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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期共收錄四篇研究論文，其中三篇都與戲/話劇有關。肖維青對
中國戲曲在西方世界的傳播，尤其是經典案例，如《趙氏孤兒》、《王寶
川》等，進行點面結合的梳理，通過對“海外中國劇”這一獨特文化現
象的溯源和整理，盡可能客觀、歷史地還原三百年來中國戲曲外傳的真
相，旨在為推進戲曲在海外的傳播提供一些學術層面的借鑒。張翠玲
和馬會娟以海外出版的中國現當代戲劇英譯選集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副
文本以及所選劇目進行分析，考察中國現當代戲劇翻譯選集對中國現當
代戲劇的形象與經典的建構情況。楊禕辰以內部資料為基礎，利用多元
系統理論視角及對史料的描述與分析，重構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80年
代上演英若誠譯劇的過程，探索了系統因素和個人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
角色，旨在加深對戲劇翻譯中的合作活動的認識，並闡釋其對外部世界
缺乏透明性這一特點可能具有的意義。李雁選取《紅樓夢》法文全譯本
中的部分韻文的翻譯實例，從“元文本性”角度，分析李治華夫婦是如
何將中國古典韻文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展示給法語讀者的，結合霍姆斯
的“元詩”理論和勒佛維爾的詩歌翻譯七項策略，總結韻文翻譯的類型
和具體實施方法， 中國古典文學外譯提供借鑒。另外，本期收錄了創
刊主編劉靖之教授提供的珍貴文獻資料，紀錄香港翻譯協會創會的前二
十年（1971-1991）
，回憶錄全文較長，本刊將分期刊出。第一部分主要
回顧了翻譯協會創刊初期的情況，以及學會宗旨，包括例會、研討、刊
物、榮譽會士等資料。

李波
二○一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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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靖之

東方與西方的相遇：
“海外中國劇”的譯介研究

肖維青

Abstract

“When the East Meets the West”: A Historical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Operas (by Xiao Weiq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originated from time immemorial and
has become a complex art form which comprises music, dance, literature,
drama and so on. During its long developmen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has made numerous outward journeys around the world. Some
of the trips are tortuous, while others turn out easy and pleasa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verseas reception of such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s
as The Little Orphan of the Family Chao: A Chinese Tragedy and
Lady Precious Stream. To this end, it presents a 300-year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operas to the West, analyzing the
motiv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original operas, the
reception of the plays and other aspect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call for paying more scholarly attention to this phenomenon as a way of
promoting China’s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go-global” strategy, we should develop the right cultural
awareness and practice a flexible and varied way of introducing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s to the West.
中國的傳統戲曲源遠流長，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是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的代表。其中，作為中國國劇、國粹的京劇，已有兩百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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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昆曲的歷史則更加悠久，距今已有六百多年。以京、昆劇為代
表的中國傳統戲曲是中國文化藝術高度發展的成果，在中國文學史、
戲劇史、音樂史、舞蹈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中國的傳統戲曲是中
國的國寶，也是世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聯繫全球華人情感的
紐帶，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瞭解中華文化的視窗；其藝術文化價值已得
到本國人民的高度認可，也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大戰略中的一項重
要內容，成為中華民族豐富的軟實力資源之一。
近年來，文化部門在海外大力推介戲曲藝術，但是學術界從文
化傳播以及譯介學的視角進行的戲曲研究還是相對薄弱。本文將對中
國戲曲在西方世界的傳播，尤其是經典案例，如《趙氏孤兒》、《王寶
川》等，進行點面結合的梳理，通過對“海外中國劇”這一獨特文化現
象的溯源和整理，盡可能客觀、歷史地還原三百年來中國戲曲外傳的
真相，旨在為推進戲曲在海外的傳播提供一些學術層面的借鑒。

一、何謂“中國劇”
為便於論述，本文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海外中國劇”
， [1] 以
指涉中國傳統戲曲譯介和改編過程中的一類獨特的文化現象。所謂
“海外中國劇”
，是指那些在海外出版或演出的、表現中國題材、運用
中國戲曲元素、具有鮮明中國傳統文化特徵的戲劇作品。絕大部分中
國劇是西方或華人藝術家根據中國經典劇目改編或翻譯的，也有少量
中國劇是西方藝術家創作的。雖然劇本以外語寫成，舞台表演以外語
呈現，且在國外演出，在人物、情節、舞台等方面或多或少融合了一
些西方文化的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認為這些劇目是中國劇，是傳播中
國文化的藝術載體。在對外交流的歷史上，海外中國劇具有獨特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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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文化優勢，不僅能夠比較有效地傳播中國戲曲藝術和內涵，而且
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跨越國界的交流，甚至對海外華裔其華人身份的
確認和塑造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國劇溯源——歐洲的《趙氏孤兒》
自 11 世紀宋代的《張協狀元》問世，我國戲劇已有千年歷史。13
世紀元代雜劇興起，從此戲劇就一直是尋常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形
式。中國傳統戲曲的對外傳播，特別是在西方世界[2] 的傳播，最早的
當屬元代紀君祥的雜劇《趙氏孤兒》
。《趙氏孤兒》取材《史記》的“搜孤
救孤”[3] 故事，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也是家喻戶曉的。元雜劇主要由賓
白、唱詞、科介三部分構成，三者交相配合，推動劇情發展，刻畫人
物性格，紀君祥的五折本《趙氏孤兒》
，唱詞洗練，科白齊全，是元雜
劇中的上乘之作。
十八世紀初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馬若瑟神甫（J. H. M. Prèmare）將
《趙氏孤兒》節譯為法語，取名《中國悲劇：趙氏孤兒》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tragédie chinoise）
，於1735年發表在杜阿爾德主編的
《中華帝國志》
（又稱《中國通志》）上。馬若瑟的譯文保留了原劇的故
事框架、劇情脈絡以及懲惡揚善的主題，但也有大幅度的刪減。元雜劇
在藝術表現形式上主要以歌唱為主，兼有說白，故曰賓白，而馬若瑟的
譯文刪去了原作中的詞曲，即省略了唱詞和韻白，使該劇以對白為主。
如在第一折末尾，韓厥自刎之前的情景，馬若瑟就是這樣處理的：
原文：
〔帶雲〕程嬰，你去的放心者。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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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煞尾】能可在我身兒上討明白，怎肯向賊子行捱推問！猛拚著撞階基圖個
自盡，便留不得香名萬古聞，也好伴鋤麑共做忠魂。你，你，你要殷勤，照
覷晨昏，他須是趙氏門中一命根。直等待他年長進，才說與從前話本，是必
教報仇人，休忘了我這大恩人。〔自刎下〕[4]

譯文：
HAN KOUE’
Tching yng, vous pourriez aisément vous fauver avec l’Orphelin; mais vous n’avez
point de confiance. (Il chante pour exprimer ses derniers sentiments, et se tue).
（
〈中國通志》第三卷，P433）

韓厥因同情趙氏一家而放走程嬰，此時他自覺不能向屠岸賈交
差，必然會遭屠岸賈嚴刑拷問，所以就自殺了。《趙氏孤兒》原本中有
大量韓厥心理活動的抒情性描寫，但馬若瑟只是以括弧中的黑體部分
“他歌唱著表達臨終前最後的情感，隨後便自盡”[4] 一語做了簡單交代。
依據馬若瑟的藍本，歐洲先後出現了好幾種法文、英文、義大利
文和德文的譯本。
（孫枚，2014: 99）早在《中國通志》出版之前，倫敦
新聞界已經聽到消息，為了出版《趙氏孤兒》
，還發生了搶譯現象。英
文節譯本首先由約翰•瓦茨（J. Watts）主持譯出，1736年出版於倫敦，
幾年後又出版了由愛德華•凱夫（E. Cave）主持翻譯的全譯本。這兩位
翻譯出版家互相指摘，爭辯不休，可見十八世紀的英國出版界、讀書
界對《趙氏孤兒》的廣泛注意與興趣。1762年英國漢學家湯瑪斯•帕西
（T. Percy）翻譯的《趙氏孤兒》問世，題名The Little Orphan of The Family

of Chao: A Chinese Tragedy，該譯本較之以前的兩個英譯本，更加精確細
緻，在英國流傳甚廣。（范存忠，1981: 205-206）
除了翻譯本，《趙氏孤兒》在 18 、 19 世紀的歐洲陸陸續續出現了
五種戲劇改編本。最早的是英國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的本子，
歐洲戲劇裡早就有中國式的佈景、人物以及故事，可是對中國戲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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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還是第一次。（范存忠，1981: 217 ）其他改編者還有法國大文豪
伏爾泰和德國文學巨擘歌德， [6] 中西合璧，堪稱世界文壇佳話（王麗
娜，1988: 443-444）
。
享有“法蘭西思想之父”美譽的伏爾泰，特別推崇孔子和中國的儒
家思想，他一讀到馬若瑟的《中國悲劇：趙氏孤兒》劇譯本，就決定改編
這部中國戲曲，他把該劇定名為《中國孤兒》
（L'Orphelin de la Chine）
，
並加上了副標題“五幕孔子道德劇”
（la morale de Confucius en cinq actes）
，
意欲“用孔子的思想轟開歐洲”
。改編本於1755年出版，同年在巴黎國家
劇院上演。伏爾泰對馬若瑟譯本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寫：劇情發展的時
間從20多年縮短到一個晝夜；故事情節由春秋晉國的氏族恩仇，改為宋
元時期蒙古統治者和宋朝舊臣遺孤之間的恩怨；襲用當時歐洲流行的英
雄劇模式，增添了一條愛情線索；故事結尾處，韃靼王成吉思汗在道義
感召下幡然悔悟，凸顯了道德戰勝野蠻的主題。伏爾泰的《中國孤兒》獲
得巨大成功，盧梭激賞不已，連伏爾泰也認為自己的改寫將這部中國戲
劇由稚嫩推向成熟。
當時的歐洲處於歷史上比較和平安定的時期，對遙遠的東方文明
中國文化充滿好奇和嚮往，加上戲曲《趙氏孤兒》與當時歐洲流行的戲
劇文學和戲劇藝術的新古典主義和自然主義寫實戲劇迥然不同，西方人
對此劇抱有極大的熱忱。據記載，基於馬若瑟譯本的各種《趙氏孤兒》
改編本曾風靡了18世紀歐洲的戲劇舞台，不過，這些改編劇本只是採
用了《趙氏孤兒》原劇的故事梗概，並沒有按照中國戲曲的演出方式搬
演，而是以當時歐洲人的表演模式在舞台上演出的。儘管當時的歐洲人
對中國文化充滿興趣，不過他們並不能理解更談不上讚賞中國表演藝術
的價值，即便是伏爾泰也不例外。雖然他重視中國戲中的倫理主題，然
而他對中國戲曲藝術形式的評價卻不高，對於18世紀那些恪守古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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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三一律”原則的歐洲人來說，中國戲曲時空流動的結構方式是非常
突兀怪異的（孫枚，2014: 99-100）
。但是毋庸贅言，由於《趙氏孤兒》
的影響，18世紀下半葉歐洲以中國為背景或擷取中國題材的戲劇還是
風行一時（曹廣濤，2009: 15）
。可以說，《趙氏孤兒》是中國戲劇傳入西
方的開端和典範。

三、中國劇興起：英國的《王寶川》
清末民初，西學東漸之風日盛，不少青年才俊遠赴歐洲求
學。1932年熊式一負笈英國，攻讀英語戲劇專業的博士學位。在導師
的建議下，熊式一開始改編創作中國題材的戲劇。他選定《紅鬃烈馬》
一劇，花了整整六個星期，完成了改編計畫。《紅鬃烈馬》是一個中國
古代的愛情故事：宰相千金王寶釧不顧父母之命，下嫁乞丐薛平貴，
後來薛平貴隨軍出征，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薛平貴被西涼國王封
為王爵，與公主結為伉儷。十八年後，薛平貴衣錦歸鄉，與糟糠髮妻
王寶釧團聚。 熊式一在改編過程中對原劇作了實質性的修改，把這個
中國古典舊劇變成了現代劇。原劇由《三擊掌》
、
《武家坡》
、
《算軍糧》
、
《大登殿》等十三個劇目組成，通常每晚只上演其中的一兩折戲。熊式
一大膽地把所有的戲糅合在一起，刪除了唱的部分，壓縮成為兩個小
時左右的英語話劇，與西方戲劇的普通形式相仿，使那些不熟悉中國
文化傳統的西方觀眾易於接受。他以主角的名字“王寶釧”為劇名，去
除了“釧”字的偏旁，改為“川”字，
“王寶川”即Lady Precious Stream。
《王寶川》除了形式上的變化外，內容也與原劇大不相同。除了一些
細節的變動之外，熊式一的“大動作”有兩處：第一，在原劇《紅鬃烈
馬》中，王寶釧彩樓拋球擇配完全是聽憑月下老人的掌控，而在熊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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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劇中，王寶川對薛平貴早已心有所屬，所以巧妙操縱，故意把繡
球投給薛平貴，這是青年女性主動爭取個人幸福的結果。第二處大動
作：熊式一改變了有關薛平貴與西域代戰公主的關係。在《王寶川》
中，薛平貴雖答應結婚，但藉口要等征服西涼各部落之後登了基再行
大婚典禮，所以十八年後他重返祖國前，一直沒有與代戰公主結婚。
這一改變，顯示了薛平貴的才智和忠誠，也消除了重婚的細節，從而
避免了棘手的道德問題以及在西方可能引發的批評（鄭達，2015）
。

1934年熊式一翻譯改編成的英文話劇《王寶川》
，因為一時找不到
劇院上演，所以由倫敦梅休因出版社（Methuen Publishing）先行出版。
剛問世不久，倫敦小劇場的經理南茜·普賴斯（Nancy Price）就把它搬上
了舞台。沒想到，
《王寶川》一炮打響，紅得發紫，成了倫敦西區最賺
錢的舞台劇目。演出九百多場，盛況空前（肖開容，2011: 149）
。《王寶
川》除了在英國各地演出之外，還吸引了海外的劇院和製作人的關注，
於1935—1936年間，繼都柏林和阿姆斯特丹上演後，在美國、挪威、
芬蘭、丹麥、瑞典、德國、匈牙利、法國、澳大利亞以及中國香港和
上海演出。
熊式一在上世紀30年代中西交流呈現一邊倒的狀態中，憑藉對中
西文化和中西戲劇傳統的把握，通過《王寶川》向西方世界展現了中國
戲劇的無限魅力和中國文化的多個側面，成功地進行了一次中西文明
的對話。

四、中國劇發展的拐點：梅蘭芳的美國之行
中國戲曲艱難西傳的兩百年間，傳入歐洲的主要是中國戲曲的文
學劇本而非表演藝術，比如說，此期間所有的戲劇改編本都刪去了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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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唱詞。而戲曲不僅是一種文學體裁，它更是一種以人為載體的活的
藝術。臺灣中央大學的戲劇研究專家孫枚（2014: 100）認為：“如果僅
有戲曲劇本的翻譯流傳而沒有藝人的演出，那還算不上是真正意義上
的戲曲藝術的傳播”
。
大約在19世紀下半葉開始，中國戲曲劇團隨著出洋華工的足跡也
走向歐美。1860年曾有中國戲曲劇團到法國巴黎為拿破崙三世演出，
歸國途徑美國三藩市，為當地華工演出。1925年，粵劇名角白駒榮也
曾受邀赴三藩市演出。此時，原汁原味的中國戲曲雖然已經到達西方的
地域，但是主要還是在華人圈子裡活動，並沒有真正與西方戲劇界發生
接觸和交流。嚴格意義上講，中國戲曲對西方戲劇文化的實質性影響主
要是從梅蘭芳訪美、訪蘇演出開始的（孫枚，2014: 100-101）
。

1915 年在北京舉辦的一次美籍教職員聯歡會上，梅蘭芳表演了
《嫦娥奔月》
。當時的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就建議梅蘭
芳赴美演出。1919年梅蘭芳率團赴日本演出，劇目有《天女散花》、《禦
碑亭》等。1924年，梅應邀再次赴日演出。1929年冬，梅蘭芳率領梅劇
團赴美，第二年2月，梅蘭芳在美國紐約49號街劇院首演，之後劇團從
東海岸演到西海岸，在紐約、芝加哥、三藩市、洛杉磯、夏威夷等地共
演出70多場。梅蘭芳訪美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據稱，紐約演出的第三
天，兩個星期內的戲票就全部預售一空；兩所美國大學爭相授予梅蘭芳
名譽文學博士學位；美國重要劇評家斯塔克•楊（Stark

Young）發表長

篇專論，盛讚梅蘭芳的表演藝術，並且把中國戲曲同希臘古典戲劇、英
國的莎士比亞時代戲劇做了深刻對比。可以這樣說，梅蘭芳訪美演出的
成功，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榮耀，而且是中國戲曲的驕傲。梅蘭芳以他獨
特的藝術魅力把中國戲曲的精華推介到了西方。
五年之後，梅先生又出訪蘇聯，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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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和世界級戲劇大師——蘇聯的梅耶荷德（Vsevolod E. Meyerhold）
和德國的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都有過直接或間接的對話和交流。
梅耶荷德看過梅蘭芳演出後，在排演歌劇《黑桃皇后》時，成功地借
鑒了中國戲曲自由處理舞台空間的假定性手法，並提出要吸收中國
戲曲的傳統。 1936 年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寫下了《論中國戲曲表
演藝術的間離效果》
，提出了著名的“間離效果”概念，他一眼就發
現，中國戲曲不同於西方寫實主義戲劇的的某些特點。一方面，中
國戲曲本質上是歌舞戲，也繼承了中國古典美學非寫實的傳統，演
員在戲曲表演中並不完全化身為局中人；另一方面，觀眾不僅關心
劇中人物和故事，而且似乎更關心表演者唱念做打的藝術表演。布
萊希特從中獲得劇本創作和表演風格的靈感，實現了戲劇風格的轉
變（孫枚， 2014: 100-105 ）
。布萊希特將早就傳入歐洲的元雜劇《灰
闌記》中包公斷案的故事，改編為《高加索灰闌記》
（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採用了類似中國戲曲的多場次結構，集中展現了布萊希
特的戲劇美學和獨特的藝術風格，
《高加索灰闌記》1948年在美國用英
語上演。此劇的德文劇本1949年在柏林出版，1955年在德國上演。布
萊希特不僅移植中國劇作，而且還創作了中國題材的《四川好人》
（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
。他借鑒吸收中國戲劇的長處，打破歐洲話劇
單一對話的傳統，強化表演，加入音樂和歌唱，特別讚賞京劇在舞台
表演、佈景以及道具上以虛代實的手法（張中載，2013: 18）
。

五、中國劇的華麗轉身：夏威夷的英語
京劇《鴻鸞禧》和《烏龍院》
正如布萊希特所言，中國傳統的戲曲和西方戲劇具有不同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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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西方戲劇以語言為主要媒介、重文學性（即情節性）的特質，中
國傳統戲曲則是重聲音和形體的表演，即以歌舞化的戲劇表演見長（孫
枚，2014: 71）
。因此，中國戲曲如果不是為西方戲劇提供值得改編的
故事主題以外，在表演層面上的亮點是很難被吸收的。我們完全可以理
解，為什麼梅蘭芳帶去美國的戲單多是動作、特技和歌舞戲，突出表
情、身段、做功和舞蹈，而內行推崇的唱功戲寥寥無幾。但就是排除了
唱功以外的其他功夫，除了給西方人看熱鬧、看新奇的功效之外，豈能
是外國人一時半會兒學得會的呢？這也就是為什麼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
芳海外獻演能掀起一陣京劇熱，可是所到之處並沒有因此而維持這股熱
潮。中國劇從《趙氏孤兒》到《王寶川》
，京劇搬演從梅蘭芳到程硯秋，
是不是也就因此戛然而止了呢？
到了20世紀下半葉，夏威夷開始了中國劇改編演出的新嘗試。地處
北美大陸和亞洲大陸之間的特殊地理位置，夏威夷恰如生長在東西文化
碰撞的第一線，而且歷史上華語文化也相對比較成熟，它當仁不讓地擔
負起了中國戲曲傳承和傳播的角色。
首 開 先 例 ， 訓 練 洋 人 唱 京 劇 的 是 楊 世 彭 [ 7 ]（ D a n i e l S h i h -

peng Yang）
。在梅蘭芳訪問夏威夷33年後，以英語演出的京劇出現在
夏威夷大學的舞台上。1963年4月在夏威夷大學求學的中國臺灣學子
楊世彭執導的英語京劇《鴻鸞禧》[8] 在夏威夷大學花靈頓堂（Farrington

Hall）連演五場。同年5月又巡演三場。這齣戲採用臺灣大學女教授黃
瓊玖的英文譯本。為什麼選排這齣戲呢？導演楊世彭披露了五大原
因：第一，此劇是一出文戲，不需要雜技動作，便於訓練演員；第
二，不需要複雜昂貴的戲服；第三，與其他劇目相比，沒有讓外國觀
眾感到特別刺耳的唱段；第四，不是特別程式化，西方觀眾容易欣
賞；第五，這齣戲是為數不多的已譯成英文的京劇作品之一。在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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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楊世彭堅持四個原則：盡可能忠於真正的京劇風格；盡可能
減少唱段，只用了五個唱段，讓觀眾感受一點京劇唱腔即可；充分利
用西方的舞台調度，改變一些傳統的呆板的舞台設計；使觀眾理解劇
情、感到有趣。楊世彭用了兩個月的時間訓練他的美國同學（20名演
員和4名樂手）
，劇中所需要的唱段是在臺灣錄製的，真絲戲服也是從
臺灣運來。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當地華人引以為榮。
這種借帆出海的京劇演出，除了華人受眾，西方觀眾能夠欣賞
嗎？當時《檀香山星報》的劇評恰好回應了這個疑慮，作者菲爾•邁爾
（Phil Mayer）寫道，一些精彩的表演儘管“與眾不同”
，但哪怕是愛斯
基摩人都會稱讚：男主角捧著一碗熱湯猛喝，女主角表現內心情感和
女性魅力的細膩的面部表情變化，以及女主角的父親撅著鬍子高聲地叫
嚷“一旦做了岳父，就永遠做岳父”
，諸如此類的細節，活潑生動，令人
耳目一新。當然，京劇演出的華麗戲服也是大受觀眾追捧的一大亮點。

1972年2月，楊世彭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夏威夷大學執導京劇《烏
龍院》[9]。與九年前導演《鴻鸞禧》的時候一樣，他依然注重啟用西方演
員，謝絕了許多前來應召的華人藝術家。他花兩個月的時間訓練演員，
劇中對白全用英語，而唱詞則用漢語原文，唱詞的英語譯文以字幕形
式逐句排映在銀幕上。售票第一天，著名語言學大師李方桂率領羅錦
堂等夏威夷昆曲研究社的成員排隊買票。謝冰瑩、吳大業、熊式一、王
藍從外地趕來觀看，觀後都讚歎不已，認為是傳播中國文化開創性的
戲劇盛典。《烏龍院》在檀香山演出11場後，又至四個外島巡演；後參
加該年度的全美大專院校戲劇比賽，在330個競賽劇目中脫穎而出，榮
獲第一名；同年4月應邀在華盛頓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公演，由美國之
音（VOA）轉播東南亞；9月，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將90分鐘《烏龍
院》彩色電視片進行全國聯播，受眾估計為兩百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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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三年之後，1975年11月底至12月初，由夏威夷大學戲劇系教
授胡耀恒 [10] 翻譯、改編和導演的京劇《白蛇傳》
，在夏威夷大學甘迺
迪劇院上演。該劇採用象徵性的燈光佈置，有現場鑼鼓加英文唱腔。
與楊世彭執導的《鴻鸞禧》和《烏龍院》相比，胡耀恒在唱詞上更進了
一步，不僅翻譯成英文，而且要求演員用英語演唱。胡耀恒在導演手
記中寫道，由於原劇的音樂和舞蹈是為中文演出設計的，既要盡可能
保留原來的詞序，又要讓觀眾聽懂英文唱詞，需要把準確性和可理解
性結合起來。演出獲得評論家和觀眾的一致好評，在檀香山演了11場
後，又赴各外島演出，成績斐然。

六、中國劇的海外傳承：
“洋貴妃”和《楊門女將》
在夏威夷，早期英語中國劇的製作和演出多集中于小型社區。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重心向大學校園轉移，形成了以華人為主導，
演員以非華裔美國大學生為主的模式，英語京劇逐漸形成。夏威夷大
學戲劇系的亞洲戲劇教學，除了日本和印度等戲劇外，中國戲劇也是
重要的一環。中國戲劇最早是由美國教授講授，至於中國人最早任
教的，應該算楊世彭和胡耀恒。而夏大東亞語言文學系的中國戲曲
教學，則是羅錦堂最早開始的。英語京劇的核心難題之一在於唱段
的處理。第一部英語京劇《鴻鸞禧》是最初的嘗試，對話用英語，唱
段則用錄音代替；第二部為《烏龍院》
，念白為英文，唱段為中文；
第三部《白蛇傳》中的唱腔部分和對話一樣，都以英文表演，在形式
上趨於完整。英語京劇的成功上演在非華裔人群中培養了包括魏莉莎
（Elizabeth Wichmann-Walczak）在內的一批忠實的研究學者和觀眾。
魏莉莎，綽號“洋貴妃”
，是地地道道的美國人，早年曾在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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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留學，專攻京劇藝術，並拜梅派名旦沈小梅為師，回國後，魏莉莎致
力於京劇的研究、教學、翻譯和表演。魏莉莎後來擔任是夏威夷大學戲
劇舞蹈系教授，亞洲戲曲部主任。前面提到的楊、胡二位，都是魏莉莎
的老師，特別是胡耀恒，正是魏莉莎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自上世紀80
年代以來，魏莉莎翻譯、執導了多部京劇作品，包括《鳳還巢》
、
《玉堂
春》
、《沙家浜》
、
《四郎探母》
、
《秦香蓮》
、
《楊門女將》
、
《白蛇傳》等。
魏莉莎不是把京劇變成話劇演出，也不是把中文唱詞按照羅馬拼
音依葫蘆畫瓢地仿唱，而是把京劇的唱腔、念白、動作，以至服裝、
樂器全部搬過去，只是演員換成凹眼高鼻的美國人，唱詞徹底翻譯成
英語。（李潔，2013: 63）
魏莉莎的京劇英譯實踐，是研究先行、譯介並行的結果。她認
為，一個譯者僅僅局限于劇本文本內部的語言文字轉換，對京劇的唱
腔、化妝、行當、服裝等文本外的表演知識一無所知，對京劇的藝術
特點缺乏瞭解，是不可能譯出好的作品的。魏莉莎的英語京劇譯本本
著為演出服務的宗旨，表現出三個較為突出的特點：
第一，語言簡潔易懂。用詞簡單，慎用大詞難詞，句型簡單，語
言自然，不為押韻而刻意調換詞序或句序而造成語言生硬的現象。這樣
的念白或唱詞翻譯，有助於滿足演員斷句換氣或拖腔的表演需要，也
有助於觀眾在短時間內快速理解和接受資訊。第二，譯文音韻優美，適
於演唱。京劇唱腔原為中文創設，而中文是一字一音節，英文則是一詞
一音節或多音節，魏莉莎的做法是儘量將英文字的音節拆開對應于中文
原唱詞，這和歌曲譯配的填詞很相似。美國夏威夷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
榮休教授，兼任夏威夷華人作家協會名譽主席的羅錦堂先生這樣評價：
“她所翻譯的唱詞，每句發音都是按照中國京劇的音節，所以在胡琴方
面頗能一致，聽眾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合”
。[11] 第三，魏莉莎不是對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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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文字內容進行簡單英譯，而是根據演出要求所做的一種變通式的翻
譯，譯文做了許多適應性改造，既為了照顧演員的表演方便，更為了迎
合西方觀眾的理解和欣賞能力，營造好的舞台效果。
夏威夷大學戲劇系每三四年排演一部京劇，不僅在美國當地演
出，而且“輸出”我國，迄今已有 20 多年的歷史。最近一次的盛事是

2014年2月英語京劇《穆桂英掛帥》系列演出，該劇由魏莉莎編劇並導
演，江蘇省京劇院三位專家擔任藝術顧問。全劇用英語表演，穆桂
英、佘太君和楊文廣等經典角色，全部由金髮碧眼的外國人扮演。演
員表演熱情投入、唱腔唱調體現京劇特色，加之色彩鮮豔、佈景精緻
的舞台，原汁原味、華麗誇張的戲服，抑揚頓挫、熱熾喧鬧的鑼鼓奏
樂，生動地傳達出京劇以及中國傳統戲劇的韻味，也讓更多的美國民
眾有機會接觸、瞭解、欣賞京劇，給美國觀眾提供了一個瞭解中國傳
統文化的平台與視窗。
（肖維青，2015）

七、啟發與借鑒
縱觀中國戲曲近三百年的對外傳播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除了由
中國劇團或中國演員赴國外演出的、用中文上演的、原汁原味的中國
戲曲（如梅蘭芳赴美演出）外，
“中國劇”的譯介改編和演出是一種特
殊的文化現象，甚至可以說是戲曲外傳過程中一種不可逾越的歷史階
段。細細算來，中國劇大致有五種類型：第一、由外國人改編的用外
語演出的話劇類型的中國劇，如伏爾泰的《中國孤兒》；第二、由外
國人創作的用外語演出的話劇類型的中國劇，如布萊希特的《四川好
人》
；第三、由華人改編的用外語演出的話劇類型的中國劇，如熊式一
的《王寶川》
；第四、由華人改編的用外語演出的戲曲類型的中國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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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楊世彭的《烏龍院》
；第五、由外國人改編的用外語演出的戲曲類型
的中國劇，如魏莉莎的《白蛇傳》
。
（其中第二種類型也可以被稱為“偽
中國劇”
，[12] 因為並不存在中國劇本原型。）每一種類型，都按照文化
適應的規律，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客觀上或主觀上完成了一部分中國
傳統戲曲外傳的歷史使命。
從譯介的形式看，中國劇從最初的以對話為主的話劇，到對話和
歌舞並重，慢慢過渡到以歌舞為主、唱念做打俱全的中國戲曲；從譯
介的內容看，中國劇從最初的節譯、大幅改編，到適應性改編，慢慢
過渡到全譯；從譯介的主體看，中國劇由最初的西方漢學家為主，到
西方作家、戲劇家的加入，到華人戲劇家的加入，慢慢過渡到洋人票
友、西方戲劇研究者為主；從譯介的效果看，中國劇最初是滿足西方
人對東方文化獵奇的心理，到“中為洋用”的戲劇切磋和滲透，慢慢過
渡到培養了一批洋人戲迷。中國劇的西進歷史，對我們當下的譯介研
究和譯介活動有不少啟發。
首先，在思想層面上應該有足夠的文化自省。作為文化研究者、
戲曲研究者和翻譯研究者，我們應該認識到經濟實力、政治地位與文
化名氣的提升並不同步，因此不應急於求成、操之過急，更不應過分
強調文化輸出的自主權，否則會引起抗阻，欲速不達。近二十年，中
國的經濟飛速發展，政治地位躥升，但是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並未同步擴大，不少人焦慮起來：硬實力上去了，軟實力怎麼沒有理
所應當地相應增強呢？從Even-Zohar的文化研究著述中，我們可以看
到，政治經濟力量與文化聲望之間並不一定有必然的、即時的聯繫
（1990: 66-68 ）
。比方說，法國的文化名聲在其成為政治強國之前很
早就已經建立，而且在政治勢力衰落之後文化聲望依舊維持著，例
如，現在高規格餐飲場合的菜名仍然使用法語，就是英國皇室晚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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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法文菜名。在很多時候甚至征服者也借用沿用被征服者的文化。
既然國力增強和文化名聲並沒有必然聯繫，所以我們在“推銷”本國文
化上也不必過於心急。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客觀認識自己民族的文化，
以發展、開放的眼光看待中國文化（蔣好書，2014: 13）
，在理解和接
觸多種文化的基礎上，在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裡確立自己的位
置（張南峰，2015: 92）
。總之，要實現理念上的轉換，即從原有的“
宣傳”的概念轉換到“傳播”的觀念（鮑川運，2014: 16）
，以淡定、自
信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好中國形象。
其次，在傳播譯介的實踐操作層面上，則應該尊重差異，多管
道多層次多形式推動中華文化海外傳播。應該允許譯本的多樣化，
允許戲曲外傳的多樣化手段，正確看待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改寫。
以《趙氏孤兒》為例，馬若瑟的“買櫝還珠式”的節譯“預熱”了歐洲
的“中國熱”
，伏爾泰“調汁調味式”的改寫“西傳”了東方文化的精
髓。當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不斷積累，期待視野持續放大的時
候，回歸本源、尋求原汁原昧的願望就會變得不可阻擋。此時，法
國漢學家斯坦尼斯拉斯•儒蓮（ Stanislas Julien ）翻譯的忠實原作的
《趙氏孤兒》
（ 1834 ）才會水到渠成、應運而生。“節譯 ─ 改寫 ─ 全
譯”理應在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世界化進程中有序進行。文化藝術
的傳播，不像科學技術的傳播，後者幾乎可以採用直線型的借鑒和
應用模式，而前者往往採取迂回的路徑，特別是目標文化發起的譯
介活動更是如此。
另外，應該充分考慮傳播管道的改變，文化傳播已經從原有的
傳統媒體轉換到新興媒體，包括自媒體。以戲曲文化的外傳為例：
早期只有紙版劇本的譯介活動，到梅蘭芳訪美時，才給西方世界帶
去了直觀真實的戲曲印象，而 70 年來，夏威夷英語京劇的實驗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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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真正意義上全方位的戲曲體驗，是戲曲藝術文化成功當地語系
化的結果。文化傳播應該符合傳播規律，形成良好的傳播層次，開
拓多元化手段，讓代表中國文化精神的每個文化人物、文化故事、
文化形式都有更豐富的表達方式。（蔣好書， 2014: 15 ）例如， 2016
年上海京劇院開拍 3D 全景聲京劇電影《曹操與楊修》，以京劇為本，
電影為用，充分運用電影鏡頭的豐富性和準確性，體現原作的精
彩，並賦予傳統戲曲以現代內涵，如果配上外語字幕，這將是中國
劇海外傳播的絕佳藍本。要向世界推介京劇，不但可以出版劇本，
海外獻演，還可以開發中國劇，召開（國際戲劇）學術研討會，組
織文物展覽，製作動漫產品，策劃旅遊路線，開發人文形象衍生產
品，等等，從而形成更加清晰準確的影響力，讓京劇這個文化元素
真正進入外國人的文化和生活語彙。
海外中國劇，從《趙氏孤兒》走來，歷經三百年，有的表現中國題
材，有的運用中國戲曲元素，有的具有鮮明中國文化特徵，客觀上有效
地傳播了中國傳統文化和戲曲藝術。中國劇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也
是戲曲外傳過程中一種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瞭解認識海外中國劇的譯
介歷史和實質，對當下中國文化海外傳播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注 釋
[1]

在翻譯研究領域，首次提出“中國劇”這個概念的是華東師範大學的陳茂慶，詳見2015
年《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第三期《黃馬褂——夏威夷劇壇的經典中國劇》
。本文作者在引
入本文時，對這個概念進行了更加嚴格的界定和解讀。

[2]

根據史料，明清兩代福建的戲曲藝人曾在琉球、泰國等地演出，也有中國移民在馬
尼拉、爪哇、雅加達等地演出閩南戲曲，不過這些演出仍然在東方文化的圈子裡（孫
枚，2014: 98-99）
，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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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趙氏孤兒》的故事梗概：春秋晉靈公，武將屠岸賈專權，將大臣趙盾一家誅絕，其子
駙馬趙朔也被逼自殺。趙朔妻在幽禁中生下趙氏孤兒，被義士程嬰偷帶出宮。屠岸賈得
知後，為追殺孤兒下令屠殺全國嬰兒。程嬰與歸隱老臣公孫杵臼商議，將自己的孩子送
給公孫杵臼，頂替趙氏孤兒去死，然後自首，揭發公孫柞臼收藏趙氏孤兒。結果程嬰之
子被殺，公孫杵臼自殺。屠岸賈收程嬰為門客，認趙氏孤兒為義子。孤兒趙武長大後，
得知真相，遂殺屠岸賈復仇。

[4]

選自臧晉叔編《元曲選》
，第二冊，第1481-1482頁。

[5]

本文作者自譯。

[6]

歌德根據原劇本的後半部分，改編成劇本，於1783年出版。本文囿於篇幅，歌德的《趙
氏孤兒》只能點到為止。

[7]

楊世彭現為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戲劇舞蹈系榮休教授，曾獲得臺灣大學外文系學士、夏威夷
大學戲劇系藝術碩士、威斯康辛大學戲劇系博士學位。90年代曾轉任香港話劇團總監。

[8]

《鴻鸞禧》原著是馮夢龍《古今小說》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

[9]

《烏龍院》即《水滸傳》中宋江坐樓殺惜的故事。

[10]

胡耀恒後來返臺任教，曾擔任臺灣大學外文系主任和戲劇研究所所長。

[11]

見陳茂慶對羅錦堂採訪 http://www.scuphilosophy.org/ScholarsLibrar y_display.

asp?userid=487&art_id=11937
[12]

除《四川好人》外，還有一個經典的例子——《黃馬褂》
，這是一部由美國戲劇家創作的融
合中國元素、有明顯中國印記的以英語對話為主的喜劇作品。在夏威夷，《黃馬褂》一劇
從上世紀初一直演到七十年代。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項目“影視翻譯比較研究 (NCET-12-0908) ”階段成
（B1304）資助，亦得到
果，得到上海市教育科學項目“高校影視翻譯課程教學研究”
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市I類高峰學科（外國語言文學）建設項目支援。本文在撰寫過
程中得到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孫枚先生的指點，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Du Halde, Jean-Baptiste. (1736).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eres de ces pays, de la carte générale et des cartes particulieres du

18

東方與西方的相遇：
“海外中國劇”的譯介研究

Thibet, & de la Corée; & 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 & 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ledouce. La Haye: Henri Scheurleer.
Even-Zohar, Itamar. (1990). “Laws of Literary Interference.” Poetics Today 11(1),
Polysystem Studies: 53-72.
Mayer, Phil. (1963). “Chinese Opera by U. H. Group Would Delight Even a
Westerner.” Honolulu Star-Bulletin, April 20.
Voltaire. (1755). L’Orphelin de la Chine. Paris: Michel Lambert.
Yang, Daniel Shi-peng. (1964). “A Production Book of Twice a Bride, A Peking
Opera Together With an Essay: The Influences of Confucianism on the
Lat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heatre”.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鮑川運（2014）
，
〈對外傳播理念的更新及中譯外人才的普及化〉
，
《中國翻譯》5: 16-17。
曹廣濤（2011）
，
〈基於演出視角的京劇英譯與英語京劇〉
，
《吉首大學學報》6: 158-162。
陳茂慶（2015）
，〈《黃馬褂》—— 夏威夷劇壇的經典中國劇〉
，
《外語教學理論與實
踐》3: 27-30。
范存忠（1981）
，《英國文學論集》
，北京: 外國文學出版社。
蔣好書（2014）
，〈對外文化翻譯與交流的五個層次〉
，《中國翻譯》3: 13-16。
李潔（2013）
，
〈不覺來到百花亭——魏莉莎的京劇英譯實踐和京劇英譯觀〉
，《東方
翻譯》
，3: 63-67。
孫枚（2014）
，
《徜徉於劇場與書齋——古今中外戲劇論集》
，臺北：秀威信息。
王麗娜（1988）
，
《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名著在國外》
，上海：學林出版社。.
肖維青（2015）
，
〈傳統京劇“借帆出海”——英語京劇的故事〉
，
《中華讀書報》9月2日。
肖開容（2011）
，
〈從京劇到話劇：熊式一英譯《王寶川》與中國戲劇西傳〉
，
《西南大
學學報》3: 149-152。
熊式一（2006）
，
《王寶川》
，北京：商務印書館。
臧晉叔（1958）
，《元曲選》
，北京：中華書局。
張南峰（2015）
，
〈文化輸出與文化自省〉
，
《中國翻譯》4: 88-93。
張中載（2013）
，
〈北京正甲乙祠，倫敦環球劇院——從兩座戲樓說起〉
，
《中華讀書
報》10月23日。
鄭達（2015）
，
〈《王寶川》回鄉：文化翻譯中本土語言和傳統文化的作用〉
，《中華讀
書報》7月22日。

19

《翻譯季刊》第八十七期

作者簡介
肖維青，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翻譯系主
任，2010-2011年度中美富布賴特高級研究學者，入選2012年教育部新
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發表各類學術論文70餘篇，近五年發表在《中
國翻譯》、
《學術界》、
《外語教學》等核心期刊上的學術論文近20篇，出版
中文學術專著3部，英文專著1部，獨立編撰教材4部，譯著8部，翻譯總
字數120餘萬字；獨立或主持承擔1項國家級、5項省部級、3項廳局級科
研項目，合作承擔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2項，均已結項。研究方向：翻譯
教學、視聽翻譯。
電子郵件：wqxiao@shisu.edu.cn

20

海外英譯選集對中國現當代
戲劇經典的建構（1970-2015）

張翠玲 馬會娟

Abstract

Translation Anthologies and the Canon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Drama in the English World: 1970-2015 (by Zhang
Cuiling and Ma Huijuan)
While literature anthologies constitute one of the main channels
for literary works to disseminate within a country, translation
anthologies project an image of a literary genre in a foreign culture.
Modern Chinese drama came into being in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ut it was not until the 1970s that the western world began to
introduce it to English readers by publishing translation anthologies.
From the 1970s to 2015, there have been about ten modern Chinese
drama anthologi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America. What
theatrical works did the anthologists select and what were their criteria
for selection? How did these anthologies create the image of modern
Chinese drama in the English world? And what are the constraints on
the selection of items? This paper tries to probe into these questions
based on English translation anthologies of modern Chinese plays
published between 1970 and 2015. By discussing the items each
anthology selected, the paper explores both the selection criteria and
the ideological, social, poetical and other reasons underlying them.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canon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drama in the
English world not only depends on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but also on
the universal literary value of the plays.

21

《翻譯季刊》第八十七期

一、引言
選集和全集不同，顧名思義，選集首先意味著挑選和取捨，同
時意味著評價和重構。Korte（2000: 3）指出，在當今這個電子資訊時
代，我們擁有的是前所未有的資訊和文本的儲存。但是這種數據庫不
是選集，數據庫的目標是追求全部，而不是挑選。可以說，正是這
種“挑選性”才使得選集具有了某種文化傳播的身份，具有了一定的價
值和評估。Cliﬀord將選集比作博物館的展覽，他認為博物館裡的收集
和展示，是“西方身份形成的重要過程”
（1994: 220）
。文學選集也是
“收集和展示”
，因而我們可以說，文學選集的收集和展示是文化身份
形成的過程（Seruya & D’
hulst, et al. 2013: 1）
。Essman和Frank認為，
“選集和全集之於文本，一如博物館之於藝術品和其他文化意義的物
品：保存並展示它們，通過挑選排列展品，在某個領域投射一種解
讀”
（Essman and Frank 1991: 66）
。文學選集和博物館相似，也反映了
挑選和排列的過程，作為這樣一種被精心挑選出來並予以排列的數據
集，它們是“在一個國家內或在國際上富於啓迪並值得紀念的傳播文
化的方式”
（Frank 1998: 3）
。
文學選集不僅僅是一種“有特色的文本和副文本的出版形式”
（ Korte 2000: 32 ）
，而是“一種和後現代風格一致的一種文類”
（Seruya & D’
hulst, et al. 2013: 2）
，選集通過收集、挑選、展示，把某
些具有同類特點的作家或作品集合在一起，參與經典的建構、解構或
重構，是另一種“改寫”
（Lefevere 1992: 4）
。
翻譯選集的功能和作用也是同樣，所不同的是，翻譯選集是在
另一個文化參與文學形象的建構、解構或重構。如果說選集的編撰給
讀者提供的是文學的形象，那麼翻譯選集則提供給讀者的是雙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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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既有原文的形象，又有文學的形象。翻譯選集作為一個整體，

試圖投射的是一個宏觀形象，同時還有不同的譯文所投射的微觀形象
（Lefevere 1992: 139）
。對於戲劇文學來說，翻譯選集是其在他國的傳
播和形象構建的重要載體和途徑之一。劇本經過編者（也許還有出版
商、贊助人等）的挑選和排列，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在一個新的語境呈
現，它們顯然不只是解決了讀者購買和閱讀單個譯本的麻煩，而是整
體大於各部分相加之和。
然而，對於翻譯選集的研究卻一直被忽視，對中國戲劇翻譯選
集的研究則更為聊聊，到目前為止還未有比較細緻全面的研究。鑒於
此，本文以海外出版的中國現當代戲劇英譯選集為研究對象，通過對
副文本以及所選劇目進行分析，考察中國現當代戲劇翻譯選集對中國
現當代戲劇的形象與經典的建構情況。

二、研究語料的搜集與確定
中國現當代戲劇的英譯選集數量不多，國內和海外都有出版。國
內最早的英譯選集於1940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50年代，中國
外文出版社也出過兩本選集，即1956年的《婦女代表：三個獨幕劇》
（The Women’s Representative: Three One-Act Plays）和1957年的《紗廠的星
期六下午及其他獨幕劇》
（Saturday Afternoon at the Mill, and Other One-

Act Plays）
，但囿於當時的國際和國內政治和經濟環境，這些英譯選集
的海外傳播效果十分有限。鑒於此，本文將考察海外出版的中國戲劇
英譯選集，第一本出版於1970年，至今共有10本，出版地都是美國，
這10本選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按照主題進行選編，一類是按
照歷史時期進行選編，這兩種分類和選編方式也有互相重疊之處（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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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表1）
。為討論方便起見，本文按照選集的主題和性質，將這些選集
分為三部分進行討論。
表1：海外中國現當代戲劇英譯選集數量（1970-2015）
性質

選集數

出版時間

斷代史

4

1970年代

斷代史

4

1990年代/2003

通史

2

1983/2010

三、共產主義戲劇英譯選集
3.1選集的主題：共產主義與紅色中國
從中美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開始於1960年代末。官方的交流主要
來自兩國政府對文藝節目的互邀和訪問演出，如在戲劇方面，1972年
美國總統尼克森在北京觀看了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第二年《紅色
娘子軍》被改編成電影在美國的全國廣播公司（NBC）電視台上演。民
間的交流則主要體現在美國的一些劇院對中國現當代戲劇的製作和排
演，以及出版社的翻譯和出版，形成一股小小的熱潮。這一時期，美
國共出版了四部中國戲劇的翻譯選集，題目都以“革命的中國”或“共
產主義戲劇”為關鍵詞。
該時期的第一本選集由Walter J. Meserve 和 Ruth I. Meserve（下稱the

Mserves）於1970年出版，他們是在繼白之（Cyril Birch）[1] 之後首次以
“共產主義”為主題介紹中國當代戲劇的編者。他們所選的劇本，譯文
都來自中國的外文出版社或《中國文學》英文版期刊。編撰者不貢獻新
譯文，不僅是the Meserves兩個人的做法，在整個1970年代，除《紅梨
園》之外，其他幾部翻譯選集都是這種做法，這體現了當時出版人和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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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急迫：在中美交流剛剛開始，世界都迫切想瞭解中國的方方面面
之時，他們都急於出版圖書以搶佔先機和市場，沒有時間（或不想花時
間）去組織重譯。同時也說明，選編者和出版社的目的並不是將劇本的
譯文呈現給美國的劇院或導演用於排演的腳本，因而譯文是否適合譯入
語文化以及是否適合演出並不是他們首要考慮的因素。

The Meserve 將中國戲劇和中國的政治背景緊密結合，其“醉翁之意
不在酒”
，而在於通過戲劇揭露中國的政治鬥爭。他們在序言中開門見山
地指出，
“本選集所選的作品，展現了中國的戲劇文學、劇院和政治自

1919至‘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發展或變化”
。他們認同戲劇是反映社會的
一面鏡子，指出“任何文化或國家的戲劇都生動地，有時是激烈地反映
了那個社會的思想和理想、衝突和滿足、鬥爭和貧瘠”
（1970: 1）
，
“劇院
提供的是一個鏡像，也曾經相當清晰地在中國的戲劇中呈現”
（同上）
。
但在當今的中國，情況卻並不如此。
“新的共產主義戲劇不是中國社會
的一面鏡子，而是一幅充滿陰謀的畫面”
（同上）
。因此，他們認為這些
戲劇並不是真實的中國社會的反映，這些戲劇也通常是“沒有藝術性、
沒有深度和真實性”
（同上）
。可以說，在編者的眼中，或者說，編者努
力向西方讀者所傳達的思想是，中國當代的共產主義戲劇完全沒有藝術
和文學價值，而是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和產物。

The Meserves作為1970年代首次介紹中國當代戲劇的編者，他們
的觀點也影響了後來者。1975年出版的Martin Ebon的選集，目的也是
通過戲劇作品揭示政治鬥爭。中國戲劇是中國政治各派鬥爭的產物，
這個觀點在Ebon那裡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現：他直接使用“共產主義戲
劇”作為選集的標題，並強調中國戲劇就是中國政治鬥爭的產物。在
導言中，他稱“本書從頭至尾，劉少奇和他的支持者被描繪成下定決
心要影響文藝，尤其舞台製作的一派，而方式卻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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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左。在黨內，劉少奇被一遍遍地指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代表，而
江青則被贊為中國歌劇、芭蕾、戲劇和音樂的救世主”
（1970: viii）
。
他的導言詳細梳理了“文革”期間的各種矛盾和鬥爭、劉少奇的命運、
以及江青對戲劇的介入，幾乎可以看做是“文革”起因和內幕的揭秘
文章。不僅如此，選集中的每一部作品也都被他描述成政治鬥爭的產
物。如歌劇《白毛女》的改寫“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內部各個不同派系之
間的激烈的政治文化鬥爭”
（同上: 32）
。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是“那
些想要利用該劇宣傳‘回到資本主義’的人和那些把該劇看作強調‘階
級’差別工具的人之間的激烈鬥爭的中心”
（同上： 155）
。伊本還認為
《杜鵑山》中的叛徒溫其久是對林彪的映射，他對《杜鵑山》的介紹文
字的標題就是“溫隊副，一個暗指”
。
《杜鵑山》的幾番改寫及至最後的
定稿，反映了林彪和江青之間的權力鬥爭（同上：263）
。

3.2影響選集的因素
影響翻譯選集作品挑選的因素是多重的，時代的主題、前人的影
響、出版社的頁數限制、譯文的可得性、選編者個人的喜好和詩學觀
點等。海外出版的中國現當代戲劇英譯選集中，第一本介紹的是中國
的共產主義戲劇，從而將“共產主義”這個主題牢牢地建立起來，其後
的幾部選集都基本遵循了這個主題，對“共產主義”或“革命的中國”
的戲劇進行了介紹。
主題雖然一致，在具體的劇目選擇上，起決定性作用的則是選
編者個人的詩學觀念和專業背景。例如 the Meserves 所選的 9 部作品
中，大部分劇目都不符合“共產主義”這個主題，如魯迅的《過客》甚
至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戲劇作品，而且是創作於 1925 年，也不能劃為
當代文學作品。而《六月雪》則是關漢卿創作於元代的作品，更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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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以及共產主義中國關係甚微。除此之外， the Meserves 還選錄了
一則常寶華等人的相聲《昨天》
。眾所周知，在中國的文化語境裡，
相聲和小品等藝術形式，雖然也都在舞台上表演，但是卻並不被當
做戲劇，而在 the Meserves 那裡，卻被當做“當代戲劇”
，這一點也許
我們只能這樣解釋：在他們的認知裡，中國的劇院裡、舞台上演出
的節目都算作戲劇吧。

The Meserves所選的劇目中，只有《白毛女》和《紅燈記》兩部作品
出現在後來的選集中，其他 7 部都被後來的選編者放棄。這說明，後
來者並不認同the Meserves所選錄的“共產主義”戲劇。他們都從自己
的詩學認知選錄了中國“共產主義”戲劇。Lois Wheeler Snow 於1972
年出版了《舞台上的中國：一個美國女演員在中國》
。她的標題並未採
用“共產主義”或“革命”關鍵詞，而是另辟蹊徑，選擇了戲劇的場所
“舞台”作為主題詞，意即舞台上正在上演的戲劇，給讀者一種即時
感和現場感。她所選的四部劇本中，除《紅燈記》已經出現在前一部
選集中之外，其他三部作品，《智取威虎山》
、《沙家浜》、《紅色娘子
軍》都是首次收錄，顯示出選編者對這三部作品的經典地位的確立所
作出的努力。Lois Snow 是 Edgar Snow的妻子，是一名美國演員，她
在1970年8月和丈夫第一次來到中國，並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21週年的國慶典禮。在那個西方人渴望瞭解中國
的年代，Lois作為一名演員、作為為數不多的觀看過許多中國戲劇演
出的人，美國觀眾和讀者都對她介紹中國戲劇充滿了期望，所有人都
鼓勵她去探索中國戲劇這片領域（ Kendall 1974: 32 ）
。然而， Lois 的
獨特身份、她和丈夫在中國受到的極高規格的對待、她本人的職業和
認知，都影響她的收錄標準和觀點的客觀。她的導言引用了很多毛澤
東的話，充滿了對一切的贊美，包括對作品的評價。她稱《紅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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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史詩劇”
，稱李玉和是“中國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
（1972: 245）。
此外，她的導言也未能較好地切入選集的主題，和其所要介紹的戲
劇作品南轅而北轍。例如，她在導言仲介紹了電影作品《武訓傳》
，[2]
將其放在修正主義的話題下討論，並說該電影震驚了革命戲劇界（同
上：16）
。這不僅與事實不符，也和中國舞台以及她的戲劇選集毫不相
關。 Lois 未收錄《白毛女》的劇本，但卻在《紅色娘子軍》一劇的介紹
中，花了將近一半的篇幅介紹了歌劇《白毛女》的來龍去脈及演出情
況，所佔篇幅甚至超越了其選錄的《紅色娘子軍》
。

Lois 所選的四部作品，全部來自 1969 年的第一批“樣板”作品，
是“文革”期間在中國舞台反復上演的戲劇作品，是 Lois 在中國看
到的真實的舞台景象。她第一次將《紅色娘子軍》的譯文選入，同
一年美國觀眾就在電視上看到了電影版的《紅色娘子軍》，極大地
方便了觀眾的閱讀。儘管該選集有一些不足，如導言“太過簡單”
（Kendall 1974: 33）
，“宣傳目的明顯”
（Meserve 1973: 105）
，但作為

1970年代西方人瞭解中國和中國戲劇的首批選集之一，並且是由到過
中國的人來完成的作品，該選集對中國革命“樣板戲”在西方的形象
建構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作為對前一部選集的延續和補充，該選集為
後來的選集編撰（如Ebon 1975）也提供了參照。
緊隨羅伊斯之後，1973年，John Mitchell出版了《紅梨園：革命
中國戲劇三部》
。Mitchell擷取了“梨園”和“革命”這兩個關鍵詞，雖
然未對“共產主義戲劇”的主題進行延續和加強，但他在選集題目中
將“梨園”前面加了“紅色”一詞，和“革命的中國”相呼應，意在表
明他介紹的戲劇是帶有“紅色”特徵的中國革命戲劇。Mitchell收錄了
傳統京劇《白蛇傳》
、《野豬林》和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三部作品。
該選集的導言是當時的博士候選人宣立敦（ Richard E. Strassberg）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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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他在導言中稱所選的三部戲劇作品都是在1949年之後創作的，
指明了該選集的收錄範圍。不過，嚴格來說，該選集收錄的傳統京劇
《野豬林》並不是1949年之後創作的，而是京劇大師李少春在李小樓
創編的京劇《山神廟》基礎上於1948年改寫而成，只是在1949年之後
的幾年內迎來了演出的盛季。他收錄的另一部京劇作品《白蛇傳》是
中國戲曲名劇，田漢於1947年將其改編成京劇劇本，當時的劇名叫做
《金鉢記》
，1953年重又定名為《白蛇傳》
。從創作時間和選集主題來
說，該選集的三部作品有兩部是“文不對題”的，其選錄的主要原因是
譯本是現成的。這三部作品都是在紐約戲劇學院劇院上演過的劇目，
編選者本人是紐約戲劇學院的主任，既是導演又是譯者，因而將其編
輯出版。在《智取威虎山》的譯文已經於前一年出現在羅伊斯的選集當
中之後，Mitchell還是請宣立敦翻譯了該劇，表明Mitchell在將該劇搬
上舞台時，並不認可《中國文學》的譯文，該書是 1970 年代唯一未採
用《中國文學》現成的譯文的選集。

1970年代的最後一本中國戲劇英譯選集的編者是 Martin Ebon，
他於 1975 年出版了《中國共產主義戲劇五部》
，該書亦是最後一部以
“共產主義戲劇”為主題的選集，是此類主題的終結者，之後再也沒
有類似的選集出現。 Ebon 所選的五部戲劇都是第一批被認定為“樣
板”的作品，包括歌劇《白毛女》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
，但 Ebon
的挑選原則並不是“樣板”
，而是以是否“反映了政治鬥爭”為標準，選
集的目的也是扭轉西方人對中國的傲慢和偏見（Ebon 1975: vii）
，因為
“中國並不是一個擁有迷人儀式的原始部落”
（同上：xxi）
。如果我們
考察一下伊本的專業背景，便不難理解他觀點的來源：他是研究共產
主義運動的專家，曾寫過林彪、一些前蘇聯領導人、以及世界共運史
方面的著作，因而其關注點是在“共運”而不是“戲劇文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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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時期”的探索戲劇英譯選集
4.1選集的主題：探索與有爭議戲劇
中國文學在“文革”結束後進入了一段為期約十年的欣欣向榮的
發展時期，這段時間被稱為“新時期”
。在此期間，各種文學形式都經
歷了創新和發展，戲劇更是在面臨“衰落”的時刻，重又煥發出生機
和力量，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出現了一批優秀的劇作家，他
們在戲劇內容和主題上，以及表現手法和技巧上，大膽探索，促進了
“探索劇”的創作、演出和戲劇理論的繁榮。內容上，描寫領袖人物的
歷史劇突破了之前的文藝模式，實現了從“神”向“普通人”的轉變。如
趙寰的《馬克思流亡倫敦》和沙葉新的《馬克思秘史》
，著力向人們展示
馬克思作為人的另一面：貧窮、潦倒、欠房租不還，顛覆了人們對戲
劇作品和領袖人物的認識，引起了激烈的爭議和強烈的共鳴。在表現
表 2：1980年代探索戲劇的英譯選集
編者

出版年

選集名稱

出版時間

Shiao-ling Yu（餘孝玲）

1996

Chinese Dram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9-1989: An
Anthology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Martha Cheung & Jane
Lai（張珮瑤、黎翠珍）

1997

An Oxford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iping Yan（顏海平）

1998

Theater and Society: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 Sharpe

Xiaomei Chen（陳小眉）

2003

Reading the Right
Text: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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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上，高行健創造了“多聲部”
，魏明倫在《潘金蓮》一劇中更是讓多
個不同時代的人物同台對話，是當之無愧的現代“穿越劇”的第一人。
這些作品的共同特徵是在當時都引起了轟動，其結果是或引起爭議、
或被禁演。海外對這一時期話劇作品的譯介，在 1990 年代後期才開
始。自1996年至今，共出版四部中國戲劇翻譯選集（見表2）
。這四部選
集都是斷代史的性質，都是對1980年代“新時期”探索戲劇和有爭議話
劇作品的譯介，這反映了自1970年以降的對戲劇主題和劇種的譯介變
化，對“共產主義”的革命戲劇作品的譯介，從此成為歷史。

4.2影響選集的因素
一般來講，編者對選錄作品擁有很大的決定權，但編者往往又都
是傾向於保守，在挑選劇種和劇目上，並不總是敢於嘗試新的劇作家
和作品，這亦是時代影響的表現之一。例如，在1970年代，大多數選
集的編者都遵循了“共產主義”這個主題，而不去涉及其他主題。1990
年代的三部選集，主題都集中在當代“探索劇”
，也未有人再去收錄
“樣板戲”或其他革命現代戲，體現出編者對這一劇種的集體放棄。
此外，選編者的詩學觀點也影響著體裁和劇種的收錄。例如，雖
然1990年代的編者都放棄了對革命現代戲的收錄，然而餘孝玲（1996）
也收錄了一部傳統戲劇作品，即創作於1981年的傳統京劇《徐九經升官
記》
。儘管餘孝玲聲稱自己的挑選標準是1979-1989期間的“最優秀的作
品”
（1996: 7）
，但《徐九經升官記》的收錄，體現的則是編者的詩學認
知：中國戲劇必須包含傳統戲劇和話劇。為了強調，餘孝玲在目錄裡
專門做了區分，將所收條目按照“傳統戲劇”和“話劇”分開排列，明
確地告訴讀者傳統戲劇和話劇是中國戲劇的兩大劇種。而張珮瑤和黎
翠珍（1997）
、以及陳小眉（2003）則將選擇標準嚴格定位在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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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劇”作品，徹底放棄了對傳統戲劇的收錄，自動將當代戲劇等同
於了話劇，體現出她們對當代戲劇的認知以及對“話劇”地位的建構所
作出的努力。
如果說餘孝玲對傳統戲劇的收錄是詩學觀念的影響，那麼，兩
年之後顏海平對電影劇本《老井》的收錄，則體現了選編者對目標語
市場和讀者的妥協與討好。顏海平是繼 the Meserves（1970）首次將相
聲劇本收入中國戲劇選集之後，第一位將電影劇本納入到中國當代
戲劇行列的人。她的理由是該電影“國內和國際上都獲得了大獎”
（Yan 1998: ix）
，不過她同時又承認，這並不是該電影劇本入選的最
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則是“自1980年代中期起，中國的影視業發展
迅速”
（同上：xxvii）
，尤其是電影行業的發展“在數量和技術上都達到
了歷史之最，引起了大眾的廣泛關注”
（同上：xxviii）
。然而，無論該電
影多麼重要，影響何等廣泛，將其當做戲劇，顯然是“值得商榷”和
“極其不合適”的（Conceison 2000: 136）
。編撰者並不是沒有考慮到這
種“不合適”
，明知“不合適”也堅持收錄，體現出編選者和出版商“對納
稅人和觀眾的討好”
（Lefevere 1996: 149）
。
《老井》是1980年代中國首部在
國際上獲獎的電影，在中國和世界都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在這個時候，
趁熱將該電影的劇本推出，至少可以提升選集的銷量。此時，譯本的
“可得性”已經不是最主要的限制因素，因為編者稱“有兩篇本來打算
入選的譯本卻由於出版社給出的頁數限制，而不得不遺憾地落選了”
（vii）
。棄話劇而選電影，編者對該電影腳本寄予的厚望可見一斑。
在戲劇翻譯選集的編撰上，介紹新的劇作家和作品、甚至新的譯
文，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因而，後來的選集往往會對之前的選集進行
重複，這種做法一方面是對經典的夯實，同時也減少了全部譯介新作
品的成本和風險。在這方面，顏海平的重複最多，她收錄的五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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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三部已經出現在比之早兩年的餘孝玲的選集當中，這三部作品
是高行健的《車站》
、王培公的《WM》
、及魏明倫的《潘金蓮》
，體現出
編者對這三部作品的看重以及對其經典地位的建構所做的努力。
在介紹新作家和新作品上，張珮瑤和黎翠珍、以及陳小眉最為大
膽。前者在她們所選的6部大陸話劇作品中，只有《狗兒爺涅槃》於前
一年出現在餘孝玲的選集中，其餘5部都是第一次介紹到英語世界。
不光是大膽介紹新作品，她們還收錄了兩部 1990 年代之後的話劇作
品，這種將近當代作品寫入經典的做法，需要勇氣和魄力，因為“近
當代戲劇是錯誤最多的領域”
（Lefevere 1996: 143）
，畢竟，流行一時
的當代戲劇作品，以後被遺忘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這方面的嘗試還有
陳小眉2003年選編的《閱讀正確的文本：中國當代戲劇選》
，該選集所
選的6部當代作品中，亦有5部作品是第一次被譯介到英語世界，有 2
部作品是1990年代之後的近當代作品。這兩本選集不僅為英語世界增
加了中國當代戲劇可供選用和閱讀的英譯本，也為將近當代戲劇作品
寫入經典做出了努力。

五、通史類中國現當代戲劇英譯選集
5.1選集的主題：中國現代戲劇史
海外出版的通史類中國現當代戲劇英譯選集一共有兩部。第一部
的編撰者是耿德華（Edward M. Gunn）
，他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
授夏志清的學生，主修中國文學。1983年，他編選出版了《二十世紀
中國戲劇選》
，意在對20 世紀初在中國誕生的話劇為起點，對中國現
代戲劇進行全面介紹。耿德華一改前人（ 1970年代）的選編特徵，並
首次使用了“選集”來作為標題。自耿德華起，之後的選集標題或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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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基本都使用了“選集”一詞。不過，雖然叫做“選集”
，耿德華卻
志在“全史”
，即從宏觀上對中國二十世紀的戲劇做一個統攬。該選集
是第一本文學全史意義上的戲劇翻譯選集，時間範圍為整個20世紀，
但由於編選時間是1980年代初，因此這個20世紀只截止到了1979年，
未能包含1979年之後的作品。其次，譯者的姓名被附上，意味著譯者
地位的提高及其勞動的被認可。第三，耿德華首次從大中華的範疇著
手，收錄了台灣地區的作品。這一做法也被後來者效仿，並被進一步
擴大。如張佩瑤和黎翠珍、及陳小眉，都將收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香
港。第二部通史類中國現當代戲劇英譯選集是陳小眉於2010年選編的
《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戲劇選》
，這本選集和耿德華的選集相差將近三
十年，除了重復收錄的作品之外，該選集收錄的最近的作品創作於

2000年，是名副其實的二十世紀作品選。這兩本選集都意在囊括以話
劇為主的中國現代戲劇史。

5.2篩選標準及其對中國現代戲劇史的建構
從耿德華的標題可以看出他的選編目的，他是要做一部 20 世紀
中國現代戲劇史。他從20世紀初話劇傳入中國為起點，梳理其在中國
的發展、演變、及其和社會的關係。話劇在中國從幼稚到成熟，經歷
了什麼樣的過程，是耿德華所關注的，因此他的挑選標準並不是最優
秀和最經典，而是話劇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包括每
一次失敗的嘗試、每一次成功的崛起，因而他的選集是另一種意義上
的“中國現代戲劇史”
。
耿德華所選的第一部作品是胡適1919年創作的《終身大事》
，意即
將該劇視作中國話劇的開端。胡適於1919年應朋友之邀，用英文創作
短劇《終身大事》。後來，胡適把它譯成中文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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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第6卷第3號）
，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公開發表的話劇
劇本，該劇被A. E. Zucker稱為“迄今為止最好的中國學者寫的現代劇”
（1925：118）
。陳小眉在2010年也對該劇進行了收錄。即便如此，對
《終身大事》進行英譯，明顯不妥。因為該作品本身就是用英語寫成，
無需再去回譯。除了不知情之外，還有另一種可能的原因，那就是該劇
的原英文劇本無法獲得，因而退而求其次，自己再重新翻譯出來。
耿德華以不同時期的社會背景為主線，以中國劇作家對話劇內容
和技巧的探索為輔線，對各個歷史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探索作品進行了收
錄。這些作品並不一定是文學價值最高的，但卻都構成戲劇發展過程中
極具代表性的觀點，都代表著戲劇發展的真實境況。耿德華將現代戲劇
發展史分為1920年代的探索期、1930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1940年代
後期、
“文革”時期、以及“文革”後期，對每一個階段的代表性作品進
行了收錄，從而構成一幅完整的20世紀中國現代戲劇史的畫卷，也是海
外第一部此類選集，為後來者提供了研究和編選的方向。
耿德華收錄的劇作家中，非常明顯的空缺是曹禺和老舍。如果說
老舍雖然寫過優秀的話劇《茶館》
，但其首先還是小說家的話，那麼這
一點無論如何不適用於曹禺，他的《雷雨》在中國話劇史上有不可替代
的位置。雖然耿德華聲稱沒有收錄他們的作品只是因為“這些作品的譯
文已經在別處出現”
（Gunn 1983：xx）
，而不是因為他們對戲劇發展的貢
獻不夠，但“譯文已在別處出現”這樣的解釋顯然牽強，因為他所收錄
的15篇大陸的作品中，丁西林的《壓迫》早在1940年就有了英譯本，收
在顧宗沂編譯的《當代中國戲劇選》
（1941）中，香港的《譯叢》於1974
年也刊登過劉紹銘的譯文。而且，他的兩部作品，
《關漢卿》和《紅燈
記》
，譯文都來自外文出版社，按照他的解釋，這些已經在別處出現的
譯文就不會再收錄。除了未收錄曹禺、老舍等人的作品外，耿德華還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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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等人提高到一個非常高的位置，[3] 認為陳白塵、李健吾、楊絳的作
品“為中國現代戲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還有沙葉新等年輕一代的
劇壇新秀可以展望（同上：xx）
。老舍和曹禺的缺席，楊絳等人的突出，
反映出選編者對文學經典的解構、建構與重構。
耿德華的選集，是唯一一部涵蓋20世紀初到“文革”結束的戲劇英
譯選集，在其之後的很多年，都未有類似的選集出現。一直到27年之
後，才出現了一本全史性質的中國現代戲劇英譯選集，即陳小眉的《哥
倫比亞中國現代戲劇選》
（2010）
。
陳小眉的選集是建立在她向西方學生教授“現代中國話劇”課程的
基礎之上產生的。[4] 在20多年的教學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經驗和知識，用
以證明她對於最優秀的中國現代戲劇的篩選標準是可靠和可信的，也顯
示出她的建構經典之目的。同時由於她的學生來自全球各地，因而哪些
作品在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中接受效果最好，也是她篩選的一個標
準（2010：1）
。一般來講，一旦某種程度的早期經典被建立，新的選集就
能接受這個新出現的經典，努力去推翻或擴大它（Lefevere 1992: 127）
。
作為最新的一部中國現代戲劇英譯選集，陳小梅首先需要做的，是重複
或補充耿德華的選集。陳小梅按照歷時順序，將中國現代戲劇的發展分
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11-1949年，她稱為“國民身份認同、性別
政治和戰爭：經典建構”的時期。第二個時期她稱為“毛澤東時期的戲劇
政治：紅色經典和文化革命樣板戲”
。[5] 第三個時期，她稱為“後毛澤東
時代的戲劇：傷痕文學、文化尋根、毛澤東的功與過”
。可以看出，陳小
眉對中國現代戲劇史的劃分是完全和政治史重合的。
陳小眉首先填補了耿德華的空缺，收錄了曹禺的《雷雨》和老舍的
《茶館》
，並且極力地將這兩部作品經典化。她認為《雷雨》的出現標
誌著中國話劇黃金時期的到來，曹禺是“中國的易蔔生”
（ 14 ）
。她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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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教學經歷中，《雷雨》是中國戲劇專業學生中長期受歡迎的
作品。《茶館》是老舍劇作中比較成熟的作品。 1980 年代，《茶館》
代表中國話劇，第一次走出國門，到歐洲巡演，繼而又到美國、新
加坡等地巡演，讓“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現代戲劇的驚人的成就”
（Chen 2003: 15）
。Wetmore, Jr. 稱陳小眉是第一位將《雷雨》收入選
集的人（2011: 1115）
，事實上，不僅是《雷雨》
，陳也是第一位將《茶
館》收入選集的人。
陳小眉建構中國話劇經典的努力顯而易見。她將中國話劇提到一
個很高的位置，並引用1930年代日本學者的評價，認為中國話劇不僅
在日本舞台，而且在世界舞台已經完全值得擁有一個位置（2010: 11）。
和耿德華將陳白塵、李健吾和楊絳稱為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不同，陳
小眉認同夏衍的觀點，將洪深、田漢和歐陽予倩視作中國話劇的三個奠
基者（同上：6）
，並將他們的作品收錄。
在主題上的選擇上，陳小眉也勇於介紹新主題，比如女性主題。
她對女性劇作家一直偏愛有加，在2003年的《閱讀正確的文本：中國當
代戲劇選》中，她對女性作家的收錄以及給予女性作家的篇幅達到一半
之多。除了篇幅之外，她也將女性劇作家放到很高的位置，如將20世
紀初的作家白薇稱作“女權主義者”和“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女性劇
作家之一”
（同上：10）
。對於白薇的《打出幽靈塔》
（1928）的選錄，還有
更重要的一層原因，即該劇的主題。
《打出幽靈塔》是第一部拷問“國民
革命”意義的戲劇作品，從女權主義者的視角來看，白薇對所有的革命
形式提出了懷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小眉借用王德威的評論，認為
《打出幽靈塔》所描寫的陰暗完全可以和曹禺的《雷雨》媲美，只不過白
薇作為女性，在那個男性主導的世界無法受到重視而已（同上：11）
。
除了女權主義主題，陳小眉還選擇了反映石油工人主題的《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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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和社會問題史詩劇《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一劇借用古巴革
命者切•格瓦拉的一生，運用詼諧幽默的語言，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各
種突出問題，如貧富差距、人性、革命、理想等進行了探討和拷問。
該劇於2000年在北京首演，引起巨大轟動，隨後到上海、南京等地不
斷演出，被稱為是中國當代戲劇的經典。陳小眉首次將該劇的英譯本
收入選集，除了極大地方便了英語讀者的閱讀，對該劇在英語世界的
傳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在體裁的敘述上，陳小眉也首次使用了西方戲劇的術語，對某些
作品進行了文類上的界定。她第一次使用了“悲劇”和“喜劇”來描述中
國話劇。如將白薇的《打出幽靈塔》稱為悲劇（同上：10）
，認為丁西林
是“一流的喜劇家”
（同上：9）
，而且她還在有限的篇幅裡，給予了丁西
林更多的空間，收錄了其兩篇作品。這種做法，除了顯示出其對中國
喜劇和喜劇家地位的建構努力之外，還在於她認為丁西林是一個支持
女性解放的作家，他的《壓迫》中，女性人物都比其男性同伴擁有更多
的智慧和才華（同上：9）
。
陳小眉跳過了七、八十年代之交引起轟動的幾部作品，直接進入
到1980年代的“新時期”
。該時期的話劇作品，已經有了三部選集。陳
小眉也提到了這些作品的譯文可以參考顏海平、張佩瑤等人的選集（同
上：28）
，意在表明前人選過的她就不再重復，但她依然保留了一部作
品，那就是高行健的《車站》
。對於這部前人已經收錄多次，並且英譯
本最多的作品，陳小眉也選擇了再一次選錄，如果說前人譯介並收錄的
《車站》是出於該作品的文學價值和話劇發展史上的意義的話，那麼陳
小眉的選錄還多了一層因素，那就是她編選該選集時，高行健已經獲得
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使得高行健聞名全世界，這樣的劇作家理所當然成
為任何選集不可放棄的人選。此外，陳小眉再一次對《車站》進行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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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主義的解讀，認為該劇除了對話劇形式和審美方面的探索和創新，還
提出了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問題，指出該劇和歐陽予倩的《回家以後》
一樣，提倡的也是“賢妻良母”式的傳統女性，這“在女權主義上是一
種倒退”
（同上：28）
。《車站》是不是反映女權主義作品不重要，重要的
是“高行健在推進中國先鋒戲劇中的重要作用”
（同上：28）
。
耿德華（1983）和陳小眉（2010）的選集是迄今為止僅有的兩部以
中國現代戲劇史為視角的英譯選集，這兩部選集相隔時間較久，選錄
的標準和目的亦不盡相同，但兩者亦有相同之處，如兩位選編者都將

1919年胡適創作的《終身大事》認定為中國話劇開端的第一部比較成熟
的作品，並將其用英文創作後又自己翻譯成中文發表的劇本回譯成的
英文收錄其中。他們都對1930年代的作品給予了較多的篇幅，而對於
“文革”期間的革命現代戲作品則給予了最少的篇幅。在劇目選錄上也
有頗高的重複，可以說後者是前者的延續，兩者互為補充，都對中國
現代戲劇在海外的形象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構建。

六、結語
綜上所述，這些選集通過對作品的介紹和收錄完成了對中國現
代戲劇在海外的形象和經典建構，大致如下：“文革”期間的革命現
代戲作品是七十年代海外編者重點介紹的對象，幾乎無一例外地將
這些作品視作中國政治鬥爭的產物。八十年代“新時期”的作品在
海外的傳播最廣，尤其是一些在大陸引起爭議的作品。此外，作品
被選集重複收錄的次數在某種程度上也對作品的地位起到了加強作
用，在本文最後筆者將選集重復收錄最多的作品統計如下，以獲取
更為直觀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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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中國現當代戲劇作品在海外選集中的收錄次數（2次以上）
劇本

作者

收錄次數

收錄日期

《紅燈記》

阿甲

5

1970/1972/1975/1983/2010

《智取威虎山》

集體創作

3

1972/1973/1975

《紅色娘子軍》

集體創作

2

1972/1975

《白毛女》

丁毅、賀敬之

2

1970/1975

《終身大事》

胡適

2

1983/2010

《壓迫》

丁西林

2

1983/2010

《趙閻王》

洪深

2

1983/2010

《關漢卿》

田漢

2

1983/2010

《上海屋簷下》

夏衍

2

1983/2010

《狗兒爺涅槃》

錦雲

2

1996/1997

《潘金蓮》

魏明倫

2

1996/1998

《天下第一樓》

何冀平

2

1996/2003

《車站》

高行健

3

1996/1998/2010

《WM》

王培公

2

1996/1998

從表 3 可以看出，
“文革”時期的現代革命戲劇以及 1980 年代的探索
劇被收入選集的次數最多，前者中的《智取威虎山》在七十年代的選
集中收錄次數最多，而《紅燈記》則是在所有選集中出現頻次最高的
作品，除了四本斷代史之外，它幾乎出現在了所有的選集中，即使
是以話劇為主要關鍵詞的陳小眉，也對它進行了收錄，無可爭議地
成為海外學者最認可的現代革命戲的代表。在 1980 年代的探索劇當
中，高行健的《車站》被收錄的次數最多，雖然在大陸遭到禁演，但
卻成為海外學界認可的中國當代戲劇經典作品之一。據筆者統計，
《車站》的英譯本數量排在首位，截止目前一共有 4 個英譯本，曾在
香港、日本、南斯拉夫、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多個國家進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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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美國一些大學的東亞文學系，如華盛頓大學，
《車站》也是中
國現代文學課程的必讀劇目， [6] 並且非常適合大學劇院進行排練演
出（ Conceison 2002 ）
。《車站》探討人生的價值、生活的荒誕等人類
共同的話題，適合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和觀眾。魯迅曾說，文學藝
術“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
。 [7] 而對於戲劇作品，只有
關乎普世性的主題，作品才具備在不同文化間對話的能力，也更有
可能成為世界文學。

注 釋
[1]

Cyril Birch. 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 New York: Praeger, 1963.該書是英國《中國季刊》
（China Quarterly）1962年在倫敦舉行的“中國共產主義文學”學術會議的論文集。

[2]

武訓是清末山東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他終身行乞辦義學，堅持一生不娶妻室，被尊為
千古義丐。1950年，導演孫瑜將武訓的故事搬上銀幕，上映後受到一致好評，後隨即遭
到毛澤東的猛烈批判。文革中武訓墓被紅衛兵砸開，挖出其遺骨遊街示眾，後將遺骨焚
燒成灰。1985年影片得到平反，2012年，正版DVD公開發行。

[3]

楊絳寫過的劇本有《稱心如意》
、《弄假成真》
、《風絮》等，多創作於1944-1946年間。

[4]

“現代中國話劇”是陳小眉所使用的術語，即將“現代”用做“話劇”的定語，在導言第
一頁。同時，由於陳小眉使用的術語是spoken drama，本節也使用話劇一詞，雖然她也
收錄了《紅燈記》這種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話劇作品。

[5]

此處是又一次的術語混亂。傳統戲劇改革，當時叫“革命現代戲”或“現代革命戲”
，即
用傳統戲劇表現革命的、現代生活。樣板戲的定語是“革命文藝”
，即革命文藝的優秀
“樣板”
，大陸從來沒有在“革命樣板戲”前加“文化”一詞的說法。

[6]

課程信息見：http://faculty.washington.edu/yomi/east-west.html

[7]

魯迅•致陳煙橋（1934年4月19日）
•
《魯迅全集：編年版》第8卷，第465頁，人民文學出版
社2014年版。

* 本 項 研 究 得 到 國 家 社 會 科 學 基 金“ 中 國 現 當 代 文 學 在 英 語 國 家 的 翻 譯 和 接
（ 1 3 B Y Y 0 4 1 ）及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基 金“ 翻 譯 與 創 作 的 歷 時 與 共 時 研 究 ”
受”
（16YJC740098）的資助，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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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Study of Collaboration
in Theatre Translation:
Ying Ruocheng and Beijing People’s Art
Theatre as a Case in Point

Yang Yichen
Abstract

While the collaborative nature of theatre translation has long been
acknowledged, the difficulty of researching it remains partly due to the
persistent lack of opportunities for researchers to gain inside knowledge.
From a polysystemic perspective, this historical study aims to develop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ollaboration in theatre translation and
make some sense out of its lack of transparency to the outside world.
Through a descriptive-analyt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behaviour of the
agents involved in Beijing People’s Art Theatre’s production of Ying
Ruocheng’s translations of Anglo-American plays in and around the
1980s, this study will make observation that would elude on-spot
observers, shedding light on the roles both the systemic factors and the
individuals’ agency played in the collaborative process.

1. Introduction
When talking about dealing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theatre translation,
Andrea Peghinelli (2002: 23) proposes that “[w]hat we need is probably
a combination of processes of adaptation, interpretation, paraphr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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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isation, and most importantly understanding and collaboration”.
While the clos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ranslators and performers is noted
as “an imperative of good practice”, it often strikes one as “an ideal, rather
than a norm, in theatre practice” (Laera 2011: 215). This is the conclusion
British researcher Margherita Laera draws after sitting down with six
theatre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at a meeting at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March 2010.
The reality seems that theatre translators are normally marginalised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ir texts. When prompted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some practitioners would give answers that are seemingly
irrelevant, such as a “limited rehearsal period and tight budget” (Laera 2011:
216). Seldom do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mention that the marginalisation
might be a product of the prevalence of certain theatrical cultures. For
example, Susan Bassnett’s (1998: 107) conclusion that theatre translators
should concern themselves mainly with the linguistic and paralinguistic
aspects of the written text and leave performance-related issues to the
theatrical people might seem universal in the way she presents; however, the
argument is, in fact, made largely based on her observ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the National Theatre of Britain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uld be
less applicable to the situations of other theatrical cultures, such as the one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where theatre translators had long
been occupying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building of the local repertoire,
or “the aggregate of rules and materials which govern both the making
and use of any given product” (Even-Zohar 1990a: 39). Many among the
most notable translators were pioneering dramatists, including Hong Shen
(1894-1955), the father of Chinese spoken drama, and Cao Yu (1910-1996),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laywri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only
after the 1990s that theatre translators took a notable step away from the
stage centre, partly due to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s
a result of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theatre groups and drama academies,
and partly due to, as some may argue, simply, a lack of talents as versatile
as their prede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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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culture specificity of theatre translation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quest of a more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it as a socio-historical activity, and much is yet to be found about the actual
agents making it possible.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for the research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studying the process of theatre translation is a lack
of access to inside information—information that would provide clues for
such fascinating questions as “[w]ho wields power” and “who made the final
decision” (Aaltonen 2013: 404). Increasing data from direct observation by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since the “practitioners’ turn”, or the emergence
of more practice-led research since 2000 (Serón-Ordóñez 2014: 54), can
help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o some extent. However,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be aware of both the fact that practitioners’ accounting is partial by nature
and the fact that non-participatory observers are simply too often turned
away for reasons completely justifiable in the eyes of theatre professionals.
For example, Spanish scholar Eva Espasa (2000: 61) recalls once being
declined by a director “on the grounds that rehearsals were like a love affair
between him and the performers, and he did not want voyeurs”.

2. A Historical Stud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overcome the aforementioned limitations
by seeking answers in the past instead of the present. Supported by
the polysystemic view of translation as “an activity dependent on the
relations within a certain cultural system” (Even-Zohar 1990b: 51), the
study aims to develop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ollaboration in theatre
translation and make some sense out of its lack of transparency to the
outside world. While the theoretical insight may not be able to provide
exact answers to questions like “who wields power” and “who made the
final decision”, it puts the power relations amongst the collaborators
at the he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allows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research from the imminent to the historical and the syst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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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may lead to the discovery of factors that can even elude on-spot
observers.
This study chooses to focus on Beijing People’s Art Theatre’s
(hereafter the BPAT) produc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plays translated
by Ying Ruocheng (1929-2003) in and around the 1980s, a period that
witnessed the most recent boom of translation theatre in China. Ying,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BPAT,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theatre translators. This study explores not only the translator’s role,
but also the actions and motives of all the major contributor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and socio-cultural relevance
of their interactions.
Previously, the study of theatre translation from a historical
standpoint often ends up concentrating on the textual product of the
translation per se, which may appear limit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more behaviour-focused practice-led research. A result is what Sirkku
Aaltonen (1996: 43) observes as a persistent lack of interest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atre translation. To venture outside the comfort
zone of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theatre translation would require the
researcher to speculate on the process of and motives behind the
decision-making. When the non-observables are part of the subject of
enquiry, the formulation of “explanatory hypotheses” (Toury 1995: 182)
is inevitable; however, just as Chang Nam-fung (2011: 315) reminds,
there is no need to “shirk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king judgments in
good faith when it is necessary to do so”.
In this case study, the theoretical enquiry into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theatrical production is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abundance of the files documenting the theatre group’s activities over
the years, from the producers’ accounts to media coverage. These
files exist in part because of the prestige of the BPAT. Known as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of the UK, it
is one of the most high-profile theatre groups in China, and its moves
were and still are closely watched by domestic and overseas media. This
48

A Historical Study of Collaboration in Theatre Translation

study will attempt to restore the collaborativ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and producing the plays in question on the basis of a variety of
sources, including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translated playtexts, the
videotaped performances and the collaborators’ own views and accounts.
It will explore th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their motives and
interests, the power dynamics amongst them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choices to the theatrical production in and against a larger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 The collaborators in this case are represented by
the translator, the actors and the directors and the theatrical institution.

3. Ying Ruocheng and Beijing People’s
Art Theatre: A Case in Point
3.1 The Translator

Ever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52, the BPAT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enriching the local repertoire through the staging of imported works. The
company, modelled after Stanislavski’s Moscow Art Theatre, is known for its
Russian inheritance. It is onl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Anglo-American
plays became an option for the company. Out of the six Anglo-American plays
imported in and around the 1980s, five were translated by Ying, a versatile artist
known in his home country as an accomplished actor and the Vice Minister of
Culture (1986-1990). The five plays he translated for the BPAT are Measure for
Measure (1981), Death of a Salesman (1983), Amadeus (1986), The Caine Mutiny:
Court-Martial (1988) and Major Barbara (1991).
Like many of his predecessors, who introduced spoken dram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China as a vehicle for dispersing Western values,
Ying was adept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Born to a family of scholars,
he received his early education at an international boarding school run by
French missionaries, where, according to himself, he “picked up virtually all
[his] English” (Ying & Conceison 2009: 107). After graduating as a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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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from the prestigious Tsinghua University, Ying joined the founding
group of the BPAT, where he created some of the most memorable stage
charact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poken drama, including Pockface Liu
in Chaguan [茶館Teahouse] and Willy Loman in Death of a Salesman.
Despite his achievements in theatre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diplomacy,
Ying (1999: 9) pronounces himself “first and foremost a professional actor”,
calling translation as “no more than a hobby-turned-job” that he undertook
to answer his company’s needs.[1] Constantly discussing translation from a
performer’s point of view, Ying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heatrical
performability of his texts, insisting on re-translating for the stage the
plays that already had Chinese versions. However, in contradiction to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translator, who supposedly had an actor’s drive, would
use performability as an excuse to produce more liberal translations (see
Bassnett 1985: 102), Ying’s texts are quite ‘literal’ translations,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with the works of the earlier dramatists-cum-translators
like Hong and Cao, who would not hesitate to incorporate their own miseen-scène into the texts as they translated.
The adoption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both the
norms of theatre translation, a factor related to the status of spoken drama
within the target theatrical system, and the norms of translation in general
at the time. In the case of Hong and Cao, who were translating and directing
for an audience only familiar with traditional opera, they had to employ
more adaptive strategies to increase the accessibility of the imported genre.
However, by the time Ying started his practice in the 1980s, not only had
spoken drama established itself as one of the mainstream theatrical forms
in China, it is also performed by professional companies, where clearer
division of labour is the norm. This would then explain why Ying would
remain largely non-interventionist even when translating the plays that he
was to direct, i.e. Amadeus and Major Barbara.
Overall speaking, while Ying shared his predecessors’ concerns for
the theatrical performability of the texts, his translations demonstrate
a tendency to follow the source texts closely (even linguistically), th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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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without the application of more mediating strategies but only at
places where he deemed, to use his words, “necessary” (Ying 1999: 16).
In his translator’s notes and other documented exchanges, Ying frequently
expressed the commonly-observed desire of a translator to be faithful to
the source texts. For example, Arthur Miller (1984: 12), who directed the
company’s Death of a Salesman, recalls that Ying once told him that he had
repeated the sentence structure of the original so as to remain faithful to it.
It seems that Ying (1999: 15-16), who actually once elaborated on the
necessity of mediating in transl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hat he called
“convincing linguistic contexts” for the translated plays), was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such mediation but chose to be as non-interventionist as
possible. A likely explanation for his restraint from more radical mediation
or intervention is that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at the time encouraged a
tendency among translators to preserve the ‘exoticism’ of imported texts.
The period, known as the Post-Cultural-Revolutionary ‘Culture Fever’, was
marked by the boom of translation publi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
taste for foreign things. In light of all these factors, it can be said that Ying’s
adoption of a largely non-interventionist strategy was a product of the
translation norms of his time, as much as his desire to re-create faithfully
“the feeling of the play[s]” (Ying & Conceison 2009: 163).
Another indicator of the normative influence can be found in his
interaction with his theatrical collaborators, and again, in the form of his selfrestraint. Miller (1984: 6) once noted that, during the rehearsals, when the cast
of the Beijing Salesman turned to Ying fo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playwrightguest-director’s “real intention”, Ying “resolutely refus[ed] to intervene”.
Incidents like this indicate that Ying understood his role as the translator of the
playtext to be mostly transparency-seeking, both textually and interpersonally,
even though his involvement was bound to be impactful in part because of his
personal esteem. The point here is further proven rather than undermined by
Ying’s own revelation that he occasionally “usurped” Miller’s power (Ying &
Conceison 2009: 163), a confession suggesting again that from his perspective
the boundary of a translator’s duty was narrowly defined.
51

Translation Quarterly No. 87

3.2 The Actors and the Directors
Miller was not the only foreign guest director who worked with the
BPAT under Ying’s assistance.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ranslation theatre
at the time was and, in many ways, still is more about ‘faithful’ representation
than localising experimentation. The invitation of internationally-renowned
dramatists from the source cultures as guest directors, like Toby Robertson of
the Old Vic and Oscar-winning actor Charlton Heston, was a way to achieve
that end, in addition to broadcasting China’s willingness to re-connect to
the world. Among the five plays translated by Ying, only Amadeus and Major
Barbara were produced without the so-called ‘foreign assistance’.
Whenever a foreign guest director was invited, the BPAT would equip
him with an interpreter, such as a “Mrs. Shen” (Miller 1984) and a “Mme. Xie”
(Heston 1990). In their published directory journals, both Miller and Heston
appreciatively noted these interpreters as indispensable helpers; nevertheless,
it is obvious that they did not rely on them as heavily as they did on Ying
and some other bilingual agent. For example, Heston (ibid.: 19) comments
that without Ying “put[ting] the full weight of his personal authority and his
creative capacity into [the] undertaking, Caine would never have sailed”. As
to his Chinese colleagues at the BPAT, Ying was depended on for his work
not only as a translator, but also as a dramaturge leading the research of
the plays. The minutes of the pre-rehearsal production meetings often show
Ying underscor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ultures depicted in the plays
and the characters to be portrayed. For example, in an address to the cast
of the The Caine Mutiny, a court-room drama featuring a neurotic warship
commander, Ying (1988)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legal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cepts in the play. To
the Stanislavskian actors of the BPAT, who were known for their studious
approach to their work, such assistance was deemed as fundamentally helpful,
especially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back-stories of the characters. The result of
the pre-rehearsal preparation also impressed the foreign guest directors. Both
Miller (1984) and Heston (1990) recall finding the actors already familiar with
the lines and ready to show them run-throughs upon their arrival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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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st of the productions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there is little
record of the actual process of the directors and the actors working together
to polish or adjust the texts when preparing them for the performances;
however, a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texts created during
the page-to-stage transposition may provide some clues. In most cases, the
comparison of Ying’s original translations and the verbalised texts as captured
on video shows no sign of systematic or collective revision of the texts for
linguistic reasons. To a large extent, the performers had faith in the quality
of Ying’s translation, which they never seem to forget to mention when
commenting on the success of the productions (Liu 1981: 14).
Such faith originated not only in the trust of Ying as a competent translator,
but also in the fact that he himself was an accomplished and respected member
of the company and, in his case, also society at large. As a result, his authority
would not be easily challenged by a regular translator. Of all the productions
examined in this study, The Caine Mutiny was also the only one that had another
powerful bilingual agent present throughout the production period apart from
Ying. It might not be coincidental that its translation was the only one that went
through systematic tuning for what the director noted as undesirable qualities.
Assisted by Bette Bao Lord (1938-), best-selling Chinese-American writer and
wife of the then American ambassador, the director Heston (1990: 57) was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Ying’s text “explores points [the playwright has]
already made clear [emphasis in original]” and that it needed “straight-lin[ing]”
(ibid.: 53). Lord’s influence is evidenced by the fact that she was asked to write
a foreword for the programme notes, which gave her the opportunity to reach
the audience directly.
While the linguistic revisions were not made collect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in the other four productions, it does not mean that Ying’s translations were free
of linguistic make-ups that could be judged by the norm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s potentially ‘irritable’,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previously-made point that
he tended to follow the source texts closely. In most cases, the individual actor,
the actual speaker, w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traighten these parts out and
improve the fluency and idiomaticity of the texts that they were giv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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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also bore witness to the actors’ development of a sense of ownership
over the texts. In the case of the BPAT actors, this would often result in their
fine-tuning of the scripts based on their Stanislavskian reading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dramatic circumstances. This is whe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eatrical collaborators’ points of view started to show. The director’s and the
actors’ editing and rendition of the following segment from Captain Queeg’s
speech in The Caine Mutiny may provide a glimpse into where and how they
might have disagreed with each other:
Source text: Well, as I understand it, they make it possible for an executive
officer to take over in an emergency, a highly unusual emergency
where the captain is—well, frankly, where the captain’s gone
absolutely and hopelessly looney. (Wouk & Ying 1999: 36)
Unpublished translation draft: 那，照我的理解，這幾條軍規是允許值日官在
危急情況下接管指揮權，這指的是一種極不尋常的危機情況，
就是船長已經——怎麼說呢，直接了當地說吧，就是船長已經
絕對地，不可挽回地瘋了。[2]

Director’s revision: 那，照我的理解，這是允許執行官在危急情況下接管指
揮權，這指的是一種極不尋常的危機情況，就是艦長已經——
怎麼說呢，不可挽回地瘋了。(Wouk & Ying 1999: 37)

Verbalised version: 按照我的理解是，允許執行官在危急情況下接管指揮
權，我想這指的是一種不尋常的危機情況也就是說艦長 ——怎
麼說呢，艦長絕對地，無可挽回地瘋了。(Wouk et al. 1997; my

transcription)

In the verbalised version, the actor Zhu Xu, who worked with Heston in
trimming the text for the performance, restored the Chinese term for the degree
word “absolutely” (as underlined). The term was previously deleted, along with
another adverb “frankly (as dash-lined), by the director, who was “look[ing] for
dispensable phrases, adjectives, adverbs” (Heston 1990: 63) with the view to
finding “the leanest way” (ibid.: 58) of saying the lines and ultimately cutting
down the running time. Possibly, the actor realised at some point when en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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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 that some of the deleted items, though they could be “dispensable”,
might not be entirely useless.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 cramming of the
degree words in the speech could help play out the warship commander’s
condescending tone as decodable from the given dramatic circumstances.
It is of course not unusual for the collaborators of a theatrical production
to differ in their opinions. What is interesting here is that, in part due to the
minuteness of the changes, not all of them were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translator, who, in this case, was often in the rehearsal room.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rehearsal, the actors sometimes would become less 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e script in hand was a product of meticulous translation and would start to
verbalise the texts in ways that could diverge significantly from the meaning and
the function as intended by the translator. As a result, they would sometimes
unknowingly induce inconsistency in their portrayal of the given parts. Such is the
case of the actor Lü Qi’s enactment of Salieri’s monologue about his imaginary
bargain with God in Peter Shaffer’s Amadeus. In the character’s recollection of
how he stroke a deal with “the God of Bargains” in exchange for musical talents,
the word “bargain” appears intensively—altogether four times—as in (1) “Those
eyes made bargains, real and irreversible”, (2) “The night before I left Legnago
forever, I went to see Him, and made a bargain with Him myself ”, (3) “I knelt
before the God of Bargains” and (4) “Clearly my bargain had been accepted”
(Shaffer & Ying 1999: 28, 30). Given the collocations, Ying rendered the word
into two forms: the adjective “討價還價(的)” [bargaining] and the noun “交易”
[transaction] (Shakespeare et al. 2001: 491-492), both of which indicated the giveand-take in the relationship. As Ying (1999: 13), who was also co-directing the play,
explains, this idea of “God” as a dealer who has defaulted on his part of the bargain
serves as the character’s very drive throughout the play. The taped performance
shows that the actor moved increasingly away from the translation semantically
as he carried the monologue forward, which ended with him replacing the last
“bargain” [“交易”] (as in “Clearly my bargain had been accepted”) with “請求”
[request] (see BPAT 1999; my transcription); thus, interrupting the reiteration of
the transactional nature of what the character believes to be his connection to
“God”. Potentially, the substitution, which would lower the character’s imag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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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 from an equal party of a transaction to a petitioner to a higher power,
introduced incongruity to the characterisation.
A case like this would be less remarkable had the director been someone
other than the very translator of the playtext. It appears that Ying normally
would adopt a rather non-interfering attitude towards performer-initiated textual
changes like the aforementioned. The observation echoes the previously-made
point that Ying tended to see a translator’s duty as more narrowly defined. In
addition, it seems that he only saw himself as the translator of the play when he
was engaged in the verbal processing task and would move on to his other roles
once he considered the task accomplished. This tendency to see translation
and its theatrical production as separate procedures could explain why Ying
hardly consulted the performed versions when revising his translations for
publication in print in 1999. Considering that Ying was a translator capable of
carrying out on his own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a strategy that require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a translator and a theatrical professional (Bassnett 1985:
91), his tendency to compartmentalise his roles indicates that such co-operation
is not pursued not always for externally imposed reasons.
If we factor in the fact that Ying himself was a veteran actor, who would
accept re-interpretation and changes as a natural process of the page-to-stage
transformation, his lack of more active agency from a translator’s standpoint
would be more understandable, and less regrettable considering that he seems
to have let pass, when he was not more consciously combining his specialities,
the opportunity to “produce[ ] probably the best results” (Bassnett 1985: 91).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his texts, Ying was often observed to have embraced
the fluidity of the theatre text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its enactment,
to which he sometimes turned for solutions to translation problems. For
instance, as Miller (1984: 12) recalls, Ying was once worried about the effect of
transliterating the place names in Salesman and expressed the wish to explain
the geography while remaining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Eventually, Ying managed
to “find some way around” the issue with his own convincing portrayal of the
damaged salesman, allowing his audience to understand the toll the travel took
on the character without textual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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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The Institution
In the BPAT’s production records, the name—“Art Committee”—
appears frequently. Sometimes also noted as the “Party Art Committee”, the
group, which was made up of the company’s senior artists mainly, obviously
concern itself not only with the artistic aspects of a production, but also
with its ideology, playing the part of a surrogate patron. The power dynamics
between the collective body of the institution, as represented by the “Art
Committee”, and the individual agents were different from case to case;
however, overall speaking, Ying was in the position of fulfilling his role as
an agent of repertoire transfer with strong institutional support. This is
evidenced by the fact that four out of the five plays he translated for his
company were actually selected by him.
The fact that Measure for Measure, the first Anglo-American play the
BPAT ever produced, is the only one that was not selected by the translator
personally is in itself revealing. According to an on-spot observer (Hu 1999:
35), it was the director Toby Robertson who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staging
this particular play. He proposed it to the BPAT after seeing a local production
called Quan Yu Fa [權與法Power and Law], which, as the title indicates, deals
with somewhat resembling themes. Nevertheless, still, the choice seems to
be an odd one, considering that “a play text is chosen for the repertoire
results partly from its suitability for the economic and human resources
of the theatre, compatibility with the repertoire and the assumed relevance
for contemporary audience” (Aaltonen 1997: 93). Not only was Measure for
Measure one of Shakespeare’s less known works, it also deals with a topic
potentially too sensitive for the BPAT’s first new import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abuse of power (obviously in greater depth than Quan Yu
Fa). Due to the lack of strict censorship organs at the time, controversial
scripts often made it on to the stage but were later banned by the government.
Such is the fate of Jiaru Wo Shi Zhen De [假如我是真的 If I Were for Real],
an indigenous play first performed by Shanghai People’s Art Theatre in 1979.
The play was not without similarities to Measure for Measure in terms of the
theme and the plot. The banning of the play points to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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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o-political climate and the possible risk of staging the Shakespearean
play in this early time of the country’s reform and opening-up.
Contrary to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Chinese theatrical professionals
appropriated the play as an allusion to the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is an interpretation propelled by some scholars (Wakeman 1982; Levith
2004), there are actually signs indicating that Ying and his colleagues were
trying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onvention of ideologically-driven theatre and
create a more aesthetical and apolitical trend on the Beijing stage. This desire
to disassociate theatrical creation from politics was still subtle at the time,
but became a mainstream strategy by the late 1980s. Given this background,
Measure for Measure again might have not been the most ideal choice for
the company’s purposes; however, it seems that the first-timer of staging
Shakespeare’s works eventually trusted the guest director’s judgement.
The position of the BPAT as a high-profile institution with close
connection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manded the company be even
more cautious with what they put on the stage. Except Death of a Salesman,
all of the aforementioned plays were abridged and edited for the stage. The
Shakespearean play was the only one among the four to have the modified
parts acknowledged in a print version. The performance script was released
under Ying’s name in an academic journal shortly after the premiere, with
all the parts deleted in the production marked out in hexagon brackets
(Shakespeare & Ying 1981). As He Qixin (1986: 155) summarises, the
majority of the deleted lines are “allusions to God, references to prostitution,
and lines which might have contradicted current political concepts in China”.
The deletion of these segments is most likely to have been driven by the
company’s desire to avoid controversy.
However, i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that it was not just the sensitivity
of the content itself that prompted the deletion. Ying’s translation style,
which is striking when contrasted with that of those who mainly translated
for reading, might have given his colleagues more reasons to be conservative
about what to keep and what to delete. For instance, the following two
segments were edited out of the performance script. The corresp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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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s in the translations by Zhu Shenghao (1912-1944) and Liang Shiqiu
(1903-1987), two of the most notable Shakespearean translators in China, are
provided for comparison:
Source text 1: Angelo
… O place, O form,
How often dost thou with thy case, thy habit,
Wrench awe from fools and tie the wiser souls
To thy false seeming! … (Shakespeare & Ying 1999: 102)
Ying’s translation: 安哲羅
…嗐，高官厚祿！徒有其表！
靠你虛假的裝束，外貌，在你面前
多少愚民望而生畏，多少聰明人
也俯首貼耳！… (Shakespeare & Ying 1981: 15)

Zhu’s translation: 什麼地位！什麼面子！多少愚人為了你這虛偽的外表而凜然生
畏，多少聰明人為了它而俯首稱臣！(Shakespeare & Zhu 1994: 66)

Liang’s translation: 啊地位！啊儀錶！多少糊塗人為你的服裝外貌而生敬畏,多
少聰明的人被你的空虛的外表給籠絡住！(Shakespeare & Liang

1991: 41)
Source text 2: The Duke
O place and greatness! millions of false eyes
Are stuck upon thee: volumes of report
Run with these false and most contrarious quests
Upon thy doings: thousand escapes of wit
Make thee the father of their idle dreams
And rack thee in their fancies....
(Shakespeare & Ying 1999: 186)
Ying’s translation: 公爵
噢，高官厚祿！富貴榮華！多少只愚蠢的眼睛盯著你。你的一
舉一動，
都引起不明真相，以假當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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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議論。多少才華橫溢的妙語，
從你這裡得到靈感，
在幻想中把你奉若聖明！

(Shakespeare & Ying 1981: 24)
Zhu’s translation: 啊！地位！尊嚴！無數雙癡愚的眼睛在注視著你，無數種虛
偽矛盾的流言，在傳說著你的行為，無數人玩弄著他們的機智在
幻想中譏諷嘲謔你！(Shakespeare & Zhu 1994: 215-216)

Liang’s translation: 有權有勢的人們啊！千千萬萬雙視而不明的眼睛在凝視著
你：關於你的行為，無數的謠言就根據這些虛偽矛盾的觀察而流
行：無數的冷言雋語把你作為他們的妄想的來源，任意的把你歪
曲！(Shakespeare & Liang 1991: 71)

In both cases, a major character comments directly on the hypocrisy of the
high officials and the powerlessness of the common people,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as an insinuation to bo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urrent
social conditions in China. As the contrast shows, what Zhu’s and Liang’s
versions do not have is the potential rhythmic momentum created by Ying’s
consecutive use of four-character phrases (“高官厚祿”, “徒有其表” and “富貴
榮華”) and the image of absolute antagonism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conjured by the employment of such strong words as “高官” [high
official] and “愚民” [ignorant common people]. The translator’s penchant for
more dramatic wording, which is likely to have been a product of his familiarity
with the language of the stage, might have made some parts of his text come
across as too provocative. The previously-mentioned political reading of the
production by some scholars confirms the speculation here that ideological
sensitivity could have been a major concern during the making of the decision.
In an article covering the rehearsal of the production, the deleted segments
are described as “actions and scenes tha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liveliness and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but drift away from the major plot”, and the initiator of the
deletion is noted as “the director” and his objective as “promoting conciseness”
(Liu 1981: 14). In part due to the operation of a patronage system that was
still largely undifferentiated at the time, theatre groups like the BPAT norm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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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ain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stream media. Thus, there is a
reason to believe that such was the very message that the company wished to
convey to their target audience. What is interesting here is that, despite what
the company claimed, Robertson, the foreign guest director, obviously was not
capable of controlling the meticulous rework of the Chinese script. He did not
speak Chinese and, unlike Heston, he did not have translation assistance from
outside of the BPAT; in other words, the real power over the rewriting process
resided with his Beijing collaborators.
To some extent, the collective rewriting of the translated playtext was
the Chinese performers’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British director’s decision to
put on this ideologically ‘not-so-appropriate’ play. There is no record or direct
evidence suggesting who, or which individual, wielded the power and to what
extent his or her collaborators contributed. As Laera’s (2011: 215) interview
implies, ideological matters in the rehearsal room are unlikely subjects for
open discussion anyway, not by practitioners, at least. The more important
question here is what it meant to the local producers to have the guest director
take credit for the abridgment. Some indication can be found in the way Ying
behaved in the making of the Beijing Salesman. It appears that the translator,
who was also playing the leading man, had some reservation about Miller’s
interpretation of his own play, which is reflected in his post-performance
comment that “[a]s an actor, I think, even when the original playwright is the
director, the major foundation of performance should be, and can only be,
the script” (Ying 1983: 44). Nevertheless, it seems that Ying was happy to
embrace Miller’s contribution. In Miller’s (1984: 45) recollection, Ying once
mentioned in an interview that the production was an opportunity to “open
new territory” for Chinese spoken drama. It is obviously that no one was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play such an enlightening role than the worldly-famous
playwright directing his own masterpiece. Similarly, for Measure for Measure,
which came out at a time when the pro-Western ‘Culture Fever’ was in full
swing, the BPAT would be able to fulfil multiple needs with the attribution
of the textual modification to the British director and the highlighting of the
theat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decisions: To begin with, they could justif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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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license they had taken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claim of ‘faithfulness’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many among whom were seeing Shakespeare’s work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refore expecting to see it in the ‘original flavour’.
In addition, the placement of the responsibility on the guest director would
allow the company to declare ideological innocence for themselves. To some
extent, the notion of collaboration here can be seen as a cover for the local
producers’ attempt to negotiate with the theatrical poetics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target culture without attracting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or raising the
eyebrows of the patron.

4. Concluding Remarks
It can be concluded from the above observations that during the
BPAT’s production of Ying’s translations, close collaboration among major
contributors might not have always been actively pursued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verbal texts; however, collaboration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every level,
from the textual to the interpersonal.
The position of Ying as the translator is revealed to be powerful but
largely non-interventionist, which reflects both the traditionally high status
enjoyed by translators in the theatrical culture and the dominant translation
norms that tended to define the role of translators in relatively narrow terms.
The signs of Ying’s self-restraint indicate that a translator’s involvement in the
rehearsal is determined by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translator’s
own agency, or willingness to act, could be as important as the power dynamics
on the production team, if not more so, in determining his or her visibility
and authority. In regard to the latter,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power or
authority of a bilingual agent in translation theatre originates often not in his
or her bilingualism, but in his or her credentials and contribution in aspects
considered more related to theatre.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erformers’ interaction with the translated
texts shows how the process might be one of professional and id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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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s. While the translator sometimes restrained himself from more
intervention, he still managed to function as a mediator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o the productions, playing the parts of a facilitator, promoter
and dramaturge; nevertheless, as the discussion of Lü Qi’s verbalisation
of Salieri’s monologue suggests, the production could probably use some
more of his attention as the playtext translator to improve cohesiveness in
certain segments, had he been inclined to give it when he was co-directing
the production. As to the ideological issues, while direct evidence of conflicts
might be difficult to find,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historical enquiry into
the matter is not impossible when carried out from a polysystemic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the BPAT’s staging of Measure for Measure shows that the notion
of collaboration might have been used as a cover for those intentions that the
local producers might not have been willing to discuss openly.
As a historical survey, this case study shows that while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material support can be found in the texts produced
at the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ompared with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which are more observable and popular research
subjects in recent years, these data are more likely to shed light on what the
collaborators might not be willing to share, and therefore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in future research.

Notes
[1]
[2]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all citations in Chinese are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
This unpublished version of the translation with hand-written revisions credited to the
director is currently kept at the BPAT Museum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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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法文全譯本中韻文
翻譯的“元文本性”解讀

李雁

Abstract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ion of verse in the French vers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textuality (by
Li Yan, Lanzhou University)
Translation involves not only linguistic elements but also cultural
exchange. An 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contains more than 100 pieces of classical verse of almost
every genre, such as metrical poems, ci (a genre of poetry especially
popular in Song Dynasty), ditties, odes, drinking game verse, songs,
lantern riddles written in verse, and palindromes, etc.. As Chinese and
French respectively belong to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and the
Indo-European family, it is difficult to translate from one to the other. As
verse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a research on poetry
translating may bring forth a fresh way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language
families and their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textual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Li Tche-Houa and Jacqueline Alézaïs convey to
a French readership the beauty of meanings, sounds and forms of the
poetry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rawing on Gérard Genette’s
‘‘metatextuality’’ theory, James Stratton Holmes’s ‘‘metapoem’’ theory, and
André Lefevere’s seven strateg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methods
of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metapoem, prose translation and
imitation. These methods may be effectiv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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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是中國古代優秀文化遺 的集大成者。自乾隆五十八年
（西元1793年）
，
《紅樓夢》經浙江的乍浦港，流傳到日本的長崎，至
今已有220多年，已被譯為23個語種，60多個譯本，如果沒有譯者的
積極翻譯介紹，
《紅樓夢》也許至今“藏在深閨人未識”
。然而譯本的質
量直接影響著它在海外的傳播效果，研究《紅樓夢》的翻譯問題也成為
一種專門學問，即紅樓夢翻譯學，它是翻譯學和紅學的交叉學科，是
國內外翻譯界關注的新興課題。
但《紅樓夢》譯學研究的對象集中在英語譯本，其他語種譯本的
相關研究明顯滯後。法文全譯本由旅法翻譯家李治華先生（ Li Tche-

Houa ）主譯，他的夫人法國語言學家雅歌（ Jacqueline Alézaïs ）修
改，曾旅居中國 46 年的漢學家鐸爾孟（ André d Hormon ）校訂和潤
色。 1981 年由法國伽利瑪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法文全譯本震動了
法國文學界和漢學界。而對於這目前唯一的法語完整譯本的研究，國
內學界尚無相關專著，期刊論文寥寥可數，如：對該譯本的推介（陳
常楓，1982；陳寒，2012）
、歇後語研究（郭玉梅，2011）
、隱喻（莫旭
強，2010）
、節氣（成蕾，2011）
、文化現象（李雁，2014）的翻譯策略
研究，至今尚無與《紅樓夢》法譯本韻文翻譯相關的研究。
《紅樓夢》中僅以詩而論，有五律、七律、五絕、七絕、排律、
騷體等，有詠物詩、謎語詩、懷古詩等，有同題分詠的也有分題合
詠的，五花八門豐富多彩。
《紅樓夢》中有100多處韻文，不僅包含各
種各樣的詩，還幾乎使用了我國幾千年來所有傳統的韻文形式，如：
詩、詞、曲、賦、歌、偈、諺、贊、誄、聯額、燈謎、酒令、回目
等。韻文在《紅樓夢》中不是可有可無，書中通過賦詩、填詞、制謎
語、擬對聯、題匾額、行酒令等情節的描繪，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的
文化精神生活，而且，韻文對于全書藝術框架的構建、人物命運的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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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和性格的刻畫都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因
此，韻文的翻譯質量直接關系到譯文在目的語國家的接受情況。本文
將選取《紅樓夢》法文全譯本中的部分韻文的翻譯實例，從“元文本
性”角度，分析李治華夫婦是如何將中國古典韻文的意美、音美和形
美展示給法語讀者的，結合霍姆斯的“元詩”理論和勒佛維爾的詩歌翻
譯七項策略，總結韻文翻譯的類型和具體實施方法，為中國古典文學
外譯提供借鑒。

一、“元文本性”和“元詩”
法國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傑拉德•熱奈特（Gérard Genette）
（ 1 9 8 2 ）在《 印跡文本》
（ P a l i m p s e s t e s ）一 書 中 將 跨 文 本 關 系
（ relations transtextuelles）分為五種： intertextualité（
‘互文性’
，指共存文
本間關系）
，paratextualité（
‘副文本’
，指文本與文本外圍資訊間關系）
，

métatextualité（
‘元文本性’
，指文本與評論間關系）
，hypertextualité（
‘超文
字性’
，指超文字與與次文本間關系）
，architextualité（
‘廣義文本性’
，指廣
義文本間關系）
。
其中métatextualité（元文本性）的法文解釋是：la relation, dite“de

commentaire”
, qui unit un texte à un autre texte dont il parle, sans
nécessairement le citer，
（Genette 1982 :10）
（即所謂的“評論”關系，文
本與談論該文本卻沒有引用它的另一文本之間的關系）
。因此筆者將
“元文本性”中提到的文本稱作“原文本”
，另一文本稱作“元文本”
，並
將“元文本”分為兩類：一是當兩種文本是同一語言的作品，則“元文
本”是“原文本”的“評論”
；二是當“元文本”的創作語言異於“原文
本”的語言時，
“元文本”除了包含目的語寫的評論性文本還應包括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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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後者，即“元文本”與“原文本”創作語言不同
時，文本間的關系在譯文中的體現。
美籍荷蘭翻譯學家霍姆斯（James Stratton Holmes）
（2007: 23-34）的
研究論文集《譯稿殺青：文學翻譯與翻譯研究文集》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中〈詩歌翻譯的形式和詩歌形式
的翻譯〉
（Forms of Verse 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Verse Form）
一文裡，借用了法國符號學家和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元語言”
（métalanguage）和“元文學”
（métalittérature）等術語，從文學的角度
提出了“元詩”
（metapoem）的概念，元詩是對文學本身的交流。他用
一個扇形來闡述詩歌的多種元文學形式，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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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左至右依次為：1. 用源語言寫的評論；2. 用目的語寫的評論；

3 . 散 文 體 的 譯 文 ； 4 . 譯 詩（ 元 詩 ）； 5 . 擬 作 ； 6 . 關 於 原 作 的
詩歌；7. 受原作啓發創作的詩歌。1和2為評論性文本；3
是原文本的散文體譯本，為散文性文本；4是譯詩，即霍
姆 斯 提 出 的“ 元 詩 ”； 5 是 擬 作 ， 即 模 仿 原 文 本 風 格 所 寫 的
作品；6是關於原作的詩歌；7是受原作啓發創作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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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和7都是詩歌形式，但是與原文本內容相似度依次遞減。霍姆斯將
元詩放在扇形的中心，意在說明元詩是翻譯詩歌時最優的選擇，它是內
容和形式的統一。如果只強調形式，譯詩將變成擬作；如果只強調內
容，詩歌翻譯就成了散文體的翻譯；如果加入主觀思想，則不能稱之為
譯作，而是評論和與原作相關或受原作啓發的詩歌。
根據熱奈特的“元文本性”理論，霍姆斯的“元詩”和其他6種文學
形式都屬於“元文本”
。

二、韻文翻譯的標准與 “元文本性”
許淵沖提出“三美論”的翻譯標准，即意美、音美、形美。許淵沖
（2003：86）說道：譯詩要和原詩一樣能感動讀者的心，這是意美；
要和原詩一樣有悅耳的韻律，這是音美；還要盡可能保持原詩的形式
（如長短、對仗等）
，這是形美。
筆者認為，當“元文本”的創作語言異於“原文本”的語言時，越
靠近“元詩”的“元文本”文學作品，其“元文本性”就越強，也越符合
“三美論”
。
因此，根據“三美論”的翻譯標准，霍姆斯提出的七種元文學形式
中，“元詩”符合“意美、音美、形美”
，與源語言的文本關系最密切，
是最貼近源語言的詩作，它的“元文本性”最強，是韻文翻譯的理想之
作。在李治華夫婦的《紅樓夢》法譯本中，有不少此類佳作：
（1a）你證我證，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斯可雲證。
無可雲證，是立足境。（2008: 298）
（1b）Tes preuves à toi et mes preuves,

71

《翻譯季刊》第八十七期

Les preuves du coeur, de l’esprit!
C’est où n’existent plus de preuves,
Qu’on peut enfin parler de Preuves.
Mais où c’est trop que d’en parler,
C’est là qu’il faut poser ton pied. (1981: 488)

這是一首偈，即佛經中的唱詞，《參禪偈》中用了七個“證”字，是
藝術化了的偈語。譯文六句對應原文六句詩句。譯文中，除了第二
行承前省略了一處“ preuve ”
（ 印證）
，和第五行用代詞“ en ”替代了一
處，其餘五處“preuve”一一對應原文，尤其是用其中一個大寫首字母
的“Preuve”來特指佛家所稱的“果”
，在意美、音美和形美三方面都處
理的很好，令人叫絕。再如：
（2a）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閑拋卻為誰？
尺幅鮫綃勞解贈，叫人焉得不傷悲！
（2008: 356）
（2b）Par mes yeux en vain formés,

En vain par mes yeux versés,
Ces pleurs que je tiens cachés,
A qui sont-ils adressés?
Devant ce don de mouchoirs,
Vous qui m’en comblez, Seigneur,
Comment n’aurais-je le coeur
Pour vous navré de douleur? (1981: 767-768)

原文四句，譯文八句。原文 AABB 韻，譯文前四句同一韻腳，並且
找到了與原文音似的韻腳，
“垂”
“誰”中的[uí]變為“formés”
“
, versés”
,
“ cachés ”
,“ adressés ”中的 [é] 。後三句同一韻腳，第五句無韻腳。首
句“眼空蓄淚淚空垂”中的頂真修辭格在譯文中得到了傳神地展現：
譯文重複並交替使用了“par mes yeux”和“en vain”
，達到了意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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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形美，是詩歌翻譯的上乘之作。
許淵沖（2006：81）還提出：
“在譯詩時，傳達原詩意美是最重要
的，是第一位的；傳達原詩音美是第二位的，傳達原詩形美是第三位
的。最好是“三美”齊全，如果不能兼顧，就要考慮取捨。”
因此，
“元文本性”次於“元詩”的作品是散文體的譯文，它傳達
了原詩的意美，放棄了音美和形美。再次為擬作，它只傳達了音美和
形美，在意美方面有所欠缺。關於原作的詩歌和受原作啓發創作的詩
歌，已經完全放棄了意美，只注重形式，不屬於譯作範疇。而用源語
言或目的語所寫的評論均不屬於譯作範疇，
“三美”無從談起。那麽，
根據“元文本性”由強到弱，筆者將霍姆斯提出的圍繞著源語言詩作的
七種元文學形式，劃分為五種類型：

強

譯詩
(元詩)

元文本性

散文體的譯本

擬作
弱
關於原作的詩歌或是受原作啟發創作的詩歌

用源語言寫作的評論或是用目的語寫作的評論

在此金字塔型圖示中，前三項屬於譯作。本文主要討論這三種類
型的元文本的翻譯方法。

三、勒佛維爾譯詩七策略
20世紀80年代後，美籍比利時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安德列•勒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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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André Lefevere）的翻譯理論對西方翻譯研究 生了重大影響，90年代
中期其理論被逐漸引入中國。國內相關研究論文有100余篇，研究者對
于勒佛維爾理論關注和應用大多集中在他提出的三個主要的操控要素方
面，而對於他的其他方面的理論關注相對較少。只有謝盛良（2007）對
比分析了勒佛維爾的譯詩七項策略和中國學者黃果炘的三項翻譯策略，
總結了英漢詩歌互譯策略。勒佛維爾（1975）在他的著作《詩歌翻譯：七
個策略和一個藍圖》
（Translating Poetry: Seven Strategies and a Blueprint）
中，對比了古羅馬詩人卡圖盧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第64首詩的多
部英譯本，歸納了譯者們所採用的七種詩歌翻譯策略，分析了這些策略
的優缺點，並總結出每種策略適應的條件。

四、翻譯策略
在實際操作中，勒佛維爾的七項策略是難分彼此的，因此，筆者
根據霍姆斯的扇形圖，把韻文翻譯歸納為三大類型，即前文中金字塔
型圖示的前三種類型，並按照“元文本性”由強至弱排列分別是：譯
原詩為“元詩”
，譯原詩為散文體詩歌，譯文為擬作。下文將選取李治
華夫婦《紅樓夢》法譯本中部分韻文實例，以勒佛維爾七項策略來具體
闡釋這三類元文本的翻譯策略。

4.1. 如何將源語言的韻體原文本譯為“元詩”？
勒佛維爾的第一、二、三、五項策略在相應的條件下可以促成
“元詩”的形成。

A. 勒佛維爾策略一：語音翻譯，即在譯文中重塑原文的發音。勒
佛維爾認為以下三種類型可以使用此策略。

74

《紅樓夢》法文全譯本中韻文翻譯的“元文本性”解讀

類型一：原文本中含有以下詞彙或是其同根詞的，如英雄名
（ heroes ）
，聖母禱詞（ salvé ）
，古羅馬的氏族名（ gens ）
，紀念柱的名
字（ column ）
，神明名（ Divine ）
，朱庇特（羅馬神話的主神拉丁語名

Genitor）
。
類型二：專有名詞翻譯，如海洋女神忒提絲（ Thetis ）
，珀琉斯
（Peleus）
這兩種類型在漢譯法時均指專有詞翻譯，在《紅樓夢》法譯本中
存在不少這樣的翻譯實例，如：
（3a）湊成便是個“蓬頭鬼”
。
這鬼抱住鍾馗腿。
（2008: 542）
（3b）C’est de ces trois dominos, que se compose la triade dite du Démon

aux crins embroussaillés.
Il s’agriffe à Zhong Kui, et le prend par les pieds. (1981: 924)

這是牙牌令，三張牌分別是六六、五六、么六，五與么加起來也是六，
所以成“一副”
，而且三張牌，下面點數都是六，上面卻是不整齊的數
么、五、六，蓬頭鬼是這套點色的名稱。譯者音譯了專有名詞“鍾馗”
。
再如：
（4a）心比比幹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2008: 49）
（4b）Elle eut au coeur une ouverture de plus que le coeur de Bi Gan,

Et pour la langueur maladive, l’emportait d’un tiers sur Xi Shi. (1981: 80)

這是“贊林黛玉”中的兩句，用商代的比幹來說明黛玉的聰穎，春秋
時期越國美女西子即西施來形容黛玉的美貌。譯者用了語音翻譯的方
法，重塑了專有名詞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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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三：擬聲詞翻譯
（5a）......忽喇喇似大廈傾......”
（2008: 85）
（5b）Patatras! Grand fracas! On dirait que tout le palais s’écroule! (1981: 134)

譯文中“patatras! Grand fracas!”對應了原詩中疊聲詞“忽喇喇”
，在意思
和音韻及形式上都符合原文。

B. 勒佛維爾策略二：字面翻譯，即逐字翻譯。
字面翻譯強調忠實于原詩的意思，盡可能保留或者模仿原詩的形
式，想要突出詩作的異域特色時可以使用此策略。例如：
（6a）一個蚊子哼哼哼，
兩個蒼蠅嗡嗡嗡。
（2008: 385）
（6b）Arrive un moustique : Heng! Heng! Heng!

Et puis deux mouches : Weng! Weng! Weng! (1981: 636)

這個例子中，譯者用了完全逐字翻譯，原詩中的意象和內容得以傳
遞。再如：
（7a）富貴又為何，
繈褓之中父母違，
轉眼吊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2008: 77）
（7b）A quoi servent richesse et dignités?

On la portait emmaillotée,
Quand lui manquèrent père et mère.
Elle ouvre les yeux pour pleurer
Les derniers rayons du couchant.
L’eau de la Xiang va s’écou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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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pays de Chu fuient les nuées. (1981: 121)

這是史湘雲的判詞，詩句中藏“湘”
“雲”兩字。由於譯本中將人名意
譯，如“湘雲”譯為“Brume de Rivière”
，譯者此處直譯為“L’eau de la

Xiang”和“nuées”
，讓讀者很難察覺出藏字詩的玄妙。因此，譯者在文
中逐字翻譯然後在文後加注“L’image des « filaments de nuées » et des

« méandres d’une eau fugitive » suggère le nom de Brume de Rivière,
Xiangyun. Les deux caractère qui constituent son nom se trouvent
textuellement dans le dernier vers du quatrain”
（
‘雲絲’和‘飛逝的江水’
指‘湘雲’的名字。組成她名字的這兩個字藏在這首四行詩的最後一句
中）
。

C. 勒佛維爾策略三：格律翻譯，即在譯文中重塑原文格律。勒佛
維爾認為可以通過以下四種方式來使譯文保持和原文一樣的音步：
方式一：形態的適應，即增詞或減詞。
法語屬於形態性語言，而漢語屬於語義型語言。通常，漢語譯為
法語的句子會比原句長，因此在《紅樓夢》法譯本中見到的多為形態適
應中的增詞法，即增加音步。法文不同于英文，英語詩歌中音步就是
音節的組合，通常一個非重讀音節和一個重讀音節組成一個音步，或
是兩個非重讀音節和一個重讀音節組成一個音步，而法文詩音步不僅
把每個音節都劃分開，而且詩句的停頓和詩句的結尾都標記出來。例
如《紅樓夢》第五回《警幻仙姑賦》中的一段：
（8a）其素/若何：/春梅/綻雪；
其潔/若何：/秋蕙/披霜。
其靜/若何：/松生/空穀；
其豔/若何：/霞映/澄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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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若何：/龍遊/曲沼；
其神/若何：/月射/寒江。（2008: 73）
（8b）Sa / can/deur, / à /quoi/ la/ com/pa/ré -je?/

Au / pru/nier / prin/ta/nier/ qui /fleu/rit/ sous/ la/ neige! /
Sa / pu/re/té,/ je / l’a/ssi/mile/
A / l’or/chis / au/to/mnal/ en/ro/bé/ de /gré/sil! /
A / quoi/ rim/ent/ son/ calme/ et/ sa/ sé/ré/ni/té?/
Au/ sa/pin/ qui/ gran/dit/ dans/ un/ val/ é/car/té! /
Ses/ charmes? / Sur/ l’eau/ d’un/ lac/ pur,/
Des/ re/flets/ de/ pour/pre/ et /d’a/zur!/
Son/ é/lé/gance? / Un/ dra/gon/ se/ prê/tant,/
Dans/ ses/ é/bats,/ aux/ cour/bes/ d’un/ étang! /
Son/ être?/ Au/ fleu/ve/ froid,/
Sous/ les/ traits/ de la lune!/ (1981: 113)

原文是排比結構，每句八個字，四個音步，有韻腳，但較稀少，如：
“霜”
、“塘”
、“江”中的 [ang]。譯文也是排比，每句十多個法語詞，
增加了韻腳，為兩行轉韻（AABB式）
，也加了音步，有的詩句有十二
音節，像是仿造亞曆山大體，但是有的詩句只有六個、八個或是九個
音節。譯文已盡可能地簡潔，比如後三句問句和答語省略了主語和謂
語。但是依然很難在譯文中重塑原文格律。
方式二：在目的語中找到合適的詞，而盡量不歪曲原文。
例如：
（9a）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窗秋不盡，那堪風雨助淒涼。（2008: 608）
（9b）Tristesse des fleurs flétries,

Tristesse, à l’automne, aussi,
Des herbes déjà jau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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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s la lampe agonisante,
Ah!nuit d’automne si lente!
N’est-ce assez à mes croisées,
Cette automne éternisée?
Me fallait-il, sous la pluie
Et la bise, cette nuit
Qui m’en glace au coeur l’ennui? (1981: 1036)

這是黛玉擬《春江花月夜》之格所寫的《秋窗風雨夕》的前四句。此
篇充滿哀怨和淒慘之“意美”
，譯文中能找到營造上述氛圍的詞彙，
如：tristesse, agonisante, glacer, ennui。
原文前四句詩中，以“秋”開頭的詞組有六個。在翻譯這樣的詩
句時，如何傳達六個“秋”是音美的重要因素，避而不譯，音美將大打
折扣，譯文的誦讀性也會受到嚴重影響。法文中有類似的修辭，即為
頭韻修辭（tautogramme）
，指一組詞的開頭是同一個輔音。比如：
C’est clément contre chagrin cloué
Et est estienne esveillé, enjoué.
——摘自法國詩人克萊芒‧馬羅（Clément Marot）
的《迴旋詩集》

李治華夫婦用了flétries, jaunies的[i]；agonisante, lente 的 [ãt]；croisées,

éternisée的[e], pluie, nuit, ennui [i] 的幾個韻來做尾韻，並特別運用了頭
韻，如fleurs flétries中[f]，automne, aussi中[a]，並且重複tristesse，雖然
比起原文的六個“秋”在音美方面略顯單薄，但已屬不易。
方式三：用一個不是目的語的詞，但是目的語讀者能明白的詞來
翻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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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施毒計金桂自焚身，昧真禪雨村空遇舊。（2008: 1399）
（10b）Comptant empoisonner une petite épouse,

Xia Fleur d’Or d’Osmanthe s’empoisonne elle-même ;
Retrouvant un ancien ami devenu moine,
Village sous Pluie goûte aux vrais jeux du dyana. (1981: 1115)

例如：
（11a）醉金剛小鰍生大浪，癡公子餘痛觸前情。（2008: 1410）
（11b）Le Vajra toujours soûl déchaîne, infime anguille,

Les flots tumultueux d’une grande tempête ;
Un nigaud fils de duc sent, dans son coeur en peine,
Renaître les regrets d’un ancien amour. (1981: 1142)

上面兩則例子中的“禪”和“金剛”均為佛教用語，佛教源於梵語，因
此譯者用梵文來翻譯，即“ dyana”和“ Vajra”
。類似的翻譯還有：劫

kalpas, 業karma, 輪回samsara，菩薩Bodhisattva, 經Sūtra等。
方式四：為符合詩句的詞數，譯文用兩個意義相近的詞來翻譯原
文的一個詞。
《紅樓夢》韻文翻譯中沒有特意地湊字數來達到“形美”
。勒佛
維爾的格律翻譯策略主要是針對拉丁語譯為英文，它們都是字母語
言，同屬印歐語系。但漢語和法語有巨大差異，運用格律翻譯策
略，也只能在譯文中盡量做到“意美”和“音美”
，很難在譯文中傳達
出原文的“形美”
。

D. 勒佛維爾策略五：韻的翻譯。勒佛維爾認為有以下兩種方式：
方式一：加簡單的韻。例如《紅樓夢》第二十二回中引用的弘忍
弟子上座神秀所作之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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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2008: 299-300）
（12b）Ton propre corps est le Figuier de la Sagesse,

Ton propre coeur, le pur Miroir de la Lumière.
Occupe tout ton zèle à l’essuyer sans cesse,
Pour ne pas le laisser ternir par la poussière. (1981: 491)

這首詩原文中只有第二四句押尾韻[ai]，譯文中為隔行交互押韻
（ABAB式）
，第一三句押[ɛs]，第二四句押[jɛr]。
方式二：改韻。
漢法兩種語言分屬不同語系，差別非常大，因此即使在譯文中用
韻，也是要更改韻腳的，幾乎不可能和原文押同一個韻。
（13a）天上人間兩渺茫，琅玕節過謹提防。
鸞音鶴信須凝睇，好把唏噓答上蒼。
（2008: 684）
（13b）Lorsque entre l’homme et le ciel,

Le réel et l’irréel,
Dans le vague il se balance,
Et qu’y passe, avec sa danse,
Le chant d’un flûteau de jade,
Tâche au moins d’y prendre garde.
Est-ce l’appel du phénix?
Le message d’une grue?
Tâche d’assurer ta vue,
Et réponds par un murmure
Au pur accent de l’azur! (1981: 1171)

這是一首燈謎詩，原詩中第一二四句押尾韻 [ ang ] ，譯文為兩行轉韻
（AABB式）
，韻腳分別為：[εl], [s], [d], [y], [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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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如何將源語言的韻體原文本譯為散文體元文本？
勒佛維爾策略四是將韻體詩譯散文，策略六是將韻體詩譯素體詩
即無韻詩。它們是退而求其次的翻譯方法，改變原文的含義、句型和
交際意義，這樣的譯文“元文本性”較弱，能夠傳達意美，但幾乎無音
美和形美。
比如：
（14a）子系中山狼，得志便倡狂。
金閨花柳質，一載赴黃粱。
（2008: 77）
（14b）Tu n’es au fond, beau-fils, qu’un loup du Mont central ;

Quand tes voeux sont comblés, tu cèdes à tes rages.
La belle au teint de fleur, aux souplesses de saules,
Rejoint, au bout d’un an, le rêve au millet jaune. (1981: 121)

這是金陵十二釵圖冊判詞寫賈迎春的詩句，首句“子系中山狼”中的
“子系”除了意為“你是”外，合起來是“孫”的繁體字，暗指迎春的丈
夫孫紹祖，全詩暗示迎春嫁了恩將仇報的丈夫，結婚一年就被折磨致
死。詩句涉及修辭格中的離合析字，即在字形結構上進行分解變化，
重新組合會得出新的字，構造出新的意思的修辭手法。譯文只譯出
“子系”的第一重意思“ Tu es ”
（你是）
，並且沒有用韻，譯為散文
體，且放棄了語義雙關，也就不能傳達原文隱含的對人物和情節的暗
示。為了彌補缺失資訊，譯文增加了較長的注釋，來說明“子系”和
“孫”的關系及迎春的命運，並介紹“中山狼”和“黃粱美夢”兩個典
故。林黛玉和薛寶釵的判詞的譯文也用了同樣的翻譯策略：
（15a）可歎停機德，堪憐詠絮才。
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裏埋。
（200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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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Pitoyable vertu de celle qui sut arrêter son rouet!

Mais qui plaint le talent de l’autre qui chanta le chaton de saule?
La ceinture de jade pend entre les branches de deux arbres,
Et c’est dans la neige que dort la meiveilleuse épingle d’or. (1981: 120)

此詩後兩句運用了演化析字修辭法，即在表達隱含的寓意時，演述得似
乎有關連，又似乎沒有關連，必須細細推究才能明白的修辭手法。譯文
用“pitoyable”
、
“plaint”呼應了原文中所展現的人物的冷落淒苦的結局。譯
者放棄了韻腳和對仗，也沒有體現出析字，將其譯為散文體詩歌。再如：
（16a）勘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妝。
可憐繡戶侯門女，獨臥青燈古佛旁。
（2008: 77-78）
（16b）Sachant bref le décor des trois mois de printemps,

Portant, non ses atours d’antan, mais robe noire,
Pitié! La fille d’un palais ducal issue,
Dort seule sous la lampe, aux pieds d’un vieux Bouddha. (1981: 122)

這是賈惜春的判詞。原詩中第一二四句押尾韻[ang]，譯者將韻體文本
譯成散文體文本，放棄了尾韻。

4.3. 如何將源語言的韻體原文本變為擬作？
擬作是以原作的某一點為出發點，創作自己的一首新詩或一句新
詩句。擬作的“元文本性”較前兩類最弱，擬作會歪曲或部分歪曲許淵
沖認為第一位的“意美”
，只追求處於次要地位的“音美”和“形美”
。勒
佛維爾第七項策略為解釋性翻譯，即描述和仿造，對應霍姆斯扇形圖
中的擬作。例如：
（17a）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庵裏管尼僧。（2008: 1291）
（17b）Le beau galant qui a sel et riz, p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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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 soin des nonnains au fond du Couvent
De Lune dans l’Eau. Cela fait donc un
Seul petit monsieur pour bien des nonnains! (1981: 866)

這是貼在賈府門口，揭發賈芹醜行的匿名揭貼兒的前兩句。
“西貝草
斤”屬于析字修辭格中的離合析字法。譯者將“西貝草斤”譯為 sel et

riz（鹽和米）讓法語讀者一頭霧水，經過閱讀文本後的注釋，瞭解到sel
et riz 諧音暗示JIA le Céleri（賈芹），可見為了達到形美，譯者煞費苦
心。另外在音美方面，譯者通過改變原文斷句來統一韻腳，比如，第
一行本應在逗號後斷句，卻多寫了下一句的prend，第二句末尾本應是

dans l’Eau，卻在Couvent後斷句，這樣雖形成了韻腳prend, Couvent [ã]
但顯得詩句淩亂。因此本詩的法文翻譯文本，有譯者創作的部分，屬
於擬作。第四十回牙牌令一章也有這樣的例子：
（18a）左邊是個“大長五”。
梅花朵朵風前舞。
（2008: 542-543）
（18b）Sur le domino de gauche, c’est un double-cinq qui s’étend.

De toutes ses fleurs, un prunier, danse sa danse sous le vent. (1981: 924)

“大長五”是牙牌令中的牌名，五個點像梅花，上和下都是五個點，
所以是“梅花朵朵”
。譯文將“梅花”譯為“un prunier（梅子）
”
，根據附
錄中的注釋能夠看出，其指代“la fleur du prunier des frimas（梅花）”
。
而“朵朵”體現了漢語的“重複”修辭格，在譯文中雖並未譯出，但譯
者用“danse sa danse”
（跳舞啊跳舞）在“舞”字上模仿出了“重複”修辭
格，可見譯者為了在譯文中再現源文本的修辭手段也是費了心思的。
本詩句的法文翻譯文本，有譯者改寫和創作的部分，也屬於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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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法語屬于印歐語系，而漢語屬于漢藏語系。小說、戲劇、散文等
的跨語系翻譯已屬不易，何況是需要音、形、意兼顧的韻文的翻譯。
《紅樓夢》是部文備衆體的鴻篇巨制，把它准確貼切地翻譯成法文是
難上加難。
“元詩”雖然符合意美、音美、形美，
“元文本性”最強，但是霍
姆斯沒有具體講到如何譯出“元詩”
。在勒佛維爾自己限定的條件下的
七種詩歌翻譯策略雖有操作性，但實際運用中往往得多種策略同時使
用。因此，筆者從“元文本性”的視角，選取了李治華夫婦《紅樓夢》
法譯本中部分韻文實例，結合勒佛維爾和霍姆斯兩位翻譯理論家的相
關研究，將圍繞原詩的異于原詩語言的元文本劃分為三大類，即譯原
詩為“元詩”
，譯原詩為散文體詩歌，譯文為擬作，並具體探討了它們
各自的翻譯策略。“元文本性”和“元詩”理論對於中譯外有著重要意
義，筆者希望所總結的翻譯方法能使這些理論更具操作性，為中華典
籍外譯和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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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irs


香港翻譯學會
創會的二十年（1971-1991）
（一）
劉靖之

記得第一次參加香港翻譯學會的“午餐例會”是1974年2月16日，
在現已拆掉的“香港會”(Hong Kong Club)後面的遮打路壽德隆大廈

15樓外國記者俱樂部舉行，
“午餐例會”一般都是在星期六中午12點半
開始至下午 3 點左右，程序包括會務討論、午餐、專題演講以及演講
後的問答環節。這種“午餐例會”每兩個月舉行一次，當時中環和尖
沙咀的大酒店願意以相宜的價錢讓學會包房開會、午餐，我於1974年

2月至2004年6月的30年裏一直參加學會兩個月一次的星期六“午餐例
會”
。還記得我在1976年6月3日的執行委員會上被選為《譯訊》編輯，
原編輯孫述宇被選為執委會副主席，主席為宋淇。

香港翻譯學會的成立
1970 年代初，香港正處於一個關鍵時刻。新上任的香港總督麥理
浩爵士身負特殊使命，要把香港建設成能讓英國在與中國談判中處於
有利地位的籌碼。1841 年以來，英國統治下的香港的兩種語文大致可
劃分為5個階段：

編者按：劉靖之教授的“回憶錄”將分期刊登，本期刊登的是第一篇。由於篇幅的
限制，許多具有歷史意義的圖片無法與此文一起發表，敬請讀者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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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 1841 年英國佔領香港到 1941 年太平洋戰爭，日本軍隊佔
領香港的3年8個月；
二、 從 1945年日本戰敗到1967年的暴動；
三、 從1967年到1984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的簽署；
四、 1984 年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13年過渡時期；
五、 從1997年至2017年回歸後的20 年。
從1841年到1941年的一個世紀裏，英文英語在香港統治階層佔有
主導地位，直至1974年中文才成為法定語言之一。1984年，香港政府
開始雙語立法。1984年12月19日“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的
簽署及1990年4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7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
通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進一步提高中文的地位，使中譯英、
英譯中在香港市民生活中日漸重要。香港翻譯學會就是在上述背景
下，於1971年10月6日成立。幾位翻譯學者和新聞翻譯從業員於1971
年3月12日舉行創辦會議，由《明報》創辦人查良鏞草擬通知書，發給
有關人士 ，通知書內容有4個要點：
一、希望翻譯界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進行創辦香港翻譯學會；
二、香港翻譯學會是一個純學術性團體；
三、學會可做一些配合社會發展需要的活動，促進中外文化交
流；在不營利的原則下，出版專著或期刊，主辦翻譯問題的
研討會，召開專題研究會等等，以提高翻譯水準；
四、希望香港翻譯學會的努力，對當前社會作出有益的貢獻，
（劉靖之， 2006: 63 ）在通知書署名的人共7 位：余也魯、
宋淇、查良鏞、孫述憲、馬蒙、黃兆傑、賴恬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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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會議如期召開，通過了兩項決議：
一、成立籌備委員會；
二、聘請王澤長律師擔任義務法律顧問。籌備委員會有 7 位委
員：查良鏞、賴恬昌、馬蒙、宋淇、孫述憲、孫述宇、黃兆
傑，義務法律顧問為當然委員。

籌備委員會經過半年的工作，於1971年10月6日正式向香港政府
註冊成立香港翻譯學會有限公司，登記証號碼為25246號，申請人共十
位：7位籌備委員會委員，加上林山木、余也魯、王澤長三人。上述十
位申請人的背景大部份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和媒體：宋淇是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特別助理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主
任；孫述宇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賴恬昌是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
修部主任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辦公室主任；馬蒙為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
任；黃兆傑為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後升為高級講師；查良鏞是香港
《明報》創辦者、社長兼主筆，曾任《大公報》國際新聞翻譯；孫述憲當
時在“世界中文報業協會”任職；林山木為《明報》編輯，後創辦《信報》；
余也魯任教於香港浸會書院傳理系；王澤長是學會的義務法律顧問。
香港中文大學於1960年代初成立，以弘揚中國文化為主要宗旨，
有異於香港島西邊的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校長李卓敏高瞻遠
矚，在香港大專院校中首創翻譯系，並在中國文化研究所之下成立翻
譯研究中心，研究出版中國文學作品外譯譯著。這些措施對當時香港
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以及香港的中文地位產生了積
極和深遠的影響。香港大學中文系設有中國文學、語文、歷史、哲學
和中英、英中翻譯課程，但其中翻譯課程是秉承英國大學的漢學課程
內容，這是當時兩所大學對翻譯課程設計的基本區別。可能對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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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不同，港大中文系沒有積極支持香港翻譯學會後來的會務工
作。1981年為了慶祝學會成立十周年，作為學會執行委員和副主席，
我拜會學會發起人之一黃兆傑，請他撰文紀念學會成立十周年，黃兆
傑坦白地對我說：
“我當時是受馬蒙教授之命參與此事，事實上我對
學會毫無興趣！”由此可見，香港翻譯學會之成立，主要的推動力是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宋淇、賴恬昌、孫述宇等人。至於查良鏞、任教
於浸會書院傳理系的余也魯、任職於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的孫述憲和在
《明報》任職的林山木等人，素來各自忙碌，對學會的發展也就顧不上
了。1981年，為慶祝十週年，學會曾致函查良鏞希望他能捐助部分翻
譯論文集的出版，函件如石沉大海。

學會宗旨：例會、研討、刊物、榮譽會士
學會成立後，遵循會章第 3 條款所訂下的宗旨開展會務活動，其
中包括：

3. 通過協助訓練中文和其他語文、鼓勵學會從事翻譯中文和其他
語文著作，以應社會之所需，促進文化交流。為達到上述目的，學會
一、定期召開會議。
二、出版刊物、書籍、資助有關翻譯的研究，組織專題研討會，
以及從事學會宗旨有關的活動。
三、印刷、發表、出售、借出、發行學會研討會論文集或報書。

第一屆1971-1973年度的執行委員會（執委會）共有成員十位：馬
蒙（主席）
、賴恬昌（副主席）
、宋淇（義務秘書）
、孫述宇（義務編輯）
、
林山木（義務司庫）
、王澤長（義務法律顧問、當然執委）以及委員查良
鏞、孫述憲、黃兆傑、余也魯。執委會於1972年8月1日 出版第一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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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在“發刊說明”裏，編輯孫述憲說：
“《譯訊》是香港翻譯學會的通
訊，是執行委員會決定刊行的。通訊的目的，簡言之，是利便會員知道
與翻譯有關的消息。除本學會的活動之外，翻譯書刊的出版，翻譯教育
的情形，以及翻譯工作及職位等，都在報導之列。”
《譯訊》還報導了學
會於1972年8月26日在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舉行的“翻譯教育問題研討
會”
，由余也魯、宋淇、朱志泰和孫述憲主講。

1971-1982年間，學會執委會主席經過了馬蒙（1971-1974）
、賴恬昌
（1974-1976）
、宋淇（1976-1980）
、賴恬昌（1980-1982）4屆，學會活動遵
循會章第3條款逐漸發展：
《譯訊》從1972年8月的第1期到1981 年5月的第

21期，平均每年出版兩期；定期召開執委會和會員大會，並邀請翻譯名
家作專題演講；學會在這個時期內主辦了“翻譯教學問題研討會”
（1972
年8月26日）
、
“新聞翻譯研討會”
（1976年7月9、10

日）
、
“香港翻譯研討

會”
（1980年2月2日）
、學會成立十週年“翻譯研討會 ── 翻譯在香港”
（1981年11月28日香港大會堂劇院）等，並積極支持美國亞洲協會在香
港舉行的“中文英譯學術會議”
（1975年8月17-22 日，九龍喜來登酒店）
。
這個時期的“午餐例會”是學會重要的活動，也是會員見面交談
的場合。每次“午餐例會”以執委會會議開始，然後午餐，午餐之後
便由特邀嘉賓作專題演講，演講之後有 15 至 30 分鐘的提問時間，由
主講者回答問題。根據《譯訊》的報導，馬蒙擔任執委會主席的時期
（1971-1973、1973-1974）
，執委會討論會務為主；賴恬昌任主席時期
（1974-1976，1980-1982）和宋淇任主席時期（1976-1980）
，午餐之後
設有專題演講。在“午餐例會”上作專題演講的內容頗為豐富、充實，
如當時政府中文公事管理局翻譯處長、學會會員饒餘威的演講摘要
《香港政府翻譯處的工作和使命》
（
《譯訊》第6期，1974年3月15日）
、香
港中文大學翻譯中心《譯叢》主編、學會會員高克毅的演講摘要《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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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英譯》
（《譯訊》第7期1974年6月1日）
、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學會會員李達三神父（Rev. Fr. J. Deeney）的英語演講摘要“Bilingualism

and Translation”
（
《譯訊》第13期，1977年4月）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中心
訪問學者蔡思果的英語演講摘要“Translation –– A Highly Specialized

Profession”
（《譯訊》第15期，1977年11月）
、香港大學語言研習所客座講
師鄒嘉彥的演講摘要《意圖意義與翻譯》
（《譯訊》第16期，1978年3月）
、
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鍾玲的演講摘要《談翻譯蘭舟詩集之經驗和體會》
（《譯訊》第18期，1978年9月）
、任教於香港樹仁書院、學會會員張同
的演講摘要《翻譯和音樂》
（《譯訊》第19、20期，1979年3月）
、中國著
名翻譯家馮亦代的演講摘要《中國的翻譯情況》
（《譯訊》第21 期，1981
年9月）等。

1970 年代，香港的大專院校雖然設有翻譯課程如香港大學、
香港理工學院以及各大學學院的校外課程部，但唯一設有翻譯系和
翻譯中心的只有香港中文大學，因此香港翻譯學會每兩個月一次的
“午餐例會”便吸引了大批對翻譯有興趣的人前來參加。我是學會
的積極分子，從 1974 年 2 月 16 日加入學會之後，便成為這類翻譯活
動興旺期的見證者。
除了上述的會務會議、
“午餐例會”專題演講和出版《譯訊》
，執
委會在慶祝學會成立十週年期間，議決頒授“榮譽會士”銜給在翻譯
工作上有貢獻的人士。在1981年11月28日第一次“榮譽會士”頒授典
禮上，頒發“榮譽會士”銜給高克毅先生和劉殿爵教授。之後，學會
陸續頒發“榮譽會士”給宋淇先生和何丙郁教授（ 1983 年 5 月 28 日）
；
馬蒙教授和林太乙女士（ 1985 年 7 月 6 日）
；楊憲益先生、戴乃迭女士
和賴恬昌先生（1986年9月27日）
；蔡思果先生與林文月教授（1987年

9月26日）
；楊絳女士與殷張蘭熙女士（1988年10月8日）
；戈寶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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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鄭仰平先生（ 1989 年 9 月 9 日）
。在慶祝學會成立 20 週年時，學會頒
發“榮譽會士”銜給劉紹銘教授、蕭乾先生、葉君健先生、余光中教
授、張谷若教授和本人（1991年10月30日）
。
“榮譽會士”銜的頒發，令學會在香港、國內、台灣海峽兩岸三
地的譯壇名聲大振，促進了兩岸三地翻譯界的交流。20世紀80、90年
代，香港正處於中英有關香港問題談判的關鍵時期，中國大陸的改革
開放方興未艾，台灣政局也逐漸民主化。這些政治和經濟上的發展對
三地的翻譯有正面、積極的影響。從20世紀90年代中至21世紀初，學
會繼續頒發“榮譽會士”銜：陳佐舜博士、齊邦媛教授、金聖華教授
（1994年10月8日）
；方平教授、閔福德教授、奈達博士（2001年12月

6日）
；羅志雄先生、彭鏡喜教授、許鈞教授（2005年9月5日）
。上述30
位資深翻譯家、翻譯教育家、翻譯編輯、傳譯家，所涉及的語種包括
英文、法文、俄文、日文、中文、漢語（普通話）
、粵語。有關他們的
履歷和成就請參閱《香港翻譯學會簡史》
。（劉靖之，2006: 106-192）
在第一個十年裏（1971-1981）
，學會組織架構、會務行政、專題演
講和《譯訊》的出版等方面，為日後發展奠下基礎。在頒發“榮譽會士”
銜上，學會為兩岸三地的譯壇樹立了良好的榜樣，不僅為寂靜的翻譯界
注射了一濟強心針，還促成學會執委會成員先後訪問台北和北京翻譯
界。1997年12月學會與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聯同主辦
“翻譯教學研討會”
，令內地翻譯界與香港翻譯界之間的交流日益頻
繁。由此可見，學會於1981年11月28日舉行的第一次“榮譽會士”銜頒
授以及後來的繼續頒授對兩岸三地翻譯界的交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學會早期的靈魂人物之一 ── 宋淇

早期學會的主要人物，依照我的觀察，應該是宋淇、賴恬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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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述宇三位中大翻譯系和翻譯研究中心的骨幹份子。第一屆（ 1971-

1973 ）執行委員會主席馬蒙教授是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但他對
翻譯的興趣不大，至於林山木、查良鏞、黃兆傑、孫述憲等人只是掛
名，第二屆（1973-1974）執委會的名單裏被姚百春、朱志泰、高克毅
所替代。第三屆（1975-1976）執委會的主席是賴恬昌，馬蒙是委員。第
四屆（1975-1976）的成員也是如此，與第三屆一樣。除了第一屆任期
是兩年，之後的第二至第四屆任期只是一年，不知何故？到了第五屆
（1976-1978）任期恢復兩年，主席為宋淇，其他委員為孫述宇、劉治
平、李勉民、劉靖之、賴恬昌、余也魯、朱志泰、金聖華、潘朝彥，共
十人。余也魯從第一屆便是執委，與宋淇、賴恬昌一樣；朱志泰是賴恬
昌的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的同事；金聖華是中大翻譯系講師；劉治平、
李勉民、潘朝彥，三人從事與翻譯有關係的工作，都是新任委員。有關
學會的回憶，從第五屆的第一次執委會會議（1976年6月3日）開始，由
於我有份參加，因此對會務的情況較為清楚，因此敘述得詳細些。
香港翻譯學會的成立以及早期的活動和發展，宋淇（1919-1996）
是靈魂人物之一。他於1951-1953年在香港美國新聞處主持“譯書部”
，並
先後邀請到夏濟安、夏志清、徐誠斌、湯新楣、張愛玲等名家為“譯書
部”翻譯。宋淇以林以亮、余懷為筆名為美國新聞處翻譯、編譯、出版
了杜威《自由與文化》
（與婁貽哲合譯，1954）
；米沃什（Czeslaw Milosz）
《攻心記》
（香港火炬編譯社出版，1956）
（此書於1980年獲貝貝爾文學
獎後，由香港皇冠出版再版）
；
《美國文學批評選》
（1961）
；
《美國詩選》
（1961）
；
《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
（1967）等作品。除了翻譯，宋淇還寫
電影劇本《有口難言》改編自法國作家法郎士劇作《啞妻》
。電影於1955
年在台灣、泰國上演，導演婁貽哲，男女主角為嚴俊、林黛。

1956年宋淇加入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簡稱“電懋”
）任職“製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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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
。從1957到1963年，宋淇擔任60多部電影的製片人，包括張愛
玲編劇的《南北一家親》
，王天林導演的《野玫瑰之戀》以及宋淇自己
編劇的《南北和》
。1965年宋淇加入邵氏擔任編劇總監。由此可見，宋
淇在翻譯和劇本寫作上均有紥實的實踐經驗。
抗戰期間，宋淇於 1937 年逃難到重慶，染上了肺炎，由於缺
乏 盤 尼 西 林 ， 只 能 用 土 法 醫 治── 服 用 硫 磺 ， 導 至 一 輩 子 被 肺 病
纏 撓 。 1950 年 代 初 ， 宋 淇 因 肺 病 而 辭 去 美 國 新 聞 處“ 譯 書 部 ”主
任；1963年肺病令他不得不辭職，離開電懋。有見於此，邵氏的製片
主任鄒文懷讓宋淇在家裏工作，可以在家裏養病。宋以朗在《宋淇傳
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裏說：
“我父親進入香港中文大學，當李卓
敏校長的特別助理。那是一九六八年。”
（頁85）幫助李校長處理特別
事務，如撰寫演講稿等。1980年代中，宋淇從中文大學退休。1996年

12月，宋淇因支氣管炎病逝。
（宋以朗，2014 : 91）
我於 1976 年 6 月 3 日開始參加學會執行委員會的工作，與宋淇、
賴恬昌兩位前輩經常接觸，留有深刻的印象。當時宋淇為主席，孫述
宇是副主席，學會主席一般由副主席升任，但宋淇做了兩任主席之後
（1976-1978、1978-1980）
，孫述宇不再出席學會活動，由賴恬昌連任
了三屆主席（1980-1982、1982-1984、1984-1986）
，副主席由我出任。
換句話來說，到了1984-1986年第九屆的執委會成員只剩下了一位創會
會員（賴恬昌）了。我與宋淇在執委裏的交往，從1976年6月3日至1983
年3月11日（他的委員任期根據紀錄到1983年3月11日為止）
，前後6年9
個月。相識的日子不算長，大致印象是嚴肅寡言，做事認真。開會討
論，一本正經。作為《譯訊》的編輯，1980年我向執委會建議：鍳於缺
稿，暫停出《譯訊》
﹔學會可考慮主辦研討會，將研討會的論文出版文
集。此建議執委會通過，先後於1980、1981年舉行研討會，兩次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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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論文由宋淇於1983年結集出版。
我說宋淇是學會早期的靈魂人物之一，不僅由於他是創會會員，
擔任學會執委會近 15 年（ 1971-1984 ）
，其中還擔任兩屆主席（ 1976-

1978 、 1978-1980 ）
，他還為學會編纂研討會論文集《翻譯叢論》
（1983）
，邀請名翻譯家在“午餐例會”上作“專題演講”
，如高克毅、
蔡思果、閔德福等，在學會研討會宣讀論文等。宋淇於 1970 年初至

1984年擔任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主編當時名聞國際的中譯英
期刊《譯叢》
（Renditions）
。上述諸位名翻譯家都是宋淇主持的翻譯研究
中心的訪問研究員（Visiting Fellows）
，因此他們的專題演講深受香港
翻譯界的重視和歡迎。
在學會與宋淇共事的6年餘，我們經常開會，討論有關會務事宜，
但並沒有建立個人之間的友誼，也就是說我與他只保持工作關係。我
對他的生平要在閱讀了他兒子的《宋淇傳奇》之後才有著較多的瞭解。
《宋淇傳奇》顯示了作者對父親的生平只有局部的瞭解，對他如何成為
李卓敏校長的特別助理、他在中大翻譯研究中心和香港翻譯學會上所花
費的心思和精力，著墨甚少。事實上，我相信宋淇在這兩方面（翻譯研
究中心和學會）花了不少心血，否則《譯叢》不會如此成功，學會的活動
如“午餐例會”和論文集也不會如此豐富多彩。這也難怪，宋以朗一早便
出外留學，不在父親身邊。刊登在1978年6月出版的《譯訊》
，第一、二頁
宋淇的會務報告，詳細敘述1977至1978年度的會務與活動，包括出版、
高級翻譯訓練班、專題演講等，可見他對學會會務的重視。我個人覺得
宋以朗用了太多篇幅敘述錢鍾書（頁93至128）
、傅雷（頁129至166）
、吳
興華（頁167至197）和張愛玲（頁199至341）
。
《宋淇傳奇》共355頁，宋淇
的父親宋春舫和宋淇、鄺文美夫婦只有87頁，其他四人（錢鍾書、吳興
華、傅雷、張愛玲）佔了249頁！書名似乎應改為《宋淇和他的摯友》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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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如此，我們仍然要感謝宋以朗為他父親記錄了一些重要事蹟。宋淇比
一些翻譯家幸運，如賴恬昌、高克毅、劉殿爵等便沒有人為他們立傳。
宋淇長袖善舞，居然在翻譯和編劇之餘還會做生意。他於1949年

5月4日帶了一家四口以及女傭從上海移居香港時，連餐桌和一輛美國
大房車運到香港，可見他上海經營阿司匹林和汽車買賣頗為成功！但
在香港，他則以翻譯和編劇為生。196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任職之後生
活較為安定，健康也有好轉，因此他在翻譯上大展宏圖，既成立翻譯
研究中心，出版期刊和一系列譯著；又成立香港翻譯學會，促進提高
香港的翻譯水準。
此外，他自己繼續翻譯、撰寫有關翻譯的論文。在 1968-1986
年間，他出版了三本翻譯論文集，其中兩本是他自己的文章，一本
是編輯他人的文章。
《林以亮論翻譯》收入宋淇（林以亮）論文九篇，
前有喬志高（高克毅）的“序”
，後有宋淇自己的“跋”
。所收入的九篇
文章對學翻譯的莘萃學子甚有啟發，包括〈翻譯的理論與實踐〉
、〈評
《傲慢與偏見》的中譯本〉
、
〈顏色的翻譯〉
、
〈文學作品的翻譯〉等。
（林
以亮，1974）
《紅樓夢西遊記》是宋淇讀了英國牛津大學中文教授霍克思
（David Hawkes）的《紅樓夢》前八十回的英譯之後的一系列書評集，前
有霍克思的英文Preface和宋淇的“自序”
，交代他們兩人之間的互動──
譯者與書評者之間的互動，頗為有趣。文集收入了書評八章，分別評論
了英譯本有關顏色、口吻、詩、名字、雙關語等方面的翻譯，充分顯示
了書譯者的《紅學》和翻譯的功底。
（林以亮，1976）霍克思與宋淇之間
的交往成為翻譯史裏的美談。第三本論文集是宋淇編纂的《翻譯叢論》
，
收入了香港翻譯學會於1980和1981年舉辦的兩次研究會的八篇論文以
及為此文集特別邀請的文章四篇，共12篇，包括宋淇〈文學作品譯法舉
隅〉
、林以亮〈現代譯壇的新方向〉
、劉殿爵〈詞翻譯的甘苦談〉
、劉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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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音樂翻譯〉以及有關翻譯教育和法律翻譯等。
（宋淇，1983）他給學
會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是〈為珍•奧斯汀叫屈──談改譯和抄譯〉
（劉靖
之，1991：135-147）
，為台灣翻譯界的不法作為提出批評，並為奧斯汀
作品的中譯申冤。
宋淇是1968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的，1970年代初創辦“翻
譯研究中心”
，1971年成立香港翻譯學會，1973年《譯叢》創刊，1984
年從中文大學退休。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1987年9月26日學會頒發
“榮譽會士”銜的午餐會上，他專程來會見從台灣來接受“榮譽會士”
銜的林文月教授。 1989 年宋淇肺部再次出血，回家安養需要用氧氣
筒。
（孔慧怡，2017）
宋淇多才多藝，能文能武（做生意、炒股票賺錢）
，但在香港急需
翻譯人才的時刻，在中文大學成立了翻譯研究中心，在香港協助創立
了翻譯學會，在短短的幾年內為香港的翻譯專業奠下了良好的基礎，
為海峽兩岸三地樹立了榜樣。

學會早期的靈魂人物之二 ── 賴恬昌

賴恬昌的父親是晚清進士賴際熙太史（1865-1937）
，曾任“香港大學
中文總教習、教授”
，並設立香港“學海書樓”
。
“賴恬昌先生幼承廷訓，
克紹箕裘。中文家學淵源，在港大則攻讀英文，故中英兼擅，曾往英國
深造，回港致力成人教育，任中文大學校外課程主任，又創立香港翻譯
學會，溝通融會中西文化。他專門把中國事物介紹給外國人，三十年出
書五十多本，舉凡傳統詩詞文章、書畫文玩、音樂藝術、山水花鳥，一
一向人道出其奧妙，展示出中國傳統人化風景。他又擅於書畫，書法猶
為有名，畫則揉合傳統與超現實，模索。
＂
（余晃英，2013）這篇〈目錄初
稿〉的書目全部用英文開列出來，有關賴括昌小傳，則中英文皆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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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倡晝廊＂
（ Asian FINE ARTS ）所發出有關資料較余晃英的
〈目錄初稿〉詳細些：
“賴恬昌生於1921年香港的書香世代，1940年代
就讀香港大學和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之後在倫敦從事有關中國文化事
務4年，1954年返港後任香港大學英文系導師至1958年。1965年任香
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主任，1970年代任香港翻譯學會會長和香港藝
術館顧問。曾出版著作超過 35 本，包括《國畫》
（牛津大學出版社）
、
《中國書法》和《中國篆刻》
（華盛頓大學出版社）
。1984年從中文大學退
休，開始全情投入繪畫創作。現為香港翻譯學會榮譽顧問。賴氏是位具
有濃厚西方文化氣息的中國古典學者，其畫融合古今中外，獨一無二。
他最具代表性的創作，是領觀者進入其畫中從多個不同角度眺望美景，
這亦是傳統中國山水畫的特色之一。賴氏尤其以香港風景晝最為著名，
包括香港維多利亞港、獅子山、動植物公園和沙田馬場。”
（“蔡倡畫
廊”2017）這份資料還開列出賴恬昌的主要英文著作和主要個展、聯展：
主要個展

1944 “香港頌讚”
，香港：蔡倡畫廊
1997 “香港之妙境”
，香港：香港蔡倡畫廊
1999 “江山臥遊──賴恬昌書畫”
，香港大學美術館
2002 “賴恬昌的新香港”
，香港：蔡倡畫廊
2003 “賴恬昌書法展”
，香港：嘉圖畫廊
2005 “賴恬昌書畫展”
，香港翻譯學會慈善展
香港中央圖書館

2011 “也無風雨也無晴──賴恬昌書畫展”
，香港大會堂
2013 “妙想天開──賴恬昌的山水畫”
，香港：蔡倡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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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聯展

1997 “情結．中國：海內外華人藝術家作品聯展”
香港：蔡倡畫廊、上海：上海美術館

2009 “香港藝術家作品精選”
（第一部份）
香港：蔡倡畫廊

2016 “蔡倡畫廊：慶祝推廣中國當代藝術35周年”
，
香港：中央圖書館

2017 “欲窮千里──後97香港水墨”
香港：蔡倡畫廊

主要收藏
美國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
香港藝術館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主要英文著作：
出版超過 35 本英文著作，全以中國藝術、文化為題材，包括
《中國書法》和《印章》
（華盛頓大學出版社， 1975 、 1976 ）
，
《中國
畫》
（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以及“箋譜”
、黃虹、八大山人、唐璜、
張大千、丁洐庸、程十髮、對聯、詩、詞、成語、山歌、
《西廂記》
、
十二生肖、食譜、八仙、中國音樂、文房四寶等，範圍廣泛、內容豐
富。這些著作大部份是由香港辰衝書圖書公司和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
版，少數是由香港的Kelly & Walsh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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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扼要地介紹了賴括昌的教育和專業背景，說明了他在教育，尤
其是1970年代主持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時期所主辦的“中譯英＂與“
英譯中＂
“高級文憑訓練班＂，為香港極需的翻譯工作培養大批專業人
才。1974年香港政府宣佈中文為法定語言之一，令香港各行各業需要
大量的翻譯人員，而賴恬昌被委任為有關法定語委員會成員之一和非
官守太平紳士。這些發展並非偶然，因為1972年上任的港督麥理浩爵
士，開始準備著手將香港變成與中國政府談判有利的籌碼，使中文成
為香港法定語言之一，設立廉政公署，大規模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和
中小學教育等都是港督麥理浩爵士的計劃裏的籌碼。學會執委會主席
宋淇在1978年3月18日周年大會所提交的報告裏，在“翻譯工作之發展＂
副標題之下提到中大校外進修部的翻譯訓練班：
“校外進修部已舉辦了
英譯中高級文憑訓練班，因為去年開辦中譯英的文憑訓練班暫停，現
在已決定在今年秋季再度開辦第四屆訓練班，期望後血能不斷增加來
補充這方面人才的不足。＂
（《譯訊》1978.6: 2 ）在我為賴恬昌撰寫的
“榮譽會士”贊詞的注釋裏，對訓練班和學員有確實的數字：“在賴
恬昌自 1966 年至 1984 年任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主任時，大力促進翻
譯教育，先後主辦了6屆高級翻譯文憑，培養了106位香港譯壇精英。
（劉靖之，2006: 123）
上面引用余晃英的〈書目初稿〉開列書目53種，說“賴先生的書，
重印重編多有，有時中英版本兼備，有時中外出版社同步或先後出
書。＂
“蔡倡畫廊＂說賴恬昌的文字著作“超過35本＂。我於1986年9月

27 日為賴恬昌的“榮譽會士”撰寫的贊詞，注釋4 說：“賴恬昌先生共
撰寫了有關中國文化的著作38部，大部份是香港辰衝書店出版，其中
四部是由辰衝書店與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一部由英國牛
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劉靖之，2006: 122）這份書目是經過賴氏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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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因此應該準確。這38部著作最後一部是1984年香港牛津大學出
版社出版的《食論》
（At The Chinese Table)。根據余晃英的〈書目初稿〉
和“蔡倡畫廊＂的資料，1984年之後，賴氏的著作有：
39. Chinese Painting (Images of Asia)，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中國晝》）
40. Hong Kong : A Pictorial Homage，香港圖書有限公司，1994（《香港頌讃》
，
晝冊）

41. Hong Kong Rhapsody : The Art of T.C. Lai，香港圖書有限公司，1997（《香
港遐思集》
，畫冊）

42.《江山臥遊──賴恬昌書畫》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1999（書畫冊）
43.《 賴 恬 昌 書 畫 選 慈 善 展 》
（書畫冊）
，香港翻譯學會，香港中央圖書
館，2005上述五本著作裏，有一本是文字，四本是書畫冊。若是沒有
遺漏的話，賴氏的著作共43本，其中文字著作39本，書畫冊4本。

嶺南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於1997年3月14日錄影了賴恬昌與
學會執委陳潔瑩的訪談，作為該研究中心的當代作家口述 歷史計劃的
一個部份。該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於2001年9月改名為“人文學科研究
中心”
，我於1996年9月至2001年8月為嶺南大學翻譯系教授兼文學翻
譯研究中心主任，繼續擔任改名後的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主任，至2001
年 12 月 31 日退休。退休後由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梁秉鈞兼任人文學
科研究中心主任。因此，1997年3月14日錄制的賴恬昌口述歷史記錄
（49分12秒）是文學翻譯研究中心的研究計劃，因為人文學科研究中
心要到2001年9月才成立。
（嶺南大學當代作家口述歷史1997）
賴恬昌與陳潔瑩的討論圍繞着賴氐的翻譯教育、翻譯寫作以及退
休後從事的書法和繪畫為主要內容。賴氐在訪談中告訴陳潔瑩，說他
讀中學時已有翻譯課，在香港大學師從許地山、陳寅恪、馬蒙和英國
詩人Edmund Blunden，因此對中英文學皆喜愛。由於他在英國居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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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返港後，習慣以英文寫作，他的39部文字著作，自己的見解與翻
譯皆有，主要是用英文論述中國文化各個領域。對於翻譯，他有如下
的見解： 一、在詩詞翻譯上，他着重讀者的接受能力和欣賞能力；太
深奧的語句譯了出來讀者未必能理解，不值得；二、賴氏為我主編的
《翻譯論集》
（劉靖之，1981）特別寫了一幅字，刊登在屝頁上，作為
“序言”
，這幅字的結束段落有兩句透露了他認為翻譯“可學但不敢肯
定可教”
；三、香港翻譯學會於1986年9月27日頒發“榮譽會士”銜給賴
氐，賴氐的答詞為一對聯：

中譯英詩如着馬掛長衫帶紅
西翻韻句如穿燕栽禮服配黑

頂拖翎醉跳華爾滋舞
身蝶結閑看三疊飛泉

賴恬昌以書法向學會頒授的“榮譽會士”銜致答詞

正由於賴氐的上述翻譯觀，令他用英文編寫了39部介紹中國文化
著作。在這些書裏他翻譯了一些他認為可以翻譯的詩、詞、文字，而
他最大的原則是要他的讀者能夠理解中國文化的精髓，能夠欣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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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音樂、詩詞、文字之美。他的書法和繪畫的目的，也是如此。
從這一點來講，賴氐在翻譯和藝術實踐上是現實主義者。
我與賴氏於1974年2月16日首次在翻譯學會“午餐例會”上相識，之
後的40餘年裏一直保持聯繫，在會務活動之餘，還建立了私人友誼。在
會務上我們合作無間，在他擔任6年執委會主席期間（1980-1986）
，我做
他的副手。賴氏頗有領導才能，原則性強，仍然可以廣結人緣。賴氏處
理任何事務有一個原則：順其自然，不要勉強；最好能四兩撥千斤，以最
簡單的方法來解決複雜的問題。1984年之後宋淇因健康而疏於參加學會的
活動。創會會員經常參加學會活動的只剩下賴氏一人。賴氏於1986年退下
執委會主席後，被選為學會名譽顧問、榮休會長，對會務一直關心參與，
直至他90高壽，才偶爾參加學會活動。2011年11月26日，學會 在中環 馬車
會所舉行晚宴，為賴氏90歲祝壽。
在私交上，賴氏與我以及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的幾位同事經常聚
會。賴氏既是歐洲古典音樂愛好者，尤其是十九世紀後期浪漫樂派作曲
家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的交響曲，又是美食家，更是書法家
和畫家。我們的嗜好相近，因此話題不斷。我們從1980年代初到2015年
中，每次聚餐的老朋友10-12人，紅白葡萄酒從五瓶減至兩瓶，隨着年歲
的增長，酒精的承受力在30年裏減少了60%！我們不僅在香港經常相見，
還和學會執委組團去北京、上海、杭州，訪問翻譯界的朋友，參觀各地
的文物景觀。簡而言之，賴氏與我在過去 40 多年裏保持了經常的接觸。
近年來他的記憶顯著衰退，每次聚餐由我負責去接他，飯後由另一位朋
友送他回家。
回顧過去，作為創會會員、三屆主席、榮休會長，賴恬昌為學會服
務40餘年，貢獻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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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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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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兩格；凡引原文一段以上者，除每行入兩格外，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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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香港九龍塘浸會大學翻譯課程
倪諾誠教授（電郵地址：rneather@hkbu.edu.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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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a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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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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