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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词术语汉壮翻译事关壮语文翻译事业的发展，对在壮族地区的民族工作、双语教育等多有影

响。论文就十九大以前和以后的新词术语汉壮翻译特点进行梳理分析，浅谈其优劣，并就其如何

推广提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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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术语汉壮翻译是政论性文献汉壮翻译活动得以开展的前提和基础。而各领域各行业催

生的新事物新概念日新月异，应运而生的新词术语层出不穷，给翻译工作者带来丰富养料的同

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多年来，笔者参与新词术语的整理翻译审稿，深刻体会到新词术语

因某些译法相对保守生硬，新借词过多、夹借夹译、解释性翻译、不统一不规范等问题带来的

影响，受众对此也诟病较多。本文拟就新词术语汉壮翻译过去存在的问题，现阶段翻译所呈现

的新特点，解决的办法以及如何推广应用略谈一二，以期抛砖引玉。

一、十九大以前新词术语汉壮翻译特点

新词术语汉壮翻译过去存在着新借词过多、译法牵强生硬、译法不统一等问题，既影响译

文的可读性和表现力，又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会阻碍壮语文翻译事

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新借词过多

新词术语汉壮翻译在政治、经济，特别是法律术语上，过去存在着大量非必要的借汉现象，

这种现象主要缘于对政治法律文本严肃性的考量以及求全毋漏、形式对应的翻译心理，加之译

者 “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出台的 《壮文中新词术语处

理和规范的原则》的理解不同，导致新词术语的翻译借汉过多，有的只是滥用音译”［１］。比如

“行政诉讼法”译成 “ｈｉｎｇｚｃｗｎｇｓｕｓｕｎｇｆａｚ”，“撤销权”译成 “ｃｅｚｓｉｕｈｇｅｎｚ”，“行政许可法”译

成 “ｈｉｎｇｚｃｗｎｇｈｉｊｇｏｊｆａｚ”，“行政处罚”译成 “ｈｉｎｇｚｃｗｎｇｃｕｆａｚ”，“环境保护”译成”ｖａｎｚｇｉｎｇ

ｂａｕｊｈｕ”，“国际仲裁”译成 “ｇｏｚｃｉｃｕｎｇｃａｉｚ”，“国民待遇”译成 “ｇｏｚｍｉｎｚｄａｉｙｉ”等，都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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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对应的音译，几乎没有壮语固有词的影子，也不符合壮语的表达习惯，体现不出壮语的特

质，令汉语文化水平不高的壮语读者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读者要理解原文，还得先明白 “ｓｕｓ

ｕｎｇ”“ｃｅｚｓｉｕｈ”“ｈｉｊｇｏｊ”“ｃｕｆａｚ”“ｃｕｎｇｃａｉｚ”这些术语是什么意思，徒增译文读者的理解难度，

而这原本可以用 “ｄａｊｇａｕｑ”“ｓｉｕｂａｅ”“ｃｉｎｊｈａｗｊ”“ｇｕｈｆａｄ”“ｂａｎｊｂｕｅｎｑ”等常用的壮语代替。其

实，“新词术语的使用，关键在个人。创作也好，翻译也好，个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创作的时

候，有时为了表达的需要，用词可以相对灵活，但也不能无所顾忌地滥用新借词；翻译则应该

更加谨慎，不能人为造成混乱，增加不通汉语人群的阅读负担，……”。［２］尤其在术语众多的政

论性文献中，这样的译法容易出现大量的借汉现象，既影响译文的可读性和表达效果，也无法

体现壮语这门语言的特质。

（二）译法生硬

译法生硬与否的判断标准，主要在于是否合乎目的语语法规则和受众的接受习惯，避免译

法生硬的要求是严苛的，不仅要求译者精通源语，还需要熟练运用目的语语法、表达技巧，而

且熟稔两种语言的差异性。因此，新词术语翻译译法生硬，对于多数人特别是年轻译员，是很

难避免的。比如，“铁饭碗”比喻稳定而待遇有保障的职业、职位［３］１３０４，译成 “ｖａｎｊｄｉｅｔ”，这样

的译法是有歧义的。“ｖａｎｊ”对应 “碗”，“ｄｉｅｔ”对应 “铁”，“ｖａｎｊｄｉｅｔ”就是铁的饭碗，不明就

里的受众还以为是铁做的碗呢，而相对 “铁饭碗”的 “泥饭碗”，比喻不稳定的职业、职位［３］９４８，

如果参照 “铁饭碗”的译法，岂不是要译成 “ｖａｎｊｎａｅｚ”，泥做的碗。再比如，“政治意识”译成

“ｇｉｊｅｉｑｓｉｋｃｗｎｇｃｉ”，“看齐意识”译成 “ｇｉｊｅｉｑｓｉｋｙａｗｊｃａｅｚ”，“核心意识”译成 “ｇｉｊｅｉｑｓｉｋｃｅｈ

ｓｉｍ”，“大局意识”译成 “ｇｉｊｅｉｑｓｉｋｄａｉｈｂｕｅｎｚ”。这几种译法都按照壮语语法调整了语序，表述

并没有问题，但这种译法没有充分挖掘壮语固有词，没有使用群众语言，让受众很难易读易懂，

而这种出于政治严肃性的考量或者出于无法驾驭源语的保守译法，更像是为了翻译而翻译，无

法达到让广大受众有效获取信息的效果，如果换一种译法，比如 “铁饭碗”译成

“ｈｏｎｇｏｎｊｄｉｎｇｈ”，即 “稳定的工作”，“泥饭碗”译成 “ｈｏｎｇｍｂｏｕｊｏｎｊｄｉｎｇｈ”，即 “不稳定的工

作”，通俗易懂又统一规范；“政治意识”译成 “ｒｏｘｇａｎｇｊｃｗｎｇｃｉ”，即 “讲政治原则”，“看齐意

识”译成 “ｒｏｘｇａｅｎｃｕｎｇｈｙａｎｇｈ”，即 “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核心意识”译成 “ｒｏｘｒｉｅｎｇｚ

ｃｅｈｓｉｍ”，即 “紧跟核心”，“大局意识”译成 “ｒｏｘｎａｅｍｊｄａｅｎｇｘｂｕｅｎｚ”，即 “善于全盘思考”，

这样紧抓源语核心内涵、广挖活用民族固有词的译法才更加接地气，更加通俗易懂，也能有效

避免过多公式化的翻译和减少无效翻译。

（三）译法不统一

由于理解源语的侧重点不同以及出于多种译法适用不同语境需要的考虑，同一概念或同一

结构的源语会出现多种译法的现象。比如，“未成年人”译成 “ｂｏｕｘｃａｅｎｇｚｂａｅｎｚｖｕｎｚｈｕｎｇ”

“ｂｏｕｘｃａｅｎｇｚｂａｅｎｚｖｕｎｚ”“ｌｗｇｎｙｅｚ”“ｌｗｇｎｏｍｊ”“ｂｏｕｘｃａｅｎｇｚｈｕｎｇ”，译法有５种之多。“未成

年人”是个法律术语，大多出现在法律文件中，因此译成 “ｌｗｇｎｙｅｚ”，即孩子、小孩，译成

“ｌｗｇｎｏｍｊ”，即乳儿、幼儿，都不正式，一般不会用于法律文件。而 “ｂｏｕｘｃａｅｎｇｚｂａｅｎｚ

ｖｕｎｚｈｕｎｇ”“ｂｏｕｘｃａｅｎｇｚｂａｅｎｚｖｕｎｚ”“ｂｏｕｘｃａｅｎｇｚｈｕｎｇ”都有未成年的人的意思，但依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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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的原则，取最简短的译法 “ｂｏｕｘｃａｅｎｇｚｈｕｎｇ”就足够了。再如，“消防”是指救火和防

火［３］１４３６，有 “ｓｉｕｈｆａｎｇｚ”“ｍｉｅｄｆｅｉｚ”“ｒｅｆｅｉｚ”３种壮文译法。第一种是音译，第二种是半借半

译，其中 “ｍｉｅｄ”是老借词，不是壮语固有词，而第三种中的 “ｒｅ”和 “ｆｅｉｚ”都是壮语固有词，

分别指 “防，防范”和 “火”，更易于受众理解和联想，且基于对纯正母语的追求，译成

“ｒｅｆｅｉｚ”即可。同一结构的源语也会出现多种壮语译法，比如 “建筑法”译成 “ｇｅｎｃｕｚｆａｚ”，

而 “教育法”译成 “ａｅｎｆａｐｇｙａｕｙｕｚ”；“债权人”译成 “ｃａｉｇｅｎｚｙｉｎｚ”，而 “债务人”译成

“ｂｏｕｘｄａｗｚｃａｉｑ”，类似这样不统一的译法也不少。出现译法不统一这一现象，除了理解的侧重

点不同和适用不同语境需要等原因，还跟译者没有准确把握源语内涵、对民族词的表达能力

和受众理解力的不自信以及在 “挖、创”民族词上用功不够也有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为

源语 “量身定制”多种译法是不必要的，尤其是在政论性文献翻译中更不可取，容易造成

混乱。

二、十九大以后新词术语汉壮翻译特点

译文是连接源语作者和目的语受众的桥梁，译者心中装着作者，才能准确还原作者或者原

文的意图；译者心里装着受众，才能采取合乎受众阅读思维的翻译策略。同时译者又必须与作

者和受众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把握源语的核心内涵，又能按照合乎

目的语的表达规律和受众群体的思维特点做到有效翻译。不拘源语形式，准确翻译内容，是文

献翻译的特点，“读者评价非文学作品译文优劣，会侧重于其科学真实和实用功能，对语言的艺

术性可能不太在意，所以译文应当反映其客观真实，实现其实用功能”［４］２３，可见，译者不必过

分追求形式对等，能用 “ｈｅｎｇｚ”表达，就不要用 “ｈｅｎｇｚｇｕｈ”，用 “ｂｉｎｇｈ”就足以表达的，就

不必用 “ｂｉｎｇｈｖａｎｈ”，平白增加字数和读者理解的难度都不可取。近年来，新词术语汉壮翻译

就出现了追求译文纯正、讲求经济普适、注重类推的特点。

（一）把握和翻译源语核心内涵，追求译文纯正

两种语言的翻译，从内容上是无法完全对等的，与其绞尽脑汁去寻找源语全部意义的一一

对应，不如取其精髓，从核心含义和功能上去追求对等。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翻译

更加地道，因为更小单位的对等比更大单位的对等要容易一些，有更多的壮语固有词可供选择。

比如，“幸福感”译为 “ｒｏｘｎｙｉｎｈｖｕｅｎｙｕｎｇｚ”，“获得感”译成 “ｒｏｘｎｙｉｎｈｎｄａｅｊｄａｅｎｇｚ”，“四个

意识”译为 “ｓｅｉｑｒｏｘ”，“幼有所育”译为 “ｎｏｍｊｎｄａｅｊｇａｎｑ”，“中国梦”译为 “ａｅｎｌｏｑｓｉｅｎｇｊ

Ｃｕｎｇｇｕｅｋ”，“不可抗力”译为 “ｒｅｎｇｚｖｕｎｚｄｉｎｇｊｍｂｏｕｊｎｄａｅｊ”，“五位一体”译为 “ｈａｊｙｉｅｎｇｈ

ｇａｐｂａｅｎｚａｅｎ”，这种译法都是基于把汉语核心内涵理解透彻，把语法形式揉碎了，以壮文语法

展现出来。最典型的例子是 “德才并育，知行合一”，有一种译法是 “ｄａｅｋｃａｉｚｃａｅｚｓｏｎ，ｒｏｘ

ｇｕｈｈａｂｉｔ”，另一种是 “ｓｏｎｓａｗｓｏｎｇｕｈｖｕｎｚ，ｆｗｎｇｚｇｖａｉｄａｅｎｇｈｄｕｎｇｘｒａｅｈ”。从第一种译法

可以看出译者明显被汉语的表达方式束缚了，“ｄａｅｋ”对应 “德”，“ｃａｉｚ”对应 “才”，“ｃａｅｚ”对

应 “并”，“ｓｏｎ”对应 “育”，以此类推，译文做到了形式上的一一对应，也确实符合壮语语法，

但这样译也相当于没有译，因为在译入语里读不到源语的真正内涵。而后一种译法，虽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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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源语差别很大，但却在源语和目的语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虽然不能译出源语的全部内涵，

但更符合壮语表达习惯。因为在壮语语境中，有用身体部位表达抽象观念的习惯，“ｈｏｚｎｄａｔ”，

原意是喉咙热，引申为愤怒，“ｄｕｎｇｘｉｑ”，原意是肚子小，引申为心胸狭隘，“ｄｕｎｇｘｒａｅｈ”表示

聪明有智慧，“ｂａｋｇｖａｉ”表示 “会说话、嘴巴甜”，“ｆｗｎｇｚｇｖａｉ”表示 “手巧、动手能力强”，

因此第二种译法翻译成汉语的大意是 “教书教做人，手巧肚有才”，这种译法更浅显易懂，也实

现了两种语言功能上的对等。

（二）注重内容准确，不拘泥形式对等

政论性文献的翻译越朴实越通俗易懂，越便于受众理解和接受，“非文学文本翻译首先要做

到信息传递的准确，在此基础上考虑语言美。”［４］２４一些译文过于追求形式的对等，比如 “物权

法”过去译为 “ｖｕｚｇｅｎｚｆａｚ”，“书面语”过去译为 “ｓｕｈｍｅｎｙｉｊ”，“形象工程”过去译为 “ｈｉｎｇ

ｚｓｉｅｎｇｇｕｎｇｈｃｗｎｇｚ”，直接音译，形式上确实做到了逐字对应，却舍弃了壮语固有词，且脱离了

壮语的语法，受众很难准确理解。实际上，“法”“物”“书面”“语言”“形象”都有相应的壮语

固有词，分别是 “ｆａｐ”“ｈｕｑ”“ｓａｗ”“ｖａｈ”“ｃａｎｇｎａｊ”。因此，现在的译法 “ａｅｎｆａｐｇｉｅｎｚｈｕｑ”

“ｖａｈｓａｗ”“ｇｕｎｇｈｃｗｎｇｚｃａｎｇｎａｊ”从选词和语法上都更加准确地道。再比如，“开发式扶贫”过

去译为 “ｙｉｅｎｇｈｈａｉｆａｔｂａｎｇｇｕｎｇｚ”，译法注重挖掘壮语固有词，但语法上拘泥于汉语形式，译文

容易让受众理解成 “扶贫开发”，陷入更难理解汉语内涵的境地。其实，“开发式扶贫”简单理

解就是用开发利用当地资源的方式去扶贫，因此现在的译法 “ｙｕｎｇｈｈａｉｆａｔｂａｎｇｇｕｎｇｚ”更加地

道准确。

过去的译法比较注重追求形式对等，从选词和语法上都不如现在的译法地道。原因之一，

是部分译者不了解壮语固有语素以单音节的居多，而现代汉语则是双音词居多的现实。比如壮

语 “ｍａｋ”对应的汉语是 “果子”， “ｍｅｈ”对应 “母亲”， “ａｎｇｑ”对应 “高兴”，“ｒｅｋ”对应

“铁锅”。“实施”“履行”一般译为 “ｈｅｎｇｚｇｕｈ”，其实 “ｈｅｎｇｚ”就足以表达意义了，“履行职

责”译成 “ｈｅｎｇｚｃｉｚｃｗｚ”，“买木头”译成 “ｃａｗｘｆａｅｘ”。当然，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汉文化和汉

语言源远流长、凝练精深、变化多样，译为壮语难度还是很大的，且壮语作为译入语，译文长

度较之汉语一般要略长一点。论文举例说明只是提醒译者，汉壮翻译中形式对等只是很浅层的

对等，核心内涵的对等才是最根本的，大多数情况下，不必拘泥于形式，而是要灵活翻译。近

几年的新词术语汉壮翻译，译文基本上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壮语的语言特征。

（三）分领域实施，注重类推

过去的新词术语翻译，一般都是基于党代会、全国两会文件出现的重点难点词条的收集整

理，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科技各领域各行业的新词术语，并没有系统地就某个领域

进行收集整理，译文也就无法做到更大范围的规范统一。不过，近几年这一问题得到了更多的

重视，同一类型或结构相似的源语，都有了统一的译法。比如，法律术语中，“抵消权”译作

“ｇｉｅｎｚｄｉｎｇｊｓｉｕ”，“撤销权”译作 “ｇｉｅｎｚｓｉｕｂａｅ”，“所有权”译作 “ｇｉｅｎｚｇａｅｍｍｉｚ”，“他物权”译

作 “ｇｉｅｎｚｙｕｎｇｈｈｕｑｂｏｕｘｗｎｑ”，“购买权”译作 “ｇｉｅｎｚｄａｊｃａｗｘ”，“继承权”译作 “ｇｉｅｎｚｃｉｅｐｓｗｎｊ”，

其中 “权”作为中心语，在汉语语境要置于定语之后，而相对应的 “ｇｉｅｎｚ”在壮语语境则需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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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定语后置的语法规则置于定语之前，因此统一译成 “ｇｉｅｎｚ＋ 修饰语”。类似的译法还有：“货

运合同”译作 “ｈａｂｄｏｅｎｇｚｄａｅｈｈｕｑ”，“客运合同”译作 “ｈａｂｄｏｅｎｇｚｄａｅｈｈｅｋ”，“技术合同”译

作 “ｈａｂｄｏｅｎｇｚｇｉｓｕｚ”，“建设工程合同”译作 “ｈａｂｄｏｅｎｇｚｈｗｎｑｇｕｈｇｕｎｇｈｃｗｎｇｚ”，“××合同”

均统一成 “ｈａｂｄｏｅｎｇｚ＋ 修饰语”；“挂靠人”译作 “ｂｏｕｘｖｅｎｊｂｅｎｇｘ”，“行为人”译作 “ｂｏｕｘ

ｈｅｎｇｚ”，“合伙人”译作 “ｂｏｕｘｇａｐｄｏｉｈ”，“寄存人”译作 “ｂｏｕｘｇｅｉｑｃｕｅｎｇｑ”，“出卖人”译作

“ｂｏｕｘｇａｉ”，“仓单持有人”译作 “ｂｏｕｘｄａｗｚｆｅｉｃａｎｇ”，“抵押人”译作 “ｂｏｕｘｄｉｎｇｊａｔ”，“当事人”

译作 “ｂｏｕｘｎａｎｇｑｓａｅｈ”，这类短语统一译成 “ｂｏｕｘ＋ 修饰语”。此外，通过系统地对某个领域

的新词术语进行翻译，用类推的方法去回顾和纠正过往的一些译法，比如 “购买力”，过去译

为 “ｇｉｊｎａｅｎｇｚｌｉｇｄａｊｃａｗｘ”“ｇｏｕｍａｉｊｌｉｚ”，现在统一译为 “ｒｅｎｇｚｄａｊｃａｗｘ”，比如 “撤销权”，过

去译为 “ｃｅｚｓｉｕｈｇｅｎｚ”，现在规范为 “ｇｉｅｎｚｓｉｕｂａｅ”。可见，通过系统地就某一领域的新词术语

进行互相比对翻译，有利于实现译法上更广泛更全面的统一规范，不仅为壮语读者在阅读和

理解上提供了便利，也为壮文爱好者学习壮文提供可循的规律，更是推动壮语文翻译事业进

一步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新词术语的推广

新词术语翻译得再好，如果不能实现广泛的应用，不能服务于各行业的发展和广大群众，

不能实现社会效益，也就没有实现翻译的目的。因此，如何推广新词术语是译者和翻译机构必

须正视的问题。笔者认为，翻译审定专家结构多元化、多平台发布宣传、建立良好的反馈机制，

是推广新词术语、实现其价值并保持其持久生命力的重要保障。

（一）翻译审定专家结构多元化

２０１０年以来，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 “少数民族语文新词术语规范

化建设”，每年组织全国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７个语种的翻译专家就党和

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词术语以及社会热词进行翻译规范化工作。［５］壮语文新词术语翻译专家

审定会正是由此而来，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每年组织壮语文专家对新词术语壮文译法进行审定，

至今已经举办了１０届，总结、归纳了丰富的词汇和统一规范的译法。与此同时，新词术语要有

效推广应用，必须聚焦时代要求，实行更广泛的审定专家多元化机制，除了从事汉壮翻译、双

语教育、民族工作、壮文写作的一线工作者外，包括壮汉双语法官、宣传民族文化的融媒体代

表、从事壮语言文化研究的人士都应该适当选入。特别是壮汉双语法官，“他们站在维护民族团

结工作的第一线，他们奔波在田间地头定纷止争，他们走街串巷做群众工作，他们把法治宣传

送进乡村、校园，他们用少数民族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审判、调解。”［６］这些人士的参与，能够让

新词术语汉壮翻译拥有更广泛的参考，让译法更权威更有代表性，也更利于广泛传播。同时，

也利于把这项工作的成果真正用到刀刃上，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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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平台推广，充分使用

首先，经过共同翻译审定的新词术语，要通过权威平台，包括地方纸媒、地方官方网站及

其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从事壮汉双语教育的学校、播报壮语新闻的广播电视台、民族出版社、

民族刊物等单位和从事壮文写作的工作者要及时规范、充分使用，而不是一经发布就没了结果。

其次，及时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公开免费的新词术语汉壮对照电子查询系统。最后，依托各

发布平台，收集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提出的修改意见，做到及时了解，有效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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