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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之旅

——谈江枫先生的诗歌翻译

江枫（1929-2017），
生 于 上 海 。 学 者 、翻 译
家。译著有《雪莱诗选》
《狄金森诗选》
《美国现代
诗抄》
《史沫特莱传》等。
1995 年曾获彩虹翻译终
身 成 就 奖 ，2011 年 获 中
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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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 犹如皇冠上的钻石，璀璨夺目，
身处高位，令人敬畏。从事翻译者，敢做并能做好
诗歌翻译的恐寥寥无几。翻译诗歌，译者仅仅具
备学识、学养和双语技能还不够，译者通常还要
兼有诗人禀赋才行。只有这类译者知道那些可以
使诗能称之为诗的特质，并使这些特质尽可能地
在译诗中得到保留，即便其手法是“偷梁换柱，移
花接木”。译者此时可以作为原诗作的代言人，是
原诗人的研究专家，其译诗自然是再度创作，是
西方诗歌在中国的后起生命，或者说，是西方诗
歌在中国的“投胎转世”。我以为，江枫的译诗便
达到了这种境界。
江枫的译诗之精妙，译界广为推崇。他的代
表译作应该是《雪莱诗选》和《狄金森诗选》。这些
译作让他于 1995 年成为我国“彩虹文学翻译终
身成就奖”外译中惟一得主。
雪莱的《西风颂》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它把
意象、色彩、声音和诗人的哲学思想、道德情操和
政治抱负等融为一体，气势磅礴，情感炙热，意境
高远，耐人寻味。在诗歌的形式结构上，雪莱把但
丁《神曲》中的三行体结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诗体，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全诗实际上由
五首十四行诗构成，每首诗有五个诗节，其中四
个三行诗节，一个双行排偶句，其顺序为 3、3、3、
3、2，韵脚为 aba，bcb、cdc、ded、ee 这样的韵式
能很好地表达和抒发情感的高潮。这首诗有多种
值得推荐的译本，其中王佐良和江枫的译本各有
千秋。但我认为江枫的译本最耐读。下面我们来
看《西风颂》的第一首：
王佐良译文：
啊，狂野的西风，你把秋气猛吹，
不露脸就将落叶一扫而空，
犹如法师赶走了群魔，

赶走那黄绿红黑紫的一群，
那些染上了瘟疫的魔怪——
啊，你让种子长翅腾空，
又落在冰冷的土壤里深埋，
像尸体躺在坟墓，但一朝
你那青色的东风妹妹回来，
为沉睡的大地吹响银号，
驱使羊群般的蓓蕾把大气猛喝，
就吹出遍野嫩色，处处飘香。
狂野的精灵！你吹遍了大地山河，
破坏者，保护者，听吧——听我的歌！
江枫译文：
哦，旷野的西风，秋之实体的气息！
由于你无形无影的出现，万木萧疏，
似鬼魅逃避驱魔巫师，蔫黄，黝黑
苍白，潮红，疫疠摧残的落叶无数，
四散飘舞；哦，你又把有翅的种子
凌空运送到他们黑暗的越冬床圃；
仿佛是一具具僵卧在坟墓里的尸体，
他们分别蛰伏，冷落而又凄凉，
直到阳春你蔚蓝的姐妹向梦中的大地
吹响她嘹亮的号角（如同牧放群羊，
驱送香甜的花蕾到空气中觅食就饮）
给高山平原注满生命的色彩和芬芳。
不羁的精灵，你啊，你到处运行；

——访翻译家傅浩

程 文：您从事诗歌翻译，自己也是一位诗人，译作风格似乎
与您的创作风格有内在的相似。译诗者同时也是诗人的情形并不
鲜见。译者的个人创作与翻译之间关系如何？
傅 浩：创作是创作，翻译是翻译，我尽量自觉地不把二者相
混淆。创作是自家的孩子，打也打得，骂也骂得；翻译是收养人家
的孩子，就得给予足够地尊重。创作可以随便修改，翻译的修改
总要瞄准原作。在创作中，我追求自己个性的风格；在翻译中，我
尽力追摹不同诗人的原作风格。我的创作不会刻意具体模仿哪
位诗人哪篇诗作，但我会任由我的阅读渗透到我的无意识之中，
任其在不知不觉中发酵，在精神层面影响我。例如，我欣赏菲利
浦·拉金的诚实低调、阿米亥的睿智厚道、叶芝的精雕细琢、威廉
斯的大巧若拙，这些品质或多或少会融入我的创作。当然，有些
技巧我也会借鉴，但尽量做到不着痕迹，化于无形。有网友评论
说我的诗“不像翻译家写的”，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褒奖。他大概以
为翻译家写诗应该像洋腔洋调的翻译诗或有受翻译诗影响的痕
迹吧。
程 文：对诗歌翻译（包括文学翻译）有两种观点，一为“学者
之译”，强调对原文作深入研究以及译文的准确；一为“诗人之
译”，强调译者有创造的自由，允许在翻译中自由发挥。您如何看
待这两种观点之争？
傅 浩：借用佛家语说，这两者都是边见，是人为的分别。在
实际中，只有好翻译和坏翻译之分，或像某名人所说的，只有坏翻
译和更坏的翻译之分。我一向认为，好的翻译只有一种，犹如射
箭，正中靶心，是谓得中，其余都是偏差。一切努力都是在向靶心
靠拢。
所谓“学者之译”，深入研究是必要的，
“ 译文的准确”若意味
着拘泥于原文语法而不知依译入语习惯变通，也还是不准确。有
些写诗或爱好诗的业余译者喜欢给译文加上繁冗的注释，以显
得译本有权威性，我觉得大可不必。译注应该控制在最低限度，
只提供客观事实的说明，而不添加主观的评判或无关的解说。至
于说“诗人之译”就意味着自由创造和发挥，那这个黑锅我不背，
许多诗人也不会背。一百多年前，不懂汉语的埃兹拉·庞德肆意
改写了汉学家翟理斯和费诺罗萨的译文，为西方读者“发明”了
中国诗，从此给半懂不懂外语的诗人壮了胆，在译诗界树立了极
坏的榜样。其实，庞德的所作所为只能叫编辑或改写，是任何不
懂外语的编辑都做得到的。在西方，这类改编一般是算做诗人自
己的创作而非翻译的。我在少年初学外语时也曾自发倾向于自由
创造和发挥的意译法，因为那样可以遮丑，掩饰自己外语程度的
低下，以后随着外语程度的提高，就自然越来越倾向于忠实准确
的直译法了。

程 文：可否请您再谈谈诗的“可译性”问题？
傅 浩：国内译诗界曾有人提出“三美”说，称译诗要兼具意
美、音美、形美。这源自鲁迅所谓的汉字“三美”，略同于庞德所谓
的“三诗”——音诗、象诗、义诗。庞德认为以音韵胜的音诗和以义
理胜的义诗都不可译，惟有以形象胜的象诗可译。每种语言都有
各自独特的发音系统，音韵自然各个不同，就连拟声词也都不
同，例如汉语与英语模拟的鸡鸣狗叫都不同，所以互不相干。词
语由于语境不同而具有的许多言外之意是无法单独用一个词语
对译的，故玄奘法师发明的“五不翻”中的“多含”即适用于此；玄
奘的解决办法是译音再加解释。类似的，我认为音韵在译出过程
中不得不丢掉，而形式可以在译入语中另铸；原样照搬当然是不
可能的，但按照内在的规律性平行模拟却也不是完全做不到，例
如原诗的行数、每行的音节数、节拍数、押韵的格式、甚至行内韵、
头韵等，都是可以模拟的。至少可以把形式整齐的原诗译成整齐
的，而不是把所有的诗都译成自由体。意义和形象当然是最可译
的，但应当注意，不宜为挖掘意义而破坏形象，而应直译形象而暗
示意义。
程 文：目前主流的翻译观趋向于认为译入语应为自然、流
畅、地道的中文，而在译诗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异质的东西，
难以完全归化为自然的译入语，如玄奘所言“五不译”者。您如何
看待译诗所用的语言问题？
傅 浩：无论中外，翻译界一直都有两种倾向：一是面向读者
的，二是面向原作的翻译。面向读者的翻译重在传播，自然以辞达
为尚，有时甚至不惜大刀阔斧地删改以迎合读者。英语的翻译多
属此类，莫言的作品译成英语时就遭到了痛改痛删。面向原作的
翻译多为前面提到的“学者之译”，重在研究，以紧贴原作为尚，极
端的译作似乎只有懂原文的人才看得懂，例如达摩笈多译的《金
刚经》，简直就是用汉字写的梵语嘛。然而，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
归化的译法是封闭性的，不利于译入语读者吸收新知；异化的译
法则是开放性的，反而有利于译入语读者接受异质文化的刺激。
文学史上许多创新就都是在这样的刺激下发生的。模仿古希伯来
语和古希腊语句法的英语钦定本《圣经》的语言改变了英语诗歌
的面貌；汉译基督教《圣经》的怪异文体也影响了我国现当代某些
颇有影响的诗人的创作。有人认为翻译不应有翻译腔，要让读者
意识不到是在读译作；也有人认为翻译就是要让读者意识到是在
读译作，就是要有洋腔洋调。我认为，翻译应当在译意准确的前提
下尽量遵守译入语的习惯用法，遇到玄奘所谓的“此无”情况时，
才需适度发挥创造性，或者详加注释，而不应删改回避。遵守译入
语的习惯用法并不等于偏离原文随意发挥。译诗应以直译为主，
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可译的意象，甚至句法，不像译散文那样，可
以降低形式和风格方面的要求。
程 文：诗歌翻译如何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
傅 浩：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我自己的情况，在前面已有所
回答。大致说来，做翻译可以磨练语言，使语言更精确、更精练。读
翻译作品可以扩大眼界，见识不同文化。这些都会给创作带来有
益的营养。至于说我国的新诗起源于翻译，美国的新诗也起源于
翻译，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以说，无论中外，每一次诗体创
新，几乎都与翻译的横向移植有关。
程 文：诗歌翻译对译者有何要求？
傅 浩：时下流行“诗人译诗”的说法，认为诗人是译诗的最
佳人选，或只有诗人才译得好诗。我认为这种说法还需加以限定。
适合译诗的诗人不应是只会用母语写诗，而外语半通不通，抱着
本双语词典就敢翻译的。理想的人选应该是：既能用母语，又能用
外语创作诗，至少熟悉两种语言的作诗法和诗歌作品，对所译对
象有所研究者。
程 文：您对理想的诗歌翻译是如何定义的？
傅 浩：面向当代，用现代普通语言；意义、形式、风格有机统
一，
无限平行接近原文；
不增一字，
不减一字，
不错一字，
字字有着落。

去年，大英博物馆举办“ 西西
里，艺术交融地”展览，称西西里为
“爆炸性的岛屿”，因它是风神爱奥
洛斯、冥界王后普洛塞庇娜、大漩
涡怪卡律布狄斯和独眼巨怪塞克
洛普斯的故土。展览呈现了西西里
岛四千年历史中一段相当长的希
腊化经历。
公元前 8 世纪起，希腊人与迦
太基的腓尼基人争雄得势，控制了
墨西拿海峡，在西西里岛立足，开
始传播自己的文化艺术传统和社
会生活习俗。位于意大利西西里首
□
府巴勒莫的国家考古博物馆里，现
存一座锡拉库萨白羊座青铜雕像，
就是希腊化时代典型的艺术品，为
其 镇 馆 之 宝 。这 里 的 考 古 发 掘 有
“天后赫拉面见宙斯”、
“ 雅典娜与巨人拼搏”、
“ 赫拉克勒斯征战阿玛宗女人国”等壁画，展示奥
林匹斯山主宰宙斯及其周围诸神和英雄的谱系。其中有宙斯之子德修斯依靠雅典娜支持，以冥
王普路托头盔隐形，将女妖美杜莎斩首，从魔女的鲜血中喷出行空天马珀伽索斯的神奇故事。
魔女美杜莎的头像遂成为西西里岛的象征，名为“特丽纳克伊亚”
（Trinacria）。希腊神话里，美
杜莎原来貌似天仙，遭雅典娜妒忌被变为蛇发女妖，目光可将触及物立即化为岩石。西西里岛
的象征“特丽纳克伊亚”出现在《荷马史诗》里，采纳的就是美杜莎的头像：头上缠绕一对毒蛇，
两侧生翼，从中伸出三条长腿，对应弯曲成西西里岛的三角形状。这一由希腊神话衍生的西西
里“符箓”，尚有另一种罗马式“符节”，上面的美杜莎被换成一个西西里妙龄女郎。两种皆为岛
上居民自古沿用的传统驱邪护身符，今已成为供外来游客欣赏和购买的纪念品。
游客踏上西西里岛，恍如进入希腊神话境界，聆听盲诗人荷马吟唱《伊利亚特》和《奥德修
纪》。早在公元前 733 年，科林斯人在此开辟了锡拉库萨城，亦译叙拉古，修建起阿波罗神庙。到
公元前 212 年，柏拉图企望在此实现“理想国”，不幸遭锡拉库萨帝国昏君德尼斯二世驱逐。另
外，大科学家阿基米德就在该城抗击罗马入侵的保卫战中被杀害。这里，橄榄树、扁桃树、柑桔
树、核桃树枝叶繁茂，鸟群环飞，全然一幅世外桃源阿卡迪亚的景象。还有一座建于公元前 5 世
纪，能容纳多达 1.5 万名观众的“希腊剧场”，充分体现了希腊历史文化艺术的影响。在阿波罗神
庙区，不乏阿耳忒弥斯喷泉等建筑遗迹。发现于 1804 年的“兰朵丽娜维纳斯”石雕像堪比现存
巴黎卢浮宫的“米洛维纳斯”。据传，法国作家莫泊桑一见，艳羡不已。
奥林匹斯神话现今仍流传在西西里岛。从首府乘列车中途经过埃纳城，西塞罗曾经来此，称其为“西西里的亭
阁”。距埃纳 10 公里处，有远近驰名的度假胜地拜尔古扎湖。拜尔古扎湖呈椭圆形，水波潋滟，将游客带到远古的神话
时代。当年，谷神德墨忒尔的爱女普洛塞庇娜在湖畔采撷水仙花，冥王普路托将她抢到地府欲霸占为妻。普洛塞庇娜
起始坚执不从，其母状告到天庭。宙斯“变通”处理，安排被迫成其兄弟普路托“压寨夫人”的普洛塞庇娜每年春夏草木
复萌时回到大地与母亲团聚，秋冬时返回地府。谷神因爱女远离，四季从此随其心情，被划为温暖和寒冷两个世界。
不过，希腊神话里也有不屈服天庭淫威、奋起反抗的例子。西西里埃特纳火山就是大自然中一个有着反抗压迫传
说的生动意象。翘首仰望埃特纳火山主峰，只见那活火山口正喷烟吐雾，一缕云烟袅袅飘逸入碧蓝天穹。埃特纳是欧
洲最高活火山，海拔 3350 米，自公元前 475 年到 2002 年喷发不断，总共有 135 次，为全球地面最活跃、最猛烈的火山。
古希腊人用神话解释埃特纳爆发的因由。故事说，埃特纳火山下重压着反抗奥林匹斯天庭的坦泰族。地母该亚所生的
巨人恩克拉多斯企图推翻天王宙斯及诸神的统治，最终被雅典娜击败，永镇埃特纳火山之下。恩克拉多斯反抗压迫，
不时愤怒扭动躯体，引发剧烈地震，导致埃特纳火山熔岩从地腹翻滚喷发而出。欧仁·鲍狄埃在《国际歌》里将“人间地
狱的囚徒奋起”比喻为“理性在火山口轰鸣，终于爆发冲天的雷霆”,取得震撼人心的文学修辞效果。
沿西西里岛东边爱奥尼亚海岸，可乘巴士前往被誉为地中海“巴比伦塔”的道尔米纳观光，途中要经过埃特纳山
下的阿希·特莱小渔村。该村从被塞克洛普斯用岩石砸死的牧童阿希斯得名。诞生于西西里的古希腊大诗人忒俄克里
托斯在其《牧歌》中讲述了这段哀戚的神话。独眼巨人塞克洛普斯在山坡悠闲度日，遇见天姿丽色的海中仙女卡拉黛，
被伊的美貌搅乱了平静的田园生活。可是，卡拉黛嫌他长相丑陋，爱的是山野牧童阿希斯，二人频频幽会。一日，塞克
洛普斯撞见阿希斯跟卡拉黛在埃特纳山坡拥抱，顿时妒火中烧，从山巅推起一块岩石，滚落下山，将牧童砸死，血染岩
畔。仙女卡拉黛悲痛欲绝，独自顺河流返回了大海。
不过，恶有恶报。荷马在他写的史诗《奥德修纪》里叙述塞克洛普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
修斯，即罗马神话里的尤利西斯，启程返归在爱奥尼亚海的故里伊萨卡，途经西西里岛时被塞克洛普斯逮进洞穴。山
怪每餐吃掉奥德修斯的两个同伴。奥德修斯心生一计，夜晚将妖魔灌醉，趁其熟睡点燃一根木桩，猛插进他额上的独
眼。妖怪向其左邻兄弟狂呼求救。后者问是何人害他，塞克洛普斯喊叫：
“‘无人’杀我！”因为，奥德修斯曾告诉他自己
名叫“无人”。这样，无一人前来救助，山怪被狡黠的奥德修斯烧瞎了独眼。奥德修斯得以逃脱魔掌。他跟几个没被吃掉
的伙伴乘船远去时，向塞克洛普斯挑战，表明是他这个“无人”弄瞎了他的独眼。山怪闻听大怒，抓起一块块山岩向他
们所乘船只的方向抛去。巨岩坠落大海，激起惊天骇浪。这就是从阿希·特莱扎山崖下眺望，可见露出海面的一堆礁
石，称为“塞克洛普斯悬岩”，朝夕浪花拍击，已越数千载。
公元前 5 世纪，希腊大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写了《塞克洛普斯》一剧，讥讽塞氏吃人生番的野蛮行径。1881 年，西西
里自然主义作家乔万尼·维尔加写出小说《玛拉沃利亚一家》，主要情节就发生在此地。这部作品以西西里岛渔民的
悲惨生活为题材，替卑贱者呼吁，带有宿命论悲观色彩。然而，它描绘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世界的愿望相冲突，引起众
多读者共鸣。正基于此，笔者将远古希腊神话传说与 21 世纪的人类境遇相联系，不禁心生“时蚀难遏，逝者如斯”的
无奈感慨。

沈大力

程 文：据您介绍，您是从英文转译阿米亥的，在转译的过程
中，会碰到哪些障碍？是如何解决的？
傅 浩：一般来说，经过英语翻译的其他语种的作品会变得
更容易懂，因为英语翻译传统注重归化。所以，语言不成问题，困
难主要在于背景知识。过去主要靠工具书和《旧约全书》，因为阿
米亥诗里常用希伯来《圣经》典故。现在网络发达，很多过去难以
解决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另外，我现在也自学了一点点希伯
来语，阿米亥的遗孀赠给了我全部的希伯来语阿米亥诗集。在增
订第三版时，遇到英译文有表达不清楚之处，就去查对希伯来语
原文，以期得到确解。

文

歌结尾一行的感叹句产生呼应。在这个翻译中，
江枫的表述虽然没有做渲染，却暗示西风之烈不
是骤然而至，它是持续的，发之于毫末。在江枫的
翻译中，颜色词的处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蔫黄、黝黑、苍白、潮红”这些带有异质、斑斓夺
目的短语，让读者感到耳目一新，拍案叫绝。
江枫是一位执著的诗歌翻译家，他为诗歌翻
译辩护，为诗歌翻译理论辩护，眼里容不得“砂
子”。他言语犀利，如匕首投枪；但凡他认准一个
方向，便披荆斩棘，奋力前行，哪怕这份执拗会给
自己带来累累伤痕。他因此得罪了一些译者和学
者。在诗歌翻译上，他自傲，但不自负；他的自傲
是有底气的，虽然不自傲可能会更好。随着时光
的流逝，人们会记得他翻译的雪莱、狄金森，他优
美的诗歌翻译会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他就像雪莱
诗中的坚强的雄鹰：
坚强的雄鹰！你高高地飞翔
在云雾弥漫的山巅丛林之上，
披沐着晨曦的璀璨的光明，
像庄严的行云，而当夜幕
天渊降临，你傲然不顾
狂风暴雨壁垒森严的迫近。
江枫 译
孔子曰：
“诗可以兴，可以观……”也就是说，
诗可以激发情感，可以了解天地万物与人间万
象。用在翻译上，我们可以说，译诗也可以兴，可
以观。因为译诗也可以充分激发情感，抒人间万
象，激励人们忘记痛苦，追求光明。查良铮译普希
金的诗，王佐良译彭斯的诗，江枫译雪莱的诗，莫
不如此。这些诗歌脍炙人口，代代流传，它们融入
到中国文学土壤之中，并沉淀成为文学精品。
江 枫 先 生 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 在 北 京 逝
世，谨以此文作为追忆。

天涯异草

西西里符篆（（希腊神话））

程 文：您以译著《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耶胡达·阿米亥诗
选》获得第三届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您为何选择翻译阿米亥？换
言之，您是如何选择翻译对象的？
傅 浩：靠直觉。喜欢就会翻译，不喜欢就不译。当然也有勉
强的时候，例如别人约稿或翻译某位诗人的“全集”。我以前对阿
米亥一无所知，上大学的时候偶然读到他自译的英文诗集《阿
门》，就一下子喜欢上了。而我译叶芝，本来只选自己喜欢的诗作，
但出版社要出全集，就只好硬着头皮连不喜欢的作品也都译出来
了。显然，勉强硬译的那部分效果就不太好。

□程

你破坏，你也保存，听，哦，听！”
雪莱是 18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其诗歌
洋溢着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表达了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他的诗歌意境优美，激情洋溢，描
写精微，而且充满了音乐感。在翻译中，王佐良和
江枫基本上都保持了原诗的结构，韵脚也运用得
很好。王译看上去更加空灵飘逸，而江译看上去
则更加气势磅礴。王译的可读性更强，但江译的
忠实度更高。这与江枫的译诗原则不无关系。
江枫主张译诗形神兼备，在这个前提下，形
似是关键，形似，而后神似。他反对文学翻译的创
造性叛逆，对文学翻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就文
学翻译而论，深化不得，浅化不得，只能力求对
等，才能力求忠实。也不能因为对等难求，便放弃
追求，忠实不可轻易达到，便不求忠实。”
（《江枫
翻译评论自选集》
）其实这种标准，不仅仅适用于
文学翻译，还适用于宗教翻译、哲学翻译。正由于
江枫在自己的翻译中贯彻了这个原则，加上他的
双语驾驭能力，他的翻译在意象方面更加具体，
在意境方面更加高远，在颜色方面更加绚丽，在
表达方面更加准确。
诗歌第一句的第一个短语“O，wild West
Wind”，王佐良（也包括其他译者）将其翻译成
“ 狂野的西风 ”，而江枫则将其译为“ 旷野的西
风”，这样的处理使描写对象的空间为之扩大，主
客体融为一体，为后面摧枯拉朽的西风做了铺
垫。在翻译“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时，王佐良的“你把秋气猛吹”是意译，很
好地表达了西风的猛烈。相比之下，江枫的“秋之
实体的气息”显得比较乏力。但如果我们把分析
放在篇章之上就能发现，江枫采取的是直译，不
同的是，他对句末的标点做了处理，改变了句式，
这一句在译诗中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感叹句，与诗

西西里，，神话的沃土

好的翻译犹如射箭正中靶心

□罗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