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

习近平同志作的十九大报告在国内外引起了热

烈反响。报告问世后，中共中央编译局迅速组织

专家、学者，调集各领域的译者在短时间内完成

了多个语种的翻译工作。在保证时间的同时，以

高质量的译文向世界各国传达了党和国家的“初

心”与“使命”，为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做出了

贡献。

从日语版十九大报告来看，报告的译文语言

流畅，结构完整，总体内涵表述清晰，堪称国内政

治文献中日翻译实践的高水准之作。与此同时，

译文中仍然存在个别影响日本受众理解的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译文是否实现中日跨文化交

际上。以十九大报告为代表，面对带有政治性、文

风严肃的中央文献，在翻译时亦无法脱离作者、译

者、受众等跨文化交际链中的各方因素影响。翻

译研究中的“交际”理念，在指导今后的中央文献

日译方面有积极意义。

1 翻译研究中的“交际”

现代翻译研究区别于传统研究的重要一点在

于“交际（communication）”概念的引入。对于翻

译中的交际，翻译研究者们有着不同的见解。尤

金·奈达（Eugene・A・Nida）认为翻译是交际，它

取决于读者从译文中所获得的信息。在他看来，

翻译与交际密不可分，甚至极为相似。德国功能

主义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译者在对原文进行分

析的基础上，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实现译文预期功

能的、有目的的交际行为。翻译标准不再是寻求

两个文本之间的对等，而译者的“忠诚”成为在翻

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平衡点。彼得·纽马克

（Peter Newmark）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强

调交际翻译是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尽量

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的翻译。切斯

特曼（Andrew Chestman）提出的交际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着重于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因

翻译行为的发生，那些原本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关

系且事实上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语言、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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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群体之间建立起了关系，那些原本具有某种社

会/伦理关系的译者与读者或者原作者与译者之

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拓展”。[1]

在这些理论中，交际或是成为判断某种翻译

情况的标准，或是成为指导翻译活动的一种总体

原则。但无论如何，交际都与译文的传达效果紧

密相关。不仅如此，这些理论在内涵与操作上也

有相通之处。第一，它们均关注了翻译这一行为

本身的特点与属性，并考虑到了翻译过程之中需

要兼顾的影响因素。其中，奈达与纽马克更偏重

译者视角，而德国功能主义与切斯特曼更偏重研

究者视角。第二，文本分析是它们不可缺少的重

要一环，无论是奈达的四步翻译法还是功能主义

中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均体现了研究

者们对于文本本身以及翻译目的的重视。第三，

这些理论均重视译者的作用与译文受众的反应。

奈达、诺德等人都已开始关注并提高译者的地

位。第四，研究者们都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任何一

种操作标准、评判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同的

文本类型、文本功能需要对应不同的翻译方略或

评判方略。

中央文献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文本特点，

并且它的翻译在本质上仍然脱离不了跨文化交际

的属性，也脱离不了各种跨文化交际因素的影

响。以日译为例，中日两种语言上存在着很多看

似相同的现象，而“同形词”即是典型代表。这些

词汇为翻译带来了很大便利，但由于双方国情、历

史等社会语境的不同，在含义上，同一词汇在中日

两种语言中的所指范围、感情色彩上往往有区

别。在用法上，由于两种语言分处于不同语系，它

们在构词法、修饰法等方面也有区别。然而译者

在翻译时常会由于文化定势直接套用同形词，想

当然地认为日本受众也能顺畅地理解译文，这就

会成为影响跨文化交际效果的陷阱。修刚和米原

千秋（2016）指出，“支线”/「支線」、“稳健”/「穏健」

等词中日双方均使用，但是从日本受众的理解与

交际效果来看，直接以同形词代替并不是合适的

译法。“支线”（客机）一般应译作「ローカル線」，

“稳健的金融政策”应译作「安定的な金融政策」[2]

（修，米原，2016：3）。

在中央文献的日译中，译者采用同形词不只

是因为受文化定势的影响，同时也是由于“忠实”

原文的需要。在某些条件限制下，“保留原文（的

汉字词）”似乎就是“忠实”的证明。所以有时译者

宁肯采用最为保守的中日同形词，也不敢对译文

进行信息的重组与取舍。并且，译者期待通过这

种最大限度的“忠实”，能够使译文受众按照词汇

的重合含义进行理解。但是，“政治文献必须坚持

翻译的基本原则，即忠实于原文。不是要忠实于

与中文同形的‘同形词’，而是要忠实于原文的内

容、信息。”（修，米原，2016：7）于是，本应是最“保

险”的同形词，往往会成为最“风险”的译法。2016

年，笔者曾以日本受众为对象，针对《习近平关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下文

简称《中国梦论述摘编》）一书进行过同形词翻译

的相关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经常提及的“民

族关系”“宗教关系”“消极腐败”[3]（李，2017：175）

等同形词的日译意外成为了与受众交际的障

碍。如：

①促进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略）

（《中国梦论述摘编》，习近平）

民族関係、宗教関係、そして…（略）

（『中国の夢』、習近平）

②我们要更好战胜消极腐败危险，……（略）

（《中国梦论述摘编》，习近平）

われわれは消極腐敗の危険にさらにしっか

りと打ち勝つ…（略） （『中国の夢』、習近平）

调查结果显示，例①中有近 60%的日本回答

者表示，要根据汉字的组合猜测一番才能领会部

分译文含义，希望能对词义进行解释；例②中有

75%的回答者认为「腐敗」一词即可表述含义，他

们表示「腐敗って、積極的な腐敗もありますか。

ちょっとおかしいです」（“腐败还有积极的吗，有

点不解其意”）。

由于日本是个民族较为单一的国家，历史上

很少有少数民族发起的大规模战争，或由少数民

族执掌政权的历史阶段，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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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关系并不了解，大多数回答者认为“民族关

系”单纯指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在中国的社

会语境中，它更强调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

结，推动民族互助，促进民族和谐。同理，回答者

们认为“宗教关系”仅指各个宗教之间的关系，并

不能如同中国受众一般马上领会到全面贯彻党的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

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这一层含义。

在例②中，通过分析原文可以知道其想要传

达的核心含义是“腐败”，“消极”一词的功能更多

是用作修辞，从而构成四字格词汇，体现出汉语的

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笔者参考了该句英译版，发

现译文中对于“消极腐败”四个字的处理只用了一

个词汇进行对应，即“corruption”。

综上可知，为了保证译文的跨文化交际效果，

中央文献的翻译不可一味追求字面的“忠实”，不

可认为借助中日两国存在的“同形”表达方式，就

可以保证达到翻译的交际目的。而是要在把握好

“度”的前提下，根据语境采用最为恰当的翻译方

法，以达到译文与受众的成功交际。本文将以“实

践”一词的翻译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2 十九大报告中“实践”一词的翻译分析

2.1 译法对比

在十九大报告的原文中，“实践”一词共出现

了 24 次。笔者将原文与日语译文列入下页表 1

中，同时对比列出了英语译文（不影响语法结构的

情况下，均有省略）。具体情况如下页表1所示。

观察得知，日语译文中共有 23处全部以「実

践」相对应中文的“实践”，只有第9例进行了省略

处理。

而英语译文中，“实践”的处理方法可分为三

类：①以符合语境的对应词相对应，但并不局限于

“practice”这一最为“对等”的词汇，个别地方使用

了“endeavors”，如第 4 例；②对文章信息进行重

组，将“实践”的语义融合于句中，如第3、24例；③
根据信息的冗余程度进行省略，如第1、14、16例。

由此看来，英语译文采取了更加多变灵活的

处理，而未拘泥于“practice”这一种译法。

2.2 词义理解

“实践”和「実践」作为同形词，在中、日权威词

典中都有明确表述。

《辞海（第六版）》对“实践”释义为[4]：

①履行。如：实践诺言。

②亦称“社会实践”。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

界的感性物质活动。科学的实践观的确立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哲

学认为实践是主观之于客观的能动的活动，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基础和动力，也是认识产

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有省略）

《广辞苑（第五版）》对于「実践」的释义为[5]：

①実際に履行すること。一般に人間が何か

を行動によって実行すること。

②[哲学]㋐人間の倫理的行動。アリストテ

レスに始まる用法で、カントなどもこの意味

で用いる。㋑人間が行動を通じて環境を意識

的に変化させること。この意味での実践の基

本形態は物質的生産活動であり、さらに階級

闘争、科学上の実験なども含まれる。このよ

うな実践は歴史的な社会条件のもとで行われ

る社会的実践である。認識（理論）は実践の必

要から生まれ、また認識の真理性はそれを実

践に適用して検証される。この意味での実践

の意義を明らかにしたのはマルクス主義。

从释义来看，“实践”和「実践」在含义上只存

在细微差别，在日译中直接译为「実践」似乎也无

可厚非，但在笔者2016年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李，

2017：148），有将近半数的问卷回答者对于译文整

体的可读性、可理解性表示认可，但对个别例句表

示了不解，具有代表性的是，他们认为「実践」とは

何かが分かりません」（“不知道‘实践’具体指什

么”），这无疑大大影响了译文的跨文化交际效果。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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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国

家，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时

刻“实践”着党的指导思想。

而由于日本的国情与我国不同，故日本受众

表1 十九大报告日语、英语译文对“实践”一词的翻译

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原文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

的主题

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梦想的

实践来进行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实践中

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

要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

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

是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

实践没有止境

不断推进实践创新

实践是理论之源

实践逻辑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强化实践养成

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

“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忠实实践者

经过实践考验的

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

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

日语译文

党の大衆路線教育実践活動を展開し、

改革開放以来の党のすべての理論と実

践のテーマ

偉大なプロジェクトを、偉大な夢を進め

る実践の中で推進し、

新時代の中国の特色ある社会主義の偉

大な実践の中で、

理論と実践を結びつけて系統的に答え、

経済、政治など各方面について、新たな

実践に立脚して、

新たな時代的条件と実践の要請を緊密

に結び付け、

党と人民の実践経験であり、

「一国二制度」が形を変えることなく実

施されていくよう保証し、

実践に終わりはなく

絶えずに実践の革新を推進し、

実践は理論の源である

実践を貫く理論

社会主義民主政治の偉大な実践

整った制度・手続きと参画の実践を形

成し、

法に基づく国家統治の実践を深化させる。

中国の特色ある社会主義の偉大な実践

に根差している。

実践による養成を強化し、

実践的創造の中で文化的創造を進め、

「一国二制度」の実践は世界が認める成

功を収めている。

忠実な実践者

実践の試練を耐え抜いた

学習に長じ勇敢に実践する濃厚な雰囲気

中国の夢の実現に向けた生き生きとし

た実践の中で、

英语译文

act on the Party’s mass line…

…has been the focus of all of the Party’
s theories and practice sincereform and
opening up began.

All work toadvance this project must go
hand in hand with that geared toward
the dream.

In the great endeavors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be a systemat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e should, based on new practice…

considered carefully the new
conditionsof the era and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practic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practice is not bent or distorted.

there are no bounds to practice

advance our practical…

practice is the fount of theory

The logical outcome of the evolution of
practice

socialist democracy

develop complete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rooted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will expose themto practice…

make cultural creations throughpractice

the practice of“onecountry, two
systems”in both regions has been a
resounding success.

faithfully practiceCommunism

who have passed the test of practice

a strong atmosphere of learningand
practicing

in the course of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

注：来源于中央编译局翻译版日语译文及英语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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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不能达到与国内受众

同等程度的理解。他们比较不理解的是：「理論」

是什么理论？谁的理论？「実践」又是践行的什

么？若译文中没有添加注解或其他的辅助解释，

这种同形词的直接套用会使他们产生疑惑，难以

达到理想中的理解程度。

第二，在词汇的用法、含义方面，日语中的「実

践」一词更多用于实际开展的具体活动，其含义近

似于“体验”。如「体が芯から温まる山ごはんを

実践」（体验登山的饮食，让你从内心感到温暖）；

「実践で学ぶ英語」（通过语言实践学习英语）。由

此看来，「実践」一词并不是常用于相对于践行理

论的语境中。而在24处“实践”的原文中，这一词

汇共有四种使用形式：

①作为有明确实义的独立名词使用，如第 2、

3、4、5、6、7、8、9、10、11、12、14、16、17、20、22、

23例；

②作为修饰性词语使用，如第13、18、19例；

③作为组合名词使用，如第21例；

④作为被修饰的术语性名词使用，如第1、15、

24例。

可以看出，原文中的24处“实践”在用法和指

代上并非完全一致。

而在含义上，从词源上看“实践”和「実践」两

个词几乎完全吻合，但由于中日文的语境是不断

变化的，“实践”出现的形式也是在变化的，若译文

中仅以单一的同形词进行表述，就难以充分传达

原文蕴含的信息。

2.3 问题分析

关于日译文中使用的23处「実践」，笔者对其

进行了归纳与分类，发现其中可能对跨文化交际

效果产生影响的问题。有如下四类：

2.3.1词义重复，词汇间逻辑不够清楚

偉大なプロジェクトを、偉大な夢を進める

実践の中で推進し、 （第3例）

在此例中，原文“实践”的含义主要指对相关

事项的“践行”，而「進める」和「実践」两词均可表

示对于「闘争」「事業」「夢」的践行，词义重复，致使

译文的行文逻辑不甚清晰。此处可以两词取其

一，或是使用能够融合两词含义的其他词汇，如

「成し遂げる」。此例建议可调整为「偉大なプロ

ジェクトを、偉大な闘争、偉大な事業、偉大な夢

を進める中で推進し、」。

2.3.2前后搭配不当

新時代の中国の特色ある社会主義の偉大な

実践の中で、 （第4例）

整った制度・手続きと参画の実践を形成し、

（第15例）

学習に長じ勇敢に実践する濃厚な雰囲気、

（第23例）

日语中「実践」用于动词居多，而中文多用于

名词。同时中文中的搭配习惯不同于日语，翻译

时要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第4例中，把「実践」的名词性词组改为「～

を実践する中で」的动词句式更加符合日语的表

达习惯。

第15例中，「実践を形成する」的前后搭配不

自然，根据在“少纳言”语料库中的检索，其中并未

出现「～実践を形成する」的用法，并且「実践」一

词在本例中可以省去。故本例若修改为「整った

制度・手続きと参画を形成し」，则可更清晰地传

达原文含义。

第 23例因直接沿用了原文的四字格表述和

搭配，造成译文生硬、冗长，若修改为「学びと実践

を重んじる」，则更加符合日语的搭配与表述

习惯。

2.3.3所指含义不清

新たな時代的条件と実践の要請を緊密に結

び付け、 （第7例）

絶えずに実践の革新を推進し、 （第11例）

実践的創造の中で文化的創造を進め、

（第19例）

在以上几例中，由于前后文没有对于相关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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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解释和说明，导致「実践の要請」「実践の革

新」「実践的創造」几个词组或指代不够明确，或含

义表述不清晰。究竟是什么「実践」的什么「要

請」？什么样的「革新」？是「実践的創造」还是「創

造的に実践」？在翻译时，译者需要时刻提醒自己

译文的受众是不懂汉语的日本人，尽管他们同样

使用汉字，也同样使用某些“长相相同”的同形词，

但若不对该词汇的含义、用法等加以区分，就会造

成日本受众的不理解甚至误解。笔者认为，对于这

些因直接套用汉字词而导致译文含义不清晰的情

况，可以采取“汉字+注释”的手法进行含义阐述。

2.3.4成分冗余

法に基づく国家統治の実践を深化させる。

（第16例）

「一国二制度」の実践は世界が認める成功を

収めている。 （第20例）

在以上两例中，「国家統治」和「一国二制度」

即为「実践」的具体内容，再强调一遍「実践」，只会

造成成分冗余，影响阅读流畅性，且会使读者产生

“到底是‘实践’这件事被世界认可了，还是通过

‘实践’取得的‘实绩’被世界认可了？”的疑惑，故

「実践」一词可以省略，或可修改为「実績」一词。

综上所述，以“实践”一词为例，由于中日两种

语言在语法结构、语义搭配、历史沿革等方面上的

诸多不同，简单套用同形词并不能实现翻译中的

跨文化交际，也无法引导受众正确理解原文。笔

者认为，为了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与可理解性，使译

文的跨文化交际效果达到最大化，必须正确处理

同形词的翻译。

除了“实践”一词以外，中央文献中还存在着

大量的中日同形词，其中包括二字词、三字词以及

四字结构的词语。对于这些词，最常见的译法即

为直接使用原文的汉字，以及对一些照搬汉字难

以理解的词汇进行“原文汉字+括号注释”。但即

使该词在两种语言中以同形词的形态存在，并且

词义相同，它们在词性、搭配、接受习惯等方面仍

有细化的需求。对某些修饰性用法或无实义用

法，在保证与我国外宣主张相一致的基础上，可以

选择其他相近词汇进行表述，或者直接省略。在

翻译中，译者需要秉持“忠诚”理念，首先对原文的

含义、语法等进行仔细分析，继而根据翻译目的、

翻译纲要进行最为恰当的翻译，避免译文表述的

生硬，这是我们在现阶段建设“融通中外”的对外

话语体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3 结 语

中文的“实践”翻译成日语为「実践」似乎无可

厚非，但是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恰恰是这种词

典语义相近，甚至本身就是出自日语的同形词会

成为日语受众无法正确理解原文、或对原文敬而

远之的跨文化交际障碍。

中日文化相近，中文中许多汉字词汇来自于

日本对英语、德语的翻译，形成了中日共有的同形

词。毫无疑问，这些同形词为翻译提供了便利条

件。但同时，由于字同、形同，确实也带来了许多

翻译中的文化障碍，成为影响交际的障碍。

翻译十九大报告等中央文献是向世界传播中

国声音的最佳举措，传播中国声音的关键是建立

最合适的“对外话语体系”。当前翻译界的重要任

务在于，要在译文中形成让外国受众熟悉并接受

的话语体系，而不是中文原文的话语体系或译者

自己的话语体系。中文和日文既有各自的个性，

又有相通的共性。但无论历史、文化的渊源有多

相近，个性都不能等同于共性。某些词汇的中日

语词典释义虽然相近，但并不代表文化认可度也

相近。本文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对十九大报告中的

“实践”一词的日译进行了初步探索，试图梳理出

翻译研究中的“交际”理念对于中央文献等政治文

献日译的指导意义，并对翻译过程中对日话语体

系建设提出翻译理念与翻译实践的方略。

首先，在中央文献的对日翻译中，译者需要具

有较高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在翻译之前对各种跨

文化交际因素进行详细分析。德国功能主义翻译

理论代表人赖斯提出，要根据文本类型、翻译目

的、客户要求、交际场合等制定“翻译纲要”。以中

央文献的日译为例，翻译纲要应当考虑翻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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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场合、译文受众等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区分原

文与译文在预期功能上的不同。笔者认为，中央

文献原文属于以传递信息为主、通过感染受众使

其做出某种反馈的“信息型+操作型”的复合型文

本；而日语译文应当属于以传递信息为主、传达作

者想法和感情为辅的“信息型+表情型”的复合型

文本。以“实践”一词的翻译为例，一定要充分考

虑中日两国文化背景、政治背景的不同，对“实践”

和「実践」的受众认识不同，并努力跨越这些障碍，

在日本受众习惯于接受的话语体系中理解中文原

义，进而理解中央文献的真谛所在。

其次，在翻译中要充分考虑影响交际的因素，

在确保译文完整可信的基础上判断信息的“轻重

缓急”，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略。为获得理想译介

效果，中央文献日译需关注的重点应在于“表述政

治和意识形态的语言”上。毫无疑问，中央文献所

包含的最为根本的政治内核是不可以改变的表

述，它们代表着国家意志，任何人不可擅自改动。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目的是向国外受众介绍、宣

传我国的政治理念，翻译中需注重交际传播与接

受的效果。以“实践”和「実践」为例，不仅要了解

汉语“实践”与日语「実践」的词义，还要考虑译文

中与其前后搭配的词语，了解日本受众习惯接受

的词性等，翻译不能忽略预期受众的理解习惯，忽

视受众所熟悉的话语体系。

最后，中日文化间的不同点与共同点是客观

存在的，中央文献的翻译更要保证客观性，不可忽

视其中的时代、文体、词语搭配等多种差异。译者

在两种文化之间、交际双方之间的“忠诚”考量，应

优先于在两个文本之间的“忠实”与“对等”。通过

对于中央文献的翻译，中国声音在日本受众的心

里应该更加“接地气”，而非更加神秘、“高冷”。因

而，对于中央文献译文的定期检验和调查是十分

重要的。本文最初的问题意识正是来源于译文的受

众调查。

中央文献的受众效果检验关系到中国声音能

否真实、准确地传播出去。译文需要切实帮助受

众跨越跨文化交际障碍，以贴近译文受众的“新表

述”推动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译

者、作者、研究者应当通力合作，客观论证、严谨分

析，将翻译中跨文化交际链的各个环节加以完善，

从翻译实践、翻译批评、翻译过程研究、传播效果

检验等多方面把握中央文献日译的整体方向。

翻译研究中的各种“交际”理念为我们在翻译

过程中的翻译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意义。认清翻

译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角色，从交际的成立考量如

何发声，如何传递，如何使受众接受，如何形成日

译的话语体系，是我们在中央文献等政治文献的

日译方面亟需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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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持人：李运博；中共中央编译局201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委托项目“习近平系列重要论述日译研究”（项目编号：16CG-

WT01）。项目主持人：修刚；天津市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课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日翻译研究——以‘中日同形词’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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