo (= anso) de
kruĉo 〈转〉壶把儿

原译的处理形式把 anso 和壶把
儿等同起来了。

orel|o

（漏收词条）

~plaĉa 悦耳的，好
听的，动听的

这是个常见词，应该补收。它的
世界语释义是：Plaĉa por la oreloj,
agrabla al aŭdanto。

orel:
~tamburo

(同 timpano) 【解】 (同 timpana membrano,
miringo)
耳膜
【解】耳膜，鼓膜

应删去“(同 timpano)”。 timpano
是“鼓室，中耳”。 PIV 给 timpano
的 释 义 是 ： Kavaĵo de la meza
orelo, fermita de membrano 中耳
的腔室，以耳膜闭合。
耳膜是中耳的一个部分，耳膜又
称鼓膜，外界的声波震动鼓膜，
使里面的听小骨振动，人便感知
到声音。由此可见，耳膜和鼓室
（即中耳）不是一回事，不能构
成同义关系。
“oreltamburo”译为
耳膜，是形象的通俗说法，它的
正式名称是 miringo 或 timpana
membrano。

Orient|o

（漏收词条）

Oriento 东 方 各 国 既然已将 Okcidento 列为专词条，
（主要指相对于欧 也就应该将 oriento 词条中的第
洲而言的亚洲国家） 三义从该条抽出并以大写字母开
头单独列条。

ort|o

ĉe~a ( 同 kateto)
【数】
（直角三角形
的）勾（或股）

ĉe~a （直角三角形
中）直角边的: ĉe~a
latero de triangulo
( 同 kateto) 【 数 】
（直角三角形的）直
角边（即勾或股）

从形式上看，形容词（ĉeorta）是
不可能和名词（kateto）构成同义
关系的。原译既没有译出 ĉeorta
的词义，也没有给出直角三角形
直角边的世界语的原文。

ort|: ~angulo

( 同 rektangulo)
【数】直角

( 同
rektangulo)
【数】长方形，矩形

见 本 勘 误 表 rekta 条 中 关 于
“~angulo”的说明。

ost|o

ĝi fariĝis por mi ~o
en la gorĝo 它对我
来说如骨鲠在喉

ĝi fariĝis por mi ~o
en la gorĝo 〈谚〉它
成了卡在我喉咙里
的一根骨头；这已成
为令我非常不便［使
我很为难］的事

“骨鲠在喉”
，按《现代汉语词典》
的释义，是“比喻心里有话没说
出来，非常难受”。而我们所讨论
的这条世界语惯用语是没有这样
的含义的。
“Ĝi fariĝis por mi osto
en la gorĝo”这一形象性惯用语出
现在 PIV 的两个词条中，即在
“gorĝo”词条和 “osto”词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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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词条中，它被释义为“=
granda malfacilaĵo”，在后一词条
中被定义为“ĝenaĵo ne digestebla”。同一谚语在同一部词典中
释义不同，使词典使用者无所适
从。这一惯用语出自柴门霍夫的
《世界语谚语集》。我们可以在这
部谚语集按意义分类的索引第
231 组中查到它（这一组的小标
题是“Embaraso 不便，麻烦”。
这一组共两个惯用语：
231.01 Ĝi estas por mi makulo en
la okulo. 它是我眼中的一个斑
点；它是一件令我非常不便的事
（或使我很为难的事）。
231.02 Ĝi fariĝis por mi osto en la
gorĝo. 它成了卡在我喉 咙里的
一根骨头；它已成为令我非常不
便［使我很为难］的事。
这两个惯用语分别通过眼中有一
个斑点和一根骨头卡在喉咙里形
象地比喻一件令人非常不便或为
难的事情。按这样的理解来衡量，
在上面提到的 PIV 所给出的两种
释义中，“granda malfacilaĵo”比
较接近这条惯用语的实际语义，
而“ĝenaĵo ne digestebla”的释义
是不符合它的原义的。它的确切
的 喻 义 应 该 是 “ granda ĝenaĵo,
malfacilegaĵo aŭ io tre embarasa”。
osteopat|o

〈 免 〉（ 应 用
kiropraktikisto）

【医】正骨医生；接
骨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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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译没有译出这个词的词义。它
和后面的“（应用 kiropraktikisto）”
中的词是什么关系？是同义关
系？还是应该以后者的词义来使
用它？这样的释义含混不清。
PIV 是 这 样 释 义 的 ： osteopato:
(evi.) kiropraktikisto；新版 PIV 的
释义更明确：Homo, kiu per mana
metodo diagnozas kaj kuracas la
mankojn en la moviĝivo de la artikoj, muskoloj, ligamentoj, visceroj（用手的方法诊断和治疗关
节、肌肉、韧带、内脏运动功能
缺陷）。这就很清楚了。这样的医

生，类似中医的接骨和推拿医生，
因此可以译为“整骨医生”。
ovi|o

【动】盘羊属动物， 【动】羊属动物；羊
盘羊

ovul|o

= ovolo

pag|i ②

②

盘羊只是羊属的一个种。
原文释义：G. (Ovis) de mamuloj
el la ordo de parhufuloj, fam. de
bovedoj, al kiu apartenas ŝafo.

（删去此词条）

我遍查我手边的世界语工具书，
都没有查到由单一词根构成的
“uvulo”的踪影。不知词典编者
从哪里引进这个新词？我以为收
进这个词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可
能与“ov|ulo”（卵生动物）造成
混淆。在删去此条的同时还要删
去 ovolo 词条第二义项中的“（或
ovulo）”。

还帐

还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pag|: retro~i

(tr) 补交，补发（应
付款项）

(tr) 退还（错收或多
收款项）： retro~i la
prezon de bileto 退
还（多收的）票价

原文释义：pagi al iu sumon, kiun
oni erare ricevis de tiu persono, aŭ
kiu superis la ŝulditan。
我怀疑初稿编写者是否认真看了
上面的原文释义。如果看了，怎
么会把 retropagi 译成“补交，补
发”呢？

pag|: ~o ①

kosto~o 购物款

付费，负担费用： je
ies kosto~o 由某人
付费，由某人负担费
用 / li regalas nin je
la kosto~o de la
firmo 他 由 公 司 负
担费用款待我们 /
pri tio mi fariĝis
saĝa per mia propra
kosto~o 〈转〉对于
这件事我是以个人
的惨痛教训变得聪
明起来的；我是以我
切身的痛苦经历明
白了这件事的

kostopago 在这里是只作为例词
出现的。
按体例它应列在 kosto 词条中的，
但漏收了。
其实这个词的词义很好理解：
kosto 是费用，pago 是付款，即
付费的意思。
请看原文释义：Ies pagado de la
kostoj

pag|: trans~i

转帐

转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palindrom|o

【语】回文（按字
母顺读倒读都相同
的句子或诗句）

【语】（按字母顺读
或倒读都可得到相
同的词、词组、句子
或 诗 句 ， 如 ： ne
mateno, bone tamen;

原文释义：Frazo aŭ verso, kiun
oni povas legi en ambaŭ direktoj.
必须加注指出世汉两者的差异：
【注】严格说，汉语中的回文并
不 等 同 于 世 界 语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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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ĝa nomo naĝas）

palindromo。后者必须顺读和倒
读得到相同的词句，而前者只要
求倒读在意思上也能成诗，如诗
句“池莲照晓月，幔锦拂朝风”。

palp|i ①

~i al iu la pulson 给
某人诊脉

~i al iu la pulson 给
某人诊脉；〈转〉试
探某人的意向

PIV 在这一词组后标明“(p.f.)”，
这就告诉我们这一词组既可按字
面上的本义来理解，也可按它的
转义作惯用语使用。

palp|i ①

~i en mallumo 在暗
中摸索

~i en mallumo 在黑
暗中摸索；
〈转〉
（无
明确目标、无一定方
法地）试着寻找（途
径、方向、经验等），
探索，反复试验

这一词组也同样可按它的转义作
惯用语使用。它的喻义是：
Hezitante serĉi certecon, serĉi sen
difinita celo kaj metodo。

palp|: ~ado

扪珍

扪诊

误将诊写成珍。

pand|o

【动】小猫熊，小
熊 猫 （ Ailurus fulgens）： granda ~o
( ailuropodo 的俗名)
猫熊，大熊猫

【动】猫熊，熊猫：
malgranda
pando
(Ailurus fulgens) 小
猫熊，小熊猫：
granda ~o (Ailuropoda melanoleuca)
大猫熊，大熊猫，熊
猫

“panda”是小熊猫和大熊猫的通
称。熊猫的正式学名是“猫熊”，
但也俗称为“熊猫”。原译不够规
范，而且作为大熊猫俗名列出的
世界语化的“ailuropodo”也根本
没有被收进《世界语汉语词典》
中。改用拉丁学名注出，避免了
这个问题，而且也与小熊猫的处
理方式一致。

panoptik|o

（漏收词条）

① 蜡 像 陈 列 馆 ② 这两个词其实也并不罕见，应该
（看守室在中央的） 补收。
环形监狱，敞视式监
狱

papagul|oj

【动】鹦鹉形的鸟

( 同 psitakoformaj
birdoj) 【动】鹦形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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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译者是依据 PIV 中的释义
（psitakoformaj birdoj）照字面译
出的。这是由于译者缺乏动物分
类和命名方式的知识而产生的错
误。鸡形目的拉丁语的学名是：
Psittaciformes，在这个词形中，
formes （ 译 成 世 界 语 就 是
“formaj”）表示“…形目”，即
世界语中的“ordo”。请看新版
PIV 给“psitakoformaj”的完整释
义：Ordo (Psittaciformes) de birdoj, al kiu apartenas la papagoj.
Sin.
papaguloj.
再 如 ：
paseroformaj 【 动 】 雀 形 目 ；
pelikanoformaj 【动】鹈形目；
procelariedoj 【 动 】 鹱 科 ；

procelariformaj 【动】鹱形目。
paper: ~eto

小张的票据、证券、 ①小张的纸，纸片
纸币等
②小张的票据、证
券、纸币等

papil|o ①

（皮肤或粘膜上
的）

（皮肤或黏膜上的）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papili|o

象蝴蝶一样地轻率

像蝴蝶一样地轻率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apili|o

~oj ( 同 lepidopteroj) 【动】蛱蛾类

~oj ( 同 lepidopteroj) 【动】鳞翅目

蛾和蝶有明显区别：蛾在夜间活
动，而蝶在白天活动；蛾触角呈
羽状，静止时双翅平伸，而蝶的
触角呈棒状，静止时翅折叠与背
垂直，等等。蛾和蝶同属鳞翅目，
也就是说，鳞翅目包括蛾和蝶两
类昆虫。鳞翅目中最常见的是锤
角亚目，俗名蝴蝶，因而鳞翅目
以往以蝶为总称，papilioj 也就成
了 lepidopteroj（鳞翅目）的俗称。

papil|: ~umi

（ 象 蝴 蝶 一 样
地）…

（像蝴蝶一样地）…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aprik|o

【植】①辣椒

【 植 】 ① 辣 椒
（“ kapsiko ” 的 果
实）

加上括号中的说明很有必要，因
为汉语中的“辣椒”既可指这种
植物（kapsiko），也可指这种植
物的果实。如果不加说明，初学
者很可能会把“papriko”当成植
物。

Pandor|a

…用粘土…

…用黏土…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paradiz|:
~birdo

（ paradizeo 的 俗
名）极乐鸟，凤鸟

（paradizeo 的俗名） 见“paradizeo”条中的说明。
极乐鸟，风鸟

paradiz|:
~ludo

【娱】西洋珠戏

【娱】跳天堂游戏
（一种儿童游戏，参
加者单足跳，并踢小
石块依次通过在平
地上画出的若干格
子，直到最后一个叫
做“天堂”的格子。
类似中国儿童玩的
“跳房子”或“跳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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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收义项。这个词的主要义项是
纸片。请参阅 PIV 所给的释义及
例句：Malgranda folio el papero:
ne ĉiu papereto estas banka bileto。
如果不收这一义项，就无法理解
上面例句的意思：并非每张纸片
都是钞票（喻：不可能人人都是
幸运儿）。

这是个错译。请看 PIV 所给的释
义：
“Paradizludo: Ludo, en kiu oni
devas, starante sur unu piedo, puŝi
ŝtoneton tra la fakojn de surtere
desegnita plano, ĝis la lasta, nomata paradizo”
在新版 PIV 中“paradizludo”被
收在“ludo”词条内：paradiz~o =
marelo；再查“marelo”词条，可
以读到它的释义：
“marelo: Infana
ludo, en kiu oni devas, saltante sur

unu piedo, puŝi plateton tra la fakoj de surtere desegnita plano, ĝis
la lasta, nomata hejmo aŭ paradizo.”
paradize|o

【动】极乐鸟属鸟
类；极乐鸟，凤鸟
（
俗
名
paradizbirdo）

【动】极乐鸟属鸟
类；极乐鸟，风鸟（俗
名 paradizbirdo）

将“风鸟”误写“凤鸟”，可能与
它的世界语名称中的“paradiz-”
和它的中文译名“极乐鸟”有关，
因为“凤”是传说中的象征祥瑞
的鸟。然而这种鸟确实又名“风
鸟”，而不是“凤鸟”！编写词典
一定要字字有据。

parcimon|a

〈 诗 〉 = ege malŝparema

〈 诗 〉 ( 同 ege
ŝparema
aŭ
tro
ŝparema) 十分节省
的，过度节省的，精
打细算的，吝啬的

这 是 一 个 源 自 拉 丁 语 的
neologismo，旧版和新版 PIV 都
没有收。
《世界语汉语词典》给它
的释义为：“= ege malŝparema”，
未加中文译文。
“ege malŝparema”
是“极其挥霍浪费的”意思，正
好把这个词的词义搞反了。此词
在法语中的对应词“parcimonieŭ”
意思是“十分节省的”，英语中的
“parsimonious”意思是“过度节
省的，吝啬的”。

paregorik|a

paregorika eliksiro
镇痛性配剂

paregorika eliksiro
镇痛性酏剂

原译把“酏剂”误写为“配剂”。
所谓“酏剂”，就是以酒精为溶剂，
含有糖和挥发油或另含有主要药
物的制剂。

parentez|o

【语】①插入成分； 【语】①插入成分； 第二义项译语不准确。既然旧版
插入词或句 ②(同 插入词［句］ ②(同 和 新 版 PIV 都 明 确 地 说 ，
③
③
krampoj ) 圆括弧
krampoj ) 括号（通 parentezo 的第二义项就相当于
常指圆括号）
；括弧 krampoj，而 krampoj 是各种括号
的总称，世界语和民族一样，有
各种不同的括号（krampoj），例
如：rondaj krampoj (( )) 圆～；
rektaj krampoj ([ ]) 方～；angulaj
krampoj (〈 〉) 尖～；kunigaj
krampoj ({}) 花［大］～；nigraj
krampoj (【】) 黑～，等等，其
中最常用的当然就是圆括号。
parentezo 在作括号讲时，其作用
是用圆括号括出插入的词句，因
而 parentezo 通常就指圆括号。

parol|: ~o ③

（用以表达思想感
情的话，话语

（用以表达思想感
情）的话，话语

漏写了后括号。

paronomazi|o

【语】双关语，近

【语】近音词连用

将这个词条译为“双关语”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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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词连用

英 语 的 影 响 。 在 英 语 中
“ paronomasia ” 意 思 相 当 于
“pun”，就是“双关语”。世界语
中的“paronomazio”按 PIV 的释
义，是指“Sonfiguro, konsistanta
en la proksimigo de du sonsimilaj
vortoj, ekz. en “ ordo bezonas
ordonon” aŭ “post fasto venas
festo”
），因此，应删去“双关语”
的译语。
“双关语”译成世界语是
dusenca vorto [esprimo]; sencoturno; kalemburo。
post la fasto venas
festoz

这里的打字错误源出于 PIV，新
版 PIV 已经将改正了这个错误。
“post la fasto venas festo”是出自
柴门霍夫编译的《世界语谚语集》
（Proverbaro Esperanta）中的一
条谚语，它的意思是“过了斋日，
就是节日；苦尽甜来”。参见本勘
误表“agord: ~o ④”条中的说明。

党性

~aneco 党员身份，
党员资格，党籍

请看 PIV 所给的释义：Stato de iu,
kiu estas membro de partio。
“党性”译为世界语可以是 Partia
spirito; Partia karaktero。

pas|i ②

渡过（指时间）

（时间）消逝，流逝， 在通常情况下，度过一段时间不
过去
能用“渡”，如度过暑假，除非所
说的是艰难的日子，如渡过困难
时期。但在这里不能译为“度过”，
因为 pasi 是不及物动词，只能译
为（时间）
“消逝”等，如：pasis
du monatoj （过去了两个月）。

pas|: sub~ejo

（公路、铁路等下
面的）过道，道口

【交】（公路、铁路
等的）跨线桥

原文释义：Ponto, per kiu vojo
pasas sub alia (ŝoseo, fervojo,
kanalo ks).

pas|:
per~ejo

（公路、铁路等上
面的）过道，道口

【交】①（公路、铁
路等上面的）跨线
桥，上跨桥 ②（为
行人横穿马路而在
马路上空架设）天桥

原文释义：Ponto: 1 per kiu vojo
pasas super alia (ŝoseo, fervojo,
kanalo ks); 2 por piedirantoj, super
strato aŭ ŝoseo.

过境权

（车辆的）先行权

将 pasrajto 译为“过境权”是个
错 译 。 在 rajto 词 条 的 例 词 中
pasrajto 已另译为“（车辆的）先
行权”，这一译法是符合 PIV 给
出 的 释 义 的 ： rajto de veturilo

paronomazi|o

post festo
fasto

parti|o:
~aneco

su-

pas|: ~rajto

ve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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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venanta en vojkruciĝon, pasi
antaŭ tiuj, kiuj venas de alia difinita direkto aŭ de alia vojspeco。
很显然，这个释义就是我们通常
所理解的“（车辆的）先行权”。
“过境”在世界语中是 transiti，
“过境权”是 transita rajto。
pas|: ~tabulo

【 海 】（ 两 船 之 间
的）跳板

（搭在小河上便于 参见 PIV 所给的释义：Tabulo,
通行的）步行木板； metita super rivereto, aŭ inter
（搭在岸和船之间 bordo kaj ŝipo, por ebligi pasadon.
的）跳板

pas|: kruc~i

(tr) 穿过交叉路口

(tr) 【交】与（另一
横向来来的车）交错
而过；与…交车

原文释义：Pasi antaŭ alia veturilo,
laŭirante vojon, kiu transverse
tranĉas la vojon laŭiratan de tiu
veturilo。

past|: ~aĵoj

【烹】面条食品（各
种面条类食品的总
称）

【烹】面制品（各种
面粉制成的食品的
合称）；面食

从这个派生词构成的词根义来
看，把它译为“面条食品（各种
面条类食品的总称）”是不妥的。
这是按 PIV 的并不确切的释义
（ Komuna nomo de nudeloj,
makaronioj ks.）翻译的。新版 PIV
收了“pastaĵo”和“pastaĵoj”两
个附属词条，并分别给出不同的
释义，前者为“Peco de pasto”
（一
块面），后者是“Kolektiva nomo
de manĝaĵoj el maldika ~o, konsistanta el tritika faruno, akvo, salo
kaj foje ovoj, tajlitaj kaj kuiritaj en
bolanta akvo. 下面接着给出了一
些 参 见 词 ： kanelonoj, lasanjoj,
makaronioj,
nokoj,
nudeloj,
ravioloj, spagetoj, vermiĉeloj. 从
参见词中包含的“ravioloj”（小
包子）等词来看，“pastaĵoj”应
该是“面制品”的统称。

paŝ|: ~o

sur ĉiu ~o 每走一
步，每时每刻

sur ĉiu paŝo 每走一 PIV 给这惯用语的语义提示是
步；
〈转〉随时随地； “(ĉie)”，应按这个提示译出这个
到处，处处
惯用语的语义（删去原译中的“每
时每刻”）。请看柴门霍夫的用例：
kiel ni efektive vidas sur ĉiu ~o 就
像我在各处看到的那样 / sur ĉiu
paŝo ni renkontas en la lingvoj
naturaj grandegajn malfacilaĵojn
kaj konfuzaĵojn 在自然语中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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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遇到很大的困难和混乱现
象 / kiel ni efektive vidas sur ĉiu
~o 就像我在各处看到的那样。
patognomoni|a

（补收词条）

【医】特殊病征的
（疾病所特有、可据
以确认的），
（病征）
能判定诊断的： ~a
signo 特征性病状，
示病性症状

此词在《世界语汉语词典》及 PIV
中都没有收，但在“diakrita”词
条中却作为该词的第二义项的释
语：diakrita: ①… ②【医】（同
patognomonia）疾病特征的，因
此应补收这个词。
请看 PIV：diakrit|a: 1 Servanta
por distingi: diakritaj signoj. 2 =
patognomonia.

patr|o ①

~o avaras, filoj
malŝparas 父 亲 惜
钱如命，儿子挥金
如土

Patroj avaras, infanoj malŝparas. 父
亲惜钱如命，儿子挥
金如土；老子吝啬，
儿子挥霍；老子钱串
子，儿子化钱炉（意
为：吝啬的人积蓄起
来的钱往往被子女
挥霍掉）

《世界语汉语词典》中“filoj”
为“infanoj”之误。此谚语出自
柴门霍夫的《世界语谚语集》，原
句为“infanoj …”。这一误写形
式的始作俑者者是 PIV。我查了
一下，新版 PIV 仍然没有改正这
个错误。应该注意到 PIV 在 avara
和 ŝpari 两个词条中也都引用了
这条谚语，在这两处引用中用的
都是“infanoj”。

patr|o ①

（漏收附属词条）

Patro nia: ① ( 同
Dio) 天父，上帝 ②
(同 Patronia)（基督
教）主祷文；（天主
教）天主经

参见下条的说明。

patr|: P~onia

（漏收附属词条）

(同 Patro nia)（基督
教）主祷文；（天主
教）天主经

主祷文的经文如下：Patro nia, kiu
estas en la ĉielo, Via nomo estu
sanktigita. Venu Via regno, plenumiĝu Via volo, kiel en la ĉielo,
tiel ankaŭ sur la tero. Nian panon
ĉiutagan donu al ni hodiaŭ. Kaj
pardonu al ni niajn ŝuldojn, kiel
ankaŭ ni pardonas al niaj ŝuldantoj. Kaj ne konduku nin en tenton,
sed liberigu nin de la malbono.
Am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
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
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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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 ~ineco

母亲的身分

母亲的身份

patr|: ~ologio

（漏收附属词条）

【宗】
（同 patristiko） 这个词的同义词 patristiko 也没有
教会圣师［教父］生 收进《世界语汉语词典》中，也
活、著作及学说之研 应补收。
究

patr|:
~onomo

姓，姓氏

父名，父称

原文释义：Ies nomo, derivita de la
persona nomo de ties patro kaj
uzata en iuj landoj kiel parto de la
oficiala nomo (ekz. ruse Antonoviĉ, islande Ragnarsson kc.)。
父名，不是姓。姓是 familinomo，
这是不应该相混的！
例如俄罗斯的姓名大都由三部分
组成：第一部分是本人的名字，
第二部分是父称，最后一部分是
姓。例如大诗人普希金的全名是
Aleksandr Sergeeviĉ Puŝkin 亚历
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其中 Sergeeviĉ 就是父称。父称是
由父亲的名字加词尾派生而来。
父称有两种词尾：男子为 -viĉ，
意 思 是 “ 某 人 之 子 ”； 女 子 为
-vna，意思是“某人之女”也有
带父称的习惯，如冰岛人的姓名。

patriark|: ~a
②

~o 般智慧的、爱和
平的或可尊敬的

族长般有智慧、恬
静、可尊敬的，年高
德 劭 的 ： ~a majesteco 年高德劭的
尊 长 的 威 严 / ~e
vivi en la malnova
kastelo 在古老城堡
中过着恬静的生活

PIV 所给的释义是 saĝa, pacama
kaj respektinda，释义中并没有
“或”的意思。原译用“~o 般…”
是一种不彻底的译法。中文翻译
中不可夹杂世界语词。

patristik|o

（漏收词条）

【 宗 】 （ 同
patrologio） 教会圣
师［教父］生活、著
作及学说之研究

这个词的同义词 patrologio 也没
有收进《世界语汉语词典》中，
也应补收。

pavez|o

（船侧窗前的）栏
杆

【海】
（船侧护浪的） 原 文 释 义 ： Gardilo kontraŭ la
舷墙，船舷墙
ondoj, fiksita ĉirkaŭ ferdeko ĉe la
supro de la ŝipokorpo.

peĉ|: ~eca

粘的，有粘性的

黏的，有黏性的

pek|:
~liberigi

赎罪，抵罪，补过

①

“身份”是规范用法，如“身份
证”。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 absolvi ）
【宗】 《世界语汉语词典》和 PIV 都认
免除（某人的）罪， 定 pekliberigi 是 absolvi 的同义
赦罪，为（某人）赎 词 。 PIV 给 absolvi 的 释 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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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pek~igos ilin la
pastro, kaj estos
pardonite al ili 祭司
要为他们赎罪，他们
必蒙赦免（旧约） /
kiam li finos la
pek~igadon de la
sanktejo 在 他 为 圣
所献完了赎罪祭时
（旧约）

pardoni kaj nuligi la pekojn de iu
（ 原 谅 并 消 除 某 人 的 罪 ）， 给
pekliberigi 的释义是 liberigi je la
pekoj。“liberigi”在这里是“免
除”的意思。pekliberigi 是免除
（某人的）罪，即“为（某人）
赎罪”，因而不能只译为“赎罪”
（“赎罪”是“抵消自己所犯的罪
过”）。

pektoral|o

胸骨

胸肌

Nomo de du brustaj muskoloj, la
maĵora kaj la minora pektoralo

pelecipod|oj

(同 lamelibrankuloj)
【动】斧足纲

(同 lamelibrankuloj)
【动】斧足纲（又名
瓣鳃纲，双壳纲）

查动物学有关资料可知：瓣鳃纲
动物（如河蚌、牡蛎等）的足，
通常侧扁呈斧形，因而也称为斧
足纲。pelecipodoj 这个词没有收
进旧版和新版 PIV 中，《世界语
汉语词典》依据它的拉丁词学名
（Pelecypoda）把它引进世界语
中。按世界语基本文规，这当然
是可以的，但既然词条中列出了
它与 lamelibrankuloj（瓣鳃纲）
的同义关系，译成汉语时必须说
明两者不同译名的原因，否则会
让一般读者有如堕五里雾中的感
觉。又，这类动物都有两片贝壳，
所以又称为双壳纲，世界语为
duvalvuloj。同样，lamelibrankuloj
（或 lamenbrankuloj）词条原译为
“(同 pelecipodoj) 【动】瓣鳃
纲 ”， 也 应 改 译 为 ： ( 同 pelecipodoj) 【动】瓣鳃纲（又名斧
足纲）。

pend|i ②

上吊，自缢

被吊死，被绞死

请看 PIV 所给的释义：Esti levita
de sur la tero per ŝnuro ĉirkaŭ la
kolo, kaj morti de premsufoko. 这
个释义是：人被用绳索套着脖子
从地面提起窒息而死，因而应该
译为“被吊死，被绞死”
（不能译
为“上吊”，因为上吊是主动的自
杀行为）。词条中所举的几个例句
（都出自柴门霍夫的《世界语谚
语集》）也支持这一译法。请看：
Tajloro krimis, botisto pendas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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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犯了法，靴匠被吊死；一人犯
法，他人受罚。
（意指：无辜者常
代人受过。）
Longe ŝtelas ŝtelistoj, tamen fine li
pendos 窃贼长期偷窃，最终会被
吊死。
Pendonto ne dronos 该吊死的不
会淹死。（喻：命运不可抗拒。）
pene|o

(Panaeus orientalis)

(Penaeus orientalis)

拉丁学名中写错一个字母。

penetr|i ②

… ~as en a teron

… ~as en la teron

写漏一个字母。

pentagon|o

【数】= kvinangulo

【 数 】 ( 同 kvinangulo) 五角形，五边
形

《世界语汉语词典》中未列
“kvinangulo”及其译语。用一个
词典中未收的词来释义，实际上
根本没有释义，不如直接附上汉
译，以方便读者。

per I. ②

konduki ~ nazo 牵
着鼻子走

（删去这一错误例
句）

这是一个错误例句。不但不能说
明“per”的用法，而且还造成误
导。
“牵着某人的鼻子走”译成世
界语应该是 konduki iun je la nazo
(Z)。这个句子可以在 PIV“je”
词条的第 4 义项中查到。关于“je”
的这一用法，我曾在一篇介绍介
词“je”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je 可以用在表示被执持、接触的
身体部位的词的前面，以区别于
用来表示做某事的肢体或具有某
种作用的器官的介词 per。例如：
Li prenis min je la mano. 他拉住
了我的手。
（请比较：Li prenis min
per la mano. 他用手拉住了我。）
Ŝi prenis lin je la kolo. 她搂住了
他的脖子。
Ŝi eksentis, ke oni tenas ŝin je la
maniko. 她突然感到有人拉住她
的的袖子。
La infanoj tenis sin reciproke je la
manoj. 孩子们手拉着手。
Ŝi eltiris je la kornaro nordan cervon. 她抓着一只北极鹿角把它
拖了出来。
konduki iun je la nazo 牵着某人
的鼻子走
Li kaptis la mastron je la brusto.
他一把抓住了主人的衣襟。

157

Li sin kaptis per ambaŭ manoj je
la kapo. 他用双手把头抱住。
Li frapis tiun homon je la ŝultro.
他拍了拍那人的肩膀。
La besto estis alligita je la kapo
per ŝnuretoj. 那动物头部被几根
细绳捆着。
顺 便 说 一 下 ， 我 查 了 G. Waringhien 编写的《世法大词典》，
发现这个错误例句的始作俑者，
正是这部词典。可能是《世界语
汉语词典》的编者在参考这一辞
书时未加鉴别而引用的。
per: II. ①

~labori 以劳动生活

~labori （以劳动）
挣（钱）

翻译不当。PIV 给 per~i 的释义
是：akiri (monon) per sia laboro.
请看例句：ni povas meznombre
perlaboras ok dolarojnZ 我们平均
可以挣到 8 美元。

perd|i ①

perdi la kapon 掉脑
袋

perdi la kapon 掉脑
袋；
〈转〉心慌意乱，
张皇失措，失去冷
静，失去理智

这是个惯用语，因此不能只译字
面义而不译喻义。它的喻义是“对
自己的心理平衡状态暂时失去控
制因而紧张、慌乱、失去自制”。

pergamen|: ~i

使象羊皮纸

使像羊皮纸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erl|o

（漏收词条）

~okonko ( 同 meleagreno) 【动】珠
母属软体动物；珠母
（产珠的蚌类）

参见“meleagreno”条中的说明。

perlamot|: ~i

象珍珠母的

像珍珠母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erleĉ|o

（漏收词条）

【医】口角炎

PIV 收有此词。

permes|i ①

la reĝo dormas, kaj
oni ne povas ~i al si
veki lin 国 王 正 睡
着，别人不许叫醒
他

la reĝo dormas, kaj
oni ne povas ~i al si
veki lin 国 王 正 睡
着，别人不敢叫醒他

“别人不许叫醒他”语义不清。
不许谁叫醒他？或者是，国王不
许别人叫醒他？问题出在词典编
者没有弄清“permesi al si”这一
惯用语的意思和用法。它的意思
是“= preni mem la rajton”
，译成
汉语是：擅自，胆敢，冒昧。

permi|o

【地】①（地质年
代的）二迭纪 ②
（地层系统的）二
迭系

【地】①（地质年代
的）二叠纪 ②（地
层系统的）二叠系

汉字“迭”和“叠”，音同，意思
毫不相同，不可误用。两者的区
别是：前者是“屡次”的意思，
后者表示“折叠”或“重叠”。

person|: ~aĵoj

私事，个人的事

关于某人的个人详
细情况［资料］（用
于填写身份文件、撰
写传记等）

原文释义：Ĉiaj personaj detaloj
uzeblaj, por legitimiloj, biografio,
gazetartikolo ks。
如果不看原文释义，只望文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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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翻译，译成“私事，个人的事”
似乎也不算错。可是编写词典不
能这么干！
pervers|:
~eco

心理反常

以做坏事为乐的反
常倾向；邪恶，堕落

请看新版 PIV 给 perverseco 的释
义：Inklino konsistanta en la plezuro malbonfari kaj en la ĝojo
malutili kaj malami.

pest|o ②

（象鼠疫一样）…

（像鼠疫一样）…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ez|:
①

象羽毛一样轻

像羽毛一样轻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ez|: sen~igi

= malpezigi

使无重量，使变得很
轻

旧 版 和 新 版 PIV 都 没 有 收 进
senpezigi 这一派生词。从它的构
词形式来判断，它和 malpezigi
只能是近义词，而不是同义词。
senpezigi 从构词上来理解是使某
物体失去重量，或使物体的重量
变得很轻很轻，几乎没有了重量，
而 malpezigi 只是使物体变轻，也
就是减轻的意思。因此它们之间
不存在等值的同义关系。

piĉ|o

①【乐】(一作 pitĉo)
音高 ②<拟>（女性
的）阴户，阴门

（分别列为两个词
条）

这里的两个义项，实际是两个同
形异义词。它们之间无论从词源
还是词义上看，都是毫不相干的
两个不同的词，应该分列为两个
词条。新版 PIV 就是这样处理的。

pied|: ~arko

【解】足底弓

【解】足背，脚背， “arko”在这里指的是弧形物。
跗
PIV 没有将 piedarko 收为专条，
也没有它的具体释义。PIV 在
arko 词条中是这样给 arkeco 释义
的：kurbeco de io arka: la ~eco de
lumbo, de instepo（弧形物的弯曲
度：腰部的弧度，脚背的弧度）。
值得注意的是所给的第二个例句
中提到了“脚背”的弧度。另外，
我还在 PIV 的已故主编 G. Waringhien 先生编著的《世法大词
典 》“ piedo ” 词 条 下 查 到
“piedarko”这一合成词，它的法
语对译词是“cou-de-pied”，也就
是脚背的意思。

pied|: ~artiko

【解】跗骨

【解】踝，脚踝

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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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一个误译。PIV 没有给
piedartiko 明确的释义，但在新版
PIV 的 artiko 词条中我们可以查
得 ： pied~o: ~o inter piedo kaj

tibio. Sin. maleolo（脚和胫骨之间
的 关 节 ）。 所 给 的 同 义 词
（maleolo）更明确地告诉我们这
个合成词是“脚踝”无疑。附带
说一下，“跗骨”在世界语中是
“tarso”。
pied|o

~frapi (ntr.) 跺脚，
顿足

~frapadi (tr.) 用 脚
踏（地），跺（地）:
laŭte pied~adi la
plankon 大 声 地 跺
地（板） / sono de
pied~ado de ĉevalo
（奔马的）马蹄声 /
ili komencis danci,
antaŭe simple, poste
kun pied~ado 他 们
开始跳舞，先是简单
地跳着，后来带有踢
踏动作

原译是按不及物动词来理解和释
义的。按 PIV，piedfrapi 是及物
动词，而且词形中有后缀“-ad”，
因为跺（地）不可能只是一次性
的动作。请看原文释义及例句：
piedfrapadi: Brue frapadi per la
piedoj: ĝi laŭte piedfrapadis la
plankon…

pik|i

（漏收词条）

~najlo
(
同
prempinglo) 图钉

参见本勘误表“pinglo”条中的说
明。

pingl|o ①

prempinglo ( 同
piknajlo) 图钉

（应在“piki”词条
中增收 piknajlo 附
属词条）

既已经注明“(同 piknajlo)”，就
应在 piki 词条中补收这一附属词
条，也应在 premi 词条中补收
prempinglo。

pipr|o ①

kajena pipro 圭亚那
辣椒粉

kajena pipro 红辣椒
粉，番椒粉

参见本勘误表“Kajeno”条中的
说明。

piral|o

【动】螟蛾属昆虫； （应在“lumi”词条
螟 蛾 （ 俗 名 中增收 lummoteo 附
lummoteo）
属词条）

这里提到了 lummoteo，但《世界
语汉语词典》未收这个合成词，
应在 lumi 词条下加上 lummoteo
作为其附属词条。

pirat: ~a

象海盗的

像海盗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irgit|o

= pasero

（删去此条）

PIV、新版 PIV 及普通的拉丁词
汉语词典及法汉大词典、英汉大
词典等辞书中均查不到这个词，
由此可以可见，这个词即使有拉
丁语等语言的词源支持，也没有
必要收进像世汉词典这类非专业
的辞书中。

pis|: ~kolora

象尿的颜色一样的

像尿的颜色一样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ituit|o

【医】粘液

【医】黏液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plafon|o

天花板，顶篷，承
尘

天花板，顶棚，承尘

字面错误。
“顶篷”应为“顶棚”。

plant|i ②

他象木桩似地…

他像木桩似地…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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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tik|: ~a

象真的一样的

像真的一样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lebejo

= plebano

（删去此词条）

完全没有必要引进“plebej-”这
一词根。旧版和新版 PIV 都未收
此词。

plen|a ③

她完全象她爸爸

她完全像她爸爸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len| ④

~a tagiĝo 大天亮

~a tagiĝo 日午，日
中，正午

出自《圣经》中的句子：la vojo de
piuloj estas kiel lumo leviĝanta,
kiu ĉiam pli lumas ĝis plena tagiĝo
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
越明，直到日午（《旧约》）

plen- 【注 1】 ~saldo 结清（帐目） ~saldo 结清（账目） 有 关 财 物 记 载 的 词 语 应 该 用
“账”。
pleonasm|o

同义迭用

同义叠用

plor|: ~pepi

①（小鸡或小乌） (ntr.) (= ĝemi) 呻
叽叽叫 ②（小孩） 吟，悲叹
哭闹

我无法找到将“plorpepi”译为“叽
叽叫”和“哭闹”这两个义项的
依据。我只在 PIV 的“pepi”词
条内查到“plorpepi”的如下释义
和例句：(ntr.) Ĝemi: kiel hirundo
plendanta mi plor~is. 经我查证后
确认，这里所举的例句出自《圣
经·以赛亚书》38 章 14 节。世
界 语 和 汉 语 译 文 如 下 ： Kiel
hirundo plendanta mi plorpepis,
mi ĝemis kiel kolombo. (Jesaja,
38-14) 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鸽呜
叫。由此可见，例句中的
“plorpepis”和后面“ĝemis”所
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都表达“悲
叹”的意思。

plug|i ②

（象犁的一样) 开
出…

（像犁地一 样) 开
出…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lumb|o ①

他的脚象铅一样的
重

他的脚像铅一样地
重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lumon|o

压风被，压脚被

大鸭绒盖被，羽绒封
被［压风被］

参 见 PIV 给 这 个 词 的 释 义 ：
Granda tre malpeza kuseno, entenanta lanugon aŭ plumojn, kaj
metata super litkovrilo.

pokal|o ①

plenega estis la ~o
de mia feliĉo 我的
幸福之杯曾经是满
满的

plenega estis la ~o
de mia feliĉo 我的
幸福之杯曾经是满
满的（意为：我曾经
是极其幸福的）

应译出这句话的比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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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不是“叠”的简化字。两
者字义不同：前者表示“屡次”，
后者表示“折叠”或“重叠”。

poker|:
~vizaĝo

（象赌扑克的人那
样）

（像赌扑克的人那
样）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ol|: ekster~i

（漏收附属词条）

(tr) ( 同 ekstrapoli)
【数】用外推法计
算，外推

PIV 在本词条中收了这一附属词
条 ： Poli ĉe valoro de x, kiu
troviĝas ekster la minimuma intervalo, kiu enhavas ĉiujn argumentojn, kies funkcivalorojn oni
uzas ĉe la polado。参见本勘误表
中“ekstrapoli”条中的说明。

polemoni|o

花葱属植物；花葱

花荵属植物；花荵

花荵科，双子叶植物。
原 文 释 义 ： G. (Polemonium el
polemoniacoj) de unu-, du- kaj
plur-jaraj herboj kun plume kunmetaj folioj, kun regulaj, sonorilaŭ funel-formaj floroj, unuopaj aŭ
en pli-malpli densaj cumoj, kaj
kun kapsuloj unuope ĉirkaŭitaj de
daŭra kaliko; ĉ. 25 sp-oj el Eŭropo, Azio kaj Ameriko, pluraj
pororname kultivataj。
其实，只要查一下拉丁学名，就
可以完全正确地译出此词。这里
可能是编者抄写错误。但这样的
错误审稿和校对是很难发现的。

poligami|o

①(同 pluredzineco)
一夫多妻（制）②
【动】一雄多雌

①多配偶（制），一
夫多妻（制），一妻
多夫（制） ②【动】
多配性，一雄多雌，
一雌多雄

原译按 PIV 给 poligamio 的释义
并没有错，但新版 PIV 对 PIV 原
释义作了修改，扩展了这个词的
词义，使它的词义更准确、更科
学。现将这两个释义抄录在这里，
供大家对比。PIV: 1. Stato de viro,
havanta plurajn edzinojn samtempe. 2. Stato de masklo, havanta
samtempe plurajn inojn. 新 版
PIV: 1. Stato de viro (virino), havanta plurajn edzinojn (edzojn)
samtempe. Rim. Oni ne uzu la
terminon poligamio kiel sinonimon de poliginio. 2. Stato de besto, reproduktiĝanta samtempe kun
pluraj individuoj de la alia sekso.

poligini|o

（增收词条）

①(同 pluredzineco)
一夫多妻（制）②
【动】一雄多雌

按新版 PIV 的释义，原 poligamio
获得了“多配偶（制）”的新义，
原义让给了本词。新版 PIV 给本
词 的 释 义 是 ： 1. Stato de v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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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anta plurajn edzinojn samtempe. 2. Stato de virbesto reproduktiĝanta kun plurajn inojn samtempe.
polv|o ①

diamanta ~o 金 钢
砂

diamanta ~o 金刚砂

误将刚写成钢。

pom|o ③

~o de malkonkordoj

~o de malkonkordo

这 里 的 malkonkordo 用单 数 形
式。

pomp|: ~a

~a parolado 豪壮动
人的讲话

~a parolado 浮夸的
讲话

用 pompa 修饰 parolado，是一个
转义用法。Pompa 的世界语的原
文释义是：Elmontranta imponan
luksan belecon，《世界语汉语词
典》译为“华丽的，壮丽的，盛
大的”。原文释义中的 luksa 着重
表达事物外表的华丽，常用来形
容浮而不实的事物，因而将
pompa parolado 中的 pompa 译为
“浮夸”是确切的。相反，译为
“豪壮动人”在原文释义中是找
不到语义依据的。
“浮夸”和“豪
壮”，一贬一褒，相差甚大。

pont|o ①

azendorsa ~o （驴背
上的）桥形驮子

azendorsa ~o 两 边
有斜坡、中间隆起的
桥

我无法找到原译的任何依据。
PIV 在“ponto”词条的第一义项
内作为列举的各种桥形式时提到
它（ligna, fera ~o; la arkadoj de
ŝtona ponto; azendorsa ~o; transporta, turnebla ~o; … ） 可 见
“azendorsa ponto”指的是某一种
形式的桥，如果指的是一种驮子，
则应放在下面的引申义项中。那
么，这是一种什么桥呢？我们当
然不能按字面译成“驴背桥”或
没有根据地译为像驴背一样的
桥。我们必须找出根据来，否则
只能删去这个词组。很幸运，我
在 PIV“dorso”词条内找到了
“ azendorsa ” 的 世 界 语 释 语 ：
Prezentanta duoblan deklivon ambaŭflanke de meza eĝo: azen~a
ponto。这一释义清楚地告诉我
们，所谓的“azendorsa ponto”就
是上面所说的“两边有斜坡、中
间隆起的桥”
。值得注意的是，新
版 PIV 修 改 了 上 述 的 释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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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endorso: konveksa kaj konkava
evoluo de arko ambaŭflanke de
meza kuspa supro: azen~a ponto。
可能由于这一释义不太好懂，随
后在 2005 年版中又作了如下比
较具体的修改：azen~o: (pp vojo,
ponto) Dudekliva, longforma,
transversa konveksaĵo, konstruita
pro teknikaj kialoj (azen~a ponto)
aŭ por malrapidigi la trafikon (urbovoja azen~o)。尽管作了字面上
的修改，所表达的意思还是一样
的。
pont|o ①

（漏收重要例词）

ponto de l’ azenoj 指欧几里得《几何学》第一卷第
〈转〉驴桥；笨人难 五题，即勾股定理的论证。因这
过的桥；难题［难关］ 个题较难，初学者往往在这个题
上发生困难，故有这一谑称。PIV
所给的释义是：io malfacila nur
por la nesciantoj.

pork|: ~a ②

象猪一样脏的

像猪一样脏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ortulak|o

ĝardena ~o 半枝莲

ĝardena ~o 半支莲

这是两种是不同的植物。半枝莲
在世界语中是 barba skutelario。
半支莲的拉丁学名是 Portulaca
grandiflora，汉语正式名称是（花
卉）太阳花，又名：松叶牡丹、
大花马齿苋。

post ②

rigardi ~ si 瞧着身
后

rigardi ~ sin 瞧着身
后

“瞧着身后”
，就是向身后看，这
里的“si”一定要加表示方向的
“-n”。我注意到，“rigardi ~ si”
是旧版和新版 PIV 中所收的原
句，而且还注明是从卡贝的译作
中收集来的（在例句后加字母略
语“ B ”）。我在卡贝的主要译作
La Faraono 中没有找到这样的句
子，相反却读到了这样的一段话：
“La libia princo mem juĝas ĉiun
aferon precipe inter riĉaj homoj
kaj oferas al ili tiom da tempo, ke
li apenaŭ povas rigardi post sin.
Kaj tial ĉe lia flanko naskiĝas tutaj
bandoj da rabistoj, kiujn ni ekstermas.”

post|: ~e

klini sin posten 向
后弯腰

klini sin posten 身体
向后倾［仰］

人只能向前弯腰，不可能向后。
宜译成身体向后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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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umo

（同 kulaso）枪闩， （同 kulaso）
【军】
炮闩；汽缸盖；宝 （枪炮的）后膛
石底部

既然 PIV 注明 postumo = kulaso，
就 应 按 kulaso 的 词 义 来 翻 译
postumo（参见本勘误表“kulaso”
条）。原译中的“汽缸盖；宝石底
部”，毫无依据。

poŝt|:
~repage

欠资

货到付款（收货人或
收件人在收到邮寄
的包裹后付货款和
寄费）

原文释义：kun pagoŝarĝo。
此合成词表达的是一种邮购的方
式，所以用副词形式。
“ 欠 资 ” 是 nesufiĉa afranko;
neafranko;
“欠资信”是 nesufiĉe afrankita
［neafrankita, afrankŝulda］ letero。
如：ne sufiĉe afrankitan poŝtaĵon
mi rifuzas 我拒收欠资邮件
punpago pro nesufiĉa afranko 欠
资罚款

potas|o

kaŭstika ~o 性钾

kaŭstika ~o 苛性钾

写漏了字。

pra-

I. (pref.) ①表远亲
： ~avo 曾祖父 /
~avino 曾 祖 母 /
~nepo 曾 孙
/
~nepino 曾 孙 女 /
~patroj 祖 先 / 后
代

I. (pref.) ①表示比
词根义更远一代的
亲 属 关 系 ： ~avo
（= patro de avo）曾
祖父，外曾祖父 /
~avino （ = patrino
de avo）曾祖母，外
曾祖母 / ~nepo （=
filo de nepo）曾孙，
外 曾 孙 / ~nepino
（= filino de nepo）
曾孙女，外曾孙女 /
~onklo （= patro de
onklo; onklo de patro aŭ de patrino）伯
祖；叔祖；舅公；姑
丈公；姨丈公 / en la
tempo de mia ~avino
在我曾祖母的时代
/ ~nevo （= filo de
nevo）侄孙 【注】
由于已有“avo”和
“nepo”两个词的存
在 ，“ ~patroj ” 和
“~filoj”就分别获
得了“（历代）祖先”

原译有如下几个缺点：
1 “表远亲”
，不确切。“远亲”，
是“血统关系或婚姻关系疏远的
亲戚”的意思。不是这个前缀所
要表达的意思。
2 给出的例词，只列出它们的父
系的亲属关系，而忽略了它们的
母系亲属关系。
3 没有译出原文中“注”，而这
个“注”对于阐明“prapatroj”
和“prafiloj”的词义，是必要的。

165

和“重孙以下后代”
的词义
Prag|o

la praga printempo:
布拉格之春

la Praga printempo:
布拉格之春（音乐节
名）

只译为“布拉格之春”而不说明
它的含义，等于不译。按新版 PIV
的 释 义 （ muzika festivalo kaj
kromnomo de la liberiga socia
movado de 1968），la Praga printempo 即指在布拉格举行的音乐
节，也借指 1968 年发生在布拉格
的那场政治运动。因为这涉及到
敏感的政治问题，可以不译出第
二个含义。另外，原译中 praga
用小写，应按原文改为首母大写，
因为“布拉格之春”并非普通名
词。

predikat|o

for faŝismo

for la faŝismon!

漏写了冠词 la，而且 faŝismo 还
需要用宾格。请比较 PIV 中类似
的句子：~ la neŭtralismon! 打倒
中立主义！ / ~ la atomarmilojn!
不要原子武器！

pov|: ~o ①

颜料的复盖能力

颜料的覆盖能力

关于“复”与“覆”的用法区别，
参见“ating: ~odistanco②”中的
说明。

prem|i ①

我们象装在桶里
的…

我们像装在桶里
的…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rem|i ②

li ~is ŝin al sia
flanko 他把她搂到
怀里

li ~is ŝin al sia
flanko 他把她紧紧
搂在自己身边

flanko 是身体的一个侧面，不能
译为“怀”。

prem|:
~butono

按钮，旋钮

按钮

删去旋钮。
旋钮应为： turnobutono

prem|i

（漏收词条）

~pinglo (同 piknajlo)
图钉

参见本勘误表“pinglo”条中的说
明。

pren|: for~i

ne povi for~i la
okulojn fo de iu 不
能把眼睛从那个人
身上移开

ne povi for~i la
okulojn fo de iu 不
能把目光从某人身
上移开

汉语不习惯说“移开眼睛”。这里
的“okulo”转义表达“目光”
（见
“okulo”的第 3 义项）。

pren|: kun~i

kun~i kun si du
vergojn 随 身 带 着
两根棍子

kun~i kun si du vergojn 随身带上两根
棍子

preni 是表示瞬间动作的动词，不
能译为“带着”。下面的一个例句
中的“带着”也应改为“带上”。
“带着”在世界语中用“kunporti”
表达。

pren|: trans~i

trans~i interrompitan taskon 接 收 中
断了的工作任务

trans~i interrompitan
taskon 接过一项中
断了的任务（以便继

接收，是收受、接纳的意思，这
里宜用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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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完成）
prepozitiv|o

【 语 】（ 世 界 语 中
的）前置格（以一
个介词与一个名词
构成，以代替主格
与宾格以外的各种
格）

【语】
（世界语中的）
前置格，间接格（由
一名词或代词前面
加一介词构成，在句
中起间接宾语或状
语的作用）

由于世界语中只有两种格的形
式，即主格和宾格（后者有时也
起表达运动方向的作用），因而
“以代替主格与宾格以外的各种
格”的表述是不妥当的。应该以
新版 PIV 的释义为准。新版 PIV
的释义是：Sintaksa funkcio de
sintagmo, antaŭirata de prep. kaj
funkcianta kiel nerekta objekto aŭ
adjekto.

pres|: ~o

platpreso
( 同
ofsetpreso) 【 印 】
石印；胶版印刷

platpreso (同 ofseto)
【印】石印；胶版印
刷

ofseto 本身就是“胶版印刷，胶
印”，因而没有必要再在词后加
“-pres”。《世界语汉语词典》中
也未收“ofsetpreso”这一合成词
形式。

pres|: super~i

迭印

叠印

请注意“迭”和“叠”的区别：
前者是屡次的意思，后者表示“折
叠”或“重叠”。

pres|:
per~ado

（电影的）迭印

（电影的）叠印

请注意“迭”和“叠”的区别：
前者是屡次的意思，后者表示“折
叠”或“重叠”。

prezent|:
~ebla

象样的

像样的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rezent|: ~iĝi

①出现，呈现：…
②参加（考试、竞
赛 等 ）： ~iĝi antaŭ
ekzamenonto 参 加
考试

①（指物）出现，呈
现：… ②（指人）
出现，来到，【医】
（胎儿）先露： ~iĝi
antaŭ ekzamenanto
参加考试，应试 /
~iĝi al radiografia
ekzameno: 接 受 X
线照相检查

①原译不够准确、具体 ②《世界
语汉语词典》中（旧版和新版 PIV
中也同样）的 ekzamenonto 应是
ekzamenanto 之误。

princ|o ⑤

la ~o de la mensoganto 撒谎大王

la ~o de la mensogantoj 撒谎大王

mensogoj 应该用复数，请比较：
“la ~o de la poetoj”诗王，讲坛
宗匠。

princ|o

~eto （领地、势力 ~eto （领地、势力
等较小的）小诸侯， 等较小的）小国国
小公子 / ~eteto 小 君，小诸侯
国国君

删去下面的“~eteto”（此词用两
个后缀“et”没有必要，PIV 未
收 此 词 ）， 并 将 其 译 语 合 并 到
princeto 中。

probabl|:
~eco

概然性

盖然性

按《现代汉语词典》，“盖然性”
不能写成“概然性”。

profet|: ~i ①

象先知那样作预卜

像先知那样作预卜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progresi|o

【数】级数（指等

【数】级数（指算术、 既然括号的解释中提到了三种级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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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几何和调和三
种级数）

几何和调和三种级
数）：… / harmonia
~o 调和级数

数，也应该将调和级数及其译语
收进词典中。等差级数即算术级
数。应该选用比较通俗、常见的
说法。

progresi|o

aritmetika ~o 算术， aritmetika ~o 算 术
级数
级数

多写了一个逗号。

proklam|i ②

liaj okuloj proklamis
justan juĝon 他 的
眼神显示出公正的
判决

liaj okuloj proklamis
justan juĝon 他的眼
神显示判决是公正
的

原译太拘泥字面，显得很别扭，
不符合汉语表达的习惯。

prokuror|o

【法】最高检察官

【法】检察官，检察
员

原译中的“最高”两字是多余的。
新版 PIV 中收有例词“ĝenerala
~o”是“（最高法院的）检察长；
总检察长”。

propuls|i

= antaŭenpeli

(同 antaŭenpeli)（指
发动机等）推进，推
动，驱动

《世界语汉语词典》中未收
“antaŭenpeli”。用一个在同一部
词典中查不到的词来解释另一个
词，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应该
避免这种释义方式。应补收
“antaŭenpeli”或删去这一同义
释语。

protagonist|o

(同 ĉefrolulo) 【剧】 ①(= ĉefa rolo)（戏
（戏剧、小说、电 剧、小说、电影中的）
影中的）主角
主要人物；主角 ②
（= ĉefrulolo) 【剧】
演主要人物的演员；
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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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的“主角”，按《现代汉语
词典》的释义，
“指戏剧、电影等
艺术表演中的主要角色或主要演
员”。所谓角色，就是演员所扮演
的剧中的人物，因此，汉语中的
“主角”，具体来说有两个不同的
含义，即既指戏剧、电影中的主
要人物，也指扮演主要人物的演
员。前者译成世界语可以是 ĉefa
persono en teatro aŭ filmo 或 ĉefa
rolo，后者可以是 aktoro, kiu ludas
la ĉefan rolon 或 ĉefrolulo，
即：ĉefa
rolo（或 ĉefrolo）是指剧中的主
要人物，而 ĉefrolulo 指的是扮演
这一角色的演员。现在我们再来
看 看 旧 版 和 新 版 PIV 给
protagonisto 的定义：Ĉefrolulo en
dramo, romano, filmo ks。如果按
上面的分析来考察这个定义，我
们就不难发现，这个定义是不正
确的。剧本、小说中会有“演主
要角色的演员”吗？从这个错误
的 定 义 中 我 们 很 难 断 定

“protagonisto”究竟是指剧本、
小说或电影中的主人公还是指扮
演这个主人公的演员。世汉词典
依据这个释义把“protagonisto”
翻 译 成 ： protagonisto: ( 同 ĉefrolulo) 【剧】（戏剧、小说、电
影中的）主角。这里的矛盾也是
显而易见的：既然明确说
protagonisto 和 ĉefrolulo 是同义关
系，也就是说，protagonisto 指的
是演员，而“小说”中会有演员
吗？实际上，世界语中的
protagonisto 和在汉语中一样，同
样兼指“主要角色”和“演主要
角色的演员”
（在西方语言中，如
英语、法语等，也是如此。按这
样 的 理 解 ， 世 界 语 中 的
protagonisto 可以定义为：1. ĉefa
persono en teatro, filmo, romano
ks; ĉefa rolo 2. aktoro, kiu ludas la
ĉefan rolon en teatro, filmo ks;
ĉefrolulo.
proteinaz|o

【化】朊酶

【生化】蛋白酶，朊
酶

proteoliz|a

~a enzimo 解朊酶， ~a enzimo 【生化】 “朊”是蛋白质的旧称。应把使
朊水解酶
蛋白水解酶，朊水解 用较广的名称放在前面。
酶

prov|:
~balono

测风气球，探测气
球

探测气球；气象气
球；
〈转〉
（用来试探
公众对新事物看法
的）试探“气球”；
试探

这个词主要用于转义。请看 PIV
所 给 的 释 义 ： (f.) Eksperimento
farita por sondi la opinio de la
publiko pri nova afero。

provinc|:
~anismo

(
一
作
provincialismo) 外
省方言；外地土语
（指首都以外地区
的发音、用词）

（删去此词条）

在 PIV 中可以查到 provincialismo
和 provincismo 这两个表示“外省
方言，外地土语”的词，却找不
到 provincanismo 这一词形。同一
个意思，已经有了两个不同的词
来表达，没有必要再增加另一个
词。

psoas|o

【解】腰大肌：
iliako-~a muskolo

【解】腰肌： maĵora
~o 腰大肌 / minora

译出例句，就可以看出，原译“腰
大肌”应改为“腰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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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朊”是蛋白质的旧称。应把使
用较广的名称放在前面。顺便提
一下：proteino 的汉语译名，也
应将“朊，蛋白质”的顺序颠倒
一下。

髂腰肌

~o 腰 小 肌 / iliako-~a muskolo 髂
腰肌

psoriaz|o

【医】银屑病

【医】银屑病，牛皮
癣

应补充这种病的通俗名称。

puaz|o

（…粘度单位…）

（…黏度单位…）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puĉ|: ~ismo

盲动主义

鼓吹暴动，煽动叛乱

puĉo 是暴动、叛乱、军事政变的
意思，不是“盲动”。

puf!

(interj.) 扑！
（物体
落地声）

(onom.) 扑！
（物体
落地声

此词应该是象声词。

pugn|:
~obatalo

(同 boksi)

(同 boksado)

动词和名词不可能构成同义关
系。

pum!

(interj.) 扑通！（重
物坠地声）

(onom.) 扑通！（重
物坠地声）

此词应该是象声词。

pun|: ~domo

（旧时的）少年犯
教养所

牢房

无论从这个合成词的字面上理解
或是按 PIV 所提供的释义（domo,
kie kondamnitoj estas tenataj），都
不会有“（旧时的）少年犯教养所”
的词义。
pundomo 在另一处，即在 domo
词条第一义项的例词中已被译为
“牢房”，这一译法是正确的。

pund|o

英镑（英国货币单
位 ， 也 作 sterlinga
pundo）

镑（英国等一些国家
的货币单位）
： brita
~o （= sterlingo）英
镑

按 PIV 的释义（monunuo en kelkaj
landoj, i.a. Britio），应将 pundo 译
为“镑”，因为以“pundo”作货
币单位的国家除英国英国外，还
有爱尔兰、埃及、塞浦路斯，黎
巴嫩、苏丹、叙利亚、马耳他、
以色列等国家，因此将 pundo 译
为“英镑”，是不确切的。

purpura|o

【医】①紫瘢 ②紫
瘢病（以紫瘢为特
征的各种综合症）

【医】①紫癜 ②紫
癜病（以紫癜为特征
的各种综合征）

字写错：
“紫瘢”为“紫癜”之误；
“综合症”为“综合征”之误。

pustul|o ①

【医】脓疱

【医】脓包

字写错。
“疱”读作 [ｐàｏ]，指
皮肤上起的水泡状的小疙瘩。另
外，本词条项下其他两处的“疱”
以及下面的 pustulozo 词条中的
“疱”也应改为“包”。

puŝ|: ~pinglo

图钉，揿钉

（删去这一合成词） 在旧版和新版 PIV 中“图钉”都
作“prempinglo”
、
“desegnonajlo”
或“piknajlo”。从这个词的意义
上来看用“prempinglo”较为合
理。

rad|o ①

diskrado: 盘轮；粘

【汽】盘式车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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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V 给 diskrado 的释义是： rado,

金属板砂轮；
（汽车
的）轮毂

形轮

prezentanta masivan diskon。从这
个释义中可以看出，diskrado 不
同于普通的车轮。原译给出的三
个译法中，除第一个译法接近这
个合成词的所表达的意思外，后
面的两个译法找不到任何根据，
应删去。

③

rad|: ~ringo

(同 bendo ) 轮胎， 轮箍
轮带

旧版和新版 PIV 中都没有收这个
合成词。
《世界语汉语词典》除了
在这里将这个合成词翻译成“轮
胎，轮带”外，还在“ringo”词
条中第一义项中作为例词收了这
个合成词并译为“轮箍”。
“ringo”
通常是指用金属或其他坚硬的物
质做所的“圈”，它不可能是轮
“胎”之类的东西。轮胎是橡胶
制品，分内胎和外胎两种，通常
译为“pneŭmatiko”或“pneŭo”
，
如果具体一些，外胎为“bendo”
内 胎 为 “ aertubo ”， 所 以 ， 将
“radringo”译为“轮胎”或“轮
带”是不恰当的。
“轮箍”是套装
在机车车轮外周同钢轨接触的箍
圈，符合这个合成词的词义。我
以为用它来译 radringo 是可取
③
的。应删去“(同 bendo )”。

rad|: ~rondo

= cirklo

轮缘，轮圈，轮辋

radial|a

= radia

(同 radia ) 径向的： 原译只用“= radia”来释义，是
~a forto 径向力
对读者不负责作的做法。首先，
不译成汉语就是没有起到双语词
典的作用，其次，radia 在《世界
语汉语词典》中共有 3 个义项，
radiala 和它的的哪个义项同义？
是只笼统地说它“＝ radia”， 编
者是省事了，却误导了读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版 PIV 中
radiala 这一词条已经删去。

radik|:
~propra

【植】由种子萌发
或由吸根长出的

【植】（指树木）由
种子萌发或由自身

参见 PIV 所给的释义：Ekstera
ringa parto de rado, ĝenerale
ekipita per bendo aŭ ringego kaj
ligita al nabo per spokoj aŭ plato。
cirklo 的词义是“圆（周）”，与
radrondo 毫无关系。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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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新版 PIV 的释义： (pp arbo)
Ne greftita, sed kreskanta el pro-

的根长出的（区别于
嫁接的）

praj radikoj。

radiometr|o

①辐射计，辐射仪 【理】辐射强度测定
②辐射测定（法）， 器（用以测定辐射强
放射性测量（法） 度的仪器），辐射计，
射线检查器

此为仪器，怎么也会作“测定
（法）”来讲？原译的第二义项显
然是错误的。PIV 给它的释义比
较啰嗦，新版 PIV 进行了简化：
Instrumento por mezuri la intenson
de radiado.

ran|o

verda ~o (hilo 的俗
名) 雨蛙

在 旧 版 和 新 版 PIV 中 都 写 作
verda ~eto。

rand|: ĝis~e

边靠边地，并排地： 满得齐边地，满到边
du ĝis~e tasoj da teo 地，满得快要溢出
两杯满到边的茶
来：du ĝis~e tasoj da
teo 两 杯 满 到 边 的
茶

我真不明白，这个很明显的错误
怎么会骗过审阅和校对人的眼
睛？这说明要编写好一部辞书，
不但要求编写者细心认真，而且
要求审阅和校对人员都要有高度
的责任心，光靠主编一人的把关
是绝对不够的。我对这个错误产
生的原因产生了兴趣。我查了几
本当时可能用作参考书的多种汉
外辞书（我当时也参与部分词条
的撰写，知道当时推荐的几部主
要参考书），结果还真的找到了原
因。原来是抄录时串了行。请看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汉词
典》141 页“bord”词条（相当
于世界语中的 rando）有关部分的
文字：~ à ~ 边靠边地，并排地。
呵呵，请原谅我多说了几句。

rapid|: ~o ①

liberiga ~o 脱离速
度，第二宇宙速度

把“liberiga rapido”译为“脱离
速度”无疑是正确的，但译为“第
二宇宙速度”就不够准确了。常
识告诉我们，所谓“脱离速度”，
是指人造地球卫星摆脱地球或太
阳系的引力束缚而飞向星际空间
所必须的速度。第二宇宙速度是
相对于第一宇宙速度和第三宇宙
速度而言的。第一宇宙速度又称
圆形轨道速度，是指人造地球卫
星环绕地球运行所必须的速度，
译 成 世 界 语 为 ： unua kosma
rapido 或 cirkla ( 或 orbita)
rapido；第二宇宙速度是指人造地
球卫星为摆脱地球引力飞往行星
际空间所必须有的速度，可译为：

verda ~eto (hilo 的俗
名) 雨蛙

liberiga ~o 脱 离 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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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 kosma rapido 或 tera liberiga
rapido；第三宇宙速度是指人造地
球卫星为摆脱太阳系引力飞往恒
星际空间所必须有的速度，可译
为 tria kosma rapido 或 suna
liberiga rapido。从以上分析可知，
“脱离速度”可能是指第二宇宙
速度，也可能是第三宇宙速度。
rapid|: ~eco

象闪电一样快地

像闪电一样快地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reaform|aj

【动】‘鶆[奥＋鸟]
科 ’（ 无 法 输 入 此
词，可改译为“美
洲驼鸟”）

【动】美洲驼鸟目

应该严格动物学术语的规范来翻
译。在动物学分类中，-formaj 表
示动物分类系统中的“目”。

referenc|o ①

（书刊中的）附注

（书刊中提供资料、 原译不具体。有各种不同的附注。
论据、引文等出处 这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起补充说
的）附注
明或解释正文的附注。词典编者
有责任向读者说明是什么性质
的、起什么作用的附注。

regatt|o

= boatfesto

regatto ( 同 boatfesto, boatkonkurso)
赛船会，帆船竞赛

regi|o

【法】事业或企业 【法】官营，官办（国 原译不具体。译为“国营”，容易
的国营（如专卖等） 家对某些公共事业、 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营”相混。
工商业的直接管理
和 经 营 的 形 式 ）；
（烟、盐等的）专卖
（局）

registr|i ②

登帐，记帐

登账，记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registr|: ~isto

konta ~isto 记帐员

konta ~isto 记账员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reglament|:
~o

= regularo （特指行
政管理等或政府方
面的）

（= regularo）
（特指 原译缺少关键的译词。
行政管理等或政府
方面的）规章，条例，
守则

regul|:
①

同某人算帐

同某人算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reĝ|o ①

la ~o Ŝtipo（不理朝
政的）傀儡君主；
庸王

la ~o Ŝtipo 不理朝
政的君主；庸王；有
名无实的国王

傀儡君主是比喻受人操纵的君
主，而按 PIV 的定义“la reĝo
Ŝtipo ” 实 际 上 是 指 “ tipo de
nenifara registo”。

reĝ|: ~i

inter blinduloj ~as la
strabuloj

inter la blinduloj ~as
la strabuloj

原文中少了一个冠词。此句出自
柴氏《世界语谚语集》，使用时不

~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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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汉语词典》未收
boatfesto。 用一个在同一部词典
中未收的词来释义，实际上根本
没有释义，不但没有起到双语词
典的作用，而且还浪费读者时间，
使读者感到困惑和失望。

能改变原来的形式。
reĝ|: ~birdo

(troglodito 的俗名)
【动】鹪鹩，巧妇
鸟

（删去这一附属词
条）

旧版和新版 PIV 中只有 birdreĝo，
而没有 reĝbirdo 词形。在《世界
语汉语词典》的 birdo 词条中已
经收有“birdreĝo”附属词条。

rekord|o

posedi ~on

posedi la rekordon

保持记录与创造记录不同，前者
是保持已有的记录，后者创造一
项新的记录，因此前者必须在
rekordon 前加冠词，而后者则不
需要冠词。

rekt|a

~angulo ①直角 ②
（同 ortangulo） 长
方形，矩形

~angulo ( 同 ortan- 《世界语汉语词典》在“rekta”
gulo) 【数】长方形， 词条内将“rektangulo”的第一义
矩形
项译为“直角”，将第二义项译为
“（同 ortangulo）长方形，矩形”，
而在“orto”词条内“ortangulo”
却被译为“同 rektangulo”【数】
直角。这就产生了混乱。在 PIV
中 rektangulo 被 释 义 为 与
ortangulo 同义。ortangulo 的词义
是：“Kvarangulo havanta 4 ortajn
angulojn.”
（四个角都是直角的四
边 形 ）， 即 矩 形 。 这 就 是 说 ，
“rektangulo”只有一个义项，即
矩形或称长方形。因此应删去原
译中 rektangulo 的第一个义项“①
直角”。那么，“直角”在世界语
应 该 怎 么 表 达 呢 ？ 写 作 rekta
angulo 或 orto 就可以了。

rekt|: ~e ④

li sidiĝis ~e sub la
sonorilo 他 正 在 铃
声响的时候坐在位
子上了

li sidiĝis ~e sub la
sonorilo 他 正 好 就
坐在钟的下方

这里的“rekte”相当是“ĝuste”
，
意思是“恰好，正好”，用来修饰
表地点的介词“sub”，与时间没
任何关系。

rel|o ①

tram~o 电路轨道

电车轨道

字面错误。

religi: ~a ③

（象在宗教仪式上
那样）

（像在宗教仪式上
那样）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remanenc|o
②

视象暂留

视像暂留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renvers|i: ③

颠复

颠覆

关于“复”和“覆”的区别，参
见“ating: ~odistanco②”中的说
明。

renvers: ~iĝi
②

倾复

倾覆

关于“复”和“覆”的区别，参
见“ating: ~odistanco②”中的说
明。

respektiv|: ~e

en trianguloj A. B.

en trianguloj A, B,

标点符号错：
“A. B. C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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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句点应改为逗点“A, B, C …”。

ret|: ~aĵo

bazar~o 网袋

bazar~o 市 场 用 网
袋

这一附属词条误插入在~aĵo 之
后，应移至“reto”的第一义项内。

revizi|i ②

核对退休金帐目

核对退休金账目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rid|: ~o

rido de hieno 鬣狗
的可怕的叫声，狞
声

rido de hieno 〈转〉 这里的 rido 是转义的比喻用法，
鬣狗的狞笑（即鬣狗 必须标上〈转〉字。请看新版 PIV
的可怕的叫声）
所给的说明：(analoge) rido de
hieno (ridosimila bleko)

rigard|:
ĉirkaŭ~i

(tr.) 环顾，从各方
面察看，观察:
ĉirkaŭrigardi ĉevalon 相马

(tr.) 从各方面察看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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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就是“向四周看”
（rigari
ĉirkaŭen 或 rigardi al ĉiu flanko），
而“从各方面察看”，就是从不同
的角度向某一件东西看。显然，
这两个译语的意思完全相反：前
者站在固定的位置向四处看，后
者变换位置向某一目标物看。应
删去“环顾”，保留“从各方面察
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PIV 是怎样定
义这个词的：“ĉirkaŭrigardi (tr.)
rigardi de ĉiu flanko: ĉirkaŭrigardi
ĉevalon, antaŭ ol ĝin aĉeti; iru
ĉirkaŭ Cion kaj ĉirkaŭrigardu ĝin
(X.)”。从这个释义和两个例句来
看，“ĉirkaŭrigardi”的词义正是
“从各方面察看”（rigardi de ĉiu
flanko），所举的第一个例句中的
“ĉirkaŭrigardi ĉevalon”就是上面
世汉词典中所收的例词“相马”
（就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马
的优劣）。第二个例句出自柴门霍
夫翻译的《圣经•旧约•诗篇》第
48 篇 ： Iru ĉirkaŭ Cion kaj
ĉirkaŭrigardu ĝin, / Kalkulu ĝiajn
turojn. （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
旋绕，数点城楼）。虽然这里的汉
语 译 文 并 没 有 直 接 把
“ĉirkaŭrigardi”译为“从各方面
察看”，但“四围旋绕”意思就是
要人们四处走走，到处看看，而
不要固定在某一地点看，与
“rigardi de ĉiu flanko”（从各方
面察看）所表达的意思实际上是
吻合的。
但令人费解的是，新版 PIV 却把

旧版 PIV 中的正确的释义“rigardi
de ĉiu flanko”改成了“rigardi al
ĉiu flanko”（向各个方面看）。可
是矛盾产生了：原来的两个例句
却没有改换，它们仍然支持原来
的释义：rigardi de ĉiu flanko！
rigl|i ①

把 … 闩 上 （ 或 拴 把…闩上；给…上插
上）；给…上插销； 销；闩闭
闩闭

闩和拴，读音相同，词义和用法
不同。前者作名词用，指门关上
后插在门内使门推不开的木棍或
铁棍，作动词用，意思是用闩（把
门）插上；后者只作动词用，意
思是用绳子等绕在物体上，再打
上结，与门闩无关。因此应删去
括号内的“（或拴上）”。同样，在
下面例句中的“栓上”应改为“闩
上”。另外，在 riglilo 词条的译语
“闩；门闩；拴；插销”中的“拴”
字，也是误用，也应删去。

rilaks|a

rilaksa tubo ( 同
tiratrono) 闸流管

（漏收给出的同义
词）

《世界语汉语词典》漏收
tiratrono，应该补收。
用一个在同一部词典中未收的词
作同义词，是词典不严谨的表现。
另见本勘误表“tub|o④”条内的
说明。

rim|o

enklitika o (同 mozaika o) 轻读韵（即
不同词性相同的词
押韵的韵脚，如
sekvi – nek vi）
mozaika o ( 同
enklitika o) 拼合韵
（即轻读韵）

enklitika ［mozaika］
o 拼合韵（即由词性
或结构不同而韵脚
相同的词所押的韵，
如如 sekvi – nek vi）

在 本 词 条 内 enklitika rimo ( 同
mozaika rimo) 被译为“轻读韵”，
mozaika rimo（同 enklitika rimo）
又被译为“拼合韵（即轻读韵）”
。
为什么不合并起来呢？这两个译
名比较起来，我倾向于“拼合韵”。
另外，原译括号中的说明读者难
以看懂，须作适当修改。

rimes|o

【商】转付汇票（债
权人通知债务人向
第三人付款的指
示）

【商】延期偿付汇票
（债务人发给债权
人用以延期偿还债
款的汇票）

原文释义为：Speco de kambio,
kiun ŝuldanto sendas al sia kreditoro por tiel pagi la pli malfrue
pagotan ŝuldon.

rip|o

~velurio 灯心绒

~veluro 灯心绒

原文中多写了一个字母。这个词
的通常写成 ripa veluro。

rit|: ~a

al ~aj kvastoj de la
hebreaj vestoj

la ~aj kvastoj de la
hebreaj vestoj

将“la”误写成“al”。

ritm|: ~a

~a akcento 节奏，重
读

~a akcento 节 奏 重
音［重读］

原译误加逗号。

rol|: ~ulo

角色

扮演某一角色的演
员

按现代汉语词典，角色是指戏剧
或电影、电视中演员扮演的剧中

176

人物。rolo 与 rolulo 在表达上应
有所区别。
Rom|: r~ano

（同 romiano）古罗
马人，罗马人

①(= romiano) 古罗
马人 ②罗马人，罗
马市民 ③罗曼语民
族（指法兰西、意大
利、西班牙、葡萄牙
等民族）的成员，说
罗曼语族语言的人

按 PIV 的释义，romano 应该有三
个义项。

Rom|o

~anio ( 或 作 ~io)
古罗马帝国

~io 古罗马帝国

既然 romano 不但指 “古罗马
人”，而且也指现代的罗马市民，
“Romanio”也就不能只指“古
罗马帝国”了，因而新版 PIV 删
去了 Romanio，只保留 Romio。

roman|o ③

…真象一部小说

…真像一部小说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romantik|a

（漏收义项）

②浪漫的，富有浪漫
色彩的，香艳的

原译中只有第一义项，而漏译了
第二义项，应该补上。参见 PIV
所给的释义：(f) plena de ekzaltita
pasio。

romp|i ①

~i al si la femuron
大腿骨折

~i al si la femuron
折断（自己）的大腿

原译不够准确。

romp|i ③

rompi la vicojn 冲
破队伍

rompi la vicojn post
la parado 游行之后
解散队伍

原译没把句子抄全。PIV 给出的
例句的完整形式是 rompi la vicojn post la parado，所以译为游
行后解散队伍。rompu la vicojn!
还可以作口令，意思是：解散！

romp|i ③

~i al iu la koron 刺
伤了某人的，使某
人很伤心

~i al iu la koron 伤
了某人的心，使某人
很伤心

原译中漏写了一个“心”字。

romp|i ③

~i al iu la kapon 使
某人绞尽脑汁，伤
脑筋

~i al si la kapon 苦
苦思索；绞尽脑汁

“rompi al iu la kapon”的意思应
该是“打破某人的头”。这与这个
惯用语语义相去甚远。正确的形
式应该是 rompi al si la kapon（参
见 PIV 在 kapo 词条第二义项：
rompi al si la kaponZ (f.
cerbumi)）。原译之所以将“al si”
误写成“al iu”，可能与 PIV 在这
里所提供的这个例句有关：kiom
ajn ni ~is al ni la kapon, ni neniel
povis kompreni …（我们无论怎么
苦苦思索，也不明白…）。词典编
者可能只截取句中的“~is al ni la
kapon”进而把 al ni 改为 al iu。
另外，原译中的“伤脑筋”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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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去，或者改为“动脑筋”，因为
“伤脑筋”是“形容事情难办，
费心思”。
romp|i ⑥

rand~i 使缺损，使
出现缺口

损坏…的边缘，使边
缘缺损

原译不够准确。
此处按“rando”词条中“~rompi”
的译语改正。

romp|: dis~i

~i la argilan vazon

dis~i
vazon

原句中将 dis~i 误写成 ~i。

rond|: ~a

~a nombro 整数

~a nombro 约整数

理由见本勘误表“nombro”条内
的说明。

rond|: ~igi

使…变成整数

使…变成约整数

理由见上条。

rond|: ~ligno

原木

圆材，短圆的木料

“原木”是指采伐后未经加工的
木料，而“rondligno”按构词成
分来理解指的应该是“圆材”。

rost|i ③

热得象炙烤

热得像炙烤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rost|: ~igi

使…受烤

使…烤： rostigi sian
ĉasaĵon en rostejo
派人将猎物送到烤
肉店去烤 / Cidkija
kaj Aĥab, kiujn la
reĝo
de
Babel
rostigis sur fajro 巴
比伦王着人用火烧
死的西底家和亚哈
（《旧约》）

原文释义：Fari, ke iu rostu。
按这个释义，rostigi 的意思应该
是“叫人或派人去烤”。

rostr|o ②

【植】= stigmo

（= beko ②）
【植】 原文释义标明“= beko ②”即
喙状突起，喙
“【植】喙状突起，喙”。不知是
什么原因，即写成了“【植】=
stigmo”。stigmo 共有 4 个义项，
用作植物的义项，意思是“柱头”。
不知有何依据？不知有何依据！

rot|o ②

~o da perdrikoj 一
群鹧鸪

~o da perdrikoj 一
群山鹑

在“perdrik|o”词条中此词译为
山鹑。鹧鸪应该是 frankolino。

la ~o de la planedoj
行星的公转

la ~o de la planedoj
行星的自转

这里将“自转”误译为“公转”。
“行星的公转”应译为 la rivoluoj
de la planedoj。

rotaci|:
①

~o

la

argilan

rotator|o ①

【理】（分子等的） 【理】旋转体（如分
旋转力
子 等 ）： ~a forto
（分子等的）旋转力

原 文 释 义 ： Rotacipova objekto
(molekuloj ktp)。
旋转力为：rotatora forto.

roz|o ①

ne kuŝu sur rozoj 不
要自寻烦恼

这一惯用语在 PIV“rozo”词条
的第一义项中的形式是：ne kuŝi
sur rozoj (= esti en malagrabla
situacio)。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
以把它改为肯定形式：kuŝi sur

ne kuŝi sur rozoj 生
活得不愉快，日子过
得不幸福，心情不舒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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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zoj (= esti en agrabla situacio)。
此词源自法语惯用语“être couché sur des roses”，意思是“生活
过得愉快，日子过得惬意，心情
舒畅”。 知道了这个来源，我们
就能正确理解它的否定形式“ne
kuŝi sur rozoj 并确切地将它译为
“生活得不愉快或不幸福”。 顺
便说一下，原例句本来是不定式
的否定形式（ne kuŝi…）
，而《世
界语汉语词典》的编者把它改为
祈使式否定形式（ne kuŝu…），
因而就译成了“不要…”
。这也与
原例句的句式和句意不合。
ruband|o ②

Blua Rubando (la):
【海】大西洋蓝带
奖（对大西洋最快
客客轮的奖带）

Blua Rubando (la):
【海】蓝带奖（授予
横渡大西洋最快的
客轮），
〈转〉最优秀
的标志，最高荣誉，
第一流

参见 PIV 中 rubando 词条第二义
项下 Blua Rubando 的释义。该释
义特意给出了它的转义，但未给
出“授予横渡大西洋最快客轮”
这一含义。另参阅英汉大词典
Blue Ribbon 的释义。

rul|i: ②

= surfo

（水流、风力等）卷
起，翻起，卷动，吹
卷 ： la maro ~is
pezajn ondegojn sur
la bordon 大海卷起
巨浪，拍打到岸上 /
la tritikaj kampoj ~is
ondojn de oro 麦田
翻起金黄色的波浪
/ la vento ~as la
densan fumon 风吹
卷着浓烟

明明是个动词，怎么能用一个名
词作同义词来给它释义呢？
“surfo”是“拍岸浪”的意思，
与“ruli”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
相去甚远。PIV 给这一义项的释
义是：vidigi ondiĝan movon, kiu
donas la impreson de rulado（新版
PIV 修 改 为 Estigi movon, kiu
donas la impreson de rulado），译
成汉语就是“（水流、风力等）卷
起，翻起，卷动，吹卷”。为了更
好地说明这个义项的用法，我在
《世界语汉语词典》提供例句的
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例句。

rul|i: ~iĝi ①

rado de doloro kaj
de ĝojo en mia koro
~iĝas 在 我 胸 中 翻
腾着悲痛和欢乐
（意为：悲喜交集）

rado de doloro kaj de
ĝojo en mia koro
~iĝas 我心中悲一阵
喜一阵

“悲喜交集”
，意思是悲喜的感情
交织在一起，与 PIV 给这个例句
提 供 的 语 义 提 示 （ esti jen en
doloro, jen en ĝojo）不符。

rul|: ~tranĉilo

（同 ruleto ）

②

②

（同 ruleto ） 滚
刀，滚花刀具，轮状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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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明 确 指 出 ： rultranĉilo 同
②
ruleto ，但“ruleto”在《世界语
汉语词典》中只有一个“轮盘赌”
的义项，而相当于“rultranĉilo”
②
的那个“（同 ruleto ）”却变成了

“ruledo (同 rultranĉilo) 【机】滚
刀”。这会使词典使用者感到无所
适从。必须对“ruledo”和“ruleto”
这两个词条作适当处理。参见本
勘误表中“ruleto”和“ruledo”
条。
rul|: for~i

(tr.) 使滚动离开，
消失

(tr.) 使滚动着离开， 既然是不及物动词，就应该在“消
使滚动着消失
失”前加上“使”字，以免误用。

ruled|o

( 同
rultranĉilo)
【机】滚刀

(同 ruleto ) 【机】
滚刀

参见“rul: ~tranĉilo”条中的说明。

rulet|o

轮盘赌

①【娱】轮盘赌 ②
(同 ruledo, rultranĉilo) 【机】滚刀，
滚花刀具，轮状刀

参见“rul: ~tranĉilo”条中的说明。

rus|: ~e

俄罗斯式

按俄罗斯习惯，以俄
罗斯方式

“俄罗斯式”是名词，而“ruse”
是副词。

ruŝ|o:

【防】褶裥饰边

【纺】
（女式服装的） 1.【防】应为【纺】； 2. PIV 的
褶裥饰边
释义中有“… uzata en la virina
vestado”，应作补充说明。

sag|: S~isto

（同 sagitario）
【天】 （= Sagitario）【天】 专有名词，首字母应该大写。
人马（星）座
人马（星）座

sakaraz|o

【化】蔗糖酵素，
转化酵素

【生化】蔗糖酶，转
化酶

酵素是酶的旧译。应该用现在通
行的规范名称来翻译。

sakskorn|o

（漏收词条）

【乐】萨克斯号（铜
管类乐器）（也译作
“萨克号”）

这个词在 PIV 中是放在 korno 词
条中作为附属词条处理的（saks
＋ korno ）。 它 和 萨 克 斯 管
（saksofono）一样，是由比利斯
乐器研制家 Adolphe Sax 发明的，
与作“撒克逊人”讲的 saks|o 没
有语义上的联系，因而不能放在
saks|o 或 korn|o 词条中作为它的
附属词条，应和 saksofono 一样，
单独立条。

sal|o ①

tabla ~o （放在餐桌
的）食盐

tabla ~o （餐桌上用
的）精制食盐，佐餐
盐

“（放在餐桌上的）食盐”
，译得
不明确。

salt|: ~ŝnuro

跳绳

跳绳用的绳子，跳绳

“跳绳”主要用来指这种体育活
动或游戏，也可兼指跳绳用的绳
子。只译为“跳绳”不够准确。

san|a

mal~emo 好 生 病
的，多病的

mal~ema 好 生 病
的，多病的

字母写错。误将形容词词尾写成
了名词词尾。

sang|o

~omanko （ 同
anemia）贫血的

~omanka
（ 同
anemia）贫血的

字母写错。误将形容词词尾写成
了名词词尾。

sankt|a ①

（…在西黎）

（…在巴黎）

将巴黎误写成西黎。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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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del|o

油渍沙丁鱼，腌沙
丁鱼

盐腌鳀鱼

参见 PIV 给出的释义：Peklita
engraŭlo konservita hermetike 。
“engraŭlo”不是沙丁鱼，而是鳀
鱼。

sat|: mal~a

饿的象只狼

饿得像只狼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sarsapari|o

sarsapario【药】菝
葜（smilako 的根状
茎）

sarsaparilo 【药】菝
葜（smilako）的根
状茎

《世界语汉语词典》收有此词，
但旧版和新版 PIV 都没有收。此
词的英语词形是 sarsaparilla，拟
按英语词形改为 sarsaparilo。这
里指的是入药的根状茎。原译只
把“菝葜”放在括号外，这样处
理不妥当。

savi

for~i (tr.) 逃走，逃
掉，逃

sin for~i, for~iĝi 逃
走，逃跑，逃掉，逃
脱

forsavi 本身是及物动词，通常必
须加 sin 或类似的词语作宾语，
才能表示“逃走”等意思。

scieno ②

la moralaj ~oj 伦理
学

la moralaj ~oj 精神
科学，人文科学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
“伦
理学”是指“关于道德的起源、
发展，人的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
间的义务的学说”。“伦理学”也
称“道德哲学”、
“道德科学”。简
单地说，
“伦理学”就是研究道德
现象、揭示道德本质及其发展规
律的科学。
“伦理学”在世界语中
译作“etiko”
。请看《世界语插图
大词典》
（PIV）给“etiko”所下
的定义：etiko – Scienco pro la
moralo。很可能《世界语汉语词
典》的编者由于错误地理解了“la
moralaj sciencoj”中的“morala”
的词义而把“la moralaj sciencoj”
误译为“伦理学”。实际上，这里
的“morala”与“道德”无关。
世界语中的形容词“morala”有
三个义项：1. 有关伦理道德的 2.
合乎道德的，有道德的 3. 精神
上的（即 rilata al la menso, malo
de fizika aŭ materiala）。这第三义
项与“物质的”相对。
“la moralaj
sciencoj”在《世界语汉语词典》
中是作为“scienco”词条第二义
项下的例词与“la naturaj sciencoj”并列举出的。这就意味着，
前者是指研究人的精神现象的各
门科学，即“精神科学”，后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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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研究自然界现象的各种科学，
即“自然科学”。在西方，所谓“精
神科学”，通常是指心理学、社会
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学
科，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人文
科学”，因而“la moralaj sciencoj”
必 须 用 复 数 形 式 。 PIV 在
fiziologio 第三义项给出这样的定
义：(en ĝermanlingvaj landoj) Tuto
de ĉiuj natursciencoj (fiziko,
ĥemio, zoologio, botaniko kc) kaj
moralaj
sciencoj
(historio,
filologio, psikologio kc). 这一定
义可作为支持将 la moralaj ~oj
译为“精神科学”的佐证。
scienc|o ②

la ~o pri la homo 人
文科学

la ~o pri la homo 关
于人的科学，人学

人文科学，按《现代汉语词典》
的释义，是指研究社会现象和文
化艺术的科学的总称，应该以复
数形式出现，译成世界语可以是
la prihomaj sciencoj 或 la moralaj
sciencoj。

Sejĉeli|o

Sejĉelio【地】塞舌
尔（印度洋西部国
家 ， 首 都 Viktorio
［维多利亚］…）

Sejŝeloj【地】塞舌
尔（印度洋西部岛
国，首都 Viktorio
［维
多利亚］…）

依新版 PIV 改正。此词的英语形
式为：Seychelles。

sek|a ②

havi la gorĝon, la
langon ~ajn 口干舌
燥

havi la gorĝon ~an
嗓子发干，口渴 /
havi la langon ~an
舌头发干，口渴

PIV 在 seka 词条中给出的原来形
式是：havi la gorĝon, la langon
~an。这原本是词典为节省篇幅而
将两惯用语压缩在一起的表达方
式。
《世界语汉语词典》编者把它
误认为是同一个惯用语，进而把
例句中单数的 seka 改为复数形式
（可能考虑到前面有两个名词）。
另外，将这句译成“口干舌燥”，
也不妥。汉语中的“口干舌燥”
在较多的情况下表达人在话说得
过多时的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sek|a ③

~a vino 无香味、无
甜味的葡萄酒

~a vino 干（白）葡
萄酒（指不加糖和香
料的纯葡萄酒）

原译不欠准确。汉语中也有了干
酒、干红、干白等词，这里面的
“干”，就是源自法语中的“sec”。

sek|a ⑤

~a humuro 冷漠的
心情

~a humuro 不 动 声
色的幽默，绷着脸说
的笑话

明明是“humuro”
（幽默）
，怎么
能译成“心情”？这里的“seka”
是“sensenta”（不带感情的）或
“malvarma”（ 冷面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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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kret|: ~i ②

嘱人保密：vi ~os al
edzino, ŝi ~os al
fratino 你嘱咐太太
保密，她也嘱咐妹
妹保密

偷偷地说，私下说
（即作为秘密说
出）：vi sekretos al
edzino, ŝi sekretos al
fratino, kaj tiel la
sekreto promenados
sen fino 你要是私下
告诉妻子，妻子就会
告诉妹妹，这样一来
秘密就会无止境地
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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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汉语词典》中“sekreti”
的第 1 和第 2 义项在 PIV 是合并
在同一个义项中的。PIV 给它的
释义是：fari sekreton el io; sekrete
paroli. 这两个释义，前者的意思
是“将某事作为秘密”，即“隐瞒”；
后者的意思是“暗地里说”，“私
下说”。实际上这是两个释义意思
相反（前者隐瞒不说，后者暗地
里说出），《世界语汉语词典》将
它们分成两个义项处理是可取
的，只是对第二义项的理解有误，
即 把 意 思 理 解 反 了 。 PIV 在
“sekreti”项下所举的两个例句
都是从柴门霍夫的《世界语谚语
集》
（Proverbaro Esperanta）中选
取来的，为了更好地揭示词的用
法，我给出这两个谚语的完整形
式并译成汉语。《世界语谚语集》
原是按意义分组的（意义相同或
相近的编在同一组中）。
“sekreti”
项下的这两条谚语原是分别编排
在第 857 组和 457 组中，小标题
分别是“fremdo”和“sekreto”。
下面将同组的谚语录出，以便于
通过比较更准确地理解“sekreti”
项下的两个例句：
857. Fremdo
857.01 Ne ŝovu la nazon en fremdan vazon. 不要把鼻子伸进别人
的盘子里；不要插手别人的事；
别多管闲事。
857.02 Ne laciĝu viaj manoj pri
fremdaj infanoj. 你的手不要为别
人的孩子劳累。
（喻：别人的事不
要去管。）
857.03 Ne estingu la fajron, kiu
vin ne bruligas. 火没烧伤你，你
就别去灭。
（喻：与己无关的事不
要去管。）
857.04 Vin ne tuŝu la eraroj en
fremdaj faroj. 别人做的错事可别
和你有关。
（意为：把你自己的事
管好，别人的事即使做错了你也

不要去管。）
857.05 Pri kio amikoj sekretas, ili
vian juĝon ne petas. 朋友们对你
保密的事，不会请你评断。（喻：
不要打听别人的秘密或议论别人
的私事。）
857.06 Zorgu vian metion kaj ne
miksu vin en alian. 做好你的本
行工作，别人的事别去插手。
457. Sekreto
457.01 Vi sekrete vorton diros, ĝi
tra l' tuta mondo iros. 如果你暗地
里讲一句话，它就会传遍全世界；
暗里讲句话，会往各处传。
（意为：
不可向任何人泄露秘密。
）
457.02 Vi sekretos al edzino, ŝi
sekretos al fratino, kaj tiel la sekreto promenados sen fino. 你要是
私下告诉妻子，妻子就会告诉妹
妹，这样一来秘密就会无止境地
传下去。
sel|: ~sako

系在马鞍两旁的手
枪 皮 套 ，（ 自 行 车
的）鞍囊

马褡子，捎马子；
（自
行车上的）褡裢式挂
包

sem|: ~ujo

( 同 perkarpo) 果
皮，子壳

( 同 semŝelo, peri- 旧版和新版 PIV 都未收此词，但
karpo) 种皮；籽壳， 《世汉词典》收了这个词：semujo
囊果皮粒壳
= tégument, péricarpe，即相当于
世界语中的 tegumento（种皮）和
perikarpo（囊果皮粒壳）。另外还
收了：semŝelo = semujo。必须指
出：原译中的 perkarpo 字母写错
了。正确的形式应该是 perikarpo。
“子壳”应为“籽壳”。

sem|: en~ado
②

〈转〉【医】受精

【 医 】 授 精 ：
artefarita en~ado 人
工授精

受精和授精，音同而意思相反，
稍一疏忽，就出大错。从词义看，
semi 是及物动词，ensemi（播入）
也应该是及物动词，因而
“ensemado”只能是“授精”而
不可能是“受精”。

send|i: ~ilo

运输工具（尤指车
辆）

（无线电）发送设
备，发射机，发报机

真不明白怎么会把“sendilo”译
为“运输工具”。词典初稿的编者
为什么不读一读 PIV 所给的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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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PIV 所 给 的 释 义 ： sako
pendanta ĉe la selo de ĉevalo aŭ
biciklo。从这个释义中我们可以
看到，
“sako”并非就是专用来放
手枪的。原译不够准确。

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它的释
义吧：1. Aparato elsendanta signalojn en telekomunikan lineon aŭ
per elektromagnetaj ondoj 2.
Aparato produktanta oscilojn kaj
prezentanta la ĉefan parton de
sendostacio. 这两个释义，前者译
成汉语是“（无线电）发送设备”，
“发射机”，
“发报机”，后者是“振
荡发射机”。如果不细分的话，只
用前者的释义就可以了。
sennora

sennora = sinjorino

sennora （此词来自
西班牙语的 señora，
相当于世界语中的
sinjorino）①夫人；
太太（对已婚西班牙
或操西班牙语女人
的敬称） ②夫人；
太太（指已婚西班牙
或操西班牙语的女
人）

这是一个来词源自西班牙语外来
词，基本保留了原来的词形（西
班牙语的形式是 señora）
，世界语
词典中本可以不收，但既然已经
收了，就应该应该说明它的来源
及适用范围。
需要说明一下，新版 PIV 已删去
这一词条。

sent|:
~oplena

= sentimentala

①充满感情的；感动
人的，感人的 ②(=
①
sentimentala ) 感伤
的；多愁善感的

按“= sentimentala”的释义方式，
sentoplena 应 该 等 同 于
sentimentala 的所有义项，而实际
上 sentoplena 是没有 sentimentala
第二义项（“感情上的，情感上
的”）的含义的。我认为 sentoplena
可以有两方面的含义，即客观上
的和主观上的“充满感情”，前者
可译为“充满感情的；感动人的，
感人的”，后者可译为“感伤的，
多愁善感的”
。

sept|o ①

【解】隔，隔隔

【解】隔，中隔

这里把“中隔”误写为“隔隔”。

serĉ|i ②

industriĝo

industriiĝo

原词中少写了一个字母。

serur|o ①

resorta ~o

risorta ~o

字母写错。误将字母“i”写成“e”。

servut|:
~odeva

（按规定) 应服

（指人）应服徭役
的，可被征徭役的

原译表达的意思不清楚。

setlement|o

= kolonio

（删去此词条或改
译为）
英国殖民地；租界

PIV 给它的释义是 speco de brita
kolonio 。 原 译 只 笼 统 地 将
setlemento 处理为与 kolonio 同
义，是不妥的，因为 kolonio 在《世
界语汉语词典》中有 6 个义项，
在 PIV 中有 8 个义项。新版 PIV
将 setlemento 删去不收，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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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词界定不明确，没有必
要收进它。
sezon|:
post~o

旺季以后的时期

旺季以后的一段时
期

加上“一段”是必要的，因为只
说“…以后的时期”，可能是无限
长的。

sid|i ①

star~i (同 kaŭri ) 蹲

（删去这一例词）

旧版和新版 PIV 都未收 starsidi，
而且从字面上也难以得出“蹲”
的含义来（相比之下，kalkansidi
作“蹲”讲，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sid|: ~ado ②

(同 pozi) 摆姿势，
保持姿态（让画家、
雕刻家、摄影师等
画像、雕像或拍照)

( 同 pozado) 摆 姿 名词不能和动词构成同义关系。
势，保持姿态（让画 可删去“(同 pozi)”或把它改为
家、摄影师等画像、 名词形式。
拍照）

sid|: ~ejo

la cerbo estas la
sidejo de la pensado
大脑是思维的部位

la cerbo estas la
sidejo de la pensado
大脑是思维的中枢

在汉语中，
“思维的部位”这一译
法难以被人接受。译为“思维的
中枢”符合人脑的生理特点。请
看《现代汉语词典》给“脑”的
定义：动物中枢神经的主要部分。

sien|o

【化】…赫土

【化】…赭土

字面错误。将“赭”误写成“赫”。

sigel|o ②

kaina ~o (文身花纹)
sur frunto 额 上 刺
花

kaina ~o sur frunto
犯罪印记；作恶的痕
迹

kaina sigelo 怎么会译成“文身花
纹”？为什么要在额上刺花？在
找不到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像这
类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词组宁可
删去不译，也不能硬译出来。这
是西方语言中习用的一个惯用
语。它来自《圣经》中的一则典
故。
《创世纪》第 4 章 1－15 节中
说：
“Kaj Adam ekkonis Evan, sian
edzinon, kaj ŝi gravediĝis, kaj ŝi
naskis Kainon; kaj ŝi diris: Mi
akiris homon de la Eternulo. Kaj
plue ŝi naskis lian fraton Habel.
Kaj Habel fariĝis ŝafpaŝtisto, kaj
Kain fariĝis terlaboristo. Kaj post
ia tempo fariĝis, ke Kain alportis
el la fruktoj de la tero donacoferon
al la Eternulo. Kaj Habel ankaŭ
alportis el la unuenaskitoj de siaj
ŝafoj kaj el ilia graso. Kaj la Eternulo atentis Habelon kaj lian
donacoferon; sed Kainon kaj lian
donacoferon Li ne atentis. Kaj
Kain tre ekkoleris, kaj lia vizaĝo
kliniĝis. Kaj la Eternulo diris al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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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n: Kial vi koleras? kaj kial
kliniĝis via vizaĝo? Ja se vi agos
bone, vi estos forta; sed se vi agos
malbone, la peko kuŝos ĉe la
pordo, kaj vin ĝi aspiros, sed vi
regu super ĝi. Kaj Kain parolis
kun sia frato Habel; kaj kiam ili
estis sur la kampo, Kain leviĝis
kontraŭ sian fraton Habel kaj mortigis lin. Kaj la Eternulo diris al
Kain: Kie estas via frato Habel?
Kaj tiu diris: Mi ne scias; ĉu mi
estas gardisto de mia frato? Kaj Li
diris: Kion vi faris? la voĉo de la
sango de via frato krias al Mi de la
tero. Kaj nun estu malbenita de sur
la tero, kiu malfermis sian buŝon,
por preni la sangon de via frato el
via mano. Kiam vi prilaboros la
teron, ĝi ne plu donos al vi sian
forton; vaganto kaj forkuranto vi
estos sur la tero. Kaj Kain diris al
la Eternulo: Pli granda estas mia
puno, ol kiom mi povos elporti.
Jen Vi forpelas min hodiaŭ de sur
la tero, kaj mi devas min kaŝi de
antaŭ Via vizaĝo, kaj mi estos vaganto kaj forkuranto sur la tero,
kaj iu ajn, kiu min renkontos, mortigos min. Kaj la Eternulo diris al
li: Sciu, ke al iu, kiu mortigos
Kainon, estos venĝite sepoble. Kaj
la Eternulo faris sur Kain signon,
ke ne mortigu lin iu, kiu lin
renkontos.”
（ 有一日，那人和他
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
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
，便说，
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
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
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
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
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
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
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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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地发怒，
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
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
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
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该
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
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
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
兄弟亚伯在那里。他说，我不知
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麽。耶
和华说，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
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
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
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
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
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
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
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
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
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
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知道
了这个出典，也就明白了这个惯
用语的语义了。这个词组在柴门
霍夫的《圣经》的世界语译文中
原是“kaina signo”，而在世界语
著名诗人 K. Kalocsay 的作品中
写 作 “ kaina sigelo ”。 在 这 里
“sigelo”转义作“标志”或“标
记”讲。
sigel|: ~i ⑤

tio estas ~ita libro
那对我是禁书（那
是我不能知道的）

tio estas ~ita libro
那对我是个谜（我对
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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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语言中 sigelita libro 的意
思是“谜、不可理解的事物、高
深莫测的道理”，源出《圣经·新
约·启示录》5：1－3：Kaj mi vidis
en la dekstra mano de la Sidanto
sur la trono libron, skribitan interne kaj malantaŭe, sigelitan per
sep sigeloj. Kaj mi vidis fortan
anĝelon, proklamantan per granda
voĉo: Kiu estas inda malfermi la
libron kaj rompi ĝiajn sigelojn?
Kaj neniu en la ĉielo, nek sur la

tero, nek sub la tero, povis malfermi la libron, aŭ rigardi ĝin.
(Apok. 5: 1-4) （我看见坐宝座的
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
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
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
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
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
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启示录》
是《圣经·新约》中的最后一篇。
这里说的“书卷”指的是《圣经》
中所说的关于世界未来的命运的
“书”，里面的内容是关系到神的
救赎的旨意在世上的完成。用七
印封严，是保证其中的天机不被
泄露，因而“sigelita libro”就有
了“谜”这一语义。
sign|o ③

prem~o = spuro

prem~o 压痕；
〈转〉 PIV 给 premsigno 的 释义 是 ：
痕迹
signo, lasita de io malmola premita
sur mola substanco。按这个释义，
premsigno 应该译为“压痕”，可
转义为“痕迹”。
spuro 的原文释义是“signo sur
tero, neĝo ktp, postlasita de besto
aŭ homo tie, kie ĝi pasis; = piedsigno”，即“足迹”或“脚印”。
由 此 可 见 ，“ spuro ” 并 不 是
“premsigno”的同义词，而应该
是“piedsigno 的同义词。

signal|o ①

vok~o ①【讯】 (同
voksigno) （电台通
讯的）呼号

vok~o 【讯】
（提醒
用户接听的声或光
的）信号（如电话铃
声等）

189

改译是依据 PIV 给 voksignalo 第
一义项的释义：optika aŭ akustika
signo, kiu atentigas abonanton, ke
ĵus okazas alvoko por li），PIV 还
给出了第二义项的释义（grupo de
literoj aŭ ciferoj, uzata por karakterizi apartan stacion kaj por alvoki ĝin）。这第二义项，译成汉
语是才是“（电台通讯的）呼号”
或“呼叫信号”的意思。PIV 在
signo 第 一 义 项 的 例 词 中 也 将
voksigno 译为“电台通讯的）呼
号。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呼号”
译成世界语到底应该是 voksigno
还是 voksignalo，抑或它们是同

义关系？新版 PIV 解决了这个问
题，分别给 voksigno 和 voksignalo
以不同的释义（voksigno: grupo
de literoj aŭ ciferoj, uzata por
karakterizi apartan stacion kaj por
alvoki ĝin / voksignalo: optika aŭ
akustika signo por atentigi abonanton pri alvoko）。从释义中可以
看出，前者是“（电台通讯的）呼
号；呼叫信号”，后者是“（提醒
用户接听等的声响或光学）信号
（如电话铃声等）”，两者并无同
义关系。这里按新版 PIV 的处理
方式将 voksignalo 译为“信号”，
而把“呼号”的译语让给
voksigno。
signif|i ①

…义为

意为，意谓，意即

这个义项的世界语释义是：Havi
precize difinitan sencon。“义为”
应写成“意为”，即“意思是”。

silent|: ~o ③

rompi la ~on 打破
沉默，戳穿（某事
的内幕）

rompi la ~on 打破
沉默；开口说话；开
始发言；说出隐瞒至
今的事实；吐露隐情

原译中的“打破沉默”的译语无
疑是正确的，但“戳穿（某事的
内幕）”应该算作误译。PIV 给这
个词组的语义提示是：“rompi la
silenton (malkovri ion ĝis nun ne
konfesitan)”
。括号中“malkovri”
的 意 思 按 PIV 的 释 义 应 该 是
“ konfidence konigi al iu tion,
kion ni tenis sekreta”，即把原先保
密的事坦率地说出来。“konfesi”
的意思是“malkaŝe diri”，即“公
开地、坦率地说出”，也就是“实
说”或“直言不讳地说出”
。知道
了这两个关键词的意思，我们就
能理解“malkovri ion ĝis nun ne
konfesitan”的语义了。较为确切
的翻译应该是：坦率地说出直到
现在从未说过的某事，即说出隐
瞒至今的事实。因此，我认为我
们通常所说的“打破沉默”就是
在长时间的沉默后开始说话，开
始发言，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有
“说出隐瞒至今的事实；吐露隐
情”的语义。

siluet|o ①

影象，黑影，轮廓

影像，黑影，轮廓像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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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siluet|o ②

剪影象，侧影象

剪影像，侧影像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simbol|o

（漏收义项）

~ismo 【美】【文】
象 征 主 义 / ~isto
【美】【文】象征主
义者，象征主义派

这两个附属词条被错误地放进
simboliko 词条内，应移到本词条
中。

simbolik|o

~ismo 【文·美】
象 征 主 义 / ~isto
【文·美】象征主
义者

（删去这两个附属
词条）

词典初稿编者在编写时可能因看
串行而将原本应放在“simbolo”
词条中的这两个附属词条错放在
这里。

simetri|o ①

就象韵律之对于
诗…

就像韵律之对于
诗…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simi|: ~eska

象猴子一样的

像猴子一样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simil|a ①

相象的

相像的

本词条中多处“象”的类似用法，
如“象闪电一般的”、“好象是”、
“象那样的”等中的“象”都应
改为“像”。

simil|: ~e

好像，仿佛

相似地，类似地，同
样地

“好像、仿佛”，在世界语中通常
用 ŝajni，aspekti kiel 表达。原译
没有提供例句，不能检验所给译
语的正确性。

simil|: ~eco

象是真实

像是真实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simul|i

(tr) 【医】假装（如
装病、装疯等）

(tr) ①【医】假装（如
装病、装疯等），佯
作 ②【信】
【计】模
拟，仿真

本词条下收有例词 simula programo 【计】模拟程序，而且下
面的“~o”也有第二义项“模拟，
仿真”，因此这里必须补收。

sinhal|o

（斯里兰卡的）僧
迦族人

僧伽罗语（斯里兰卡
主体民族僧伽罗族
的语言）

原 文 释 义 ： Hindeŭropa lingvo
parolata en Srilanko.

sinkop|o ②

【语】切分法，切
分

【乐】切分法，切分

这个义项是音乐术语，学科略语
应该改为【乐】。

sinkop|:
②

【语】切分的

【乐】切分的

这是音乐术语，学科略语也应该
改为【乐】。

sinovit|o

sinovito【医】滑膜
炎

sinoviito 【医】滑膜
炎

原词中少字母“i”。

sinusoid|o

【数】正弦波，正
弦曲线

【数】正弦曲线

我查遍我手边的多种外汉辞书及
《英汉数学数学词汇》，这个词都
只有一个译语，即“正弦曲张”。

sis[z]imbri|o

sis[z]imbrio

sizimbrio

我不赞同以 sis[z]imbrio 形式处
理词条。如果有两种词形并存，
可采用互见的方式。这个词在
PIV 中 只 有 sisimbrio 而 没 有
sizimbrio 词形；在新版 PIV 中情
况相反。我倾向采用新版 PIV 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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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sitel|o ①

fali de ~o en barelon fali de ~o en barelon
〈谚〉 跳出火坑， 跳出火坑，又陷入苦
又陷入苦海
海（意为：原来糟，
现在更糟）

skal|o ④

（图象和实物间
的）

（图像和实物间的）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skarab|o ②

maj~o ( melolonto
的俗名) 【动】鳃叶
金龟

maj~o ( melolonto
的俗名) 【动】鳃角
金龟

应按规范的名称翻译。

skeĉ|o

（插在电影或戏剧
中的短小喜剧

（插在电影或戏剧
中的）短小喜剧

漏写后括号。

skopoli|o

新莨菪（Scopolia） 赛莨菪属（或：东茛
属植物；新莨菪
菪属）植物；东茛菪

旧版和新版 PIV 均未给出这一植
物名词。
《世界语汉语词典》给出
了 这 一 植 物 的 拉 丁 学 名
Scopolia。按《中国植物志》的定
名，这一属名应译为“赛莨菪属”。

skorpi|o

（漏收义项）

~oj 蝎子鞭： puni
per ~oj (fig. apliki
severan punon) 用
蝎子鞭抽打；（喻）
施以重刑

“蝎子鞭”是一种状似蝎子的皮
鞭，鞭子末端系有锐利的金属物，
像蝎子的毒钩一样。
《圣经·旧约》
中有用蝎子鞭责打犯有罪过的人
的记载：Tial se mia patro ŝarĝis
vin per peza jugo, mi ankoraŭ plipezigos vian jugon; mia patro vin
punadis per vipoj, sed mi vin
punados per skorpioj. (el Malnova
Testamento I. Rĝ. 12: 11)（我父亲
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
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列
王记上》12：11）。这一义项已经
被收进新版 PIV 中。请看该词典
给出的释义：2. Skurĝo kun feraj
hoketoj: mia patro vin punadis per
vipoj, sed mi vin punados per
skorpioj.

skrib|: ~o ②

fonetika skribo 音
标

fonetika
skribo
【语】标音文字

所谓标音文字就是这种文字中每
一个书写符号对应语言中的一个
音，反之也如此（skribo, en kiu ĉiu
grafika signo respondas al unu
sono de la lingvo kaj inverse）“音
标”在世界语中应该是：fonetikaj
simboloj。

skrib|: ~o ③

tomboskribo 墓 志

tomboskribo 墓志； 墓志铭不同于墓志。前者用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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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一条惯用语，并不是
谚语。谚语和惯用语是两种不同
性质的熟语。应译出惯用语的比
喻义。

铭

碑文

写成，记述死者生平事迹；分为
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志”，相当
于墓志，后一部分是“铭”，用韵
文写成，内容是对死者的赞扬、
哀悼或安慰等。墓志铭是古代一
种特殊文体的名称。不宜用来对
译普通意义上的 tomboskribo。

…记入你的帐下

…记入你的账下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

postskribo （ 信 后
的）附言，又及，
跋

postskribo （ 信 后
的）附言，又及
（去掉“跋”字）

“跋”是写在书或文章后面的短
文，相当于“后记”，与“前言”
相对，通常译为“postparolo”。

记帐时不得涂改…

记账时不得涂改…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

skrutini|o

选票的复查

选票检查，计票，监
票

参见 PIV 所给的释义： Oficiala
ekzameno de la voĉdonoj, por
kontroli ties valideco kaj ekzakteco de ties kalkulo kaj registrado.

sku|i ②

~i vin (同 ekagu) 振
作起来；打起精神
来

~u vin! (同 ekagu)
振作起来！；打起精
神来！

原句在形式上有明显的矛盾：不
定式动词怎么能和祈使式动词构
成同义关系？

sku|: el~i

el~i cindron el la
pipo 从烟斗中搕出
烟灰

el~i cindron el la
pipo 从烟斗中磕出
烟灰

按《现代汉语词典》，这里应该用
“磕”字。见该词典“磕”字的
第二义项。

sku|: for~i

〈 转 〉 for~i jugon
甩掉枷锁

〈转〉for~i jugon 挣
脱桎梏，摆脱奴役

既然是转义，就应该按转义译出。

skutelari|o

【植】黄岑属植物； 【植】黄芩属植物； 字面错误。黄芩，不能写成黄岑。
黄岑
黄芩

skvam|:
sen~igi

乱去鳞片

刮去鳞片

字面错误。把“刮”误写成“乱”。

soldat|:
eks~o

（有经验的）老兵

退伍军人，老兵，老
战士

原文释义：ekssoldato = veterano.
这个误译可能与旧版 PIV 提供的
释 义 词 “ veterano ” 有 关 。
“veterano”有三个义项，其中前
两个义项是：①（罗马军队的）
退役官兵 ②（有经验的）老兵，
老战士。可能是受第二义项的影
响，
《世界语汉语词典》的编者将
ekssoldato 译为“（有经验的）老
兵”。其实，人们所说的“老兵”、
“老战士”，通常指的就是“退伍
军人”。再从 ekssoldato 的构词成
分看，前缀“eks-”表示“以前
是现在已不再是”，即“前”、
“退

skrib|:
②

en~i

skrib|:

skrib|:
per~i

su-

193

职的”、“退役的”等意思。知道
了这一点，就不难发现将
ekssoldato 译为“（有经验的）老
兵”的错误所在了。
值得注意的是，新版 PIV 已经改
变了释义方式。请看：ekssoldato:
Homo, servinta kiel soldato. →
veterano.
solen|: ~aĵo

la solenaĵoj de la
kongreso 大会的每
个部分

la solenaĵoj de la
kongreso 大会的全
部仪式

solenaĵoj 是复数形式，而且前面
有冠词 la，怎么可能是指“（大会
的）每个部分”呢？

solfeĝ|o

【乐】视唱练耳

【乐】唱名法

所谓“唱名法”，就是用若干特定
的音节来表示音阶中各音级的唱
法。现今被广泛采用的唱名为：
do、re、mi、fa、sol、la、si。唱
名法，也就是唱名系统。现在我
们来看看 PIV 给 solfeĝo 的释义：
Sistemo, kiu asocias ĉiun noton de
la gamo kun aparta silabo (do, re,
mi, fa, sol, la, si), por ebligi pli
facilan ekzerciĝon de la voĉo al
kantado。这个释义正好就是“唱
名法”。顺便说一下：既然 solfeĝo
不译作“视唱练耳”，那么汉语中
的“视唱练耳”应该怎样译成世
界语呢？我以为可以译成
“solfeĝado”
。请看 PIV 给 solfeĝi
的释义：Kanti (muzikpecon) citante la silabajn nomojn de notoj.

son|: ~efektoj

【乐】装饰音；
【影】 【影】【剧】音响效
音响效果
果

真不知道这个合成词怎么会有
“装饰音”的词义？请看 PIV 给
这个合 成词 的释义 ：Artefaritaj
bruoj, kiujn oni produktas en radio- aŭ film-ludejo, por imiti la
naturajn. “装饰音”译成世界语
应该是：ornama noto 或 ornamaĵo，例如 apoĝaturo 倚音，附
音，grupeto 回音，小群装饰音，
koloraturo 花腔，华彩，等，都
与“sonefektoj”无关。

son|: ~filmo

有声电影

参见《世界语汉语词典》filmo 词
条的例词；另见 PIV 的释义：
filmo, meza inter silenta kaj la
parola, en kiu nur muziko estas

【影】（只有音乐而
无对话的）有声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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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ita sur la sonstreko.
son|: re~i ①

tion li diris per
resona voĉo 他用有
回声的声音说话

tion li diris per
resonanta voĉo 他
用洪亮的声音说了
那些话

原句抄录有错误：resona 应该是
resonanta。这里用现在分词的形
容词的形式，用以强调声音的洪
亮（声音小，是不会有回响的）。

son|: re~ejo

（弦乐器的）共鸣
箱

发出回声的地方；回
音室

旧版和新版 PIV 都未收这个派生
词，将此词译为“共鸣箱”没有
依据，而且在“soni”词条内已
经收有“共鸣箱”：sonkesto。共
鸣箱还有另一种说法，即
resonanca skatolo。按构词成分来
分析，这词的含意应该是：loko,
kie estas resonoj.

sonor|: ~a

铿锵作响的，清脆
的

能发出余响的，响亮
的

请看 PIV 给“sonora”的释义：tia,
ke ĝi sonoras，而“sonori”的释
义是：(pp aĵoj) Estigi sonon daŭre
sonantan post la ĉeso de ĝia kaŭzo.
汉语中的“铿锵”是指有节奏而
响亮的声音，而 sonora 所表达的
意思中没有“节奏”的成分，
“清
脆”是指声音“清楚悦耳”，而
sonora 中也没有“清楚”和“悦
耳”的语义成分。

sorb|i ①

（把液体或气体吸
进（嘴或鼻子里）

（把液体或气体）吸
进（嘴或鼻子里）

漏写后括号。

sorb|i ②

bele sonis la agoj de
l’ prapatroj, kiam
ilin junulo ~as kun
la ton’ de harpo 祖
先的行为发出美妙
的声音，当青年一
代在竖琴的音调中
领悟它们时

bele sonis la agoj de
l’ prapatroj, kiam ilin
junulo ~as kun la
ton’ de harpo 祖先
的业绩犹如美妙的
音乐，一个青年在竖
琴的音调中领悟着
它们

这是一个带有文学色彩的句子，
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很难准
确译成汉语，因此这类句子不宜
收进双语词典中。如果一定要收，
译文应尽可能接近汉语的表达习
惯。我对原译的改动也不一定妥
当。原译中将不带冠词的“junulo”
译为青年一代，明显不当。

sorĉ|: ~a ②

象魔法的

像魔法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spac|: ~a

~a geometro 立 体
几何

~a geometrio 立 体
几何

写漏字母。

spac|o

~oflogi 航天，宇宙
飞行

~oflugi 航天，宇宙
飞行

写错字母。

spark|o

fur~ado 提前点火

fru~ado 提前点火

写错字母。

spec|: sia~a

象自己那样的

像自己那样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spegul|: ~a

（象在镜子里看到
的…）

（像在镜子里看到
的…）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spegul|:
re~aĵo

（镜或水中的）映
象

（镜或水中的）映像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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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z|o

…在帐册上两处写
明

…在账册上两处写
明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

sperm|: ~ujo

(同 testiko) 精囊

(同 sperma veziketo)
精囊

testiko 是（一只）睾丸；一对睾
丸是 testikoj。睾丸还有一种粗俗
的说法，即 ĉurovoj，即 ĉur|o（精
液）和 ov|o（卵）构成的合成词。
睾丸和精囊不是一回事。精囊是
长椭圆形的囊状器官，位于膀胱
底的后方，在输精管壶腹的外侧，
左右各一个。精囊分泌的液体组
成精液的一部分。由于它在人体
内的位置特点，因而在世界语中
也可用 lumbo 转义作它的委婉名
称。请看新版 PIV 给 lumbo 第二
义项的释义：(f) Eŭfemisme, la
spermujo。

spert|: ~e

kiu iras ~a, iras certe kiu iras ~e, iras certe 字母写错。对译文略加改动并补
〈谚〉谁走得熟练， 〈谚〉谁走得老练， 出喻义。
谁走得稳健
谁走得稳健。（喻：
有经验的人办事稳
妥。）

spez|: ~i

转帐

转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spez|:
el~libro

（支出）帐簿，帐
册

（支出）账簿，账册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

spik|o ①

（喻：不学者好自
大）

（喻：不学无术的人
好自大）

“不学者”不如改为“没有学问
的人”或“不学无术的人”。

spir|i ②

li ~is la lastan ~on
他咽了最后一口气

li ~is la lastan ~on
他咽气了；他断气了

咽气，就是断气的意思，也就是
死了。这里的“最后一口”是多
余的。

spir|: ~halto

暂时休息

暂时中断呼吸；歇一
口气；喘口气；短暂
休息；歇一会儿

PIV 给这个合成词的释义是：
Interrompo en la spirado（暂时中
断呼吸），并举了一个例句：Li
parolis sen spirhalto。按这个释义，
将 spirhalto 只译为“暂时休息”
是不妥的。应适当补充译语。

spir|: ~loko

【乐】休止

【乐】换气处，换气
停顿

“休止”用作音乐术语在世界语
应该是 silento。

spiroket|:
~ozo ②

= boreliozo

(同 boreliozo) 【医】 在 borelio 词 条 内 未 收 派 生 词
包柔氏螺旋体病
boreliozo。应在 borelio 词条内加
上：boreliozo 【医】包柔氏螺旋
体病.。用一个未收的词给另一词
作释语，且不加任何中文说明，
是违反双语词典的编写原则的。

spur|o ②

gvidi al la spuroj 指

gvidi iun al la spur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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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惯用语出自《世法词典》spuro

示正确方向

给某人指明达到目
的的方向，指引［指
点，指导］某人

词条，而不见于旧版和新版 PIV。
我的译法参照和法汉双解词典的
释语。建议删去此例句。

stablo ①

remeti la laboron sur
la ~on 重新工作

remeti la laboraĵon
sur la stablon 把所
要做的活儿重新放
到工作台上；〈转〉
重新着手进行工作

应 按 PIV 将 “ laboron ” 改 为
“laboraĵon”。 PIV 中特意注明
这一词组既可用于本义，也可用
于转义。

stam|o

①【医】菌落 ②同
类菌落

①【微】（培植的）
菌株，菌种 ②〈转〉
获得了相似性质的
微 生 物 群 ： penicilino-rezista ~o de
streptokokoj 抗青霉
素的链球菌

译语与原文释义不符。
原文释义：1 Tuto de la mikrobaj
kolonioj, kiuj en kultivmedioj devenas de unu sama prakolonio. 2
(f) Tuto de la mikroboj, kiuj akiris
similan econ。
菌落为 mikroba kolonio

stan|: ~i

~ita fero, ~ferlado
白铁，马口铁，镀
锡铁皮

~ita fero, ~ferlado 马
口铁，镀锡铁皮

白铁是镀锌铁。白铁和白铁皮译
成世界语分别是 zinkumita fero
和 zinkumita (fer)lado，因此应该
删去“白铁”这一译词。

stang|o

spacostango: （打字
机上一按就跳格
的）间隔棒

（打字机上的）空格
揿杆

原译的译语不规范。

star|i ②

~i forte kontraŭ ĉiuj
forlogoj 他 对 一 切
引诱都坚持不动

~i forte kontraŭ ĉiuj
forlogoj 坚 定 地 抵
制一切引诱

原句没有主语，动词用的是不定
式形式。应删去译文中的主语。

star|i ④

~as morto jam en la
korto 〈转〉死亡已
在院子里（喻：死
在眼前）

~as la morto jam en
la korto 〈转〉死神
已站在院子里；死已
在眼前；大限已到

这是出自柴门霍夫《世界语谚语
集》中的惯用语。惯用语通常形
式固定，因此应按原来形式在
morto 前加上冠词 la（原句中有
la）。

stat|o ①

ĉiuj aferoj restu kiel
la antaŭa stato

ĉiuj aferoj restu kiel
en la antaŭa stato

原句漏写了介词“en”。

status|o

身 分 ： civitana
statuso 公民身分

身 份 ： civitana
statuso 公民身份

“身份”是规范用法，如“身份
证”。

ster|o

（药材计量单位)
立方米

（烧柴计量单位）1
立方米

这是一个误译：将“烧柴”误写
为“药材”。参见 PIV 所给的释
义：Mezurunuo por brulligno (1
m3).

stern|i ①

（拟增加一个例
句）

kiel oni sternas, tiel
oni dormas 床怎样
铺，就怎样睡；自作
自受；自食其果

PIV 把“sterni”词条分为三个义
项，而《世界语汉语词典》只译
出其中的第一和第三义项，而把
第二义项“meti tukojn kaj kovrilon super matraco, por pretigi
liton (铺床)”略去。补救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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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第二义项中的一个主要例句
补在第一义项中。当然，也可以
改为三个义项，即将原来的第二
义项改为第三义项，而将“铺床”
作为第二义项插在其中。
stiĥomebi|o

stiĥomebio 【 戏 】
轮流对白（尤指古
希腊戏剧中有争辩
性的对白）

stiĥomitio 【剧】
（诗
剧中人物的）轮流对
诗，交互对诗

按 PIV 此 词 条 的 词 形 应 为
“stiĥometrio”，但这个词的法语、
英语、俄语的对应词的形式都是
“ stiĥomitio ” 而 不 是
“stiĥometrio”。我查了一下《法
汉词典》，
“stichométrie”
（相当于
世界语的 stiĥometrio）在法语中
的词义是“文学作品的行数计
算”。我认为可能是 PIV 的编者
在编写词典时将这两个词形弄混
了。另外，原译中的“对白”应
该改为“对诗”
（既然是诗剧，就
应该是“对诗”）。请看 PIV 的释
义：Drama interparolo, en kiu ĉiu
repliko estas entenata ĝuste en po
unu verso。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原译中“有争辩性的”，译法也不
妥。可能是译者将原文释义中的
repliko 理解为“答辩”，其实这
里应按该词的第二义项（暗示另
一演员接话的“尾白”）来理解。

stil|: ~figuro

用词法

风格修辞手段，风格
修辞格

参见 PIV 给它的释义： Lingvofiguro, koncernanta la stikistikon。

stilus|o

【植】腹片副体（子
房上附着雄蕊的部
分）

【植】花柱

我查阅了拉汉词典、多种英汉词
典和汉法词典，词形相当于
“stuluso”的词在这些词典中都
被译为“花柱”。所谓花柱，是指
花的雄蕊子房和和柱头之间的部
分，形状像细长的管子。请对照
PIV 所给的释义：Tiu parto de la
pistilo de iaj floroj, kiu portas la
stigmon。

stopl|: ~ejo

…看起来就象…

…看起来就像…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streĉ|: ~o

teni la okulojn en ~o
继续睁大眼睛

teni la okulojn en ~o
睁大着眼睛

删去原译中的“继续”。

闭音的

紧音的：~ita vokalo
紧元音

原文释义：(pp parolsono) Tia, ke
de ĝia prononco la muskoloj estas
streĉitaj pli ol ĉe sono, kun kiu oni

streĉ|:
②

~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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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as komparon.
streĉ|: ~iĝi

la haroj ~iĝis (de la haroj ~iĝis (de
teruro) （因为惊骇） teruro) （因惊骇）
他毛发悚然
寒毛竖起；毛发悚然

原句以 haroj 为主语，因而译文中
的“他”是多余的。

streĉ|: ~limo

断裂点

【技】拉扯极限，应
变极限

原文释义：limo, ĉe kiu la streĉado
riskas estigi rompon。
这个词表达的不是断裂了的点，
而是拉扯的断裂极限。

strek|: ~aĵo

（图画、计划的）
轮廓线，模线，草
图

【技】（用线条勾画
的图形、平面图等
的）轮廓线，模线，
草图

参见 PIV 所给的释义：Prezento
(de figuro, plano ktp) per linioj;
desegnaĵo, konsistanta el ~oj aŭ
linioj。这里面的 plano 并不是“计
划”，而是“平面图”。

strepsipter|oj

【动】拈翅目

【动】捻翅目昆虫

误把“捻”写成“拈”。我查了多
部辞书，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
都作捻翅目。

stupr|o

【法】 = malvirgigo

【 法 】 (= seksperforto) 强奸，奸污

《世界语汉语词典》有不少地方
采用“= …”而不加汉译的方式
来释词。采用这种方式，编者是
省事了，却增加读者的麻烦。不
如直接附上汉译来得方便。PIV
用来释义的 malvirgigo 在新版
PIV 中改为“(= seksperforto)”，
我采用后者作 stupro 的同义词。

sturm|:
~opaŝe

（象突击队员般
地）

（像突击队员般地）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substanc|o
②

la substanco de ies
prelego 某人演讲的
本质

某人演讲的要点［主
旨］

这涉及到对 substanco 第二义项
的正确理解和翻译。请看 PIV 给
这一义项的释义：La esenca aŭ
plej grava parto de io; tio, kio estas
vere reala en io。按这相释义来衡
量 ，《 世 界 语 汉 语 词 典 》 中
substanco 第二义项原来的译法
“本质，实质”并不全面，需要
作适当的补充。拟改译为：
（事物
的）本质，实质；
（文章、演说等
的）要点，要旨，主旨，主要内
容；精华。

suk|: sen~iĝi

sen~iĝis la vinbero sen~iĝis la vinbero
葡萄变干了，
〈转〉 葡萄变干了
变得穷困

旧版和新版 PIV 都没有提供这个
转义的依据，不知从哪来的这个
转义？应删去原译中的转义。

sukcinat|o

琥珀盐酸，琥珀酸
酯，琥珀酸

原 文 释 义 ： Salo de sukcenata
acido,
HOOC–(CH2)2–COOH,
etandikarbonata acido, troviĝanta

sukcenato 琥 珀 酸
盐，琥珀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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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sukcen。
这个词条的原译语有两大错误。
1 这个词的世界语形式为
sukcenato（词根为 sukcen-即琥
珀，后缀-at 表示“盐”、
“酯”）
，
而不是 sukcinato（可能是受英语
形式的影响而而写错）。
2 明明是盐，怎么又译成了酸？
sulk|o

ni fosu nian ~on 让
我们挖我们的这一
垄沟（耕耘自己的
田园，不管别人如
何）

sum|o: ~ero

（会计、预算中的） 【数】和的项（即加
科目，项目
法中的两个或两个

我们只管挖我们的
沟吧（意为：我们切
莫把时间浪费在闲
谈和争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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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Ni fosu nian sulkon”翻
译为“耕耘自己的田园，不管别
人如何”。这一译法使人感到有点
莫名其妙，至少很不确切：明明
是“fosi sulkon”
（挖沟），怎么译
成了“耕耘田园”？“不管别人
如何”这个字面以外的意思，又
是从何而来的？“Ni fosu nian
sulkon”一语出自世界语运动早
期法国世界语者 T. Cart 教授针
对当时出现的要求修改世界语的
种种思潮而写成的一篇法国民间
故事《La Fosilo》。作者在故事结
尾处写道：“Esperantistoj, karaj
kunbatalantoj, ni ne perdu nian
tempon, babilante kaj diskutante.
Ni fosu nian sulkon!”（世界语者
们，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切莫把
时间浪费在闲谈和争论上。让我
们只管挖我们的沟吧!）后来这最
后一句成了广大世界语者抵制依
多语（Ido）拥护者企图分裂世界
语运动的著名口号（Ido 语是法
国人 Beaufront 与 Couturat 合谋于
1907 年抛出的一种窜改世界语
的人造语方案）。Ido 语思潮过去
以后这句口号也被广泛用来抑制
世界语运动中各种形式的改良主
义，号召真正的世界语者为世界
语的发展多做实实在在的事情，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论
上。直到今天这句口号仍有很大
的现实意义。因此可先按字面译
出这句口号，然后再加简单注释。
旧版 PIV 在 sumo 词条下并没有
收进“~ero”这一派生词，原译

以上的加数）

为“（会计、预算中的）科目，项
目”不知有何根据。但新版中收
有“~ero”附属词条，并给出如
下释义，而且注明是数学术语：
Termo de sumo。

sun|: ~jaro

（太）阳历

太阳年

这是误译。太阳年就是太阳历的
一年，即阳历年，与阴历年相区
别。在 jaro 词条内第一义项下收
有：suna jaro （或 natura jaro,
tropika jaro） 太阳年，自然年，
回归年。

sun|:

~vitroj 太阳眼镜，
墨镜

~okulvitroj 太 阳 眼
镜，墨镜

世界语原词写错。英语中可以说
sunglasses，但在世界语中只能说
sunokulvitroj。

super II. ~i

la sukceso ~as sian
atendon 成 功 超 过
了他的期待

la sukceso ~as ŝian
atendon 成 功 超 出
了她的期待

这里不存在使用反身代词的语法
关系，不能用 sian。
查 PIV，原文是“... ~as ŝian...”。

super II. ~aĵo

nescio estas granda
~aĵo, sed oni ne
devas trouzi 无知是
个大优点，但是不
应过用

nescio estas granda
~aĵo, sed ĝin oni ne
devas trouzi 无知是
个大优点，但不应过
分利用

“过用”读起来别扭。建议改为
“过分利用”或“滥用”
。另外，
原句中抄漏了宾语 ĝin。

super III ②

~brili 照耀

~brili (tr.) 以自身的 参见 bril|: super~i 中的说明
光超过，
〈转〉超过，
盖过，使黯然失色，
使相形见绌

super III ②

~regi 控制

~regi 占主导（或支
配）地位，占优势

这里是误译。“控制”通常译为
“regi”。参见“regi”词条中的
superregi 的译语。

supr|e: ĉi-~e

如上所述，如上所
说

以上，如上

“如上所述”
、
“如上所说”应为：
kiel (ĉi-)supre dirite ［menciite］。

surpriz|:
~vizito

（青年人事先不通
知突然带着酒肴来
到朋友家中所举行
的）家庭聚会

①（不速之客的）突
然访问 ②（年轻人
事先不通知突然带
着酒肴来到朋友家
给主人以惊喜的）聚
餐会

原译在意思上已经表达清楚了，
只是“家庭聚会”的译法不太准
确，因为这实际上并不是家庭成
员而是朋友之间的聚会，改为“聚
餐会”比较恰当。另外，
《世界语
汉语词典》在 vizito 词条第一义
项 下 的 例 词 中 也 收 有
surprizvizito 并译为 “（不速之客
的）突然访问”。我认为这一译法
可作为这个合成词的第一义项收
在这里。

ŝaf|o ②

（象羊一般）温
驯…

（像羊一般）温驯…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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ŝaf|: ~ofelo

Ora Ŝ~ofelo （希腊
神话中的）金羊毛

Ora Ŝ~ofelo 【神】
（希腊神话中的）金
羊毛皮（或金羊毛）
（喻：企图获取的黄
金或财富）（说传忒
萨利亚王子尹阿宋
Jazono 曾造船率阿
尔戈 Argonaŭtoj 到
海外觅取神龙所守
护的金羊毛皮）

Ora Ŝ~ofelo 的故事对西方人来说
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但对中国人
来说却是陌生的。应该译出这个
习语的文化内涵。

ŝajn|i I.

好象

好像

本词条内有多处“象”的类似用
法，如“这些苹果好象熟了”、
“象
是”等中的“象”字都应改为“像”。

ŝamot|o

耐火粘土

耐火黏土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ŝat|i ②

~i amikon laŭ la
dato de akiro 珍爱
朋友应从结交之日
就开始

ŝatu amikon laŭ la
dato de akiro 〈谚〉
珍爱朋友要看结交
之日的早迟（意为：
朋友结交的时间越
长越值得珍爱；老朋
友胜过新朋友）

原句中没有“从…开始”的意思。
“laŭ”是“按照（…而定）”的
意思。这是一句出版柴门霍夫《世
界 语 谚 语 集 》（ Proverbaro Esperanta）。既然是谚语，就应该按
它的原来的形式收进词典中。我
们知道，
《世界语谚语集》原是按
意义分组的。这条谚语原是编排
在 789 组的，小标题为“amiko”，
同组的只有两条谚语：
789.01 Unu amiko malnova pli
valoras ol du novaj. 一个老朋友
胜似两个新朋友。
789.02 Ŝatu amikon laŭ la dato de
akiro. 珍爱朋友要看结交之日的
早迟。

ŝaŭm|:
dis~iĝi

（象泡沫一样）消
失

（像泡沫一样）消失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ŝenopraz|o

【植】细香葱 (Allium
schaenoprasum)

【植】细香葱 (Allium
schoenoprasum)

拉丁学名写错。

ŝild|o ①

blazonŝildo 饰有纹
章的盾

blazonŝildo（做标志
或装饰用的）盾形纹
章牌，盾形标识

这是误译。这一合成词也在
“blazono”词条内收作附属词
条：blazonŝildo: 盾形纹章。这就
产生了一个问题：blazonŝildo 到
底是“盾”还是“纹章”
（即西方
封建贵族用以表示家族身份的图
案标志）？我们必须查看 PIV 的
释义才能确定：tabuleto en formo
de militŝildo, sur kiu estas pentrit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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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noj de iu nobelo, regno, urbo,
korporacio, ks 。 由 此 可 见 ，
blazonŝildo 指的是盾形纹章牌，
而不是饰有纹章的盾。
ŝink|: ~eto

（腌制的）猎肘

（腌制的）猪肘

字面错误。将“猪”误写成“猎”。

ŝipo

linia ~o 战列舰

linia ~o 班轮

这是误译。
“linia”在这里表示“按
一定航线的”
（《世界语汉语词典》
中“linio”的第 6 义项是“航线、
交通线”），也可写为“linioŝipo”。
战列舰译成世界语应该是
batalŝipo。

ŝlemil|o

听天由命的老实人

甘心忍受不幸命运
的老实人，生来倒
霉、容易受骗的笨人

PIV 给这个词的释义是：Homo
sen sprito kaj ruzo, kiu pacience
suferas sian misfortunon（不机敏、
无心计的甘心忍受不好命运的
人）。
“sen sprito kaj ruzo”实际是
“不聪明”。“笨”的意思。汉语
中的“听天由命”是指“任凭事
态自然发展变化，不做主观努力，
有时也用来比喻碰机会或听其自
然”，与“甘心忍受不幸命运”在
意思上有些差别。这个词源出于
德国作家 Adelbert von Chamisso
（1781-1838）所著同名小说中的
主人公的名字（Peter Schlemihl）。
后来他的名字后来就成了表示
“生来倒霉、容易受骗的笨人”
的普通名词。

ŝlos|: ~ilo ⑤

【 技 】 ( 同
ŝraŭbturnilo) 扳手

（删去）

世界语中的 ŝraŭbturnilo 是“螺丝
刀”或“改锥”的意思，而“扳
手”是 ŝraŭbŝlosilo。词典初稿编
者把这两个词弄混了。但按新版
PIV 的释义，这个义项应该避免
使用。请看它的说明：Ne uzu
ŝlosilon en la senco de turnilo,
levilo ks.

ŝmir|i ①

（…或粘性物质）

（…或黏性物质）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ŝmir|: ~pano

涂有（或供涂) 黄油
的面包

（= sandviĉo） 三明
治

PIV 在“pano”词条中已明确把
“ŝmirpano”定义为“＝ sandviĉo）；而且《世界语汉语词典》
在 pano 词条第一义项下也收有
这 样 的 例 词 ： ŝmirpano: （ 同
sandviĉo）三明治。

ŝok|: ~o ①

楞，震惊

愣，震惊

字写错。楞与愣，意思不同，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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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也不同：前者读第二声，后者
读第四声。
ŝose|o

①公路，车行道…
②（城市中心的）
大马路（旁有人行
道）

①公路，大路：… ②
车行道，车道（城市
道路的中间部分，区
别于人行道）

第一义项指可通行各种车辆的宽
阔平坦的路。第二义项原译“城
市中心的大马路”让人看了费解，
而且也没说清两个义项的区别。

ŝov|i ②

ne ŝovu la nazon en
fremdan vazon 莫
向别人盘中伸鼻子
（意为：不要觊觎
别人的东西）

ne ŝovu la nazon en
fremdan vazon 不要
把鼻子伸进别人的
盘子里（意为：不要
插手别人的事；别多
管闲事）

这一谚语在《世界语汉语词典》
“vazo”词条中也译为“不要觊
觎别人的东西”，也应该改正过
来。但在“nazo”词条中它却正
确地译为“不要管与你无关的事
情”。

ŝpic|o

(同 pomerhundo) 狐
犬（尖嘴，竖耳，
有光滑长毛）

( 同 pomerihundo) 这里涉及到 Pomerio 或 Pomero
狐犬（尖嘴，竖耳， 的词形问题。这里说的是波罗的
有光滑长毛）
海沿岸的一个地区，汉语译作“波
美拉尼亚”。奥德河（Odro）流经
这个地区，将它分为各属于德国
和波兰的两个部分。PIV 将这个
地区的居民称为 pomero，这个地
区 的 名 称 为 Pomerio 或
Pomerujo。新版 PIV 按柴门霍夫
的用法，将这个地区直接称为
Pomerio。这一修改是合理的，因
为这个地区不是国家，不适用通
常用于国家的后缀“-i-”或“-uj-”
。
既然将 Pomerio 看成单纯词（而
不是派生词）
，因而波美拉尼亚狗
就理所当然地称为 pomerihundo
了。

ŝpin|: ~fasko

纺纱杆上的卷纱

一根纺纱杆所需的
纺织纤维量

参见 PIV 给出的释义：Amaso de
fibroj traborita de ŝpinbastono.

ŝton|o ⑤

jen kiaj ŝtonoj, kiaj
konstruaĵoj: 你看，
什么样的石料，就
盖什么样的房子

Majstro, jen kiaj
ŝtonoj kaj kiaj konstruaĵoj! 夫 子 ， 请
看，这是何等的石
头，何等的殿宇（《新
约》）

因不知出处而出错。
《圣经·新约》
的原句为：Majstro, jen kiaj ŝtonoj
kaj kiaj konstruaĵoj! 耶稣从殿里
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
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
何等的殿宇。
另外，从这个句子的结构看，也
不应该译成“什么样的石料，就
盖什么样的房子”。如果要译成这
样的意思，原文必须是“kiaj...
tiaj...”的格式。

ŝtop|: ~sonoj

闭塞音

【乐】阻塞音（将手
伸入圆号喇叭口吹

另在 soni 词条中“sono”项下所
列举的例词中我们也可以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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ŝtorm|:
~obirdo

(petrelo 的 俗 名 )
【动】海燕

奏出的音）

“ŝtopsonoj 按音（以手按琴弦或
管乐器孔所生的音）”。同一个词
在同一部词典中有两种不种的译
法，会使读者无所适从。我们先
来看看 PIV 是如何定义这个合成
词的：ŝtopsonoj: sonoj, ricevataj
per parta ŝtopado de la korno helpe
de la mano （用手部分阻塞喇叭
口而吹出的音）。这个词的法语和
英语对应词分别是 sons bouchés
和 stopped notes。这两个术语我
们都可以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的《外国音乐辞典》查到：
“阻塞
音：演奏圆号时把手伸入喇叭口
发出的音。轻声吹奏时，效果遥
远而神秘；大声吹奏时，声音粗
砺”。这样的解释和 PIV 所给的
释义是吻合的。

（ procelario 的 俗
名）【动】鹱

《 世 界 语 汉 语 词 典 》 将
ŝtormobirdo 译为“海燕”是个误
译。这种鸟在 PIV 的 birdo 词条
内 明 确 释 义 为 ： ŝtormobiro =
procelario ； 后 者 又 被 释 义 为
procelario：Genro de malgrandaj
hirundsimilaj marbirdoj (Procellaria)。Procelario 在《世界语汉语
词典》中译为“鹱”
（它的拉丁学
名 Procellaria 的汉语译名也是
“鹱”）
。
《现代汉语词典》给鹱释
义是：
“鸟，身体大，嘴的尖端略
呈钩状，趾间有蹼。会游泳和潜
水，生活在海岸边，吃鱼类和软
体动物等”。小的鹱如鸽,大的像
大型的海鸥,具有如其亲属海燕
和信天翁那样的管形鼻孔和长
翼,在飞翔时通常贴着浪涛掠过。
顺便说一下，高尔基的名著《海
燕 之 歌 》， 俄 文 原 文 的 篇 名 是
“Песня о буревестнике”
。俄文
的“буревестник”译成世界语正
是 albatroso, 它的汉语名称是：
剪水鹱，风雨鸟，其复数形式表
示“鹱属”。查《苏联百科词典》
“海燕”词条可知：海燕是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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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的一种鸟，是“鹱”的近亲，
并不就是“鹱”。可能由于“海燕”
这个名字比较容易被大众接受，
在文艺作品中就把“鹱”通俗地
称为“海燕”了。
ŝut|: super~i
②

super~i iun per
donacoj 给 某 人 的
礼品纷至沓来

super~i iun per
donacoj 给 某 人 送
来大量礼品

汉语成语“纷至沓来”通常用于
“人”而不用于物。

ŝuld|: ~olibro

应收未收帐册

应收未收账册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语应该用
“账”。

ŝveb|:
ĉirkaŭ~i

revoj de l' pasintaj
tempoj
min
ĉirkaŭŝvebas 旧 日
梦想萦绕胸中

revoj de l' pasintaj
tempoj min ĉirkaŭŝvebas 旧 日 的 梦 想
萦绕在我的脑际（或
译为：旧日的梦想萦
回在我的心头）

译文应尽可能符合汉语表达习
惯，词语的使用要搭配得当。

ŝvit|: ~a

~a febro 大量发汗
的疾病

~a febro (同 miliara PIV 明 确 指 出 ， 这 种 病 就 是
febro)【医】汗热病， miliara febro，然而词典编者似乎
粟粒疹热
没有注意到，便望文生义地译为
“大量发汗的疾病”！

tabl|o ②

leviĝi ĉe la ~o 离席

leviĝi de ĉe la ~o 离
席

只用介词“ĉe”不能表达“离”
的含义。抄写时漏掉了介词“de”。

tag|: ~deko

→ tempeco

→ tempopeco

很显然，这里是指示读者参阅
“tempopeco”（一段时间）后面
所附的【比较】。在这个【比较】
中收有 tagdeko（旬）。

teleskop|: ~a
①

套迭的

套叠的

请注意“迭”和“叠”的区别：
前者是屡次的意思，后者表示“折
叠”或“重叠”。

tali|: ĝis~e

li trapasis la vadejon, ĝis~e en la akvo
他淌水过河，水深
及腰

li trapasis la vadejon,
ĝis~e en la akvo 他
趟水过河，水深及腰

字写错了。“淌”（读第三声）是
水往下流的意思，如淌眼泪；
“趟”
读第一声时，是“从浅水里走过”
的意思。这里应该用“趟”。

tamen

我好象还是什么都
不懂

我好像还是什么都
不懂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Tantr|oj

（漏收词条）

【宗】（印度教和佛
教混合的）密教经典

这个词虽不常用，但作为宗教词
语，是不可不收的。

Tantr|:
t~ismo

（漏收词条）

【宗】（印度教和佛
教混合的）密教

这个词虽不常用，但作为宗教词
语，是不可不收的。

Tarpej|a

（漏收词条）

塔尔佩亚（传说中罗 这个词虽不常用，但对于中国人
马守将塔尔佩尤斯 了解西方文化来说，还是需要收
的女儿，当撒宾人偷 的。
袭罗马时，她被收
买，私开城堡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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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被撒宾人从一
座山崖上扔下处死，
葬于 Kapitolo 山上
的万神殿，后此山崖
被称为塔尔佩亚悬
崖）
tavol|o ③

tavolo de Appleton
阿普顿层，F 电离层

tavolo de Appleton
【象】阿普尔顿层，
F2 电离层（地球上
电离空气的最高层）

查有关资料，这一大气电离层为
英国物理学家 Edward Victor Appleton 所发现，命名为“阿普尔
顿层”
（按英语实际读音音译）或
。
“F2 电离层”

tavol|o ③

tavolo de Heaviside
海氏层，E 电离层

tavolo de Heaviside
亥维赛层，E 电离层
（地球上电离空气
的中层）

此电离层为英国物理学家 Oliver
Heaviside 所发现，通译为“亥维
赛层”

te|o:
~ceremonio

(一作 ~kulto) （日
本）茶道

（日本）茶道

可是在《世界语汉语词典》的其
他各处根本查不到“tekulto”
，PIV
中也没有收这个合成词。删去它。

teg|: mal~i

la kirurgiisto mal~is
la tendenon 外科医
生把肌腱暴露出来

la kirurgo mal~is la
tendenon 外科医生
把肌腱暴露出来

外科医生应该是“kirurgo”而不
是“kirurgiisto”。这一错误是照
抄 PIV 原句中的错字而产生的。
我 注 意 到 新 版 PIV 已 经 将
“kirurgiisto”改成了“kirurgo”。

telefon|: ~aĵo

话传电报

电话（指内容）；通
话内容

原文释义：Informo, komunikita
per telefono。
话 传 电 报 应 为 ： telefonita telegramo (t.e. telegramo telefonita de
la telegrafa riceva stacio al telefon-abonanto)。
编写世汉词典，首要的是必须先
认真阅读原文释义，译后还要按
原文释义核对译文。

teleskop|: ~a
①

【技】套管式的，
套迭的，伸缩的

【技】套管式的，套
叠的，伸缩的

“迭”不是“叠”的简化字。两
者字义不同：前者表示“屡次”，
后者表示“折叠”或“重叠”。

tem|o ⑤

(同 lokuso )（书籍
或文件中的) 某一
文句、段落或章节

(同 lokuso ) （演
说者用来支持自己
论点而引用的书籍
中的）某一文句、段
落或章节

tembro

【乐】【语】（人声
的）音色

① （ = sonkoloro ） 原 文 释 义 ： 1 MU Karakteriza
【乐】音色，音质： kvalito de tono, voĉo, instrumento.
~o de muzika in- Sin. sonkoloro. 2 LI Distinga eco

②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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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译只表达了“（书籍或文件中
的) 某一文句、段落或章节”，而
忽略了它的作用。按 PIV 的释义，
应加上括号中的解释语。
与它相关的 lokuso 的第二义项也
应作相同的改动。

strumento 一件乐器
的 音 质 / ŝia voĉo
retrovis sian kutiman
~on 她的嗓音恢复
了正常的音色 /
infana ~o 童音 ②
【语】音色，音品：
~o de vokalo 元音
的音品

de voĉa parolsono, kaŭzata de
kombino de ĝiaj formantoj。
原文把 tembro 分为两个义项，而
这两个义项，是不可以合并的，
因为第一个义项是音乐术语，它
不仅是指人声的，更主要的是指
乐器的。第二个义项是语音学术
语。虽然也是涉及是人声的，但
它的音质是由语音共振峰的结合
决定的，故又称音品。

temp|o ⑤

（漏收常用词组）

de ~o al ~o 不时地， 世界语中也有不少形色相对固定
时时，时不时 / de 的惯用词组。它们在世界语中很
~o al ~o la flamo 活跃。这类词组不应漏收。
ekflagradis 火 焰 不
时地摇曳着

temp|:
for~iĝi

= malvalidiĝi

( 同 malvalidiĝi)
过时，过期，失效

《世界语汉语词典》未收
“malvalidiĝi”这个派生词。应补
收。

temperament|o ①

limfata ~o …，粘液
质

limfata ~o …，黏液
质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ten|: ~ema

粘的，粘性强的

黏的，黏性强的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本词条内其他部分类似的“粘”
也应改为“黏”，如 al~iĝa 的译语
“粘着的”、“胶粘的”，kun~iĝi
的译语“粘结”、“粘合”、“变得
粘稠”等中的“粘”

ten|i

（漏收词条）

mal~i: 松手，放开
手（让手里拿着的东
西掉落）：mi mal~is
la glason kaj ĝi falis
sur la plankon 我松
开手，杯子掉到了地
上

原文释义：ellasi el la teninta mano
aŭ brako.
这是常用词之一，不可漏收。

tenac|a ①

粘的，粘性强的

黏的，黏性强的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本词
条内的另两个粘字，也应改为黏。

tenajl|i

象钳子似地夹紧

像钳子似地夹紧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tend|o

~ofajro 营火

~arfajro 营火

“营火”应该由“tendar-”
（野营）
＋“fajro”（火）构成。

tensi|o

（漏收词条）

~falo 【电】电压落
差

PIV 收有此词。

ter|: ~muraĵo

粘土构筑物

黏土构筑物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ter|: al~igi

〈地〉接地

〈电〉接地

学科略语写错。

ter|: sur~iĝi

mola sur~iĝi （登月
时的）软着陆

mola sur~iĝo （登月
时的）软着陆

将“surteriĝo”误写成“surteriĝ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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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kot|o

焙烧粘土

焙烧黏土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tetan|o

【医】①张直性痉
挛，强直

【医】①强直性痉
挛，强直

字面错误。将“强”误写成“张”。

ti|a: ~aĵo

（漏收附属词条）

这样的事物，这样的 这个派生词在 PIV 中是放在“tia”
事情，这样的东西； 词条中的，但构词时以“ti-”加
这样的话： ~aĵojn 后缀“-aĵ”而成。
mi neniam diris 我
从来没有说过这样
的 话
/ ekzistas
nenia ~aĵo, kia estas
senpaga tagmanĝo
从来就没有免费午
餐 这 样 的 事 / esploroj montras, ke
nenia ~aĵo okazis 查
无其事 / sufiĉe jam!
Ne ĉiam diru ~aĵojn!
好了，不要老说这些
事了！ / ĉu vi ne
hontas eldiri ~aĵon?
你说出这样的话来
也不觉得丢脸？

tial: ~a

eviti la duoblan laboron kaj la ~an
perdon da tempo 避
免重复劳动以及由
此而造成的时间损
失

eviti la duoblan laboron kaj la ~an
perdon de tempo 避
免重复劳动和由此
（由这个原因而）造
成的时间的浪费

误将“de”写成了“da”。这个错
误的始作俑者是 PIV，
《世界语汉
语词典》不加思考地承袭了这个
错误。新版 PIV 已经改正了。

tiel I.

我们并不象有些
人…

我们并不像有些
人…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tiel III.

~ same, kiel 正象…
一样

~ same, kiel 正像…
一样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tiflit|o

【医】= cekumito

【医】(同 cekumito)
盲肠炎

《世界语汉语词典》未收
“cekumito”。
用一个词典中未收的词来释义，
实际上根本没有释义，不但浪费
读者继续查阅的时间，而且还使
读者更加困惑和失望。

timpan|o

【乐】= timbalo

【乐】(同 timbalo )
定音鼓

采用“= …”的方式释义，没有
起到双语词典的作用，不如直接
附上汉译更方便读者。

tine|o

（
俗
clomomoteo）

（俗名 dommoteo）

显然是将字母“d”抄写成“cl”
了。这里按 PIV 所给的形式改为
“dommoteo”
。

①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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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ti

li ~as sur fortepiano
（或 gitaro） 他乱
弹钢琴（或吉他）

ŝi iom ~i sur fortepiano povas 她已经
能在钢琴上弹出乐
声来 / ~i sur gitaro
在吉它上弹奏出铮
铮的声音；弹奏吉它
/ ili ~as sur psalteroj,
pensante, ke ili estas
muzikistoj egalaj al
David 他 们 弹 琴 鼓
瑟，自比如大卫般高
明的乐师（旧约）

tinti 的 原 文 释 义 为 ：
Interfrapiĝante, eligi klaran, iom
tremantan sonon。
从这个释义和所举例句看，tinti
只表达“发丁当声”，并无贬义色
彩。

tiom
III.
~…kiom…

那么（多）… 就
象…

那么（多）… 就像…

本义项下“…就象财政家那么…”
中的“象”也应改为“像”。

tiom

~aj 那么多的

~a 那么多的

作为词条形式，不必用复数形式。

tip|o

~fabrikado 铸字；系
列化生产

（删去此词条）

旧版和新版 PIV 都没有收进这一
附属词条，但我们可以在世法词
典中查到这一词条：tipfabrikado:
fabrication en série。在法汉词典
中 fabrication en série 的意思是
“成批生产，批量生产”的意思。
世汉词典的编者将这个附属词条
译为“系列化生产”接近对应的
法语词组的词义，但同时又译为
“铸字”，可能是由于“tipo”另
有“字模，铅字”的词义，于是
就想到可能会有“铸字”的意思。
其实铸字在世界语中应该是
“tipofandado”。另外，“批量生
产 ” 的 世 界 语 译 法 是 “ seria
produktado”或“seria fabrikado”
，
大批量生产是“amasproduktado”
或“amasfabrikado”。必须指出，
世法词典的编者和 PIV 词典的原
主编是同一人，即著名世界语学
者和词典编纂家法国人 G. Waringhien 先生。他因受母语法语的
影响，较多地将法语的特有习惯
说法引进世界语。其中的一些并
未被各国世界语者所普遍接受。
tipfabrikado 就是一例。

tir|: ~kesto

抽屜

抽屉

应该用规范的简化字。

tir|: el~i

~i libron je mil
ekzempleroj 将 一

el~i libron je mil
ekzempleroj 将一本

将“eltiri”误写为“ti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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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 tra~i

本书印一千册

书印一千册

oni tra~is al li
ŝunuron
tra
la
genuoj 有人把一根
绳子从两膝之间拉
给他

oni tra~is al li
ŝunuron
tra
la
Z
genuoj 有 人 用 绳
子从他的两膝之间
拉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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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细细体会这句汉语译文，你
会发现这句话费解得很：把绳子
从谁的两膝之间？是主语“oni”
的，还是“li”的膝盖？是把绳子
拉过去递给他吗？为了弄清这句
世界语原话的确切句意，我查出
了 这 话 的 原 出 处 ： La kaptitan
junan Kristanan pastron, ligitan
per ŝnuroj je la manoj kaj piedoj,
oni metis en la ŝtonan kelon de la
domo. Bela li estis, “bela kiel
Baldur”, diris la vikingedzino, kaj
lia suferado ŝin kortuŝis, dum la
juna Helga postulis, ke oni tratiru
al li ŝnuron tra la genuoj kaj alligu
lin al la vostoj de sovaĝaj bovoj.
(el Filino de la Marĉa Reĝo en
Fabeloj de Andersen) （那个被俘
的基督教牧师手脚都用绳子捆绑
着，有人把他放进那间屋子的石
窖中。他很漂亮，“像 Baldur 一
样漂亮”，海盗妻子说。他的痛苦
触动了她的心，这时那年轻的
Helga 叫人用绳子从他的两膝之
间穿过去，把他拴到几头野牛的
尾巴上。《安徒生童话集》
《沼泽
王》）
很显然，这里的“al”所表达的
词义并不是这个介词的基本词义
递给或交给的“给”，因此，把“Oni
tratiru al li ŝnuron tra la genuoj”译
为“有人把一根绳子从两膝之间
拉给他”是不正确的。其实介词
“al”的这种用法在柴门霍夫和
经典世界语文体家的笔下也很常
见。在《世界语汉语词典》中也
能找到这个用法，即“al”词条
的第 5 义项（表示行为与某人有
关）。在这个义项下举出了两个可
以说明上述用法的例句：
starigi al iu monumenton 为某人
树立纪念碑
lavi al iu piedojn 给某人洗脚

PIV 中“al”词条的第 5 义项下
还有一个例句：
bati al si la bruston (z) 捶打自己
的胸
下面再补充几个从柴门霍夫译作
中搜集来的例句，细读这些例句，
会对“al”的这一用法有进一步
的理解：
La maljuna virino kombis al si la
harojn per ora kombilo (z) 那个老
女人用金梳子给自己梳头。
Ne dehaku al mi la kapon! (z) 别
砍杀我的头！
Ŝi detiris al li la galoŝojn. 她脱下
了他的高统套鞋。
La larmoj elkuris al li sur la vangojn. 他泪水夺眶而出，顺着面颊
流下。
tiratron|o

（漏收词条）

【电】闸流管

Tokelaŭ-Insul|o

Tokelaŭ-Insulo
【地】托克劳（西
萨摩亚以北的群
岛…）

Tokelaŭ-Insuloj
这个地名中的 insulo 应该用复数
【地】托克劳（西萨 形式。
摩亚以北的群岛…）

toler|: ~emo

la Edikto pri T~emo
【史】南特敕令
（1598 年法国国王
亨利四世在南特颁
布的宽容法令）

la franca Edikto pri 按 PIV，西方历史上有两个有关
T~emo (1598) 【史】 “T~emo”重要法律文件。应将
法 国 《 南 特 敕 令 》 它们都收进词典中。
（1598 年法国国王
亨利四世在南特颁
布的宽容法令） / la
angla
Akto
de
T~emo (1689) 英国
《容忍法案》（1689
年颁布）

Tom|o

（漏收词条）

~ismo 【宗】【哲】
托马斯主义（指托马
斯阿奎那神学及其
现代流派）

PIV 收有这个词。

Tom|o

（漏收词条）

~isto【宗】【哲】托
马斯主义者

PIV 收有这个词。

tomb|o ①

sekreta kiel ~o 守口
如瓶

sekreta kiel ~o 像坟 应译出这条惯用语的字面义，以
墓那样默不作声；严 便于理解它的喻义。
守秘密，嘴巴很紧，
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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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V 收有这一电学名词。参见本
勘误表“tubo ④”条中的说明。

tomb|o ①

silenta kiel ~o 像坟
墓那样寂静，没有
一点声音

(=
sekreta
kiel
tombo) 像坟墓那样
沉默；绝对保守秘
密；严守秘密，嘴巴
很紧，守口如瓶

此语源自法语惯用语“être muet
comme une tombe”，意思是“严
守秘密”，因此不能理解为“像坟
墓那样寂静”
。值得注意的是：在
PIV 中此语是和上一句作为同义
语 收 在 一 起 的 ： sekreta, silenta
kiel tombo。

tomb|o ②

tombo
blankigita
（同 hipokrito）伪
君子，伪善者

tombo
blankigita
（同 hipokritulo）伪
君子，伪善者

参见新版 PIV 的释义：vi similas
al tomboj blankigitaj (N) (hipokrituloj) 。 在 旧 版 PIV 中 ，
“hipokrituloj”写成“hipokritoj”，
新版改正了旧版的错误。
《世界语
汉语词典》应该按新版改正。
（按：
hipokrito 只作“伪善”讲）

tonal|o

（漏收词条）

~signo (= gamsigno)
【乐】调号；音调符
号

《世界语汉语词典》在 gam|o 词
条中已经给出了 gamsigno（调号）
的同义词“tonalsigno”，当然也
就应该将后者补收进词典中。

tonel|o

①【海】…
【航】…

【海】①… ②…

两个义项都与海事有关，应将学
科略语“【海】”置于两个义项之
前。另外，原第二义项的略语
“【航】”写错。应删去。

torĉ|o ②

la ~oj de Himeno
婚姻

la ~oj de Himeno 恋
情，爱情

Himeno 是司婚姻之神，它的转义
词“himeno”本身就有“结婚”
和“婚姻”的词义。既然“torĉo”
可作“激情”的象征（simbolo de
pasio）
，“la ~oj de Himeno”就应
该是一对恋人在婚姻之神的火炬
光芒照耀下而产生的激情，也就
是恋情或爱情。

tord|i ①

捻，搓，拈，绞，
扭，拧

捻，搓，绞，扭，拧

“拈”读作 niān，意思是“用两
三个手指头夹取东西”，它和“捻”
（ niǎn）读音和意思都不同。后
者的是“用手指搓”。应删去译语
中的“拈”字。

tord|: ~iĝi

象蛇一样蜷曲起来

像蛇一样蜷曲起来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tord|: ~ilo

…拈线机

…捻线机

字面错误。将“捻”误写成“拈”。
参见“tordi ①”条中的说明。

torped|o

kontraŭ~ŝipo ( 同
destrojero) 扫雷艇

kontraŭ~ŝipo ( 同
destrojero) 驱逐舰

这是望文生义的错译。从字面上
来分析，kontraŭtorpedŝipo 的字面
意思应该是“对抗鱼雷舰艇”，按
这样的理解，译成“扫雷艇”，似
乎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如果我
们再进一步分析，扫雷是扫的什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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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雷？按《现代汉语词典》的释
义，扫雪是排除敷设的地雷或水
雷（submara mino）等。Torpedo
是鱼雷，即由舰艇发射，能在水
中自行推进，自动搜索、跟踪和
攻击目标一种炸弹。这种武器是
不可能事先去敷设的，怎么可能
去“扫”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PIV 给 destrojero 所下的定义：Tre
rapida, nekirasita ŝipo, armita per
torpedoj kaj malpli pezaj kanonoj.
这与《现代汉语词典》给“驱逐
舰”的定义“以导弹、火炮、鱼
雷和反潜武器为主要装备的中型
军舰，主要用于护航、警戒和反
潜”大体是一致的，而且在英语、
法语、西班牙语等西方语言中，
这个词都是译为“驱逐舰”，而不
是 “ 扫 雷 艇 ”。 本 勘 误 表 在
destrojero 条中也提出改正这个
词的误译。请参见该条。
tra III. ③

tralerni (同 ellerni)
学会

tralerni 学完（一本
书）

trab|o ①

meti ~ojn sur la vojo
〈转〉制造障碍，
阻碍

meti ~ojn sur la vo- 原句抄漏了 vojon 中的“n”。
jon 〈转〉制造障碍，
阻碍

tranĉ|i ④

la lumo ~is al mi la
okulojn 光线刺眼

la lumo ~is al iu la
okulojn 光线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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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lerni 和 ellerni 不存在同义关
系。
请看 PIV 给两者的释义：tralerni:
lerni ĝis la fino de la libro （学完
一本书） / ellerni: lerni ĝis plena
sciado （学到完全知晓的程度；
学 会 ）。 词 典 原 编 者 之 所 以 将
tralerni 和 ellerni 当成同义词，可
能与 PIV 在“tra III. ③”项下所
举的这个例句有关：tiun libron
oni devas tralerni (ellerni)。但我注
意到这个例句在新版 PIV 中已经
改 为 ： lernolibron oni devas ne
tralegi, sed tralerni lernolibron oni
devas ne ~legi, sed ~lerni （课本
不应该只是通读，而应该从头学
到 尾 ）。 在 这 里 已 经 见 不 到
“(ellerni)”了。

既然未译出“我”字，就索性把
原句中的“al mi”改为“al iu”。

tranĉ|i ⑤

（…分成两迭…）

（…分成两叠…）

transduktor|o

【电】饱和电抗器； （ = energitrans磁放大器
formilo）【理】能量
转化器

traŭb|o

= uvo

trejn|: ~ejo

训练场，锻练场；
驯马场

训练场，锻炼场；驯
马场

误把“锻炼”写成“锻练”。

trias|o

…三迭纪…三迭系

…三叠纪…三叠系

请注意“迭”和“叠”的区别。

trilob|o

trilobo 【古生】三
叶虫（节肢动物的
原始种类，现已消

trilobitoj
(
同 旧 版 和 新 版 PIV 中 都 没 有 收
trolobuloj) 【古生】 “trilobo”。PIV 收了“trilobitoj”，
三叶虫纲（节肢动物 但只注明“Vd. lobo”，可是在

(同 uvo)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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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迭”和“叠”的区别。
查有关专业资料得知，
“饱和电抗
器”是一种控制和调整交变电流
的装置（英语释义为：a device for
kontroling or regulating alternating current，这一释义和 PIV 给
transduktoro 的释义相同（Aparato
aŭ aranĝaĵo, konsistanta el unu aŭ
pluraj feromagnetaj bobenoj kun
volvaĵoj, per kiuj alterna tensio aŭ
kurento povas esti variigata per
sendependa tensio aŭ kurento, uzante saturfenomenojn en magneta
cirkvito）。但在新版 PIV 中，此
词 的 释 义 发 生 了 变 化 ：
transdoktoro = energitransformilo。
再进一步查 energitransformilo，
其释义为：Aparato aŭ organo, kiu
transformas enigitan energion en
eligitan energion alispecan: mikrofono estas energitransformilo,
kiu transformas akustikan energion
en elektrajn signalojn。这个释义
告诉我们，energitransformilo 是
一种将输入能转变成另一种输出
能的转换器，例如：麦克风是一
种将声能转变成电信号的转换
器。从这个释义和所举的例句看，
新版 PIV 中的 energitransformilo
和旧版中 energitransformilo 表达
的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
《世界语汉语词典》“uvo”词条
也采用“uvo = traŭbo”的释义方
式。这样的循环释义方式实际上
没有给读者传达任何信息。虽然
在 uvo 的后面也加了“(vinbero)
的俗称”，但并没有直接给 uvo
释义。

灭）

门已绝灭的一纲）

“ lobo ” 词 条 中 我 们 只 能 查 到
tri~uloj。新版 PIV 给出了释义：
trilobitoj = trilobuloj (Vd. lobo)。
在《世界语汉语词典》
“lobo”词
条 内 收 有 “ tri~uloj (trilobita)
【古生】三叶虫纲；三叶虫”。

trink|i

manĝi kaj ~i ( 同 manĝi kaj ~i ( 同
vivteni) 维持生命， vivteni sin) 维持生
生存
命，生存

trink|:
~omielo

= medo

（同 medo）蜂蜜酒

在《世界语汉语词典》“medo”
词条中“medo”被释义为“〈诗〉
= mielakvo”
，没有任何汉语对译
语。为了要弄清 trinkomielo 的词
义，还得再查 mielakvo。这样的
释义方式，编者是省事了，却增
加了读者的麻烦，浪费了读者的
时间。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给出
对译词“蜂蜜酒”呢？

trink|: ~mono

小帐

小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tropism|o

【生】向性，趋性

(同 taktismo) 【生】 应补出它的同义词。
向性，趋性

trov|: ~aĵo

找到的东西，发现
物

找到的东西，发现
物；拾物；失物：
alportu vian ~aĵon al
la policejo 请 把 你
捡到的东西交到派
出 所 / ~aĵoficejo
拾物［失物］招领处

这是很有趣的语言现象：汉语中
我们既说“拾物招领”，也说“失
物招领”，而且后者更为常见。这
里的“失物”和“拾物”译成世
界语是相同的，即都是 trovaĵo。

tru|o ①

他象个无底洞似地
喝

他像个无底洞似地
喝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tub|o ④

bild~o …显象管

bild~o …显像管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tub|o ④

hidrargovapora tubo
(同 tiratrono) 闸流
管

hidrargovapora tubo
( 同 tiratrono) 汞 蒸
气管，闸流管

《世界语汉语词典》漏收这里提
到的同义词 tiratrono 一词，应该
补收。另外，在“rilaksa”词条
中也有 rilaksa tubo (同 tiratrono)
闸流管。

tunik|o ④

muk~o …粘膜

muk~o …黏膜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turb|o: ~i

象陀螺一样旋转

像陀螺一样旋转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turn|i ①

~- paĝojn de libroj
翻书页

~i paĝojn de libroj
翻书页

将“~i”印成“~-”。这是排字和
校对的疏忽。

turn|: ~iĝadi
②

象蛇一样扭动

像蛇一样扭动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tuŝ|i

~ludo = blindoludo

~ludo ①触碰游戏， tuŝludo 和 blindoludo 不是相同的
追逐游戏 （一种以 游戏（后者相当于中国的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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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句写漏了“sin”
。“维持生命”
应该用“vivteni sin”来表达。

追逐者触碰到躲避
者为胜的儿童游戏）
②（类似于中国击鼓
传花的）传物游戏

藏），它们怎么可能是同义关系？
应删去这个同义词。
PIV 给 tŭludo 两种不同的释义。
在 tuŝi 词条中，tuŝludo 是这样被
定义的：ludo, en kiu la ĉasanto
penas tuŝi alian ludanton, kiu tion
provas eviti, sed kiu, tuŝite, devas
siavice transdoni la tuŝon al alia。
在 ludo 词条中，它又被定义为：
ludo, en kiu oni penas transdoni al
alia ludanto ian efektivan aŭ
imagitan objekton, kiun la ricevinto penas tuj transdoni ktp.。新
版 PIV 在这两个义项中选择了前
者，并把它置于 ludo 词条中。我
赞同这个改动，但我还是把这两
个词义都收在这里，作为 tuŝludo
的两个义项。

tutel|o

〈诗〉= zorganteco

(同 zorganteco)（对
孤儿等的）抚养，保
护，照管，监护

这一词条采用“= zorganteco”的
释义方式，而在“zorgi”词条内
读者却找不到“zorganteco”这一
派生词形，也就无从得到有关
“tutelo”的语任何义信息。用一
个词典中未收的词释义，实际上
根本没有释义。这是是词典不够
严谨的表现之一。

Uaz|o

（漏收词条）

(同 Oiso) 【地】
（法
国）瓦兹（省）

参见 Oiso 词条中的说明。

udarnik|o

= sturmulo

(同 sturmulo) 突击
队员，突击手

这一词条的同义词“sturmulo”并
没有收在“sturmi”词条中。采用
这样的释义方式，没有起到双语
词典的作用，不如直接附上汉译
更方便读者。

uest|o

= okcidento

= okcidento

okcidento 只有一个义项，因此应
去掉①字。

-uj-

②（表示）果树：
frukt~o 果 树
/
pir~o 梨 树
/
pom~o 苹果树

②（表示）结果实的
植物： pir~o 梨树 /
pom~o 苹 果 树 /
roz~o 蔷薇属植物；
蔷薇，玫瑰 / frag~o
草莓属植物 / ne ĉia
frukt~o estas arbo
并非任何结果子的
植物都是树

以后缀“-uj”构成的植物名称，
并非都是“树”。
原文释义为：Vegetaĵon, kiu donas
la fruktojn aŭ florojn, montratajn
de la rad。
值得注意的是 PIV 中提供的一个
例句（ne ĉia fruktujo estas arbo 并
非任何结果子的植物都是树）被
词典原编者忽略了。原译不但略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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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这个例句，也略去了“frag~o
草莓属植物”这个例词（草莓是
草本植物）。
umlaŭt|o

【语】①曲音（用
“…”表示） ②元
音变化

【语】（因后接元音
的影响而产生的）词
内元音变化；内部元
音音变（例如德语中
的 a 变为 ä，o 变为
ö，等）

原译第一义项没有依据，所谓“曲
音”用“…”表示，不知是什么
意思。本词在 PIV 只有一个义项：
Modifo de unu vokalo sub la influo de sekvanta sono, ekz. en la
germana de a al ä, de o al ö ktp. =
metafonio）；新版 PIV 给的释义
是 ： Modifo de vokalo sub la
influo de sekvanta vokalo。虽然
PIV 在 umlaŭto 的释义中指明该
词“= metafonio”，但 PIV 却未收
“metafonio”词条。新版 PIV 注
意到了这一点，将“metafonio”
收进词典中，并作了释义：Modifo
de vokalo sub la influo de najbara
vokalo。我依据这一释义，将其
译为汉语：metafonio: 【语】
（因
相邻元音的影响而产生的）词内
元音的变化，内部元音音变。
（Modifo de vokalo sub la influo
de najbara vokalo: el 新版 PIV）

unison|o

同度齐奏，齐唱

同度，齐奏，齐唱

开始我感到奇怪，难道会有不同
度的齐奏吗？原来是在“同度”
和“齐奏”之间少了逗号。

unit|o

= unuo

②

②为③之误。另外，应直接附上
汉语译文，以方便读者。

unu

（漏收附属词条）

~nura (= unika ) 唯
一的，独一无二的

ununura 是个常用合成词，应该补
收。

uragan|o ②

象飓风般猛烈…

像飓风般猛烈…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uri|o

【动】海雀属鸟类； 【动】(同 mergulo) PIV 在 mergulo 词条中明确指出
海雀，海鸽，海鸠 海雀属鸟类；海雀， mergulo = urio，因此也应该在这
海鸽，海鸠
里补出 urio 的同义词。

②

urs|o 【比较】 ailuropodo 大猫熊

（= unuo ）
【科】单
位
②

（《 世 界 语 汉 语 词
典》未收此词）

《世界语汉语词典》及 PIV、新
版 PIV 都 没 有 收 世 界 语 化 的
“ailuropodo”。是否需要收进这
个词形，需要斟酌。

①(vinberoj 的俗称,
同 traŭbo) 葡萄

这里的 vinbero 应该用复数形式。

uv|o

① (vinbero 的俗称)
= traŭbo

vag|: ek~i

(ntr.) 开 始 流 浪 ； (ntr.) 开 始 流 浪 ； “荡来荡去”和“流浪”一样，
〈转〉荡来荡去
〈转〉开始荡来荡去 是一个持续性动词，也应该将
“ek-”的语义翻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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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gner|o

瓦 格 纳 （ 1813 －
1883，法国著名作
曲家）

瓦格纳（德国著名作 误将德国写成法国。
曲家，1813－1883）

vaks|o ④

minerala,
~o 石蜡

minerala ~o ( 同
ozokerito) 天 然 地
蜡 / parafina ~o (同
parafino) 石蜡

PIV 明确指出：minerala vakso (=
ozokerito) ，由此可知 minerala
vakso 和 parafina vakso 不是同一
种物质。

vaks|o ④

model~o 塑型蜡

modlo~o 塑型蜡

误将 modlo~o 写成 model~o。

vaks|: ~a

~a modelaĵo 蜡 塑
品

~a modlaĵo 蜡塑品

误将 modlaĵo 写成 modelaĵo。

valid|: ~iĝi

la kontrakto definitive ~iĝos la 1-an de
julio 本条约规定自
七月一日起生效

la kontrakto definitive ~iĝos la 1-an de
julio 本契约（或合
同）规定自七月一日
起生效

kontrakto 是契约或合同，条约是
traktato 或 pakto。将 kontrakto 译
为条约，不妥。

Valisa-Futun|
a Insular|oj

Valisa-Futuna Insularoj 【地】瓦利斯
群岛和富图纳群岛

Valisa kaj Futuna
Insularoj 【 地 】 瓦
利斯群岛和富图纳
群岛

如果用原来的复合词形式，后面
的名词似乎不可用复数词尾。

valor|: pli~iĝi

增值，长价

增值

“增值”和“涨价”
（不能写作“长
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
为一谈。

Valpurg|a

瓦普几司（法国人
崇拜的英国八世纪
的女圣者）的

瓦普几司（也译作：
圣沃尔珀吉斯；德国
人崇拜的英国八世
纪的女圣者）

1. 原译将德国人误写为法国人。
2. 原译“瓦普几司的”。但实际
上 原 词 的 词 尾 “ -a ” 并 不 表 示
“的”，而是依据使用习惯表示女
性的名字。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
题：当女性名字用作形容词时，
该如何处理？就此本词为例：在
“Valpurga nokto （瓦普几司之
夜）”中，Valpurga 就只能译为“瓦
普几司的”了。新版 PIV 注意到
这个矛盾，一律将女性名字的词
尾改为“-o”
，这样一来，在新版
PIV 中男性名字和女性名字就没
有区别了，这又产生了新的不便。

vand|o ②

naza ~(et)o 鼻中隔

（应置于第①义项
中）

vando 的第①义项为“同 septo”，
即“中隔”的意思；第②义项是
“同 septo”
，即“人体器官的腔
壁”，如“胃壁”的“壁”
。很显
然，
“naza ~(et)o 鼻中隔”应移至
本词条的第①义项中。

vandal|: ~a

象汪达尔人一样的

像汪达尔人一样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vang|o ①

sukoplenaj ~oj 丰

sulkoplenaj

原 文 例 句 为 “ sulkoplenaj van-

paraf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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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goj

润的双颊

满是皱纹的双颊

goj”，可能是在抄录时少写了字
母“l”，因而就译成了“丰润的
双颊”。

vant|: ~igi

使虚妄，不切实际
por ne ~igi la disputon 为 了 避 免 使
争论不切实际

使虚妄，使变得无意
义：por ne ~igi la
disputon 为 了 避 免
毫无意义的争论

原译语“使虚妄，不切实际”容
易使人误解。读者可能会把“不
切实际”和前面的“使虚妄”割
裂开来理解。另外，“不切实际”
的译法也不够确切。

vapor|o ①

象蒸气一样地消失
了

像水蒸气一样地消
失了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此
例在第一义项中，应译为“水蒸
气”。

vapor|o ②

【理】
（液体、固体
所化的）气体

【理】（液体或固体
化成的）蒸气： ~o
de akvo 水蒸气，水
汽 / ~o de etero 乙
醚的挥发气 / ~o de
hidrargo 气态水银，
汞蒸气 / saturita ~o
饱 和 蒸 气 / supervarmigita ~o 高 温
蒸 气 / subfridigita
~o 低温蒸气 / inhali jodajn ~ojn
【医】吸入碘气 /
meti la tutan ~on
【海】开足马力（意
为：全速前进）

先看新版 PIV 给 vaporo 第二义项
的释义：gasa formo de normale
likva aŭ solida substanco （正常状
态下液体或固体的气体形式）。在
汉语中，气体和蒸气，含义不同。
前者是“没有一定的形状，没有
一定体积，可以流动的物体；在
常温下，空气、氧气、沼气等都
是气体”；后者是“液体或固体，
如水﹑汞﹑苯﹑碘，因蒸发、沸
腾或升华而变成的气体”
。比较这
两个定义，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
区别：气体是指正常情况下的气
态物质，而蒸气则是指常态下的
液体或固体经物理处理后变成的
气态物质。
将 vaporo 的这一义项译为“气
体”， 虽然前面有简短的说明，
还是不够确切，不如直接译为“蒸
气”准确。PIV 所给的例词可以
进一步阐明这一义项。顺便说一
下，原译“汽态水银”是不妥的。
“汽”通常指水的液态，如：我
们只说“汽水”、
“汽酒”
，而压缩
成液态的煤气只能称为“液化
气”。

vapor|: ~izi

蒸汽处理（物品）； 蒸气处理（物品）；
蒸气治疗（如慢性 蒸气治疗（如慢性关
关节炎等疾病）
节炎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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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气”指液体或固体因蒸发或
升华而变成的气体，
“蒸汽”指水
蒸气。这里用来处理物品的不只
限于水蒸气。参见 PIV 给出的释
义：pritrakti korpon per vaporo aŭ
vaporigita substanco。由此判断，

原译的第二个译语中的“蒸气”
用法是正确的。
vapor|:
~hejtado

暖气装置

蒸汽供暖，汽热供暖

原文释义：Ago de hejtanto aŭ
efiko de hejtilo.

vapor|:
~bano

蒸气浴

蒸汽浴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桑拿浴”
释义为“一种利用蒸汽排汗的沐
浴方式”。蒸汽就是水蒸气。两者
在写法上有区别。

vari|: ~a

kulturvario
( 同
kultivaro) 栽 培 品
种

（移至 vario 项下） 这里涉及的不是一般的品种，而
kulturvario
( 同 是变种，一字之差，意思不同。
kultivaro) 栽培变种 另外，它的同义词 kultivaro 只译
为“变种”
（见《世界语汉语词典》
p. 464 ）， 也 不 妥 ， 应 该 与
kulturvario 统一起来，改译为“栽
培品种”。还有，kulturvario 作为
例词，不应放在 varia 项下，而应
移至 vario 项下。

varioid|o

varioido 【医】轻型
天花，变型痘

varioloido 【医】轻
型天花，变型痘

字母写错。本词是以词根
“variol-”加后缀“-oid”构成的
派生词。

varm|:
~osanga

热血的（动物）

热血的［温血的］
（动
物）

热血动物，也称温血动物

varm|:
ek~iĝo

突然发热（妇女绝
经后的综合症）

【医】阵热；潮热（女
性更年期综合征症
状之一）

“突然发热”不是医学术语，应
按规范的医学名词译出。按规范
的写法，
“综合症”应为“综合征”。
综合征是一系列症状的集称，这
里应加“之一”。

varm|: mal~a
④

el sama buŝo li
blovas
~on
kaj
mal~on

（应移至 mal~o 项
下） el la sama buŝo
li blovas ~on kaj
mal~on

这是一句出自柴门霍夫《世界语
谚语集》中的谚语。谚语都有固
定形式，不能随意改动（这里的
原句漏抄了冠词 la）。另外，这个
例句应移至 malvarmo 项下。

vast|:
mal~ejo

① = markolo ② =
montgorĝo

① ( 同 markolo) 海
峡
② ( 同
montgorĝo) 狭谷，
峡谷，隘口

采用“= …”的方式释义，没有
起到双语词典的作用，不如直接
附上汉译，以方便读者。顺便说
一下，在《世界语汉语词典》monto
词条中未收“montgorĝo”附属词
条。用一个未收的词作同义词给
另一个词释义，是词典不严谨的
表现。

vaz|o ①

容器，器皿（尤指
盛液体的瓶…）

容器，器皿（尤指盛 vazo 当然不只是用来盛放液体
液体或固体的瓶…） 的。

vaz|o ①

ne ŝovu nazon en
fremdan ~on 莫 向

ne ŝovu la nazon en
fremdan vazon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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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本勘误表“ŝovi ②”条中的
说明。

别人盘中伸鼻子
（意为：不要觊觎
别人的东西）

把鼻子伸进别人的
盘子里（意为：不要
插手别人的事；别多
管闲事）

（…粘膜…）

（…黏膜…）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vegetal|:
~ismo

= vegetarismo

( 同 vegetaĵismo)
纯素食主义（主张不
食用任何动物来源
的食物）

vegetalismo 和 vegetarismo（素食
主义（主张不吃肉食，但允许食
用牛奶、乳品、蛋、蜜等）并不
同义。vegetalismo 的同义词应该
是 vegetaĵismo 。 参 见 PIV 给
vegetalismo 的 释 义 ： Dietistika
doktrino, derivita de la vegetarismo, kaj permesanta absolute
nur la konsumadon de nutraĵoj el
la ~a regno.
再 看 给 vegetarismo 的 释 义 ：
Pridieta doktrino, kiu malkonsilas
nutri sin per io, kio vivis per animala vivo (ekz. la karno de besto
aŭ fiŝo), sed permesas la produktojn el la animala regno (lakto,
ovoj, mielo ks).

vegetar|:
~ismo

(亦作 vegetalismo)
素食主义，主张素
食

素食主义（主张不吃 参见上条的说明。
肉，但允许食用牛
奶、乳品、蛋、蜜等）

vek|: ~iĝi

ŝiaj rememoroj vekiĝis 她 的 回 忆 活
泼起来

ŝiaj rememoroj vekiĝis 她的回忆苏醒
了［被唤起］

这里的“vekiĝi”是一种转义用法，
很难在汉语中找到理想的对等译
法。与其别扭地译为“活泼起来”，
不如按原文直译。相信读者是能
理解并接受这种译法的。

veld|i

aŭtogena ~ado 自
焊，气焊，溶焊

~ado 【技】焊接；
熔接；锻接：…
aŭtogena ~ado 自
焊，气焊，自熔焊接

名词性例词不能直接置于动词性
词条（veldi）下。应补收附属词
条 veldado。

velur|: ~mola

象天鹅绒般柔和的

像天鹅绒般柔和的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ven|:

nere~ebla （ 同
senre~a,
nere~igebla）不可挽
回的，不可逆转的

nere~ebla 不可返回
的，无法重返的：
nere~ebla vojo 无法
重返的路；不归路 |
nere~igebla 无 法 使
其返回的；不可重返
的： la nere~igebla
ora tempaĝo 无法重

《世界语汉语词典》只收
nere~ebla 而未收 senre~a，也未收
nere~igebla，却注明“同 senre~a,
nere~igebla”
，这样的处理方式是
不妥的。
nere~ebla（不可返回的）的原文
释义：Tia, ke al aŭ per ĝi oni ne
povas reveni；

veget|:
②

~a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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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的黄金时代 / la
junceco
forflugis
nere~igeble 青 春 一
去不复返

nere~igebla（无法使其返回的）
的原文释义：Tia, ke oni ne povas
ĝin revenigi。
从释义可以看出，两者词义不同。
原译未收例句，也就无从检验译
语正确与否。
最后说明一下，旧版 PIV 只收
nere~igebla，而未收 nere~ebla，
但《世界语汉语词典》却只收
nere~ebla 却未收 nere~igebla。

ven|: re~i

kio pasis, neniam
re~os 逝者不复返

kio pasis, ne re~os
〈谚〉过去了的，不
会再来；逝者不复返

既然是谚语，就应该按柴门霍夫
《 世 界 语 谚 语 集 》（ Proverbaro
Esperanta）中原来形式使用，不
能改动其中的词语。

vend|: ~o

~o post provo 试
卖，试销（顾客可
对货物不满而退
货）

~o por provo 试卖，
试销（顾客对试用的
商品如果不满意可
以退货）

我没有在旧版和新版 PIV 中查到
这个例句。按我的理解，似乎这
里的介词应该用“por”，因为用
post，只能理解为试用后再卖，
这是不合事理的。
如果查不到进一步的依据，建议
删去这一例句。

vend|:
~olibro

销货帐

销货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vend|:
ĉio~ejo

百货公司，百货商
店，杂货店

百货公司，百货商店

删去“杂货店”这一译词。理由
见“ĉio: ~vendejo”条中的说明。

Veneci|o

V~lando 威 尼 斯 公
国

V~lando 威 尼 斯 地
区（指威尼斯城周围
地区）

参 阅 PIV 的 定 义 ： La regiono
ĉirkaŭ Venecio. （即意大利东北
部地区，意大利语为 Vèneto，汉
语译名为“威尼托”地区。该区
的首府是威尼斯）。

venen|: ~ado

= ~o

（删去“= ~o”）
毒死，毒杀，药杀；
放毒，下毒；〈转〉
毒害

“venenado”是表示行为或动作
的名词，而“veneno”是表示物
质的名词，两者不存在同义关系。
PIV 给“venenado”的释义很明
确：Ago de tiu, kiu venenas.

venen|:
mem~ado

(同 memtoksiĝo) 服
毒（自杀）

服毒（自杀）

删去“(同 memtoksiĝo)”）
。
memtoksiĝo 的词义是“自体中
毒”，它不是 memvenenado 的同
义 词 。 虽 然 PIV 没 有 将
memtoksiĝo 列为附属词条，但在
toksiĝi 项 下 收 有 这 样 的 例 句
“memtoksiĝo pro nefunkciado de
la renoj（由于肾功能衰竭而自体
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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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o ④

kolektiĝi el kvar ~oj
从四面八方聚集起
来

al la kvar ~oj 向四
面八方，往各处 / el
la kvar ~oj 从四方，
从四面八方

“el la kvar ~oj”出自《圣经·新
约·马太福音》24 章 31 节）的
经文：Kaj li elsendos siajn anĝelojn kun granda sono de trumpeto, kaj ili kolektos liajn elektitojn el la kvar ventoj, el limo ĝis
limo de la ĉielo (Mt. 24-31) （他
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
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
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从 PIV
所给的这个例句和另外两个例句
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两个很有用的
惯用语，即 al la kvar ventoj 和 el la
kvar ventoj。

vent|o ⑤

suferi ~ojn 放屁

suferi ~ojn 肚 子 胀
气

当人有屁要放的时候，如果放得
顺畅，应该是一件快事，在世界
语中怎么会用“suferi”（忍受痛
苦）来表达呢？这显然是违反常
理的。如果词典编者当初稍作思
考，断然不会下笔译出“放屁”
两 个 字 来 的 。 其 实 ，“ suferi
ventojn”是指有屁放不出来，憋
在肠子里而感到胀气。胀气会使
人感到很不舒服，有时甚至很痛
苦。这一表达方式源自法语的
avoir des gaz。这个法语词组译成
汉语就是“胀气”的意思。在英
语中，当人们肠子里有气体排不
出而感到胀气时，不也用“I am
troubled with wind”这样的说法
来表达吗？

vent|:
①

~umkorbo 簸 箕 /
~ummaŝino 【农】
簸谷的风车，风选
机

（ 置 于 ~umi 下 ）
~umkorbo （簸扬用
的 ） 簸 箕
/
~ummaŝino 【 农 】
簸谷的风车，风力清
选机

这两个例词都涉及簸扬的义项，
和第一义项“给…扇风”无关。
应该置于 ventumi 的第二义项下。

ver|a ②

象真正的战士那样
战斗

像真正的战士那样
战斗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ver|: ~ŝajne

看来好像，似乎

很可能，大概，多半， 按 PIV 给 verŝajne 的释义（laŭ ĉia
或许
probableco），verŝajne 的词义应该
和 probable 相同，即应该译成“很
可能”的意思。原译没有译出
verŝajne 的真正含义，倒是接近

~umi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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ŝajne 第一义项的词义“nur en
ŝjana maniero, sed ne laŭ la realo”
（似乎，好像，仿佛）。
verd|a ①

li estas ~a de ĵaluzo
他由于妒嫉而脸色
发青

esti ~a de ĵaluzo 忌
妒得眼睛都发绿了；
（在男女关系上）十
分忌妒

“verda de ĵaluzo”是西方语言中
用来形容一个人“忌妒”的形容
词，例如莎士比亚在《奥赛罗》
Otelo 中就把“忌妒”称为“绿眼
睛的怪物”（la verd-okulo monstro）。这是一个惯用语，不能按
字面翻译，正如我们不能将汉语
中表达嫉妒心理的“吃醋”照字
面直译成世界语一样。为什么在
西方语言中形容一个人“忌妒”
要用“verda de ĵaluzo”呢？这涉
及到文化问题。这个惯用语出自
莎士比亚的戏剧《奥赛罗》
（Otelo）第三幕第三场中的一段
对话：
Ho gardu vin, sinjoro, de l’ ĵaluzo!
Ĉi verdokula monstro kreas mem
Sian nutraĵon. Vivas en sereno
Tiu kokrito, kiu tamen scias,
Kaj plu ne amas sian trompantinon;
… (el la traduko de Reto Rossetti
Otelo)
汉语参考译文是：
（啊，主帅，您要留心啊；忌妒
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做了它的
牺牲，就要受它玩弄。本来不爱
他的妻子的那种丈夫，虽然明知
被他的妻子欺骗，算来还是幸福
的；…）
如果知道了这个出处，就不会把
“esti verda de ĵaluzo”译成“由
于忌妒而脸色发青”了。

verk|: ~o ①

elektitaj ~oj 选集，
作品，选（集）

elektitaj ~oj 选集，
作品选（集）

删去作品与选（集）之间的逗号。

verk|: ~o ②

（行的）后果

（行为的）结果，成
果，成就，业绩

汉语中的“后果”指“最后的结
果（多用在坏的方面）”，而按 PIV
的释义，verko 是“Rezulto de
agado”，因此宜用中性的词“结
果”来翻译。原译中“（行的）”
应为“（行为的）”。另补充三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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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的译语。
veruga|o

【医】秘鲁病

【医】疣症（发生在
秘鲁的一种致命性
的皮肤病变）；秘鲁
疣

这是由杆菌状巴通体感染的致命
性传染病的一种症状。此病一般
称为人巴通体病。因 1855 年秘鲁
Daniel Carrion 氏首先报道了此
病的症状和体征，故又称为卡里
翁病（Carrion-malsano）。白蛉为
其传播媒介，临床表现有两个明
显不同的阶段，即以急性发热与
溶血性贫血为主的症状及以皮肤
病变为主的秘鲁疣（verugao）。
原译只译为“秘鲁病”，没有译出
这种病变的特征。参见新版 PIV
所 给 的 释 义 ： Grava malsano,
endemia en Peruo, kaj karakterizita per haŭta erupcio el elstaraĵoj
en formo de fragoj aŭ framboj。

Vespazian|o

（漏收词条）

韦斯巴芗（一译“维
斯帕西安”，古罗马
皇帝弗拉维王朝创
立者，在位时整顿财
政，征收公共厕所
税，改组军队，建造
大竞技场、罗马广场
和凯旋门，公元 9－
79）

说明：请看 PIV 给这一词条的释
义 ： Romia imperiestro, kiu
elpensis imposton super la urinejoj
kaj konstruis la Koloseon。和这一
人名相关的还有一条出自柴门霍
夫《世界语谚语集》中的谚语：
Mono odoron ne havas, sian devenon ne diras (z). 金钱没有香臭
味，也不说明自身来历。
这是一条在西方流传颇为广泛的
谚语。人们常引用它说明货币不
带有它由来的痕迹，有了钱就可
以办事，来源可以不必计较。

vesper|: ~iĝi

＝vesperi

（无人称）渐近傍晚 vesperiĝi 在 词 义 上 应 该 和
［黄昏，薄暮］时分， versperi 有所区别，两者不可能构
天色渐晚
成同义关系。vesperi（常用现在
时形式 vesperas）的词义应该是：
(ntr) （无人称动词）天色黑了，
夜晚［黄昏］来临。

vest|i ③

复盖

覆盖

关于“复”和“覆”的用法区别，
参见“ating: ~odistanco②”中的
说明。

vest|: ~o ①

衣著，服装

衣服，衣着，服装

按《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
规范写法为“衣着”。

vest|: ~o ①

kap~o 头巾，头饰
（一般指帽子以外
的头上的佩戴物）

帽子，头巾，头饰（一
般 指 “ ĉapo ” 和
“ĉapelo”之外戴在

参阅 PIV 给出的释义：Ĉio, per
kio oni kovras la kapon, precipe
kiam ne temas pri la kutimaj ĉa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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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的用品）

aŭ ĉapelo。这个释义告诉我们，
当涉及到不适合用 ĉapo 或 ĉapelo
表达的任何种“帽子”时，可以
用这个外延较宽的词来表达。参
见本勘误表“kap: ~vesto”条中
的说明。

vest|: ~o ①

la pluma ~o (de
birdo) 羽绒服

la pluma ~o (de
birdo) （鸟的）全身
羽毛

从 PIV 所给的柴门霍夫的原句
（la pluma vesto de la birdo estis
tiel delikata!）中我们看出这里的
“vesto”用的不是原义，而是比
喻性质的转义。整个句子是用来
赞美那只鸟的羽毛多么纤细。
“羽
绒服”译成世界语应该是“jako el
lanugo”。羽绒是“lanugo”而不
是“plumo”。如果用“plumoj”
来做衣服，我们还敢穿在身上
吗？那种全身皮肤被“plumoj”
扎的感觉，你能受得了？

vet|: ~e ②

象打赌似地

像打赌似地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vet|i

（补收词条）

~batali ①为分胜负
而打赌 ②争高低，
争着（表现自己或做
某事）

请看 PIV 给 vetbatali 的两个释义：
1. batali pri veto, kiu do estos la
venkanto 2. (f.) Konkuri kun iu,
kiun oni penas egali aŭ superi

vet|i

（补收词条）

~batalo 有赌金的体
育比赛（如职业拳击
赛）

再看 vet~o 的释义：Sporta veto, ĉe
kiu estas aranĝitaj monvetoj pri la
venkonto.

vetur|:
trans~i

①驶过（某段空
间 ）：
la ŝipo
trans~is la golfon
船驶过了海湾

①（乘坐或驾驶车船
等由一边到达另一
边）越过，驶越：
trans~i la golfon
（乘船）越过海湾；
（船）驶过海湾 /
trans~i monton （利
用交通工具）越过一
座山

原文释义：Transiri, veturante。
transiri 的意思是“指人由一边到
达另一边，即“越过”的意思，
因此把 transveturi 译为驶过某段
空间是不正确的（这其实是
“traveturi”的语义）。原译中的
例句“la ŝipo trans~is la golfon 船
驶过了海湾”意思是船驶到了海
湾的另一边。

vezik|o ④

汽泡

气泡

按 PIV 的释义，这里指的是吹制
玻璃器皿或油漆时在表面留下的
气泡。气泡里所含的是空气，而
不是水蒸气。

vezik|: ~e

象气泡似地

像气泡似地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viand|o

~odika
(
同 （删去这一合成词） 此义通常用 karnodika 表达，因而
karnodika) 多肉的，
多余。请参阅《世界语汉语词典》
肉厚的
中 viando 第二义项中括号里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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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nd|o

~manĝanta
( 同
karnomanĝanta)
【动】食肉的

（删去这一合成词） 在实际使用中“食肉的”这一概
念通常用 karnomanĝa 或 karnovora 来表达。

vibr|i

震动

振动

震动的意思是颤动或使颤动，或
指重大的事情、消息等使人心不
平静；振动的意思是物体通过一
个中心位置，不断作往复运动。
因此，这里的震动应该改为振动，
而且本词条中其他的“震动“都
要改成“振动”。

vic|o ①

transversa vico (同
diagonalo) 斜列

transversa vico 斜
列

删去“(同 diagonalo)”，因为按
PIV 在这个词组后面给出的手形
符号的标示，diagonalo 只是义相
近的参考词，并不是同义词。

(同 anstataŭ) 代替

PIV 很明确地指出“~e al, ~’ al”
和“anstataŭ”之间的等义关系：
（~e al, ~’ al: Anstataŭ）。

vic|: ~e al, ~’ （顺序）轮到
al
vic|: ~irado

挨次，依次进行

列队行进，纵队行进

这是误译。PIV 所给的释义是：
Defilado, parado.

vic- 【注】

(c)亲缘关系：~frato
（同父异母或同母
异父的）兄弟

(c)表示继父的前次
婚姻所生的子女与
继母的前次婚姻所
生子女之间的亲属
关系： ~frato 继父
或继母与其以前配
偶所生的儿子→
duon- ③

这里是误译。同父异母或同母异
父的兄弟应该用 duonfrato 表示。
参见本勘误表“frato: vic~o”中
的说明。

vid|i ⑥

neniu ~as, kio lin
insidas 谁也没有发
觉是什么把他害了

neniu ~as, kio lin
insidas 谁也不能预
料意外的不幸

旧版 PIV 已在 p.430 上作了简单
的提示“(ne atendita malfeliĉo)”，
世汉原编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
点。另外，这条谚语在 PE 的分
类 索 引 中 是 被 列 在 13
（ antaŭvido ） 项 和 320
（surprize-neatendite）项下的。

vid|: ~o ①

fenestroj, kiuj donas
~on sur la strato 朝
街的窗户

fenestroj, kiuj donas
~on sur la straton 朝
街的窗户

按 PIV，应该是“… sur la straton”。

vid|: el~o

外观，外表

由里往外看到的景
象：tie staris palaco
el kristalo, kun el~o
sur ĉiujn landojn de
la mondo 那里有一
座水晶宫，从里面可
以俯视世界上所有

原文释义：Vido, kiun oni havas el
io。
如果译为“外观”或“外表”，则
无法理解 PIV 所提供的例句。由
此可见，例句可以起到检验译语
是否正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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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
vid|: sen~a

~a vetero 阴雾天，
阴霾天气

sen~a vetero 阴 雾
天，阴霾天气

原句把“sen~a”误写成“~a”。

Viktori|o

维多利亚（拉丁语
男子名）

Viktoro: 维克托（拉
丁语男子名）

“维多利亚”主要用来译地名和
女子名）

Viktori|a

（漏收词条）

Viktoria 维 多 利 亚
（拉丁语女子名）

其中有英国女王（1819-1901）及
印度女皇（1837-1901）等用这个
名字。

vin|o ②

（ 泛 指 ） 酒 ：
ĉampanja ~o 香 槟
酒 / spic~o 香料酒

（用其他水果或植
物的汁液发酵酿造
成的）酒： palmo~o
棕榈酒 / pom~o 苹
果酒

原文释义：Fermentinta suko de
aliaj fruktoj aŭ plantoj。
原译译成“（泛指）酒”是不正确
的，而且所举的例句也不妥当。
实际上，ĉampanja vino（香槟酒=
ĉampano）本身就是一种葡萄酒，
因原于产法国香槟而得名。
spic~o（芳香酒）也是葡萄酒，
是加了香料的葡萄酒。用这两个
例子不足以证明 vino 可用来“泛
指酒”。

vir|: ~ulino

（ 外 貌 和 行 动
象…）

（外貌和行动像…）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virulent|a

【医】致病的，易
传染的，易感染的
（指细菌、病毒）

【医】（指细菌、病
毒在机体内）繁殖力
强的，致病的，有毒
力的，有毒性的

请看 PIV 所给的释义：Kapabla
disvolviĝi en organismoj, pp mikroboj kaj virusoj

viskoz|a

粘的，粘质的，粘
性的

黏的，黏质的，黏性
的

参见“abrazio”中的说明。
本词条内其他部分的“粘”也应
改为“黏”

viŝ|i ①

~i konton 还清欠帐

~i konton 还清欠账

有关财物记载的词应该用“账”。

vitr|: ~eca

玻璃般的；晶莹的，
透 明 的 ： vitreca
okulo: 清朗的眼睛
/ ~a lago 水色清澈
的湖

玻璃般的；无神的，
呆滞的（眼睛、目
光）；透明的，清澈
的（指湖水等）:
~ecaj okuloj 呆滞的
眼睛 / ~eca lago 水
色清澈的湖

让我们先来看看“vitreca”的词
义。
《世界语汉语词典》原来给它
的汉语译语是：
“玻璃般的，晶莹
的，透明的”。这三个译语中，第
一个是字面义，第二和第三个应
该看作引申义。很遗憾，这两个
引申义都译得不够确切。先让我
们来看看 PIV 给这个派生词的释
义：“Havanta aspekton de vitro”
。
按这个原文释义，
《世界语汉语词
典》译语中只有第一个（“玻璃般
的”）是正确的，第二个译语是词
典编者因望文生义而产生的的误
译，第三个译语只能用在特定的
情况下使用。那么，“玻璃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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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
来看看某些自然语中和“vitreca”
对应的词语的含义。先看法语中
的“vitreŭ”的引申义：
vitreŭ: … 2. 无神的，呆滞的：
regard ~ 无神的眼光 （见《法汉
词典》）
再看俄语的对应词：
cтеклянный: … 3.〈转〉像玻璃
的；呆板的，无神的：~ взгляд 呆
板的眼光 （见《大俄汉词典》）
再来看看英语的对应词：
glassy: 1. 玻璃质的，玻璃状的 2.
（眼睛）呆滞的，没有神采的 3.
透明如玻璃的，平稳如镜的 （见
《英华大词典》）
严格地说，自然语中对应词的词
义和用例，只能作为理解世界语
词语的参考，不能作为主要依据。
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从柴门霍夫的
译著中找来的具体用例。现在让
我们来看看柴门霍夫翻译的
《Marta》中的一些用例：
La pupiloj kovriĝis per vitreca
vualo。
Ŝia vizaĝo restis netuŝita, kaj per
la vitrecaj okuloj ŝi rigardis la
stelplenan ĉielon。
Marta sidiĝis hodiaŭ ĉe la malgranda fenestro, per vitrecaj okuloj
ŝi rigardis la tegmentojn de la
ĉirkaŭantaj domoj
Ŝia rigardo fariĝis vitreca kaj retirita internen。
Ŝi nun jam ne kuris, sed iris malrapide, rigida, muta, kun senmova
vizaĝo kaj kun okuloj, kies vitreca
rigardo vagadis sur la vizaĝoj de la
pasantoj。
Ŝiaj okuloj vitrece rigardis en la
spacon。
Larmoj elfluis el sub la palpebroj
kaj vitrigis la pupilo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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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举的例子足以充分揭示
“vitreca”的词义。现在我们完
全可以明确地说，
《世界语汉语词
典》给“vitreca”的汉语译语“晶
莹的”，如果用在形容人的眼神
上，正好和这个词的所要表达原
义相反。
明确了“vitreca”的引申义，就
不难理解 vitrigi”和“vitriĝi”的
引申义了。前者应该是“使滞钝
无光”或“使呆滞无神”，后者应
该是“变得滞钝无光”或“变得
呆滞无神”。
那么，第三个译语（“透明的”）
可以用在什么样的特定情况下
呢？如上所述，可用来形容湖水
等（vitreca lago 清澈的湖水）。
vitr|: ~igi ②

使…象玻璃似的
（晶莹）

使像玻璃似的无神、
呆滞（指眼睛、目光）
或透明、清澈（指湖
水等）

PIV 在这个义项下给出了两个例
句：larmoj, kiuj elfluis el sub la
palpebroj kaj vitrigis la pupilojnZ;
ĉu tiuj feliĉigaj okuloj idiote
vitriĝusZ。这两个柴门霍夫例句中
的 vitrigi 都是表达“使（眼神、
目光）无神的、呆滞的，因此应
删去“晶莹”
，并作适当改译。

vitr|: ~igi ②

la larmoj ~igis la
pupulojn 泪水使眸
子发亮起来

la larmoj ~igis la
pupulojn 泪 水 模 糊
了双眼

参见以上两条中的说明。

vitr|: ~iĝi

晶 莹 起 来 ： okuloj
~iĝis 眼 睛 晶 莹 明
亮

变得像玻璃似的无 参见以上有关 vitr-几条中的说
神、呆滞（指眼睛、 明。
目光）或透明、清澈
（ 指 湖 水 等 ）：
okuloj ~iĝis 双眼变
得呆滞无神；眼睛模
糊了

vitr|: ~oida

（象玻璃一样）透
明的

（像玻璃一样）透明
的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viv|:

~osekcio = vivisekcio

~osekco = vivisekcio

误 将 sekco 写 为 sekcio
（vivisekcio 是活体解剖）

vojaĝ|: tra~i

(tr) 游历，游遍

(tr) 旅 行 穿 过 ［ 通
过］：neniam tra~ita
lando 从未在旅行中
横穿过的一个国家
/ tra~i la landon laŭ-

原文释义：Trairi, vojaĝante。
trairi 是“穿行”的意思。 从释
义看，丝毫没有“游历、游遍”
的含义。如果要表达“游遍”的
意思，可以加“laŭ~e kaj laŭlarĝ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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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e kaj laŭlarĝe
走［游］遍全国；走
南闯北
voj|o ③

veturebla ~o … 可 veturebla ~o …可通
通行船舶的（航路） 行船舶的航路

（纵横；遍；到处）”

应去掉航路的括号。

voj| 【比较】 karpenaleo,
karpenlaŭbo （有鹅…

karpenaleo （有鹅…

删去 karpenlaŭbo，因为这是用鹅
耳枥搭成的棚架或凉亭，和 vojo
无关。参见本勘误表“karpeno”
条的修改建议。

vok|i ②

voki lin per (laŭ) lia
nomo 叫他的名字

mi vokis vin laŭ via
nomo 我 曾 提 你 的
名召你（旧约）

首先要弄清 voki 第二义项的语
义：Laŭtigi la voĉon, por komprenigi al iu, ke li venu aŭ ion faru
（呼唤某人来或做某事）
。明确了
这个基本语义，我们不就难理解
下列例句的意思：~i helpanton
kontraŭ rabisto 喊帮手来对付强
盗 / ~i al iu por helpo 向某人呼
救［求援］ / ~i la virojn al la
batalo 号召男子去作战 / mian
sklavon mi ~as, kaj li ne respondas
我呼唤仆人，他不应答（旧约）。
那么，如何理解原译所举的例句
“voki lin per (laŭ) lia nomo”呢？
我核对了原文的例句，断定这个
句子是原编者仿照原文例句“mi
vokis vin laŭ via nomo 我曾提你
的名召你（旧约）”改编的（原句
用介词“laŭ”
）。改编后的句子译
成了“叫某人的名字”是不合第
二义项的词义的。per lia nomo 的
说法的。

vok|: ~a

~a signalo 呼 叫 讯
号

~a signalo 【讯】
（提
醒用户接听的声或
光的）信号（如电话
铃声等）

参见“signalo ①: vok~o”中的说
明。

vok|: re~i

②收回（过去的决
定、行动等）；重新
召集（会议等）

②收回（已作的决
定、命令等）；取消
（会议等）；撤回，
撤消，废除： leteron
sigelitan oni ne
povas re~i 盖 了 印
的信是不能收回的
/ re~i la kongreson
ni absolute ne devas

将“revoki”译为“重新召集（会
议等）”是个误译。我们先来看一
看 PIV 给“revoki”第二义项的
释义：Reveni al antaŭa decido, ago
ks, por ĝin nuligi。既然这个释义
相当于汉语的“收回”、“取消”
等的意思，怎么会又有了和这个
义项毫不相干的“重新召开（会
议等）”的词义来？是不是和 P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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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绝对不应该取
消大会 / se vi trovos necesa, ke oni ne
legu en la kongreso
mian leteron, mi
aldonas ĉi tie re~an
leteron 如果你们认
为没有必要在大会
上宣读我的信，我就
在这里附加一份撤
消的信件

在这个义项下所举的四个例句中
有三个是涉及“kongreso”有关？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四个例句：
leteron, sigelitan per la reĝa ringo,
oni ne povas re~i;
re~i la kongreson ni absolute ne
devas (Z);
sugestii al ili la ideon pri la re~o
de la kongreso (Z);
se vi trovos necesa, ke oni ne legu
en la kongreso mian leteron, mi
aldonas ĉi tie re~an leteron (Z).
从上面的四个例句来看第一和第
四个例句无疑是“收回”或“撤
销”
（leteron）的意思，但第三和
第四个例句难道都与“收回”或
“撤销”无关而作“重新召集（会
议等）”来讲吗？当然不可能。
“re~i la kongreson”的意思就是
把原来要召开大会的决定收回并
加以废除，这不就是“取消（会
议）”的意思吗？我特意在网上查
了一个有关“revoki”的用例：
“Prezidento estas ĉefkomandanto
de armitaj fortoj, surbaze de
rezultoj de parlamentaj balotoj li
nomas ĉefministron kaj de li proponita registaron. Li havas ankaŭ
plenrajton disigi la parlamenton,
revoki la registaron aŭ proklami
militon.”这里最后一句是说，总
统有权解散议会、撤换政府、宣
布战争。自然语中与这个词相当
的词语（如法语中的 révoquer，
英 语 中 的 revoke ， 俄 语 中 的
ревокация 等），也都只有
“收回”、
“撤销”等义，而绝没有“重新
召开”的词义。

vol|: ~o ②

kontraŭ ~o (de) 违
背…的心愿

kontraŭ la ~o (de)
违背…的心愿

按世界语的语法和使用习惯，
volo 前应该加冠词。

vol|: ~e

~e ne~e 不管愿意
与否；必须，必定

~e ne~e 不 管 愿 意
不愿意；不管是不是
情愿；无论如何也
要…

译文应尽量口语化。必须、必定
通常由“devi”来表达。例如在
“vole nevole li devas cedi”
（不管
愿意不愿意，他必须让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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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中，“必须”是用“devas”
来表达的，与 vole nevole 没有直
接关系，因此应删去“必须”、
“必
定”这两个译语。
vol|:
laŭ~a

自愿的，情愿的：
laŭ~a elekto inter...
（在…之间）自愿
选择（任意挑选）

随意的，非强制性
的，可自行选定的，
可自行决定的：
laŭ~a kurso 选修课
/ laŭ~a elekto inter
du ekskursoj 可 在
两个远足地点中随
意选定 / oni povas
ricevi kafon aŭ teon
laŭ~e 可 以 随 意 选
择喝咖啡或喝茶 /
laŭ~a ĉeesto 非强制
性出席 / lang' estas
mola kaj laŭ~e petola〈谚〉舌头柔软，
可以随意嬉戏

原文释义：Tia, ke oni povas tion
fari aŭ ne, laŭ sia volo. （可以按
自己的意愿决定做或不做）
如果把这个词译为自愿的或情愿
的，那就不可能或做或不做。其
实原译者在自己改编的例句译语
中，也意识到把这个词译为“自
愿的”不甚确切，因而在括号内
也补充了“任意挑选”的译法。
这就与“随意挑选”很接近了。

volb|o

…穹窿

…穹隆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穹隆”。
“窿”
用于“窟窿”中，单用指煤矿坑
道。

volt|o

meqaelektron~o 兆
电子伏

megaelektron~o
电子伏

volv|: ~kovro

（盘绕）复盖物

盘绕的覆盖物

关于“复”和“覆”的用法区别，
参见“ating: ~odistanco②”中的
说明。

vor|i

vor|i ①

vor|i (tr.) ①

补加“(tr.)”。

vort|:
~aranĝo

句法，句子结构

句中词的安排，语
序，词序，句子结构

这 个 合 成 词 在 PIV 中 释 义 是
“ordo, laŭ kiu vortoj estas metitaj
en la frazo”
，应该译为“句中词
的安排”、
“语序”或“词序”，与
“vortordo” （maniero, kiel la
vortoj devas aŭ povas sekvi unu la
aliajn en la frazo）意思相近。另
外，在“vorto”项下缺“~ludo”
（文字游戏）两个合成词。

vort|o

（漏收附属词条）

~ludo 文字游戏

这是常用词语，应该补收。

vost|o ②

afustovosto 【军】
炮座

afustovosto 【 军 】
驻锄（炮架架尾，插
入地面以稳定炮架
的锄形装置）；炮架
尾

参见《世界语汉语词典》afusto
词条及 PIV 的释义：La posta
parto de la afusto de kanono, kiu
apogiĝas sur la gru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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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

原 词 将 “ mega… ” 误 写 成
“meqa…”。

vost|o ④

hundvosto

vost|:
sen~uloj

(同 batrakoj) 【动】 (同 anuroj) 【动】 查阅有关动物学专业辞书可知：
无尾两栖动物类
（蛙、蟾蜍等）无尾 动物分类中“无尾目”的拉丁语
目动物
学名是“Anura”或“Raniformes”；
拉丁语中的 batrachus 作“蛙”讲，
batrachyla 是“两栖类”。因此，
PIV 给 batrako（amfibio senvosta
无尾两栖动物）和 batrakoj（ordo
de amfibioj senvostaj [Anura] 无
尾目）的释义是不恰当的。新版
PIV 已经将有关词条的释义作了
修改。请看：senvostuloj: Anuroj
（无尾目）; Anuroj: Ordo (Anura)
de senvostaj amfibioj（无尾目）;
batrako: (ark.) amfibio（〈旧〉两
栖动物）。世汉词典应该按此修
订：senvostuloj: (= anuroj) 【动】
（蛙、蟾蜍等）无尾目动物；
anuroj: (= senvostuloj) 【动】无
尾目；batrako: 【动】〈旧〉（蛙
等）两栖类动物

vual|o ①

preni la ~on 戴起面
纱

alpreni la ~on 戴起
面纱

按 PIV，
“preni”应为“alpreni”。

vulp|o

blua vulpo （izatiso
的春季的俗名）青
狐 | monta vulpo
（izatiso 的冬季的
俗名）

blua vulpo 【动】(同
arkta vulpo, izatiso)
青狐（或译蓝狐，即
北极狐。北极狐冬季
毛纯白色；自春至
夏，逐渐转变为青灰
色，故北极狐也称为
白狐或蓝狐）

保留 blua vulpo 及其语译并删去
monta vulpo。
旧版 PIV 认为 blua vulpo 就是
izatiso，也就是 arkta vulpo。新版
PIV 给 blua vulpo 的释义是：
Bluetkolora formo de arkta vulpo,
kies felo estas tre valora）
。旧版
PIV 收有 monta vulpo 词条并给
出如下释义：Arktika specio, kun
mallongaj, rondaj oreloj, mallongaj kruroj kaj granda vosto: Canis
lagopus）。在新版 PIV 中这个释
义和 arkta vulpo 的释义完全相
同，不同之处只在于在这个释义
后面加上了同义词 izatiso。新版
PIV 删去了 monta vulpo。我以为
新版 PIV 之所以这样删改肯定是
有充分理由的。我们无法确定
“monta vulpo”就是 izaliso 的冬
季俗名，因此我倾向采用新版

hundovosto

235

按 PIV，应在两个构词成分之间
加字母“o”
，以便于发音。

PIV 处理的方式，也删去 monta
vulpo 给它的译语。
zen|o

【宗】神宗

【宗】禅宗

“禅”误写成“神”，一字之差，
意思全变。

zigospor|o

结合孢子

接合孢子

接合孢子（zygospore，不能写作
“结合孢子”
）是接合菌的有性孢
子，由菌丝长出形态相同或略有
不同的配子囊接合而成。

zink|o

~oblanko 锌华

~oblanko 锌白（颜
料）

“锌华”为“锌白”之误。

zorg|i ①

我象照顾自己一
样…

我像照顾自己一
样…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zum|i ①

…象有苍蝇似的嗡
嗡响

…像有苍蝇似地嗡
嗡响

关于“象”和“像”的用法区别，
参见“afekt|: ~a”中的说明。

Zorastr|o

Zorastro 【宗】（古
波 斯 文 作
Zaratuŝtro）琐罗亚
斯德（…）

Zoroastro 【宗】
（古
波
斯
文
作
Zaratuŝtro ）琐 罗 亚
斯德（…）

原词抄错。按 PIV 所给的形式，
应该是 Zoroastro。

996 页

-al- ① 【植】表示
植物分类的“纲”

【植】表示植物分类
的“目”： rozaloj 蔷
薇 目 / poligon~oj
蓼 目 / kukurb~oj
葫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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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 【理】表示电
学中的“…系数”

【科】表示数学或物
理的“量”： vari~co
【数】方差，数据的
偏 离 值 / indukt~o
【理】电感系数 /
port~o 【空】承载
能力，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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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植】表示动
物分类的“亚科”

【动】表示动物分类
的“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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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将【动】写成【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