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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过得真快，2017年

果麦举办的“译道化

境论坛”已经有两年

了，在人们的记忆中，却好像已经

快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不论果

麦提倡此说有没有创造性，对中国

的外国文学翻译现状起了多少作用，以及对

这一事业将有什么样的开创作用，现在论及

还为时过早；至于在外国文学翻译工作队伍中产生了

什么样微妙变化与风云变幻，现在更没有必要提前预

见。但我想积极性是不容否定的，此举标志了中国文

化企业开创了对学术文化品位的追求，这倒是开了文

化企业领域中的先例，是有意义的一件新事物，至少，

它是近年来我国文化企业界对文化学术品位与格调有

了追求的自觉意识的表现。学术文化的出版不是一般

的生意，不是一般的买卖，我们现在要向世界先进强国

学习，试看当今的学术文化强国哪一家著名出版社不

是由学问家、大文化人掌舵经营的，与之相比，中国出

版学术文化读物的企业有不少都还处于小混混坐堂、

油滑刁钻的奸商掌权的状况，有儒商之志的果麦吹起

了出版者提升自我学术格调与文学品位的新风，必然

会带动中国出现更多的“商务”、“中华”，法国的“伽里

玛”，英国的“牛津”、“企鹅”，美国的“时代”等等这类真

正现代的先进出版机构，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

要经历的。果麦开了一个良好的头，其意义不能小

看。参加这次学术盛会的有当代近 50位著名翻译

家。其次，果麦通过此举不仅创建了一个“译道化境论

坛”，竖起了旗号，推出了实质性的成果《化境文库》第一

辑，通过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翻译的蓬勃发

展与学术文化翻译的丰硕成果，精选出一批翻译精品，

展出了优秀的译品，提出了范例，对今后的文学翻译工

作也会有启发作用与昭示意义。

“信达雅”与中国文学翻译的阶段性

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翻译的开拓者严复在上个世纪

之初，就提出了翻译之道的三原则，即“信达雅”，这既

是翻译工作应达到的标准，也是从事翻译工作必须遵

守的实践原则，当然，也是衡量翻译作品质量和水平的

尺度。

第一阶段：从文学翻译劳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

内容与这种精神劳动内部的规律而言，从翻译业务劳

动的成果所涉及的两种文本的关系而言，应该说“信达

雅”是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合理的、精准的学理，是放

之译海而皆准的学理，也是明确的、适用的、符合实际、

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自当也是检验与衡量译品的质

地、水平、层次的批评标准。当然，也就是翻译工作者

从事文学翻译操作时所要达到的标杆、高度，不言而

喻，这就是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所应该具有的理想状

态。从它被提出以来，一直成为了中国文学翻译工作

者共同的教义、共同的主张、共同的戒律，指引着中国

文学翻译工作从无到有，从初期的青涩到中期即五四

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个时期的日渐成熟、

日渐提高，从这一漫长的历史行程来看，第一阶段虽然

只有两个上层次、有资格、有名望的先行者严复与林纾

亮相拉开了序幕，翻译名著与译作佳篇作品还寥若星

辰，但序幕一拉开就显示出中国翻译事业的开端充满

了学术理性的光辉，预示着它未来的灿烂与丰富，其功

就在于“信达雅”指导思想与译道学理的创设与确立，如

果要说是发轫的第一阶段有不凡的成就与业绩的话，窃

以为这三个字就是中国翻译事业第一阶段的业绩与成

就。

正因为开辟阶段的启程点上高耸着这三个大字的

高碑，紧接而来的第二阶段，即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到上世纪末新中国建立的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翻译

事业也出现了欣欣向荣与蓬勃发展之势。

第二阶段：五四后到1949年建国时期，这是中国

翻译文化事业发展历史不容忽视的阶段，这一阶段的

特点是有实质性的进展，有实实在在业绩与成果。眼

界宽阔，选题范围广泛，质量上档次，合规格的译品，甚

至优秀的、具有“信达雅”境界的、接近这一标准的优秀

译品，如蓝天中的彩云接二连三地不断飘过，这是时代

历史带来的局面，毕竟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在此前不久，

对旧中国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冲击

与洗礼，追求学术文化自由的空气仍有一定的浓度；从

过去历史时代传承下来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还占

有意识形态的优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列宁主义在中国

还没有普及、深入，这里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红色

之火还没有达到燎原之势，不仅从伊索寓言到莎士比

亚戏剧到伏尔泰的哲理小说等等这些名著译介到了中

国，即使如象征主义诗歌、小说等这些多少引起骇世惊

俗反应的“另类作品”也都在中国有了译本，比起后来

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反倒较为宽松，而在译介的规

模上，也有所发展，对有不止一个外国作家的译介都达

到了“无一遗缺”的程度。如李青崖译出了《莫泊桑全

集》、毕修勺译出的《左拉全集》、李健吾译出的《莫里哀

戏剧集》、朱生豪译出的《莎士比亚戏剧集》等，潘家洵

译出的《易卜生戏剧集》与罗念生译出的《希腊悲剧

集》，也都直逼全集的规模，在译品的质量、译技上，接

近或达到“信达雅”标准的译家译品也不止一例，如朱

生豪的《哈姆雷特》、傅雷的《高老头》、李健吾的《包法

利夫人》、冰心的《泰戈尔诗歌》、戈宝权的《普希金诗

歌》、梁宗岱的《瓦雷里诗歌》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人在

接受外国优秀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积累过程中所作出

来的精品，是民族精神的财富，不必也不应该因为历

史时代的不同、不属于“社会主义时期”而予以贬低或

抹杀。

应该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中国翻译文化之所以有

所发展，留存给世人一些硕果，与其说是由于在资产阶

级民主自由主义思潮与共产主义革命思潮之间正好有

一个意识形态的间隙，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还

不如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这个紧接而来的局面，既留

下了一大批新文化的受众群体，也造就、开拓、创造了

一支主力军，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冲闯出来的文化主

将、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积极活跃的弄潮儿，以及有志

向、有作为的文化青年，如胡适、鲁迅、李大钊、李健吾、

潘家洵、周作人、巴金、梁宗岱、谢冰心、傅雷、卞之琳、

李青崖、李济野、周树人、陈占元、朱光潜、陈西滢、赵萝

蕤等等，他们都参加了这一时期中国的翻译文化事

业。这些人在主观思想上，基本上还属于民主自由主

义这一个范畴，因此，在精神价值取向上，仍保持自己

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与观念，在翻译工作中，对作家作品

的选择冲破了那些戒律、禁令与忌讳的束缚，在他们的

努力下，世界各国的名著、各种政治倾向的作家作品，

甚至在道德观念上的另一类书都被她们译进了中国，

颇有唯名著佳篇是选的气度，而且他们都是深受国学

熏陶，饱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饱学之士，又都不同程

度的喝了洋墨水，可谓“学贯中西”，因此，他们在学养、

艺术品位、语言修辞以及文章风格上，都具有一定的优

势，得以使他们的译品达到或接近信达雅的标准。

直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

翻译工作者，早期无不都是喝了这一阶段翻译名家与

大师高手的优秀译品的奶汁成长起来的，我不止一次

被记者问及我的外国文学知识和基础是从哪儿获得

的，我在我的自述作品中都不止一次说明了我的外国

文学基础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就是从少年时代跑书店、

跑图书馆，那时，世界文学中很多文学大师和艺术高手

的译本，我在各种级别的书店、开架书架前，几乎都能

找到，这就是我成为一个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初期的

学识储蓄与知识准备。我们这一代的文学翻译研究工

作的同道同窗，基本上也是从读巴金、李健吾、傅雷、朱

生豪、冰心等这一代译家的书长大的。

至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信达雅的光亮下进行

的，但是，任何一种理论、主义、法则、规矩、规范与它

所指导、所规范的客观实际以及具体实践比较起来，经

常是处于第二位的。在客观现实中，所进行的实践活

动，永远是处于第一位的，它居于主动的地位，是变化

与变革的起因，就像是一个火车头，它带动着、起动着

对原则、规范、规矩的思考与再评估，以及而后的再追

求，以至再修订、再更改。因为这两者之间，客观的现

实与具体的实践活动的内容，永远是最丰富、最复杂、

最难以概全的，也是最生动、最活泼、最有生命力的。

因而，它的变化难估、变幻莫测、变化形式无穷，因在两

者之间，要求发展、变化、更改、修订主导的一方，总是

客观现实与客观实践，而另一方则居于被动的次要地

位，即使是原来的理论、规范、学说、规则已被证明是实

用的、是准确的，并且已经带来了非常积极的效果，甚

至已经创造出了非常宏伟的成就，但是一旦客观现实

出现了新的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出

现了新的问题，那么，原来居于指导地位、执行规范任

务的理论与学说就得适应这种新的现实境况，就得适

应新的实践方式而作调整。在我国，从规模巨大的翻

译文化事业中，我们恰好就见到了这个情况。

请允许我在这里说得具体一点。首先，信达雅作

为一个理论表述，不是没有一个自己的局限性，它提出

了一个三原则并列、三原则分立的规范与标准，而没有

对文学翻译事业这一个“各个方面高度一体化”的精神

创作活动，提出一个需要高度统一的要求，信达雅这个

学理的局限性，首先就在于它的分立性，在于它没有融

合性，在于它没有一统性、整体性、三位一体性的最高

准则与要求。有了并列性，也就可能产生信奉者实践

者的倾向性与倾斜程度的不同，因为强调方面的不同，

有所突出方面的不同，笔下的译文也就会有不同的状

况、不同的局面。这种情况正如政治领域中一样，在资

产阶级政治理论家、伟大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

德斯鸠看来，他所创设的三权分立说，是对政治模式最

理想的构设与表述，但三者一分列，历史的搬演者对某

一方面稍有倾斜、稍有侧重，便可以造就出截然不同的

政治局面。两三百年来的世界近代史中，就有不止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曾上演过这样的“历史剧目”。翻译

工作，特别是文学翻译工作，要把一个完美的文学作品

变为另一种语言表述完美的文学作品，在生活内容、事

实情节、思想内容、精神境界、语言艺术、结构形式、感

情倾向、风格风采、风格意趣等这些方面又都要与原著

相同、相似的另一部文学作品，成为与原著原作至少是

相似、足以般配的艺术品，这样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

是译者各方面的认识能力，两种语言的水平，艺术美感

与构思技巧，语言修辞功力，等等各种学识、各种能力、

全部的智慧熔于一炉，而进行高度一体化、高度协调、

高度配合，付出艰苦智力劳动的结果，很难设想一个译

者先以“信”的标准译出第一稿，再以“达”的要求来译

第二稿，最后再以“雅”为目的译就自己的文本，而对于

一个译本也很难把三个并列的标准分别加以衡量，如

果在翻译中对三个并列的原则与标准，哪怕只作一点

倾斜，一个译本的整体面貌、精神实质、情节结构、语言

修辞、风格面貌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三原则并列

作为一种译道，作为一种译说，有一定局限性的根本症

结所在。实际上，在我们中国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这种局限，这种可能，因为鲁迅的出现，而成为了

历史事实，众所周知，鲁迅在中国的30年代提出了“硬

译”的主张，鲁迅主张的“硬”达到了极致的程度，故又

被称为“直译”或“死译”，具体来说，就是必须按照原著

原文的语言一丝不苟的句句照办，字字照搬，难怪有的

批评家认为，他这种坚持达到偏执、不理性的程度。鲁

迅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精神文化高地，我国的鲁迅学

是文学研究中一个正统的重点学科，鲁迅学的著名学

者专家比肩而立，我对鲁迅没有什么研究，一直没搞清

鲁迅提出直译学，并坚持到这种程度的原因与来由何

在？且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向鲁迅学界的专家学者们

请教。

众所周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鲁迅一直被视为

“贰臣”或“逆子”，处于被围剿被打击的地位，他的“直、

硬译论”又遭到文坛上自由派倾向的著名学者梁宗岱、

林语堂等人的公开反对，其影响自然大打折扣，但到了

1949年以后，鲁迅在国内的地位大不一样，他的思想

观点与著述言论被当作了经典，具有权威的地位，不言

而喻，他的“直译”说，对于翻译之道，对于文学翻译实

践会有多大的影响。首先，它在实践上使原来的翻译

“信达雅”这一经典原则大大变了味，不仅改变了“信”、

“达”、“雅”三者并列的关系，大大地向“信”倾斜，实际

上使“信”开始居于前提的绝对领先、绝对重要的地位，

这是文学理论翻译指导思想上的变化；其次，一个重要

问题是，任何一种理论学说都要有受众，有成规模的力

行者与实践者，在这一点上，“信”字大旗下，信从“直

译”说，或倾向于直译说的队伍显然要壮大得多，这是

因为在这个时期，从事文学翻译事业的年龄略长者的

翻译者，都已经成为了国家学术文化事业机构的工作

者，置身于党与国家领导的体制之内，对于党与国家关

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诸政策与指导思想诸原则都持信

从的态度，并努力学习实践。

第三阶段：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到1978年改革

开放，是中国翻译事业的第三个时期。这是它的一个

“沧海桑田”的阶段，纷繁多元，复杂而不丰富，曲折坎

坷，甚至经历了大灾大难，劫后余生，仅存一丝元气。

其根本原因皆在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新中国成立

初期，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路线使过去一时期

翻译事业得以延续，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事路线，使国

内翻译文化事业基本上也仿效了苏联。苏联对欧美传

统古典文学艺术是采取马克思恩格斯式的认可，允许

甚至赞扬的立场，使过去时期对传统的世界名著译介

工作仍能如常进行，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潘家洵译易卜

生，李健吾译莫里哀，杨绛译吉尔·布拉斯，朱生豪、卞

之琳、吴兴华、孙大雨、方平译莎士比亚，罗大冈译《波

斯人信札》，傅雷译巴尔扎克等，其中不止一位翻译家

都在国家研究工作单位供职，他们的翻译项目得到国

家正式学术机构的支持和重视，他们都献出了优秀的

“信达雅”式的译本，并得到了出版，这些高水平质量的

译作，理所当然是新中国建立后翻译文化工作的突出

业绩，是中华民族文库中的瑰宝。

至于对西方20世纪的学术文化与文学，苏联奉行

日丹诺夫的论断，一直采取彻底否定、严厉批判、完全

禁止引进的立场，中国在“向老大哥苏联学习”的政策

方针下，也采取日丹诺夫的态度，一直到改革开放初

期，中国的学者、翻译家、理论批评家，公开对日丹诺夫

论断提出质疑，才结束了这一极左的僵化的论断，才谱

写出对西方现代优秀学术文化研究与译介引进的新一

章，其标志就是1978年由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

生主持的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广

州），笔者参加了这次文化学术盛会，对此深感荣幸！

“一边倒”的理论思想、政治外交的方针，自然而然

使得丰富的俄罗斯的传统学术文化的成就成果大量译

介到中国，攻读俄罗斯语言文学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

中新的重点方向，朱光潜、钱学熙、王智量、钱中文等，

都曾改学俄文，兼搞俄文翻译，并作出了丰硕厚实的成

果，如钱中文转修俄语后，经过长期的努力，翻译并主

编了俄罗斯大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全集，实为建国后

文学理论翻译的一大功臣。王智量译出了《贵族之家》

《前夜》《奥涅金》等俄罗斯文学中的巨著与名作。显然

这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翻译名著的“文库”。当然，俄

国十月革命后，当代正统主流的作家作品，被介绍翻

译、引进出版的更是难以数计，阿·托尔斯泰、法捷耶

夫、西蒙诺夫、高尔基、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为

了新中国新一代青年人熟知的世界名著，《毁灭》《青

年近卫军》《日日夜夜》《卓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所有这些苏联当代的优秀作品在中国高

校的讲坛上成为了新的世界文学经典，进入了世界经

典名著的行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为时髦革命青

年乐唱的歌曲，所有这些都充实、扩大了中国人的精神

文化生活。

此外其他国家一些置身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二三

流作家、“文化活动家”以及与文化沾一点边的“进步人

士”，也都以作家的身份，藉着这一股东风进入了新中

国，也出版了作品，拥有了读者，一时熙熙攘攘，热闹非

凡，在中国留下了一大片色彩斑斓的文化图景。这在

中国20世纪的文化史上构成了相当独特的一页。

此后，国内左的政治路线愈演愈烈，不久终于导致

了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激烈的政

治风暴席卷全国，历史文化传统，学术文化机构，文化

教育建制与文物图书收藏，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到

1978年这场浩劫过去，中国几乎成为了一个文化沙

漠。直到改革开放，解放区的天才又成为“明朗的天”，

而开放改革的序幕一拉开，翻译文化领域就上演了对

日丹诺夫的揭竿而起，此后，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顺利

地开始了一个全面发展、多元繁荣的新一章。

全面发展，首先在于对世界文化学术的视野更为

扩大，译介对象已不限于文学学术强国大国，而遍及到

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中小国家，甚至偏远、鲜为人知

的地域。其次，这个时期特别令人瞩目的是，翻译文化

事业，冲出了过去长时期限于只译世界传统的古典文

学的人为局限，而对进入了过去被划为禁区的欧美西

方20世纪文学，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中国书店中，

西方资本时代的名著巨制与东方社会主义的新兴文学

代表作和谐共处，交相并存，互相辉映。古希腊的《俄

狄普斯王》、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屠格涅夫的《父与

子》、高尔基的《母亲》、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排列于同

一个书架，各种人性悲剧同时上演，莫泊桑、契诃夫、马

克·吐温、欧·亨利聚济一堂，各展短篇小说的艺术，雨

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战

争与和平》、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各展时代的宏

伟画卷……不同时代的歌者、诗人，从古希腊的荷马，

品达，直到中世纪的但丁，人文主义以至人文主义时

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歌德、席勒、海涅、拜伦、雪莱、

雨果、波德莱尔……组成了人类的历史大合唱，中国人

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聆听群体。

开辟新的译介领域

从我国的学术文化翻译事业的发展道路来看，严

复、林纾的翻译学说，作为一个理论形态，不仅以其学

理的全面性、准确性与它对于文学翻译这一种实践活

动的确切指导性与可行性，开创了一个文学翻译事业

的大发展，翻译佳品实绩大丰收的时期，一些在五四新

文学运动中受到了熏陶，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已有所

作为与业绩的、有广泛影响的优秀文学青年，许多人都

参加了文化与学术翻译的实践，如胡适、巴金、鲁迅、周

作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李健吾、陈占元、傅雷、

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杨绛、闻家驷、朱生豪、盛澄

华、耿济之、曹靖华、草婴等等……他们是五四新文化

运动中涌出来的文学才俊，其文化功底，学识底蕴，情

趣品位、鉴赏格调，使他们眼光独具，慧眼识珠，既选中

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伏尔泰、莫里哀、卢梭等大师与

那些在文学史上灿烂发光的名著，又没有遗露掉那些

思想倾向各异、风格独特、才情另类的作家们，如象征

派瓦勒里、纪德等等，作为自己译介的对象，而他们自

己的文学功底、学识素养、情趣灵智、文笔修炼与语言

修辞技巧，则使他们面对外国语言文本，完全能应付如

裕，将它变为本国语言的文本，其中不少都是我国翻译

史上信达雅的佳品，如傅雷、李健吾、朱生豪、梁宗岱、

傅东华、杨绛等的译作，这些译作、译品，通过出版社进

入书店、图书馆，在中国形成了一次外国文学作品在中

国初期大普及，我们出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代

人，就是读这些书长大的。

凡此种种，从开放改革时代起，中国人才得以遍尝

人类各时代、各流派、各种精神佳肴的品味，得以畅饮

了世界各民族所创酿的优秀精神文化的“美酒”，总算

开始理解了法国人文主义大师拉伯雷所提出的口号：

“痛饮吧！痛饮吧！”是怎么回事，其内容与意义何在。

不仅引进的品种应有尽有，范围无所不包，而译介

引进的规模，也达到“现代文化大国”译介事业的高水

平高标准，译介的对象与项目数量动辄大型文丛与全

集，如《莎士比亚全集》《巴尔扎克全集》《法国20世纪

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家精选集》《世界文学名著名译

丛书》《世界诗歌选集》《雨果文集》《世界文学流派作品

选》《世界心理小说名著学》《萨特全集》《陀思妥耶夫斯

基全集》《托尔斯泰全集》等大型丛书，少则十来卷，多

则七八十卷，甚至达100卷。中国翻译文化工作规模

之巨，业量之大，在20世纪世界范围里，无疑占有先进

地位，在文化学术的引进上，在与世纪学术文化接轨的

齐全上，实堪称为一“翻译文化大国”，中国的这一个宏

伟的进程，可以说是从五四之后开始，基本上完成于

20世纪开放改革的“新时期”以至今日。

（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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