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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紅梅 李明

Editor’s Note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ightieth issue of the Translation
Quarterly, the journal celebrates its twentieth anniversary. Beginning as
a modest attempt to encourage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Hong Kong in
1995,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longest-running journals to have come
out of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internationally distributed through
Ebsco Host, the world’s largest aggregator of full-text journals. In the
next few months,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will be celebr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journal through a series of lectures, seminars
and social events. We wish the journal many more fruitful years to come.
This issue starts with Ouyang Dongfeng and Mu Lei’s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Xi You Ji by Timothy Richard in late Qing. Through
looking a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y elaborate on how this Chinese
classical legend with Confucian, Taoist and Buddhist elements is
rendered by the British Baptist missionary translator, out of a belief
that it demonstrates a rediscovery of Nestorianism in the wake of its
approximate 200-year popularity. Liang Zhifang addresses the questions
of how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Good Earth rewrite the China image
projected by Pearl S. Buck, and how these rewritings can be read as
attempts to re-imagine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Fan Min mainly addresses the issue of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ranslation teachers in our ag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alization.
In the Forum, Lu Hongmei and Li Ming react to Gu Weiyong’s criticism
of the textbook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objective discussion, the general public will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iculties of doing business translation.
Li Bo
August 2016
vi

《西遊記》的西遊之旅
——晚清傳教士李提摩太英譯本考察

歐陽東峰 穆雷

Abstract

On the Translation of Xi You Ji by Missionary Translator Timothy
Richard in Late Qing: A Mission to Heaven (by Ouyang Dong-feng
and Mu Lei)
Xi You Ji, which is a Chinese classic legend with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beliefs, has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theme, religion, character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its first full-struc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was rendered by a British Baptist Missionary translator Timothy Richard
in 1913 with the title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The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is translation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Timothy’s text selection, discernment in theme, characters
and plot which are mostly subject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translator resolutely believed that this novel demonstrates
a rediscovery after the sudden disappearance of Nestorianism—early
Christianity—in the wake of its approximate 200-year popularity. And Xi
You Ji is converted from a classic into self-enhancement literature on the
profoundest mystery of the greatest religion. This conviction consequently
gives rise to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addition, omission and conversion
which are elaborated and explained in the paper. Furthermore, it describes
and reveals the reasons for apparently inter-religious and cross-cultural
dialogue. With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se two religions have
incredibly much in common, such as belief in God, salvation by faith,
doctrines of Scripture, and new life coming from the Holy Spirit.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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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d by Timothy’s assertion and Christianity-centered fulfillment, the
translator adds profuse Christian terms and interpretations, and regards
Higher Buddhism as the derivative expression of early Christianity in
Asia, with Tang Seng the Master as a converted Christian. Therefore, the
translation embodies the allegorical meaning and celestial theme with the
evidence of Christian writing.

一、源語文本《西遊記》與李提摩太的認識
《西遊記》是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講述唐太宗時期玄奘西行
印度取經的歷史，小說共一百回，融儒、道、釋為一爐，被譽為中國
古代浪漫主義小說的傑出代表。《西遊記》曾被譯為多種文字，第一
個英譯本出自李提摩太之手。
李提摩太全名提摩太‧理查德（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字
菩嶽，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親歷晚清四十五年（1870-1916）
，1902
年被清廷賜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並誥封三代，在傳教士中受封
最高。他1913年的《西遊記》英譯本名為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1] 由上海廣學會于同年出版。[2]
作為一名傳教士，李提摩太選擇該文本的原因，對該文本主題、
人物和情節的認識，以及具體採取的翻譯策略與宗教根源均值得研究。

1.1 李提摩太眼中《西遊記》的主題
對《西遊記》的主題，歷來眾說紛紜，有“三教附會說”
、
“玩世遊
戲說”
、“政治主題說”
、
“哲理寓意說”等（馮雅靜，2000：311-317）
。李
提摩太對此也有獨到的見解，一方面，他對《西遊記》的原本評價很
高，在扉頁上稱之為“一部世界文學名著”
（“one of the world’s lite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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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pieces”）
，可見他是知道在源語語境裏《西遊記》經典化的文學意
義的，同時他也對中國文學進行了評價，認為中國文學是有欠缺的：
“中國在有關本國歷史和本國文明上的文學貢獻卓著，無人能出其右，
但從總體上而言，卻沒有一部文學作品是有關其他國家的文明或整個世
界的文明。在論及全人類進程的文學作品中，中國身處無助無望的境
地”
（The 26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3: 18）
。[3] 另一方面，他認為《西遊記》的價值不僅限於文學想像，
提出“雖然該書未躋身於宗教經典之列，但書中蘊含了大量宗教、道
德、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睿智格言”
（Richard 1940: xi）
。[4] 這些宗教、道
德、政治和社會等價值層面上的體現才是《西遊記》的重點。
李提摩太心目中的《西遊記》如他在目錄頁上的介紹：
“這是一
本中國的史詩和諷喻之書，描寫了宇宙起源、猴子進化為人、人類獲
取永生、以及宗教、科學與法術的真諦。”[5] 這一介紹解釋了英譯名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的由來，他理解為唐
僧是去“天國”而不是去印度取經，並把取經的經歷看做是一次改造
自已，提升道德的自我完善過程。
在文本的長度上，李提摩太用《新約》進行類比，告知讀者《西
遊記》
“約為兩本《新約》厚”
，在文本的內容上，他則用莎士比亞的
作品類比，以揭示《西遊記》的經典和精深（ Richard 1940: xv ）
。用
《新約》和莎翁作品作為底本進行類比，一方面彰顯了李提摩太的認
知世界和個人體驗，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譯者眼中《西遊記》的性質及
歸類——宗教與哲理並存。
在如何理解《西遊記》的問題上，李提摩太在譯者序裏借用了十
三個否定的表達，欲揚先抑，這既是寄語讀者，更是表明了譯者對源
語文本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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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西遊記》不是《舊約》裏的《約伯記》
，因為《西遊記》是講一群人的
故事，而《約伯記》講述的是約伯如何失去財富和子女、忍受病痛、終在上帝面前
悔過，最後得以寬恕和榮昌的故事；
第二《西遊記》雖譯為“史詩”
，但和古印度敘事詩《摩訶波羅多》
、荷馬、但
丁或彌爾頓的史詩相去甚遠，因為《西遊記》講述的是正義與邪惡抗爭、最終邪不
壓正的故事；
第三《西遊記》不是見聞實錄，而是向天堂、人間、地獄等未知世界的探索；
第四雖然《西遊記》充滿了光怪陸離的神魔妖孽，但它不是一本如同《一千
零一夜》的故事集；
第五雖然在目錄頁中提到該書論及萬物開創和人類在物種與道德上的進化，
但它也不是一本論述宇宙起源和物種起源的書籍；
第六雖然該書談及神仙之法力，但它不是一本如同赫西奧德的《神譜》之書；
第七雖然書中人物精通變身術，孫悟空還有一根可長可短、可大可小、威力
無窮的武器——金箍棒，但這不是一本魔法書；
第八這不是一本占星書；
第九這不是又一本《天路歷程》
；
第十這不是一本論述人類進程的書；
第十一這不是一本科學的教科書；
第十二這不是宗教比較之書；
第十三這本書不是出自一個心胸狹隘、容不下其他宗教的作者之手，邱
處機 [6] 雖身為道教中人，但他對儒、道、釋當中的聖、神、佛一視同仁。”
（Richard 1940: v-vii）

李提摩太通過連續十三個否定為源語文本定位，雖然原著博大精
深，鴻篇巨制，論及世事萬象，但譯者關注的重點非常明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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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本回答人生哲理問題的書，論及人與天堂、人間、地獄的關
係，蘊含人人皆可成佛的大乘佛法，反映人從自私走向博愛，從貪
婪走向崇高，在道德上淨化、神化、聖化自我的過程，同時贊同
《西遊記》在經典意義上對儒、道、釋的戲謔之意，並特別強調戲
謔的原因在於它們都違反了“宇宙的公正法則”
（the righteous law of

the Universe）和“所有真實信仰的基礎”
（the foundation of all true
religion）
（Richard 1940: ix）
。這一含而不露的表達為後文基督教的出
現埋下了伏筆。
可見，李提摩太翻譯此書與文學無甚關聯，更多地是關注宗教、
哲理與道德。他在《廣學會1913年度統計報告》裏強調了道德之於中
國的緊迫性：
“中國政府各部門都急需改革，而最緊迫的當屬道德的
重生，政治改革和道德重生應雙管齊下”
（The 26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3: 2）
。[7]《西遊記》說明了宇宙
的起源和人類的進化，折射的宗教內涵與當地文明息息相關，世人的
弱點和缺陷可以通過道德教化不斷提升，翻譯《西遊記》這本譯者認
為是充滿了宗教和哲理的諷喻之書，恰恰證明了他的這一價值判斷。

1.2 李提摩太眼中《西遊記》的人物
《西遊記》主要人物為前往西天取經的師徒四人——唐僧、孫
悟空、豬八戒和沙和尚，在中國語境下是批判黑暗腐朽的浪漫主義
小說。唐僧雖心地善良，取經的意志堅定，但易聽讒言，有時不明是
非，迂腐軟弱，這種與玄奘原型的背離是進行了文學作品的再創造；
孫悟空的誕生乃得天地日月之精華，完全符合萬物皆為自然之造化的
中國道教的觀點，他是個驅魔斬妖的英雄，不畏權勢、勇於反抗、本
領高強、敢打敢鬥，特別是大鬧天宮的情節突顯出孫悟空反抗天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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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視權威、破壞秩序、灑脫不羈的鮮明個性，作者通過孫悟空的行為
表現出《西遊記》雖然融三教為一書，但其目的與其說是為了歌頌宗
教，不如說是批判戲謔；另外兩個主要形象中，豬八戒憨厚老實，但
充滿了真實可愛的小毛病，好吃好色，喜貪小便宜；沙和尚則木訥憨
厚，吃苦耐勞。
李提摩太認為《西遊記》中的人物刻畫是無與倫比的，“在現
代西方，沒有哪本書象這本書一樣重視人物的塑造”
（ Richard 1940:

xiii）
。[8] 書中人物的超凡入聖、得道升天是該書最大的亮點。在取得
真經後，唐僧的前世之罪和其餘三徒及白龍馬的現世之孽，由如來一
一道出“聖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喚金蟬子。因汝不聽說法，
輕慢大教，故貶汝靈，轉生東土。……孫悟空汝因大鬧天宮，……豬
悟能蟠桃會上酗酒戲了仙娥，……沙悟淨，汝本是卷簾大將，因蟠桃
會上打碎玻璃盞，貶汝下界，落於流沙河，傷生吃人造孽……（白龍
馬）因汝違逆父命，犯了不孝之罪”
（吳承恩，2008： 712）
。他們幾人
均犯了貪嗔癡慢疑之罪（故有心猿意馬之說）
，唐僧的不夠虔誠、悟
空的自命不凡、八戒的貪圖享樂、沙僧的殺生過失、白龍馬的不孝之
舉，都在前往西天取經的途中，得到救贖，修成正果。禪宗南派創始
人慧能說:“自性迷，佛即眾生; 自性悟，眾生即是佛。”眾生原本是
佛，只要修身養性，戒除弱點，都可功德圓滿，在頓悟中獲取般若。
在譯者序裏，李提摩太簡要提及了《西遊記》裏仙界、凡界和魔
界的各色人等，呈現給讀者一個人物表以及故事的緣起。《西遊記》
裏有道教的人物，如玉帝、西王母、太上老君（老子的自稱）等，有
佛教的人物，如佛、如來、觀音等，更重要的是眾主人公，唐僧、孫
悟空、豬悟能、沙悟淨、白龍馬等。
孫悟空代表的是人性的力量，充滿靈氣和好奇，同時又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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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大、心猿意馬，具有很多人性的缺點，但李提摩太對他的評價
很高，認為他是真理和正義的保護者。唐僧奉東土大唐皇帝之命，
前往西天取經，以濟蒼生，李提摩太認為他就如同聖經中的“盟約
天使”
（ the Angel of the Covenant ）
，並由一開始篤信小乘佛教蔑
視大乘佛教，到後來一心皈依並成為大乘佛教的真傳弟子，傳揚
佛法，這樣的轉變猶如基督教裏的先驅保羅，這個原先的法利賽
人由追捕基督教徒，到被耶穌感化而轉變，最終虔心追隨，傳播
福音，把拿撒勒派這一猶太教派改造成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
李提摩太對於這種由“度已”轉為“度人”的修為持高度讚賞態度
（ Richard 1940: xxxvi ）。
從譯本的標題可以看出，李提摩太認為《西遊記》是一個“諷
喻”
，這顯然和原著中對於儒道釋三教的諷喻戲謔意味不謀而合，並
體現在書中的宗教意識和人物角色上。他認為東西緯度相同的地帶
動植物的生長和分佈會相似，同理，東西宗教雖並行發展，但內在
的實質精神相通，西方是基督教，東方是大乘佛教，兩種宗教的教義
和表現形式雖有差異，但核心內容一致。佛教裏的袈裟、禪杖、僧帽
和基督教裏的禮服、權杖、高冠一一對應；《西遊記》中的蟠桃仙果
和基督教裏的智慧之果均可使人明心見性；唐僧肉和耶穌血都能讓人
長生不老。這些令人詫異的發現使李提摩太深信佛教就是基督教的早
期形式，是早在唐朝時在中國傳播的基督教的一支 —— 聶斯脫利派
（即景教）的另外一種存在。李提摩太甚至認為《西遊記》的作者邱
處機正是一個由道教“轉變成基督教的使徒（a converted Christian）”
（ Richard 1940: xxxvi ）
！
《西遊記》裏各色人等更是在取經途中經歷
了宗教轉化和道德提升。
在書中“獻辭”裏李提摩太寫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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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獻這本史詩和諷喻之書於東西方所有虔誠智慧的兄弟姐妹，他們致力
於彼此理解，相互協作，維護正義，規避誤謬，使上帝之邦在全世界得以建
立。如果只關注書中的歷險故事而忽略其道德宗旨，則未明該書之真義；如
果有意批評人物的性格缺陷，則未能瞭解人生各種曆煉於性格完善之過程。[9]

譯者認為東西方之間要嘗試理解和互相合作，才能在全世界建立上帝
之國，該書的宗旨就是道德教化，在這些人物的轉變中真正體現了
“最偉大的宗教之最深刻的奧義（the profoundest mystery of the greatest

religion）”
（Richard 1940: xxvii）
。那他認為最偉大的宗教究竟是什麼
呢？緊接著他就提到基督教的“榮耀”
（glory）和“樂觀”
（optimism）
，言
下之意，只有基督教才是帶給人類希望的火種，而中國老百姓都應該
成為上帝的子民，
《西遊記》實際上體現了基督教的真義。
鑒於這些宗教認識，李提摩太在再造人物時賦予了自己的獨到
見解，在自傳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中，[10] 他以比喻的方式寫道：

在我翻譯中國的文學名著《西遊記》時，我清楚地意識到這本書具有深
奧的基督教哲學基礎。1913年，我以《出使天國》為名出版了此書。這次遠征
的領導 —— 師傅，是一個耶穌基督式的人物，一個救苦救難者，是他的遠征
團隊中每個成員轉變的關鍵。經他點化，一只高傲自負而多才多藝的猴子轉
變為懺悔者，聰明才智得以充分發揮；一頭低級趣味而又自私自利的豬變得
高度渴望奉獻自我；一個自負的水怪變得謙卑；一條愚蠢的龍也變成有用之
才。每個成員都把他們的生命服務於眾生的超度，最後被接納於佛國，獲得
佛祖賜予的不朽榮耀。我一點都不懷疑，他們所做的與追求傳福音於中國的
基督徒所從事的是同一種工作。但要讓所有讀者都理解其中的教義，還需要
時間。
（李提摩太，200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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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如同耶穌帶領追隨者提升自我，拯救眾生，與基督教傳教士的
使命並無二致。李提摩太對《西遊記》中人物的理解奠定了譯本的基
調，也反映了譯者淡化文學性、突出哲理性和道德轉變的特點。

1.3 李提摩太眼中《西遊記》的情節
對坊間流傳的《西遊記》版本均為百回刊本，除了交代故事的背
景和源起，全文基本上由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故事構成，故事的套路
均為遇魔降妖，因為佛教的特別要求而被設定為九九八十一難，鑒於
傳播宗教理念而不是重在情節內容的翻譯思想，譯本在結構上做了大
幅度的調整。
在譯本的序言裏，譯者指出全書共一百回，頭七回為全譯，第八
到第九十七回中除了第十一回外均為節譯，即只給出梗概，最後三回
為詳譯。
頭七回是介紹勇於反抗的孫悟空如何追求不羈，尋找自由，這正
是精神解脫的關鍵，孫悟空又是文本的亮點角色，故全譯。
第十一回“遊地府太宗還魂 進瓜果劉全續配”講的是唐太宗魂遊
地府的故事，這種思想來自於佛教在中國本土化後的“靈魂不死說”
，
因為描寫了中國的地獄，李提摩太認為可以與西方的“hell”作為對比，
因此全譯。
而第八到第九十七回（第十一回除外）為唐僧師徒四人歷經九九八
十一難的經過，情節基本遵循“遇妖 - 降妖”的模式，這種定勢化的套路
顯然不被李提摩太重視，如果不是為了明確地進行東西方宗教對比，李
提摩太均採用節譯的方法，大幅度縮減原文篇幅，只給出該回的概要，
並加上解說性的文字。
文末第九十八回“猿熟馬馴方脫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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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九九數完魔 盡

三三行滿道歸根”
、第一百回“徑回東土

五聖成

真”講述了功德圓滿，得道升天的結局，故有選擇性地詳譯。章節如下
（吳承恩，2008）
：

全譯：
第一回

靈根孕育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第二回

悟徹菩提真妙理

斷魔歸真合元神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類盡除名

第四回

官封弼馬心何足

名注齊天意未寧

第五回

亂蟠桃大聖偷丹

反天宮諸神捉怪

第六回

觀音赴會問原因

小聖施威降大聖

第七回

八卦爐中逃大聖

五行山下定心猿

節譯：
第八回至第九十七回
（全譯：第十一回

遊地府太宗還魂

進瓜果劉全續配

詳譯：
第九十八回

猿熟馬馴方脫殼

功成行滿見真如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數完魔剗盡

三三行滿道歸根

第一百回

徑回東土

五聖成真）

從以上列表可看出，李提摩太英譯本對《西遊記》內容的詳略處理更多
考慮的是宗教思想的傳播和東西方宗教的比較，至於重複的情節套路
和大同小異的降妖模式則盡可能地可短則短、可省則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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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提摩太在目的語文本中採取的翻譯策略
在 晚 清 傳 教 士 的 翻 譯 作 品 中 ，“ 翻 譯 定 義 的 泛 化 和 翻 譯 作 品
的界限模糊化是翻譯的常態”
（廖七一， 2004： 106-110 ）
。李提摩太
的翻譯原則可以在他翻譯的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
《大乘佛教的新約》）收錄的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ayana

Doctrine —The New Buddhism（
《大乘起信論》
）譯者序裏看出：
譯者常犯通病為以字易字，不求變化。鑒於不同語境賦予同樣字詞以不
同含義，譯語無論如何直譯都無法全然傳遞原文含義，因此，我根據原文本
語境翻譯其真實含義，英文譯語根據上下文而異。
（Richard 1910: 51-52）[11]

可見，李提摩太反對一味的逐字對譯，提倡在不同語境下將同一源語
譯成不同的目的語，以便讀者理解。如：李提摩太通過拆字法給出了
很有意思的解釋，
“佛”可分解為“亻”和“弗”
，意為不是人，是神，
“佛”又稱為真如或阿彌陀佛無量壽佛，因此“佛”是否譯成 God ，
應視情況而定，李提摩太的譯名有“ Incarnate God”，
“ Ju-lai”
，“ the

True Form”
，
“the Eternal Ju-lai”等，再如第九十八回“猿熟馬馴方脫
殼

功成行滿見真如”被譯成 “When man is perfected, and passion

tamed, the body is cast aside. When all one’s longings are satisfied,
then one sees God（the True Model, Chin Ju）” 標題中的“真如”竟
用了音譯、解釋性翻譯和功能對等翻譯三種方法進行處理，可見其非
常重視目的語讀者的理解，除此之外，他還用過“True Form”
，
“True

Likeness”
，“True Reality”
，
“Archetype”等。
鑒於李提摩太強調源語文本的宗教性和哲理性，也根據譯者援
佛人耶，用基督教本位的思想詮釋佛教的出發點，文中使用了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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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譯、改譯、省譯等翻譯策略。

2.1 增譯和改譯
因為在目的文本中，增譯和改譯經常並行齊下，為了更好地說
明問題，故放在同一節中。出於評價的客觀性，本文選取了詹納爾
（W.J.F. Jenner）的 Journey to the West（1980）譯本作為參照。
李提摩太認為他在《西遊記》中找到了“一項重大的發現”
（a most

momentous discovery）—— 雖然書中未直接提及大乘佛教的起源，但通
過文本閱讀他覺得大乘佛教正是來自於景教，是“失落景教的再現”
（lost

Nestorianism rediscovered）
（Richard 1940: xxxi-xxxii）
。景教為何在唐朝會銷
聲匿跡，李提摩太認為這是一個無人能解答的謎，甚至在傳教士考察者
約珂修士的《基督教在中國》一書中也未能找到答案，晚清從1807年第
一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到1913年李提摩太譯《西遊記》
，新教在中
國傳播已逾百年，但景教之謎仍不可解，但是就在這本《西遊記》裏，
李提摩太重新尋找到了失落的景教，那就是發展成形的佛教！對這一發
現，李提摩太顯然激動不已，並以此為根據進行增譯和改譯。
在 A Mission to Heaven 中，李提摩太在原作每一回的標題譯文之
前都加上自己增加的小標題，以表示對這一回中心思想的詮釋。下麵
是全譯或詳譯過的原文本章節標題、李提摩太譯本（包括在每一章節
標題前添加的解釋性標題）
、和作為對照的詹納爾譯本：
原文本章節標題
第一回
靈根孕育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李提摩太譯本

詹納爾譯本

Search for Immortality

The Divine Root conceives
and the spring breaks forth;
As the hearts’s nature is
cultivated, the Great Way
arises.

Eternal Life impregnates the
world and a child is brought
forth. Mind and soul unite and
bring forth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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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
悟徹菩提真妙理，
斷魔歸真合元神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類盡除名
第四回
官封弼馬心何足，
名注齊天意未寧

第五回
亂蟠桃大聖偷丹，
反天宮諸神捉怪

第六回
觀音赴會問原因，
小聖施威降大聖

第七回
觀音赴會問原因，
小聖施威降大聖

第十一回
遊地府太宗還魂，
進瓜果劉全續配

Monkey Studies Magic
Study well the wondrous ways of
wisdom. Conquer wrong, and cling
to right and Heaven.

Visits Dragons and Judges in Hell The Four Seas and
Thousand Mountains all
Has dominion over all the World.
submit; In the Ninth Hell
And names all creatures.
the Tenth Category is
struck off the register.
Declines being a Stud Master
Office and horse are vain things.
Empty titles are also vain.
Upsets the Peach Banquet
The Robbery of the Peaches and
the Pills of Immortality. Lawless
behaviour in Heaven. All the gods
ordered to arrest the Demon.
The Great Holy One Captured
Kwanyin attends the banquet and
enquires the cause of the trouble.
The Divine Kinsman with might
subdues the Great Holy One.

猿熟馬馴方脫殼，
功成行滿見真如

Dissatisfied at being
appointed Protector of
the Horses; Not content
with the title of Equal of
Heaven.
After chaos among the
peaches the Great Sage
steals the pills; In the
revolt against Heaven the
gods capture the demons.
Guanyin comes to the
feast and asks the reason
why; The Little Sage uses
his might to subdue the
Great Sage.

Imprisoned for 500 Years

The Great Sage escapes
from the Eight Trigrams
The Great Holy One jumps out
Furnace; The Mind Ape
of the eight diagram crucible. Is
is fixed beneath Five
imprisoned under Nature’s mountain. Elements Mountain.
The Emperor in Hades
The Emperor is sent to Hell, but
returns to earth again. A man
presents Hell’s judge with melons
and receives his dead wife back.
The Mortal Body Cast Aside

第九十八回

He becomes aware of
the wonderful truth of
enlightenment; By killing
the demon he realizes his
spirit-nature.

When man is perfected, and
passion tamed, the body is cast
aside. When all one’s longings are
satisfied, then one sees God (the
True Model, Chin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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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ouring the
underworld, Taizong
returns to life; By
presenting a pumpkin
Liu Quan continues his
marriage.
When the Ape and the
Horse are tamed they cast
off their husks; When all
the deeds have been done
reality is 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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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回
九九數完魔剗盡，
三三行滿道歸根

The Last Trial
The complete number of trials,
nine times nine, comes to an end.
The complete number of perfected
virtues, three times three, is attained.
The Pilgrims Finished Work

第一百回
徑回東土，
五聖成真

The return to China. The five holy
ones are canonized.

When the nine nines are
complete the demons are
all destroyed; After the
triple three are fulfilled
the Way returns to its
roots.
The journey back to
the East is made; The
five immortals achieve
nirvana.

通過對照發現，以下六個方面可以體現李提摩太譯本的特點：

1．句法結構。在每一回標題的翻譯裏，李提摩太幾乎照搬漢
語的句法，甚至有時還省去了英語句子的主語，如：第二回“ Study

well the wondrous ways of wisdom. Conquer wrong, and cling to right
and Heaven.”和第三回“Has dominion over all the World. And names
all creatures.”而詹納爾的譯本對照則為：第二回“He becomes aware
of the wonderful truth of enlightenment; By killing the demon he realizes
his spirit-nature.”第三回“The Four Seas and Thousand Mountains all
submit; In the Ninth Hell the Tenth Category is struck off the register.”
相比之下，李本不如詹本那麼追求英文句法的規範和詞義的完整，
也不太講究原文資訊的忠實傳遞，在表達上不求貼近原文的精確含
義，即使漢語標題保持對稱與工整，李本也置之不顧，如第七回
“八卦爐中逃大聖

五行山下定心猿”中“逃”和“定”兩個動詞雖在

中文中表現為主動，但究其含義，第一個是主動，第二個是被動，
李譯 “The Great Holy One jumps out of the eight diagram crucible.

Is imprisoned under Nature’s mountain.” 雖然依循了原文的句法，但
不符合英語規範，而且不考慮原文“八卦爐”對“五行山”
，
“逃大聖”
對“定心猿”之章回小說的常見對偶。詹譯“The Great Sage escape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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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ight Trigrams Furnace; The Mind Ape is fixed beneath Five Elements
Mountain.”相比之下，詹本更考慮呈現原文的本來面貌和語言風格。
2．數字。在第三回標題“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類盡除名”

中，李提摩太使用了意譯的方式，用兩個“ all ”統領了世上所有的事
物和動物的名稱，而詹納爾卻忠於原文的字詞，用直譯的方式譯出
了“四”
“千”
“九”
“十”
。第九十九回裏的“九九數完魔剗盡

三三行滿

道歸根”中的“九九”和“三三”是漢語裏相乘的方式，李譯文為“nine

times nine”和“three times three”
，比詹譯的“the nine nines”和“the
triple three ”更方便讀者理解。可見，李本為了達到讀者的理解為目
的，可以捨棄漢語的文化氣息，不譯具體的數字及其結構。

3．專有名詞。對於有著豐富的漢語文化特點的專有辭彙，李提
摩太選擇儘量規避濃鬱的佛道術語，用相應的基督教術語進行解釋性
翻譯，或者乾脆選擇上義詞將之模糊帶過。這些專有名詞有：
道：第一回中的“大道生”
，李提摩太無意花太多筆墨解釋何為
“道”
，而是譯成“Religion”
，而詹納爾則直譯成“the Great Way”
，可
見李提摩太不願為讀者的理解帶來困難，即便與原文意義不是精確對
應，但只要能基本瞭解大概含義和情節就已足夠，這也是為什麼李提
摩太在遇到相似的遇妖 - 降妖情節套路時選擇大幅度刪減，只為讀者
提供梗概的原因。
心 猿 和 猿 熟 馬 馴 ： 第 七 回“ 五 行 山 下 定 心 猿 ”李 譯 本 為“ Is

imprisoned under Nature’s mountain. 第九十八回中的“猿熟馬馴方
脫殼”李譯本為When man is perfected, and passion tamed, the body is

cast aside. ”
“猿”和“馬”這兩個主要角色均被省略，第一句的主語
“ 心 猿 ”不 見 了 ， 第 二 句 中 猿 和 馬 變 成 了 人 ， 而 詹 本 則 原 樣 直
譯，“The Mind Ape”和“the Ape and the Horse”
。李提摩太這樣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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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有意在標題裏顯示這部書提點人類歸真入聖的宗旨，模糊化原作
中的動物角色，以“人”代替，強調人的天路歷程。
太宗和劉全：在第十一回中太宗還魂和劉全續配中，李譯也沒
有象詹本進行音譯 Taizong 和 Liu Quan，而是籠統用了the emperor和

a man來代替。這也體現了李提摩太在翻譯數字詞和其他專有名詞中
的一貫策略，即用抽象代替具體，用模糊代替清晰。
菩提和元神：按照同樣的邏輯，第二回“悟徹菩提真妙理

斷魔

歸真合元神”出現了菩提和元神，李譯文“Study well the wondrous ways

of wisdom. Conquer wrong, and cling to right and Heaven.”中完全看不
到菩提和元神的字樣，菩提被省譯，而元神被譯成“Heaven”
，與李譯
作的標題“A Mission to Heaven”反映的基督教精神吻合。

4．中國文化詞。第五回出現的“亂蟠桃大聖偷丹”中的“丹”和
第七回“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五行山”在詹譯中譯作“pill”和“Five

Elements Mountain ”，不熟悉中國語境的讀者可能會被這看似要保
留中國文化的忠實翻譯帶來理解上的困難。李本中譯為“the Pills of

Immortality”和“Nature’s mountain”
，因為這“丹”是太上老君的長
生不老丹，加上“immortality”這個解釋性翻譯，既帶出了原文的深
意，也正好滿足了李提摩太在譯本、副文本和外文本中反復強調的一
點，即宗教能帶給人類的最終目的就是進入天國，獲取永生，這也是
人不斷提升自我的最好歸宿。

5 ．語氣。漢語的迂回含蓄的表達方式也被改成了直截了當的
西方思維，如第四回“官封弼馬心何足

名注齊天意未寧”的李本

中“Oﬃce and horse are vain things. Empty titles are also vain.”用了
兩個 vain 來表示空歡喜一場，與詹本“Dissatisfied at being appointed

Protector of the Horses; Not content with the title of Equal of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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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忠實選取“ Dissatisfied ”和“ Not content ”同義詞（組）來譯“心何
足”和“意未寧”相比，語氣強烈得多。

6．增加小標題。李提摩太增加的小標題言簡意賅，能讓讀者在
短時間內把握本回的基本情節，如第一回他將“靈根孕育源流出

心

性修持大道生”譯為“Eternal Life impregnates the world and a child is

brought forth. Mind and soul unite and bring forth Religion”
，在這之前
他加上了“Search for Immortality”
，以突出這一回的主題，讓讀者能在
短時間內瞭解這本中國文學讀本的宗教含義。
以上選取了十一個標題翻譯，進行李提摩太和詹納爾譯本的比
照，可以對李提摩太的翻譯策略有大致瞭解，詹譯重在傳遞原文資訊，
忠於原文的字詞結構、句法特點，而李譯則更強調讀者的領會和理解，
哪怕對原文進行大幅度的改動和刪節。如果從施萊爾馬赫的讓讀者走近
作者，抑或讓作者走近讀者（Munday 2001: 28）的論說來看，李提摩太
屬於後者，他雖然在形式上與漢語亦步亦趨，甚至有死譯硬譯的句法現
象，但在術語概念特別是宗教教義上，有著清楚的翻譯目的，對佛教的
內容或模糊略化、尋求上義詞代替具體詞項，或乾脆嵌套基督教的已有
定式，明白無誤地彰顯自己對於基督教義的偏向。
除了在標題中能初步體現出李提摩太的翻譯策略和翻譯特點之
外，李提摩太還在譯本的正文中根據需要，增添自己的說明，彰顯他
的翻譯目的。如第一回描述美猴王出世前的盤古開天地之時，萬物如
何發生，陰陽如何交合，三皇五帝如何統治天下：

蓋聞天地之數，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為一元。將一元分為十二會，乃子、
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每會該一萬八百
歲。且就一日而論：子時得陽氣而醜則雞鳴；寅不通光而卯則日出；辰時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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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巳則挨排；日午天中而未則西蹉；申時晡而日落酉，戌黃昏而人定亥。譬於
大數，若到戌會之終，則天地昏曚而萬物否矣。再去五千四百歲，交亥會之
初，則當黑暗，而兩間人物俱無矣，故曰混沌。又五千四百歲，亥會將終，貞
下起元，近子之會，而複逐漸開明。邵康節曰：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
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到此，天始有根；再五千四百歲，正當子會，輕
清上騰，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謂之四象，故曰天開於
子。又經五千四百歲，子會將終，近醜之會，而逐漸堅實。《易》曰：“大哉幹
元，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至此，地始凝結。再五千四百歲，正
當醜會，重濁下凝，有水、有火、有山、有石、有土。水、火、山、石、土，
謂之五形。故曰地辟於醜。又經五千四百歲，醜會終而寅會之初，發生萬物。
曆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交合，群物皆生”
。至此，天清地爽，陰陽交
合。再五千四百歲，正當寅會，生人，生獸，生禽，正謂天地人，三才定位。
故曰“人生於寅”
。
（吳承恩，2008：3）

李提摩太的譯文如下：
We have heard that the age of the world is 129,600 years for one kalpa, that
these kalpas are divided into 12 periods, just as the day and night are divided
into 12 Chinese hours, and each period is 10,800 years (or two half periods
of 5,400). Speaking of the divisions in a day, there are twelve of 2 hours each,
from midnight to midnight. But if we speak of the division of the kalpas, at
the end of each there is a return to chaos and darkness. After the first period
of 5,400 years, everything should be dark like night without any living thing.
This state is called chaos. After the second period of 5,400 years comes the
era which gradually begins to open up with light. Hence the saying, “The
winter solstice is the re-beginning.” But Nature never changes. Everything
is dead then. Soon after, life again begins. After a third period of 5,400
years more, the light parts of matter rise up, forming the sun and mo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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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s. Towards the end of a fourth period of 5,400 years, the solid parts
combine. The Book of Changes says, “How great is Heaven, how perfect is
the Earth producing all things, the Earth henceforth is solid”. After a fifth
period of 5,400 years more, all the solids resolve into water and fire, into
mountains, rocks and earth. After a sixth period of 5,400 years, at the end of
another kalpa, all things are reproduced again. Heavenly influences descend
and earth influences rise, and by the union of the two, all living things are
produced. After the seventh period of 5,400 years, men and birds and beasts
are produced. Thus we have the three great powers, Heaven, Earth and Man.
Three Emperors came forth to rule the earth and five sovereigns fixed the
social relations. (Richard 1940: 1-2)

原文共出現了七個“五千四百歲”
，李提摩太認為這個“七”足夠讓
人產生懷疑，文中反覆出現的“再去五千四百歲”、
“又去五千四百
歲”
、“又經五千四百歲”等，被強化翻譯為“the first period of 5,400

years”
、“the second period of 5,400 years”、

“the seventh
…………

period of 5,400 years”，並加上譯者注：The above is a summary of the

Author’s version of the seven days of creation（
. Richard 1940: 2）
。這是
譯者用上帝的創世紀七天說翻譯中國神話裏盤古開天地的傳說，下
麵是《舊約》的“創世紀”前兩段，相對照下會發現兩者在描寫宇宙
起源、萬物生發時非常類似。
In the beginning when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the earth
was a formless void and darkness covered the face of the deep, while a wind from
God swept over the face of the waters. Then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And God saw that the light was good; and God separated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 God called the light Day, and the darkness he called
Night. And there was evening and there was morning, the first day.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a dome in the midst of the waters, and 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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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eparate the waters from the waters.” So God made the dome and separated
the waters that were under the dome from the waters that were above the
dome. And it was so. God called the dome Sky. And there was evening and
there was morning, the second day.

李提摩太運用宗教之間的概念和術語互相解釋，增進理解這一做法
由來已久， 1876 年和 1878 年，山東山西相繼發生災荒，李提摩太前
往傳教和賑災，在這段時間裏，他接觸了伊斯蘭教和道教，正如他
學習《金剛經》的方式，在掌握了整套中國人熟知的宗教辭彙後，
他採用這些辭彙來闡釋基督教的教義，盡可能地避免使用外國術語
（蘇慧廉，2007: 64 ）
。這一用中國本土宗教的概念術語來表達基督
教教義的格義和比附的手段屢見於《西遊記》的李譯本中。
譯者注是譯者在翻譯情節的同時以讀者的身份加入自己的閱讀
體驗，既照顧讀者的理解，又意欲帶來異域體驗的翻譯行為，如 It

weighed 13,500 catties.（about 8 tons.—Tr.）
，譯者在保留原有的中國
使用的重量單位的同時加入了英制單位。
雖然李提摩太承認在《西遊記》中道教和佛教並存，但是在具
體的翻譯策略中，譯者進行了“去道教”的處理。在源語文本第三十
六回至第三十九回“烏雞國救主”
，道士害死國王，自己變身國王強
佔王后。烏雞國王化為鬼魂告知唐僧原委：

“五年前天年乾旱，民皆饑死，寡人淋浴齋戒，晝夜焚香祈禱。如此三
年，只幹得河枯井涸。正在危急之處，忽然鍾南山來了一個全真，能呼風喚
雨，點石成金。當即請他登壇祈雨，只見權杖響處，頃刻間大雨滂沱。寡人只
望三尺雨足矣，他說久旱不能潤澤，又多下了二寸。我見他如此尚義，就與他
八拜結為兄弟。同寢食者二年，又遇著陽春天氣，那時節，文武歸衙，嬪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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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院。我與他攜手緩步至禦花園裏，行至八角琉璃井邊，不知他拋下些甚麼物
件，井中忽起萬道金光。哄我到井邊看寶貝，他陡起凶心，把寡人推下井內，
將石板蓋住井口，擁上泥土，移一株芭蕉栽在上面。”
（吳承恩，2008：254）

這段直接引語在譯文裏被大幅度地節譯，並改寫為間接引語，作為
罪魁禍首的全真道士在譯者的筆下成為“demon”
：
During a long drought he was deceived by a Demon who slew him, and
threw him into a well in the palace garden where he had remained for three
years, after which the Demon had assumed his form and usurped his throne
and deceived everyone. (Richard 1940: 193)

此外，在第六十六回裏眾師徒在小雷音寺遭難，悟空無計可施，前
往武當山求助真武祖師，原文介紹真武為：
淨樂國王與善勝皇后夢吞日光，覺而有孕，懷胎一十四月，於開皇元年甲
辰之歲三月初一日午時降誕於皇宮。
（吳承恩 2008: 458）

譯本為：
Now Chin Wu (the True Conqueror) was the ruler of the Pure Land
Country, and had an all-powerful Queen who, after swallowing a beam of
light, had given birth to a son in A.D. 581. (Richard 1940: 259)

在時間表述上譯者做了很大的改動，開皇元年指隋文帝楊堅登基後
的首年，即 581 年，譯者直接用 581 年表示“開皇元年”
，這樣的改動
似無可厚非，但是譯者對“ A.D. 581”加注為：
If the Nestorians taught that the Spirit of their Saviour had reapp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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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erson of Olopen, the leader of the Nestorian Mission to Sianfu,
then, since we know that the Mission arrived in A.D. 635 Olopen must have
been,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reckoning, fifty-four years of age when he
arrived in China.—Tr. (Richard 1940: 259)

譯者認為真武祖師就是第一個到中國傳播聶斯脫利派基督教的傳教士
阿羅本（Olopen）
，按譯者之意，阿羅本（真武）出生於581年，於635年
到達唐朝的京城長安（Sianfu 為晚清對西安的舊稱）
，並由此推算他到長
安的年齡為54歲。歷史上確有阿羅本該人，景教在635年（唐太宗貞觀
九年）由皇帝下詔准許傳入中國，翻譯經書並建立大秦寺，阿羅本被唐
高宗封為“鎮國大法主”
，景教傳入後一直走上層傳教路線，在官方的庇
佑下“法流十道，寺滿百城”
，盛極一時，但阿羅本就是真武祖師嗎？
這樣的郢書燕說明顯是譯者有意為之，譯者對道教的模糊化處理和道
教人物的篡改體現了他的翻譯理念以及對待源語文本的態度。
如果說上段的增譯有牽強附會之嫌，那麼不得不承認，在原本
《西遊記》裏確實存在道與耶之間的巧合。第八十七回“鳳仙郡冒天
致旱

孫大聖勸善施霖”裏，師徒來到天竺國鳳仙郡，不料該郡三

年大旱，民不聊生，悟空求雨，玉帝道出原因：
那廝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朕出行監視萬天，浮游三界，駕至他方，見
那上官正不仁，將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穢言，造有冒犯之罪，朕即立三
事在披香殿內。
（吳承恩，2008：616）

譯本為：
On the 25th day of the 12th moon, which was the day when the Celestial
Ruler went forth to inspect Heaven and earth. He had found an altar pre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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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orship with showbread, etc. on it in the Feng Shan city, but, owing to a
quarrel between the Prefect and his wife, the altar had been upset and the offerings
prepared for the gods had been thrown to the dogs. This was an offence beyond
pardon, so the prefecture was punished with drought.(Richard 1940: 307)

這裏提到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引起了李提摩太的疑問和聯想，他
給“On the 25th day of the 12th moon”做注，添加了“Does this mean

Christmas day?”的字眼，耶誕節是基督教徒慶祝耶穌基督誕生的節日，
雖然有可能在曆法上有西曆和農曆之分，但譯者的注釋無疑會喚起讀者
對基督教與道教之間的聯繫。另外，此段為節約篇幅，譯者將源語文本
中的直接引語改成了間接引語。採取第三人稱的口吻描述事件，也是譯
文中經常採用的翻譯策略。
李提摩太相信大乘佛教與景教內有淵源，第八十八回“禪到玉
華施法會

心猿木土授門人”講到師徒四人來到天竺的玉華州，教

授三位小王子習武之事，李提摩太譯了兩句詩詞韻文“真禪景象不
凡同，大道緣由滿太空。金木施威盈法界，刀圭展轉合圓通”
：
The true Illustrious Religion is not human,
The great Way, whose origin is in all space,
Whose influence pervades the Universe,
Has balm to heal all suffering. (Richard 1940: 309)

在此處譯者注釋標明文中“ The true illustrious Religion”與《大秦景
教流行中國碑》上所用的詞相同——“ The Chinese name used here is

the same as that used on the Nestorian monument for Christianity.”
（ Richard 1940: 309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旨在紀念基督教
聶斯脫利派在中國唐朝傳教 150 年，由大秦寺僧人景淨（景教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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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為僧以逢迎本土）撰刻，呂秀岩書寫，共 1780 漢字和數十字
敘利亞文， 1625 年（明朝天啟五年）被發掘，現收藏於西安碑林，
文中運用了許多儒道釋經典和中國古代典故來闡釋景教教義，如“
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
。
“ The true illustrious

Religion”指的就是碑文中的“真常之道”
。
三位小王子無力撼動悟空、八戒、沙僧的兵器——棒、鈀、
杖，悟空叫三位“瞑目寧神”
，自己則：
暗念《真言》
，將仙氣吹入他腹中，把元神收歸本舍，傳與口訣，各授得
萬千之膂力，卻像個脫胎換骨之法。運遍了子午周天火候。那三個小王子，方
才蘇醒，一齊爬將起來，抹抹臉，精神抖擻，一個個骨壯觔強；大王子就拿得
金箍棒，二王子就輪得九齒鈀，三王子就舉得降妖杖。
（吳承恩，2008：624）

譯本這樣處理：
Sun told them they must acquire more power, and must first be taught
HOW TO PRAY. He ordered the three young princes to go to a quiet room
where he drew the seven stars of the Great Bear on the floor, and made the
princes kneel on them. He told them to close their eyes, concentrate their
thoughts on some Scripture truth, and let the breath of Heaven enter their
bodies, so that God’s spirit might dwell in their heart. After prayer, they would
receive renewed power, being born again, their very bones being transformed,
and they would become the sons of God. (Richard 1940: 310)

禱告是基督教中重要的祈禱儀式，是向全能的神靈祈求心願的方
式，保羅曾因逼迫基督教徒而雙目失明，後因三天三夜禁食禱告，
才複見光明。從此情節中可看出李提摩太非常重視禱告這一儀式，
他發現佛教念訣誦經的儀式和蘊意與景教是如此的相似，並深信佛
教與基督教的禱告如出一轍，讓禱告人成為神的子民，並賜予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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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和奇跡，因而用大寫的方式“ HOW TO PRAY ”刻意強調。如
果說上段的增譯有牽強附會之嫌，那麼不得不承認，在原本《西遊
記》裏確實存在道與耶之間的巧合。
第九十八回“猿熟馬馴方脫殼

功成行滿見真如”講述唐僧師徒

行到靈山下的淩雲渡，坐無底船後終於脫了凡胎見佛祖。原文為：
四眾上岸回頭，連無底船兒都不見了，行者方說是接引佛祖。三藏方才
省悟，急轉身，反謝了徒弟。行者道：
“兩不相謝，彼此皆扶持也。我等虧師
父解脫，入門修功，幸成了正果；師父也賴我等保護，秉教加持，幸脫了凡
胎。”
（吳承恩，2008：693）

李提摩太將英文標題簡明扼要地譯成“The Mortal Body Cast Aside”
，
譯文如下：
When the four pilgrims looked round, the raft had disappeared. Sun
the Practical told them that this Pilot was Fo Tsu, the Buddhist founder of
Religion welcoming them to Paradise. It was now that the Master understood.
Then he quickly turned round and thanked his disciples. Sun replied, “Let
neither of us thank each other, for we all helped one another. Thanks to our
Master, we were saved by joining religion. Happily we have succeeded in
bearing good fruit, and we were able to defend our Master and persevered, till
he was able to cast off the mortal body. (Richard 1940: 335)

在李提摩太的改寫下，原文的“入門修功”譯成了“we were saved by

joining religion”
，一種宗教的力量演化成了宗教聯合的作用，體現了
譯者宗教對話和合作，反對唯我獨尊的宗教獨裁的思想。
在第一百回“徑回東土

五聖成真”裏，唐僧被描寫成一個由原

始佛教轉向大乘佛教的信徒，有趣的是，在如來佛與唐僧的對話裏：

25

《翻譯季刊》第八十期

“Holy monk, in a former life you were my disciple, second in rank,
called Kin Shen. But, because you did not study carefully, and looked down
on our great religion (Nestorianism) you were condemned to be re-born in
China.” (Richard 1940: 359)

李提摩太添加了Nestorianism，大乘佛教在譯者的格義下等同於景教。
在結尾處，眾人合掌念頌眾佛時，譯者將原文的“南無婆留那佛”
、
“南
無那羅延佛”和“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翻譯為“Varuna”
，
“Brahma the

Creator”
，
“Mohammed of the Great Sea”
，認為原作者讚頌了印度教裏
的天神伐樓拿（Varuna）
、大梵天四面佛（Brahma）和伊斯蘭教的穆罕默
德（Mohammed）
，這些內容都表明了李提摩太對原作的宗教改寫，彰
顯了他對世間各種宗教的“一視同仁”的態度。

2.2 省譯
李提摩太反對宗教獨裁，認為真正的宗教應該“成全”
（fulfil）
，
世界上六大宗教（儒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宜和諧共處。作為一名英國新教傳教士，他對佛教及中國本土宗教研
究多年，自認為在《西遊記》裏發現了景教這支基督教的昔日教派與
大乘佛教的淵源關係，並意識到基督教與大乘佛教在救贖信仰上的相
似之處，他強調佛耶的似與同，認為佛教是基督教的另外一種表達方
式，藉以加深基督教的教義，而該作品的文學旨趣與翻譯無關。
基於此，李譯本《西遊記》中省略了多處的描寫，大幅度壓縮
了原文的容量，省譯的部分主要有：一、大部分的詩詞韻文；二、
景物描寫；三、人物對話；四、打鬥精彩片斷；五、情愛描寫。譯
者如此省略是有自己的取捨標準的，他要呈現的面貌不是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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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宗教史詩，不是情節的跌宕起伏而是道德的重生救贖，省譯的
功能在於，能突出譯者要表達的重點，減弱文本的文學審美，增加
宗教寓意。
如原文本中第二十七回的經典故事“三打白骨精”
，譯者對遇妖 降妖模式進行了極其簡略化的處理，省去了原文大量的對話、打鬥場
景和師父恨逐悟空的波折，只餘下寥寥兩段進行勾勒：
In the meantime a fairy came, saying that she had brought some food
to give to the travelling priests. But it was a witch with some poison, and
the Master would have taken it but for the Monkey, who returned with the
peaches just in time. He suspected the witch and killed her, but he was blamed
by the Master for his vengeance, and he would have been dismissed, but by
begging hard he was permitted to continue, on condition he behaved better.
Then there appeared an old woman of eighty, whom the Monkey
attacked and killed. On they went, and met an old man, reciting his prayers
on the road side. Pa Kiei said, “This old man must be a relative of the women
just killed.” So Sun struck him dead. (Richard 1940: 172)

在第五十九回、第六十回和第六十一回的“三借芭蕉扇”裏，原文花了
大量的篇幅描寫孫悟空與鐵扇公主和牛魔王的激烈鏖戰，雙方鬥智鬥
勇，比拼變身術，廝殺得難解難分，驚動了四方眾神前來相助：
那牛王捨命捐軀，鬥經五十餘合，抵敵不住，敗了陣，往北就走。早有
五臺山碧魔岩神通廣大潑法金剛阻住喝道：
“牛魔，你往哪裡去！我蒙佛祖差
來，布列天羅地網，至此擒汝也！”正說間，隨後有大聖、八戒、眾神趕來。
那魔王慌轉身向南走，又撞著峨眉山清涼洞法力無量勝至金剛擋住。牛王急抽
身往東便走，卻逢著須彌山摩耳崖毗盧沙門大力金剛攔住。牛王又悚然而退，
向西就走，又遇著昆侖山金霞嶺不壞尊王永住金剛截住。那老牛見四面八方都
是佛兵天將，真個是羅網高張，不能脫命。正在倉惶之際，又見行者帥眾趕
來，他就駕雲頭，望上便走。卻好有托塔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領魚肚、藥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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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靈神將，漫住空中，叫道：
“慢來！慢來！吾奉玉帝旨意，特來此剿除你
也！”
（吳承恩，2008：428）

原文本中出現了四大金剛、六甲六丁、護教伽藍、托塔天王等眾神，
並詳細描寫了如何在東、西、南、北、上這五個方向攔截並降服牛魔
王，但在譯文中只用了這樣的簡略描述：
As this Ox-headed Demon was so terrible, both Buddha in Heaven and
the Taoist Celestial Ruler sent down whole legions of celebrated warriors to
help the Master’s party. The Demon tried to escape by the North, by the
South, by the East and by the West, but in all these efforts he was baffled.
(Richard 1940: 249)

可見，李提摩太無意讓讀者瞭解佛教各神的具體名字，在第二十三回
的“四聖試禪心”中，原文羅列出四神的名字為黎山老母、南海菩薩、
普賢菩薩和文殊菩薩也在譯文裏以“fairies”
（Richard 1940: 166）籠統
代之，因此，他的目的不是要向讀者介紹和闡發佛教的內容，而是表
明人類應在懲罰和教訓中提升道德、明心見性的哲理。
出於對原文本主題的理解，譯者對《西遊記》中涉及情愛的描
寫也大量刪節，如第五十四回西梁女兒國留婚、第五十五回蠍子精
強擄、第六十四回杏仙留情等。這些兒女情長被稱為唐僧西天取經
的第一大難，因為心魔遠勝於其他的困難，但在譯者的筆下卻惜墨
如金，從簡處理。如女兒國和蠍子精之難這兩章均只各用了一段述
其梗概：
The Queen of the Amazons desired the Master to marry her and remain
as King of the country. Sun, not wishing to offend her, agreed to certain
arrangements but stipulated that his passport be sealed, and the disciples
should be allowed to leave to fetch the Scriptures at once. The Master w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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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the city to bid farewell to his disciples. The Queen took the Master in
the carriage with her. But when the disciples took leave, the Master begged the
Queen to excuse him, as he intended leaving with them. Seeing she was very
unwilling, Pa Kiei and Sa Seng told her that Priests did not marry, and at last
spoke rudely to her. (Richard 1940: 231)
In the whirlwind there came a she-devil who carried the Master away
to the Pipa cave. Sun and Pa Kiei followed, but she drove them back by her
sting, as fearful as that of a scorpion. Kwanyin then came to their rescue and
said, “Get the morning-star cock to come, and he will eat up the scorpion
devil and deliver your Master.” The star came, the she-devil was killed, and
the Master was delivered. Then the pilgrims went on their westward way.
(Richard 1940: 232)

譯者對目的文本的省譯無處不透露出他對原文本的主題、人物和情節
的理解，凡是與主題無關的，對西方讀者理解譯者腦海裡佛教這一實
際上暗含著基督教義的宗教沒有幫助的，譯者認為無需交待清楚，只
須給出大致情節即可。

三、結語
本文旨在分析晚清傳教士譯者李提摩太如何認識和處理源文本，
其對原作的主題、人物和情節的認識受到外部環境和個人認知的雙重
影響，堅信此書可以解釋景教在華風行兩百餘年後的消亡之謎，《西
遊記》由源語語境中代表儒道釋三教的古典文學名著轉變為充滿宗教
和哲學寓意的自我提升之教典。
在翻譯實踐中，李提摩太增加了基督教的釋義和術語，運用了大
量格義比附的手法：視大乘佛教為基督教在亞洲的派生表達，視唐僧

29

《翻譯季刊》第八十期

為基督教的先驅保羅，兩種宗教的教義和儀式不可思議地相似，《西遊
記》裡體現的是早期基督教——“景教”的另一種存在，這些宗教認識
奠定了翻譯實踐的基調，確定了譯本強化宗教哲理和超凡入聖的主題。
因此，李提摩太對譯本結構進行了有選擇地詳略處理，頭七回、第十一
回和最後三回由於涉及故事的交代、取經的始末和宗教的意識故均採取
全譯或詳譯，其餘各回情節模式大同小異，均為師徒三人遇妖、受困、
鬥妖、降妖的過程，因此被譯者大手筆地刪減，只留下梗概。
在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的具體翻
譯策略裡，譯者刻意模糊佛教色彩，冠以基督教的辭彙或尋找上義詞代
替，目的在於彰顯基督教的教義，譯本除了省譯原文中與基督教無關
的景物描寫、固定化的降妖情節、人物對話、打鬥場面、詩詞韻文等之
外，還化盤古開天地為上帝創世紀，介紹道教的真武祖師為景教傳教
士阿羅本，並“考證”
《西遊記》有字句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所
用的詞一樣，由此推理大乘佛教就是景教，在故事結束時更直接把唐僧
當年被貶的緣由說成是無視景教而致，如此明顯的郢書燕說雖然牽強附
會，但卻能折射出譯者與文本之間鬆散的關係，譯者對譯本的增減與騰
挪顯示了譯者作為傳教士身份立足於基督教的宗教認識，體現了其基督
教本位的立場，這種強烈的援佛入耶宗教觀，一方面使其他宗教能夠進
入基督教的話語系統，獲取精神資源，另一方面也使基督教得以延續生
命力，獲取新的社會文化生長空間，這一翻譯目的印證了譯者宗教信仰
的內心表白，並最終決定了他對文本的判斷和改寫。

注 釋
[1]

中文名為《出使天國：一部偉大的中國諷喻史詩》，亦稱《天國求經記》
、《聖僧天國之
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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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廣學會（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s Depot）1913年初版印500冊，共363頁，1940
年再版。

[3]

“China has a magnificent literature on its ow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econd to none in
the world, but it has no literature on the civilization of other countries or the world as a
whole. In these days of universal progress China is helpless and hopeless without new wider
literature on the progress of all mankind” (The 26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8).

[4]

“Although the Epic is not ranked among the Sacred Books, yet it is full of wise maxims of
religious, moral,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Richard, Timothy 1940: xi).

[5]

“a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dealing with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the evolution of
monkey to man, the evolution of man to the immortal, and revealing the religion, science,
and magic.”Richard, Timothy (1940: Contents Page).

[6]

晚清李提摩太在華時，坊間將邱處機所述《長春真人西遊記》與小說《西遊記》混淆，以
訛傳訛，為時代淵源所致。

[7]

“Still, great as is China’s need of reform in ever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the greatest
need is moral regeneration. Reform and regeneration should go on simultaneously.” (The
26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2).

[8]

“No modern book in the Wes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haracter more than this
does.” (Richard, Timothy 1940: xiii).

[9]

“To all devout and intelligent brothers and sisters both of the East and of the West who
endeavour to understand and co-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upholding of righteousnes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all wrong so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shall be establishe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is Epic and Allegory is affectionately dedicated; Those who read the
adventures in the book without seeing the moral purpose of each miss the chief purpose of
the book. Those who may be disposed to criticize the imperfect character of the converted
pilgrims, must remember that their character is the process of being perfected by the varied
discipline of life.” (Richard 1940: Front Page).

[10]

“When I translated that masterpie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i Yu Ki,” which I published
in 1913, under the title of “A Mission to Heaven,” it was evident to me that the book was
constructed on profound Christian philosophy. The leader of the expedition, the Master,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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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llegorical figure of Jesus Christ, and is the helper in all difficulties, and the agent in the
conversion of each one of his party, turning the proud, masterful monkey to repentance and
a right use of his intellectual gifts, converting the low, selfish tastes of the pig into desires
for high self-sacrifice, changing the conceit of the dolphin into humility and the stupidity of
the dragon into usefulness, so that after all have led lives of service for the salvation of men,
they are received into heaven, where God rewards them with immortal glory. No doubt was
left in my mind but that the work was that of a Christian who sought to evangelize China.
But time will be needed before many readers will fully comprehend its teaching.” (李提摩太
著，李憲堂，侯林莉譯 2005: 329).
[11]

“It is a common error of translators to translate the same word always by the same word.
As the same word in different connections often has different meanings, and the translated
word, however literal, does not always cover exactly the same amount of meaning as the
original, I have endeavored to give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although the English
rendering may be by different words in different places.” (Richard, Timothy 1910: 51-52).

* 本文為 201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二十世紀《西遊記》外籍譯者英譯單
行本研究”項目、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 2016 年度項目“外語學科專
、2015年廣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
項”——“《西遊記》外來譯者之英譯單行本研究”
、2014年廣東工業大學“質量工程”項目（261541443）
、國家語
劃項目（261573425）
、2015年全國翻譯專業學位研
委“十二五”科研規劃2015年度重點項目（ZDI125-49）
究生教育研究項目（MTIJZW20150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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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建構的多元訴求：
20世紀30年代的《大地》中譯本

梁志芳

Abstract

Multiple Quests for Building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Good Earth in the 1930s (by Liang Zhifang)
Translation ca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building.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did play a part
in building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mainly through the way of depicting a
variety of “images of China” in literary works. Pearl S. Buck’s masterpiece,
The Good Earth,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estern works on China
in the 1930s. Largely on the strength of this novel, Buck became the first
female American novelist to wi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38.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questions of how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Good Earth rewrite the China image projected by Pearl Buck, and how
these rewritings can be read as attempts to re-imagine the Chinese nation,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 roles translations can play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building.

一、引言
現 代 民 族 的 形 成 需 要 一 個 長 期 持 續 的 民 族 建 構（ n a t i o n -

building ）過程。[1] 所謂民族建構，指的是民族共同體的一系列共用
價值、文化與民族認同的傳遞、發展與強化，以及民族身份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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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與建構（ Smith 1995: 89 ）
。作為一種“想像的共同體”
（ imagined

community）
，民族的形成有賴於民族成員通過各種文化手段或途徑對它
進行“想像”與建構（Anderson 1983）
。最初興起於18世紀歐洲的兩種想
像形式——小說與報紙——為“表述”
（re-present）民族提供了技術手段；
民族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過文字（閱讀）來想像的（同上: 30）
。18世紀印
刷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小說與報紙成為大眾消費品被廣泛傳播與閱讀，
從而使越來越多人用這種深刻的新方式思考自身，並將自己與他人關
聯起來。通過小說與報紙聯結而成的讀者群，奠定了民族意識的基
礎，形成了民族這一“想像的共同體”的胚胎。拉丁語的衰亡與民族
語言的產生亦是決定民族興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同上：24-25）
。民族
語印刷品（主要是小說和報紙）的廣泛流傳有效地傳播了民族意識，
為“想像”民族提供了媒介，閱讀這些印刷品的公眾則構成了民族的
基礎與原型。
安德森通過分析現代小說的結構與敘事技巧，探討了文學作
品如何“表述”人類對民族的“想像”
（同上： 30-37 ）
，他的這一嘗試
直接影響了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興起于英美文學界的民族主義研究
風潮。霍米‧芭芭（ Homi K. Bhabha ）的《民族與敘事》
（ Nation and

Narration 1990）便是這方面較早期的成果。芭芭認為，文學參與了
民族的“想像”
、書寫了民族，
“民族的形成是一種文化指稱（ cultural

signification）行為，是對社會生活而不是社會政治制度的文化表述”
（ 1990: 1-2）
。質言之，民族建構過程包含了一個文化表述過程，民
族成員通過各種文化手段來“表述”
、“想像”民族，文學就是其中一
種重要的文化手段。作為文學的一個分支，翻譯文學在民族建構過程
中也發揮了積極作用，翻譯是民族建構的一種重要途徑。
中國的民族建構已歷經百年，晚清以來中國人一直在試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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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何為中國人？何為中國？”這一百年歷史命題。[2] 1840 年鴉片戰
爭使“天朝上國”的中國形象遭受致命打擊，如何重建中國在世界格
局中的新形象成了現代中國人為之奔走呼號的世紀工程。 20 世紀中
國（翻譯）文學參與建構新的民族國家，主要通過在文學作品中塑造
各種“中國形象”這一方式來進行。[3] 晚清、五四、1930年代、1950-

1960 年代、 1980 年代等民族建構的關鍵時期，文學、藝術領域均湧
現了大量“中國形象”書寫。[4] 作家、詩人、藝術家、翻譯家們從不
同角度去書寫、描繪、“想像”中國。他們通過對中國形象的反復尋
找、表述或者重建，來表達他們重建“中國”
、重塑“民族”的理想與
決心，進而實現其對民族建構的個人訴求。那麼，中華民族百年的民
族建構過程中，翻譯或翻譯文學是如何參與其中的？有哪些具體途
徑與策略？作為知識份子的譯者如何通過翻譯表達他們重塑“民族”
的理想與希冀？諸如此類，卻鮮有學人論及。為此，本文以《大地》
（The Good Earth）1930年代的三個中譯本為中心，對上述問題進行討
論，以期對翻譯與現代中國民族建構之間關係的研究有所推進。

二、
《大地》及其中譯本簡介
《大地》是美國女作家賽珍珠（ Pearl S. Buck, 1892-1973）的代表
作。1938年，賽珍珠主要憑藉《大地》對中國形象的成功塑造獲得諾貝
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以寫中國題材作品而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被譽為“自十三世紀的馬可‧波羅以來描寫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西方人”
（ Thomson 1992: A15 ）
。《大地》在南京創作完成，於1931年3月在
美國出版，是 1931 、 1932 年最暢銷的作品（ Conn 1996: 123 ）
，也是
“美國小說史上最著名的暢銷書之一”
（Doyle 1980: 29）
。在1930、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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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美國、中國乃至全世界，《大地》都具有廣泛影響。根據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1970年的一項調查，當時《大地》已被翻譯成145種不同
語言和方言在世界各地傳播，賽珍珠是截至1970年被翻譯最多的美國
作家（Conn 1994: 2）
。美國歷史學家伊薩克斯（Harold Isaacs）指出，
《大地》是1930年代西方描寫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之一：“沒有任
何一本書能像《大地》那樣影響廣泛。幾乎可以說，賽珍珠為整整一
代美國人‘創造’了中國”
（1958: 155）
。
《大地》在西方的中國形象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為 1930 年代
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中國形象向肯定、積極方面轉變發揮了重要作用
（ Yoshihara 2003: 151 ）
。 1930 年代，美國的中國形象發生根本性轉
變，美國人開始以不同的方式想像中國：中國不再是陌生、原始、
野蠻、異域的國度，而是受美國保護、監護的弱者，是美國利用其進
步的民主、道德、文化進行改造“拯救”的對象。而1931年《大地》
在美國的出版與廣受歡迎則是這一轉變的重要標誌。對美國人而言，
中國不再是神秘、遙遠、無時間性（timeless）的國度，中國人也不再
是“異教徒”或“傅滿州”式的惡棍，賽珍珠為美國對華態度的轉變付
出了巨大努力（同上）
。
在1930、40年代的中國，賽珍珠與《大地》成了轟動一時的文化
事件，她的大部分中國題材作品均被譯成中文，甚至在她獲諾貝爾文
學獎後還出現了搶譯其小說《愛國者》
（ The Patriot）的現象。各種期
刊、雜誌刊登了大量評介賽珍珠的文章，大家褒貶不一，爭論的焦點
是《大地》描述的中國形象是否真實。魯迅、茅盾、巴金、葉公超等
文化名人的加入，則使得這場爭論更趨白熱化。據筆者考查，這一時
期共有六個不同的《大地》中譯本，其中三個全譯本，三個編譯（節
譯）本。 [5] 全譯本包括：
（ 1 ）1932 年，當時中國最有影響的綜合性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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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東方雜誌》第 29 卷第 1-8 號刊出了宜閑（胡仲持筆名）翻譯的《大
地》，1933年胡仲持的譯文集結成書，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至1949
年共發行12版之多，是該時期最受歡迎的譯本；
（2）1933年，北平志
遠書店推出了張萬裡、張鐵笙合譯本（上、下冊）
；（3）1936年、1948
年上海啟明書局與古今書店分別出版了《大地》由稚吾譯本，期間，
該譯本1945年曾改署羅致，由重慶新中國書局再版，[6] 三家出版社均
將《大地》作為“世界文學名著”推出。本文將重點考查以上三個全譯
本，以下簡稱胡譯、張譯與由譯。
鑒於《大地》在西方的中國形象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中國形象
真實性與否在1930年代的中國所引發的熱議，本文圍繞《大地》中譯
本之中國形象建構，探討中譯本如何描述中國、重新建構民族自我形
象，中譯者如何借此表達他們對“中國”與“中華民族”的“想像”與期
待，以及他們對民族建構的個人訴求，
《大地》中譯如何參與到現代中
國的民族建構這一宏大工程之中。為了論述方便起見，本文接下來將
源文本的中國形象分解為中國農民形象、父權統治的封建中國形象以
及淫亂縱欲的中國形象這三方面，考察它們在三個中譯本中的呈現有
何不同，並論述出現這種不同的原因。

三、《大地》中譯本對中國農民形象的塑造
首先我們來看三譯本對中國農民形象的刻畫。《大地》對中國農村
社會、中國農民生活進行了生動描繪，王龍是最主要的人物，是小說
著力刻畫的中國農民的代表。《大地》雖然對以王龍為代表的中國農民
進行了人性化描寫——王龍具有勤勞、善良、頑強不屈、熱愛土地等
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賽珍珠依然將中國農民置於與西方人完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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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他者”位置。在她筆下，中國農民是封建、愚昧、盲目無知、懶
惰、貪婪、勢利的，他們始終生活在自己狹小、封閉的世界中，對外
部世界正在發生的“革命”與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等變化充耳不聞。
那麼，1930年代的中譯者如何看待、處理《大地》所刻畫的農民
形象呢？研究發現，他們對此持三種不同態度。其一，具有左翼傾向
的譯者由稚吾，[7] 對《大地》的中國農民形象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他
在其譯者序開篇便指出，“她（賽珍珠，筆者注）的父親賽祥琴博士，
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先鋒隊，一位傳教士……為了傳教的關係，和中
國人民發生密切接觸”
（由稚吾，1936: 1）
。《大地》之所以能博得“虛
名”
，是因為“我們這個東方大國的神秘，被暴露了一部分的緣故”
；
而《大地》描摹中國“失卻真實”的地方，“便是譯者節刪的主要一部
分”
（同上）
。因此，他通過刪減、改寫、增飾等方式對中國農民形象
“失卻真實”的地方進行了徹底“改造”
，旨在提升農民形象，使他們
符合左翼人士為之設定的中華民族優秀代表的身份。
其二，譯者胡仲持受其中西文化調和折衷思想的影響，[8] 對《大
地》的農民形象持褒貶參半的態度。一方面，他認為王龍是中國“農
村社會窮苦、愚昧、‘靠天吃飯’”的農民的典型（宜閑，1932: 30）
，
“其前半的生涯代表著顛沛流離的饑餓的貧農，後半則代表著生活優裕
的富農”
（胡仲持，1933a: 3）
。另一方面，胡仲持又認為，
《大地》表現
的中國農民，
“有不少地方，因為偏於想像的緣故，似乎有些離奇，而
不近情”
（宜閑，1932: 30）
。從這一態度出發，胡仲持對源文本中的中
國農民形象進行了篩選與改造，只傳達自己認同的部分。他在其譯文
的短序中曾指出，
“我卻以為中國的命運全系於這些哀苦無告的農民，
我們要使中國得救，首先應該徹底地認識他們”
（同上）
。胡仲持借助
《大地》譯文，表達了他個人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對如何“使中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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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重建中華民族的見解。
其三，兩位推崇西方文化的合譯者張萬裡與張鐵笙， [9] 則完全
認同賽珍珠對中國農民的描述。張鐵笙認為《大地》
“毫無隱晦地表現
了……一般農民的思想”
，這是因為——
“王隆（即王龍，筆者注）的時代，仍在盤踞著我們所處的這個空間：
貧窮，愚拙，盲目，流離，貪汙，自私，仍舊主宰著我們的社會；發財，
投機，買地，娶姨太太，生小孩子的觀念……牢牢地抓住每個農民的思想意
識”
。（張鐵笙，1933: 2）

也就是說，張鐵笙認為，中國農民與王龍一樣貧窮、愚拙、盲目、自
私，納妾、傳宗接代等封建思想仍佔據著他們的頭腦。張萬裡則大為欣
賞《大地》所表現的王龍對土地的熱愛，認為《大地》是描寫中國“鄉農
意識中土地觀念的偉著”
，中國農民和王龍一樣“愛田地甚於愛他的一
切”
，並且“無條件地接受了命運的支配”
（張萬裡，1933: 1-2）
。因此，
兩位譯者在譯文中甚至強化了賽珍珠對中國農民的描述，試圖通過否
定、審判民族“自我”來提高西方“他者”經驗的權威性，以西方為模式
來重建中華民族。
本文試以三譯本對中國農民蓄辮以及愚昧、無知描寫的翻譯，來
說明上文所提到的三譯本對中國農民形象的不同處理方式。

3.1 中國農民蓄辮
源文本中，中國農民的迂腐集中體現在王龍對待其長辮的態度
上。王龍一直留著當時大部分中國男性早已剪掉的長辮，並視之為命
根子。任憑外人勸說或者諷刺挖苦，他仍固執地留著長辮，直到後來
迷上妓女荷花才在她的慫恿下剪掉。
《大地》有關中國男性蓄辮的描寫
在1930年代的中國引起了極大反感。胡風在〈《大地》裡的中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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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提到，他見過一幅題為〈《大地》的主角〉的漫畫，所畫的不是人
而是辮子、小腳、尿壺、鴉片煙槍等（胡風，1936: 310 ）
。那麼，三
個中譯本是如何處理王龍長辮的呢？請看表一。
表一：三譯本對王龍長辮的處理
第1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4章

第18章

第19章

出現5處王
龍在自己的
大喜之日梳
洗辮子、剃
頭的描述

出現1處北
方城裡的
車夫諷刺
王龍辮子的
描寫

出現2處王
龍的長辮遭
到城裡人、
革命青年取
笑的場景，
他的辮子被
人取笑為
“豬尾巴”

出現5處王
龍在自己的
大喜之日梳
洗辮子、剃
頭的描述

出現1處剛
富起來的王
龍去茶館喝
茶時依然
留著長辮的
描寫

王龍為了討
好妓女荷花
剪掉辮子
後阿蘭的
驚愕

由譯

全刪

刪除

刪除

全刪

刪除

刪除

胡譯

全刪

刪除

刪除

全刪

刪除

刪除

張譯

基本保留，
只刪除2處
王龍梳編辮
子的描述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源
文
本

從上表可見，由譯、胡譯對源文本有關王龍留長辮的描寫採取
完全抵制的態度，將它們一律刪除未譯出。張譯對之則比較包容，基
本保留了源文本中王龍蓄辮的外貌描寫。這是因為，在具有左翼傾向
的譯者由稚吾看來，作為中國革命中堅力量的先進分子，中國農民不
可能愚昧迂腐到仍留著長辮，因而在其譯文中“改造”了王龍的外形，
將其長辮完全刪除未譯。譯者胡仲持則認為，
《大地》對中國農民蓄辮
的描寫，
“似乎有些離奇，而不近情”
（宜閑，1932: 30）
，因而在其譯
文中亦沒有任何體現。張譯的譯者張萬裡、張鐵笙則不同，他們對民
族“自我”持完全否定的態度，認為中國農民正如賽珍珠小說中那樣
愚拙、落後、迂腐，因而在譯文中基本保留了王龍的辮子。本文重點
分析三個譯本對第19章中王龍辮子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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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en she (即王龍姨太太荷花，筆者注) laughed at the braid of his
hair, although part of every day he spent in braiding and in brushing it, and
said, “Now the men of the south do not have these monkey tails! ” he went
without a word and had it cut off, although neither by laugher or scorn had
anyone been able to persuade him to it before.
When O-lan saw what he had done she burst out in terror,
“You have cut off your life!” (Buck 1931/1995: 106)（底線為筆者所
加，以下均同）
由譯：
全部刪除（由稚吾，1936/1959: 96）
胡譯：
全部刪除（胡仲持，1933/1949: 169）
張譯：
當她笑著他每日留心梳刷的長辮子，說“南方的人們都沒有這種猴兒
尾巴了”的時候，他一句話也沒說，便把它剪掉了，雖然在從前，鄰居們也
都嘲笑過他，但沒有一個人勸說得動他的。
娥蘭（即阿蘭，筆者注）看見了他作的事，愕然地道：

“哦，你把你的命剪斷了”！ （張萬裡、張鐵笙，1933: 247-248）

小說最後安排王龍在妓女荷花的慫恿下剪掉辮子，可謂“別有用心”
：剃
頭匠、革命青年、城裡的普通老百姓曾多次勸說王龍剪辮子，卻只有荷
花勸說成功。王龍只聽從他所迷戀的妓女的勸說，體現了色欲對王龍的
重要性以及王龍的好色，這與小說中其他章節有關中國人淫亂、荒淫無
度的描寫相呼應。由譯、胡譯將此部分整體刪除，而張譯則保留。總體
說來，張譯較好地再現了王龍為了討好荷花把自己心愛的辮子剪掉的那
種迫不及待的心情：第一，原文“in braiding and in brushing it”用兩個
“介詞 + 現在分詞”的列結構充分體現了王龍梳洗辮子時的小心翼翼及
對它的喜愛，張譯“梳刷”的效果雖然不及原文，但它增添了“留心”進
行補償；第二，原文“without a word”體現了王龍為了贏得荷花的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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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猶豫地剪了辮子，張譯“他一句話也沒說，便把它剪掉了”的效果
基本與原文相當；第三，阿蘭的反應“You have cut off your life”大致是賽
珍珠從漢語“你把命根子給剪了”直譯而來，體現了王龍視辮子如命根
子的觀念，張譯“你把你的命剪斷了”基本體現了辮子對王龍的重要性。
當然，張譯的此處譯文也 非盡善盡美。筆者認為它至少有兩處
不妥的地方：其一，
“the men of the south”被譯成“南方的人們”不
妥，這裏men之前有定冠詞the修飾，應該指的是“男人”而非泛指“人
們”
，況且中國女性特別是封建女性有留長髮或長辮的傳統，張譯“南
方的人們都沒有這種猴兒尾巴了”會讓讀者誤以為南方的女人也不留
辮子了，這顯然與賽珍珠的本意不符；其二，此處原文沒有具體指出
以前嘲笑王龍辮子的人是哪些人，只用“anyone”一概而過，而張譯將
之明晰化為“鄰居們也都嘲笑過他”
，但這與小說前部分的描述不符。
事實上，小說中嘲笑王龍辮子的人主要是第1章的剃頭匠、第14章的
城裏人與革命青年，根本不是張譯此處的“鄰居們”，細心的讀者肯定
會對此產生疑惑。據筆者推測，張譯此處之所以會犯這種前後矛盾的
錯誤，應該與兩人合譯有關。該譯本1-18章為張萬裡所譯，19-34章為
張鐵笙所譯，而此處的描述剛好處於19章，後部分譯者張鐵笙翻譯時
可能未細讀前部分的相關內容，因而導致了這種錯誤。

3.2 中國農民的愚昧、無知
《大地》還從多方面刻畫了王龍的愚昧、落後、無知，這突出地
表現在他對中國革命與帝國主義侵華的無知。小說第12、14、32、34
章出現了多處愛國青年或王龍的兒孫向他宣傳中國革命的場景，王龍
對此不是置若罔聞、便是答非所問，其愚拙無知暴露無遺。試看第12
章逃荒到南方大城市的王龍見到年青人進行愛國演講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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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nd the young man said that China must have a revolution and
must rise against the hated foreigners, Wang Lung was alarmed and slunk
away, feeling that he was the foreigner against whom the young man spoke
with such passion. And when on another day he heard another young
man speaking—for this city was full of young men speaking—and he said
at his street corner that the people of China must unite and must educate
themselves in these times, it did not occur to Wang Lung that anyone was
speaking to him. (63)
由譯：
那年青人說，中國必需有一次革命，必需要排外，那時候王龍以為自
己便是外國人，不禁心裡一慌，便悄悄地溜走了。  
（57）
胡譯：
那年青人說，中國必須來一個革命，必須起來反對可憎的外國人，那
時候，王龍覺著自己便是那年青人的氣昂昂的話語裡所反對的外國人，不禁
心裡一慌，便悄悄地溜掉了。又有一天，他又聽得一個年青人講著——原來
這城市裡滿是演講著的年青人——那人在街角說，現今時候，中國人必須聯
合起來，必須注重教育，那時王龍也沒有覺到那人正對他講著。  
（97-98）
張譯：
那青年人說，中國必須有一次的革命，必須起來反對可惡的外國人。王
隆便吃驚地偷著走開，覺著自己就正是那青年人所說要反對的外國人。當另
外的一天，他又聽見另一個青年人演說——原來在這個城市裡，是充滿青年
人演說——他在那街上一個拐角的地方說，在這個時候，中國人必須大聯合
起來，他們必須受教育，王隆沒有想到，那人是正向他說著。
（142-143）

原文記敘了兩位青年向王龍宣傳革命與愛國的場景。胡譯與張譯將二
者的宣傳保留，由譯則只保留了前一場景，將後一場景完全刪除未
譯。這是因為，由譯的譯者由稚吾具有明顯的左翼傾向，在他看
來，中華民族的優秀代表中國農民已經完全擺脫了阿 Q 那樣的奴性
形象，已成長為階級覺悟高、反抗性強、有組織性、有革命性的
革命英雄，他們是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鬥爭的主力軍。因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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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描述的王龍對中國革命的愚昧與麻木是他無法接受的，所以
他才將第二場景完全刪除。此外，就第一場景的翻譯而言，由譯與
其他兩個譯本還有一處較大差異：它將“must rise against the hated

foreigners ”譯為“必需要排外”
，與胡譯、張譯的“必須起來反對可
憎 / 可惡的外國人”相比，“必需要排外”所體現的反抗外敵入侵的決
心更大，由譯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愛國青年的革命熱情。由譯受左
翼意識形態的影響，一方面大大弱化了王龍的愚昧無知，另一方面
強化了愛國青年反對帝國主義的決心。
胡譯與張譯將二位青年的宣傳保留，這是因為其譯者認為中國農
民有愚昧落後之處。胡仲持曾指出，所謂的“高等華人”的“通弊”，在
於他們“不願意外國人知道我們大多數平民的窮苦和愚昧”
；事實上這
沒有什麼“丟臉”的（胡仲持，1933b: 738）
。在張譯的兩位譯者看來，
“貧窮，愚拙，盲目……仍舊主宰著我們的社會”
（張鐵笙，1933: 2）
。
胡譯與張譯基本譯出了原文的內容，但兩者對第二個場景最後一句的處
理稍有不同。原文“it did not occur to Wang Lung that anyone was speaking

to him”
，表示王龍沒有想到青年是在向包括他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進行
愛國宣傳。王龍身為中國人，理應對此有所反應，但他卻以為青年根
本不是在和他說話，由此可見他真是愚拙落後之極。張譯“王龍沒有想
到，那人是正向他說著”忠實傳達了原文的意義，而且它將原文的長句
一分為二變為兩個短句，語氣更為強烈，由此體現的王龍的愚昧無知
也稍有加強。胡譯“那時王龍也沒有覺到那人正對他講著”沿用了原文
的長句，但“沒有覺到”在表現王龍的感受上與原文的“it did not occur

to…”有一定差別。“沒有覺到”是說王龍“沒有意識到”，表明王龍只
是在第一感覺、表面上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也許在深層意識中或
仔細思考後他會發現自己是愛國青年宣傳的對象；而“it did not oc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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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是說王龍“沒有想到”，表明王龍在深層意識中或仔細思考後還是
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因此，胡譯所體現的王龍的愚昧無知稍有減弱。
概言之，由譯所表現的中國農民，幾乎完全過濾掉了中國農民對
革命與抵抗外敵入侵的愚昧無知，封建落後的長辮等落後特徵；胡譯則
完全剔除了王龍長辮的描寫，大大淡化了中國農民的愚昧無知；張譯則
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源文本對中國農民各種落後特徵的描寫。三個譯本
對中國農民的不同刻畫，體現了它們對“中國”
、
“中華民族”的不同想像
與期待，表達了譯者對民族建構的不同訴求。

四、
《大地》中譯本對封建中國形象的翻譯
接下來我們分析三個譯本對父權統治的封建中國形象的翻譯。在
《大地》封閉、落後、愚昧的封建農村社會裡，人們抽鴉片、蓄辮、
裹腳；
“三綱五常”是中國人的道德準則；
“三從四德”是女性必須遵
守的禮教；男尊女卑，女人是男人的附屬品與傳宗接代的工具。1930
年代的大部分《大地》中譯者對吸鴉片、裹小腳等封建習俗的描寫持
抵制、批判的態度。由稚吾在其譯者序言中指出，
“我們這個東方大
國的神秘，被暴露了一部分……但說起暴露來，有些地方又暴露得
過火，失去真實……這些地方，便是譯者節刪的主要一部分”
（由稚
吾， 1936: 1 ）。吸鴉片、裹小腳等封建習俗的描寫屬於由稚吾所說
“暴露得過火，失去真實”的地方，由譯對此進行了大量刪減。譯者
胡仲持對小說的封建習俗描寫持部分認同的態度，在譯文中對此進行
了篩選與部分刪改。張譯的譯者完全認同賽珍珠對中國的描述，認為
中國社會與民眾就如賽珍珠描寫的那般封建、落後，因而幾乎完全保
留了封建習俗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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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裹小腳
首先我們來看有關女人裹小腳的描述。小說女主人公阿蘭（王龍
的妻子）是大腳女人，第1章中王龍一見到阿蘭的大腳，就表現出了失
望。作者在第25章更明確表明，因為阿蘭是大腳女人所以她一生都得
不到王龍的愛。小說重覆多次描寫荷花的三寸金蓮以及王龍對它的迷
戀。另外，阿蘭為小女兒裹了小腳，王龍的大兒媳也是小腳女人。由
譯、胡譯基本保留了原文有關中國女性小腳的尺寸大小、以及她們踩
著小腳邁著碎步的體態描述，但兩者均刪除了小說對中國女性如何裹
小腳的直接描寫。例如第26章荷花、王龍嬸嬸為即將過門的新娘子用
新的白布裹上小腳的細節，兩譯本均刪除（由稚吾，1936/1959: 137；
胡仲持，1933/1949: 242）。而張譯則基本保留了小說有關小腳的全部
描述。試看第25章阿蘭為小女兒裹腳的描述：
(3)…and she was a pretty child and her mother had bound her feet
well, so that she moved about with small graceful steps.
But when Wang Lung looked at her thus closely he saw the marks of
tears on her cheeks, and her face was a shade too pale and grave for her years,
and he drew her to him by her little hand and he said,
“Now why have you wept?”
Then she hung her head and toyed with a button on her coat and said,
shy and half-murmuring:
“Because my mother binds a cloth about my feet more tightly every day
and I can not sleep at night”.
“Now I have not heard you weep”, he said wondering.
“No,” she said simply, “and my mother said I was not to weep aloud
because you are too kind and weak for pain and you might say to leave me
as I am, and then my husband would not love me even as you do not love
her.”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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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譯：
完全刪除。   （130）
胡譯：
完全刪除。  （231）
張譯：
……她是個很好看的孩子，她母親把她的腳纏得很小，所以走起路來
搖搖擺擺地邁著小步。
但是當王隆挨近她的時候，看見她臉上有淚痕，便拉住她的小手，把
她拉到跟前說道：
“你為什麼哭呢？”
她低下頭，捏著衣服的底襟，帶羞地情情說道：
“因為我媽用一塊布把我腳每天纏得緊緊地，我黑夜連覺都不能睡”。
“那麼怎麼我沒有聽見你哭過呢？”他驚異地問。
“沒有哭？！”她簡單地道：
“我媽說，我不要大聲哭，因為你的心太
軟，聽了我哭，就要把我的腳放開和從前一樣，日後我的男人一定不愛我，
和你不給她一樣”
。   （336-337）

由譯、胡譯將這一中國女性如何從小就開始裹小腳的細節完全刪除，
而張譯則將其保留。我們重點分析張譯對幾個關鍵字句的譯法。首先
是“she moved about with small graceful steps”
，該句形象地描述了中國小
腳女人走路的姿態，並將其描述為“graceful”
（優雅的）
。張譯“搖搖擺
擺地邁著小步”只說明小女兒走路時有些不穩，並未體現原文所說的“
優雅”姿態，因而淡化了中國以小腳女人走路的優雅姿態為美的觀念。
其次是“her face was a shade too pale and grave for her years”，該句表現了
裹小腳對女性的殘害——王龍小女兒因此臉色蒼白、悶悶不樂。張譯將
此句直接刪除了。最後是“Because my mother binds a cloth about my feet

more tightly every day”
，此句的“more tightly every day”表明小腳必須一
天比一天裹得更緊，這將裹小腳習俗表現得更為殘忍。張譯“因為我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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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塊布把我腳每天纏得緊緊地”則未譯出原文的這層意思。總之，此
處有關裹小腳習俗的殘忍、以及中國認為小腳女人走路姿態優雅的審美
觀，在由譯、胡譯中完全沒有體現，張譯則對此稍有淡化。

4.2 男尊女卑
《大地》所刻畫的父權制的中國封建社會，還突出表現為男尊女
卑、夫為妻綱這一主導兩性關係的準則。《大地》中的女性地位是極
其卑微的：重男輕女的觀念在中國社會盛行，認為女兒是替別人家生
養的；第3章阿蘭生頭胎時王龍迫切希望是男孩，第7章阿蘭生了一個
女孩，王龍認為這是不祥之兆；災年裡人們賣掉女兒，甚至女孩出生
剛一落地就被弄死。對於源文本中有關女性地位卑微、男尊女卑的描
述，由譯通過刪減等方式大大提升了中國女性地位，胡譯則對之進行
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張譯的處理方式則不同，在其譯者看來，“ ……
娶姨太太，生小孩子的觀念，不但牢牢地抓住每個農民的思想意
識……”
（張鐵笙，1933: 2）
。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娶妻子或姨太
太以便生兒子傳宗接代，姨太太如物品一樣是中國男人財富與地位的
象徵，這仍是中國農民思想意識中根深蒂固的觀念。因此，張譯不但
保留、甚至還強化了對中國社會男尊女卑的刻畫。試看第 7 章王龍獲
知阿蘭生了女兒之後的心理描寫：
(4)And then he thought of that new mouth come that day into his
house and it struck him, with heaviness, that the birth of daughters had
begun for him, daughters who do not belong to their parents, but are born
and reared for other families.

(39)

由譯：
……隨又想到他又添了一個孩子了。女兒不能終生在父母身旁，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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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家生養的。  （35）
胡譯：
……隨又想到這一天又是一個新的家口落到他的家裡來了，於是這一
個念頭沉重地打動了他的心：生女兒這事情在他已經開頭了——女兒是並非
爹娘所有，卻為別人家生養的。 （59）
張譯：
他想他家裡倒楣的日子來了，生了這個女孩子，遲早不是自己的，總
是別人家的人，這就是個起頭。（86）

除由譯外，其他譯本均表現了原文的主要意義。我們首先來看“ it

struck him, with heaviness, that the birth of daughters had begun for
him ”一句。由譯直接將它刪除。胡譯“於是這一個念頭沉重地打動
了他的心”屬於直譯，意思與原文接近。張譯“他想起家裡倒楣的日
子來了”惡化了王龍對女兒降生一事的反感，原文只說“it struck him,

with heaviness”
（讓他心情沉重）
，張譯卻將其視為“家裡倒楣的日子
來了”
，由此所表現的女性地位較原文更為低下。再看“daughters who

do not belong to their parents, but are born and reared for other families”
一句。該句從側面體現了中國封建女性必須遵守的“在家從父、出嫁
從夫”這一倫理規範。胡譯、張譯較好地再現了原文的這一層意思。
由譯則對原文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寫，
“女兒不能終生在父母身旁”
僅陳述女兒出嫁後離開父母這一客觀情況，淡化了女性出嫁前附屬于
父母這一倫理，因而提升了中國女性的地位。此外，與其他兩譯本的
“為 / 給別人家生養的”相比，張譯“總是別人家的人”更直觀地
體現了中國女性必須“出嫁從夫”
，強化了女性的附屬地位。綜合看
來，源文本此處所體現的男尊女卑、只有兒子才能傳宗接代這一中國
封建倫理規範，由譯將之大大淡化，胡譯基本忠實保留，張譯則對此
進行了一定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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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封建禮教
《大地》可謂中國封建禮教的大舞臺，各種道德觀念紛紛粉墨登
場，展示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各種倫理觀念。小說穿插了大量關於中國
封建禮教的描述。例如，第 1 章中王龍成親的描述介紹了新娘未入洞
房不得與其他男人見面的規矩；第 7 章王龍叔父教訓他不得與長輩頂
嘴；第17章王龍帶兩個兒子去私塾時沒有和他們並排走，因為父子並
排走是不符禮數的；第30章王龍二兒媳頭胎應該生女兒，以表示對長
嫂的尊敬；第31章王龍大兒子見王龍堂弟違背禮教，與王龍兩個兒媳
說話，因而惱羞成怒。
《大地》對中國封建禮教的刻意描述引起了1930
年代許多論者的不滿。季羨林先生曾深入分析《大地》對中國封建禮
教的表現。他認為，由於賽珍珠不瞭解中國人的人生態度，所以《大
地》表現的中國禮教完全流於形式：
此外，夫人未能瞭解中國人對人生之態度，亦為缺點之一。隨之表現
於此書中之中國禮法，完全在形式方面。
自夫人觀之，中國所謂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為形式的，毫無真情。
此乃一般外人之偏見，夫人自非例外。然中國五倫之相互關係，實多出
於至情，絕非純由矯揉造作者。夫人有先入成見，寫來多與實情扞格。             
（季羨林，1933: 11）

三譯本對源文本著力描繪的封建禮教與倫理道德採取了不同的翻譯策
略。由譯通過刪減、改寫等策略將這類描寫幾乎完全排除在譯文之外，
例如上文提到的小說第17章、30章、31章中的各種禮教，由譯一律刪
除未譯（由稚吾，1936/1959: 87, 162, 166）
。胡譯的譯者認為，
“也許
因為力求迎合美國的大眾趣味的緣故吧，作者（賽珍珠，筆者注）對於
中國舊禮教卻未免刻畫的太過分”
（胡仲持，1933b: 3）
。因此胡譯對中
國舊禮教描寫採取了選擇性刪改的策略，刪改了譯者認為“刻畫的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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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部分，例如它刪除了上文指出的第31章所描述的禮教（胡仲持，

1933 / 1949: 294）
。張譯則將這些禮教描寫基本保留。第26章有一中國
禮法描寫如下：
(5) Wang Lung did not speak with the maiden, since it was not fitting,
but he inclined his head gravely when she bowed… (150)
由譯：
王龍沒有同新娘講什麼話，不過當她彎腰時，他嚴肅地點一點頭。（135）
胡譯：
王龍沒有同新娘子講什麼話，不過當她彎腰時，他嚴肅地一點頭。（240）
張譯：
王隆沒有和這媳婦講話，因為那是不合適的事，只在她行禮的時候莊重地
點了點頭……（352）

小說此處描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兩種禮法：其一，兒媳過門時必須向
公婆鞠躬行禮；其二，兒子成親那天公公不能與兒媳講話。三譯本在
翻譯這兩種禮法時體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傾向。由譯、胡譯刪除了王
龍與兒媳講話不合禮數的描述，並將兒媳婦的行為“bowed”譯為“彎
腰”
，
“彎腰”僅描述了兒媳朝王龍彎下身體這一動作，不帶任何感情色
彩，也未表明兒媳這麼做是為了遵從一定的禮教規範。張譯則採取了
完全相反的策略：忠實傳達了王龍不和媳婦說話是因為那樣做不合禮
數；
“bowed”被譯為“行禮”
，充分體現了兒媳這一行為遵從了一定的
倫理規範。
從以上譯例分析可以看出，源文本所描述的父權專制統治下的封
建中國形象，在三個譯本中有不同的表現。由譯對源文本所描繪的中
國父權社會各種封建習俗、舊禮教與倫理道德採取抵制態度，幾乎徹
底刪除了相關描寫，大大弱化了中國社會的封建落後程度。胡譯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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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態度對待這類描寫，對此進行了選擇性刪減，因此所體現的中
國社會的落後、封建程度較源文本更低一些。張譯基本保留了這類描
寫，並在多處對此進行了強化，因此所體現的中國社會的落後、封建
程度較源文本更高。

五、
《大地》中譯本對淫亂縱欲的中國形象的處理
最後，我們來看三譯本如何處理源文本塑造的淫亂縱欲的中國形
象。
《大地》以大量筆墨著力進行了中國人的性描寫，塑造了女性化、
感性、荒淫、墮落的中國形象。小說所表現的中國人，不是感官縱欲主
義、性欲旺盛的，便是淫亂、道德墮落的，亂倫、不道德的兩性關係
隨處可見。正如史景遷所論述的，
《大地》中的性描寫讓賽珍珠“得以探
索許多西方讀者深感好奇的，東方人的性欲及放浪情形”
（2000: 236）
。

5.1 中國人的縱欲與好色
《大地》突出描繪了中國男性的感官縱欲主義：地主黃家老爺、
少爺們不斷借丫環或姨太太發洩性欲；發家致富後的王龍經常去茶館
找妓女荷花，後來乾脆把她買回家當姨太太；王龍大兒子未成年便找
娼妓廝混；王龍的堂弟是十足的好色之徒，經常色迷迷地盯著家裏的
丫環，他甚至試圖強姦王龍的小女兒，當兵回家後他又不斷騷擾家裏
的丫環、王龍的兩個兒媳與荷花，最後王龍只好給他一個丫環泄欲；
王龍60多歲時突然重燃性欲，納18歲的丫環梨花為妾。
三譯本對源文本有關中國人“性欲及放浪情形”描寫所採取的翻譯
策略各不相同。由譯一般將這類內容大量刪減或改寫，例如第 1 章地
主婆黃太太描述兒孫們隨意糟蹋丫環的情形以及第14章地主黃老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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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娶幼女以維持性欲的描寫，由譯都直接刪除了
（由稚吾，1936/1959:

9, 37 ），因此大大弱化了中國人的縱欲與好色。而在譯者胡仲持看
來，
“她（賽珍珠，筆者注）對於崇拜著林黛玉式女性美的中國人的性
心理的描寫似乎也有幾分不自然”
（胡仲持，1933a: 3）
。因此胡譯適當
刪減或淡化了這類描寫，例如上文提到的第 1 章當中的性描寫就有所
刪減（胡仲持，1933/1949: 17）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國人的好色。
張譯則一般保留、甚至強化了這些內容。本文以第 14 章地主黃家少
爺、男僕們對丫環的性蹂躪為例做一說明：
(6) “Aye, beaten or carried to a man’s bed, as the whim was, and not to
one man’s only but to any that might desire her that night, and the young lords
bickered and bartered with each other for this slave or that and said, ‘Then
if you tonight, I tomorrow,’ and when they were all alike wearied of a slave
the menservants bickered and bartered for what the young lords left, and this
before a slave was out of childhood—if she were pretty. ”

(78)

源文本此處借阿蘭之口，敍述了地主黃家丫環遭受性侵犯、性虐待的
遭遇。在賽珍珠的筆下，丫環們完全是地主階級及其男僕們發洩性欲
的工具。試看三個譯本的翻譯：
由譯：
“噯，挨打呢，還要帶到少爺們的床上去，看他們的高興。待到他們
對於一個丫頭大家都厭了，便輪到當差的。一個標緻丫頭還未過童年，就這
樣子了”
。    （71）
胡譯：
“噯，挨打呢，還是帶到男人的床上去，看他們的高興。男人呢，不單
是一個，誰想到她，夜裏就得陪誰睡，少爺們為了這丫頭，那丫頭，彼此商量
著，
“你今天呢，我就明天，”待到他們對於一個丫頭大家都厭了，當差們便就
少爺們留下來的商量著。一個丫頭還未過了童年，就是這樣子 —— 如果她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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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緻。”      （123-124）
張譯：
“哎，挨打或是弄到男人床上，那就看他們的高興，而且不止是到一個人
床上，誰需要她，那一晚上就得陪著誰，少爺們為著這個或是那個丫頭，彼此
葉咕著，
“哦，要是你今天，明兒可是我”
；少爺們玩夠了，男僕們便就他們剩
下的丫頭們打著主意；在一個丫頭沒有過了童年，就是這個樣子 —— 如果她長
得好看的話”
。      （179）

三個譯本中，只有由譯對原文進行了大規模刪減。原文中，只要哪位少
爺想要某個丫環，這個丫環就得陪他睡，少爺們互相交換丫環來滿足
各自的性欲。由譯將這一描寫完全刪除，其他兩個譯本則保留，因此
由譯降低了小說對中國人縱欲的刻意突出。我們主要看三個譯本對幾個
關鍵詞的處理。首先是“carried to a man’s bed”中的“carried”。由譯、
胡譯均譯為“帶到”
，不含任何強迫色彩，與原文意義較為接近；張譯
的“弄到”帶有明顯的強迫色彩與貶義，強化了少爺們的惡劣行為。其
次是兩處“bickered and bartered”
。
“bicker”指的是“爭吵”，
“barter”意
為“物物交換”
。原文以“bickered and bartered”這一押頭韻（alliteration）
的表達，生動表現了少爺們整日無所事事，終日為爭搶丫環而爭吵，將
丫環當作物品一樣互相交換的場景。胡譯兩處都改譯為“商量著”
，少
爺們為了搶奪丫環發生的爭吵被美化為和平的“商量”
，
“bartered”則完
全未被譯出。張譯分別譯為“葉咕著”、
“打著主意”
，帶有比較明顯的
貶義，強化了少爺與男僕們的惡行，但“bartered”的含義也未被譯出。
第三是 “all alike wearied of ”。“wearied of something”指“對……不再感
興趣，感到厭煩”
。由譯、胡譯均譯為“對於……厭了”
，這是一種更為
口語化的表達，它所表達的厭倦程度較低，兩譯本此處弱化了少爺們將
丫頭當作玩物、喜新厭舊的惡劣行為。張譯“玩夠了”則惡化了少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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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 —— 他們對丫環隨心所欲地玩弄。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
出，原文中有關中國人縱欲、好色的描寫，由譯大量刪減，胡譯則進行
了適當刪改，張譯則強化了這類描寫。

5.2 不道德的兩性關係
接下來本文將重點論述三譯本如何體現源文本中不道德的兩性關
係。賽珍珠在描述王龍發家史的同時，對其家庭成員之間混亂、不道
德的兩性關係或亂倫進行了重點描述，突出表現了中國人的淫亂與墮
落。王龍大兒子與王龍的小妾荷花曾有曖昧關係；王龍堂弟試圖強姦
王龍的小女兒，他多次騷擾王龍的兩個兒媳、荷花；王龍奪走了小兒
子的心上人丫環梨花，小兒子一氣之下離家出走，這成為父子之間永
遠無法跨越的鴻溝。那麼，這些亂倫關係在三譯本中又是如何呈現的
呢？本文以它們對王龍與小兒子爭奪梨花的處理為例進行說明：
小說第32、33章描述了王龍與小兒子爭奪梨花，最後小兒子憤然
離家出走。第32章最後一段生動刻畫了王龍知道小兒子也喜歡梨花後
的憤怒心情：
(7) He was confused with many angers, but, although he could not
understand why, this anger stood forth most clearly; his son had looked on a
little pale young maid in the house and had found her fair. (196)
由譯：
整段完全刪除。   （173）
胡譯：
因了許多的氣惱，他心亂了，然而雖是他理會不得所以然的緣故，
這一種氣惱卻覺得最分明：他的兒子細看了家裡的白臉小丫頭，覺得她相
貌好。    （307）
張譯：
他的心裡萬般怒氣交錯著，但是他也不明白到底為了什麼原因。他的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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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地存在著，他的兒子對於這個家庭裡他看著很秀麗白靜年青的姑娘竟看上
眼了。   （464）

由譯直接將整個段落刪除，其他譯本則基本保留了原文的主要意
思。我們重點分析胡譯、張譯對兩個關鍵字句的處理。首先，原文
用“many angers”與“this anger”
（憤怒）表明王龍的心情以及他當時對
小兒子的態度。兩譯本分別譯為“氣惱”
、“萬般怒氣”/“怒氣”
。兩者
中，
“萬般怒氣”/“怒氣”所表現的不悅顯然大於“氣惱”
。其次是小兒
子對梨花的態度，“his son had looked on a little pale young maid in the

house and had found her fair”只說明小兒子仔細看了梨花並覺得她漂
亮，並未明說小兒子也喜歡上了梨花。胡譯忠實表現了原文的這層含
義。張譯“他的兒子對於這個家庭裡他看著很秀麗白靜年青的姑娘竟
看上眼了”
，對原文進行了改寫、增添，將王龍與小兒子直接置於對立
面：小兒子“看上眼了”那位“他（王龍）看著……的姑娘”
，原文“his

son had looked on…”被改寫為“他（王龍）看著……”
；張譯還增譯了
“竟”
，突出了王龍對小兒子喜歡上梨花一事的不悅，因而更突顯了王
龍父子之間的衝突。
第 33 章中小兒子獲悉王龍已納梨花為妾後表現出極大的憤怒：
他猶如即將猛撲向獵物的小豹子一樣站在王龍面前，雙眉緊鎖，兩眼
閃著凶光惡狠狠地緊盯著父親。由譯同樣完全刪除了這一描寫（由稚
吾，1936/1959: 177）。也就是說，王龍與小兒子爭奪梨花這一情節，
在由譯中完全沒有出現，它完全刪除了60歲老父與18歲兒子因搶奪一
個18歲丫環而引發的衝突。第33章的這一描寫在胡譯中也被大量刪除
（胡仲持，1933/1949: 314）
；而張譯則基本保留這一描寫（張萬裡、
張鐵笙，1933: 477）。整體而言，王龍與小兒子因爭奪梨花而引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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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父子衝突，由譯完全刪除，胡譯則將之大為弱化，張譯則保留
甚至強化了這一衝突。
綜合以上譯例我們可知，源文本所表現的女性化、感性、荒淫、
墮落的中國形象，在三個譯本中的表現程度完全不一樣。由譯所表現
的中國，幾乎完全過濾掉了中國人的縱欲與好色，王龍家庭成員之間
亂倫或淫亂的兩性關係也被最大限度地淡化，從而使整個譯本呈現的
中國形象較源文本大為積極、肯定。胡譯則對源文本有關中國人縱
欲、荒淫的描寫進行了篩選與“改造”，剔除了譯者不認同的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賽珍珠筆下的中國形象，提升了民族自我形象。
張譯完全保留了這類描寫，甚至在很多地方強化了中國人的荒淫無度
與墮落，從而使譯本表現的中國形象較源文本更為消極。

六、結語
綜合以上譯例分析我們可知，賽珍珠筆下愚昧無知的中國農民
形象、父權統治的封建中國形象以及淫亂縱欲的中國形象，在1930年
代三個中文全譯本中有完全不一樣的呈現。譯者由稚吾受左翼文化思
潮影響，完全抵制賽珍珠所代表的“帝國主義”
，徹底顛覆了源文本
的中國形象，建構了積極、肯定的民族自我形象，以此來提升民族自
我，迎合民族超越自我的要求。譯者胡仲持受其中西文化調和折衷思
想的影響，部分認同賽珍珠對中國的解讀，在翻譯中不斷與源文本、
原作者進行協商、角力，對源文本的中國形象進行了篩選，同時按
照譯者理想的民族自我形象對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變形”
、“改造”
、
“修正”
，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族自我形象。張譯的兩位具有
“西化”傾向的譯者完全認同賽珍珠對中國的描述，試圖通過否定、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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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民族“自我”來提高西方“他者”經驗的權威性，以西方為模式來重建
中華民族，因而其譯文明顯強化了源文本消極、否定的中國形象。
《大地》在中國的翻譯與接受過程中，中國始終以此為參照不斷
反思、反省自己，
《大地》的中國形象或多或少地修正著中國人的自我
形象。《大地》中譯本如何重新建構中國形象，總是取決於中國自己
的需求，更確切地說，是取決於中國在民族建構方面的訴求。上世紀

20年代後半期至30年代上半期，中國存在三種主要的“自我—他者”
（即中國—西方）關係模式：[10] 明顯偏向自我的左翼思潮與民族主
義，明顯偏向他者的“全盤西化”論，以及試圖在自我與他者之間保
持平衡的“東西文化調和折衷主義”
。這些模式也代表著這一時期中
國存在的三種民族建構的路徑或方向：左翼知識份子與民族主義者主
張以民族自我為本位，通過整合自我的精華要素來完成中華民族的重
建；
“全盤西化”派致力於完全以西方“他者”為模式來實現中國的民
族建構；而調和折衷派則試圖通過融合“自我”與“他者”的長處來重
建中華民族。
由於 1930 年代的中國在如何進行民族建構方面存在多元訴求，
這一時期的三個《大地》中文全譯本所建構的中國形象因而呈現出不
同面貌，這正好也反映了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力圖以不同方式進行
民族重建，以救亡圖存、振興民族。 1930年代的《大地》中譯者基於
不同的利益、認知與期望，對“中華民族”應有的形貌產生了差異懸
殊的想像方式，對民族的表述與敘事各有不同，這些形形色色的中
國形象昭示了中譯者對民族國家未來命運的關注以及重建民族的理
想。總之，由於中譯者民族自我意識的不同，他們在民族建構方面
的訴求不同，1930年代《大地》中譯本對源文本之中國形象的態度也
不同，它們對源文本的中國形象“改造”的程度與方式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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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本文所說的“民族”(nation) 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
，並非生物學或人類學意義上的“民
族”
。根據民族主義研究的主流範式現代主義流派（modernism）的觀點，民族與民族主
義都是現代現象，它們於18世紀晚期產生於歐洲，並迅速蔓延至全世界，成為近代以來
世界最強大的政治與社會力量之一（Smith 1998: 1）。

[2]

學界一般認為，中國民族主義興起於晚清民初，而1912年中華民國的成立則標誌著形式上
的民族國家在中國的建立，以及現代民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的形成（劉禾，1999: 192；王
振輝，1999: 8-12）。

[3]

本文所說的中國形象，是指文學或其他藝術形式對有關中國的人、物、事的心理、話語表
述或者看法，它摻雜著關於中國的知識與想像，其本質是表述、闡釋中國的話語方式。

[4]

有關20世紀中國（翻譯）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書寫，可參見梁志芳（2011: 21-25）。

[5]

三個編譯（節譯）本包括：1932年7月上海黎明書局出版的伍蠡甫的節譯本《福地述評》
；1934
年上海中學生書局推出的馬仲殊的編譯本；上海經緯書局出版的淩心渤的編譯本（該譯本版
權頁未印出版年月）
。

[6]

重慶新中國書局署名羅致的《大地》譯本，版權頁所列出版者為“上海啟明書局”和
“新中國書局”
。筆者仔細比較了 1936 年啟明書局與 1945 年新中國書局的《大地》譯
本，發現兩者內容完全相同。因此這兩家出版社出版的乃同一譯本。有些研究者誤以
為羅致譯本為新譯，故認為1930、40年代中國存在七種不同的《大地》譯本。

[7]

有關由稚吾的生平及其左翼傾向的具體表現，參見梁志芳（2011: 105-107）。

[8]

有關胡仲持的生平及其中西文化調和折衷思想的具體表現，參見梁志芳（2011: 107-109）
。

[9]

有關張萬裡、張鐵笙的生平及其推崇西方文化的具體表現，參見梁志芳（2011: 110-112）
。

[10]

有關上世紀20年代後半期至30年代上半期中國存在的三種主要的“自我—他者”關係模
式，參見梁志芳（2011: 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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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敏

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ranslation Teachers in the Ag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alization (by Fan Min)
In the age of global educational informationalization, highly
qualified, professional and specialized innovative talents are urgently
required in our nation. As active subjects in the translation teaching
process, translation teach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ion trainers. Centering on this broad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situation, this paper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pathways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 and IT-based teaching literacy,
so as to improve translation teachers’ quality, enhance translation
teaching standards,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 talents in
the educational informationalization era. It is hoped that it will find a
systematic pathway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capabilities of the
translation teachers. In the paper, this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ranslation
teachers need to develop educational concepts, improve intercultural
capability, and combine quality education and applied skill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so as to effectively develop the student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IT skills and innovative spirits.
在教育信息化時代，教育領域逐漸全面深入地運用現代化信息
技術促進教育改革和教育發展。為此，
《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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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20 年）
》
（ 2012 ）與《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
（2010-2020年）》
（2010）都強調了信息技術在教育發展與教育改革中
的重要性。而教學手段的現代化與教育傳播的信息化要求教師必 具備
較高的信息素養。因此，本文以翻譯教育中師資培養中的信息素養為
個案分析，就翻譯教育中翻譯教師信息培養的重要性、翻譯教師信息
素養的構成要素與翻譯教師信息素養的培養路徑等層面進行深入地探
討與分析，以期為翻譯領域的教育教學提供理論依據與參照。

一、翻譯教師信息素養培養的重要性
翻譯教師信息素養培養的重要性是由教育信息化時代的特徵決定
的。教育信息化的特徵主要表現為開放性、共用性、交互性、協作性
與有效性。開放性強調教育的社會化、終生化、自主化。共用性是信
息化的本質特徵，使得大量豐富的教育資源能為全體學習者共用。交
互性能實現人機之間的雙向溝通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遠距離交互學習，
促進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學生與其他人之間的多向交流。協作
性為教育者提供了更多的人人、人機協作完成任務的機會。有效性
是指師生根據自身的學習特點和工作環境，適當利用線上網上教學平
臺，實現互動式教與學，有效提高學習效率，降低成本運行費用。
由此可見，在教育信息化時代，傳統的教育環境已經轉變為由
網絡、雲技術與智能設備所組成的新型教育環境。在該教育環境中，
社會資源重新整合形成一個開放的雲教育平臺，進而產生新的教育教
學規律。《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2020年）》曾指出，
“教育
信息化充分發揮現代信息技術優勢，注重信息技術與教育的全面深度
融合，在促進教育公平和實現優質教育資源廣泛共用、提高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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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設學習型社會、推動教育理念變革和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
人才等方面具有獨特的重要作用，是實現我國教育現代化宏偉目標不
可或缺的動力與支撐”
（2012:1）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
要（2010-2020年）》也明確指出，
“信息技術對教育發展具有革命性影
響，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2010: 36）
。
在教育信息化時代，翻譯教育也面臨著同樣的信息技術改革。信
息技術進入傳統的翻譯課堂，翻譯教學手段多使用媒體、網絡等新技
術，這必然要求翻譯教師註意翻譯工作環境（Kelly 2008: 99-125）的
改變，具備相應的信息素養。但是懂信息技術的高素質教師卻很難找
到，這是因為“翻譯技術課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要求教師既要有較強
的翻譯實踐經驗，又要熟知信息技術和翻譯軟件，這給語言專業出身
的翻譯師資帶來了新的壓力”
（王華樹，2012: 61）
。因此，處於信息時
代的翻譯教師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信息技術素養，不斷用新的信息技
術改革翻譯教學手段與內容，
“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翻譯市場的需求，
才能培養出更受市場歡迎的合格的翻譯人才”
（田艷，2012: 70）。由
此可見，教育信息化時代，翻譯教師信息素養提高的緊迫性與重要性
是顯而易見的。

二、翻譯教師信息素養的構成要素
信息素養是信息化時代需要人們具備的一種基本能力，即從知道
怎樣使用電腦查找信息，到對資訊本身的性質、它的技術基礎、它的
社會的、文化的甚至哲學的起因和影響進行批判性思維而引伸出來的
一種新的豐富的藝術（Shapiro & Sheley 1996）
。
教育信息化時代，翻譯教師的教育評價標準逐漸改變。傳統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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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價體系的基本概念是翻譯知識與人才概念。隨著信息技術的應
用，知識更新速度越來越快，知識的應用更為重要。因此，傳統以知
識擁有量和知識運用能力為判斷標準的人才觀已被素質型人才觀所代
替。素質型人才觀更加注重人才的資訊能力、創新能力、適應能力以
及團隊精神。《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
還指出，
“堅持以人為本、推進素質教育是教育改革發展的戰略主題，
是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時代要求。堅持德育為先。把社會主義核心價
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加強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教育，增強學
生愛國情感和改革創新精神；加強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培養學生
團結互助、誠實守信、遵紀守法、艱苦奮鬥的良好品質。加強公民意
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培養社
會主義合格公民。把德育滲透於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貫穿於學校教
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各方面”
（2010: 8）
。
由此可見，在教育信息化時代，道德是人才的靈魂，智力與專業
是人才的基礎，信息和網絡能力是人才的主要特點，而創新能力是人才
培養的主要目的。因此，把素質教育、專業教育與信息化教學技能教育
結合是信息化時代翻譯教學的主要特徵。而提高教師的人文素養、專業
素養與信息化教學素養是提高翻譯教學品質的首要任務。
根據以上討論，結合教育信息化時代特徵，本文認為翻譯教師信
息素養的維度主要包含了人文素養、專業素養與信息化教學素養三個
基本要素：（1）從人文層面來講，信息素養反映了人們獲取信息時的心
理狀態及面對信息時的文化修養。
（2）從專業層面來講，信息素養反映
了人們對專業知識技能的掌握及利用信息獲取專業知識的素質與能力。
（3）從信息化教學層面來講，信息素養反映了人們利用信息技術在課
程組織建設及課堂教學與管理等層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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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文素養的特徵研究
在教育信息化時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分類也越來越深。
社會對翻譯教師的期望也逐漸提高，不僅要求他們具備紮實的語言基
礎、精深的專業知識與技能，還要求他們具備較高的人文素養。
教育信息化時代翻譯教師的人文素養主要是指教師應具備較高
的道德素養與較強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翻譯教師的道德素養主要體現
于教師的思想覺悟與哲學感悟，這通常是教師在個人教育實踐過程
中，
“通過批判反思教育理論、研究教育問題、感悟教育真相而形成
的屬於個人的教育智慧、信念與信仰”
（戚萬學，2014: 86）
。這是因
為，
“一個教師具有什麼樣的哲學直接決定了他會在教育實踐中持有
什麼樣的主張、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具有什麼樣的偏好、做出什麼樣
的決定、採取什麼樣的行為”
（同上：89）
。當然，翻譯教師的人文素養
是在翻譯教育的過程中不斷進行改造、重組與提升的。如，翻譯教師
可以通過學習、閱讀、翻譯《論語》、《道德經》
、《紅樓夢》等文化典
籍來提高個人的社會道德覺悟，通過掌握信息技術工具提高網絡認知
能力、資訊判斷能力和邏輯推理能力，通過網絡開展與同行及師生之
間的資訊交流與協作。當面臨道德和價值觀之間的抉擇時，翻譯教師
能夠堅守深層道德底線，做出準確判斷和抉擇，自覺抵制與修正利用
網絡翻譯工具而導致的各種不良翻譯資訊。
教育信息化時代,信息技術的進步加速了跨文化交際的發展。世
界各地的人們都可借助網絡進行交流（網絡視頻、線上網上交流、博
客等）
。交流的內容，“也從單項的物質層面的交流與技術引進，發展
到制度層面的理念借鑒與機制改革以及精神層面的文化推介與傳播等
全方位的交流與溝通”
（康淑敏，2010: 86）
。但是由於東西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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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異域社會價值的認同會有所不同。忽視東西文化差異的交際可
能導致交際失敗，引發政治、意識形態、道德觀念的碰撞、衝突與融
合等問題。一般說來，
“文化間差異越明顯，傳播的跨文化程度就越
高”
（陳國明，2010: 199）
。跨文化傳播的成功實現，不僅需要譯者瞭
解兩種語言文化的差異，熟悉專業術語以及獲得科技知識的途徑（方
夢之，2011: 295）
，而且需要中西方互相的文化認同，實現“出發文化
的文化因數在被引入目標文化之後，安全度過排異期，最終被目標文
化所吸收”
（王東風，2002: 8）
。
因此，教育信息化時代，成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需要經歷初
級、中級與高級三個階段。初級階段：能夠熟悉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的
文化特徵與交往方式，具有一定的信息檢索能力與良好的超文字閱讀
能力，能夠使用正確的網絡通訊工具，懂得獲取他們資料的途徑、方
法和重要性，具有理智的信息鑒別能力，學會比較、分析與評價不同
的文化差異。中級階段：能夠具有海納百川的積極態度，擯棄文化偏
見，尊重並接受多元文化群體的宗教信仰、習俗行為與價值觀，進行
得體的交際；高級階段：能夠具有正確的價值觀與優秀的跨文化思辨
能力，能夠從國家文化戰略的角度出發，再塑文化身份，有效解決跨
文化翻譯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具體問題。
總之，教育信息化時代的翻譯教師需要注重道德素養、跨文化思
辨能力與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培養，注重“跨文化+信息化時代”與“跨文
化+信息素養”的結合，從而能夠以理性的態度和靈活的思辨能力適應
多元文化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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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業素養的特徵研究
在教育信息化時代，翻譯教師的專業素養不僅包括翻譯教師對翻
譯學科知識的掌握程度，對翻譯教育的深刻認識、轉化與應用，而且
包括翻譯市場所要求的翻譯專業技術與軟體使用能力，因此更加具有
特殊性與不可替代性。
柴明熲（2010: 54）曾指出，
“對專業翻譯工作者來說，除掌握翻
譯所使用的兩種或兩種以上工作語言之外，還必須熟悉與翻譯業務相
關的知識，如經濟、金融、貿易、科技、教育、文化等。除此之外，
譯者還必須瞭解翻譯流程、專案管理、職業操守，以及與翻譯相關的
其他知識和技能”
。
翻譯理論知識的熟練掌握是翻譯教師專業素養的重要組成
部分，是經過翻譯教師長期的翻譯教育與實踐過程發展而成的
具有專門性、指向性與指導性的翻譯知識。關於這一點，何剛
強（ 2 0 1 0 ）等 學 者 曾 指 出 了 翻 譯 理 論 素 養 在 師 資 培 養 中 的 重 要
性 。劉 宓 慶（ 2005: 2-3 ）把翻譯理論的職能分為三種：認知職能
（ cognitive function）
，執行職能（ performing function）與校正職能
（revising function ）
。認知職能也就是翻譯理論的啟蒙作用，能對翻
譯規律進行深入、系統的探討，其目的在使翻譯只能“神而明之”
的技能和技巧成為可知的客體、可掌握的規範和條理化的體系。執
行職能也就是翻譯的能動性和實踐性，能指導譯者憑藉翻譯理論的
科學論證及方法論的引導，在實踐中有選擇地“實施”翻譯理論所提
供的“參照性指令”
。校正職能也就是翻譯理論的規範性、指導性，
這與前兩個職能都是相關的，而且翻譯理論的對策性既體現了它
的實施職能，又體現了它的校正職能。由此可見，系統的翻譯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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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有助於譯者認識、掌握和運用翻譯的客觀規律，並用以指導實
踐。當然，翻譯教師還需要有效地將翻譯理論融入各類文體翻譯實踐
中，通過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理解和運用翻譯理論知識，有效提升其
對翻譯經驗進行理論化的能力。
信息化時代的翻譯教師需要掌握翻譯市場所要求的翻譯技術與
翻譯工具。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翻譯技術也在不斷進步，翻譯
工具的種類和數量也隨之增加。經濟的全球化促使產品和服務的本
地化。合理正確使用翻譯技術與工具可以提高產品本地化的效率，
降低本地化成本。因此，為了培養本地化專業翻譯人才，本地化服務
的翻譯技術與工具的掌握將會成為提高翻譯教師專業素養的學習內
容，如本地化翻譯執行過程中使用的翻譯技術（如可視化翻譯技術、
翻譯記憶技術、機器翻譯技術、術語管理翻譯技術、質量保證技術）
以及本地化後處理的技術與工具等（如格式驗證、控件調整、提取譯
文、文件格式轉換、版本編譯、軟件測試、修正缺陷等）
（崔啟亮 ，

2015： 197-198）
。
此外，信息化時代的翻譯教師還需具備持續發展的專業學習能
力。翻譯教師能夠主動從社會生活中不斷地查找、探究新信息，能
將新信息與原有翻譯知識體系融合，擴充自己的知識庫，最大限度
發揮自己掌握的信息效益，能在各種情境下自信地運用信息解決各
種翻譯問題。翻譯教師還需具有較強的創新意識和進取精神，能夠
通過信息技術進行引領性的翻譯科學研究，通過網絡與同事和外部
專家積極進行專業聯系，創建基於知識創新與更新的翻譯專業學習
平臺，在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的過程中不斷探求和創建良好的翻譯
教育環境，提高持續開展科研探索的學習能力，加強自身翻譯專業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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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化教學素養的特徵研究
翻譯教師信息化教學素養的提升不只是掌握信息技術的問題，而
是要將信息技術的應用與翻譯課堂教學和課堂管理等諸要素進行充分
整合、系統與處理的過程，這就要求翻譯教師能夠在翻譯教學中創新
地使用信息技術來改善教學環境。以下主要從課程組織與建設、課堂
教學與管理兩個層面進行論述。
（1）課程組織與建設
翻譯教師須掌握相關翻譯課程內容和課程標準，有能力實現所教
授翻譯課程的教學目標，同時，能夠按照翻譯教學內容需求，依據教
育心理學，基於信息技術和裝備環境，設計各種翻譯課程實施方案，
實現利用智能平臺對學生學習效果的評價。
一般說來，翻譯課程與翻譯專業的數字化改造是信息技術與翻譯
教育融合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單獨地改變
翻譯課程或翻譯專業並不能順應時代和技術發展的需求。我們必須從
培養目標、翻譯教師專業發展以及翻譯課程評價等各個環節和要素著
手，進行系統的、整體的系列改革，才能真正實現翻譯課程和翻譯專
業改革。就翻譯專業而言，翻譯教師需要懂得設計新型的翻譯課程，
開發有效的學習活動，促使學生適應信息技術環境下的翻譯學習和教
學，例如可以在 MTI 專業設置本地化翻譯課程。
“本地化行業的發展
離不開大批本地化專業人才。高校是為企業培養和輸送專業人才的主
體，由於本地化行業是新興行業，我國高校還沒有開設本地化專業”
（崔啟亮，2012：29）
。因此，
“本地化翻譯與技術應用、翻譯行業與
翻譯管理（即本地化項目管理）與本地化與國際化工程等系列課程的開
設都是必要的”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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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課程的設置“應以‘職業能力’為本進行設計，真正實行課
堂內外雙導師模式。在教學過程中要註重結合社會需求，加強案例教
學，培養翻譯的實幹能力”
（黃友義，2010：50）
。翻譯專業教師可根
據社會需求，在翻譯專業課程設置時遵循多元化、專業化、系統化與
重點化等原則，注重信息技術課程與應用翻譯課程的比重。此外，翻
譯專業的各課程之間應有一定的關聯性、實用性、系統性和兼容性。
以 MTI 的計算機輔助翻譯課程群設置為例，可設置以下課程內容：
（ 1 ）文體翻譯理論與實踐（文學翻譯、普通語言翻譯與特殊語言翻
譯）
；（ 2 ）中高級口筆譯理論與實踐；
（ 3 ）文化修養與跨文化交際能
力課程（如《論語》
、《紅樓夢》等典籍文化與《商務跨文化交際》等課
程）
；（4）翻譯與信息技術研究；
（5）網絡翻譯軟件與網絡資源利用；
（6）計算機輔助翻譯系統理論與實務；（7）具體應用問題研究（包括
詞語對齊、短語翻譯對抽取、為計算機輔助翻譯服務的詞法分析、句
法分析、語義分析、篇章分析等）；
（ 8 ）雲時代大規模專用語料庫建
設技術及其應用；
（9）計算機輔助翻譯的處理技術；(10) 術語項目管
理與協作（包括建立雙語或多語術語庫；保持術語系統一致性，利用
機讀術語庫和其它數字參考資源解決翻譯中的難題）
； (11)應用系統開
發(包括跨語言檢索、嵌入式翻譯、多語言對話、語音翻譯等)；
（12）
其他形式研討（包括IT 相關技術研討、術語工程化管理與翻譯項目管
理、行業實踐及發展研討等）
。
（2）課堂教學與管理
在信息化教育環境下，翻譯教師需用教育信息化技術理念來組織
課堂教學與管理。翻譯教師必須熟悉在信息化環境下教學設計的方法
與步驟，能夠根據教學目標設計課堂教學環境，設計教學過程，善於
將信息技術應用整合到翻譯教學過程中，實施以學生為中心的翻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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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活動，關注學生非智力因素與心理因素在交互學習中的作用。
根據Bruner（1961）的研究，教學過程可以遵循以下四個原則：動
機原則、結構原則、程式原則與強化原則。動機原則主要是指翻譯教師
的引導作用，關注學生對翻譯課程的興趣與強烈的學習動機，注意為學
生設計最適當的學習環境與最合適的學習策略，注意將信息技術應用與
教育教學過程充分結合，為學生構建靈活的課堂學習環境。如雲教育與

Weblearn 教學平臺的使用。雲教育可以使教師利用共用教育資源庫，創
建教學科研“雲”環境與網絡學習平臺，實現網絡協作互動交流，降低
教育成本。Weblearn在高校中多用於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交流，如老
師進行課件上傳、資料與作業批改，學生進行作業上傳，與老師進行互
動回饋等。結構原則主要是指翻譯教師需要具備有效的資源整合及應用
能力，能夠有效利用資訊資源，搭建教學平臺。在翻譯教學過程中注意
建立與實施基於信息化的教學系統和持續的翻譯學習環境，加強網絡化
翻譯團隊協同管理與翻譯人力資源管理，注意使學生掌握系統的翻譯學
科知識。程式原則是指翻譯教師在翻譯教學過程中應注意設計、選擇最
佳教學程式使學生能夠順利掌握翻譯知識與技能，如電腦輔助翻譯課程
的設計可遵循頭腦風暴問題訓練、翻譯工具演示運作與師生互動分析總
結的程式進行，由點到面，循序漸進。強化原則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通過練習、測試等形式使學生強化自己的學習結果，教師還可在翻譯教
學中讓學生以合作的形式建立針對特定專題（如經貿、法律、專利等）
的翻譯語料庫。這不僅能強化學生學習翻譯的積極性，使學生成為積極
主動的學習者，且所建翻譯語料庫可在翻譯實踐中得到應用。
由此可見，以上這些教學原則可以幫助翻譯教師精心組織信息技
術環境的翻譯課堂教學，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探索求新能力與
實用技能的運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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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教育信息化時代，多媒體電腦和網絡為核心的現代信息技術在翻
譯教學中越來越得到普遍應用。在翻譯教學過程中引入信息技術，有力
地促進了翻譯教育體系的重新組合和社會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翻譯
教師借助互聯網獲取信息資源、應用信息技術解決翻譯教學問題、設計
和組織網絡環境下的翻譯課堂教學、利用網絡媒介進行交流和分享，這
對翻譯教師的人文素養、專業素養與翻譯教學素養提出了新的要求。因
此，本文通過探討教育信息化時代翻譯教師的信息素養的重要性、構成
要素及其培養路徑，旨在提高翻譯教師的整體信息素質能力，提升教育
信息化時代翻譯人才的培養 量,有效推進翻譯教育的社會信息化進程與
信息產業的進一步發展。
* 本 文 得 到 作 者 主 持 的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項 目 :“ 電 腦 輔 助 翻 譯 教 學 : 理 論 與 實 務
、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資助項目“《論語》跨文化傳播
(09YJA740072)”
、中國博士後基金資助項目“《論
與中國形象話語建構【教外司留2013（1792號）】”
（2014M551433）
、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項目“翻譯教
語》文化英譯海外接受研究”
（2016-2018）與曲阜師範大學校級研究項目
學與商務英語專業學生創新能力培養”
“信息技術環境下MTI課程群建設與創新研究（2015 2016）”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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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乃找尋源語意義與譯文
表達之契合——與顧維勇就
規劃教材
《商務英語翻譯》
所作批判研究的商榷
盧紅梅 李明

Abstract

Translation as a Search for Affinity between Source Meaning
and Target Expression – On Gu Weiyong’s “Critical Study”
of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y Lu
Hongmei and Li Ming)
Based on a discussion of Gu Weiyong’s views and “revised”
translations in his article “Translation – Having Found the Signified of the
Source Language” (literal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concerning our textbook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Firstly, it is important for a translation researcher to have a clear idea
and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all related concepts when writing a research
paper. In elaborating on his views, however, Gu was completely at a
loss about relevant concepts in translation and also in linguistics. For
example, the word “translation” in the title of his article surely refers
to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but his expression immediately following it –
“Having Found the Signified of the Source Language” – refers to the end
product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so that the meaning of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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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not match the meaning of what follows. Also, he misunderstands
important concepts such as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Secondly, care
must be taken to ensure the correctness of each expressio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irdly, an encyclopedic knowledge with a good command of
language is a must for a translator. Gu has retranslated all those examples
taken from our textbook but none of them is correctly translated. Fourthly,
as translation knows no bounds, a translator or translation researcher
needs to learn constantly from others so that he will perfect himself
through his translation practice or translation research. Towards the end
of the article, we point out that translation does not mean, as Gu suggests,
finding the signified in the source language, but searching for an affinity
between the source meaning and the target expression.

前言
藝海無涯，譯無止境，對此翻譯界早已達成共識。正因如此，翻
譯作品永遠具有不斷提升的空間，更遑論翻譯教材能完美無缺了。普
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商務英語翻譯（英譯漢）》第一版
於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後，在社會上受到很好的反響，繼
而成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2010年，根據高等教
育出版社的安排，我們承擔了該教材第二版的修訂工作，所修訂的教
材已於2011年出版。教材第二版出版之後，作為在教學第一線工作的
我們，繼續在翻譯專業本科生、翻譯專業碩士（MTI）研究生和翻譯學
碩士（MA）研究生的“商務筆譯”課堂上使用，如今已近四載。在教學
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儘管在修訂教材時，我們對教材中的每一個例句
以及練習中每一個句子的漢語譯文做了仔細斟酌，但現在再看所有的譯
文，其中仍然存在譯文需要進一步改進的情況。作為編者，我們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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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努力對其中的譯文不斷進行潤色，力爭在教材再一次進行修訂時，
能夠使教材中的每個譯例“能夠真正成為商務翻譯的典型範例”
。也是
基於這樣的不斷探索和追求，我們準備再次修訂該教材。恰逢此時，
《中國翻譯》雜誌2014年第1期刊登了顧維勇撰寫的“翻譯——找到源語
的所指——對規劃教材《商務英語翻譯》誤譯譯例的批判研究”一文（簡
稱“顧文”
）
。我們原先以為顧文會對該教材的編寫大有裨益，可仔細研
讀之後不難發現，顧文所表達的觀點完全缺乏作為一篇學術論文起碼應
該具備的充足的論據。從顧文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他對該教材先前發
行了130,198冊表達了自己的不滿，而這似乎與他撰寫這篇論文的中心思
想沒有任何關係。他這樣作為，是否是在為自己的《實用文體翻譯》發
行量不大而打抱不平呢？另外，其所言也缺乏扶掖後學的善意與心態，
更缺乏作為長者應該具有的風範。文章一開頭，他便不無誇張地批評
道：該教材的“誤譯會不斷地進入視界”
，
“第二版如像第一版發行那麼大
數量，就會產生嚴重後果”
，
“對作者最後的這句話‘儘管翻譯永遠是一項
見仁見智的活動’
，筆者更不敢苟同”
（顧維勇，2014：96）云云。
通篇文章，顧所下結論過於主觀臆斷，且謬誤重重。現借此文
從以下四個方面談談我們的看法：概念必須清晰，理解必須正確；術
語必須考證，表達必須斟酌；做翻譯需知識廣博，語言知識最為根
本；藝海無涯，譯無止境。同時我們還表明：翻譯不是找到源語的所
指，而是找尋源語意義同譯文表達之契合。

一、概念必須清晰，理解必須正確
不管是在翻譯研究還是在翻譯實踐中，任何概念必須清晰，理解
必須正確。惟其如此，語言表述才能準確到位。如果對所用詞語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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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的一知半解，就一定會出現詞不達意的情況。
從全文看，顧文所關注的是翻譯活動，即翻譯過程。可他在論
文主標題“翻譯——找到源語的所指”這一表述中，就出現了內容前後
不一致的情況。這裡的“翻譯”無疑是指翻譯過程，可破折號後面的
“找到源語的所指”
，卻因“找到”的使用而表示了翻譯的結果，不是
翻譯的過程。若要表示過程，需要使用“找出”或“尋找”才準確。因
此，要表示翻譯過程，將主標題修改為“翻譯——找出/尋找源語的所
指”才能夠文從字順。當然，顧文第二段有一處表達是正確的：
“而理
解的核心是找出源語的所指”
（顧維勇，2014：92）
。
既然顧文的主標題就出現了詞不達意的現象，那整篇文章還有
什麼學術性呢。何況，諸如此類詞不達意的現象在顧文中並不鮮見。
顧在批判教材時說，
“當我們翻開該書13頁就出現了重要的誤譯”
（顧
維勇，2014：92）
。這裡使用“重要”一詞描述“誤譯”
，讓我們無法知
道他到底是在表揚誤譯還是在批判誤譯。這是因為，
“重要”作為修飾
語，常用來描寫令人愉悅的人、事物或事件等，如“重要會議”
、
“重
要人物”、“重要喜訊”等。“誤譯”之前恐怕需要使用“嚴重”等修飾
語才順當。
在對關涉語言學核心概念的理解上，顧也缺乏清晰的概念。主
標題中“源語的所指”這個表述，從語言學角度看，就是一個謬誤。
“源語”的英語對應語是“the source language”
，那麼，
“源語的所指”
就變成了“the signified of the source language”
。可是，在索緒爾提出
“能指”
（signifier）和“所指”
（signified）這兩個概念時，他是針對語言符
號而言的，不是針對某種語言而言的。換言之，只有語言符號才有能指
或所指（the signifier or the signified of a linguistic sign）
，語言是無法展示
其所指和能指的。因此，說“語言的所指”
（the signifier or the signifie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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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nguage）就是謬誤。這是因為索氏認為，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符號
由“能指”和“所指”組成。能指是音響形象或聲音的心理印跡，所指是
心理概念（見：http://www.baike.com/wiki/索緒爾）
。顧文在開篇第三段
說，
“作者寫作時措詞成句就決定了想要表達的意思，找出源語‘所指’
的時候，必須弄清源語作者想要表達的語氣、語義、語用，乃至弄清文
體”
。首先，且不管這段話到底表達了何意，也不管這段話與下文要討
論的問題到底有何關係，他要找出源語所指，與原文作者“想要表達的
語氣、語用及文體”不是同一層面的問題，因而完全扯不上任何關係。
在探討“找到源語的所指”時，顧舉出23個譯例，並從“同義詞迭
用”
、
“句子結構的理解”
、
“複數問題”
、“專業術語及行話”等四個方面
進行討論。問題是，這四個方面中，只有“專業術語及行話”與語言學
意義上的“所指”有相關性，其餘三個方面則與“所指”扯不上任何關
係。更為糟糕的是，即使是在探討“專業術語及行話”時，顧也完全沒
有從“所指”的角度出發進行探討。更何況在文末，顧一會兒說“源語
的‘所指’”
，一會兒又說“源語的專業‘所指’”。作為一篇論文，最要
緊的是表述或者術語要保持前後一致，否則，讀者就不知所云。另外，
顧文的標題預設這樣一個命題：要做好翻譯，只要找到所指，一切翻譯
問題便迎刃而解。而從翻譯活動的複雜性來看，這個命題是不全面的。
而既然“所指”是顧文的核心概念，厘定“所指”這一概念便至
關重要。可是，顧從頭到尾也沒有理清“所指”這一概念。由於“能
指”和“所指”這對概念相互依存，顧在討論“所指”時，也涉及到
“能指”
。他說，
“
‘能指’是指一個語言符號可能指示的一切意義，即
語言符號的能力。它包含了語言的功能性、多義性。每個詞語用在不
同的語境時，可以表達不同的意義，特別當它用於不同的文體時，
意義相差甚遠”
（顧維勇， 2014：92）
。顧對“能指”做出的如此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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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基於該術語的字面意義並按照自己的理解來進行的。他這是將
“能指”解釋成“所指”了。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認為，
“能指”是聲音
的心理印跡，完全不是顧所說的“一個語言符號可能指示的一切意義”
。
接下來他對“能指”所作內容的陳述，也與整篇文章沒有任何關係。
如果說顧對語言術語概念不清是先天不足造成的話，那麼，他
在“句子結構的理解”這個部分就充分暴露出其後天之不足了。作為譯
者，首先對原文必須理解正確，惟其如此才有可能給出正確的譯文。但
從顧所修改的譯文來看，他談的是“句子結構的理解”
，卻沒有對句子
結構有正確的理解，這導致其譯文未能傳達出原文作者之意。
顧文例6：Not only a panic run on banks, but snowballing deposit cancellation
could trigger an ominous chain reaction leading to a financial crisis.（李明，2011：28）
顧譯：銀行出現的恐慌性擠兌以及迅速增加的存款終止會觸發不良的
連鎖反應，導致金融危機。

顧無視原文中由“not only…but (also)…”所表達的遞進關係，並將隱
喻性表達“ snowballing ”
（其意為“如滾雪球般不斷增長或擴大”
）譯
為平淡的“迅速增加”
，丟掉了原文的意象，從而大大降低原文表達
的生動性，另外還將充當“an ominous chain reaction”之定語的分詞
短語“leading to a financial crisis”翻譯成與“trigger an ominous chain

reaction”
（“觸發不良的連鎖反應”
）並列的動詞短語“導致金融危機”
。
這完全歪曲了原文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該句話可譯為：不僅僅是發
生在各家銀行的恐慌性擠兌，還有那如滾雪球般不斷增加的存款取消
現象，都有可能觸發導致金融危機的不良連鎖反應。
顧文例7：Acceleration of the disposal of bad loans has been criticized as
causing the current economic plight, with falling stock prices and financial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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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105）
顧譯：人們一直批評加速處理不良貸款造成了目前的經濟困難局面：
出現了股票下跌，金融失穩。

顧在改譯時如此說：
“源語中的 current economic plight 表現為 falling stock

prices and financial uncertainty，不能並列理解（應為‘不能理解為並列結
構’—— 作者注）”
。但他並未說清楚該句到底如何理解。其實，原文中
的介詞短語“with falling stock prices and financial uncertainty”是對名詞短
語“the current economic plight”的具體描述。
顧譯的前半句是一個歧義句，既可理解為“人們一直批評加速處
理不良貸款”這種“一直批評”的行為“造成了目前的經濟困難局面”，
也可理解為“人們一直批評，
（是）加速處理不良貸款”這種行為“造成
了目前的經濟困難局面”
。而原文所表達的意思實際上是後者。另外，
原文的話題是“Acceleration of the disposal of bad loans”
，其對應的漢語
譯文應該是：
“對於不良貸款的加速處理”
，這樣才不至於引起歧義，
也更符合原文所談論的話題或所談論的物件。顧將介詞短語“ with

falling stock prices and financial uncertainty”譯為“出現了股票下跌，
金融失穩”後，將“出現”同前面的“造成”並列起來，扭曲了原文之
意，造成整個句子邏輯不通。該句的漢語譯文應為：
對於不良貸款的加速處理，一直被看作是導致當前股票價格下
跌、金融缺乏穩定性這種經濟困境的原因而備受詬病。
對於翻譯過程，顧也缺乏正確的理解。從顧文的主標題“翻
譯——找到源語的所指”這一表述來看，它給人的感覺是，只要找到源
語的所指（其實應為“原文詞語的所指”—— 作者注）
，就可以解決一切
的翻譯問題。殊不知，翻譯既涉及原文詞語的所指，還涉及譯文表達
等諸多因素。原文詞語的所指在特定語境中可能只有一個，可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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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表達方式卻有可能不止一種，即使是在商務英語翻譯當中也會經
常如此。只找到原文詞語的所指，而沒有依據上下文或特定語境去尋
找貼切的譯文表達與之契合，是不可能進行成功的翻譯的。在商務英
語翻譯中，譯文表達仍具備相當的靈活性，但這無疑不是胡亂翻譯，
而是翻譯的性質使然。呆板地從事翻譯，不管是哪種類型的文本的翻
譯，必然會走入死胡同。
誠如顧對理解與表達之關係所做的表述：
“理解是表達的前提，表
達是理解的結果，正確的表達必須建立在正確的理解基礎上”
（顧維勇

2014：92）
。顧在表達自己時所暴露出的詞不達意、語意不通以及對翻
譯本質的曲解，是他對相關詞語、句子結構、相關概念以及翻譯理論沒
有清晰的概念而導致的必然結果。

二、術語必須考證，表達必須斟酌
從事翻譯，一定要通過查閱相關詞典、相關文獻或網路資源來確
定相關術語的涵義或對相關術語的來龍去脈進行考證，僅憑個人感覺
來確定某個詞語或某個術語的意義會導致譯文錯誤百出，讓人貽笑大
方。另外，在評判他人譯文時，首先也必須真正理解透原文及譯文所
表達的意義，然後在斟酌再三之後，再有理有據地同原譯者進行友善
的交流和溝通，進而提出善意的批評意見，以共同促進譯學的發展。
眾所周知，商務英語中同義詞迭用的情況很多，如 compensate

and benefit（補償）
、null and void（無效）
、terms and conditions（條
款）
、provisions and stipulations（規定）
、
“part and parcel”
（重要部分）
等，這些都是由“ and ”連接兩個同義詞的短語，它們相互定義，漢
譯時取其中一個意思，即漢語中用一個詞語與之對應。但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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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據此類推，凡類似結構就只用漢語中的一個詞語來與之對應，比
如，
“approve and accept”
（認可並接受）
、“able and willing”
（能夠與
願意）
、“modification and alternation”
（修改和變更）
、“obligation and

liability”
（義務和責任）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
（理解和解
釋）等，就不屬於同義詞迭用的情況，它們均屬於近義詞連用。在
這類表達中，
“and”前後兩個詞語的意義既有緊密聯繫又有細微的區
別，翻譯時必須保留兩者之意才能充分傳達出原文所傳達的意義。
此外，還有使用“or”來連接兩個詞語的類似結構，此時的“or”
可以表達三種意義：一是“in other words”之意，此時，“or”之後的詞
語用以解釋“or”之前詞語的意義；二是用以連接兩個或兩個以上可選
擇性成分；三是“or”前後的兩個詞語意義完全相同，只是為滿足不同
語言使用者對不同詞語有不同表達傾向之需，或為照顧他們各自不同
的文字趣味而使用。將這類表達翻譯成漢語時，選取其中一個詞語的
意義進行表達便足夠。
上述第一種情況有“agent or representative”
（代表）
【agent詞義寬
泛，需要representative限定其詞義範圍】
、“any part or parts of it”
（任何
部分）
【不同表述視角。any part 和parts均表達同一個意思，只是採用
單、複數不同的視角而已】等。
上述第二種情況有“express or imply”
（明示或暗示）
【前後兩個詞語的
內涵與外延不同】
、
“loss or damage”
（滅失或損壞）
、
“use, misuse or abuse”
（使用、誤用或濫用）
、“void and voidable”
（無效的和可以撤銷的）等。
上述第三種情況有“claim or allegation”
（主張）
【兼顧文字趣味不同
者所做的語言選擇】
、
“insuﬃciency or inadequacy”
（不足）
【同前】
、
“arising

or resulting from”
（引起）
【同前】等。
顧文所談及的“同義詞語迭用”
（應為“迭用”
——本文作者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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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此類問題。下面我們就此類問題與顧先生進行商榷。
顧文例1：Marketing occurs when people decide to satisfy needs and wants
through exchange.
原譯：當人們決定通過交換來滿足各種需求和欲望時，買賣就出現
了。
（李明 2011：13）
顧認為，
“needs and wants”只有“需求”之意。果真如此嗎？先看下面
就“needs and wants”所翻譯的例句：
1a. Detailed analysis of your customer data will provide you with insight into
their needs and wants. 對客戶資料所作詳細分析可讓你深入瞭解到他們的需求
和要求（見：http://dict.cn/customer%20needs%20and%20wants%20service）
。
1b. Ether always provides a modern work environment and humanistic
management to fulfill the needs and wants of employees. 乙太公司總能提供現
代辦公環境和以人為本的管理體制，讓每位員工滿足自己的需求和要求。
（出
處同1a）
“needs and wants”還可用作為動詞：
1c. By the time the customer is ready to pay for a purchase, he or she has
already made rational, thought-out decisions on what he or she needs and wants
to buy. 顧客準備付款時，他已就自己需要購買什麼、想要購買什麼做出了理
智而深思熟慮的決定。
（出處同1a）
“needs and wants”中的“wants”還可為同義詞“desires”所替換，如：
1d. Negotiating the scope of a project balances customer needs and desires
against technological and business constraints. 協商某個專案範圍的過程便是在客
戶需求和客戶期望與技術約束和業務約束之間進行權衡的過程。
（出處同1a）

由此不難看出，以上譯者都注意到了“ needs ”和“ wants ”之間存在區
別，並在譯文當中體現出這種區別。此外，
“needs”和“wants”在內涵
意義上也有著本質的區別，請看以下引文：
在國外的 social study 課堂中，
“needs and wants”有著明確的定
義：Needs are something you must have. You couldn’t do without it. W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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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something you would like to have. You could do without it. 對人類
而言，只有在滿足了能夠賴以生存的基本需求後，才有可能和有機會
表達另一種需要之上的欲求（見：http://www.psfshl.pudong-edu.sh.cn/

jstd/jsfz_ jyal_View.aspx?id=4354）。
再看另一則引文：

Everybody is motivated by needs and wants. Needs are the basic forces
that motivate a person to do something. Some needs involve a person’s physical
well-being, others the individual’s self-view and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Needs
are more basic than wants. Wants are “needs” that are learned during a person’s
life.（見：http://www.zaixian-fanyi.com/fan_yi_3809417）
（試譯：每個人都受需
求和欲求所驅使。需求是激勵人做事的基本力量。有些需求關涉人的身體健
康，另一些需求則關涉個體的自我看法以及同他人之間的關係。需求是比欲
求更基本的需要。欲求是人在生活當中所學到的“需求”
。）

如果依據顧所認為的“needs and wants”只有“需求”之意，上面這段
話該如何翻譯？查閱詞典，Sinclair（1987：962）也認為，
“A need is

something that you must have in order to live and be healthy”
（需求是
人為了生活並保持健康的體魄而必須擁有的東西）
。而通常用作複數
形式的“wants”則是“things desired”之意（Carver et al 1974：579）。
如：
“Never let your wants outstrip your needs.”
（永遠不要讓欲求超過自
己的需求。）因此，
“needs and wants”是不可以當作同義詞迭用而僅僅
理解為“需求”的，而應當作近義詞連用並譯為“需求和欲求”才是正
確的。人們常說“飽暖思淫欲”時，
“飽暖”屬於“needs”
，“淫欲”則屬
於“wants”，這個應該不難理解。
例2：Exchange is the core concept of marketing. For an exchange to take

place, several conditions must be satisfied. Of course, at least two parties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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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e, and each must have something of value to the other. Each party
must also want to deal with the other party and each must be free to accept or
reject the other’s offer. Finally, each party must be able to communicate and
deliver.（李明，2011：13-14）

顧將“communicate and deliver”看作同義詞迭用，並將其理解為“溝通
和表達”並以此替換我們所編寫的教材中的“溝通和送貨”這一表達。
到底如何翻譯該短語，首先要看“communicate”和“deliver”到底
是用作及物動詞還是用作不及物動詞，其次還要看它所使用的上下文。
毫無疑問，該短語在這裡用作不及物動詞。查遍所有詞典和
網路資源，用作不及物動詞的“ communicate”為“傳遞資訊、交流資
訊、交際”之意，在商務領域中用作不及物動詞的“ deliver ”的意思
是“to provide a delivery service for goods and products”
，即“送貨”之意
（見：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deliver）。
顧將該短語改譯成“溝通和表達”有兩處不妥：一是將“deliver”
譯為“表達”
，就將其理解為及物動詞，而“deliver”用作及物動詞時，
只有“to give forth in words; to utter or pronounce”
（見：http://www.

thefreedictionary.com/deliver）之意，也就是“發表、講、宣佈”
（陸谷
孫 1991：448）之意，根本沒有顧所說的“表達”之意。再者，將其譯
為“表達”會同前面的“溝通”存在意義上的重迭，並且還不符合邏
輯。此外，將該短語譯為“溝通和表達”也與上文所表述的事件不相
符合。根據原文對“交換”這一概念的描述以及前言後語，將其譯為
“促銷和送貨”應該更加符合原文的句意。那麼，“communicate and

deliver”這個短語屬於近義詞連用。
當然，
“communicate and deliver”也可用作及物動詞短語，如下面的廣告：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sell, promote, communicate and deliver Porsch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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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lected products.（見：http://www.wealink.com/zhiwei/view/13077750/）
譯文：積極有效地銷售、推廣、宣傳並提供保時捷的服務及指定的產
品。這裡，
“communicate and deliver”被譯成“宣傳和提供（保時捷的服務及
指定的產品）”是恰當的。
顧文例3：As part owner, you benefit by receiving part of the profits or
dividends and sharing in the growth of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李明 2011：71）
原譯：作為公司的部分擁有者，你得到的實惠就是，收穫公司的部分
利潤或紅利，分享公司的發展不斷帶來的增值。

該譯例取自“查查線上詞典”
（見： http://www.ichacha.net/part%20

owner.html ），教材中的譯文只對相關字詞做了微調，對“ profits or
dividends ”則保留了“利潤或紅利”的譯法。但是顧認為，“ profits
or dividends”是同義詞迭用，應譯為“利潤”便足夠。可是，“profits”
本身就是“利潤”之意，“ dividends ”為“紅利”或“股息”之意，它
們並非同一所指。
“利潤”是指企業銷售產品的收入扣除成本價格和
稅金之後的餘額（見： http://www.baike.com/wiki/利潤）
；
“紅利”或
“股息”是指企業分給股東的利潤或分給職工的額外報酬，或者是指
“參加集體生產單位的個人所得的額外收益”
（
《現代漢語詞典（漢英雙
語）》
，2002：803）
。筆者還查遍了手頭所有商務英語或商務英語翻譯
的相關書籍、經貿和金融類詞典以及網路資源，均未發現將“ profits

or dividends”看作是同義詞迭用而僅僅翻譯為“利潤”的情況。我們認
為，該句應譯為：作為公司的股東，獲取公司的部分利潤或紅利、分
享公司的價值增長會讓你受益良多。
顧文例4：No provisions o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may be waived or amended
except by a supplemental written agreement executed by both parties.（李明 2011：71）

教材將“provisions or terms”譯為“條款或條件”
，顧認為該短語僅僅
指“條款”
。他還認為，
“provisions and stipulations”是“（規定性）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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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
“terms and conditions”和“provisions or terms”也都是指“條款”
。
如此多的短語都表達“條款”之意，這豈不違背了語言的經濟原則？
經過對合同文本的分析發現，
“provisions and stipulations”屬同義詞
迭用，為“（法律之）規定”之意；
“terms and conditions”亦屬同義詞
迭用，為“條款”之意；而“provisions or terms”則是“規定或條件”
之意。眾所周知，每一種合同中均有相關“provisions ”
（即“規定”
）
。
同時，很多合同中還有諸如“terms of shipment”
（裝運條件）
、“terms

of payment”（支付條件）
、
“terms of delivery”
（交付條件）
、“terms of
service”
（服務條件）
、“terms of trade”
（貿易條件）
、“terms of sale”
（銷售條件，買賣條件）
、
“terms of price”
（價格條件）等不同類型的
條件。因此，
“provisions or terms”應譯為“規定或條件”
，不是顧所認
為的僅僅只是指“條款”
。該句應譯為：
沒有合同雙方簽署的書面補充協定，本協定中的任何規定或條件是不
可以放棄或修正的。
顧文例5：Business is a combination of all these activities: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sale, through which profit or economic surplus will be created.（李明 2011：94）

顧認為，該例中的“ profit or economic surplus ”是同義詞迭用，須
譯成“利潤”
。只要查閱網路資料便可得知，“ economic surplus ”
是經濟術語，為“經濟剩餘”之意。經濟剩餘是指產出的總體令人
滿意程度或效用水準超過其生產成本的部分，等於消費者剩餘（消
費者滿意度超過總購買價值的部分）和生產者剩餘（生產者收入超
過成本的部分）之和。而“剩餘”這個概念不僅包括利潤、地租和利
息，還包括不從利潤提供的那一部分私人投資，再加上一切公共消
費和投資以及所謂的“不必要的消費”
（如浪費）等（見：http://ba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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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om/doc/6012077.html）
。換言之，
“利潤”和“經濟剩餘”是部分和
整體的關係，
“ or ”在此用於連接兩個不同的選擇項，翻譯時不能夠
只譯出“利潤”
。按照顧的理解，漢語的“利潤”一詞，在英語中竟然
有“profits”
、
“profits or dividends”以及“profits or economic surplus”
三種表述方式，這同樣不符合語言表達的經濟原則。

三、做翻譯需知識廣博，語言知識最為根本
眾所周知，從事翻譯需要知識廣博，所謂“譯家是雜家”不無道
理，這其中，語言知識最為根本。因此，作為譯者，打下堅實的英漢
兩種語言的基本功、提升自己的翻譯理論素養、豐富自己的翻譯實戰
經驗、錘煉自己的翻譯技能等，就變得至關重要。此外，在評價或修
改他人譯文時，更要以充足的論據加以論證，如果主觀臆斷、言之無
據，必然會弄巧成拙，反而將正確的譯文改成荒謬的譯文。
顧文例5中有“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sale”這一短語，教材
中的譯文為“生產、分配、銷售”
，顧認為，將“distribution”譯為“分
配”有誤，應將其改譯為“生產、配送、銷售”
。但是，顧為何如此改
譯，並未提供任何說明。我們認為，顧這樣改譯無疑是弄巧成拙。首
先，
“distribution”在商務英語中的常見意義是“分配”，如“distribution

of property”
（財產分配）
、
“distribution of incomes”
（收入分配）等。它
的另一個意思是“（商品的）經銷、推銷或銷售”
，根本沒有“配送”之
意。
“生產、分配、銷售”也是通常的地道表達。我們猜想，也許顧是
在改譯時想到了“distribution center”並認為那是“配送中心”之意，
於是便主觀臆斷，將“distribution”譯為“配送”
。殊不知，
“distribution

center ”是“配銷中心”
，即“分配與銷售中心”之意。“配送中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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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中心”在英文中的表達是“delivery center”也。
顧文例15：Exports and imports of goods between nations with

different units of money introduce a new economic factor,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which gives the price of the foreigners’ unit of money in terms
of one’s own.（李明 2011：65）

教材將“ economic factor ”譯為“經濟因素”
，顧則認為應譯為“經
濟係數”。經查證，“ economic factor ”是“經濟因素”或“經濟要
素 ”之 意 。 經 濟 因 素 是 指 影 響 企 業 行 銷 活 動 的 某 個 國 家 或 地 區 的
宏觀經濟狀況，主要包括經濟發展狀況、經濟結構、居民收入、
消費者結構等情況（見：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

question?qid=7010041400305 ）
。 例 15 中 所 說 的“ 經 濟 因 素 ”是
指 貨 物 的 進 出 口 貿 易 所 帶 來 的“ 外 匯 匯 率 ”這 一 新 經 濟 現 象 。 顧
將“economic factor”改譯成“經濟係數”是完全錯誤的。
“經濟係數”
的英語對應語是“economic coeﬃcient”或“coeﬃcient of economics”。
顧文例16：The company and the six main banks are expected to

reach a basic agreement in early November about the scope of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asset sales.（李明 2011：82）
教材譯文：該公司及那六家主要銀行有望於11月初就資金援助和資產
銷售的範圍達成基本的一致意見。

顧認為，“銀行給公司的scope of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字面意義：
‘資金的援助的範圍’
，實際上是銀行貸款給公司的額度，即‘融資
額度’
；asset sales資產的銷售量，這裡複數sales表示‘銷量’”
（顧維勇

2014：95）
。據此，他將譯文改為：
該公司有望於 11 月上旬與六大銀行就融資額度和資產銷量達成
一個基本的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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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改譯後的譯文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將原文中同時充當主位和
主語的“The company and the six main banks”
（即“該公司和那六家大
銀行”）進行拆分而譯為“該公司有望於11月上旬與六大銀行”
，完全篡
改了原文的陳述方式，回譯成英文就變成了“The company is expected

to reach a basic agreement in early November with the six main banks
about ... ”。這樣改譯，暴露了譯者缺乏語篇意識。另外，對於“ the
scope of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asset sales”的理解，我們認為，“the
scope of ”之後的“the financial assistance”和“asset sales”這兩個名詞
短語是充當介詞“of ”的賓語。若將該表達展開便是“the scope of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the scope of asset sales”
。經查證，作為商務英語
中的常用詞，
“scope”的意思是“範圍”
，如“scope of application”
（適
【使】用範圍）
、
“scope of assessment（
”課稅範圍）
、
“scope of business”
（經營範圍）
、“scope of cover”
（責任範圍）
、
“scope of examination”
（檢查內容）
、“scope of general average”
（共同海損的範圍）等。
“asset

sales ”是“資產銷售”、“銷售資產”
（見： http://www.dictall.com/
indu/249/2480988DDEB.htm ）之意。
“ sales ”單獨使用時，其意為
“
（一定時期內的）銷售額”或“銷售”
（孫德權，1997：500）
，它沒有顧
所說的“銷售量”之意。因此，
“the scope of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asset sales”應譯為“經濟援助範圍和資產銷售範圍”
。全句應譯為：
該公司同那六家大銀行有望於 11 月初就經濟援助範圍和資產銷
售範圍達成初步的一致意見。
顧文例17：Should for certain reasons the Buyers not be able to inform

the Seller of the foregoing details 10 days prior to the arrival of the vessel at
the port of loading or should the carrying vessel be advanced or delayed, the
Buyers or their chartering agent shall advice the Sellers immediately and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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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 arrangement.
教材譯文：若買方由於某種原因不能於裝運輪船抵達裝運港十天前將
上述詳細情況通知賣方，或裝運輪船提前或推遲抵達，……
顧譯：由於某些原因買方不能于承運船抵達裝貨港前10天將上述細節
通知賣方，或者承運船提前或推遲，……

眾所周知，例17中的“Should for certain reasons ... or delayed”是以倒
裝句式呈現的條件狀語從句，若還原成正常語序便是：“If for certain

reasons the Buyers should not be able to … or if the carrying vessel
should be advanced or delayed”
，漢語譯為“假如……”
、“如果……”或
“若 …… ”
，但是，顧在此省略了表示條件的連詞，未能將原文中的
從句同主句之間的關係明確地體現出來，導致句意不清。
顧文例20：As a good corporate citizen, the Company actively contributes

to each community in which it conducts business.（李明 2011：102）

顧認為，
“a good corporate citizen”的專業所指是“優秀的公司法人”，
並給出譯文：作為一個優秀的公司法人，該公司積極地為其業務所在
的每個社區做出貢獻。
這句話完全不符合語法。充當句子主語的“公司”怎麼又便成
了“公司法人”呢？顧有所不知，在該結構中，
“As”後面的成分，同
句子的主語屬於同一所指。用漢語表述時，這樣行文在漢語中才講得
通：
“作為公司法人，他為公司做出了積極貢獻。”
可是經查證，“ corporate citizen ”是“企業公民”
、
“公司公民”
之意，不是“公司法人”之意。
“企業公民”是目前國際上正在推行的
用以表達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新術語，是指一個公司將社會基本價值
與日常商業實踐、運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為方式。儘管對於企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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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概念，即使到現在，國際上尚無公認的標準答案，但基本要素除
了股東、客戶和員工外，還須包括堅持可持續性發展、不破壞環境、
為社區和更廣泛區域內的人服務、重視企業在非商業層面的社會貢獻
（見：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23291）
。
由此可見，顧的改譯再次弄錯了。其實，
“公司（或企業）法人”
可根據不同語境分別表述為“business entity ”
、“company / enterprise

legal person”
、“legal body of enterprise”或“corporate juridical person”
。
整句話應該譯為：作為優秀的企業公民，該公司在其開展業務的每個
區域均做出了積極貢獻。
顧文例21：Unemployment in America (as of mid-1990) was running

near 5.25 percent. That is somewhat higher than used to be considered full
employment, but it is not a serious figure in the aggregate.（李明，2011：105）

教材將“full employment”譯為“充分就業，顧將其改譯為“全民就業”
。原
文整個句子被譯為：1990年年中，美國的失業率接近5.25%。與以往全民
就業的情況相比，這個比例略微偏高。但總的來說這個比例並不嚴重。
經查證，
“full employment”意為“充分就業”
，不是“全民就業”
（見：http://www.iciba.com/full_employment）
。任何社會都不可能達到
“全民就業”
，“full employment”的含義與所指也不是“全民就業”
。“充
分就業”的概念由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
書中提出，指在某一工資水準之下，所有願意接受工作的人，都獲得了
就業機會。充分就業並不等於全部就業或完全就業，而是仍然存在一
定的失業（見：http://baike.so.com/doc/771672.html）
。
原文應譯為：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的失業率接近5.25%。這同
以往所認為的充分就業相比，比例有所偏高，但總體來講，尚未嚴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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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例22：The new prosperity may represent a long, sustained plateau of
brisk demand, plentiful jobs, and increased living standards.（李明，2011：116）
教材譯文：新的繁榮可能是一段較長時間的、持續的平穩狀態，其中
有大量的需求、充足的就業機會，生活水準也得到了提高。

顧認為該譯文沒有理解並譯出
“represent”之意。我們認為，
“represent”
在此用作連系動詞，請看詞典定義：
“If you say that something represents a

change, achievement, or victory, you mean that it is a change, achievement, or
victory.”
（見：http://www.iciba.com/represent）換言之，
“represent”為
“相當於，代表著（變化、成就、勝利等）”之意，教材譯文使用了動
詞“是”來再現其意，只是顧該句沒有理解透徹罷了。將“represent”
翻譯成“是”的例子還有：
The pieces on view are not grouped around any one theme, but rather
represent superb examples from various periods.（展出的作品並非圍繞著一
個主題，而是不同時期的經典之作。）
（見http://www.iciba.com/represent）
顧對例22的改譯是：新興的繁榮會呈現長期持續穩定的狀態，需求激
增，就業充分，生活改善。

如此翻譯不僅完全歪曲了原文之意，還將教材譯文中本來比較清晰的
表達改得面目全非，如“需求激增，就業充分，生活改善”這部分同
前半句的關係就變得模糊不清。原文中的“of brisk demand, plentiful

jobs, and increased living standards”本來修飾前面的名詞短語“a long,
sustained plateau”。教材譯文考慮到了這種關係並以“其中有……”的
表述方式予以體現。經進一步潤色，該句可譯為：新興的繁榮可能是
一段長時間的、可持續的平穩狀態，這表現為需求量大增、就業機會
充足、生活水準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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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藝海無涯，譯無止境
據粗略統計，顧在文中使用了以下10多處沒有提供任何佐證材料
且語氣非常武斷的表述：
“句中 needs and wants 是同義詞迭用，這裡二
詞表達相同意思‘需求’
”
、
“這裡 provisions or terms 指‘條款’”
、
“some
這裡指‘少量，些許’
”
、
“asset sales資產的銷售量，這裡複數sales表示
‘銷
售量’
”等以及7處諸如“複數詞 commitments 專業所指為‘投資款；承付
款，傭金’”
、
“public interest corporation行業術語：
‘公益法人’”
、
“Factor
術語指：率，係數”等等。這種武斷的行文方式有違學術規範。
他在文中所謂的“專業所指”又並非是真正的專業所指，或者
是原文實際表達的那個專業所指。例20中，他認為“a good corporate

citizen ”是專業所指的“優秀的公司法人”
，可經查證，該短語是“良
好的企業公民”之意。例9中，他認為“commitments”是專業所指的“
投資款；承付款項；傭金”
、“投資額”
，可經查證並結合前文的修飾
語“ different degrees of ”
，“ commitments ”此處的意思是“承諾；承
約；約定”
（見：http://www.iciba.com/commitments）
，否則，整句話的
漢語譯文便語意不通。例9原文如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tivities also include an extensive range of
optional methods available to firms for doing business internationally that
involve different degre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mitments.（李
明，2011：94）
譯文應為：國際商務活動也包括範圍廣泛的可供公司進行選擇的各種方
法。這些方法涉及對外國直接投資做出不同程度的約定。

顧對例8的改譯是：這種類型的公司常有浮誇的傾向，而這家公司並非
如此——實際上，它是盈利的。公司的資訊公開政策以及迅速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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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勢在相同程度上給他以深刻印象，資訊公開政策是指所有會議的具
體內容都傳達到全體員工。
讀來讀去，就是無法知道該譯文表達了什麼意思，句與句之間到
底有什麼邏輯關係。該句這樣表述就通順了：
這樣的機構往往比較不切實際，但這個地方倒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事實上，它是一個掙錢的地方。公司將所有會議的詳細資料下發給全體
員工的資訊公開政策以及公司的快速發展勢頭給了他同樣深刻的印象。
顧對例 10 的改譯是：國際對銷貿易的一般做法是，供應商以合
同的形式承諾，作為銷售條件，互惠交換貨物，確保約定的商業利潤
以補償買方。
看完顧譯，疑問頓生：第一，原文是對“國際對銷貿易”這個概念
進行定義，可是，這是對概念進行定義的行文方式嗎？第二，將原文中
謂語動詞、非謂語動詞及介詞短語等主次分明的結構譯成“以合同的形
式承諾，作為銷售條件，互惠交換貨物，確保約定的商業利潤”這種碎
片式的並列結構，將原文中充當定語從句的“that compensate and benefit

the buyer”譯成目的狀語從句“以補償買方”
，這是原文之意嗎？第三，
顧譯中的這些缺乏銜接與連貫的並列成分之間語意貫通、邏輯清晰嗎？
第四，根據商務語言表達的習慣，將“the buyer”譯成“買方”
，為何不
將“the supplier”譯成“供應方”或“供貨方”而要譯為“供應商”呢？這些
正是顧在譯文中留給讀者的一串串疑問。
該句應譯為：國際對等貿易是指供應方以合同方式作為銷售條
件，承諾以回報方式提供並承辦某些事先約定的、給購買方予以補償的
各種商務活動的一種做法。
顧文例13：Yet money market funds have loans outstanding to French

banks of around $200 billion, according to J. P. Morgan estimates. That’s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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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ercent of the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a proportion that hasn’t changed
much over the last year, according to a Fitch survey of the 10 largest prime
money market funds, despite Greece’s financial woes.（李明，2011：94）
顧譯：摩根大通的研究報告顯示，貨幣市場基金向法國發放了2000億美
元的貸款。根據惠譽國際對10大貨幣市場基金的調查結果，這個資料占了該
基金管理資產的12%，儘管經歷了希臘財政災難，該比例在過去的一年裡未
有太大變化。

對比原文不難發現，顧在譯文中毫無理由地省略了原文中
的“ Yet ”
、
“ around ”
、“ about ”
、
“ prime ”等詞語所傳達的意義。顧
在文中說，
“J. P. Morgan estimates 行業上專指‘摩根大通的研究報告/
評估報告’”
。我們認為，如果“J. P. Morgan estimates”的確是屬於行業
上的專指，這裡的“estimates”就必須大寫。另外，從原文來看，充當
第一個句子的主語及話題的成分是“money market funds”
，可是，在
顧以“摩根大通的研究報告顯示”置於句首時，主語和話題就變成了
“摩根大通的研究報告”
，這根本就不是原文之意。原文中
的“according to J. P. Morgan estimates”必須譯成介詞短語“根據摩根大
通公司的估計”才符合功能語言學及語篇語言學的要求。
全句應譯為：然而，據世界500強摩根大通公司估計，貨幣市場基
金向法國銀行提供貸款約2000億美元。這相當於所管理的資產中的大約

12%。這個比例，根據惠譽國際對10家最大的優質貨幣基金市場所做的
調查，同過去一年相比沒有多大變化，儘管曾歷經過希臘的經濟困境。
另外，顧有所不知，真正深諳商務英語翻譯之道的人，一定會認可
商務英語翻譯亦需見仁見智的觀點。顧發表如下言論著實讓人不可思議：
如果譯者總是帶著“見仁見智”的心態從事商務英語翻譯的話，至少是
不合適的，是不能從事商務英語翻譯工作的，更不能勝任商務英語翻譯教
學。筆者認為，商務英語翻譯的理解不可能是“見仁見智”的，尤其是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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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英語專業內容時，找出源語的“所指”是不可能“見仁見智”的，源語的
專業“所指”是什麼，譯者必須找到，源語的專業“所指”找對了，理解才有
可能是正確的，翻譯活動則可進行下去，否則，不談商務英語翻譯。

限於篇幅，我們對顧所認為的只要找對了專業所指，就能做好
翻 譯 之 說 再 舉 一 例 加 以 反 證 。 例 3 中 ， 顧 認 為 將“ p a r t o w n e r ”
譯 成“ 部 分 擁 有 者 ”是 錯 誤 的 ， 應 譯 為“ 共 有 人 ”
。這只是一家
之 言 ， 因 為 根 據 不 同 語 境 ， 該 短 語 既 可 譯 為“ 股 東 ”
，還可譯為
“共有業主”
、
“擁有……的一部分”
、
“擁有……的部分產權”
、
“是……
的所有者之一”等（見：http://www.iciba.com/part+owner）
，而且在一
定語境中，一味譯成“共有人”有可能還會導致邏輯不當、語意不通。

五、結語
在結束本文時，我們想再次重申在修訂該教材時於前言中說過的
話：“作為商務英語翻譯教學用的教材，我們對每一單元的課前練筆、
譯例、句子翻譯練習和篇章翻譯練習等，均作了精心挑選，並對所給出
的譯文均作了仔細推敲和精心潤色，力爭每一個譯文都能夠起到垂範的
作用”。這是我們編寫該教材時的初衷，也是在編寫教材過程中努力達
到的理想目標。但我們深知，譯無止境，“譯文永遠沒有最好，只有更
好”；“翻譯永遠是一項見仁見智的活動”。儘管顧“不敢苟同”，但
我們仍以見仁見智的姿態向顧先生討教。但願顧能夠給教材的編寫提出
善意的批評以及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在文章結尾，我們對顧的學術論文寫作規範提出質疑。顧文只引
用三個文獻：一是方夢之2011年的研究；二是顧本人2012年教材中的
一段文字；三是我們教材中的譯例。換言之，顧在參考文獻中應該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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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這三個文獻，可令人吃驚的是，他列舉了七個參考文獻，其中完
全沒有引用過的參考文獻均為他本人所發表的文章。根據學術論文寫
作要求，論文正文中未引用過的參考文獻置於文章的參考文獻中，是
不符合學術規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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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約凡例
《翻譯季刊》為香港翻譯學會之學報，歡迎中、英文來稿及翻
譯作品（請附原文及作者簡介）。有關翻譯作品及版權問題，請
譯者自行處理。
一、稿件格式
1.
請以電郵傳送來稿之電腦檔案。
2.
來稿請附 200-300 字英文論文摘要一則，並請注明：
（
1）作者姓名；（2）任職機構；（3）通訊地址／電
（1）作者姓名；（2）任職機構；（3）通訊地址／電

3.

4.

話／傳真／電子郵件地址。
來稿均交學者審評，作者應盡量避免在正文、注釋、
頁眉等處提及個人身份，鳴謝等資料亦宜於刊登時方
附上。
來稿每篇以不少於八千字（約 16 頁）為宜。

二、標點符號
1.
書名及篇名分別用雙尖號（
《》
）和單尖號 （
〈〉
），雙尖
號或單尖號內之書名或篇名同。
2.
“ ”號用作一般引號；
‘ ’號用作引號內之引號。
三、子 目
各段落之大小標題，請依各級子目標明，次序如下：
		
一、／A.／1.／a.／(1)／(a)
四、專有名詞及引文
1.
正文中第一次出現之外文姓名或專有名詞譯名，請附原
文全名。
2.
引用原文，連標點計，超出兩行者，請另行抄錄，每行
入兩格；凡引原文一段以上者，除每行入兩格外，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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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原引文為整段引錄，首行需入四格。
五、注 釋
1.
請用尾注。凡屬出版資料者，請移放文末參考資料部
份。號碼一律用阿拉伯數目字，並用（）號括上；正文
中之注釋號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2.
參考資料
		
文末所附之參考資料應包括：( 1 )作者／編者／譯者；
( 2 ) 書名、文章題目；( 3 ) 出版地；( 4 ) 出版社；( 5 )
卷期／出版年月 ；( 6 )頁碼等資料，務求詳盡。正文中
用括號直接列出作者、年份及頁碼，不另作注。
六、 版 權
來稿刊登後，版權歸出版者所有，任何轉載，均須出版者同
意。
七、 贈閱本
從 2009 年夏天開始，作者可於 EBSCO 資料庫下載已發表的
論文。如有需要，亦可向編輯部申領贈閱本。
八、 評 審
來稿經本學報編輯委員會審閱後，再以匿名方式送交專家評
審，方決定是否採用。
九、 來稿請寄：香港屯門嶺南大學翻譯系陳德鴻教授（電郵地
址：chanleo@LN.edu.hk）或浸會大學翻譯課程倪諾誠教
授（電郵地址：rneather@hkbu.edu.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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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1.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a journal published by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Contributions,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should be original, hitherto unpublished, and not being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Once a submission is
accepted, its copyright is transferred to the publisher. Translated
articles should be submitted with a copy of the source-text 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text author. It is the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to obtain written permission to translate.

2.

Abstracts in English of 200-300 words are required. Please attach
one to the manuscript, together with your name, address,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and email address where applicable.

3.

In addition to original articles and book reviews, review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evaluation or interpretation of a major substantive
or methodological issue may also be submitted.

4.

Endnotes should be kept to a minimum and typed single-spaced.
Page references should be given in parentheses, with the page
number(s) following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Manuscript styles should be consistent; authors are advised to
consult earlier issues for proper formats.

5.

Chinese names and book titles in the text should be romanised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Wade-Giles or the pinyin system, and
then, where they first appear,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terms obvious
to the readers (like wenxue), however, are not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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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re should be a separate reference section containing all the
works referred to in the body of the article. Pertinent information
should be given on the variety of editors available, as well as the
date and place of publication, to facilitate use by the readers.

7.

All contributions will be first review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and then anonymously by referees for its suitability
for publication in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re should be taken by
authors to avoid identifying themselves. Submissions written
in a language which is not the author’s mother-tongue should
perferably be checked by native speaker before submission.

8.

Electronic files of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Professor
Leo Tak-hung Chan, c/o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Lingnan
University, Tuen Mun, Hong Kong (email address: chanleo@LN.
edu.hk), or to Professor Robert Neather, c/o Translation Programm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Kowloon Tong, Hong Kong (email
address: rneather@hkbu.edu.hk).

9.

Given the accessibility, from summer 2009, of the journal via the
EBSCO database, authors will no longer receive complimentary
copies unless special requests are made to the Chief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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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季刊》徵求訂戶啟事
香港翻譯學會出版的《翻譯季刊》是探討翻譯理論與實踐
的大型國際性學術刊物，由陳德鴻教授及倪諾誠教授出任主
編，學術顧問委員會由多名國際著名翻譯理論家組成。資深學
者，如瑞典諾貝爾獎評委馬悅然教授、美國學者奈達博士及英
國翻譯家霍克思教授都曾為本刊撰稿。《翻譯季刊》發表中、
英文稿件，論文摘要（英文）收入由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編輯的
半年刊《翻譯學摘要》。欲訂購的單位或個人，請聯絡：
中文大學出版社
地 址：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出版社
電 話： + 852 3943 9800
傳 真： +852 2603 7355
電 郵： cup-bus@cuhk.edu.hk
綱 址： www.chineseupress.com

105

Subscribing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and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publication. Its Chief
Editors are Professors Leo Tak-hung Chan and Robert Neather, and
its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is composed of numerou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pecialist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field.
The journal has previously included contributions from such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s the Swedish Nobel Prize committee judge
Professor Göran Malmqvist, 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theorist Dr.
Engene A. Nida,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or Professor David Hawkes.
Translation Quarterly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English abstracts of its articles are includ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s, edited by UMIST, UK. Institutions or individuals who
wish to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 should contac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dd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98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106

Translation Quarterly 翻譯季刊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¾ Orders and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98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¾ Subscriptions are accepted for complete
volumes only
¾ Rates are quoted for one complete volume,
four issues per year
¾ Prepayment is required for all orders
¾ Orders may be made by check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Hong Kong or US dollars, or by Visa,
MasterCard or American Express in Hong
Kong dollars
¾ Orders are regarded as firm and payments
are not refundable
¾ Rates are subject to alteration without notic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Fax: +852 2603 7355

Order Form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beginning with No.79
No.71 to
(2014).
to 74
82(2016).

Subscription
and order

Rates

1 years

HK$624 / US$80

2 years*

HK$1,123 / US$144

3 years**

HK$1,498 / US$192

Back issues (No.1
– No.70)
No.1 to
No.78

HK$180 / US$23 each (Please list issue no.

, total

issues.)

Please circle your choice.
Prices are at discount rate, delivery charge by surface post included.
** 10% discount.
** 20% discount.
Attached is a check in HK$ / U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de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rcle where appropriate)
Please debit my credit card account HK$ ____________________ . (Please convert at US$1 = HK$7.8)
I would like to pay my order(s) by:

AMEX

VISA

MASTER CARD

Card No. (including the 3-digit security cod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piry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rdholder’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rdholder’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send my journal to: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Fax:

E-mail:
Ref: 201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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