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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如何向

世界介绍中国、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成为政治、

文化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其中，政治文献特别

是中国共产党文献的对外翻译工作，成为构建融

通对外话语体系过程中一项重要且严肃的工作环

节。近年来，学者们也从多个角度针对中国共产

党文献的对外翻译进行了研究，其中既有对党政

文献对日翻译活动的综合整理（鲍同、蒋芳婧，

2016），也有不拘于某一特定外语，对中央文献翻

译的综合反思（贾毓玲，2011）。而在具体的研究

领域，从研究方法上分类，为以下几种。

①统计学方法：针对汉语母语译者和日语母

语译者对同一中文原稿进行日译时的译语差异进

行定量分析（杨久成，2018）；

②问卷调查方法：从词汇翻译和句式翻译等

角度，梳理受众对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日译文本的

理解反馈（修刚、米原千秋，2016）；

③功能翻译理论方法：通过受众调查中发现

的典型译例，从文本类型、目的三法则角度探讨政

府工作报告的对外翻译策略（蒋芳婧，2016）；

④误译分析法：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日译文本

中大量使用汉字词，针对新闻文体汉日同形词翻

译中的误译现象，探讨翻译原则、翻译方法以及需

要注意的问题（张南薰，2011）。

中国共产党文献包括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

著作、政府工作报告、党和国家及军队的当代文献

和历史文献等。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文献的对外翻

译研究的对象，大部分集中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

研究上。除此之外，对于中国特色词语的日译研究

（苏杭、杜武媛，2017）、网络新闻中文化负载词的日

译研究（胡洁，2018）等，一些对新的素材和对象进

行的日译研究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笔者在梳理上述研究成果时、发现有很多学

者关注到了中国共产党文献日译本中汉日同形词

的翻译问题。刘德有先生在 2018年首届中日新

闻词汇翻译研讨会上的演讲中就曾重申，翻译的

本质是两种文化的交流，翻译不是文字搬家，也不

是两种文字的转换。中日两国词汇既有相似，又

有不同，对政治词汇的翻译尤其需要注意。本文

将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的日译本为研

中国共产党文献日译本中的汉日同形词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译本中的“四字格”词为例

首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刘 健

[摘 要] 中国共产党文献的对外翻译工作是构建融通对外话语体系过程中一项重要且严肃的工作

环节。翻译时要遵守“以我为主”，“内外有别”的原则，理想状态是将二者有机结合。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共产党文献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特色词语，如何翻译这些词语，将中国声音准确、生动地传达

给日本受众，是学者们非常关心的课题。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译本中的“四字格”词为研究

对象，进行了梳理，分析了翻译方法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今后为该领域翻译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文献 治国理政 日译本 四字格 同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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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集中考察分析以下几个问题。

①初步梳理该文献中的“四字格”词的分布

情况；

②分析该文献中“四字格”词的日译特点；

③在“四字格”词的日译中存在哪些问题，这

些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

总之，本文旨在从跨文化视角探讨《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中“四字格”词的汉日同形词（以下简称

“同形词”）的日译问题，以期为中国共产党文献的

对外翻译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四字格”词

说话，既是一种思想观点和能力水平的展现，

同时是一个人对立场、态度、方法和感情的表达。

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曾经专门撰文分析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风格，总结出习近平的各类讲话中

有“善于讲故事”“善用大白话”“娓娓道来、触及心

灵”“极其凝练、高度概括”“广征博引、纵横捭阖”

等特点。[1]而据笔者考察，上述讲话特点在具体语

言运用的层面上则体现为“四字格”词的多用上。

1.1 本文中“四字格”词的范围

汉语中的“四字格”词，包含成语和非成语四

字词，前者多有典故，而后者则多为复合词，固定

性不高，在词典中也难觅踪影。这些“四字格”词

中有为数众多的汉日同形词，如何准确地翻译这

些同形词，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项重要的课

题。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按照上述“四字格”词的

界定方法，我们会发现“四字格”词数量众多，结构

多样，涵盖了几乎所有复合词（词组）的构词模

式。然而，如果我们的分析对象网罗所有“四字

格”词的话，可能分析对象种类过多会导致分析结

果看似面面俱到，实则重点不明。鉴于此，再加篇

幅所限，本文研究的对象，原则上仅保留成语、固

定“四字格”词及有中国话语特色的“四字格”词，

剔除掉部分结构不够紧凑、特点不够鲜明的四字

词。例如：

（1）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十八大精神学得更加

深入、领会得更加透彻、贯彻得更加自觉。[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p7）

そうしてこそ、第十八回党大会の精神を

より掘り下げて学習し、より透徹して理解し、

より自覚的に貫徹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習近平 国政運営』（第一巻）：p7）

（2）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

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

（习近平，2014：p11）

これはわが党が社会主義建設の法則に

ついて実践と認識の上で絶えず深化させ

た重要な成果である。 （習近平，2014：p12）

例（1）中的“更加深入、更加透彻、更加自觉”

的排比句式虽然在表达上具有鲜明的“四字格”特

点，但是其结构固定性过低，如果将此类四字词也

纳入研究对象，很容易导致讲话稿陷入通篇都是

“四字格”词的境地。例（2）中的“重要成果”亦是

如此，“重要”可以与很多词组成固定性不强的“四

字格”词。当然，从修辞角度来分析，汉语中的动

补结构“学得更加深入、领会得更加透彻、贯彻得

更加自觉”中的补语，翻译成日语后成为修饰动词

的副词结构，这是汉日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的一个

鲜明的不同之处，值得进一步拓展发掘、继续研

究。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中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也

主要以成语、固定“四字格”词及有中国话语特色的

“四字格”词为对象。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从汉

日同形的“四字格”词入手，全面梳理该文献中的

各类“四字格”词的日译特点和风格，因此本文中的

“四字格”词，包括但不限于汉日同形词。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四字格”词概观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以下简称《治

国理政》）中，大量使用“四字格”词是其语言表达

上的一大特点。首先，笔者对《治国理政》所收的

前 8篇讲话稿进行了数据统计，如下页表 1所示

（以下涉及这些文章时，以序号简称，例如：文章①）。

通过下页表 1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仅保

留成语和有中国话语特色的“四字格”词的情况

下，从前8篇文章中依然统计出了相当数量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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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格”词，尤其是文章⑧，文字数虽然不是 8篇文

章中最多的，但是“四字格”词数量和比重却是最

多最大的，这与听讲对象是在校大学生及讲话的

主题是有密切关系的。

（3）广大青年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勇于解放

思想、与时俱进，敢于上下求索、开拓进取，

树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的雄心

壮志，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

民族。 （习近平，2014：p51-52）

広範な青年は、人の先に立つ勇気を持ち、

果敢に思想を開放して時代と共に前進し、

あちこちを模索し、新分野を切り開き、先

人の事業を受け継ぎ先人を超えていく壮

大な志を持ち、個々の青春を燃焼させて

青春の国家、青春の民族をつくり上げな

ければならない。 （習近平，2014：p54）

观察例句（3）及其译文可知，在 79个字符（含

标点）中，习近平连续使用了6个“四字格”词。从

这些“四字格”词的特点上看，既有带有中国鲜明

时代特征和话语特色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也有来自中国古代经典《离骚》的“上下求索”。从

译文的翻译特点来看，“敢为人先”和“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采取了逐字逐句翻译的方法，“开拓进

取”的译文则添加了原文并不存在的宾语成分「新

分野を」，“雄心壮志”的译文则鉴于前后部分语义

重复，舍掉“雄心”只保留了“壮志”。《治国理政》日

译本中对于“四字格”词的翻译手法有何特征，什

么情况下逐字逐句翻译、什么情况下加译或减译，

将在以下部分中进行探讨。

2 《治国理政》中“四字格”词的翻译手法

本节将《治国理政》中“四字格”词分为同形词

和非同形词两部分进行阐述。如张南薰（2011）所

指出的那样，这些形式上相同的词固然会给汉语

母语者理解和使用日语带来一定的方便，但同形

同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同形词为同形异义词

或同形近义词。因此在翻译时更需要留意。为尽

可能全面地了解“四字格”词的翻译风格和方法，

本文中所指的“四字格”同形词，既包括“四字格”

词整体为同形词的词，也包括“四字格”词中有部

分为同形词的词。将后者也囊括进研究对象的目

的是防止汉语母语者尤其是日语学习者，碰到部

分相似的“四字格”词时想当然的将其进行文字搬

家。限于篇幅，本节只是对这些“四字格”词翻译

风格和手法进行初步探讨，希望能够有抛砖引玉

之效。

2.1 《治国理政》中“四字格”同形词的翻译手法

2.1.1照搬式直译

（4）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

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

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

道路。 （习近平，2014：p4）

表1 《治国理政》前8篇讲话稿中“四字格”词的使用情况

序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小计

讲话名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讲话时间

2012.11.15

2012.11.17

2013.1.5

2013.12.26

2012.11.29

2013.3.17

2013.4.28

2013.5.4

总字数

1200

6900

1800

3400

900

3200

2600

3500

23500

“四字格”词数量

27

139

35

30

5

70

26

90

422

百分比

9%

8%

7%

3%

2%

8%

4%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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われわれが負うべき責任は全党・全国

各民族人民を団結させ、導いて、引き続き

思想を解放し、改革開放を堅持し、社会の

生産力を絶えず開放し、発展させ、大衆の

仕事と生活の困難の解決に努力し、「共同

富裕」の道を揺るぎなく歩むことにほか

ならない。 （習近平，2014：p4）

例（4）中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共同富裕”，

已经像当年的“活学活用”（「活学活用」）“一边倒”

（「一辺倒」）“小康社会”（「小康社会」）一样，这些

带有明显中国话语特色的“四字格”词随着反复使

用为日本受众所熟悉、所接受，获得了“市民权”。

我们既主张逐步地、大胆地将这些“四字格”词直

译，同时也需要照顾到日本受众的理解接受情况，

即所谓的“以我为主，内外有别”。但同时还要兼

顾翻译这些词时出现的汉日之间语法表达的不对

称性。例如例（4）译文中，“改革开放”和“共同富

裕”因为其整体的名词性性质，译文保持原封不动

式的直译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治国理政》全篇中

的“共同富裕”的译词，都无一例外地以括号的形

式出现，更加表明其中国话语特色），“解放思想”

因为其在句中为动词性质，且属于动宾词组，译文

处理为「思想を解放する」，而不是照搬照抄的「思

想解放をする」。很明显，前者要比后者更容易为

日本受众理解。

修刚·米原千秋（2016）也提及了此类问题，通

过问卷的方式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指出如果处理

欠妥，会出现搭配不当的问题，导致日本受众理解

困难。例如：

（5）食卓汚染対策への尽力により、食品・医

薬品の安全をめぐる情勢が安定した。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本，引自修刚·米原千秋（2016））

该文章指出，在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餐桌污染”是伴随中国新情况出现的“四字格”新

词，《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本采取照搬直译的方式，

翻译成了「食卓汚染」。虽然日语的「食卓」「汚染」

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两个词，但是将两者拼凑在一

起，却令日本受众费解，53.8%的被调查者表示「食

品汚染」是更为稳妥的译法。就像该文章指出的

那样，“政治文献的日译忠实于原文是必须坚持的

原则，同时要考虑日本受众是否能够无障碍地接

受译文。”

2.1.2变通式直译

（6）党的十八大要求全党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

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习近平，2014：p8）

第十八回党大会が全党に中国の特色あ

る社会主義の道、理論、制度への自信を固

めることを要求した根本的な理由はここ

にある。 （習近平，2014：p8）

在《治国理政》中，以及在其他中国共产党文

献中，常常出现排比的修辞方法，排比项语气连

贯、节律强劲，各排比项意义范畴相同，带有列举

和强化性质，可拓展和深化文意。值得注意的是，

这样的排比修辞表达，在日译过程中，有时会像

（6）的译文一样，采取归纳或省略的处理方式，有

时也会基本保留排比修辞。

（7）这些基本要求是根据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深刻总结 60多

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出的，……

（习近平，2014：p12）

これらの基本的要請は、党の基本理論、

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的経験に基づき、

六十年余りのわが国の社会主義建設、と

りわけ中国の特色ある社会主義建設の実

践を真摯に総括した上で掲げられたもの

である。 （習近平，2014：p13）

例（7）的译文就基本保留了原文中的排比修

辞表达。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这四个“四字格”词

的处理上，唯有最后一个“基本经验”的译文，添加

「的」，与前三个词的译文形成鲜明对比。这是译

者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需要进一步探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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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对于同形词的变通式直译，还体现在另外的一

些“四字格”词上。这些“四字格”词，大多数可以

在日语中找到同形词，但是在实际翻译时，译者还

是采取了变通式直译的手法。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

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

也是广大青年应该牢固确立的人生信念。

（习近平，2014：p50）

中国の特色ある社会主義は、われわれ

中国共産党が人民を指導して万難を乗り

越えながら探し当てた中国の夢の実現へ

の正しい道であるとともに、広範な青年

がしっかりと打ち固めるべき人生の信念

でもある。 （習近平，2014：p53）

（9）……在社会的大学校里，掌握真才实学，增

益其所不能，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

的栋梁之材。 （习近平，2014：p51）

……社会という大きな学校の中で、本

物の能力と知識を身に付け、不可能を可

能として、大いに有用で重責に堪える重要

な人材になるよう努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習近平，2014：p54）

例（8）中的“千辛万苦”和例（9）中的“栋梁”，

在日语中是有相同表达的，但是译文并没有将之

直接译为「千辛万苦」和「棟梁の材」，而是变通式

地处理为「万難」和「重要な人材」，笔者认为，原因

至少有两点。第一，自然是考虑日本受众的理解

接受程度，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多会在日语中见

到。第二，从修辞的角度，即句子前后搭配方面考

虑，“历经千辛万苦”的汉语结构已经是固定下来

的动宾词组，译为「万難を乗り越える」也刚好是

一个常用的固定搭配，而如果强行翻译成「千辛万

苦を乗り越える」，则会显得生硬和牵强。

由此可见，“四字格”同形词的日译，的确是经

过了翻译组专家们字斟句酌的考量后才确定的，

同时也需要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继续加以分析和

探讨，为受众翻译出更地道的日语，更好地完成

“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

2.2 《治国理政》中“四字格”非同形词的翻译手法

如前所述，善于用纵贯古今的“四字格”词这

一优秀文化元素广征博引、纵横捭阖，是习近平讲

话的一大语言风格特点，这种语言妙趣横生、意味

深长，而用直白、平淡的翻译无法传达原文的“妙趣

横生”，另一方面，既然来自经典，自然会带有浓郁

的国家或民族、地域特色，如果单纯照搬直译，又会

引起受众费解，因此，如何准确、传神地翻译这些来

自经典的“四字格”词，也是值得研究者们探讨的

一个课题。篇幅所限，本文仅就部分译文进行

探讨。

（10）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

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

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

的答卷。 （习近平，2014：p5）

われわれは必ず人民と心を一つにし、

人民と苦楽を共にし、人民と団結奮闘し、

日夜怠りなく、勤勉に働くことで、歴史と

人民に対して合格点の答案を示さなけれ

ばならない。 （習近平，2014：p5）

“夙夜在公”，出自《诗经·召南·采蘩》：“被之

僮僮，夙夜在公。”指从早到晚，勤于公务。习近平

自从 2012年 11月 15日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发表

的讲话中使用这一“四字格”词以后，在之后的讲

话中也曾多次使用该词。观察例（10）我们会发

现，“夙夜在公”与后面紧跟的“勤勉工作”其实意

义基本相同，讲话中引经据典的修辞效果自不必

说，但是在翻译时如果如实翻译这两个词，会导致

前后语意重复，因此在译文中，译者只翻译了“夙

夜”，加上解释性的「怠りことなく」，用于修饰后

面的「勤勉に働く」，因此，翻译可以防止表义的重

复，整个译文就通顺流畅了。

（11）……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精神，以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始终

埋头苦干、锐意进取，…… （习近平，2014：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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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産党第十八回全国代表大会

の精神を全面的に貫徹・実行し、鄧小平

理論、「三つの代表」重要思想、科学的発展

観を導きとして、いかなる時も謙虚で慎

重な態度で刻苦奮闘し、いかなる時も仕

事に専心して鋭意前進し、……

（習近平，2014：p44）

“谦虚谨慎”，出自《晋书·张宾载记》：“封濮阳

侯，任遇优显，宠冠当时，而谦虚敬慎，开襟下士。”

后人作“谦虚谨慎”。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中国共

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中曾有“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

躁的作风”的论断。这一经典并列式“四字格”词

在其他文献中，大都译作并列式的「謙虚で慎重

だ」，（11）的译文也不例外。但特殊的是，在（11）

中，“谦虚谨慎”与“艰苦奋斗”并列出现，表达习近

平对中共党员的两项要求，而在译文中，则译为

「謙虚で慎重な態度で刻苦奮闘する」，特意添加

了「態度で」，将两者处理为修饰关系。《治国理政》

及其他中国共产党文献中是否还存在这样的处理

方式，在修辞与衔接上体现出汉语与日语的哪些

不同，值得研究者们继续探讨。

3 结 语

对中国共产党文献日译本的研究，是近年来

汉日翻译研究界的一个热点。研究者从各个角

度，针对具体文献展开研究，已经初步取得成果。

本文也是该领域研究之一。本文着眼点是中国共

产党文献中使用较多的“四字格”词，《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一卷）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四字格”

汉日同形词及非同形词的译法进行了初步探讨。

得到如下结论：（1）照搬式直译有一定的必要，但

也需要根据受众接受实际情况进行变通。（2）“四

字格”词的翻译，既涉及词汇层面，也与修辞、衔

接、语篇、文体息息相关，需要译者在翻译时充分

探讨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日译十分重要，

值得详细、深入梳理。今后，笔者将继续立足于

“四字格”词的日译研究，将文献中的“四字格”词

进行全面梳理、分类后，加以系统分析和探讨，以

期提出更好的翻译方法，服务于中国声音的准确

对外传播。

[本文为2018年度北京市社科联青年人才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

文献中日译文中的汉日同形词研究”（项目批号：2018QNRC13）

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刘健]

注

[ 1 ] 详见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09/c_118479534.htm。

[ 2 ] 本文汉语、日语例句后面括号内的页码，分别表示该例句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汉语原版、日译版的页码。原版、日译本均由外文

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10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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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辞典使用技巧

22))商务礼仪商务礼仪 –利用–利用《《しごとのしごとの日本語日本語 ビジネスマナービジネスマナー編編》》续续

打开进入Unit11 名刺(=名片)，练习单元-试题-答

案。并打开解释巩固知识（图112）！

图112

点击进入解释就可以看图学习哦（图113）。

图113

《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 李广悦 韩 辉

卡西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朱 宁 张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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