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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党和国家为推动我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专门下发重要文件予以规范指导,强调要加强
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建设。应该说,加强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建设是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不断发展的
动力和源泉。在促进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加强高层次少数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建设
是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文章九民族语文翻译
人才队伍建设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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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alent Team
Yila Ma
Financial Media Center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work of China,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ve specially issued important documents to give standardized guidance,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alents. It should be said tha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alent team is the driving force and source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work. In the great cause of promoting the great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ethnic minorities is the key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with talents. Based on th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ine ethnic Chinese translation talent team was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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