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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统一考试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科目考试大纲 

 

为便于应试者充分了解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统一考试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科

目的测查范围、内容和要求，制定本大纲。 

应试者应忠诚于党，热爱祖国，热爱军队，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强烈的使命感，愿意

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一、考试目的 

主要测查应试者的外语基础知识、专业技能及相关的专业知识。 

二、专业设置和测查范围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科目考试为应聘军队院校、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从事教学科研、军

事翻译和外事工作的文职人员岗位者设置，共设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 5 个语种，

测查范围主要包括语言基础、专业知识、阅读理解、翻译等方面的水平与能力。 

三、考试方式和时限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限为 120 分钟。 

四、试卷分值和试题类型 

试卷满分为 100 分。试题类型为客观性试题和主观性试题。 

五、考试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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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语 

第一篇  基础知识 

要求应试者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基本语法知识，掌握 13000 个以上的英语认知词汇及相关

词组，并能熟练运用其中的 8000 个词汇，了解主要英语国家的基本概况，具有较全面的英语

语言文学知识。 

 

第一节  语法与词汇 

要求应试者能够准确运用基本的语法知识，熟练掌握各种时态、语态、语气、非谓语动

词、情态动词的形式和用法，以及各种复合句、强调句型、一致关系、倒装结构等的构成和

用法。词汇方面，要求应试者掌握教育部批准实施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配

套词汇表中的认知词汇 13000 个、熟练运用词汇 8000 个，较好地掌握词汇生成的基本知识。

可参考《专业英语八级考试词汇表》和《英语专业八级词根词缀记忆法》。 

 

第二节  英语国家概况 

要求应试者具有较全面的对象国知识，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主要英语国

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社会与文化等。 

 

第三节  语言文学知识 

要求应试者掌握英语文学与英语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其中文学知识包括常用的文学概念

和术语、不同时期英语文学的主要流派、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等；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包括语

音学、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 

 

第二篇  阅读理解 

要求应试者具有较高的阅读理解能力，能读懂具有一定难度的历史传记及文学经典作品，

一般英语报刊杂志上的社论、政论，经济类、科普类文章和书评，既能理解其主旨和大意，

又能分辨出其中的事实与细节；能分析各类文章的思想观点、语篇结构、语言技巧及修辞手

法等。在阅读时能综合运用英语语言知识，自觉采用不同的阅读技巧，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解。

阅读文本 3 至 5 篇，总词数 3000 词左右，阅读速度能达到每分钟 150 词以上。 

 

第一节  阅读能力 

要求应试者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阅读能力： 

一、掌握所读材料的主旨和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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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作者用以阐述主旨的事实和细节； 

三、利用上下文分析推断某些词汇、短语和句子的意义； 

四、既理解个别句子的意义，也理解上下文之间的意义关系； 

五、根据所读材料进行判断和推理； 

六、具备基于正确政治立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领会作者的立场、观点、意图和态度，

并能进行客观评述。 

 

第二节  测试内容 

测试内容包括题材广泛、体裁多样的文章，题材覆盖政治、军事、外交、安全、经济、

科技、社会、文化、人物传记等方面的内容；体裁包括小说、散文、历史、传记、新闻报道、

时事评论等。 

 

第三篇  英汉互译 

要求应试者具有较高的翻译水平、扎实的双语基础知识和阅读能力，了解翻译的基本理

论、标准和方法，熟悉英语和汉语的语言对比规律，并能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理论和技巧，进

行英汉互译。考试内容分为英译汉和汉译英两部分。 

 

第一节  英译汉 

要求应试者将篇幅约为 150 词的英文段落或短文翻译成汉语，题材包括政治、经济、科

技、外交、军事、文学等。应试者能根据上下文确定词汇的准确含义，分析句子结构，运用

恰当的翻译技巧（词性转换、词语增减、主动与被动、分句与合句、调整语序等），准确表达

原文的内容和情感。 

 

第二节  汉译英 

要求应试者将篇幅约为 200 字的汉语段落或短文翻译成英语。应试者能了解中西方在思

维方式和文化上的差异，熟悉汉英两种语言在词法和句法层面上的差别，译文忠实原意，语

言通顺、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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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语 

第一篇  基础知识 

要求应试者能够熟练运用俄语基本语法知识，掌握 8000 个以上词汇及相关词组，并能熟

练使用其中的 5000 个词汇，了解主要俄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历史、宗

教、社会及语言文学知识。词汇部分可参考《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第二版）》所列

词汇表。 

 

第一节  语法与词汇 

一、语法部分要求应试者熟练掌握： 

1、各大词类的语法特征和语法功能； 

2、基本的构词法知识； 

3、句子的基本类型及语法特征； 

4、各种简单句的构成、各种句子成分的表示法； 

5、各种复合句的构成、语法特点和功能。 

二、词汇部分要求应试者应熟练掌握： 

1、词汇的基本含义； 

2、词汇的搭配关系； 

3、词汇之间的词义关系，如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等； 

4、词汇生成的基本知识，如词根、词缀等。 

 

第二节  俄语国家概况 

要求应试者较全面地掌握主要俄语国家的国情知识，包括主要俄语国家的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文化、历史、宗教、科技等方面的内容。 

 

第三节  语言文学知识 

要求应试者掌握俄语文学和俄语语言学的基本知识，主要包括： 

1、基本俄语文学知识（主要流派、主要作家及代表作等）； 

2、基本俄语语言学知识（词汇学、句法学和修辞学等）。 

 

第二篇  阅读理解 

要求应试者具有较高的俄语阅读理解能力，能读懂具有一定难度的历史传记和文学经典

作品，一般俄语报刊杂志上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历史、科技等方面的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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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综合运用俄语语言知识和阅读技能，分析各类文章的思想观点、语篇结构、语言

技巧及修辞手法等。要求应试者阅读 3～5 篇文章，总阅读量为 2500～3000 词，阅读速度能

达到每分钟 100～140 词。 

 

第一节  阅读能力 

要求应试者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阅读能力：  

一、掌握所读材料的主旨和大意，正确理解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二、了解作者用以阐述主旨的事实和细节； 

三、根据上下文语境推断某些词汇、短语和句子的意义； 

四、根据所读材料按要求进行一定的判断、概括、推理和选择； 

五、基于正确政治立场的较强批判性思维能力。 

 

第二节  测试内容 

测试内容覆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体裁包括文学作品、

传记、报刊文章和时事短文等。 

 

第三篇  俄汉互译 

主要测查应试者运用翻译理论和方法，进行俄汉互译的能力。所译材料涉及政治、经济、

军事、科技、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应试者应具备扎实的双语基础知识和阅读能力，了解翻

译的基本理论、标准和方法，熟悉俄语和汉语的语言差异，能够运用各种翻译技巧进行俄汉

互译。考试内容分为俄译汉和汉译俄两部分。 

 

第一节  俄译汉 

要求应试者将篇幅约为 150 词的俄语段落或短文翻译成汉语。应试者能确定词汇的准确

含义，分析句子结构，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译文应准确、流畅，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第二节  汉译俄 

要求应试者将一段 200 字左右的汉语段落或短文译成俄语。应试者能了解中西方在思维

方式和文化上的差异，熟悉汉俄两种语言在词法和句法层面上的差别，译文应准确、通顺，

符合俄语表达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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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语 

第一篇  基础知识 

要求应试者能够熟练运用日语基本语法知识，掌握超过 14000 个日语词汇及相关词组，

其中应熟练掌握的为 9000 个，了解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社会、文

化及语言文学等领域的主要知识。 

 

第一节  语法与词汇 

一、语法 

要求应试者能够熟练运用基本的语法知识，主要包括：日语句子的基本语序及其意义；

日语句子的结构和常用句型；各种助词、助动词、语法功能词的意义与用法；敬语的分类与

使用；文语语法常识。 

二、词汇 

测查应试者对日语词汇及词组的掌握情况，要求应试者掌握和熟练运用本大纲规定数量

的词汇和词组，主要包括： 

体言（名词、代词、数词、形式名词）的读音及基本用法；形容词、形容动词的特点、

活用及用法；动词的分类、活用及用法；助词、助动词的分类及用法；副词的种类及用法；

连体词、接续词、感叹词的用法；惯用语和谚语的意义与用法。 

 

第二节  日本概况 

测查应试者对日本国情知识的掌握程度，主要内容包括： 

一、日本地理 

日本列岛的地形、气候、物产分布和行政区划等。 

二、日本历史 

日本的历史年代划分、主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三、日本风俗习惯 

日本的主要节日、习俗和风土人情。 

四、日本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 

日本政治体制、防卫制度、战后日本经济、日美同盟、中日关系以及日本的其他对外关

系。 

五、日本文学 

日本文学史、主要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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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阅读理解 

测查应试者综合运用日语语言知识阅读并理解日语书面材料的能力。应试者能读懂一般

日文报刊杂志上的新闻、社论、专栏和具有一定难度的历史传记及文学作品，能准确理解文

章的主旨，能理解字面意思和隐含意义，能把握所读文章的思想观点、篇章结构、语言技巧

及修辞手法等，能根据上下文内容进行逻辑推导，并能根据阅读材料的不同内容和具体要求，

自觉采用不同的阅读技巧，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解。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00 字左右，总字数

2500～3000 字。 

 

第一节  阅读能力 

要求应试者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阅读能力： 

一、掌握所读材料的主旨和大意； 

二、了解阐述主旨的事实和细节； 

三、利用上下文分析推断特定词汇和短语的意义； 

四、理解特定句子的意义和上下文之间的关系； 

五、根据所读材料进行判断和推论； 

六、基于正确政治立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把握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意图，并能进行客

观评述。 

 

第二节  测试内容 

要求应试者理解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文章，并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题材覆盖政

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体裁包括小说、历史、传记、新

闻报道、时事评论等。 

 

第三篇  日汉互译 

测查应试者运用翻译理论和技巧进行日汉互译的能力。要求应试者具备扎实的双语基础

知识和阅读能力，了解翻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熟悉日语和汉语的语言对比规律，运用翻译

技巧进行日汉互译。考试内容分为日译汉和汉译日两部分。 

 

第一节  日译汉 

测查应试者日译汉的能力。要求应试者将篇幅约 350 字的日语段落或短文翻译成汉语。

应试者应能根据上下文确定词汇的准确含义，理清句子结构，适当运用翻译技巧，译文准确、

流畅，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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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译日 

测查应试者汉译日的能力。要求应试者将篇幅约 250 字的汉语段落或短文翻译成日语。

应试者应了解中日在思维方式与文化上的差异，熟悉汉日两种语言在词法和句法层面上的差

别，译文准确、通顺，符合日语的表达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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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语 

第一篇  基础知识 

要求应试者能够熟练运用德语基本语法知识，掌握 8000 个左右的德语词汇及短语，并能

熟练使用其中的 5000 个词汇，了解主要德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

社会、文化及语言文学等领域的主要知识。 

 

第一节  语法与词汇 

要求应试者熟练掌握及运用德语基本语法和词汇知识。 

语法知识主要包括：德语句子的基本语序及其意义；德语句子的基本结构；德语常用句

型及不同句型之间的相互转换；德语各种时态、语态、语气形式及其意义和用法；德语复合

句的构成及其意义和用法；德语篇章中词语的指代、省略、替代、重复及句子之间的意义关

系等。 

词汇知识主要包括：词汇的基本意义和常用引申意义；词汇之间的词义关系，如同义词、

近义词、反义词等；词汇之间的搭配关系，如动词与介词、形容词与介词、形容词与名词、

介词与名词的搭配关系等；词汇生成的基本知识，如词根、词缀、词场等。 

 

第二节  德语国家概况 

要求应试者了解德国、奥地利等主要德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

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主要知识。 

 

第三节  语言文学知识 

要求应试者了解德语文学主要流派、主要作家及代表作、文学术语等德语文学基础知识

以及德语语音学、语义学、句法学等德语语言学基础知识。 

 

第二篇  阅读理解 

测查应试者综合运用德语语言知识和阅读技能理解德语篇章并获取信息的能力。 

要求应试者阅读 3～5 篇文章，阅读总量为 1500 词左右。应试者应根据阅读材料的不同

内容和具体要求，运用适当的阅读技巧对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解。 

 

第一节  阅读能力 

要求应试者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阅读理解能力：掌握所读材料的主旨和大意；了解阐述

主旨的事实和细节；利用上下文分析推断某些词汇、短语或句子的意义；根据所读材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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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和推论；基于正确政治立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把握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意图，并能进

行客观评述。 

 

第二节  测试内容 

测试内容包括题材广泛、体裁多样的文章，题材覆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体裁包括新闻报道、时事评论、故事、传记、小说、散文等。 

 

第三篇  德汉互译 

测查应试者运用翻译理论和技巧进行德汉互译的能力。 

要求应试者具备扎实的汉语、德语基础知识、阅读理解能力和基本翻译技能，了解翻译

的基本理论、标准和方法，熟悉德语和汉语的语言对比规律，能够运用适当的翻译技巧进行

德汉互译。考试内容分为德译汉和汉译德两部分。 

 

第一节  德译汉 

要求应试者具备德译汉的能力，能够将篇幅为 150 词左右的德语短文或段落翻译成汉语。

应试者能根据上下文确定词汇的准确含义，理清句子结构，运用适当的翻译技巧。要求译文

忠实原文，语言通顺、流畅。 

 

第二节  汉译德 

要求应试者具备汉译德的能力，能够将篇幅为 200 字左右的汉语短文或段落翻译成德语。

应试者应了解中西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差异，熟悉汉、德两种语言在词法、句法和篇章层

面的差别。要求译文忠实原文，语言准确、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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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语 

第一篇  基础知识 

要求应试者能够系统掌握和熟练运用法语语法知识，掌握 8000 个左右的法语词汇（可参

考《高等学校法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和《高等学校法语专业高年级法语教学大纲》），

其中应熟练掌握 5000 个，了解主要法语国家的基本国情，较全面地掌握法语语言文学知识。 

 

第一节  语法与词汇 

要求应试者系统掌握和熟练运用法语语法知识，主要包括：法语中的性、数配合；形容

词、副词的比较等级；各类代词的用法；动词语态、语式和时态的构成与用法；句子成分的

强调方法；从句的种类、构成及其意义；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相互转换；句型转换。 

要求应试者熟练掌握词汇的基本含义与固定搭配，掌握词汇之间的同义、近义、反义等

词义关系，了解派生、复合、缩略等词汇生成的基本方法。  

 

第二节  法语国家概况 

要求应试者掌握主要法语国家（重点是法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理、历史、

科教、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第三节  语言文学知识 

要求应试者掌握法语文学的基本知识，包括主要流派及其特征、主要作家与代表作、文

学术语等；了解法语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包括语音学、语义学、句法学、文体学等。 

 

第二篇  阅读理解 

要求应试者能够综合运用法语语言知识和阅读技能，读懂反映主要法语国家当代社会的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新闻报道、社论、评论等文章，以及具有中

等难度的一般历史传记及现当代文学作品，并能对阅读材料进行关键信息捕捉、综合判断、

归纳与推理。阅读速度应为每分钟不低于 70 个词，阅读短文 3～5 篇，总词数为 2000 个左右。 

 

第一节  阅读能力 

要求应试者具备基于正确政治立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把握阅读材料的主旨和大意，

了解主要事实和细节，利用上下文分析、推断某些词汇和短语的意义，辨别和理解文章中的

修辞手法，领会作者的观点和意图。 

 



 

— 12 — 

第二节  测试内容 

要求应试者能够理解题材广泛、体裁多样的文章。题材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科技、社会、文化等；体裁包括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历史故事、人物传记、小说、散文等。 

 

第三篇  法汉互译 

要求应试者能够运用翻译理论和技巧，熟练进行法汉互译。考试内容分为法译汉和汉译

法两部分。 

 

第一节  法译汉 

要求应试者将篇幅为 200 词左右的法语段落或短文翻译成汉语。应试者应正确理解原文，

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准确表达原文的内容和情感，译文通顺、流畅。 

 

第二节  汉译法 

要求应试者将篇幅为 200 字左右的汉语段落或短文翻译成法语。应试者应了解中西文化

背景的差异，避免汉语思维方式的影响。译文忠实原意、语言准确、通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