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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难寻好人难寻》：》：上帝或许知上帝或许知道道
□□徐徐 展展

理查德·耶茨《革命之路》：

当激情既温顺又疯狂当激情既温顺又疯狂
□□陆楠楠陆楠楠

（上接第5版）
我之所以把五四之后视为这宏伟进程的开

始，是因为这一个进程中虽然包括三个不同阶

段，即从五四到新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前期与改

革开放新时期以及现今的新时代，但起重要作

用，留下了厚重业绩的，都是“五四”这一代人，从

年长些的胡适、鲁迅、巴金、潘家洵、罗念生、冯

至、冰心到稍后的李健吾、钱锺书、傅雷、卞之琳、

杨绛、罗大冈等等，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优秀“毕业生”，为中华民族的译介翻译事业开辟

了“全面开花”的局面。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仍

在继续工作，仍在辛勤创造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

新业绩，成为译界的模范与样品。他们就像历史

时代的穿线人，以他们的文学翻译活动与佳作上

品，把这三个时期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串联起

来，浑然一体，而他们串联历史的那根红线，就是

“信达雅”的学理学说。他们是中国宏伟的文学

翻译事业最大的功臣。

还应该注意到，这一代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

革开放及至现今，几乎全都在高等学校里执教

过，他们培育并影响了年轻一代外国语言文学工

作者，形成了一支蔚为壮观的文学翻译队伍，这

年轻的一代生力军造就了整个改革开放时期文

学翻译事业的巨大辉煌，奠定了中国作为优秀精

神文化的引进大国，明显地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之

林中，居于先进的地位。

这一代新人，基本上都是新中国的“儿子”，

都出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基本上与共和国的

历程同步。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代，正是新中

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院系调整之后的“向科学

进军”的“学业黄金期”，文化学习热潮正席卷全

国，这一代人得以在“高校改革”之后的“黄金期”

完成了高等教育，他们幸运地成为了高校改革之

后的新教育体制的受惠者。实事求是地说，在人

文学科方面，新中国初期的新教育体制既继承了

自由资本主义人文主义的文化传统，又植入了苏

式社会主义的教育原则与精神，兼容并蓄，自有

其特定的效能与优势，而在课堂上传道授业的则

有很多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年的精英，我自己

1953年入学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时，系主任冯至

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他曾被鲁迅评

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名列于该系教授名

单中的潘家洵、钱锺书、李健吾、卞之琳、赵萝蕤、

吴达元、陈占元、鲍文蔚、杨周翰、李斌宁、张若

谷、盛澄华、田德望、杨绛等，无一不是从五四新

文化运动这所大学校毕业的名士才俊。其他重

要高校亦皆如此，如许国璋、王佐良在北外，梁宗

岱在中山大学，何如在南京大学，管震湖在二外

等等。正是在这具有二元优势的教育体制与一

代名师的培育下，才得以涌现了新一代的翻译才

俊，其阵容之强之众几乎可以说超越了过去时

代，稍前的有许渊冲、王道乾、徐知免、林青、徐继

曾，稍后的有郝运、桂裕芳、高莽、叶汝涟、程曾

厚、马振骋、李玉民、夏玟、袁树仁、施康强、王文

融、张光尧、郑克鲁、冯汉津、屠岸、绿原、叶廷芳、

张玉书、高中甫、余匡复、韩耀成、张黎、范大灿、

安书祉、陈恕林、宁瑛、樊修章、张英伦、傅惟慈、

施咸荣、董乐山、李文俊、董鼎山、李平沤、王智

量、董衡巽、文美惠、陈筱卿、许钧以及柳鸣九、张

英伦、罗芃、郭宏安、金志平、谭立德、吴岳添、周

克希、张秋红等等。正是这一代人译制出了《巴

尔扎克全集》《卢梭全集》《蒙田全集》《雨果文集》

《萨特全集》《加缪全集》以及70卷《法国二十世纪

文学丛书》、100卷《外国名著名译》、80卷《外国

名家精选书系》。

正是他们把对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纂

写出一部部学术性的文学史论，如多卷本《法国

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德国文学史》《俄国文学

史》《英国文学史》，两卷本《美国文学史》《意大利

文学史》以及《日本文学史》《印度文学史》《阿拉

伯文学史》等等，全面叙述描绘了中国人所认识

的世界文学的图景与科学的评价。

正是他们在翻译领域各显其能，各展其才，

贡献出了个性化的业绩与精品，如法语译家李玉

民以一己之力献出了数千万字文笔行云流水的

翻译佳品，其质直追傅雷，其篇幅总量则超过了

他的这位前辈、翻译巨匠。又如，施康强以明清

话本的语言模式与之风成功地译出了巴尔扎克

一另类妙作《都兰趣话》，为“化境说”译理提供了

出色的样本，甚至说是“准范例”亦未尝不可。

又如，罗新璋以典雅、精雕细琢的汉语译司

汤达的名著《红与黑》，使广大读者“悦读”的要求

得到满足，而获得了“最优秀译本”之誉。

也正是这一代人把素有“难懂如天书”的世

界文学巨著一一都译为上佳译本，如萧乾、文洁

若译出《尤里西斯》，桂裕芳、袁树仁、李恒基等

译出《追忆似水年华》、李文俊译出福克纳的名

著等等。

也正是这一代人完成了数千百万字的关于

外国文学资料编纂、整理综合注释的文献、资料

积累说明、论述评论的文本资料积累工作，有作

家全集，有流派全集，有资料丛刊，有作品选等

等，其中都有学术性的含金量，有史家的广博

学识，有选家的独特视角，以及有思想家的取舍

智慧。

正是这强力的一代，开辟了新的译界领域，

填补了空白，作出了重要的建树。例如，吕同六

之于意大利文学，例如拉美文学界的陈光孚、朱

景冬、林一安等，都有重要的译作问世，把影响巨

大的“拉美文学大爆炸”完整地引进到中国，使得

中国不少的文学创作者感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

的新颖与魅力。

也是这强力的一代，对翻译理论作了更进一

步研究，对中国历史悠久的翻译理论发展史的资

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编纂，罗新璋在此方面功

不可没，他的“翻译评论集”就是他所献出的一枚

硕果。

正因为这强力的一代，进行了如此广泛的文

学翻译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对翻译理论

的发展进行深入的钻研与思考。而他们作为

“后来人”，后继者，也得以通观了中国翻译文化

从严复、林琴南时代直到今日巨大繁荣的整个

历程，见证过这一历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了自

己的心得体会，反思了自己的得失，终于思想渐

渐汇聚于钱锺书先生的“化境说”的译道至理之

前，有了“化境说”的共同理想、共同确认、共同努

力目标。

而今，这一代人也都进入了耄耋之年，他们

完成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做到不负师

教，不辱师命，基本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可

谓之为“强力一代人”。正是他们之中越来越多

的人，从长期的实践与探索中，发现了钱锺书先

生的“化境说”的合理性、深刻性，便跨进一步，将

此说奉为译道之至理，开始在自己的实践中作了

一些探索，努力向“化境”高峰攀登，并已创作出

了特殊的范例，如施康强所译的巴尔扎克《都兰

趣话》就是，如今中国文学翻译随着《化境文库》

第一辑与《化境论文集》的出版，而进入了“化境”

时代，此路虽然艰难，距目的地还很遥远，“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成为新一代翻

译工作者的任务。此路确乃一“畏途”，但前景将

是光明的。新希望、新译道、中国文学翻译事业

新探索、新一代学子、新才俊名家，将给中国文学

翻译事业带来美好的春天。

外国文学领域当今一批最为优秀的学者、翻

译家中的40余位名士才俊，与果麦通力合作，搭

建起“译道化境论坛”，推出了《化境文库》第一

辑，遴选出了十余种优秀的译作作为化境译道的

例作。这次重大的学术活动清晰的表明化境说

译道并非“信达雅”经典三字经的颠覆与否定，而

是“信达雅”承续与深化，不是对“信达雅”的彻底

改造，而是对“信达雅”的补充与完善，它把“信”

“达”“雅 ”三原则分立并列发展为三原则的融于

一体，它追求的是译品各种优质的统一境界，是

各种美质的和谐境界。

“唉，当激情既温顺又疯狂”——济慈的诗作出现在理查

德·耶茨著作的扉页上，似乎并不是偶然。美国文学史上还有

另一位作家同样钟情于济慈，那就是稍早于耶茨的菲茨杰拉

德，后者曾引用济慈的《夜莺颂》作为其小说《夜色温柔》的献

词。表面看来，耶茨笔下的人物要普通得多，故事也波澜不惊，

他缺乏菲茨杰拉德身上汪洋恣肆的诗人气质。大概也正是因

为如此，无论生前或身后，耶茨都未能获得后者那样的声名。

菲茨杰拉德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度过轰轰烈烈、激情洋溢的

一生，而耶茨和他的人物则像是陷入牢笼里的困兽，身处泥淖

而无法自拔。然而，相比同时代人，耶茨和菲茨杰拉德有着更

接近的精神气质，与战后美国蒸蒸日上的经济形势相反，他们

笔下的人物并未因此获得幸福的生活；毋宁说，他们之间的差

异，正反映出美国四五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变化，人们

从疯狂中安顿下来，开始进入一个“焦虑”的时代。就这一点而

言，耶茨的作品足以安放在美国现代“编年史”文学的行列。此

外，耶茨也和菲茨杰拉德一样，热衷于在作品中表现人们生命

中的“激情”，以及对“自我”的追寻，只是他的方式更为内敛，

“激情”藏匿于人们平庸的日常生活中，以至于人们最终感受到

的只是一种充满“抑郁”之气的时代病。

这部出版于1961年的小说，是耶茨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

的第一部著作，几乎所有关于这部作品的介绍中都会提到，它

曾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评选，但在角逐中败北。这似乎预示

了耶茨的创作生涯。斯图尔特·奥南曾在他的长文中详细列举

过将耶茨作为致敬对象的作家名录，耶茨被他描述为“最优秀

的被遗忘的美国作家”。事实也的确如此。翻开任何一部美国

当代文学史，耶茨都位于不起眼的角落，被研究者寥寥几笔匆

忙带过。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坛可谓众星云集，“垮掉的一代”

身体力行的“行为主义”写作余波未平，同时还有索尔贝娄这样

深邃的知识分子作家，约翰·巴斯和品钦这样的后现代派形式

主义先驱，耶茨只能被归为“被抛弃的传统现实主义”之列。即

便以“现实主义”脉络为参照，以40年代至70年代为坐标，他

的重要性也远远不及厄普代克和契弗，甚至比不上南方作家麦

卡勒斯。这似乎也是他所创造的人物带给他的宿命。耶茨从

未写过什么大人物或真正特立独行的人物，他关注的对象都是

普普通通的人，但这些人物经由他的书写，从人群中浮现出来，

每个形象都如此饱满，人物所面对的困境如此真实，简直就是

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写照。换言之，耶茨所描写的世界和我们的

距离太近了，以至于很可能已经超过了通常“审美”原则所允许

的安全限度。

济慈的诗作预示着这将是一个关于激情的故事。然而，我

们在小说人物身上，看不到小说中常见的过分戏剧化的“激

情”，这和小说标题暗示的许诺使读者误入歧途的设置如出一

辙。《革命之路》更准确的翻译也许应该是“革命路”，那是主人

公居住的社区道路的名字，“之”加重了“革命”的意味，剥除了

它作为地名的客观属性，而小说中并未发生任何足以被称之为

“革命”的事件。耶茨显然是有意为之，他向我们展示了在“后

革命”时代，“革命”与“激情”变得多么孱弱，几乎完全丧失了其

原有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小说主人公是50年代生活在纽约郊

区的一对年轻夫妇弗兰克·惠勒和爱波，他们有两个孩子，丈夫

在纽约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然而，夫妇两人都对现实不满，认

为这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他们试图“找到自我”的努力节

节败退，最终以悲剧收场。

小说开头的话剧演出，是女主人公爱波试图反抗现实、寻

找自我的第一次尝试。她的出场精彩极了，优雅、美丽、鹤立鸡

群，是所有人当中惟一具备专业素养的“真正的”演员（毕业于

纽约戏剧名校）。然而排练数月的《化石森林》终于还是失败

了。导演顶替临时生病的男主演上场，配角上场时过分激动，

整场演出节奏混乱，对白模糊不清，演员们丑态尽出，演出一败

涂地。爱波不仅未能改变局面，而且堕入了和其他演员同样的

境地。对于这个临时成立的“桂冠剧社”其他成员来说，他们从

一开始就抱定了“失败将不可避免”的信念，“而每次排练结束，

他们匆匆赶回家，准备面对那些陈腔滥调的，不那么直接的挫

败”。但爱波显然没有为“失败”做好准备。散场后夫妻两人从

冷战到狂风暴雨般的争吵，将爱波遭受的尴尬和耻辱表露无

遗。事后，她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艺术的梦想，全家移居

法国，开始新的生活。

在新生活的蓝图里，爱波计划接过养家糊口的重担，给弗

兰克充分的自由去寻找自我。但这第二次努力并未因其标准

降低而变得容易。艺术在耶茨人物心中，已不再具有绝对的超

越性。爱波说服弗兰克去巴黎时，反复强调，不一定要做画家

或作家，甚至不必“不同寻常”，但你应该有机会搞清楚你究竟

想要做什么，找到你的“本质”。事实上，“你对什么感兴趣”，正

是爱波第一次见到弗兰克时提出的问题。弗兰克和许多50年

代的美国老兵一样，藉由《美国现役陆军士兵人权法案》提供的

机会接受了大学教育，在战后经济繁荣的美国，获得学士学位

的军人在日益专业化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耶茨在

小说中多次提到弗兰克所受的教育，是当时美国东部大学盛行

的博雅教育。所谓的liberal education，意图通过人文艺术

课程的设置，发掘不同个体的特质和潜能，培育“完全、完整

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真正的人”。其主旨不在于教会学生

一技之长，而是祛除大学教育的功利性，发现“自我”由此变得

至关重要。当然，大学教育并不是这一切后果的来源，而恰恰

是当时社会思潮的映射。

在夫妻争吵之前，弗兰克的生活并非不可忍受。事实上，

弗兰克身上的名校标签一度让中西部理工大学毕业的邻居坎

贝尔嫉妒不已。“在市里做那些无聊至极的工作，生活在无趣的

郊区。你可能会迫于经济形势屈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但最重要

的是不能被它腐蚀。最重要的是，永远是，记住你是谁。”对于

弗兰克来说，“我是谁”似乎从来都不需要追问，他只要让自己

的思绪回到战争结束后的前几年，他二十出头的时候。“退伍老

兵”和“知识分子”的光环让他心安理得地过着一种悠闲自在的

生活，性格中耽于幻想，使他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部分，在博

雅教育的背景下，已成为他与众不同、值得珍视的特质。尽管

他还不知道这样的“自我”应该在何处安放，但不甘平庸，无所

事事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和宣泄，这也弥补了他未能在战争中实

现的自我价值。此后，弗兰克遇到了梦想中“第一流”的女人，

他进入了“正常”的生活轨道，有了孩子，又碰巧在他曾经最瞧

不起的父亲工作过的公司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支撑弗兰

克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裂隙的，是他们与周围其他人“有所不

同”的假设，通过嘲笑他人和自嘲，他才能够坦然面对已经成为

一颗社会运行机制中的“螺丝钉”的现实处境。与厄普代克“兔

子”系列的主人公一样，弗兰克和坎贝尔都缅怀他们的青年时

代，穷其一生试图复现青年时代的体力和活力。区别在于，厄

普代克笔下的人物具有更多破坏力和自主性，而耶茨的人物从

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显然，对及近中年的弗兰克来说，从天而降的“自由”已不

具备青年时代的甜蜜滋味，他对卸除“工作”后的状态充满恐

惧，虚荣心（爱波对于他“与众不同”的头脑充满了无条件的信

任）使他勉强同意了她的计划，但美妙的幻想持续未久，耶茨一

步步向我们展现了选择和思考带给主人公的痛苦。弗兰克决

定告别这份让他成为“行尸走肉”的办公室文员工作，开启新

生活的激情让他第一次认真对待他的工作，好尽快减少桌面

上堆积如山的繁冗文件。一次有如神助的广告文案创作使工

作的意义重新向他开启，他获得上司的赏识，发现自己的才能

得以在工作中施展的空间，上升通道也由此被打开。工作对

弗兰克来说逐渐具备了赚钱养家之外的意义，成为他“自我实

现”的重要部分。但为了妻子

眼中的自己，他不能直接撤

退。不仅如此，他甚至羞于承

认工作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满

足感，当然，和公司低阶职员

的婚外恋又构成了他分裂生

活的另一个分叉。

耶茨对人物并不宽容。

我们不难发现，弗兰克在未来

的可能性敞开之后所做的大

部分事情，都是为了后退到他

所嘲讽的公司工作和安逸的

家庭生活之中；爱波同样不是

一个绝对的正面人物。耶茨

毫不留情地写到爱波在开场

的戏剧演出中未能改变局面，

力挽狂澜；当爱波试图说服丈

夫去巴黎，并承认自己不具备

艺术才能时，浮现在我们眼前

的，也并不像她所自以为的那

样“无比真诚”，而是将“巴黎”

和“艺术梦想”进行了巧妙置

换，具有加布里埃尔（《化石森

林》女主人公）特质的女性形

象。 加布里埃尔的那句台

词“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好像自己浑身上下都在散发着光芒，而

这时我只想到外面去做一些疯狂的不可想象的事”，恐怕也是

爱波本人的心声。小说即将结束时，爱波在邻居坎贝尔面前的

独白将她白纸般的生活摊开在读者面前，她的生命从未充分展

开过，良好的家教，封闭的环境，造就了所谓“第一流”的女性。

而浪漫爱情的结果是家庭，人们必须要脱离真正的生活而安定

下来。爱波把她的“自我”建立在弗兰克的“自我”之上，一方

面，选择什么样的爱人就意味着你是什么样的女人；同时，将

“有趣的灵魂”安放在弗兰克身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卸下她寻

找自我的重负。换言之，和弗兰克的角色换位，也是换一种方

式去寻找自我。

爱波的再次怀孕拯救了弗

兰克，他如释重负，但对爱波来

说，巴黎的梦想破灭了，也意味

着她寻找自我的尝试再次失

败。爱波终于意识到，除了“她

所认识的人里最有意思的”这一

标签，弗兰克和其他人并无不

同，他不具备她所认为的“潜质”

或“才能”，爱波的痛苦在于她认

为一切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连

弗兰克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这

时候她附着在弗兰克身上的“自

我”也不存在了。

《革命之路》中还有许多血

肉丰满的角色，约翰·吉文斯毫

无疑问是其中最重要的，尽管未

必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从小说

第二章开始，次要人物就逐渐涌

上前台，作者随时切换视角，分

别讲述他们的生活，但约翰·吉

文斯必须是个例外。作者从未

进入他的心灵世界，关于他的所

有描述都是通过场景描写、人物

对话来进行的，或是来自周围人的陈述。正

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说，疯癫无法言

说自身，耶茨并未试图复现疯人的心理活动，

像福克纳所做的那样。不仅如此，对于这个

人物的出场，耶茨做了充分的铺垫，他的出现

和小说中其他人物一样，自然而然，水到渠

成，毫无突兀之处。他是惠勒夫妇进入革命

山庄的房屋中介人的儿子，曾是数学教授，但

最近精神出了问题，情绪严重失控，被送入精

神病院。吉文斯太太将“高人一等”的惠勒夫

妇当做儿子可能的聊天对象，在两次接儿子

外出放风时，将约翰带到了惠勒夫妇家。第

一次会面非常顺利，那时夫妻两人刚刚决定

要去巴黎，他们和约翰·吉文斯之间的对话气

氛友好，无比顺畅，从纽约到郊区，吉文斯是

惟一能够对他们的“疯狂之举”泰然自若、拊

手叫好的人。不仅如此，他还称赞夫妇二人

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女人”。第二次见面是在夫妇两人决

定放弃去巴黎之后，吉文斯对他们放弃的理由嗤之以鼻，“难道

欧洲的女人都不生育”，他甚至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也许怀孕一

事是弗兰克刻意为之。耶茨并未给出答案，但答案已不重要，

真相已被拆穿，弗兰克和爱波赤身露体，再无藏身之处。正是

吉文斯的诘责和嘲讽，让爱波的失败显得更加彻底。故事急转

直下，爱波趁弗兰克上班之际，进行了残忍的人工流产术，最终

因为失血过多丧失了性命。

疯人的名字引人遐想。约翰·吉文斯与小说题词的作者约

翰·济慈名字相同，姓氏发音接近。虽然不能机械对应，但《革

命之路》主要人物的命名皆有所指，并不是什么秘密。在艾略

特的《荒原》给四月判了死刑之后，爱波（四月）既是希望，也预

示着死亡；而弗兰克的本意坦率与人物实际上的自欺欺人又构

成了鲜明的反讽。耶茨大概是故意制造了悬念，又故意要让我

们失望。他所描写的激情，是以一种压抑的、微观的面目出现

的，它潜藏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之下，在人们的心底激起涟漪，因

为没有释放的途径，这涟漪的激荡只能产生痛苦的小小漩涡。

这当然是一种巧合，也是在《革命之路》正式在美国出版的

那一年，1961年5月，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在法国出版，福柯当

年以这部著作通过了在巴黎大学进行的博士论文答辩。巴黎

正是爱波梦想中能够改变一切的地方，弗兰克在战时曾经流连

忘返的自由之都、艺术之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柯一度将美

国当做他的“自由之地”）。耶茨笔下微观的“激情”和寻找自我

的征程似乎暗示着，在这个时代，我们只能用禁闭邻人的方式

来确认自己的神智健全；或者说，激情曾经以某种方式得到纾

解（比如艺术），通过创造力和想象力搭建与理性对话的平台，

但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激情只能导致疯狂（且被归为某种精神

上的疾患），或是被“正常”遮天蔽日的力量完全掩盖，以至于它

根本隐而不现。无论哪一种方式，最终都无法言说自身。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爱波可以被划入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所属的

谱系，然而她甚至没有任何真正的“激情”之举，就直接全面溃

败了。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耶茨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好学

校》扉页题词中引用了菲茨杰拉德的话“把你的椅子拖到悬崖

边，那样我才会讲故事给你听”。

理查德·耶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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