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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思

路、新理念、新举措。它不仅是中国人民了解党和

政府执政理国大政方针的报告，同时也是外国媒

体和民众认识当代中国发展实情的权威信息。十

九大报告被译成英、法、俄、西、日、德、阿、葡、老挝

等 11种语言同时向世界传播，其中日译本是探讨

政治文献中译日问题的重要语料。功能对等理论

在源文信息传递、译文与源文的功能对等、翻译过

程、译文交际效果等方面能够提供有益的指导和

启迪，对我国中央文献外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

义。汉语的熟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翻译中

的难点之一。本文以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十九

大报告日语译文为语料，从功能对等理论的视角

对十九大报告中熟语的日译进行探讨。分析“最

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原则在十九大报告日译中的

具体体现。

1 功能对等理论

尤金.A.奈达（1914.11-2011.8）是功能对等理

论研究的第一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奈达的

翻译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三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对

功能对等理论研究热度不减。奈达认为翻译是一

门科学，强调翻译中要着眼于源文的意义和精神，

在不同的语言结构里尽可能完满地再现源文的信

息，不要拘泥于形式对等，并提出了翻译过程四步

骤“分析-转语-重组-检验”原理。奈达认为“所谓翻

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

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谭载喜，2002）其中

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

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

似（Nida, 1964）。“最自然的对等”优先于“最切近

的对等”。“自然的对等”就是没有翻译腔。“切近的

对等”可理解为意义上的切近，且这种“切近”是在

“自然”的基础上选择与源文最接近的译文，同时

强调“功能对等”优先于“形式对等”。奈达指出衡

量译文是否成功的重要要素之一是“读者反应”，

要看“译文读者接受译文时的反应是否与源文读

者阅读源文时的反应基本保持一致。”（Nida, 1964）

如果译文不被译文读者读懂，起不到交际作用，就

不是成功的译文。总而言之，奈达的翻译理论建

立在扎实的语言学基础上，翻译概念及术语的界

定具有科学性和明晰性，其翻译理论的探索建立

在大量翻译活动的基础上。许多原则经实践证

从功能对等理论看十九大报告中熟语的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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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强调中央文献翻译应以实现跨语际交际为目标，在译语中选择“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十九

大报告的信息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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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行之有效（刘军平，2009）。功能对等理论为熟

语外译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借鉴，以十九报告为

代表的政治文献需要能够传达“等效功能”的译

文，再现源文的信息和精神，实现与全部受众的有

效交流。

2 熟语译例分析

习近平的话语特征之一是亲民性，集中体现

为善讲故事、博引经典、巧借隐喻和广用俗语等方

面（窦卫霖，2015）。十九大报告也体现了习近平

的话语特征，即使用了大量熟语。熟语是一个上

位概念，一般来说它们包括成语、惯用语、俗语、谚

语、歇后语以及格言、警句等（崔希亮，1997）。孙

维张（1989）指出“成语、惯用句、歇后语、谚语、格

言，彼此在本质特征上有不同之处，因此可以各自

成为一类，但它们之间还有相同的本质特征，所以

可以化为一个大类。我们对这个大类就用译借过

来的‘熟语’来命名。”熟语所负载的文化内容最丰

富，所折射的人文世界最精彩，所表达的处世道理

最深刻（崔希亮，1997）。十九大报告中，中共使用

成语 84则、谚语 2则、惯用语 9则（均为不计重复

统计）。在95则熟语中，采用意译策略的有69则，

套译成日语惯用句、四字熟语的有 17则，使用汉

字直译的有9则。本节从功能对等理论的视角对

十九大报告中几类熟语的日译进行分析。

2.1 源自典故的成语日译

成语是个贵族的熟语语种（武占坤，2007），多

源自我国古代典籍，伴有修辞手法，精辟深邃。在

十九大报告中有很多源自古代典章故事的成语。

例1.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

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

生的深重苦难。 （十九大报告：13）

译文1.アヘン戦争以後、中国は内憂外患内憂外患の暗黒状

態に陥り、中国人民は戦乱が頻発し、山河が

荒れ果て、人々が生活の道を失う大きな苦

難をなめ尽した。 （日语译本：10）

汉语中的“内忧外患”出自典故《国语·晋语

六》“且唯圣人能无外患又无内忧，不有外患，必有

内忧。”[1]译文1将“内忧外患”套译成四字熟语「内

憂外患」，《大辞林》解释为「国内の心配事と外国か

らもたらされる心配事。 内外の憂患」[2]。与汉语的

“内忧外患”表达了相同的意思。翻译中当源语词

和译语词之间的文化价值相当，别无旁义或歧义

时，采取套译是较理想的翻译策略。既能保持源

文的风韵，又能达到译语与源语在内容和功能上

的对等（高嘉正、高菁，2010）。本文的套译指使用

日语中相应或同义的惯用句或熟语，对源文中的

熟语进行对等翻译。在功能对等理论中，首先要

“分析”源语词“内忧外患”的语义“来自国内的忧

患和来自国外的祸害（常指侵略）”（《新华成语大

词典》：1023）。在“转语”环节中要寻找与“内忧外

患”发挥等效功能的日语，转换的明晰度越高越

好，在译语中寻找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在“结构

重组”环节组织译文中的词汇特征、句法特征和语

篇特征（Nida，1998），使译文被读者最大限度地理

解。「内憂外患」实现了与“内忧外患”语义和语体

功能上的对等。

例 2.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

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

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任

重道远重道远；……。 （十九大报告：9）

译文2.不均衡、不十分な発展における一部の際立っ

た問題がまだ解決されておらず、発展の質と

効率が依然として低く、イノベーション能力が

十分には高まっておらず、実体経済の水準

の向上が待たれており、生態環境保護任重任重

くして道遠しくして道遠しである。 ……。 （日语译本：7）

例2中“任重道远”出自典故《论语·泰伯》“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新华成语大词典》：

1247）众所周知，《论语》在应神天皇时期（约公元3

世纪末）传入日本，古时的「論語読み」（指阅读论

语或读论语的人）通过“汉文训读”的方法来翻译

阅读《论语》。于是就有了「任重くして道遠し」的句

子并沿用至今。例 2套译成「任重くして道遠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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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日语惯用表达，同时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

务艰巨、道路长远”的信息准确地传达给日本受众。

例 3a.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居安思危，勇于

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十九大报告：2）

译文3a.全党の同志は高所より、先を見渡し平穏な平穏な

時でも油断せず時でも油断せず、果敢に変革・革新に挑み、

決して硬直・停滞せず、……。 （日语译本：1）

例3b.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

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

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十九大报告：24）

译文3b.包括的国家安全保障観を堅持する。 発展

と安全を統一的に考慮し、憂患意識を強め、

平穏な時でも油断しない平穏な時でも油断しないことは、わが党の

治国理政の重要な原則である。

（日语译本：19）

“居安思危”出自《左传·襄公十一年》书曰：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新华成语大

词典》：782）例 3a表达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上要

“持有长远目光、不断进取”，例 3b表达在国家安

全保障上要“保持忧患意识、不松懈警惕”。《汉日

双解熟语词典》把“居安思危”翻译为「安に居て危

を思う。」「治に居て乱を忘れず。」[3]，例3a和例3b中

的“危”不是某种具体的“战乱危险”，强调的是“有

备无患的忧患意识”。奈达将词位的联想意义划

分为六种：①使用这类词位的人；②通常使用这类

词位的环境；③前文中出现过这类词位（同文交

织）；④语言搭配中产生的感染错合；⑤同音异义

词的感染错合；⑥与词位所指对象相联系的文化

价值观念（Nida，1998）。例 3a 和例 3b 体现的是

“居安思危”的第二种联想意义。译文 3a和译文

3b均译为「平穏な時でも油断しない（せず）」，没有

用「治に居て乱を忘れず」的汉文训读形式，重点应

在意译出“居安思危”的联想意义，强调在国家安

定的背景中仍不能疏忽大意，应时刻做好应对新

问题和新挑战的准备。选择翻译策略一定要考虑

熟语在源文中发挥的语义功能，无论是原义还是

联想意义，应以译文读者能懂易懂为目标，体现

“切近自然的对等”。

上述三例中，例 1、例 2套译成日语中对应的

惯用词句，翻译出成语的原义，例3采用意译的策

略，翻译出成语的联想意义。奈达认为“在任何语

境中，最符合语境的意义就是这一词位的正确意

义。”（Nida, 1998）上述三例典故成语，在日语中都

有对应的惯用表达，但翻译时一定要结合前后语

境，考虑源语在语境中发挥的语义功能，切忌盲目

照搬照抄。中日两千多年的交流历史中，曾有大

量的中国典籍文献传播到日本，很多成语成为日

语的惯用词句，被日本民众广泛使用。然而语言

是有渐变特性的（王勤，2006）。当一些成语在汉

语（或某个文本）中的使用，已经不是原义而是表

达某一联想意义时，日语中对应该成语原义的惯

用词句就成了“交际障碍”。因此，在翻译一些有

“既有译文”的成语时，应在翻译最初的“分析”阶

段弄清成语在文本中发挥的功能作用，在此基础

上进行“转语-重组”，使用切近源文且表达自然的

译语再现源文的信息和所发挥的功能。

2.2 运用比喻修辞的成语日译

例4.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 （十九大报告：23）

译文4.緑の山河緑の山河は金山や銀山にほかならないとい

う理念を樹立して、実践し、資源節約・環境

保護という基本国策を堅持し、……。

（日语译本：19）

例4中“山、水”亦指大自然。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译文4中的「山河」

与汉语的“山河”有同样的联想意义，表示「山と川。

また、自然。」（《大辞林》：1039）同样的喻体，在语境

中发挥同样的语义、语法功能，传达等效的信息，是

理想的“对等语”。由于日语中没有对应四字熟语，

译文4采用了意译+保留“喻体”的策略。

例5.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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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坚持五湖四海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

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

（十九大报告：64）

译文5.「党が幹部を管理する」原則を堅持し、「才徳

兼備・徳の優先、津津々々浦浦々々・賢者優先、事業

至上・公明正大」の方針を堅持し、優れた幹

部の基準を徹底させる。 （日语译本：51）

在我国党政文献中，“五湖四海”最早出现在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五湖

四海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4]

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毛沢東選集』中将“五湖

四海”套译成日语中表达等值信息的四字熟语

「津々浦々」 [5]，同样指代“全国各地、全国范围

内”。既保留了比喻修辞，也忠实地表达了源文的

语义。十九大报告日语译本沿用了《毛选》日语译

本的译文「津々浦々」。然而如果进一步剖析会发

现，十九大报告中的“五湖四海”强调的不仅仅是

“全国各地”，更有“广泛选用、广泛团结”的意思。

从这层语义而言，「津々浦々」的「いたるところの津

や浦。全国いたるところ。」（《大辞林》：1684），应该

说只体现了“五湖四海”在十九大报告中的表层语

义功能，如更进一步推敲，这里的“五湖四海”强调

不拘一格，广泛选用。站在功能对等的视角下，此

处笔者拟译为「オーペンに適任者を選ぶ姿勢」。

例6.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敲锣打

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

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十九大报告：15）

译文6.中華民族の偉大な復興は決して軽軽と労労せせ

ずずして実現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い。全党はより

いっそう並々ならぬ努力を払う覚悟をしなけ

ればならない。 （日语译本：12）

例 6“敲锣打鼓”原指在庆贺或玩乐时候敲锣

打鼓，制造热闹喜庆的气氛。后比喻为某事宣传

造势，多用于贬义。（《新华成语词典》：1153）在十

九大报告中使用的是其引申义，强调“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不是靠轻轻松松宣传造势（不加实干）就

能实现的”。“敲锣打鼓”是由两个动宾二字词联合

成“动宾联合式”成语（王勤，2006），同时使用借喻

手法，以“敲锣打鼓”整个成语为喻体，比喻虚张造

势。结合成语语义和译文前后语境，译文 6「労せ

ず」意译出“敲锣打鼓”的引申义，同时与前文「軽

軽と」连接成短句，清晰地再现了源文的主旨信息，

发挥了源文语义和语体的等效功能。

通过上述三例可知，在翻译运用比喻修辞的

成语时，如能在译语中找到对等的“喻体”，可尽量

保留“喻体”进行翻译。如不能，应果断舍弃喻体，

在充分分析源语语义的基础上，结合译文语境科

学采用直译、意译等翻译策略，在“自然”的基础上

选择与源文最接近的译文，以求与源文语义和语

体功能上的对等。

2.3 直接陈述型的成语日译

十九大报告中有一部分成语是直接陈述型成

语。直陈型成语多使用在现代文中，语言朴实，易

读易懂，关键在使用“切近自然的对等语”进行

翻译。

例7.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践行全心全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 （十九大报告：21）

译文 7.人民の主体的地位を堅持し、公のための

立党と人民のための執政を堅持し、誠心誠心

誠意誠意人民に奉仕するという根本目的を実

践し、……。 （日语译本：17）

译文 7的「誠心誠意」《大辞林》（P1376）解释

为「まごころをもって物事を行うこと。 多く副詞的に

用いる」，如「－看病する」。其实，在日语中还有

「全身全霊」一词，表示「その人のもっている心身の

力のすべて」，如「－を打ち込んだ作品」。（《大辞

林》：1427）两则日语表达相同的语义，但在译文 7

的语境中，“全心全意”在句中发挥副词的功能，

「誠心誠意」同时实现了与源语词在语义功能和语

法功能的对等。

例8a.（前略）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

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十九大报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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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8a.近代以来衰退の一途をたどってきた中華

民族の運命を根本から転換し、持続的な繁栄・繁栄・

富強富強へ突き進む偉大な飛躍を実現した。

（日语译本：11）

例8b.（前略）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

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繁荣富强的伟

大荣光。 （十九大报告：56）

译文8b.（前略）これより香港・澳門の同胞が祖国の

人民とともに民族復興という歴史的な責任

を担い、祖国の繁栄富強繁栄富強という偉大な光栄

を分かち合うようにする。 （日语译本：45）

例8c.我们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确保经济长

期稳定发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繁荣富强和民族振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89）

译文8c.われわれの戦略的目標は一致しており、そ

れは経済の長期的、安定的発展を確保し、

国家の繁栄・富強繁栄・富強と民族の振興を実現する

ことにほかなない。

（『習近平国政運営を語る』：319）

例 8d.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

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

益走向繁荣富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3）

译文8d.中国共産党は成立後、人民を団結させ、導

いて、先人のしかばねを乗り越えて突き進

み、粘り強く奮闘して、貧しく立ち遅れた旧中

国を日増しに富み栄え強くなる富み栄え強くなる新中国に変

貌させた。……。（『習近平国政運営を語る』：4）

不同于典故成语和比喻成语，直陈型成语的

使用历史较短，结构也并非绝对固定，有些直陈型

成语仍没有“定说”的译文，往往给译者翻译和译

文读者理解造成困难。与例7不同，例8的四组译

文有同有异。日语中没有「繁栄富強」的四字词，

却有「繁栄」（《大辞林》：2085）和「富強」（《大辞

林》：2199）两个汉字词，且都有名词用法。十九大

报告中“繁荣富强”，译文8a使用了“・・”连接两个名

词，译文 8b 直译成四字汉字词。同类中央文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繁荣富强”，译文8c与译

文 8a相同，译文 8d采用了意译策略。“繁荣富强”

在四处源文中发挥相同的功能，却出现了不同的

译文。政治文献翻译者一般想定的受众不是普通

的外国读者，而是具有一定学识，关心或者研究中

国的专业人士（卿学民，2018）。政治文献的翻译

应恪守忠实性和政治性的首要原则，做到“准确达

意、不缺不漏、规范统一”（修刚、李运博、花超，

2018）。翻译一些没有“定说”译文的熟语时，在语

境允许、与源语词发挥等效功能的前提下，应尽可

能保持译文的一致。译文的统一能给阅读和研究

我国中央文献的国外读者留下规范连贯的印象，

并有助于译本的阅读和传播。译文的选择既要忠

实于政治文献，又要考虑译文受众群体的反应。

将“繁荣昌盛”统一译为「繁栄・・富強」，可能更自然

地顺应日本人的语言使用习惯。诚然，没有绝对

完美的译文，但在政治文献翻译中，译者需要考虑

比一般文体翻译中更多的要素，语义语体、源文信

息传递、译文受众群体、传播效果等，对译文不断

锤炼思考，精益求精。

2.4 谚语的日译

例9.行百里者半九十行百里者半九十。 （十九大报告：15）

译文9.百里を行く者は百里を行く者は、、九十を半ばとす九十を半ばとす。

（日语译本：12）

例 10.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惩前毖后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治病救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

抓小、防微杜渐。 （十九大报告：66）

译文 10.批判・自己批判を行うことを堅持し、「「前の前の

誤りを後のいましめとし誤りを後のいましめとし、、病をなおして人を病をなおして人を

救う救う」」ことを堅持し、監督・規律執行の「四つ

の形態」を活用し、問題を早期の軽い段階

で食い止める。 （日语译本：53）

谚语取自民间，多为通俗易懂的口头语，故人

们亦称其为俗语、老话、俗话（王勤，2006）。例9“行

百里者半九十”出自《战国策·秦策五·谓秦王》，在

十九大报告中单独成句使用。与例2相同，「百里

を行く者は九十里を半ばとす」（《大辞林》：2155）是

日语中的惯用句，采用套译策略，不会造成与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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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语法或接续上的矛盾，也可准确直接地传递

源文的信息。例10“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日语

中没有与之对应的惯用词句，也没有与“惩”“毖”

对应的汉字用来直译，采用意译策略顺利地表达

出源语词的语义功能，使用“「」”强调出谚语的引

申义，体现出谚语整体作「堅持し」的宾语，使译文

脉络更加清晰，合理发挥了语法功能。

2.5 惯用语的日译

惯用语具有抽象虚指性，这种抽象虚指意义

的产生，其基本途径就是比喻（马国凡，1998）。在

十九大报告中惯用语的使用屡见不鲜。处理好惯

用语中的虚指，使译文受众接收到虚指背后的语

义信息，是翻译惯用语的关键所在。

例 11.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 （十九大报告：1）

译文 11.全党の同志は、永遠に人民と一心同体一心同体で

あるようにし、永遠に人民の素晴らしい生活

へのあこがれを奮闘目標とし、……。

（日语译本：1）

例 12.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主心骨，

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十九大报告：13）

译文 12.この時から、民族の独立と人民の解放、国

家の富強と人民の幸福を求める中国人民

の闘争に大黒柱大黒柱が生まれ、中国人民は精

神面で受動的な立場から能動的な立場に

変わり始めた。 （日语译本：10）

例 13.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摘帽，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十九大报告：48）

译文 13.二〇二〇年までに、わが国の現行基準で

農村貧困人口の貧困脱却を実現し、貧困

県のすべてが貧困というレッテルをはがしレッテルをはがし、

地域的な普遍的貧困を解消して、真の貧

困から真に脱却させるようにしなければな

らない。 （日语译本：38）

上述三例中，译文11使用一个四字熟语「一心

同体」翻译出了惯用语“心连心”的虚指意义，同时

译出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三个三言词表达

的精神主旨，避免冗乱，简洁清晰。译文 12使用

日语「大黒柱」、译文13使用「レッテルをはがし」翻

译出了“主心骨”和“摘帽（子）”的虚指意义，实现

了源语词的语义和语体功能。与含有比喻修辞的

成语相似，惯用语的翻译应综合考虑源语的比喻

修辞，语义语法及语体功能，选取日本受众容易接

受的、“切近”源文意思且“表达自然”的译文，再现

源文的信息和精神。

3 结 语

本文从功能对等理论的视角对十九大报告中

熟语的日译进行了分析。十九大报告的翻译需恪

守忠实性，政治性，严谨性等原则，同时使用“最切

近的自然对等语”准确再现源文的信息和精神也

是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功能对等理论强调在忠

实再现源文信息和精神的基础上实现“最切近的

自然对等”。这与我国中央文献外译的立场、原则

和方法存在很多的共性，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

迪。十九大报告等政治文献中的熟语翻译是难点

之一，因为它不但要求语言功能上的对等，还要求

译文实现在文本功能以及文化传播和政治外交方

面的功能。

我国的中译日翻译研究多为实证实例研究，

是翻译研究的重要一环。但如何运用先进翻译理

论探讨中译日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功能对等理

论是翻译界共同认可的翻译理论，但不是唯一的

理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理论。例如功能对等理

论针对源语国和译语国不同国情文化背景对翻译

行为的影响方面论述相对较少等。近年来，出现

了许多新的翻译理论，如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文化

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这些理论对文

本分类翻译、翻译的跨文化作用、翻译主体作用的

论述，弥补了功能对等理论的某些不足，同时也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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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了功能对等理论的精华。翻译理论指导下中译

日研究远没有中译英研究起步得早，发展得快。

运用翻译理论的各方所长指导中央文献日译，进

行多维阐释，不断探索创新科学的翻译方略，是提

高和完善中央文献译文质量和传播效果有效尝

试。中央文献“中译外”研究是时代发展的需求，

十九大报告问世以来对其译文的研究出现了很多

发人深省、给人启迪的学术成果（修刚、李运博、花

超，2018；卿学民，2018；王大伟、李佩瑶，2018；陈

岩、孟海霞，2018；李铁军，2018等），相信我国中央

文献翻译和研究工作必将迎来蓬勃的发展。

[本文为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党和

国家重要文献在日本的翻译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YJA74002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李运博]

附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一往无前

登高望远

居安思危（2）

坚定不移（8）

名列前茅

深入人心（2）

前所未有（2）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勠力同心

民不聊生

前仆后继

可歌可泣

义无反顾

艰苦卓绝

浴血奋战

千难万险

敲锣打鼓

千辛万苦

必由之路

与时俱进

长治久安（2）

安居乐业

绿水青山

息息相通

果敢に突き進む

高所より先を見渡す

平穏な時でも油断しない（せず）

（いささかも）揺るぐことない

上位

人々の心に深く浸透する；人々の心

に深く根付かせる

空前

先人の事業を受け継ぐ

未来の道を切り開く

一丸となる

人々が生活の道を失う

先人のしかばねを乗り越えて突き進む

称賛と感動に値する

覚悟を決めて果敢

苦難に満ちる

血みどろの奮戦

困難と危険

軽々と労せず

あまたの辛労

必ず通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道

時代とともに前進する

長期的安定

安穏な生活・生産

緑の山河

相通じる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坚如磐石

绳之以法

海晏河清

朗朗乾坤

艰难险阻

自强不息

浩浩荡荡

戒骄戒躁

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

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

天下为公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照镜子（正衣冠、

洗洗澡、治治病）

主心骨

牛鼻子

摘帽（子）

苦果（子）

弄潮儿

精神食粮

任重道远

行百里者半九十

自力更生

内忧外患

これまで以上に固める

法の裁きにかける

公平・正義で明るい世界

困難や障害

たゆまず努力し続ける

滔々と

おごらずあせらず

寸刻を惜しんで努力する

遠大な志を持つ

地に足をつけてしっかりと

天下を公と為す

「前のあやまりを後のいましめ

とし、病を治して人を救う」

「鏡を見て、衣冠を正し、身を

清め、病を治す」

大黒柱

糸口

レッテルをはがす

苦い果実

突き進む（名词翻译成动词）

精神的糧

任重くして道遠し

百里を行く者は九十を半ばとす

自力更生

内憂外患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套译

套译

套译

套译

序号 熟语（次数） 日语译文 翻译策略 序号 熟语（次数） 日语译文 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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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始终不渝

锲而不舍

精益求精

国计民生

一视同仁

定于一尊

生搬硬套

生动活泼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移风易俗

至高无上

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齐心协力

血浓于水

同舟共济

源源不断

撑腰鼓劲

排忧解难

持之以恒

防微杜渐

标本兼治

あくまでも

粘り強い

研鑽に励む

国の経済、人民の生活

同一に扱う

一つの型に固執する

機械的に模倣する

生気はつらつ

肝胆相照らす

栄辱を共にする

ふるい風習を一新する

至上

できるかぎり力を尽くす

力相応の事業を行う

心を一つにする

「血は水より濃い」

一心同体となる

絶えず

もりたてる

悩み事や困難を解決する

根気よく取り組む

問題を早期の軽い段階で食い止める

末梢と根本の兼治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意译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不屈不挠（2）

矢志不渝

实事求是（2）

全心全意

坚忍不拔

优胜劣汰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五湖四海

旗帜鲜明

雷厉风行

（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

试金石

奋发有为

气吞山河

繁荣富强（2）

当家作主（11）

安定团结

德才兼备

任人唯贤

艰苦奋斗

埋头苦干

不撓不屈

確固不抜

事実に基づいて真理を追究

する；実事求是

誠心誠意

堅忍不抜

優勝劣敗

百花斉放

百家争鳴

津々浦々
旗幟鮮明

疾風迅雷

一心同体

試金石

発奮努力

気概山河

繁栄・富強；繁栄富強

人民主体

安定団結

才徳兼備

賢者優先

刻苦奮闘

刻苦奮闘

套译

套译

意译；套译

套译

套译

套译

套译

套译

套译

套译

套译

套译

套译

直译

直译

直译

直译

直译

直译

直译

直译

直译

序号 熟语（次数） 日语译文 翻译策略 序号 熟语（次数） 日语译文 翻译策略

注

[ 1 ] 新华成语大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023.

[ 2 ] 大辞林（第三版）[M].東京：三省堂印刷株式会社.2006：1864.

[ 3 ] 汉日双解熟语词典[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712.

[ 4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5.

[ 5 ] 中共中央編訳局訳.毛沢東選集[M].北京：外文出版社，196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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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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