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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视新闻写作是一件非常严肃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在写作时必须遵循实事求是与科学严
谨的原则,禁止出现错误用词或者语义错误。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语言之间的差异性,电视新闻写作
往往还需要经过一个翻译过程,从事电视新闻写作与翻译工作的人员需要兼顾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将
汉语新闻完整地翻译为少数民族语言,保证能够进行准确传达。鉴于此,文章对少数民族地区电视新闻写
作和翻译工作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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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Inquiry on TV News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Work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Mayira Atikman
Xinjiang Tacheng Emin County Media Center
[Abstract] TV news writing is a very serious work with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t must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scientific rigor in writing, and prohibit the wrong use of words or semantic mistak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anguages, TV news writing often needs to go
through a translation process. People engaged in TV news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work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 and fully translate Chinese news into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 to ensure accurate communication. In view of thi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of television new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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