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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檀迦利》之接受與 
“東方想像”之嬗變

陳曆明

Abstract
The Reception of Gitanjali and the Evolution of “Oriental 
Imagination”(by Chen	Liming)
Tagore’s Nobel Prize winner work Gitanjali (1913) is actually as much a 
collection translated from Bengali as a rewritten work of poetic prose in English, 
since either the source style or content is a creative hybridity of re-writing 
in translation. Its stylistic form manifests itself with target poetics-centered 
“occidentality”, while its content embodies an Indian “orientality”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Attractive to the its West with its Western presentation 
and Eastern essence, the work is the natural consequence of the evolution of 
an “oriental imagination” in Western cultures. A careful survey of the inner 
as well as the outer manipulative systems shows clearly that Gitanjali’s being 
awarded the Prize is more a cultural event than a literary event.

一百年前的 1 9 1 3年，印度作家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憑藉一部英文版的散文詩集《吉檀

迦利》（Gitanjali）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榮膺此譽的東方作家，

從此譽滿世界。百餘年來，人們廣泛關注其在詩歌、戲劇、音樂、小

說、哲學、美學以及教育等諸多領域的成就，但對其作為翻譯家的研

究一直鮮有實績。嚴格說來，這部篇幅不大的詩集（僅由103首小詩構

成）其實是作者本人操刀的譯作。恐怕連譯者自己也難以置信的是， 



2

《翻譯季刊》第七十六期

《吉檀迦利》的英文譯本1913年由麥克米蘭公司正式推出，泰戈爾當

年就籍此斬獲大獎，堪稱世界（文學）翻譯史上難以複製的一個奇跡！

我們想知道的是，泰戈爾在無心插柳的自譯中究竟對原作進行了何種

改造，取得了何種藝術效果，乃至徹底征服了以大詩人葉芝、龐德為

代表的歐美文學界乃至瑞典文學院評委們？尤為重要的是，這一接受

機制及其背後的文化成因如何？

對這些問題，單純的文本研究恐怕很難給予我們客觀全面的解

答。畢竟，翻譯不是在真空中進行，作為一種社會實踐，譯作的接受與

目標文化的語境息息相關，任何脫離社會歷史/文化而僅拘泥文本的探

討都難免其見樹不見林的主觀片面性。

韋勒克曾提出文學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不過，他歸為外

部研究的“文學與社會”僅僅指文學內容所具有的“社會性”（Wellek & 

Warren 1977: 109），即文學如何表達社會（生活），並不包括社會文化背

景（正是後者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本文借用這兩個概念來探討文學

文本的內外運作機制。就文本的內部研究而言，通過對泰戈爾《吉檀迦

利》兩個英譯本（特別是泰戈爾的自譯）的文本風格分析，簡要考察其

語言/文體的選擇在目標語言中所體現的東西方審美訴求；就文本的外

部研究來說，則主要通過對西方的東方想像之嬗變，檢視目標文化對文

本接受的影響——後者正是本文關注的重點。這種外部的因果式文化溯

因研究如果結合內部的作品之文學性研究，無疑會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揭

示《吉檀迦利》之所以獲獎的真正原由。

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文學交流其實都不是一個孤立的文學現象，

而總是具有一定社會性的文化事件。我們首先從文本的接受語境出發，

特別是通過考察西方對東方世界的想像之嬗變，探討其文本接受的文化

成因。同時，本文結合泰戈爾在翻譯中非常大膽的創造性改寫，說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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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與其說是體現了通常所認為的“西方性”，倒更不如說在於這種創

譯所凸現的“東方性”；而西方世界對泰戈爾的最終認可，這一文化現

象背後的成因，其實更應該從西方的“東方想像”之嬗變中去找尋。

一、“東方想像”之嬗變

如果我們將泰戈爾在西方世界的成功僅僅歸因於其在翻譯中對原

文語言風格形式的大膽揚棄，總難脫非本質化的歸因。當然，這並非

要低估因形式本身的變化而引起的與之俱來的論述方式與審美趣旨等

方面的位移（儘管必不可少）。上述這些變形，大體僅就其形式方面而

言。表面看來，這是西方對泰戈爾個人的認同；而實質上，這更是西

方文化對其異己的東方文化的認同；更究其本質，又是伴隨著西方世

界對“東方想像”之嬗變而產生的。

這其中，文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能忽視的。薩義德指出， 

“在幾十年的帝國擴張時期，歐洲文化中心有一種未被改變的歐洲中心

主義。”因此，“研究‘西方’與它所支配的文化‘異類’之間的關係，不

僅是瞭解不平等的對話者之間不平等關係的一種方式，而且是研究西方

文化事件本身的切入點”（Said 1994: 221-222; 191）。我們就從特定時期東

西方（尤其是英印）文化關係入手，透視這一文化事件的發展脈絡。

19世紀前的西方人習慣認為，東方世界固有的政治專制、道德

墮落、思想愚昧、經濟貧困等，是由種族、氣候和環境決定的。不改

變這種自然環境，就無法改變其人文環境。由於這種自然環境氣候又

是不可改變的客觀存在，所以東方註定要在黑暗中沉淪。他們用那些

典型的東方化（Orientalizing）修辭，“按照西方（the Occident）所非

的一切來界定東方（the Orient）：墮落、羸弱、野蠻、陰性”（Sin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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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59）。與之相稱，西方所謂東方與西方的各種概念，就很自然地

表徵為一系列對立的文化特徵：

東方——非理性、非邏輯、迷信、陰性、幼稚、軟弱、病態、散

漫、墮落、謊言、落後、貧困、混亂、欺騙、守舊、原始等；

西方——理性、邏輯、科學、陽性、成熟、勇敢、健康、紀律、

進取、真理、進步、繁榮、秩序、誠實、創造、現代等。

西方與東方的文化特徵正好相反。由此預設了一個前者低劣、後

者優秀的二元對立模式：幾乎所有與西方相關的，都是肯定的、正面

的主導性文化品質；而所有與東方相關的，都是其否定的、負面的陪

襯性文化特徵。他們一邊從這一二元對立的模式出發，來構建對東方

的想像；另一邊又以這一想像的烏托邦，來反證這一模式的合理性。

1.1 十八世紀前：作為“黑暗之地”的印度 

西方對東方印度的想像也是如此。對於非西方的文化，他們的慣

常思維就是：既然是異己的，就必定是低級的（Chatterjee 1998: 145）。

十八世紀末期，“一種‘優越感’形成起來，認為印度不僅是一個制度惡

劣而人民腐敗的國家，並且是一個就其本性而言永遠不能變好的國家”

（Spear 1932: 197）。這一思維也在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印度寫作

中彰顯無疑，其觀點更得到了主導的19世紀歐洲文化思潮的支持：非白

人人種天生低劣，他們必須由西方高等民族來統治，其不變的本質是現

代生活中無人質疑的公理（Said 1994: 150-151）。艾德蒙德‧威爾遜在評

論吉卜林的代表作《吉姆》（Kim）時就指出，“吉卜林以很好的戲劇性效

果為他的讀者設置了東方與英國人之間的對比。東方帶有神秘色彩和肉

欲，混合著神聖與狡詐的兩個極端；英國人則有卓越的組織、對現代方

法的信心和拂去土著的神秘與信仰的束縛本能。”（Wilson 1947: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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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同時代的英國浪漫故事作家史蒂爾（Steel）、坎德勒（Candler）和

湯普森（Thompson）等人而言，“印度在本質上仍然是有些人害怕涉

足，有些人迷失其中的黑暗之地”（Parry 1972: 7）。在西方人看來，東

方（如印度）是理性光芒照射不到的黑暗大地，似乎就是為了等待西方

殖民者的最終到來，他們想像自己是上帝一樣的拯救者，就像“上帝

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一樣。

十六世紀前，印度一直都不為西方所關注。法國人朗吉內斯

（Lanjuinais）在1810年的一篇論文中坦承，“直到1489年發現好望角，

歐洲人對印度幾乎一無所知”（Schwab 1984: 21）。在他們看來，古老

的印度根本不值得了解。直至英國殖民以來，印度更明顯的作用也

僅是為宗主國的遠東政策提供場所以及軍事基地，對宗主國本國經

濟起到點綴作用，作為服務英國新工業的原材料供應地，以及產品

的消費市場（Parry 1971: 9-10）。這樣一種文化，在他們看來，自然

也孕育不出什麼優秀的文學藝術。早在1745年出版的《紳士雜誌》

（Gentleman’s Magazine）上，荷蘭傳教士寫道：“這些（印度）人作

詩，起碼那些傳教士們稱之為作詩的詩人，但在那些樣品中我卻找不

到押韻或音步”（Chatterjee 1998: 146）。1756年在同一本期刊對印度藝

術的描述應和了印度“熟悉然而低級”的相同說辭，作者告知其英國

讀者，印度的繪畫和雕刻“沒有什麼大的創見”（ibid: 147）。可見， 

“印度的客觀現實根本不存在於當時的英國想像之中”（ibid: 202）。

1.2 十八世紀後：“東方的文藝復興”之都 

然而，隨著歐洲文藝復興期間人文主義對希臘的重新發現，特別

是18世紀末19世紀中歐洲文化對印度、中國、日本、波斯和伊斯蘭的文

化遺產的深入吸納：包括德國和法國語文學家對梵文的發掘，英國、德



6

《翻譯季刊》第七十六期

國、法國詩人、藝術家和翻譯家發現和翻譯的印度民族史詩、宗教哲學

典籍，從歌德到愛默生等許多歐美思想家發現的波斯形象藝術和泛神論

哲學，造就了偉大的歷史學家施瓦布（Schwab）所譽的“東方文藝復興”

（Oriental Renaissance）。他由此洞見地指出，歐洲對東方文化的這種大

規模吸收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決定性的事件”（Schwab 1984: xxiv）。

1786年，安格蒂爾(Anqueti l )在巴黎完成了印度《奧義書》

（Upanishads）的翻譯，歐洲人發現，無以計數的久遠的文明，無限豐

富的文獻資料，並非只有歐洲那幾個有限的地方才在人類文明史上留

下了痕跡。18世紀的“東方在歐洲人的視野中第一次被顯示為一個有著

自己的文獻、語言和文明的物質性存在，亞洲也第一次獲得了學術和

歷史的緯度，這樣，亞洲遙遠而廣袤的地域神話就有了堅實的支撐”

（Said 1978: 77）。安格蒂爾的繼承者，“東方學無可爭議的奠基人”

（ibid: 78），威廉‧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以其對印度梵文法典的

翻譯與研究，通過比較東西語言，尋找歐洲語言的存在依據：“梵語，

無論其多麼古老，具有非常美妙的結構；它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

更豐富，比後兩者更精細，……任何同時研究這三種語言的人都不可

能不相信它們有著共同的起源”（Arberry 1960: 62-66）。正是由於他的努

力，梵文、印度宗教、印度歷史直到18世紀晚期才開始獲得作為科學知

識的地位（Said 1978: 75）。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早期，許多思想家、政

治家和藝術家對東方的意識似乎一下子被重新喚醒。這一覺醒的意識部

分源於新近發現並翻譯的梵文、古波斯文等東方文本，同時還來源於對

東西方關係的新認識（ibid: 42）。而到19世紀中葉，東方學已經成為一個

幾乎包羅萬象的巨大的學術寶庫（ibid: 51）。

儘管亞洲總是通過歐洲的想像說話並且由於歐洲的想像才得

到表述（Said 1978: 56），儘管“我們將東方學視為西方對東方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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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投射和統治東方的一種願望”（ibid: 95），儘管這個“東方被東方

化了”（ibid: 67），這種想像的東方是“歐洲對東方的集體白日夢”

（Kiernan 1969: 131），我們仍無計回避這一事實：安格蒂爾在1771年

和1786年間翻譯的古波斯經典《阿維斯陀經》（Avesta）以及古印度經

典《奧義書》標誌著東方影響歐洲的肇始（Schwab 1984: 24）。

此時，印度的作用才得以彰顯。施瓦布以其廣博厚重的學

識與敏銳的視野，在其百科全書式的巨著《東方的文藝復興》

（The Oriental Renai s sance）中指出，“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切

都依賴於印度”（Schwab 1984: 26)。他修正了西方關於埃及作

為影響歐洲的橋頭堡這一論斷。印度文化的發現與傳播首先是

從印度經典的先後翻譯開始的：1784年威爾金斯（Wilk ins）的

《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及其法語轉譯本，1787年威爾金

斯的《蓋世嘉言集》（Hitopadesha），1789年以及1792年瓊斯的 

《沙恭達羅》（Shakuntala）和《牧童歌》（Gita Govinda）等，使印度成

為西方奇跡的各種文本得以發掘，代表了印度精神在其最發達時期的

顯著特徵：史詩的恢宏與思辨的精深，古典的優雅與熠熠生輝的道德

純粹。英國為這些作品感到驕傲，幾乎全歐洲都使用這些作品。

儘管英國是印度研究的本土，然而印度學真正的復興卻得

歸功於德國。在1790年代，德國的東方研究已如火如荼，印度

的許多經典一再重譯，加爾各答的印度學者的出版文獻點燃了

不少年輕德國人的熱情：在哲學領域有謝林（Schel l ing）、費希特

（Fichte）和黑格爾（Hegel），叔本華（Schopenhauer）和施萊爾馬赫

（Schleiermacher）則更不在話下；詩歌圈內則有歌德（Goethe）、席勒

（Shiller）、諾瓦利斯（Novalis）、提克（Tieck）與布倫塔諾（Brentano）

等，還有日後浪漫主義大家赫爾德（Herder）和施萊格爾（Schl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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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ab 1984: 51-3)。威爾金斯英譯本《薄伽梵歌》於1785年

出版，是從梵語直接譯為歐洲語言的第一本書。1828年，施萊

格爾發表了本書的第一個校本，附有拉丁語的譯文。迦梨陀沙

（Kalidasa）的《沙恭達羅》於1789年由威廉‧瓊斯譯成英語，1791

年又由福斯特（Georg Forster）從英語轉譯為德語，很快引起了全

歐洲文學人士包括赫爾德（Herder）、歌德、席勒等大家的高度讚賞 

（溫德尼茲，1981: 93-6）。偉大的哲學家叔本華對印度一直情

有獨鐘，洪堡（Humboldt）也不遑多讓，後者于1828年直言，

有生之年能夠見識《薄伽梵歌》真是三生有幸，此言回應了歌德

早先對印度（經典）的發現和讚美，他本人更是深受其影響，在

一首詩的結尾寫道，“當我提到《沙恭達羅》，一切都已表達”

（Schwab 1984: 59)。1800年，施萊格爾就指出，“浪漫主義最登

峰造極的表現必須到東方去尋找”，其所指的東方就是以《沙恭達

羅》、《阿維斯陀經》和《奧義書》為代表的東方（Said 1978: 98）； 

1830年，他在寫給提克的信中更是堅稱，“所有的一切，毫無例外，

都有其印度的起源”（Schwab 1984: 71）。這期間，這一趨向，以施萊

格爾為主，從費希特和謝林到黑格爾和格瑞斯（Görres），標誌著西方

的印度研究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1844年天才的東方語文學家尤金‧布爾努

（Eugène Burnouf）出版的《印度佛教史導論》（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uddhisme Indien）一書，這是印度研究史的一個轉捩點。由

於布爾努的非凡成就，法國的學院為佛學研究專門設了一個學位

（Schwab 1984: 111）。這一十九世紀最具影響的佛學著作，“構成了我

們佛學知識的一個新紀元”（Roer 1845: 783）。本書不僅影響了法國學

界幾代學者，而且還極大惠及了英國、美國、德國，包括英國的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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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繆勒（Max Müller），羅斯（Roth），美國的愛默生（Emerson）、梭羅

（Thoreau），特別是德國的叔本華、尼采、謝林等著名作家、哲學家，

以及著名作曲家瓦格納（Wagner）等。瓦格納對此更是有詳細的論述，

他在創作管弦樂《女武神》（Die Walküre）的同時，就在自傳《我的人

生》中說道：“布爾努的《印度佛教史導論》是我的書庫中最讓我感興趣

的，我從中找到了戲劇詩的素材，儘管只有模糊的輪廓，卻讓我始終銘

記在心。”（Wagner 1911: 638）他的許多作品中都注入了印度元素，如

歌劇《特裏斯坦》（Tristan）、《帕西法爾》（Parsifal），他的戲劇詩《勝者》

（Die Sieger）就探索賦予佛教經義中擺脫一切欲望的人類一種戲劇甚

至音樂形式，出世的佛教精神已經深入骨髓：“一切都很新奇，我常

常以懷舊的眼光注視涅盤的境界，但對我來說，涅槃很快成了我的 

《特裏斯坦》”（Schwab 1984: 441）。可以說，如果不熟悉瓦格納的印

度淵源就無法理解其作品內在的意向。

隨著東方特別是印度典籍越來越多地得到翻譯和研究，東方的神

秘魅力引起了西方越來越多的關注，也為他們的創作提供了各種養料

和想像空間。我們看到，《天方夜譚》以及《馬可波羅》影響了薩克雷

（Thackeray）、阿諾德（Arnold）和詹姆斯‧湯普森（James Thompson）

等；費茲傑拉德的著名譯作《魯拜集》（Rubáiyát）對西方的東方想像影

響更為深遠；叔本華乾脆直接宣佈，“凡是不符合印度吠檀經義的哲學

都是不可接受的”（Schwab 1984: 427）。他的哲學體系的第一個時期，融

合“經驗現實主義”與“超驗理想主義”的源頭都追溯到《吠檀多》；第

二時期接觸到的佛教經典則強化了這些原則，並直接影響到他的代表作 

《作為意志和表像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中展示的思想。

法國的福樓拜（Flaubert）和蘭波（Rimbaud）的作品中都不難發現其東

方的神秘色彩，東方的神秘在詩人惠特曼（Whitman）身上表現更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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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他承認自己寫詩時就已經讀過印度詩歌，其取法於印度印象的德國

理想主義以及超驗主義，特別見於《草葉集》（Leaves of Grass）中“自我

之歌”和“思考時間”等詩篇中（Schwab 1984: 202）。

1.3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殖民者的東方想像與印度主題

在英國，儘管“帝國詩人”吉卜林不乏“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

是西方，這兩者永遠不會相會”（Kipling 1907: 136），“白人的負擔”

等說辭，特別是其《吉姆》散佈的關於東西方不可改變的論斷，非常

巧妙地展現了自我循環論證的帝國主義信仰：非白人人種低劣，必須

由西方高等民族來統治，凡此種種都沒有脫出歐洲中心論的慣常認

知模式。然而，具有雙重身份的吉卜林，除了具有作為“帝國詩人”

為殖民張目的一般屬性外，同時也飽含同情逼真地揭示了東方式的

忍耐服從和神秘主義，肯定了文化和知識多元化的好處，不乏對殖

民地印度人的理解與同情，這一點在作品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十九

世紀末，吉卜林關於印度的小說（如《叢林之書》（The Jungle Book）

等）和詩歌構建的印度世界，勾起了英國上下對作為帝國重要殖民地

的印度的強烈好奇心，這種形象的投射與相互構建是帝國想像對自我

身份認同的一種延伸。對此，萊昂納德‧伍爾夫的說法很有代表性： 

“我永遠也無法確定到底是吉卜林在英—印社會的映射中準確地塑造

了他的角色，還是我們在吉卜林小說的映射中準確地塑造了我們的角

色”（Abrams 1993: 1673)。

隨著對東方興趣的加大，以及對東方文化深入廣泛地的探視和

研究，西方對東方想像的變化已從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比較微妙，

過渡到十九世紀末更加明顯。在西方的想像中，東方（尤其是印度）不

再被視為某種勾起回憶之物，而更是探求未來於其中的福地。取道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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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借鏡印度，成為一種普遍的風尚。一時間，“印度到處都被認為

是別人仿效的榜樣。印度經過鑿削而被納入吉卜林的故事和詩歌後，

印度意象就成了一個豐富的源泉，大英帝國紛紛從中尋求反映帝國的

樣板”（Boehmer 2005: 52)。

德國的浪漫主義與東方（特別是印度）的淵源已經廣為人知。

經過十八世紀東西之間偶然的接觸後，在十九世紀，吉勃（Gibb）

富有洞見地指出，“德國的浪漫主義者們再次把目光轉向東方，並且

第一次有意識地尋找使東方詩歌的真正成就能為歐洲詩歌所接納的途

徑……東方文學再次開始以其自身的特質得到人們的研究，歐洲對

東方也有了新的理解。隨著這一認識的普及，隨著東方恢復其在人文

生活領域的恰當地位，東方文學也許會再一次發揮其歷史功能，並且

幫助我們從狹隘的、壓制的觀念中解脫出來，這將使我們進一步認清

我們的文學、思想和歷史所具的意義只不過是我們自身特定環境的產

物，並不具有其普適性”（Gibb 1931: 209）。儘管東西之間的總體差

異在吉勃那裏仍然存在，但他認為，東方有助於克服西方種族中心論

的偏狹和局限，西方之研究東方是因為這種研究“可以緩解由此而造

成的痛苦，可以增加對文化研究真正核心問題的把握。如果說對這一

新生的文化自我意識而言，東方更多地是一個夥伴而不是被支配的物

件，這首先是因為東方比過去向西方提出了更大的挑戰，其次是因為

西方正在進入一個文化危機的新階段，這一危機的產生部分源於西方

對世界（特別是東方）其他地區的控制力的減弱”（Said 1978: 257）。

這種挑戰主要來自於東方，也包括非洲。19世紀晚期，東方靈

學、野獸派、原始主義繪畫風格，無意識思維的理論等“異己”文化

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了西方人的經驗世界：弗洛伊德（Freud）和榮格

（Yung）對亞非文化中的神話和物神崇拜的借鑒，現代藝術家畢卡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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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caso）表現非洲面具母題的探索試驗，高更（Gauguin）對野性的

追尋，後期印象派對日本印花布和爪哇裝飾帶的興趣，等等。這些探

索使歐洲人覺得自己與他者有著某些共同的特徵，如著名人類學家弗

雷澤（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力求證明西方的宗教有共

同的起源那樣，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努力和由此從各個不同視點發

現的新思想，“無疑對19世紀歐洲中心論和優越感提出了越來越多的

挑戰。不過，由這一挑戰給西方帶來的明顯威脅也帶來了希望”，因

為“作家們逐漸認識到，歐洲需要‘擁有’其被壓抑的他者來遏制自身

道德和精神的崩潰”（Boehmer 2005: 120-22）。

對思想家和作家來說，印度代表了新的精神覺醒之可能。僅以

作家葉芝為例，19世紀末，進行精神探索的葉芝早就已經關注印度

文學，並從中找到了構建起自己作品的母題，因為“這些印度人的思

想裏自有一種肉眼看得見的美和意義的感受力”（Yeats 1913: xi）。他

對此亦直言不諱，在1937年與一個印度學者的對話中就坦承“終生受

益於《奧義書》的哲學”（Hone 1942: 491）。見於早期的詩集《十字路

口》（Crossways）中，印度主題的詩歌就有三首，日後他在《幻境》（A 

Vision）中構築的神話體系也是得益於此。

1.4 後殖民時代的反思

在政治、軍事上，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鼎盛期間，大多數英帝

國主義者都想著自己在扮演一個了不起的世界征服者和文明使者的形

象，因而視對印度的佔有和統治為理所當然。如果說，1857年的印度

嘩變（Mutiny）宣告了東印度公司的破產，不僅質疑了殖民統治的合理

性，也極大地挑戰了帝國的權威，促使大英帝國反思並調整一直引以

為豪的殖民政策，而英—印關於東西方不可溝通的意象就是源於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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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所引起的恐懼；那麼，1904-05年間以日本的大勝和沙皇俄國的

慘敗而告終的俄日戰爭，堪稱弱國戰勝強國的經典戰例，打破了歐洲

不可戰勝的神話，震驚了歐美，也鼓舞了亞洲各國，證明東方並不是

他們一直想像的那般羸弱，使得西方世界不得不另眼看東方並給予其

應該有的尊重，不得不重新思考並調整對東方的政治、經濟、軍事、

文化策略——這在十九世紀中期前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隨著二十世紀的到來，殖民地的反抗使帝國的一貫自信漸漸

讓位於一種謹慎，正如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世紀之

交寫下的小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1899）和《吉姆爺》

（Lord Jim, 1900）中所反映的，帝國上下都已自覺到一種毀滅性的損

失（Boehmer 2005: 32），這更應理解為帝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軍事

等層面上現實與想像之間的幻滅感，結果，無論是在主觀還是客觀上

都使西方對東方的想像有了更微妙的變化。

相輔相成的是，西方對殖民地東方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政

策的調整，促進了西方世界對歐洲自身文化的自省、反思甚至批判，

甚至某種文化的恐慌，部分意識到自身的“傲慢與偏見”，於是開始更

主動地“別求新聲於異邦”，尋找與自己一樣的“秘密的分享者”（康拉

德語）以確認自身的存在。凡此種種，無不標誌著對東方想像的某些

更實際變化，儘管“一般說來，歐洲在引用外國文化時所表達的是對

自己的關懷，殖民地的文化只是宗主國在自我質疑時使用的催化劑”

（Boehmer 2005: 139）。十九世紀末以及二十世紀初，歐洲對自己社會

的真實性越來越缺乏自信，帝國自我表達的關懷一定程度上讓位於對自

我的懷疑，認識到由殖民化過程而帶入視野的其他文化中一些實質性的

東西對他們不無小補。這樣，隨之而來的歐洲對“他者”（如印度）文化

的廣泛興趣，文化和審美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穿越了宗主國中心與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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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邊緣的界線，“帝國主義越來越倚重於審美層面的再現”（ibid: 31）。 

數個世紀以來，占統治地位的歐洲文化一直把帝國視為天然的民

族屬性來構建、言說，將東方東方化，自證其東方想像。現在，他們

已自覺或不自覺地開始以懷疑和迷惑的眼光來審視外面的“他者”世界

了。歐洲文化終於開始審視帝國的“虛幻與發現”（Parry 1972），意識

到歐洲也可以“成為地球上一個黑暗之地”（康拉德語），正如英國當初

對羅馬殖民者而言也曾經就像一個蠻荒之地（Bloom 2009: 88）。

特別是十九世紀末以來，英國上下已不乏自我反省的聲音。他

們對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持批判立場，譴責英國的傲慢和行為。議會議

員華萊士（Wallace）於1899年在《當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

中撰文否定殖民事業的堂皇話語，並提醒讀者，帝國的征服已經引起

不公、專制、殘忍和欺騙；另有一位作者在1908年的一文中指出，英

國的統治對當地群眾的物質條件並無什麼改善（Parry 1972: 40）。作

家坎德勒（Candler）也不滿於西方對東方印度的盲見與自大，認為英

國人的局限在於“我們不敏於接受陌生思想，不願承認有許多觀點與

我們的並無二至”（Candler 1910: 156），其種族驕傲、殘酷、傲慢、

專橫、貪財而平庸，以正義的名義攫取弱小民族的物質財富，而印度

的“耆那教藝術家征服了我。我為西方感到羞愧”（ibid: 171）。湯普森

（Thompson）則號召英國同胞彌補其國家給印度帶來的不公，並督促

他們與印度人和解，將西方的價值觀與印度的精神創造融合起來；另

一方面則呼籲印度人寬恕，但同時批評其自滿、刻板和虛榮。他能給

予印度人民以同情，正是源於他對印度的古典文學和當代孟加拉作品

的了解（Parry 1972: 167-168）。湯普森因此被譽為“英國良心最清楚、

最常被聽聞的聲音之一”（ibid: 202）。印度最終於1947年8月15日從英國

政府手裏和平過渡，按照歷史學家湯因比的話說，“這種政治上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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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英國人給予印度次大陸最珍貴的禮物”（湯因比，1986: 195）。

二、譯者的改寫策略

泰戈爾及其作品在西方的接受就是在這樣一個政治文化背景下

進行的。其時，戰爭的烏雲籠罩歐洲，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對自

身文明衰敗的預感揮之不去，他們逐漸意識到，原來歐洲已成為一

個“黑暗之地”（Conrad 1993: 1761），而東方印度這個曾經彌漫於西

方想像中的“黑暗之地”（Parry 1972: 7），以其豐富的宗教哲學等文

化資源，反而可以有助他們“試圖解決歐洲未能找到答案的問題”

（Fanon 1963: 314）：比如，“佛教可以成為歐洲的一種精神營養”

（Schwab 1984: 467），印度的《奧義書》等東方聖典“包含著第一

次用人類語言表達的永恆真理”（Müller 1879: xiii）云云。東方可

以被視為對西方種族中心論之偏狹和局限所提出的一種人文挑戰

（Said 1978: 257）。其工業化所造成的人性的異化趨勢日益彰顯， 

“西方的沒落”（斯賓格勒語）讓歐洲感到一種普遍的文化焦慮，導致

其長期以來想像自身作為世界文明拯救者的優越感，一定程度上讓位

於需要想像中異域東方的拯救的期待感，儘管他們對東方的閱讀充滿

誤讀，其想像中的東方不外“東方化的東方”，仍不乏殖民者“傲慢與

偏見”的歷史本質。此外，由於工業主義改變了歐洲面貌，鄉愁也隨

之增加（薩達爾，2005: 66）。這種想像的變化卻部分促成了對“東方

聖人”泰戈爾在西方的成功。泰戈爾以其《吉檀迦利》中田園牧歌式的

自然與人和諧一體的詩意表達，通過身心奉獻得到拯救的宗教言說，

適時成為西方想像中可以作為其拯救者的東方文化代言人，給西方提

供了一種精神的逃遁，為其展示了一種自我拯救之途，同時也可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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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消泯那種縈繞的文化鄉愁。

在此，我們不妨以孟加拉文的《吉檀迦利》中的第56首詩（對應

于泰戈爾自譯的49首）的兩個英文版為個案，檢視泰戈爾作為作者的

譯者那獨具匠心的大膽改寫。英譯文A由溫特（Winter）所譯（未標注

的漢語譯文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英譯文A
Down from the lion-seat throne
 your way you made –
and at the entrance to my lonely room
 you stood, Lord, and stayed.
  Alone in my own world
    a song I was singing,
  and as your hearing caught the melody
    your way you made –
  and at the entrance to my lonely room
    you stood, Lord, and stayed.

In your court are so many songs,
	 so	many	fine	minstrels	–
today it was an unskilled song that drew
 your love’s great accolade.
  For when to the universal melody
    was added a sad tune,
  then taking in your hands a crowing garland
    your way you made –
  and at the entrance to my lonely room
    you stood, Lord, and stayed. 
     (Winter 1997: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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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獅王寶座上

		 你移步而來–

在我孤獨的房門口

		 主啊，你卻停留等待。

		 	 我獨自在自己的世界

		 	 	 吟唱著一首歌，

		 	 	 	 當你聽到這旋律

		 	 	 你移步而來–

		 	 	 	 在我孤獨的房門口

		 	 	 主啊，你卻停留等待。

你宮廷歌聲漫漫，

		 藝人熙熙攘攘–

而今一支生澀的歌

		 獲得你至愛的讚賞。

		 	 當那宇宙的旋律

		 	 	 又添一首哀曲，

		 	 手握加冕的花籃

		 	 	 你移步而來–

		 	 在我孤獨的房門口

		 	 	 主啊，你卻停留等待。

英譯文B（由泰戈爾自譯）：

You came down from your throne and stood at my cottage door.
I was singing all alone in a corner, and the melody caught your ear. You 

came down and stood at my cottage door.
Masters are many in your hall, and songs are sung there all hours. But 

the simple carol of  this novice struck at your love. One plaintive little strain 
mingled	with	the	great	music	of 	the	world,	and	with	a	flower	for	prize	you	
came down and stopped at my cottage door. (Tagore 1913a: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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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從寶座上走下來，站在我的草舍門前。

我正在屋角獨自吟唱，歌聲被你聽到了。你走下來，站在我的草舍門前。

你的廣廳裏名家彙集，每時每刻都是歌聲連連。但是這初學者簡單的頌

歌，卻博得了你的厚愛。一支憂鬱的小曲，融入到世界宏偉的樂音，而你拿

著花朵作為獎賞，走下來，駐足在我的草舍門前。

泰戈爾的孟加拉文《吉檀迦利》共157首，絕大多數都譜了曲，這也是

孟加拉語讀者的最愛。原文在格律、節奏、押韻等方面都比較嚴謹。

英譯文A是Winter根據孟加拉文直譯的，以期讓西方讀者見識迥異

于泰戈爾的改寫本（Winter 1997: 9-23）。因此，Winter無論是詩歌的

內容，還是文體形式，甚至詩行的排列等方方面面都極力保持原貌，

以再現原文的形式風格特點。前後兩節結構對稱，節奏和諧，韻律

協調，便於入樂歌唱。英譯文A和英譯文B兩個譯本的實證對比，可

以更清楚地表明泰戈爾在詩歌的風格形式方面做出怎樣的改寫：在詩

節上，泰戈爾以非對稱的三節取代Winter譯本對稱的兩節；在排列

上，以無規律的不等行數對應有規律的行數對等；在重複方面，以各

節單句變奏式重複取代首節頭、尾基本重複，兩詩節末三行完全重複 

（的音樂副歌形式）；在音樂性上，以不入樂取代入樂（的迴旋曲式）；

在詩體上以自由/散文體對應格律詩體；在翻譯的忠實性方面，以不忠實

的創譯對應忠實的直譯（陳曆明，2011: 74）。由於擺脫了固定格律的束

縛，句式更加自由，節奏更加舒緩，韻律更加自如，儘管不便入樂，但

將音樂中的變奏手法巧妙地運用於目標語中（尤其體現在句式的各種重

複上），其音樂性並未受到削弱，字裏行間情感綿延，詩意蕩漾。無論從

形式還是內容上來看，泰戈爾的翻譯都是一種大膽的改寫，對此，泰戈

爾並不諱言，在題獻給葉芝的《園丁集》（The Gardener）的英文版譯序中

如是說，“這些翻譯並不總是直譯，有刪減也有釋譯”（Tagore 1913b: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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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釋義式改寫以及文體形式的轉換亦如上所述，幾乎貫穿了他整本詩

集的翻譯（陳曆明，2011: 72-82）。

譯作者自陳：“《吉檀迦利》中的歌詞，我譯成了英語散文，譯文

被認為是一種詩。……我相信，無拘無束的散文表現方式，可以極遠

地擴大詩的許可權。”（泰戈爾，2000: 3）畢竟，作為目標語的英語並

不是母語，譯者對於目標語的駕馭遠不如自己的母語來得自如。特別

是在東西語言的轉換中，與語言互為表裏的詩歌韻律總是很難在目標

語中得到等效的再現，“若是散文的流暢的韻律被束縛于傳統的格律

之中，那麼這些讚歌便會失去相當多的東西，假如不是所有的東西的

話”（泰戈爾，1988: 140）。換一種韻律，甚至換一種風格，看似不可

取，反而有可能使“原作的生命之花在其譯作中得到最新也最繁茂的

綻放”（Benjamin 1969: 72），尤其是在詩歌翻譯中，“如果翻譯的終極

本質僅僅是努力追求與原作的相似性，那麼就不可能有什麼譯作。原

作在它的來世裏如果不經歷其生命中鮮活的東西的改變和更新，就不

成其為來世”（ibid: 73）。就此而言，泰戈爾也是本雅明意義上的翻譯

家。泰戈爾的思考並非沒有根據，起碼從結果來看的確如此：“我的

詩並未因為用散文形式譯出而有所失色。假若我是用詩的形式譯出的

話，那麼可能會令人感到不足和不可取。”儘管“在譯文中韻押得不

對，格律也不整齊”，卻“得到了當時著名的英國文學家們的承認”，

承認“這是對他們的文學的一個貢獻”（泰戈爾，1988: 140-141）。

經過他的改寫，詩作的意象更加清新自然，田園氣息更加濃

郁。凡此種種，無不強化了東方印度那原始質樸的異域風情和詩情畫

意，字裏行間彌漫的是一種和平寧靜的牧歌氣氛。東方世界人與自

然、世界的和諧共處，與其時西方世界因“適者生存”主導下的征服

自然而帶來的以鄰為壑的緊張形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及由此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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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戰爭威脅等弊端，無不讓人憂心忡忡。難怪葉芝讀來如此動容： 

“泰戈爾的這些散文譯作讓我心潮澎湃，多年來還沒有什麼作品

如此令我心動”；它們就是“一個高度文化的藝術作品，然而又顯

得極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植物，仿佛青草或燈芯草一般”

（Yeats 1913: vii, xiii-xiv）。同時又如此心有靈犀，直以為是“我們與

自己的映象相遇，仿佛在羅塞蒂的柳林裏散步一般，或者，也許是

第一次在文學作品裏似夢境一般傾聽到了我們自己的聲音”（ibid: xvi-

xvii）。龐德在1913年的“《吉檀迦利》評論”一文中對此也是感觸良

多：“文本中蘊含的一切就是這種奇異的寂靜之氣，我們突然發現了

我們新的希臘。……這種清新的安寂正來到身處機械的喧鬧中心的

我們身邊”；“泰戈爾的內心有那種自然的寧靜，他的詩歌不見得是

因風暴或火光催生的，而只是表現平常的內心習慣。他與自然融為

一體而了無衝突。這與西方的模式形成強烈的對比，因為在西方，

如果我們需要‘偉大的戲劇’，就必須表現人類對征服自然的渴望”

（Pound 1961: 111-112）。而“這位孟加拉人帶給我們安寧的承諾，

這是身處鋼鐵和機械時代的我們所急需的。他的詩歌帶來了關於人與

上帝，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無聲宣言”（ibid: 93）。他們希望泰戈爾的

詩歌能給予西方以精神上的慰籍。

這種改寫，無疑更加凸顯了文本的東方性。在此，東方作家 

“參與了其自身的東方化”（Said 1978: 325）。同時，又相容東西， 

“顯得既傳統又現代，既神秘又明澈，既東方又西方，既民族又世

界”（陳曆明，2011: 76），容易獲得目標語讀者的認同。以“上帝”/ 

“神”這兩個主題詞為例，它們貫穿于《吉檀迦利》等作品中，但其

能指與所指與西方文化中的指涉有較大的出入。在泰戈爾“梵我同

一”的宗教哲學中，“神（或上帝）是無限完美的典範”，人生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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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這一典範的永無窮期的歷程”（克裏巴拉尼，1984: 88）；神 /上

帝這一本體既是人格化的，也是自然化的，它存在於世界萬物之中，

而萬物又都是“絕對”的顯現，是一種辯證的統一。所以，他要說 

“你是天空，你也是鳥巢”（Tagore 1913a: 62）。“梵”即我，我即 

“梵”：“你隱於萬物的心裏，孕育種子發芽”，既然“我們的主已經欣

然承擔起造物的責任，它就永遠和我們連在一起了”（ibid: 75; 9）。 

“梵”即人格化表徵的“神”，也就是他經常換用的“L o r d”、 

“God”、“King”、“Thou”、“Mother”、“Master”、“至高無上者”、 

“無上人格”等泛神論言說。在東方詩聖眼中，主／客可以互換，

神／人其實一體，大千世界的一草一木都具靈性，萬事萬物皆備人

格，是一個彼此對待、“梵我一如”的天地：“‘大梵’也，即‘自

我’也。宇宙之萬事萬物皆在大梵中，大梵亦在萬事萬物中，大梵即

是此萬事萬物。在彼為此，在此為彼，此即彼也，萬物一體”（徐梵

澄，1995: 7）。泰戈爾“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上帝，上帝存在於世界上

一切大小事物之中，而不是遙遠而孤傲地高踞於天上，把人帶向另一

個世界的上帝”（拉爾，1991: 69）。可見，泰戈爾的上帝/神並不等同

於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因為西方的上帝只是高高在上的無限本體。

但英美讀者還是據此認定“羅賓德拉納特在我們面前顯示出他現在比

基督教徒還基督教徒”（克裏巴拉尼，1984: 285）。

另一方面，泰戈爾還又無形中充當了英國海外擴張中證明其殖

民合理性，由其權力話語進行命名的一個成功典範。因為殖民話語理

論中“對於帝國的控制不僅是對真正的有形世界的控制，而且還需要

在象徵的層面上實行，也就是說，由於殖民權威是通過表徵中介來實

現其控制的，所以一部殖民文學作品也會發揮出權力的功能”；“殖民

主義按所謂文明的需要對他者進行的建構，是用來證明他對本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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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奪的合理性的。而在具體的文學層面上，大英帝國號召學習文學，

目的就是要在殖民地培養對於帝國的忠誠”（Boehmer 2005: 48-49）。正

如當時印度政府的統治者本廷克勳爵所號召的那樣，“英國（在印度的

統治）的偉大目的，就是在印度本土居民中光大歐洲的文學和科學”

（ibid: 49）。泰戈爾作為殖民地印度的臣民，有著宗主國英國的教

育背景，以帝國的英語作為寫作語言，這足以證明，“英國和西方

的教育，使受其影響的所有當地人在品行方面都有極大的提高”

（ibid: 49）。他的獲獎，一方面，可以粉飾西方瘋狂掠奪當地資源

的殖民歷史，為反思給被殖民者造成的傷痛而形成的那種內疚感

進行某種彌補，換言之，作為“英國行政的道德上的贖罪”（湯因

比，1986: 198）。畢竟，“歐洲的進步和幸福是建立在黑人、阿拉伯

人、印度人和黃種人的汗水與屍體之上的”（Fanon 1963: 96）。而且，

在西方的想像中，作為其殖民統治合理性的注腳和旗幟，泰戈爾的成

功又反證了帝國事業的成功，認為那是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延伸于

亞洲的一個翻版，這一切，無不按照歐洲的文化預設來進行：“帝國

中凡有價值的一切事物必然都被說成是英國造的，都像英國版圖似的 

‘塗上了一層’代表英國的‘醬紅色’”（Boehmer 2005: 63）。如此，

我們才能解釋，為何其授獎詞中要強調說，泰戈爾的《吉檀迦利》 

“在基督教佈道領域於整個世界上所付出的努力當中，得到了最清楚最

純然的揭示”，總是“伴隨著女王伊麗薩白時代以來英國文明的拓展”，所

以欣然認可並賦予其英語文學的身份：“就其本質意義而言，這部詩集

去年以來就已歸屬于英語文學”（Hjärne 1969: 127-128）。這樣，泰戈爾

便順理成章地成為“西方世界迷人的‘他者’之表率”（Sengupta 1990: 62）

，從而“證明西方成功地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形象在異域土地上重新

塑造了一個西方的‘東方他者’”（劉燕，2003: 131-32），順利完成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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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歐洲之“他者”的想像命名與身份認同。

結語

表面上看，泰戈爾的獲獎是由於他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

碰到正確的人，如羅森斯坦、葉芝、龐德等；或者，他這種“寓譯於

作”的手法不僅改變了原作的文體，而且重置了詩歌的意象、語氣以及

語域，就是為了“契合愛德華英語的目標語詩學”（Sengupta 1990: 57），

因而能輕易地為目標語詩學體系所收容。這些說法應該說都不無道理。

但正如前文所述，他的詩歌融匯了東西多元文化的精髓，既有著東西教

徒的虔誠，東方的神秘意象，又不乏異國的情調，田園牧歌式的詩意

想像，以及如歌如訴的韻律，馬太福音式的語篇。而究其本質，其譯作

所蘊含的內質與其是其“西方性”，更不如說是“東方性”使然。針對歐

洲生硬的實用主義、現實主義與達爾文主義，泰戈爾強調了東方印度文

化中的情感、精神、寧靜、奉獻與和諧，將孟加拉的詩歌形式和英國浪

漫主義的慣用手法結合起來，謳歌孟加拉的自然環境，將此作為原本真

切的印度所在（Boehmer 2005: 105）。西方在以征服自然為終極訴求而

引起的精神危機降臨時，因殖民事業日益萎縮而對自身的歷史產生懷疑

時，他們寄望於想像中奇異的東方能提供拯救之良方，在未受任何劫掠

的田園牧歌的東方，找回業已失去的精神傳統，以糾其科學之弊，脫精

神之困，贖歷史之罪，解文化之危，續帝國之夢。

泰戈爾及其英文本的《吉檀迦利》以其特殊的東西文化背景，恰好

為此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泰戈爾從孟加拉文《吉檀迦利》共157首中

精心甄選了53首，其餘50首選自其他幾本詩集（Winter 1997: 198），有

意剔除了那些表現民族運動、種姓制度等不見容于目標文化的詩作，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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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原詩寫作的編年順序，重新整合成冊，使之統一服膺於“獻歌”這

一主題。《吉檀迦利》英文本中，他改寫、重置並添加了許多意象，使

之更具異域特色，凸現了文本的“東方性”。那如歌如畫的異域風情，謙

卑虔敬的奉獻祈禱，寧靜神秘的田園意象，征服了東西方的廣大讀者，

應驗了他所宣導的“詩的目的就是征服人心”（泰戈爾，1988: 136）。泰

戈爾正是憑籍征服人心的偉大譯作《吉檀迦利》征服了葉芝、龐德等偉

大作家為代表的歐美文學界，從而最終躋身於諾貝爾的榮譽殿堂。他在

自譯中堅持的“寓作於譯，寓譯於作”的翻譯原則，形塑了翻譯文體和

敍述口吻的“西方性”，以符合西方世界接受外來文化時的主流翻譯規

範；更重要的是，重塑並強化了詩歌本質內容的“東方性”，以契合西方

在其文化危機時期的救世情懷和想像期待。就此而言，《吉檀迦利》的獲

獎，與其說是一個文學事件，毋寧說是一個文化事件。

這並不否認，泰戈爾在西方世界的接受，他的成功獲獎，也部分

歸因於他在自譯中大膽而創造性的改寫。在一定程度上說，文學譯者

的創作就是翻譯，而翻譯不過是另一種創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並沒有截然的界限。泰戈爾的自譯也有助

於我們檢討歷史上的此類翻譯現象（如我國晚清的文學翻譯），歷史地

反思文學翻譯奉為圭臬的“求信”原則與以對/錯二元對立為訴求的價

值評判，並給予泰戈爾、龐德等“寓譯於作”的文學譯者以應有的同

情之理解。

當年在維也納，一著名自由新聞記者如是質疑：“此次評獎

是因為異域的佛教風尚，還是由於英國的印度政策有利於孟加

拉詩人的加冕？這會成為斯德哥爾摩評委的永恆秘密”（Dutta & 

Robinson 1995: 186）。他的眼光的確獨到，不過，如上所述，那個秘

密其實已不再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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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語錄一百則》

張旭

Abstract
Translator’s Interpre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A Close 
Reading of Jane La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100 Excerpts from 
Zen Buddhist Texts (by Zhang Xu)

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it that translation is a rewriting of 
an original text. All rewritings, whatever their intention, reflect a certain 
ideology and a poetics and as such manipulate literature in a given society 
in a given way. Is it true in the domain of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texts 
translation? The present research, by drawing upon the theories from 
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 takes the Hong Kong bilingual translator C. 
C. Jane Lai and her translation of Zen Buddhist texts as a case study. It 
investigates how the translator made her own interpretative endeavors 
and represented the host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transmitting certain 
religious texts. The major focus is on the strategies and norms adopted and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encoded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culture.

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和國力日益增強，中國文化對外譯介和

中國自身形象的營構已經成為國人關注的熱點。如何將中國形象展示給

世界呢？通過翻譯的途徑能否將中華文明的優秀遺產介紹給世界進而

增進彼此間的理解呢？這裏將以當代香港雙語作者兼譯家黎翠珍等英譯

《禪宗語錄一百則》（100 Excerpts from Zen Buddhist Texts）為例，探討譯

者是如何帶著異樣的眼光，通過異樣的解讀和傳繹，運用地道流暢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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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將華夏文明中的禪宗文化藝術譯介出去，讓西文讀者充分體驗到禪

宗語錄中深厚的哲理和藝術魅力；同時，譯者通過這一翻譯行為也重新

建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本文還將考察黎譯在處理那些厚載著文化內涵

的禪宗語錄中存在的矛盾和張力。

一、選材與策略

禪宗是佛教征服中國進而實現中國化的產物，這種“中國化”

與其說是思想上對印度佛教的改造，毋寧說是語言上對印度佛教的革

命。因為禪宗思想多能在印度佛教原典中找到影子，而禪宗語言則是

地地道道的中國貨。禪宗語錄（recorded dialogues）是眾門徒對禪師口

頭說法的記錄，是以書面形態反映口頭形態的佛教典籍。它以問答對

話為表現形式，主要內容是公案語[1]，屬於一種“語錄體”的白話文

體。這些記錄文字在歷史上對我國的哲學、倫理、文學、藝術等發展

曾產生過深刻的影響。而今禪宗又以其獨特的魅力向西方文化滲透，

這種滲透又多以翻譯為中介[2]。1997年10月，香港著名學者兼譯家黎

翠珍和張佩瑤合譯了《禪宗語錄一百則》，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收

入“一百叢書”。其譯文確實就像該叢書總序所說的，“經專家學者精雕

細琢，千錘百煉”，是“研習英漢兩種語言對譯的理想參考書”。該書後

在臺灣和大陸印行，並多次再版，已成為當代中國學人向外譯介中華

文明的一項典範。

早年雅各布遜曾將翻譯區分為三類：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 rans la t ion）、語際翻譯（ in ter l ingua l t rans la t ion）和符際翻譯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語內翻譯是指在同一種語言內用一些

語言符號來解釋另一些語言符號，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改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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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rewording）；語際翻譯是指兩種語言之間的翻譯，即用一種

語言的符號去解釋另一種語言的符號，這就是人們通常所指的嚴

格意義上的翻譯（translation proper）；所謂符際翻譯（又稱跨類翻

譯，transmutation），就是通過非語言的符號系統解釋語言符號，或用

語言符號解釋非語言符號（Jakobson 1959/1966: 232-233）。以此來檢

視由黎翠珍等推出的這部名家名譯之作，正好同時包含了其中所說的

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兩種形式。在編排結構上，全書共由三大部分組

成，首先是文言禪宗語錄一百篇，接著是江藍生的現代漢語語內翻譯

及注釋與提示，最後是黎翠珍、張佩瑤的英譯及英文注釋和提示。這

其中，江藍生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所長，著名語言學家，

其主要研究領域是漢語史，專攻近代漢語辭彙和語法，為《唐五代語

言辭典》等書的編撰者。黎翠珍和張佩瑤則系香港浸會大學翻譯學研

究中心成員，她們早年曾在殖民地和宗主國先後完成了各自的教育，

並熟練地掌握了兩文（中文和英文）三語（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口

語）。她們既對漢語文化有著很好的掌握，同時也對英語文化有著特殊

的感情，從而表現出一種特殊的文化認同心理。而且她們還有著多年

英漢互譯和雙語寫作的經歷，且有過眾多高水準的翻譯作品在海內外

發表。此次，由大陸和香港學者聯手推出這部作品，這樣的組合堪稱

現代譯壇上一道靚麗的景觀。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還就有關問題時常

與編選者討論；同時，由於禪宗語言自身的原因，導致編選者和英譯

者在合作的基礎上，彼此間對於原文的理解又出現了分歧，不過譯者

卻能在二者的矛盾間充分發揮主體創新精神，在翻譯的過程中將自己

的一些全新理解和闡釋寫入注釋、提示語等副文本中，這也註定其譯

文會別具特色和張力。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多視角的觀照也有助於

將禪宗涵納不同意義的特色予以上佳地體現，同時譯者也“發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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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語內翻譯者的“不滿”情緒。

從該書的選材來看，可以說是十分精當。所選篇什涉及歷代禪

師70多位，且均系唐宋年間眾禪師的語錄，分別出自《祖堂集》、《楞

伽師資記》、《壇經》、《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神會語錄》、《洞

山語錄》、《黃檗宛陵錄》、《雲門錄》、《雲門廣錄》、《文益語錄》、《無

門關》、《臨濟語錄》、《仰山語錄》等，這些幾乎都是經人整理出來的

語錄珍品，其中《祖堂集》還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一部禪門機

緣語錄總集，該集成于南唐祖堂保大十年（西元952年）。鑒於禪宗語

錄編輯是始于晚唐五代時期，而中唐以前的禪僧所謂的機緣語多是根

據傳言甚至想像補編的，其中不少與該禪僧原來的禪旨不符甚至相抵

牾（李壯鷹，1998: 68），因此，本集所選篇什主要集中於禪宗思想最

活躍的晚唐和五代時期。當然，這中間除了《祖堂集》和在它的基礎

上進一步編成的《景德傳燈錄》（刊定於1004年）中明顯地補充了中唐

以前禪師的機緣語，有許多不符合事實，而且還與其原來所提倡的宗

旨相悖。不過，編選者卻能善加甑別，有意識地避開這些篇什，至於

她們仍然選用這類集子，顯然是考慮到其選材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儘

管禪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開宗明義，

其精神無法以任何語言文字來形容，不過由於語言是人類存在的家

園，禪宗自然也離不開使用語言和文字形式。於是語言就成為“一種

為方便宗教的傳承而不得不用的‘工具’”，並“不是必不可少的東西”

（張宜民，2008: 10）。因此，在本書所收語錄中可以發現，有些話語

淺白詼諧，套俗入世；有些意境飄逸超凡，耐人尋味。有時話語看似

淺顯，但寓意深長；有時看似答非所問，卻字字珠璣；有時則不假言

語，以心傳心，使受者自省而悟。可以說，其選材廣泛，內容既有代

表性，又具可讀性，能夠讓漢語讀者從中充分感受到禪宗的哲理和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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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的藝術。這些文本也體現出選材者的學術涵養和審美價值。

如果從風格上看，正如有人所總結的，不同時代的禪宗具有不同

的存在，因而其面臨的語言和哲學思考也不相同。如唐代禪宗的主流

是信奉“平常無事”，“即心即佛”，無條件的承認現有的自己，在對語

言的使用上也就非常樸素自然。而宋代禪宗趨向提倡“妙悟”，即打破

原有的自己而追求開悟，在語言的使用上更多詭譎的“話句”，力圖將

語言推向無理路的狀態，以達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境界，從

而打破漆桶似的恍然大悟（周裕鍇，2009: 100-101）。鑒於任何事物或

道理的流傳都是經過不同時間和空間的種種條件洗禮和錘煉，逐漸演

變而發展完善的。換言之，縱然是相同的事理在不同的時空下，也會

產生不同的面貌或描述與詮釋，禪宗作為一門教化人心、直指真諦的

殊妙法門，所要彰顯的微妙玄旨或許可以千年不易，但其表述的方式

與方法應用，可能就必須隨著條件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尤其是當這種

表述在跨越邊界的視域下更會呈現出異樣的景觀。這點在對中國古代

的禪宗加以闡釋並翻譯成外語時表現得更為明顯。

如果從翻譯操作流程來看，據筆者對譯者的訪談得知，此次黎、

張二人合作翻譯，前者負責所有篇什的正文以及部分注釋和提示語

的翻譯，後者主要負責編輯並添加若干英文注釋和提示語。在上述

所列典籍中，除《壇經》一書早先有過一些英譯本外，其他各種集子

譯成英文的極少，因此黎譯的許多篇什均系首次譯成英文。即便是

《壇經》中的那些語錄（共收得6篇），黎譯又與別的譯文有著明顯不

同的風格。按照常人的期盼，面對這樣一部選材精良，又配有上佳

譯語的禪宗語錄，譯者應該能夠很方便地將其傳譯成英文。然而，

由於禪門多以語言文字為障道之本，強調意在言外，以心傳心，肆力

于涵蓋乾坤的創造性思維，這樣禪意也就更加撲朔迷離，幽玄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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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天祥，2007: 3）。很多時候，它利用的是語默兼用、語默無二這

樣的說不可說的方式，從而成了一種有別于中國傳統典籍（包括佛教

典籍）的言說方式。更重要的是，禪宗經典經歷了一個由弟子據口語

的記錄整理過程，於是就像保羅‧利科爾所說的，口語在場的那種 

“情景”（contex t）在書寫中缺席，從而加深了今人解讀的困難

（Ricoeur 1991: 106-109）。鑒於文本具有一種開放的結構，它容許詮

釋者從各個不同的維度進行理解和詮釋，因此在實際的翻譯過程中，

讀者又能發現，原文文字雖然淺顯，義理卻十分艱深且難以把握，譯

者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主體性，在析字、擇體和傳意上獨具匠意，從

而將原作意蘊內涵較充分地傳達給西方讀者，讓其讀後得到某種啟

迪。這裏將對黎譯文本進行細讀，探討這位有著長期雙語寫作和中英

互譯經驗的譯者，是如何運用異樣的視角，對原作進行全新的理解和

詮釋，進而以特殊的譯文形式將中國文化中的禪宗思想推介給英語世

界的讀者，同時也考察其譯文所蘊涵的矛盾和張力。

二、析字：辨析禪意

異樣的視角自然意味著譯者對原文進行理解和詮釋時會有獨到

的見解，同時在傳譯中也會有異樣的傳遞方式。這也就意味著她們

在對原作進行翻譯時可能會有欠“忠實”，由此而給其譯文的充分性及

其文化價值打上一個小小的問號。然而，現代翻譯理論家利弗維爾

（Lefevere 1985; 1992）就指出：在翻譯的過程中，因受制於詩學觀和意識

形態，譯者必然不可能忠實地翻譯原文，故而所有的譯文都是對原文的

重寫（rewriting）。這種重寫既體現在形式方面，也體現在思想內容方面。

這樣就為黎譯《禪宗語錄一百則》所做的改寫和異樣的詮釋提供了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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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原書所選篇什均為文言語錄體，而文言又是以字為構句單

位，這就有別于現代漢語和英文是以詞為構句單位。而且禪宗對語言

往往採取一種批評運用的態度，常常使用形式邏輯所不允許的矛盾、

悖理等荒謬的表達方式，從而形成禪宗語錄語言上的特殊風格，這就

給眾人的理解帶來諸多的不便。因此，在翻譯中析字、拆字就成了第

一要務，尤其在針對一些核心概念詞以及能夠展露禪機的文字處理上

更是如此。據譯者透露，她早年正式接觸漢語書面語是從文言而非現

代漢語入手的，這就為她在翻譯禪宗語錄時始終以字為單位進行理解

和傳譯提供了便利。加之她在翻譯中又能得到眾人的幫助，這樣她的

翻譯中就避免了美國學者梅維恒（Victor Mair）所說的西方漢學界那種

常見的弊端：幾乎全然漠視中古漢語俗語語言原典中的口語及俗語言

成分，而且以割裂詞為代價而過分關注單個漢字，無視中古漢語語言

的語法特徵（梅維恒, 1999）。黎翠珍的翻譯可以說彌補了西方漢學界

存在的語言學方面的這一缺陷。

首先在標題翻譯中就牽涉到一對關鍵語彙——“禪”與“禪宗”

的處理。“禪”和“禪宗”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種修行方法，

後者是一種佛教宗派。“禪”是對梵文Dhyãna的音譯，原本與漢語意

義並無干係，其後內容轉換並不斷變化，逐漸成為具有特定含義的

語言符號和哲學概念。據今人考證：“禪是對傳入中土之佛教中梵文

Dhyãna之翻譯。禪，讀作shàn，chán之讀音是後來的，其意為祭天、

傳代。Dhyãna應讀作Dãn Nã，意思是靜慮。無論從讀音上說，還是

從字義上講，禪和Dhyãna，均不相對應。也就是說，‘禪’的選用既

非音譯，也非意譯[按：準確地說，應該是音譯。翻譯的本身，就帶有

創造性。正因為此，‘禪’字屢經變遷，發音變為chán，意思也就由原

來的靜慮變為內涵越來豐富的、全新的哲學範疇，或者說是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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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作為禪宗的禪被後來廣泛接受了，其原意倒被大多數人忘卻或

者失落了。至於何以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前人未經考察，輾轉引述，

已難知其本來面目，至今實為翻譯上的懸案”（麻天祥，2007: 3）。然

而“懸案”並不等於無需去面對，這點在翻譯中更是不可回避。本來

按照人們的期盼，作為一位地道的香港人，譯者在翻譯中國文化核心

詞時會採取粵語拼音的辦法，而將其譯成“Chan Buddhism”[3]。然而

在本書中，譯者考慮到“Chan”一詞的發音在粵語中正好與“陳”姓重

合，這樣人們可能會將其誤解成“陳派佛教”，於是在不得已間，她便

採取了約定俗成的做法，而沿用日語中“Zen Buddhism”的譯法 [4]。

就此，她在“前言”後的譯者注釋中還特意加以說明。不過在整部書

中，譯者直接搬用海外漢學界既有譯法並不多見。在針對其他核心概

念詞的處理上，譯者更多地是體現出獨到的見解和異樣的譯法。

因早期的禪宗基本上修的是如來清淨禪，從始祖菩提達摩

（Bodhidharma）到五祖弘忍，安心調息坐禪一直是該宗的主要法門，

後來慧能雖然反對坐禪的形式，但仍然強調修持清淨心。於是圍繞著 

“禪”字，分別就有“禪定”（Zen meditation）、“入定”（enter into 

meditation/the state of meditation）、“坐次”（sit in meditation）、 

“覺”（en l i gh tenment）、“悟”（ rea l i s a t ion）、“頓悟”（ sudden 

enlightenment; the attainment of enlightenment）、“漸悟”（gradual 

enlightenment）等術語及其對應的翻譯，這些詞語的翻譯正是根

據拆解文字的原理進行的。當然，譯者在針對其他一些核心語

彙的翻譯時，固然多是採取“一詞一譯”的原則，不過有時根

據上下文的需要，還會出現多種譯法。如用“Way”對譯“道”

（the Way of Buddha）、“法”（the Way for Enlightenment; the Way of Bu

ddha; dharma; the doctrine of Buddha）；用“nature”對譯“性”（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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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human nature）、“自性”（the nature of the self）、靈性（spiritual 

nature）、“佛性”（the nature of Buddha; Buddha-nature）；用“mind”

或“heart”或“intention”對譯“心”、“自心”（the heart of the self）、“佛

心”（the heart of Buddha）、“以心傳心”（from heart to heart; taught through 

the mind）；另外，還有“空”（the intangible, emptiness, void）、“空寂”

（nonsubstantial）；“虛妄”（unreal/unreality）、“靜”（tranquility, peace）； 

“清淨”（peace and tranquil）；“無住”（not to dwell, impermanence）；“不

立文字”（Not through the written word）、“不一不二”（Not the same. 

And not different）；“萬靈歸一”（All return to the One）；等等。這中間

的許多核心概念詞顯然是早期禪宗法師們借自儒、道兩家的語彙，並被

做了“格義”處理，也就是他們沿用了漢家文化之“名”來格印度佛教之 

“義”，從而使這些佛家觀念披上了若干華夏文化的色彩。對於這些概念

詞，譯者在此固然是多沿用了漢學界一些既有的譯法，但更多地是做出

了若干調適，以求適合於特定的上下文。正是確立了這些核心概念詞的

譯法後，譯者隨即用明白、曉暢和優美的英文，將目標語讀者帶入禪宗

的王國。同時在翻譯的過程中，又充分體現出其高超的駕馭文字、遊戲

文本的本領。這點最典型的就表現在黎譯對一些文字遊戲的處理上，而

這些文字遊戲的背後往往又暗藏著若干禪機。對此，譯者分別實驗了不

同的傳譯策略，進而取得了異樣的效果。

既然漢語文言是以字為構句單位，現代漢語是以詞為成句單位，

這就意味著將精煉的文言譯成現代漢語，其語篇會拓長許多。而在此

基礎上再翻譯成具有分析性特徵的現代英文，自然就需要在形式上做

出添加，同時為照顧目的語讀者的理解也需要在內容上做出添加。

如在《法佛無二》篇中，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

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譯文為：The lay brother replied,“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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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know, Sin is not something with its own nature within us, or outside us, 

or in our midst. In the same way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Buddha and 

the Way of Buddha. A thing and its nature are one.”原文表達十分精煉，

而精煉就意味著會有跳脫和省略等現象，從而部分地導致其語義的缺

失。為此，譯者一方面通過拆字的方式將文言字義解釋清楚，另則又

添加了若干內容，從而將原文表達中留下的空隙予以充分的填補。

此類拆字並做增添的舉措不僅出現在正文中，也出現在注釋裏。

就在這同一篇什裏，針對漢語注釋“佛法僧寶：佛教稱佛、法、僧

為三寶。”譯文為：“the three gems: Buddha, the dharma (the Way, or 

the doctrine, of Buddha), and the sangha (the monastic order founded by 

Buddha). They are sometimes also called the  “three jewels”, or “the trinity” 

in Buddhism.”譯文完全是在做語義說明，蓋因此篇什在全書中出現得

也較早（為全書第二則），故而譯者進行此種鋪墊工作，這樣對於全書

的理解大有幫助。

眾所周知，禪宗有一個重要的解脫法，叫做“遊戲三昧”。“遊

戲”意為自在無礙，“三昧”是梵文“Samãdhi”的音譯，意為正定，即

排除一切雜念，使心平靜。遊戲三昧意謂自在無礙而心中不失正定。

禪宗以解脫無束縛為三昧，所以遊戲三昧也指達到超脫的境界（周裕

鍇，2002: 358）。這種遊戲三昧表現在言說方式上，就是一種輕鬆自

在、隨心所欲的戲謔態度，表現在問答中便是使用類似於插科打諢的

手段以及文字遊戲似的詼諧。這類文字在漢語中固然十分生動有趣，

但對於譯者來說卻是極大的挑戰。不過譯者卻能運用看似傳統的譯

法，又能適當地做出變通，其譯文往往表現出某種張力。

如在《石頭路滑》這一公案中，譯者將該題名譯做“That stone is a 

slippery one”，此語中“滑”字可解作“地滑”之“滑”或“狡猾”，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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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用“slippery”，而且該同樣有“滑的”、“狡猾的”這雙重意思，其翻

譯可謂十分得體。至於針對正文提到的：石頭希遷禪師說“蒼天！蒼

天！”，馬祖則教鄧隱峰回答“噓噓”的一段文字，譯者將其處理成：

Patriarch Ma said to him,“Go to him again, and when he says‘the 

sky, the sky’, you should say‘shush, shush’.”

這裏的“蒼天”隱指“空”，“噓噓”隱指“虛”，二字相組合正好表

達了禪宗常說的“虛空”（the intangible, or void）概念。正文中的直譯大

可將缺乏漢字知識的西方讀者墜入雲裏霧裏，為了補償，譯者又將中

文的兩個注釋進行了拓展，分別出以如下表達方式：

“the sky：In Chinese, the sky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 the empty sky’, 

so Stone uses it as a metaphor for emptiness.”

“shush: In Chinese the word‘shush’is the same sound as the word 

‘empty’(‘xu’).”

這種帶有明顯分析性語言表現特色的注釋文字，對於漢語讀者似

乎是多此一舉，但針對西方讀者卻必不可少。讀者正是通過這類互文

性的參照，能夠將文字遊戲中的禪機領悟出來。而且非常有趣的是，

譯者在此使用的拼音又是中國在1958年公佈的中文拼音方案系統，而

非海外漢學界長期沿用的威妥瑪式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

即威妥瑪-翟理斯式拼音法，簡稱威氏拼音法）；另外，她們在對書中

所有中國人名、地名翻譯時，亦採用現代漢語拼音系統，由此可以看

出譯者對待現代漢語文化及文字的態度。

當然，僅僅採取音譯的辦法無疑會給西方人閱讀帶來諸多的困

難。因此，為了補償，譯者有時又採取音譯加意譯的辦法。如在《

無任傅汝》篇中，“僧璨”就被譯成“Sengcan  (Monk Brilliance)”的形

式。不過，整部書中最能體現禪宗遊戲精神的例子要推《指示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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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公案。其中道悟說：“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這

次，譯者則將其處理成意譯加注音的形式：

Daowu said, “You have always shown respect (chong) and kindness, and 

you have faith (xin) in what I say. I shall call you Chongxin from now on.”

有了意譯附音譯的辦法，這樣譯文無需在正文後再加注釋，便能

將原文中的文字遊戲所蘊含的意思較充分地傳達出來。

這裏還有另一類文字遊戲。如在《不可思議》篇中有：師曰： 

“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文中是就“思議”二字作

拆字遊戲。譯文則為：The Master replied,“It can neither be attained 

through an effort of the mind, nor can it be encompassed through discourse. 

It is beyond comprehension.”佛教常言“心”（如《諸佛說心》篇）是純

粹的內在體驗，無法用言辭或文字傳達，這不僅因為體驗是非思維的

精神活動，無邏輯可言，故而佛經中常言“不可思議”。同時，從漢語

造字方式來看，“思”、“議”二字又具有明顯的表意特徵，分別含有 

“心”、“言”之偏旁，譯者分別將二字處理成“mind”和“discourse”，

而“思”“議”二字相組合則派生出第三意，即“理解”或“想像”，譯者根

據這裏的上下文將其處理成“comprehension”，從而將禪宗語錄那種“言

在此、意在彼”的特點較充分地再現了出來。

又如在《仁者自心動》篇中有印度和尚見風吹幡動而問眾人以及

惠能回答的一段：……見其幡動，法師問眾：“風動也？幡動？……行

者雲：“仁者自心動。”譯文是…. Seeing the banners in the monastery 

fluttering in the wind, Yinzhong asked the assembly,“Is it the wind that 

moves? Or is it the banners?”...Huineng replied, “It is your minds that 

are wavering.”由於漢民族高度綜合性的思維特點，其語言在表現方

式上多趨於簡約與經濟。表現在這一語篇中，針對三種不同物體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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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漢語中只用了一個“動”字來描述；而在英文中，出於語意邏輯

和日常生活知識考量，譯者分別使用了“flutter”、“move”、“waver”

三個不同的詞來傳譯，其翻譯可謂十分準確、生動和傳神，同時也將

其中所蘊含的禪機展現得淋漓盡致。

最後從黎譯的這部《禪宗語錄一百則》還可以看出，譯者對西

方文化典故和語言有著很好的掌握，同時也看得出她對西方經典流

露出的特殊感情。正因如此，她在針對原文中的一些特殊的表達方

式，往往會借用西方一些固有的表達方式來傳譯。如《龍生龍子，鳳

生鳳兒》一篇的標題被譯作“Dragons beget dragons, phoenixes beget 

phoenixes.”，這便是化自《聖經》的語句。至於《事怕有心人》中的 

“達摩西來無風起浪”之“無風起浪”一語，則被譯作“much ado 

about nothing”，這顯然是借自莎劇的題名。當然，有時譯者為了

方便西方讀者的理解，還會將中國特有的文化辭彙用西方人熟悉的

事物來替代。如在《指示心要》這一公案中，“十餅”被譯成了“ten 

loaves of bread”，於是中國北方的主食餅子就變成了西方常見的麵

包，這樣的改動似乎只是在字面層，在意蘊內涵上也發生了若干的

變動，但於全篇的主旨影響並不太大。究其實，這類改寫舉措所著

眼的正是讀者的接受。不過總體而言，這種改造在全書中並不是太

多，譯者沿用的多是充分性翻譯策略。她這樣做顯然是想給譯文讀

者一種陌生感，從而將禪宗的思想和內涵較充分地傳遞過去，達到

宣講中國文化的目的。

三、擇體：傳遞禪“風”

儘管受意識形態和詩學因素的制約，譯者未能“忠實”地再現



41

詮釋與再現：細讀黎翠珍等英譯《禪宗語錄一百則》

原文，然而通讀整個一百則禪宗語錄，發現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

仍然是試圖在不可譯中譯出可譯來，並以緊扣原作為能事。細加檢

視，這種緊扣首先就體現在對原作語體風格的傳譯上。禪宗語錄本

是門徒對禪師口頭說法的記錄，它是以書面形式反映口頭形態的佛

教典籍。它始終是以選用口語化的語句為主，且“以中國本土的農

禪話語為骨幹，在此基礎上融合了印度佛經話語和本土的士大夫話

語”（周裕鍇，2002: 442）。換言之，它是以師生回答、多用俚俗的

土語方言且簡短而有機鋒為表現特點，而且從中不難發現“粗鄙、

極綺豔、極清麗的風格並存的現象”（同上）。不過，在這些語錄中也

不乏一些修辭手段的運用，其中就包括使用一些排比、對仗句式。

這樣的語句穿插到語篇中，使得整個行文讀起來抑揚頓挫，節奏分

明，給人極其深刻的印象。而在黎譯的《禪宗語錄一百則》中，許多

優美的句式均得到上佳的傳譯，從而將禪師特殊的言說風格展現得

淋漓盡致，同時這些也可以看成是譯者歷年來所追求的“文字的音

樂性”的一種表現。

首先對於原作中那些對仗工整、語域高雅的句式，譯文亦還以

工整、典雅、流暢的文風。如在《法佛無二》篇中，師云：“是心是

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譯文是：The Master said, “The 

spiritually enlightened heart is Buddha, and it is also the Way of Buddha. 

Buddha and the Way of Buddha are the same. Do you understand?”

又如《非心不問佛，問佛不非心》篇中點題語的譯文是：The 

Fourth Patriarch replied,“It is the heart that seeks Buddha; and the Buddha 

that is sought after is the heart.”

又如《一燈能除千年暗》篇中有這樣的語句：“毒害化為畜生，

慈悲化為菩薩，知惠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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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自不知見……一燈能除千年暗，一知惠能滅萬年愚。”譯文

為：“Thoughts of killing and aggression turn one into a beast; thoughts of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turn one into a bodhisattva. Thoughts of wisdom 

turn the world into the supreme paradise; ignorance and obsession turn the 

world into the depths of the sea of suffering. The nature of man undergoes 

many changes, but the benighted do not understand or perceive them... 

Just as a bright lamp can clear away the darkness of ages, a single thought of 

wisdom can dispel the ignorance and obsession of ages.”

上述各句在對原文做拆字的基礎上，仍以平行結構譯出，英文語

句工整，節奏分明，讀來讓人回味無窮。

又如《無別之性》篇中有：“處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

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

不滅。性相常住，恒而不變，名之曰道。”譯文是“A man who loses 

nothing for being an ordinary man, who gains nothing for being a wise 

man, whose heart is at ease in the midst of world’s turmoil, whose mind 

is not lonely in meditation, who seeks neither serverance nor continuance, 

who aims not to come nor to go, not to be within nor without, not to create 

nor to destroy, whose nature goes through eternity without change— a man 

like this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Way.” 

原文句式工整，以四六言為主，讀來抑揚頓挫，有著較好的音樂

效果。譯文同樣是句式工整，語義表述清晰，且其用詞淺顯，節奏分

明，讀來琅琅上口，有很好的“文字的音樂性”，同時這樣的譯文也能

讓人們從中得到某種啟迪。

如果說黎譯中散體文本能夠盡力追求“文字的音樂性”，那麼

她在對各公案中所引偈的處理上，更是將這種追求發揮到了一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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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禪宗語錄中，偈的作用是接引學人，悟道證體，參究話頭，

宣揚禪理。偈原本是古代印度文學中一種特殊的體裁，它是偈佗 

（梵文作gãthã與祗夜geya並列為偈頌之體）之略稱，原為佛經中的

唱頌詞，是用在散文記敍之後，用韻文復述的形式，相當於英文中

所說的“chant”或“hymn”。偈是一種有節奏之文，不一定有韻腳，

其作用在於幫助人們的記憶，這點對於那些靠口耳相傳的文學傳統

尤為重要。在中國歷代佛經翻譯中，譯經大師多是將其處理成漢

語韻文形式，只是通常不押韻，這也一度演進成一種翻譯規範（張

旭，2011: 117）[5]。在整部《禪宗語錄一百則》中，共引用偈5次，分

別收錄於《頓悟見佛》、《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事怕有心人》、

《鼇山成道》和《夜放鳥雞帶雪飛》，這些作品的辭藻和文采及其五言

或七言的形式，已接近文人作品。對此，譯者在英譯中同樣參照了中

國歷代譯經文學的規範，將這些偈處理成韻文形式，同時在押韻和不

押韻之間時有破格嘗試。這點一方面可能是從語言傳遞方面考慮的，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於文本內在的不可譯性因素造成的，但更多地是為

了更充分地傳達出原作的禪意。正是從這些特殊的處理中，讀者可以

看出譯者對中西詩歌語言駕馭的功夫。

如《頓悟見佛》篇中有一偈，譯者很自然地將其譯成詩歌體形式：

今生若頓悟教門，悟即眼前見世尊。

若欲修行雲覓佛，不知何處欲求真。

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自不求真外覓佛，去覓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者是西流，救度世人須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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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報世間學道者，不於此見大悠悠。

In the moment of  enlightenment,

You’ll see Buddha with your own eyes.

If  you seek Him not in enlightenment,

Where	will	you	your	nature	find?

If  you know there is Buddha-nature in you,

The key to Buddhahood you’ve found.

If  you seek Him without and not within you.

You’re a fool to waste your time.

The Way of  enlightenment comes from heaven:

But Salvation depends on efforts of  your own.

This I tell all who study Buddha’s Way:

If  you don’t know this, benighted you’ll stay.

原偈為一首七言詩，共三小節，每節尾韻均為“aaxa”。譯文以直譯為

主，間或也用到了帶有歸化痕跡的意譯（如用“heaven”對譯“西流”，

用“Salvation”對譯“救度世人”）。而從形式的角度考量，發現其譯文不

強求押韻，尾韻部分偶用重複詞，從詩法的角度著眼似乎較顯呆板，但

與那種宣講深奧佛教義理的功能十分吻合。另外，詩歌在聲音的配置上

也顯出若干法度。譯詩每行可以依次劃分出整齊的四音步或五音步。部

分詩行有變格，這樣其節奏也更加分明，整首譯詩讀來琅琅上口，有著

很強的音韻效果。

又如《事怕有心人》中有一頌詩：

塵勞迥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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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It’s not easy to shake off  the world’s dusty strife.

Take	firm	hold	of 	the	reins	to	guide	your	life.

Nought but the bone-piercing winter chill

Brings plum blossom fragrance your senses to thrill.

原作題為“頌”，譯者自然將其當作韻文看待，並譯成了分行（lines）

的詩歌體。原作為七言體，韻式為“aaxa”；譯詩則以每行六音步（除了

第三行為五音步外）譯出，尾韻則改成雙行體（couplet）形式，而雙行

體在英文中往往給人一種莊嚴、正式的感覺，這又與原作宣講宗教義

理的特點十分吻合。

至於《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中有一首《無修偈》，譯文更是

處理得十分特別：

見道方修道，不見複何修？

道性如虛空，虛空何處修？

遍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

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

If  you can seek the Way only when you’ve know it,

How	do	you	start	before	you	know	it?

The Way, by nature, is empty, unreal,

How	can	you	follow	it?

So many followers of  the Way, 

Seek	water	bubbles	in	the	fire,	

Watch the puppeteer, his strings broken,

Re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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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偈為整齊的五言詩句，其單行不用韻，雙行用韻。這樣的偈從形

式著眼，似乎給人“不逾規矩”的感覺。而譯者的高明處則體現在對

這些規矩的一個“破”字上。在此，譯者明確地將該偈稱作“verse” 

（詩或韻文），譯詩在內容的傳遞上緊扣原作，只是在形式上稍做破

格理——各行或長或短，但其節奏分明，尤其是最後一行“Retire”的

特殊處理，讓人頗感意外，這樣就使譯詩歌帶有很濃的打油詩的味

道。正是這種“破格”的打油詩的風格，將原偈中的禪機展現得一覽

無遺，可謂神來之筆。

如果說禪宗的神秘禪理佛法連同模糊的語言環境是其主要特點，

那麼其中內含的超常的象徵譬喻、奇特的句法修辭以及怪異的姿勢動

作更是給人印象深刻。黎譯除了對韻文作了上佳的再現外，對於一些

公案所展現的怪異姿勢的描寫場景，其翻譯也格外形象傳神。

如在《法地若動，一切不安》篇中就有：

大士一日披衲、頂冠、趿履朝見。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	

“是道邪？”士以手指趿履。帝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

譯文是：

One day, the Master dressed himself  in the robe of  a Buddhist monk, donned 

the hat of  a Taoist priest, put on shoes worn by ordinary folk, and went 

to	Emperor’s	 court.	The	Emperor	 asked,	 “Are	 you	 a	monk?”	The	Master	

pointed	at	his	Taoist	hat.	The	Emperor	asked,	“	A	Taoist	priest?”	The	Master	

pointed	 at	his	 shoes.	The	Emperor	 asked,	 “Are	 you	 a	 layman,	 then?”	The	

Master pointed at his Buddhist robe.

譯文中表示“穿戴”的幾個詞，分別被處理成“dress”（披）、“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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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put on”（趿），而且還加上一個過去分詞“worn”（穿）作後置

修飾語，這幾個動詞用得十分恰當而形象，這些動詞再跟上各自的物

件語，然後拼合在一起，從而將慧善大師特意做非道、非僧、非俗的

一幅滑稽可笑的打扮傳譯得惟妙惟肖。後半部分針對梁武帝的提問以

及慧善大士的反應，其譯文也十分傳神，從而將佛、道、俗只是外表

穿著不同，但其本質是相同的思想予以形象地傳遞。

再次是戲劇般風格的傳譯。譯者歷年有過大量的翻譯戲劇文本

的經驗，尤其是翻譯莎士比亞戲劇作品。而莎劇的一個明顯特點便是

語域非常寬泛——從高雅到低俗，從正式到通俗等——其語言風格極

為複雜，有時在一個場景中，多種語體風格同時出現，具有很強的表

現力和感染效果。這點在譯者所選禪宗語錄中就有類似的體現。眾所

周知，禪宗到唐代六祖慧能之後，分裂為南宗（重行禪）和主漸修的

北宗（重義學）。慧能提倡頓悟法門，同時提倡擺脫煩瑣的名相思想

束縛，也不主張坐禪，認為行食坐臥都可以體會禪的境界。禪就在我

們的日常生活中。禪宗就是“心的宗教”（孫昌武，1997: 278）。到了

中期馬祖道一（709-788）的時候，禪宗傳統的“即心即佛”又被改造

成“非心非佛”，從而徹底解構了宗教的最後一點神聖，造成中晚唐呵

佛罵祖、離經慢佛運動的出現。於是禪宗語言也在解構神聖的運動中

形成了潑辣粗鄙的風格，從而導致禪宗語言進一步與佛典語言分離開

來。對於這類文風的傳譯，譯者更是得心應手。

如書中所錄《佛今何在》一篇，便是對傳統佛教神怪性進行解構

的代表。原文說：

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淨故紙，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爾還是娘生已

否？爾若求佛，即被佛魔攝；爾若求祖，即被祖魔攝。爾若有求皆苦，不如

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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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則是：

Zen Master Yixuan of  Linji said, “All the twelve divisions of  canon of  Triyana are 

paper for wiping away dirt. Buddha is illusion; the Patriarchs are no more than 

old	monks.	Were	you	not	born	of 	woman	too?	If 	you	appeal	to	Buddha	for	help,	

you are caught in a Buddha obsession; if  you appeal to the Patriarchs for help, 

you	are	seized	by	a	Patriarch	obsession.	All	such	appeals	lead	to	suffering,	it	is	

best to let be….” 

儘管我們知道禪宗的主要成因是農民，但從該語錄中看到那些高僧

使用的鄙語粗話，仍感到幾分震驚。因為有些詞句已不只是淳樸俚

俗的野語俗談，富有生活氣息，而簡直就是毫無教養、毫無顧忌的

髒話。這種語言已不是一般的俗諺口語，而是那種帶有粗獷性質的

罵詈之話和穢孱的低俗之話。這種風格到晚唐五代的禪師那裏，特

別是臨濟和雲門兩派，更是大顯風光（周裕鍇，2002: 443）。此類語

篇的翻譯無疑對譯者是極大的挑戰，不過譯者卻能將這種風格予以

上佳的再現，尤其是原文那種“非佛”的精神在此就得到了完好的傳

遞。同時，這樣的譯文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莎翁的一些名作（如《李爾

王》）的風格。

當然，書中最具慢佛和解構精神的當推《呵佛罵祖》篇。該篇語

體轉換迅速，高雅與粗俗語彙並用，很有莎劇《李爾王》等劇作的風

格。這些在黎譯中同樣得到了上好的再現：

上堂：“我先祖見處即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摩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幹屎

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磐是系驢橛，十二

分教是鬼神薄、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

Zen Master Xuanjian of  Deshan said in a lecture, “I hold a different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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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Patriarchs. There are no Patriarchs here, no buddhas and no saints. 

Bodhidharma was a red beard; old Sakyamuni a dry stick of  dung; Manjusri 

and Samantabhadra carted nightsoil. The buddhas in their supreme forms 

of  enlightenment are mere iconoclasts. Bodhi wisdom and nirvana are only 

stakes for tying up asses, the twelve sutras nothing but chronicles of  spirits 

and	ghosts,	recorded	on	paper	fit	only	for	wiping	boils	and	sores.	The	four	

grades of  saints, the bodhisattvas in their three virtuous states, the beginners in 

the faith, the saints in their ten ranks are all phantoms guarding an old tomb, 

unable even to save themselves.”

這是一篇向佛祖的宣戰書，它痛快淋漓地打破了世人對佛祖的迷信和

崇拜，其旨在曉諭世人：沒有什麼救世的佛祖，只有自己救自己。

短短的一篇宣言書也表露了說者對自我及現實人生的充分信心。該

篇什中的“老臊胡”、“幹屎橛”、“擔屎漢”、“破執凡夫”、“系驢橛”、 

“拭瘡疣紙”、“守古塚鬼”等，都是罵人的話。因禪宗公認的開山祖師

菩提達摩是印度人，藍眼睛，腋有臊臭，故而常被戲稱為“老臊胡”

（有時亦作“胡臊老”或“碧眼胡僧”），至於其他語彙多系早年農村罵

人場景中的常見用語，這樣的話語歷來在正統儒家文化中是不登大雅

之堂的，卻肆無忌憚地流行於法堂上，而且冠冕堂皇地載入了語錄，

成為具有經典意義的宗門語彙。從黎譯來看，譯者除了將“老臊胡”

譯成“a red beard”有失準確外，其他則是有意識地通過粗俗語彙的

選用，且多是採取直譯的方法，將禪師那種愛用粗俗語彙、不受任何

文明條例約束的“任情直吐”的精神予以上佳的再現；同時其簡潔的

文風又將原作罵人的氣勢傳譯得惟妙惟肖，這樣就將譯者歷年追求的 

“文字的音樂性”本領發揮得淋漓盡致。究其實，這些很大程度上得

益於譯者多年研讀和翻譯莎翁《李爾王》等劇作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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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傳意：在“說破”與“不說破”之間

由於禪宗講究“不說破”，忌諱據實正面敍說，而且它宣導的領悟

方法是超概念、超邏輯的，只能憑藉心求意解的感受和體驗來實現，

這是禪宗語錄素稱難讀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譯者卻能憑著自己的

悟性對原文進行深刻的參悟，然後將其參悟的結果用平白流暢的英文

傳達給讀者。為此，譯者又運用了種種不同的策略。

本書名為“英漢對照”，但實際上它既有對照，又有不對照。可

以說，原文、漢語白話譯文和英文翻譯均自成體系。如果說它是“對

照本”，毋寧說是動態的“對照”，從中又可以看出譯者是如何發揮自

己文化個性和主體創造精神，她們在盡力遵照原文形式的同時，還

能根據行文和表達的需要，採取了當代翻譯界所說的豐厚翻譯（thick 

translation）的策略，對原作進行了增添或改寫，“以求將譯文置於一

種豐富多彩的文化和語言語境中”（Appiah 1993: 817），以此來對原文

進行更充分的傳譯，從而讓東西方讀者領會到各篇什中所蘊含的禪

機。體現在該書的翻譯上，這種豐厚翻譯的方法既體現在正文裏，也

通過添加注釋、提示語等副文本的形式予以體現，從中也可以看出譯

者力求打破“規矩”的文化個性，而此舉本身就帶有一絲禪意。

首先在正文部分出現了眾多的增譯，由此構成一種解釋性譯文，

即現今所說的明示譯（explicitation）（Vinay & Darbelnet 1958/1995）。

而且這些增添詞語又多與禪宗所追求的內省、自性、佛性或道等這類

核心概念有關。

如在《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篇中有“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一句，譯文是：“I am grateful to you for showing me the 

way to inward knowledge. It is like when one drinks water, one kn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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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t’s hot or cold.” “入處”即“門路”或“路徑”，如直譯仍難以讓人清

楚何為門路或路徑，故而譯者添加了“to inward knowledge”這一修飾

語，其意義即刻變得明白易曉，這樣人們自然會將其與禪宗那種“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思想或是那種“直指心性、頓悟成佛”的最終

目的聯繫起來。

又如《磨磚作鏡》篇中有：“汝若坐佛即是殺佛”一句，譯文

為：“If you think of buddhas as sitting, you kill the idea of Buddha.”正

如《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中所說的：“佛是虛名，道亦妄立，

二俱不實，都是假名。”既然“佛”“道”都是虛假的名稱，那麼他們

在人們的腦海中只是觀念而已。因此，如將“坐佛”與“殺佛”作字面

解，顯然是超越了常識，不合正常的邏輯。在此，譯者根據上下文的

需要添加了“the idea of ”（觀念上的），這一添加使得全篇意義立刻變

得清楚明白。

又如《佛法無二》篇中有居士說：“弟子身患風疾，請和尚為弟子

懺悔。”譯文為：“Master, I am afflicted with an illness. Please help me 

repent and cleanse me from my sins.”如果說用“repent”來對譯“懺

悔”仍然不夠全面，為此譯者添加了“and cleanse me from my sins”，這

樣顯然就做到完美無缺了。

又如《諸佛妙理，非關文字》篇中有：尼驚異之，告鄉裡耆艾

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譯文是：The nun was amazed, and 

she told the elders in the village, “Huineng knows the profundity of the 

Way of Buddha. Let us serve him well.” 英文中的“the profundity of the 

Way of Buddha”顯然是對“有道”之“道”的解釋性翻譯，相對于原

文，它確實增添了不少文字，這樣其意思也更為清楚明白。類似的

還有《大廈之材，本出幽谷》篇，其中也有：“故知棲神幽谷，遠避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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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養性山中……。”譯文是：“So when one learns the way of Buddha, 

one should nurture one’s spirit in secluded valleys, away from the vanities of 

the crowd, and let one’s true nature emerge in the mountains.”其增添的

動機和方法同樣類似於上句。

又如《萬靈歸一》篇中有：“法身圓寂，示有去來。”譯文

是：“When the body, the vehicle for knowing the truth, vanishes, it 

signifies that all things come and go.”文中就“身”（the body）字後添加

了一個同位語，用於補充說明，這樣原文中的跳脫、缺省在譯文中立

刻得到了補償。

總之，上述這類添加手段無疑包含了譯者自己的理解和闡釋。正

是有了大量這類添加文字，使得英語行文表達變得更加清晰，漢語表

達中那種跳脫省略所留下的空隙也得到了補償，這樣也更加便於西文

讀者的理解和接受。

其次來看用改譯的。如《不記年歲》篇中的最末處說道：“後聞

稽顙，信受。”漢語譯文為：“武后聽了便行禮道歉，相信、接受了禪

師的說法。”英語譯文為：When Empress Wu heard this, she bowed, 

apologized for her ignorance,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the Master’s vision.

譯文中將“說法”改換成了“vision”（看法），這樣就由外部的言辭引向

了內心的看法，由此而讓讀者聯繫到禪宗“不立文字、直指心性”的

傳統，或是體認到禪宗對佛性的感悟不在於語言文字的閱讀而在於心

靈的體驗。

類似的做法還見於《識心見性》篇。其中有：“故知一切萬法，

盡在自身中。”譯文是：This means that the Way of Buddha is in one’s 

mind. 這裏的譯文將“自身”之“身”改成了“mind”（心），譯者所著眼

的顯然仍是禪宗那種“直指心性”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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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譯者的這種文化個性還體現在對譯語注釋的處理上。在

此，譯者多是有選擇地同時也帶有創意地進行翻譯，從中也可以看出

譯者與漢語譯者在合作的同時存在著理解上的分歧。全書共有漢語注

釋數十條，譯者卻未將這些悉數譯出並列在各篇末，未譯的部分往往

是根據行文的需要而融入英譯文正文當中。

如首篇《不立文字》中，漢語語內譯者在“是故菩薩不動念而至

薩般若海，不動念而登涅槃岸”一句中，就“薩般若”加有注釋“梵語

音譯，意為無所不曉的佛智”。此句的英文是：“That is why it does not 

take the bodhisattvas any time to reach the seas of wisdom, and it does not 

take them any time to reach the shores of nirvana.”顯然譯者針對“薩

般若”採取了意譯的辦法，以求減輕英文讀者閱讀的負擔。不過她馬

上意識到全篇仍有不少的梵文字，於是便在篇首“達摩”一詞另加一

注釋，說明“達摩”（Damo）的梵文全稱是“Bodhidharma”的通行說

法，此人即為禪宗的始祖。這種在篇首加注的辦法更符合西方學術的

規範，同時也於無意中帶有了禪宗語錄中那種特殊的接機風格，這一

方面固然是出於實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算得上是譯者個人風格的最

好體現。

又如在《非心不問佛，問佛不非心》中，譯語分別就“戒門、定

門、慧門”、“三界”和“性相”加了三條注釋。譯文則採取了明示譯

的方法，將“戒門、定門、慧門”譯為“All the disciples, the state of 

Zen enlightenment, ways to wisdom…..”；“三界”譯為“three realms 

of desire, form and formlessness”；“性相”譯為“in their nature or in 

their manifestation”，這樣的譯文清楚明瞭，無需添加任何注解，讀

者也能理解。

當然，全書中最能體現譯者創意精神的還是在提示語這類副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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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添加處理上。全書共有漢語提示語數十條，譯者在翻譯中將這些多

是做了傳譯，少數未譯的則因這些公案在英文譯文中其意義已經是顯

而易見，故而未再做英文提示。另外，考慮到許多禪宗公案有著不同

詮釋的可能，譯者還增添了若干英文提示語，以求增強讀者對文本閱

讀的樂趣，進而引導他們做出各自新的詮釋。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

正是在這些相關的注釋（再加上和譯者張佩瑤所做的英文提示語）

中，譯者常常是運用異樣的視角，借用一些後現代理論（如現代西方

分析心理學），解釋中國古代禪宗的一些心學問題。這又可以看成黎翠

珍等人譯作中的一大亮點。

如在《野鴨子什處去也》這一公案的末尾，本來語內譯者有如下

提示：“禪宗講無住為本，即對事物變化的反應應持事過境遷的態度，

鴨子飛走了，心卻不能隨野鴨飛走。馬祖擰懷海的鼻子，並逼責他 

‘還說飛走了’，是從眼前事物、場景傳示弟子：心不可隨物而去，不

能喪失自心。”譯者覺得語內翻譯和漢語提示仍欠充分，於是又從現

代心理學的角度添加了如下英文提示：

Pranks are not unknown to Zen Masters. Zen Masters are highly conscious 

psycholinguists	as	well.	To	say	that	the	wild	ducks	have	flown	“away”	suggests	

an egocentric way of  assessing other creatures and their positions, i.e. relative 

to oneself. The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 of  such an assumption is that one 

interprets and evaluates things and events in the world only in relation to oneself.

（惡作劇對於禪師來說是司空見慣的。禪師同時也是具有強烈意識的心理語言

學家。說鴨子飛“走”了，就意味著一種自我評估別的動物與他們位置即相對

於自我的方法。這種假設的心理學內涵便是，人只是根據與自己所發生的關係

來詮釋和評價世上萬事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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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針對《善惡如浮雲》的中心思想，譯者又加有如下提示語：

Men are neither good nor bad, they are what their thoughts make them. A villain 

who thinks a good thought becomes a good man; a good man who thinks evil 

becomes	a	villain.	Thoughts	of 	good	and	evil	come	and	go	like	floating	clouds,	

thus	defining	us	as	they	change.

（人不善不惡，人是其思想使然。惡人想到了善就成為善行的人，善行的人

想到了惡就成為惡人。善惡的想法來來去去，就像浮雲一般，他們的變化也

界定了我們。）

當然，這種加入了譯者自己理解的，在《師子身中蟲，自食師

子肉》的英文提示語中表現得更為明顯。譯者認為：禪師說的 

“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一句，可以有不同的闡釋方式。蝨

子是寄生蟲，它們靠寄生物維生。由於獅子通常是佛的一種象徵

物，蝨子顯然是指佛門弟子。因此，禪師所言，可能就是對寺院

其他和尚的一種輕微的批評。禪師所指的是，與那些意識到靠自

己來尋求頓悟和解脫苦難之重要的聰明的和尚不同，該寺院中其

他和尚過分地依賴於佛以及佛祖的教訓，依賴於他們的禪師以及

禪師的教訓。他們並沒有尋向自我來找到他們自身。這種異樣的

視角，這些全新的詮釋很有後現代的特點，同時也接近原作的本

意。由於有了兩位譯者對這類副文本的獨特的處理，中國古代禪

宗語錄又散發出了新的魅力。

如果從文體風格上看，禪宗語言本是一個複雜的合成體，文言

文、白話、漢譯佛典文等糅合在一起，很難分開。對應于這種文體

風格，譯者有針對性地採取了種種應對策略。正是有了這些措施的



56

《翻譯季刊》第七十六期

共同運用，從而出現了文言、現代漢語語內翻譯、英語譯文、中英

文注釋、中英文提示等所組成的互文文本，這樣就讓讀者在閱讀中

能夠互相參照，從而感受到參禪的樂趣，進而達到充分欣賞禪宗藝

術之目的。

五、結語

總的來說，自早期禪宗語錄誕生到今天已經有了很長一段時間，

由於早年眾禪師的特殊表達方式以及語言文字自身的原因，今人對於

這些語錄的理解出現了諸多困難。而這些語錄又構成漢語文化遺產中

的一部分，它們無疑需要今人來加以重新理解和闡釋，從而讓讀者對

中國古代禪宗藝術及其所蘊含的哲理有全新的認識。此次由大陸和香

港學者聯手，將這部禪宗語錄做語內翻譯並翻譯成英文，正是經過了

這種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的過程，當今的漢語圈內讀者和英語世界的

人們有機會充分體會到禪宗文化的獨特魅力。如果從譯者的操作方式

來看，此次她們又沿用了歷代譯經大師的一些做法。早年譯經大師玄

奘等在翻譯佛經時曾經組織了譯場，並將其整個流程分成八道工序，

從而充分保證了其譯文的品質，這種合譯的方式曾經給後人留下諸多

啟示。而此次有著長期雙語寫作並有過大量英漢互譯經歷的當代香港

學人兼翻譯家黎翠珍等，她們在翻譯中國古代的禪宗語錄的過程中，

一方面能夠部分地借鑒前人的做法，並充分地發揮集體智慧，從而一

定程度地確保了其譯文的品質，其譯文也堪稱典範；另一方面又能用

異樣的眼光來審視和詮釋中國古代的禪宗思想，表現之一便是在正文

翻譯的基礎上又添加了中英文注釋和提示語，進而將譯者自己獨到的

見解寫入這些文本中，這樣就讓讀者在新的時代語境裏對中國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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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語錄有一次全新的體認。有了譯者這些獨到見解的文字說明，再

加上她們對英文語言高超的駕馭能力，當今讀者也得以感受到現代鮮

活英語的魅力。該譯本完全就像本叢書編者所說的，堪稱是“研習英

漢兩種語言對譯的理想參考書”，甚至“可用作朗誦的教材”。同時，

讀者從黎翠珍等人帶著異樣視角的典範性譯本中，也能體察到一位曾

經在殖民地及其宗主國接受過教育並走上翻譯道路的翻譯家所展示的

另一面。她在翻譯中固然是盡力尊重原文的風貌，同時由於她對西方

文化的特殊感情以及對西方讀者接受心理的稔熟，這就意味著她會一

定程度地對原作進行“重寫”。也就是說，她在翻譯中遵從主體詩學

規範的同時，也做出了種種離格嘗試。這樣往往導致她的翻譯會有別

於近現代乃至當今中國許多譯家視忠實于原文為最高準繩，對原文不

敢越雷池半步的做法。她就像早年嚴複、吳汝綸等所認識到的，在翻

譯中“努力表現自己，並且表現的[得]好；譯品自有其獨特的風格價

值，並不依賴于原作品”（常乃慰，1948: 24）。事實上，黎翠珍的譯文

總體上是文筆優美，節奏感強，無論從接受性還是可讀性著眼，都具

有一種特殊的魅力。

最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據筆者訪談得知，就在該書的香港版推

出之際，譯者原本想在版式設計上做出一些創新，譬如在封面畫上一

方框，然後再畫一個小和尚，一隻腿正欲跨出方框，以此來體現全書

的主題和譯者的文化個性，可惜她的這種用心在出版商那裏並未得到接

受。1997年，黎翠珍還接受邀請將杜國威的《愛情觀自在》和過士行的 

《鳥人》翻譯成英文，她願意承擔此活，最主要地是因為她看重這兩個

劇本均帶有很濃厚的禪宗意味。2005年，黎翠珍又翻譯了撒母耳‧貝克

特的劇本《搖滾一生》（Rockaby）。據她承認，在對這部英語荒誕派戲劇

進行理解和傳譯的過程中，自己就得益於早年翻譯禪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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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公案”本來是古代法律用語，指官府的案牘，可以為法律依據，辨別是非。禪宗借

用“公案”二字來比喻可以判斷教理邪正是非的祖師的言語。

[2] 禪宗最早經日本人傳播出去。禪宗最初傳入日本是在宋代，自此開始成為中日共同的文

化傳統。歐美禪學研究開始於20世紀，可以說是由一群具有國際意識的日本思想家和

禪師移植到西方的。參見周裕鍇：《禪宗語言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

版，頁5、62。

[3] 如張中元（Chang Chung-Yuan）在美國出版的英文著作《禪宗之源》（Original Teachings 

of Ch’an Buddhism, 1969）中就採取了這種廣東話音譯的做法。
[4] 1906年，鈴木大拙在巴厘文經學卷學會的雜誌上發表了第一篇英文禪學論文“The Zen 

Sect of Buddhism”（《佛教的禪宗》），此後鈴木向西方世界發表了他有關禪學英文系列作

品，如Essays in Zen Buddhism (1934; 1949)、Manual of Zen Buddhism (1960)等等。“Zen 

Buddhism”的譯法也因此在西方學界流行開來，並被廣泛地沿用。

[5] 據週一良的〈論佛典翻譯文學〉說：“經典裏的偈語，不問原文音節如何，大抵魏晉六朝

時所譯以五言四言為多，七言極少。而隋唐以後所譯偈語，什九是九言，五言極少，四

言簡直看不到了。”參見《申報文史副刊》第3-5期（1947-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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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哲傑

Abstract
A Re-examination of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Wen and Zhi 
i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utra into Chinese (by Jiang 
Zhejie)

A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Buddhism studies,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Wen and Zhi i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utras into 
Chinese has undergone heated discussion. With roughly four kinds 
of views, this divergence reflects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 complex 
nature of the controversy. In term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the 
controversy is a combination of translation method, language, style, 
and literature, with a focus on different factors in different stages, 
from the primal stage to Dao’an, from Kumārajīva to Huiyuan. 
In terms of religion, culture or ideology, the controversy may be 
analyzed with reference to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Wen and Zhi shows a blending of different languages, i.e. 
the hybrid nature of sutra language, the hybrid nature of a Buddhist 
Chinese, and the impact on mainstream Chinese by translated 
Chinese. Second, the growth of a Buddhist language, which is not 
independent, has to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China. Third, there is a more fundamental motivation behind the 
controversy, which involves the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the elegant and the vulgar, 
and the religious and the se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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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佛經漢譯的文質之爭是傳統文論、譯論和佛教史研究中的一個

重要命題，學界歷來多有探討。關於文質之爭的性質，大致有四派

意見，即認為這一爭論是翻譯方法之爭（如羅新璋，1984: 2）、文白

語體之爭（如黃寶生，1994；孟昭連，2009a，2009b）、語言風格之

爭（如汪東萍、傅勇林2010a）或文學之爭（如蔣述卓，1990；高人

雄，2012）。這種結論上的差異與觀察角度的不同有很大關聯，一方

面如朱志瑜（1998）所言，由于古人本身對“文”、“質”兩字有不同

理解和價值判斷，或“文”或“質”都有不同內涵，因而後人再去解

讀時自然會產生不同結論；而另一方面，是由於文質之爭客觀上存在

一定的複雜性，包含了不同層面的問題，而難以做簡單的定性。我們

認為，從譯經之始到慧遠時代，既有譯法、語體、風格和文學等問題

並生的階段、也有基本解決某一矛盾而凸顯另一種矛盾的階段；爭議

的結果也非簡單的先尚質、再崇文、繼而又調和的單線程。進一步而

言，文質之爭既然是在漢語漢文化與佛教語言文化的競爭與融合之下

產生的，那麼它就不單純是語言和翻譯問題，而需要同時注意更深層

的文化與意識形態等因素。

文質之爭的發展仿佛一股粗繩，內部絞合著不同線索，線索間有

主次之分，而且在不同階段有不同表現，而學界對這些線索的發展動

因與相互間的邏輯關係尚缺乏研究。因此，本文擬在前賢成果的基礎

上，對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第一，側重從語言和

翻譯角度解釋文質之爭的歷史動因，縱向展示其分階段、分層面發展

的線索；第二，橫向分析隱含在各發展線索背後的豐富語言和文化內

涵；希望通過這一更為立體的分析，深化我們對文質之爭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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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質之爭的表現、本質及發展線索

2.1 早年文質問題的產生根源及其混合性質

漢譯佛經的來源或為梵語原本、或為胡語轉譯本。譯事之始，草

創艱難，難免顧此失彼。最初的文質問題，是譯者在有意無意中造出

直質的語言，正如梁啟超（1999: 3797）所言是一種“語義兩未嫻恰”

的“未熟的直譯”。其原因有主客觀兩大方面。

客觀原因從外部來看，首先是安世高與支讖等外來僧漢語水準

有限，漢人筆受多為普通文人，語言水準也難有保障。其次，不少僧

人來自西域而非印度，梵文未必精通、所帶來的經書也多為西域胡語

的轉譯本而非梵文原經，這都會影響翻譯的品質。從內部來看，是翻

譯形式的落後。早期翻譯多由外僧口授，漢人執筆落實為書面語並進

行潤色。主譯者口述時未必說得清或說得好，筆受不懂原文而只能根

據自己的理解寫下來。從原文到譯者口述打了一個折扣，從筆受聽到

的大意到落實為書面語，又打一個折扣，正所謂“初則梵客華僧，聽

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

覿面難通。”（贊寧，1987: 52-53）其實質是從梵/胡文的書面語翻譯

成漢語口語後，再由筆受從口語轉化為書面語的操作，即摻雜口譯

的筆譯。由此，理解上既受制於外來僧對經文的記憶以及轉譯的影

響，可能會對原文有自由發揮和摘錄，也會受制于佛學水準而有理解

不到位之處。表達上，佛教漢語才剛剛起步，還存在很多表達不出

來、後世能意譯而當時音譯的、表達不嚴謹或易生歧義的情況（梁啟

超，1999: 3802-3803），乃至方言式表達（許理和，2005: 36）。面對這

樣的譯本，後世給予“……貴本不飾，天竺古文，文通尚質，倉卒尋

之，時有不達”等評價（僧祐，1995: 254）。因為當時的讀者和譯者其

實同樣都不知“翻譯”為何物，也不了解佛經的特徵，只是覺得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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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居然如此生硬而不堪卒讀，自然以之為“質”。

主觀原因主要是思想觀念的問題。翻譯策略的選擇不是沒有爭議

的，支讖的再傳弟子支謙在《法句經序》中就記載了最初的討論。當

時的質派反對修飾譯文語言，主要是因為他們知道梵漢差異和翻譯的

困難，認為文飾會進一步擴大與原本的差異；而出於宗教意識和對佛

典的崇拜，這種差異是不可容忍的，因而主張以原本為重，即“美言

不信，信言不美”（僧祐，1995: 273），“……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

為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慧皎，1992: 9）。然而這樣的翻譯往往不顧

梵（胡）漢兩種語言在用詞（如術語）、句法差異（如語序）和文體風格

（鋪陳繁瑣不作刪減）等方面的差異，一味追求“原貌”。在宗教典籍

的翻譯中要求“忠實”本是無可厚非的，但既然佛經要轉為漢語，就

得符合漢語的習慣，否則熟諳詩文的文人讀起來自然覺得生硬直質。

因此，所謂“質”即“不文”或“非文”，是不符合漢語規範的種種表

現。時人以“質”來評價當時的佛經，更多是從語言表達著眼，而未

考慮佛經作為“譯本”的特殊性。

需要注意的是，質派的做法除了文風問題（汪東萍、傅勇

林，2010b: 73），客觀上也存在形式與內容的矛盾。因為譯者雖然主

觀上想忠於原本，卻水準有限、心有餘而力不足，往往能翻成什麼樣

就是什麼樣了。如竺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

胡語，或以義出音，近於質直”，翻不出來就直接音譯了事；或“譯

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脫失，多不出者”（僧祐，1995: 273），有些

不理解的幹脆就不翻了。這樣的翻譯“質”是“質”了，卻難以稱得上 

“信”。因而質派雖主觀求“信”，實際操作中卻還是進行了主動、無

奈或是不自覺的“改寫”，以致後人在讀經苦思不得其解時恨不能找來

譯者當面提問（同上，頁289）。問題的癥結就在於今人都很明白，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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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的前提是要根據原本如實傳譯，在尊重原本的基礎上才能進而討論

翻譯策略與譯文風格的問題，但就當時的歷史環境與對翻譯的認識水

準而言，卻連最基本的形式與內容的關係都無法處理好，所做的工作

只能說是一種嘗試性的翻譯。此時的文質問題就本質而言，也就談不

上是什麼譯法或文風的問題了。

與質派相比，文派更講究譯本的操縱。如支謙“以季世尚文，

時好簡略，故其出經，頗從文麗”（同上，頁270），其譯本“曲得聖

義，辭旨文雅”（同上，頁517）；“于諸本中辭最省便，又少胡音”

而“遍行於世”（同上，頁270）。無論是“簡略”和“省便”還是“少胡

音”與“文麗”，都是以譯文為中心，向漢語漢文化的規範（norm）靠

近。其缺點正如道安所言“斲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

終矣”（同上，頁290），屬於不成熟的意譯。這種做法雖然提高了文本

的可讀性，但刪削節錄過多，也不能讓道安這樣的研究型讀者滿意。

更重要的是，支謙時期的佛學與雙語水準還遠遠無法與後世鳩摩羅什

輩相比。內容上，對原經的解讀還不夠透徹，甚至用玄學觀念來理解

佛學，走上格義的歧路；語言上“理滯於文”（同上，頁310），多有表

達含糊和意義不明的地方（任繼愈，1981: 396）。因而文派的譯本其實

和質派一樣，在理解和表達上都有很多不足。

小結上文，質派和文派在表達上的取向雖然不同，但這一差異

與譯者的理解、表達和語言轉換水準並無直接關聯，兩派的實際譯

作水準其實都不高。他們的“翻譯”既然在原本的品質和譯者能力上

存在致命缺陷，譯法上也存在形式與內容等各種矛盾，那麼嚴格來

說更多是一種“變譯”。就理論認識而言，時人也缺乏對翻譯本質的 

“科學”理解以及切實的研究積累（蔣哲傑，2014: 109），討論中所

用“文”“質”字樣混雜了譯法、文體和語體等多層面的問題，彼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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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論恐怕也不宜稱為“翻譯”的理論。

2.2 道安提出“翻譯”問題卻無力解決問題

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一半。早期有關翻譯的言論尚未弄明白 

“翻譯”究竟為何物，討論中自然點不到關鍵，無從解決譯法的爭

論。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到四世紀時，首先是隨著佛教傳播的深入、

水準的提高以及當政者的介入，人們對譯本有了更高的要求與期待，

翻譯的“問題意識”開始凸顯。其次，多年的翻譯實踐積累了一定的

經驗和問題。道安等對佛經譯本的歷史與現狀作了歸納整理，編撰經

本目錄，為後來譯者與翻譯研究提供了切實的研究基礎。支敏度還指

出譯本在語序上“辭句出入，先後不同”、內容上“有無離合，多少各

異”和文體上“方言訓古，字乖趣同”（僧祐，1995: 310）等問題，與

道安“五失本”指出的三方面問題異曲同工，表明大家都看到了同樣

的問題，這也就預示著是時候對存世譯本的種種弊病進行清算了。第

三，譯場建立與大規模集體翻譯時代的到來加劇了不同翻譯觀的交

流與碰撞，也迫使人們儘快解決問題，而不再是早期那樣各自埋頭單

幹，任憑自己的想法去譯經。

在此背景下，常年從事佛經研究和作為僧團領袖的道安走到了

歷史前臺。他雖然不懂原文，但通過長期的佛經研讀、尤其是同本異

譯的比較研究，得出了很多體會。道安認識到宗教是宗教，翻譯是翻

譯；宗教翻譯當然必須尊重原本，不能像文派那樣刪削無度，但作為

翻譯也不能如質派般一味硬譯和死譯。內容上理應案本、語言形式卻

難以不失本，因此關鍵在於找出“失本”的因素並明確“失本”的界限

和容忍度，處理好“失”與“不失”的平衡。幾經探索和討論，道安

給出了以“五失本”為限的解決方案。在這五條原則中，他對語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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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簡問題的態度較為堅定，認為是不得不“失”之“本”，但對文質問

題卻持謹慎態度，甚至自己都不敢肯定，並在日後改變立場轉而反對 

“失本”（詳見蔣哲傑，2011）。在這“不敢肯定”與“轉變”背後作梗

的，就是一直以來對佛經原典文質性質的誤解。

當時的主流意見認為：“爾雅有釋古、釋言者，明古今不同也。

昔來出經者，多嫌胡言方質，而改適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

傳胡為秦，以不閑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文質是時，幸勿

易之，經之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僧

祐，1995: 382）這個說法有一個誤區，即把原文和漢文的語際差異

當作漢語歷時變化的語內差異，將閱讀佛經的直質感比擬為漢人讀古

文，其根源在於人們普遍認為佛經本來就是質樸的。既然佛經是質

的，那翻譯也應該保持這種質（儘管人們實際上不清楚這個“質”是

怎麼來的）。在這個邏輯面前，任何試圖改變佛經“原貌”的“失本”

行為都是無法得到認可的，因而道安再怎麼研討“失本”問題也無濟

於事，這就是他提出“五失本”後無法全面推行的癥結所在。

所謂“誤區”是指佛經中也有講究文學性的，但早期很多被視為

原著的佛經其實是由胡語譯本轉譯而來的，已經或多或少失去了原文

的形式美。把這種經過翻譯而簡化、或者經過翻譯很難再保持原文形

式美的譯本語言視為佛經語言的原貌，自然會產生“佛經語言本來就

是直質的、並且應該譯成直質”的想法。對此，文質兩派都囿於歷史

條件無法知曉，而只能在表面問題上相爭。即便像道安這樣已經憑多

年經驗看到了質派譯法的弊病，但他也誤認為佛經確實本來就是直質

的，要改變直質的語言就是“失本”，這樣到最後連他自己都沒法講得

通憑什麼可以改質為文，也就改變了對文質問題的最終看法。

道安固然有局限，但他能順應時代需要更高品質譯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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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言角度理性反思經本中存在的種種問題。鑒於早期譯者客觀上存

在的隨意編譯和變譯行為以及只顧譯出語而脫離原文的言論，道安的 

“五失本”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規範與限制的作用，促使人們對“翻

譯”有更科學的認識，開始努力做“翻譯”和研討“翻譯”，而不再是

一邊埋頭亂譯一邊卻對形式與內容這對基本矛盾都缺乏認識。也正是

有了這個基礎，文質之爭才走上正軌，可以轉向對文體和語體等問題

的探討。

2.3 鳩摩羅什澄清百年誤解並將文質之爭變為文體問題

道安的各項開拓工作使鳩摩羅什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羅什的

貢獻，首先是從實踐上基本解決了形式與內容的矛盾。早期的翻譯認

識和水準、原本的版本與品質、以及其他客觀條件都差強人意。人們

主觀上尊崇佛經、認真翻譯，實際卻往往覺得該怎麼翻就怎麼翻、能

翻成什麼樣就什麼樣。而羅什的優勢在於，一者他真正精通梵語原經

並熟悉原文（雖然他也不都是根據原本翻譯）、二者雙語水準有所保

障、三者佛學水準一流因而理解上基本到位、四者前人已對格義之風

做出反思批判、五者前人譯本整理與目錄編撰的鋪墊工作、六者道安

以來的譯場制度與人才培養等等，這些都有助於羅什根據原著內容，

認真思考如何把經本用另一種文字準確而地道地轉寫出來，實現真

正的翻譯（蔣哲傑，2012: 151-156）。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討論 

“直譯”和“意譯”的問題。相比之下，早期譯經恐怕連嚴格意義上的 

“翻譯”都算不上，自然不能將彼時的“文”、“質”等同為“意譯”

或“直譯”。學界所謂的“文質之爭”不同於“直譯意譯之爭”，還應該

加上這個層面的理解，才能有更全面的認識。

其次，羅什澄清了長期以來對佛經語言的誤解，提出了文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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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羅什在西域和天竺多年，熟悉佛經原本，因而能指出“天竺國

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

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慧皎，1992: 43） 

“天竺國僧，甚重文制”這句話恐怕支謙和道安是說不出來的，羅什

不但說出來，而且可以憑藉其經歷、學識和聲望讓人們信服，扭轉一

直以來的誤解。“佛經也重文”的新認識對“佛經是直質的，所以譯本

也得是直質的”這一邏輯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從而一舉跨過道安

當年始終繞不過去的坎。由此，問題焦點就不再是能不能“文”，而

是該怎麼“文”和多大程度的“文”了。在此基礎上，羅什才能進而以 

“嚼飯與人”（同上，頁43）為喻來說明適應主體文化的重要性，推行

自己的翻譯策略。當然，道安當年對文質問題的討論、六朝重文學的

風氣以及中國人的文章學傳統也是有助於扭轉觀念的有利條件，但並非

決定性因素，因為它們在道安或更早時就已存在。如果沒有羅什對佛經

性質的顛覆性言論，恐怕佛經譯本的語言問題是難有如此迅速改變的。

第三，羅什憑藉支讖以來最突出的個人能力和歷史積累，在譯法

實踐上取得重大突破。就個人而言，精通雙語是一個根本、卻一直缺

失的條件。即便道安這樣的理論家，也是先天不足，因而如梁啟超所

言“吾以為安之與什，易地皆然。安惟不通梵文，故兢兢於失實，什

既華梵兩曉，則遊刃有餘地也”。（梁啟超，1999: 3799）其次，羅什的

佛學水準名滿西域和天竺，是經義論辯的高手，因而在譯文的表達和

對原文的刪削上才能遊刃有餘，有絕對的自信能夠不有損教義，真正

實現意譯。相比之下，道安雖然也談刪削，卻有“失本”的顧慮，可

謂有意譯之心、無意譯之膽與能。第三，彼時的佛教已今非昔比。大

量高層次文人的加入提升了佛教的社會地位與影響，他們的語言審美

旨趣又受到六朝崇尚美文風氣的影響，自然不會滿足於還處於漢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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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佛經語言。再加上道安留下來的眾多弟子與譯場制度，都有助於

羅什大規模地踐行新的翻譯策略。

羅什譯本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意譯策略迎合了六朝時期佛教中

國化的歷史趨勢。在羅什等人的努力下，其譯本開始形成一種佛經漢

語文體，使佛教文化與漢語結合起來，從而讓佛經“開口說中國話”。

由於譯場優勢和羅什的聲望，其譯本廣為流傳，形成規模優勢和品牌

效應。所譯《法華經》、《維摩詰經》等都是學佛必備，對佛教語言文

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因而梁啟超（同上，頁3799）說“自羅什諸經

論出，然後我國之翻譯文學，完全成立”，這種“成立”自然要以文質

問題的初步解決為前提。

2.4 慧遠的總結和對佛教漢化的認識

道羅什之後，慧遠做了理論性總結。他看到：“自昔漢興，逮及

有晉，道俗名賢，並參懷聖典，其中弘通佛教者，傳譯甚眾。或文過

其意，或理勝其辭，以此考彼，殆兼先典。後來賢哲。若能參通晉

胡，善譯方言，幸復詳其大歸，以裁厥中焉。”（僧祐，1995: 380）即

之前的翻譯或過文或過質，都有弊病。如今在雙語嫺熟的基礎上，理

應採取折中策略，“於是靜尋所由，以求其本，則知聖人依方設訓，

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悅者寡。是以化行

天竺，辭樸而義微，言近而旨遠。……遠於是簡繁理穢，以詳其中，

令質文有體，義無所越。輒依經立本，繫以問論，正其位分，使類各

有屬。”（同上，頁391）有羅什之論在前，慧遠不再有“佛經皆質”

的誤會，而指出“聖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即佛經文本自身就有不

同樣式和風格，翻譯也要做出相應調整，避免“以文應質”和“以質應

文”的錯位，做到“類各有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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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遠更進而認識到佛教歸化和順應本土的必要性。他說：“童壽

以此論深廣，難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約本以為百卷。計所遺落，

殆過參倍。而文藻之士猶以為繁，咸累於博，罕既其實。譬大羹不

和，雖味非珍；神珠內映，雖寶非用。信言不美，固有自來矣。若

遂令正典隱于榮華，玄朴虧于小成。則百家競辯，九流爭川，方將幽

淪長夜，背日月而昏逝，不亦悲乎！”（同上，頁391）“信言不美固

有自來矣”反映了漢人根深蒂固的語言修辭傳統，面對已經刪繁就簡

的羅什譯本，人們居然還是“猶以為繁”。一個“猶”字，體現出本土

文化的強勢。後來的玄奘譯本比羅什更為忠實準確，流行程度卻不如

前者，其原因正如胡適（2003: 320）所言是“中國人的思想習慣吃不

下”和佛教漢語發展的不足。	說明文質之爭受制於各種複雜矛盾，並

不表現為直線發展，也非個人所能左右。譯者固然可以選擇譯法，但

譯法的成敗還得由讀者說了算。一個譯本能否生存下去，最終要交由

歷史來	判，所以作為後來者的玄奘未必就是“文質之爭的圓滿結局”

（汪東萍、傅勇林，2010a: 100）。

總結上文，文質之爭的複雜性，需要作出多角度、多層面的分

析，才能接近歷史事實。在早期缺乏理論意識和實踐能力不足時，它既

有形式與內容、翻譯方法的矛盾，也有文體和語言風格之爭。道安點出

形式與內容的矛盾，使之後的討論真正圍繞“翻譯”來進行，因而他才

是文質之爭的起點。羅什來華後澄清了對佛經語言的歷史誤會，將爭議

焦點更多轉向語體和文體，並能付諸實踐。慧遠做了理論性總結，力求

文質調和；他同時看到佛教漢化的歷史趨勢，從而強調文質問題是一種

文學之爭。這樣一條線索，體現了文質之爭因歷史發展而不斷推進的進

程。之後的真諦、彥琮、玄奘到贊寧都還有論及文質問題，但鑒於問題

的複雜性主要在慧遠之前這段歷史，我們的討論也就集中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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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質之爭的三種深層內涵

文質問題並非簡單的翻譯和語言問題，因為譯經本質上是服務于

佛教跨文化發展的語言活動。從橫向上來看，在上述文質之爭的縱向

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三方面的矛盾。

第一，文質之爭體現了語言混雜的矛盾。所謂混雜，首先是佛經

語言自身的混雜。由於早期佛教在天竺傳教時多用方言俗語，後來才

改用梵文編撰佛經，再加上佛經曾通過西域轉譯進入中原，因而經本

語言本身就是多樣的。漢人不甚明瞭，皆視為佛祖之言，就容易在翻

譯時引發爭議。其次是翻譯造成的混合。佛經的譯本語言是一種混合

式漢語，包括漢語和原典語言的混雜、以及口語俗語乃至不規範語言

成分的混雜（朱慶之，2009: 9-10）。前者主要是因為大量使用音譯詞

來翻譯術語和印度特有的文化辭彙；後者主要是因為佛教重口語輕書

面語的傳統、外來僧文言水準不高等原因，使譯者更傾向于用俗白文

字。不過鑒於文言在漢語書面語中佔據的地位，譯者又不可能完全擺

脫，因而實際的譯經語言是文言與白話的混雜。第三，譯經體語言與

其他文體的共存。佛經在短期內的大規模譯介帶來大量新術語、新表

達和新的語篇文體特徵，“暴漲”的譯經體對原本自然發展的漢語主流

形成了不小的衝擊。要使這些“新漢語”得到承認與接納，並最終有

機地融入漢語體系，是需要長時間消化的。在此過程中，難免存在各

種不適感。一言以要之，佛教文化的跨文化移植帶來各種異質成分，

在本來自成一體的漢語場域引發各種混亂，因而在語言文白、風格、

文學旨趣和翻譯方法等方面引起各種爭議，匯合成複雜的文質之爭。

第二，在上述混雜的矛盾中，還有一條佛教語言于摸索中成長

的線索。佛教要在漢地發展，就必須以漢語為承載與傳播媒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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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佛教要適應漢地文化，學會用漢語傳教；另一方面漢語也要接納佛

教，學會言說佛教。而漢語要從零開始到嫺熟地表達博大精深的佛學

思想文化，顯然需要漫長的歷史積累。從早期的格義附會、鳩摩羅什

的歸化策略、玄奘的自主創新再到宋代理學的出現，體現了中國人從

接納、消化到自主創造佛學及佛教語言的發展歷程。其中魏晉六朝的

佛學還處於探索性的初級階段，自然在語言上存在種種不成熟，而文

質問題只是其中的一種表現。因此，文質之爭的發展與解決，從根本

上說取決於佛教的漢化程度，取決於漢語佛教的發展階段，而不可能

由譯家個人所能左右。

第三，更根本上而言，上述混雜與成長的背後始終存在著不同文

化和意識形態的矛盾，這些矛盾可以從如下四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者，東西之爭。天竺和西域就是魏晉六朝的“西方”，兩大文

化圈差異巨大，語言特徵也是方枘圓鑿。質派著眼于外來文化，文派

則竭力歸化。從道安的“五失本”到玄奘的“五不翻”，既是談翻譯問

題，也是為了化解東西文化矛盾。而翻譯的合作制度也給東西之爭

提供了舞臺：從外國人主譯、中外合譯再到中國人為主，翻譯主導者

的角色變化與佛教漢化程度相對應。早期翻譯時主譯僧是主角，筆受

一方面佛學水準不高、無法辨別譯文準確與否，另一方面自身文化修

養有限，因而基本是做主譯者的記錄員。後來隨著佛學的普及發展，

筆受的語言和佛學水準提高，而能與主譯僧平等合作。到羅什譯經， 

“時有生、融、影、叡、嚴、觀、恒、肇，皆領悟言前，詞潤珠玉，執

筆承旨，任在伊人”（慧皎，1992: 117），這種人才的歷史積累是前代所

無法擁有的。像《肇論》作者僧肇這樣已經能用漢語直接撰寫佛學著述

的“大才”，用來做翻譯助手自然不會有太多困難。到後來玄奘等中國

人成為翻譯主角，則漢梵文化交流已呈現“東風壓倒西風”的態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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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古今之爭，即傳統與當下的矛盾。從思想角度來看，漢末

以來儒家式微、玄學崛起，佛教介入後又迅速壓倒玄學成為思想界新

寵。思想界的新舊交織和多元化對道安、慧遠等文人型僧侶來說很容易

造成身份認同的困惑，因而翻譯中諸如術語的表述、特定內容的取捨等

都存在傾向於外來新思想還是本土傳統的矛盾。從語言層面來分析，上

文所引的“文質是時，幸勿易之，經之巧質，有自來矣”和道安的“三

不易”，都意識到佛經語言是佛祖以來歷代傳法者的語言，必然與譯經

時的語言有所不同。質派重“古”，文派則希望順應於追求語言形式美的

的時代環境，以譯經傳教的傳播目的為准，從而形成古今之爭。

三者，雅俗之爭。佛教要獲得長足發展，就不僅要吸引下層民

眾、做引車賣漿者的宗教，也要贏得上層人士的支持、做士大夫的宗

教。因而譯經體到底是採用俗白的口語還是雅致的文言，關係重大。

六朝佛教已經發展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地步，流行於帝王和文

人之間，對這些追求美文的文人墨客來說，佛經語言的異質性就顯得

尤為刺眼，相關爭論自不可免。從結果來看，佛經語言很好地混合了

兩種語體，吸引到各階層的信徒，但其過程則充滿曲折。比如玄奘譯

經時努力吸收梵文之長，努力構建一套能表達精妙佛法與繁複風格的

新語言體系，最終卻因為曲高和寡而不敵簡潔明快、“更接地氣”的羅

什譯本，即是雅俗之爭的一個體現。

四者，人神之爭。正如道安“三不易”中提到的俗人與聖神的巨

大差異，宗教翻譯存在著“宗教”與“翻譯”的張力。經本的讀解、

翻譯和傳播接受自有其規律，翻譯中能否擺脫宗教情感的束縛、理性

地思考客觀存在的語言和文化問題，對經本語言進行應有的操作乃至

操縱，這對宗教徒而言並非易事。反過來，作為贊助人的君王和居

士，往往也會出於各種原因干預譯事。因此，譯者除了精于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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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處理好政治與道德等問題。從提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慧

皎，1992: 146）的道安到善於向環境妥協的鳩摩羅什，都很好地平衡

了這層關係，才能在譯事和譯論上有所建樹。

總之，在佛教文化移植進入漢語文化圈的過程中，各類文化衝

突與排異必然反映到語言上並形成張力與矛盾。鑒於原典的重要地位

和翻譯作為語言轉換與再造的特殊性，佛經翻譯自然成為各類矛盾集

中較量的舞臺。翻譯和語言爭論的背後，是不同宗教、文化、思想和

階層背景的個人及群體在為自己的“道統”來爭“文統”。通過包括文

質問題在內的各類爭論，各方逐步對“怎樣使用語言”以及“使用怎樣

的語言”等基本問題達成共識，初步確立佛教漢語的風格與品質，為

漢語佛教的發展奠定基石。可以說，以文質之爭為代表的語言問題既

是佛教漢化進程中的一項主要任務，也是衡量漢化程度的一個重要標

誌。因此，或文或質，皆非譯者的純主觀行為，而是他們在特定環境

中在各種必然與偶然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做出的最優選擇。

四、餘論

綜上所述，文質之爭表面上可分析為翻譯方法、語言風格、語

體或是文學的論爭，並在不同階段凸顯其中的某些矛盾；實質上它受

制於佛經自身語言的混雜性，是佛教漢語的成長過程所必經的陣痛，

更體現了各種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之爭的過程與結果。人們對文質問

題的認知從感性認識、語言的理性思考、譯法之爭、語體文體之爭

再到文學和文化之爭，體現了翻譯認知水準的不斷提升（這一線索甚

至暗合語文學、語言學再到文化轉向的翻譯理論發展史）。因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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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質之爭的研究不宜僅限於單一視角的考察。個案材料的解讀或是對 

“文”、“質”作概念分析固然都很有必要，但須知古人在翻譯和評論翻譯

時未必有明晰的概念與認識，因而後人也因從大背景到小環境進行應然

的分析，才能更接近歷史的實然。

注　釋

[1] 本文寫作過程中曾得到華東師範大學傅惠生教授的指點，謹在此致謝！

參考文獻

高人雄（2012），〈初譯與再譯的文學切磋——佛經傳譯中的胡漢文化合流二論〉， 

《西域研究》2：112-120。

胡適（2003），〈中國中古思想小史〉，《胡適全集(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黃寶生（1994），〈佛經翻譯文質論〉，《文學遺產》6: 4-11。

[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1992），《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

蔣述卓（1990），《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蔣哲傑（2011），〈道安“五失本”本義考〉，《宗教學研究》4: 256-260。

———（2012），《魏晉六朝與晚期羅馬的文化語言活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2014），〈從道安與奧利金的文獻研究看中西翻譯理論的萌芽〉，《西安外國語大

學學報》3：109-112。

梁啟超（1999），〈翻譯文學與佛典〉，《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羅新璋（1984），《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孟昭連（2009a），〈文白之辨——譯經史上文質之爭的實質〉，《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3: 130-140。

———（2009b），〈漢譯佛經語體的形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 155-

161。

任繼愈（1981），《中國佛教史（第一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梁]釋僧祐撰、蘇晉仁、蕭煉子校注（1995），《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



76

《翻譯季刊》第七十六期

汪東萍、傅勇林（2010a），〈回歸歷史：解讀佛經翻譯的文質之爭〉，《外語教學》2: 97-100。

———（2010b）〈從頭說起：佛經翻譯“文質”概念的出處、演變和厘定〉，《外語與外語教

學》4: 69-73。

[荷]許理和著、李四龍、裴勇等譯（2005），《佛教征服中國：佛教在中國中古早期的傳播與適

應》，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宋]贊寧著、范祥雍點校（1987），《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

朱慶之（2009），《佛教漢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朱志瑜（1998），〈論中國佛經翻譯理論：文質說〉，《翻譯季刊》8&9: 95-118。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基於綜合語言活動的翻譯研究——

以三至五世紀佛教和基督教的跨文化發展為例”（13YJC740036）和上海海事大學科

研基金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蔣哲傑，男，浙江上虞人，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文学博士，研究

方向為翻譯史。電子郵件：jeromejzj@163.com



77

菩提之苦：禪宗佛教的語言哲學與 
《六祖壇經》中兩首偈的英譯

褚東偉

Abstract
The Bodhi of Translation: Chan Buddh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wo Gathas of The Platform Sutra i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u Dongwei)

Chan Buddhist philosophy emphasizes “detachment from phenomena” 
and the Chan Buddh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regards language as 
determined by ideas and meaning as independent of words which are forever 
imperfect but necessary. This essay explains the Chan Buddh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via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ix different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wo important verses of The Platform Sutra.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the Chan Buddh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n on the one hand explain 
the imperfection of translations and on the other specify the meaning-
centered approach as the ultimate one. To understand this is crucial for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particularly for the correction of slavish verbal 
fidelity that has been rampant in Buddhist translation practices.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又稱《六祖壇經》（以下簡稱《壇經》），是

中國佛教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代表作品之一。該書可

以說是一本禪學和佛學入門書，在闡述《金剛經》“虛空”的佛教哲學

本體論的同時也提供了“頓悟”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特別強調“於

相離相”，著眼於真理與思想的關係以及思想和語言的關係。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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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語言的關係方面，《壇經》指出，語言是思想的載體，語言和思想

是現象和本質的關係，語言是一種外表的“相”，思想的准確把握也須要 

“於相離相”，所以在語言學的意義上，《壇經》也是一部語言哲學的著作。

書中禪宗弘忍大師在傳授衣缽時對文盲慧能說：“法以心傳心，當令

自悟”（慧能，1983: 19）。相傳慧能得到弘忍大師的真傳之後為避免迫害

逃離湖北黃梅遁跡於嶺南的偏僻山村裏，有尼姑常誦《大涅槃經》，慧能

聽後即知妙義，遂為解說。尼姑執卷問字慧能卻回答說“字即不識，義即

請問。”尼姑說：“字尚不識，焉能會義？”慧能說：“諸佛妙理，非關文

字。”[1] 這便是禪宗佛教的語言觀。然而有趣的是，雖然不立文字，卻又

有《壇經》一書，而且這本“自相矛盾”的書還不斷地被翻譯，這中間自

然體現了這本書的魅力。在眾多的佛學典籍中，《壇經》是相對比較淺易

的，但是就筆者閱讀過的幾個英譯本來看，不盡人意的地方還很多。因為

《壇經》本身對語言問題有著重要的論述，我們不妨以這些論述為基礎觀

察一下相關的譯品，從禪宗佛教的語言哲學的角度檢視翻譯現象，探討符

合禪宗佛教語言觀的翻譯方法，從而為禪宗乃至佛學文獻英譯工作提供一

定的借鑒。為了能夠深入地說明問題，本文的探討僅集中於出自《壇經》

的兩首膾炙人口的偈的英譯。

一、兩首偈在《壇經》英譯本中的亂象

《壇經》開篇第一章講述了禪宗代表思想家慧能在湖北黃梅 

“得法”的過程，其中有兩首偈廣為傳誦（“偈”為佛經中的唱詞，

其意思是“竭”，有竭盡真理之意，故名為偈）。這兩首偈分別為出

家人神秀和寺廟幫工、文盲慧能所作。根據《壇經》的記載，“五

祖”弘忍大師有一天召集弟子講話，要求大家每人作一首偈給他



79

菩提之苦：禪宗佛教的語言哲學與《六祖壇經》中兩首偈的英譯

看，如果誰作出了合他心意的偈便能得到傳法衣缽，神秀是弘忍弟

子們中的長者，是眾人公認的接班人，其他的僧眾都不敢擅自作偈

覬覦大位，而神秀一方面要表現自己的修行境界，另一方面又不願

意恩師認為自己有貪圖地位的俗念，於是作了偈後就趁人不注意的

時候寫到了南牆上：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弘忍看罷，說寫得不錯，要求弟子們背誦這首偈，說依照這首

偈修行可以不犯錯誤但同時指出這首偈還沒有“見性”，要求神秀再寫

一首給他，但是神秀未能寫出。當時弘忍有個編外的徒弟叫慧能，從

嶺南到湖北黃梅弘忍處學法，弘忍沒有收他做徒弟，只是讓他在寺廟

幫工，聽到別人吟誦神秀的偈，他也作了一首，他的偈得到了弘忍的

默認，弘忍把傳法袈裟也秘密地傳授給了他，於是文盲慧能成為了中

國南禪的六祖。慧能的偈是：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這個故事在嶺南地區可謂家喻戶曉，其中慧能的這首偈幾乎是婦

孺皆知，甚至出現在小學語文課本裏，可見《壇經》在民間的影響，

正是因為這種文化影響力使佛教界和學術界人士不斷嘗試對《壇經》

進行英譯。目前已經有多種英文版本，但對照閱讀這些不同的版本可

以發現翻譯質量多不盡人意，以上述兩首偈為例便可以看出。當然，

《壇經》本身存在許多版本，神秀的偈和慧能的偈在四個主要版本中

文字都有所不同，我們拋開原文字面的細微差異還是能夠看出這些版

本的翻譯存在一些問題。

華人黃茂林先生（英文名Wong Mou-Lam）於1929年譯成的《壇

經》版本大概是首個譯本。該譯本後被收錄入鈴木大拙教授編的《佛

教的聖經》一書，之後又於1952年由哈姆弗雷斯（C. Humphreys）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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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再版，1998年由美國佛教協會重印。黃先生的英譯的兩首偈是：

Our body may be compared to the Bodhi-tree; 

While our mind is a mirror bright. 

Carefully we cleanse and watch them hour by hour, 

And let no dust collect upon them. (Goddard 1932: 223) 

 

Neither is there Bodhi-tree, 

Nor case of  mirror bright. 

Since intrinsically all is void

Where	can	dust	collect?	(ibid:	 226)

作為《壇經》最早的英譯者，黃先生無疑對《壇經》的傳播是做出了貢

獻的。他所依據的是流傳較廣的《壇經》新本，字面對應的中文是契

嵩本系統的本子（契嵩本及其衍生出的德異本、曹溪原本和宗寶本，

它們之間差異不大），當時敦煌抄本還沒有發現或者還沒有大范圍傳

播，英文對應的分別是“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

使有塵埃。”和“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

埃。”英文是否地道姑且不論，黃先生用英文說了些什麼呢？我們不

妨用“回譯”的方法把這兩首英文偈“還原”成中文現代白話文：

我們的身體可以比作菩提樹，我們的心是一面明亮的鏡子。我們一個小時又

一個小時地打掃並注視著它們，別讓上面聚集了塵埃。（神秀偈）

沒有菩提樹，也沒有明鏡的盒子。因為本質上一切都是虛空，塵埃會聚集在

哪裏？（慧能偈）

顯然，拋開英文審美的層面，這樣的翻譯和我們對中文原文的認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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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差。“時時”翻譯成“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地”是一種過度直譯，很顯

然這裏的“時時”應該是“時時刻刻”的“時時”，是不間斷的意思，是

經常的意思，最好不要說“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而在第二首偈裏“明

鏡的盒子”之“盒子”恍若天外飛來之物，究其“神來之筆”原因在於對 

“明鏡臺”這個整體概念作拆字解讀造成，這是譯者過於謹慎，不敢觸

動原文字面所致。“心如明鏡”是禪學的常識，慧能及其弟子不斷地強

調心如明鏡能照萬物而用之不竭，慧能不是文化人，遣詞造句並不是百

分之百地中規中矩，那明鏡臺本來就沒有什麼深意，就是明鏡而已，所

謂的偈和打油詩差不多，既然要湊夠音節，多一個“臺”字也無妨，其

重點是鏡子，和盒子、架子或底座一點關係都沒有。然後黃氏的這種翻

譯卻以訛傳訛，很少在後來的版本中得到糾正。

旅美華人僧人恆印（音譯）也翻譯了《壇經》，依據的也是流行的 

《壇經》新本，而不是敦煌法海手抄本，其中神秀和慧能的偈分別譯為：

The body is a Bodhi tree,

The mind like a bright mirror stand.

Time and again brush it clean,

And let no dust alight. (Heng Yin 2001: 67) 

 

Originally Bodhi has no tree,

The bright mirror has no stand.

Originally there is not a single thing:

Where	can	dust	alight?		(ibid:	75)

同樣，我們用回譯的方法看看恆印的譯文說了些什麼。第一首講的

是“身體是棵菩提樹，心像一個明鏡的底座。一遍又一遍地把它擦

淨，不要讓塵埃落上去。”第二首說的是“本來菩提沒有樹，明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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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底座。本來沒有一樣東西，塵埃能落在哪裏？”恆印的譯本較

新，大概參考了前人的翻譯成果，但“心像一個明鏡的底座”和“明

鏡也沒有底座”根本都是不通的東西，既不符合上下文，又不符合佛

理，甚至不符合常識。其錯誤的性質和黃氏譯文一樣。

如果說以上兩位譯者都是中國人或華人，那我們看一下以英語為

母語的人士是如何翻譯的。托馬斯‧科列雷（Thomas Cleary）是較早翻

譯《壇經》的美國漢學家，他的英譯宗寶本《壇經》這樣翻譯兩首偈：

The body is the tree of  enlightenment,
The mind is like a clear-mirror stand.
Polish it diligently time and again,
Not letting it gather dust. (Cleary 1998: 8) 
 
Enlightenment originally has no tree,
And a clear mirror is not a stand.
Originally there is not a single thing—
Where	can	dust	be	attracted?	(ibid: 10)

前一首回譯成中文現代白話文就是：“身體是覺悟之樹，心像明鏡的

底座。要勤快地一遍又一遍地把它擦光，不讓它再集聚塵埃。”而後

一首回譯成中文現代白話文就是：“覺悟原本沒有樹，明鏡不是一個

底座。原本一樣東西都沒有，塵埃會被吸到哪裏去？”科列雷是崇尚

意譯的，他的《壇經》譯文整體上讀起來比較流暢，為了減輕讀者的

理解負擔，就連寶林寺這樣的專有名詞他不採用通行的音譯的方法，

而用the Forest of Jewels Monastery。雖然“菩提”一詞的作為佛教詞匯

早已進入英文成為英文詞匯、讀者可以接受，他還是採用了“覺悟”

（enlightenment）這個普通名詞，這是科列雷採用歸化策略的又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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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但是就這樣一位意譯的漢學家，還是寫出了“身體是覺悟之

樹，心像明鏡的底座”和“覺悟原本沒有樹，明鏡不是一個底座”這樣

不知所云的句子，究其原因，還是被原文的字面捆綁了，他也不知道

如何處理這個“臺”字。

麥克雷 （McRae）翻譯的兩首偈分別是:

The body is the bodhi tree;
The mind is like a bright mirror’s stand.
Be always diligent in rubbing it—
Do not let it attract any dust. 
(McRae 2000: 20)
 
Bodhi is fundamentally without any tree;
The bright mirror is also not a stand.
Fundamentally there is not a single thing—
Where	could	any	dust	be	attracted?	
(ibid: 22)

回譯成中文，前一首就是“身體是菩提樹，心像一面明鏡的底座。要

一直勤奮地摩擦它，不要讓它吸引塵埃。”而第二首說的是“菩提根

本上沒有樹，明鏡也不是一個底座（或架子）。本來一樣東西也沒有，

塵埃能被吸附到哪裏？”這“明鏡的底座”和“明鏡也不是一個底座”

是前面譯者都有的通病。另外也看得出，譯者試圖進行直譯，但其

實並沒有做到直譯，像“勤拂拭”翻譯成rub（“搓”或“摩擦”）並不

准確。另外，在翻譯“惹塵埃”作者試圖用attract（吸引）形象地再現 

“惹”字，do not let it attract any dust（不要讓它吸引塵埃）並沒有很

好地達到目的，因為吸引不吸引塵埃和rub沒有關係，如果它吸引灰

塵，你rub完了它還是吸引；這個attract的使用還引發了另外一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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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就是“Where could any dust be attracted?”中所包含的attract dust 

somewhere or to some place內在結構是一種很奇怪的搭配，這也算上是

寧信而不順的一種了。

雅博斯基（Philip B. Yampolsky）的英譯本和赤松（Red Pine）的英譯

本依據的是敦煌博物館的法海手寫本《壇經》，兩首偈的中文原文是：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佛姓（性）常清靜，何處有塵埃。

雅博斯基的譯文是：

The body is the Bodhi tree,
The mind is like a clear mirror.
At all times we must strive to polish it,
And must not let the dust collect.
(Yampolsky 2006: 130)
 
Bodhi originally has no tree,
The mirror also has no stand.
Buddha nature is always clean and pure;
Where	is	there	room	for	dust?	(ibid:	132)

第一首回譯成現代漢語為：“身體是菩提樹，心如一面明鏡。在所有

的時間我們必須努力摩亮它，不能讓塵埃集聚。”第二首回譯成現

代漢語為：“菩提最初沒有樹，鏡子也沒有底座。佛性總是干淨、純

潔的，哪裏有塵埃的空間？”在第一首偈中，雅博斯基沒有把“明鏡

臺”翻譯成“明鏡的臺子”，他的理解是准確的，然後在翻譯第二首偈

的時候，他還是逃不出這個“臺”字的圈套。另外，“菩提最初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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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鏡子也沒有底座。”於意思上也是不通的，其中第二個“沒有”

也不是原文固有的，原文講的是“非”。翻譯這句話的時候譯者應該

具有提煉原文的能力，要抓住原文的關鍵字和中心思想。這“無”和 

“非”重在否定，重在否定現象強調本質，意思是從本源上來

講，我們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存在，都是“相”，我們需要透

過現象看本質，色即是空。所謂的菩提樹是空，所謂的明鏡臺也

是空。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就不是什麼，這才是禪的境界。把這

兩首偈放到慧能禪學的整體中理解，問題便迎刃而解了。加上語

言的模糊性，“菩提本無樹”中“菩提”和“樹”因為偈的形式問

題被隨意分了家，但“菩提樹”這個概念還存在，中間包含的是 

“菩提樹是空”的命題。同樣“明鏡臺”也被肢解成兩部分，但“明鏡

亦非臺”包含的命題就是“明鏡臺非明鏡臺”，即“明鏡臺亦是空”。

另外一個漢學家赤松分別這樣翻譯兩首偈：

The body is a bodhi tree
the mind is like a standing mirror
always try to keep it clean
don’t let it gather dust.
 
Bodhi doesn’t have any trees
this mirror does not have a stand
our buddha nature is forever pure
where	do	you	get	this	dust?	
(Red Pine 2006, Kindle edition)

他的英文解讀是：

身體是一棵菩提樹，心如一盞站立的鏡子。要一直讓它保持清潔，不要讓它

沾上灰塵。（第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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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本來沒有樹，這個鏡子也沒有底座。我們的佛性永遠是純潔的，你從哪

裏弄來灰塵？（第二首）

“明鏡臺”即是“明鏡”是確定無疑的，心如明鏡是禪學常識，《壇經》

說：“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

很明顯，本心就是一面鏡子。宗密在《大疏鈔》裏說：“寂知之性舉體

隨緣，作種種門，方為真見。寂知如鏡之淨明，諸緣如能現影像” 

（胡適，1931: 57）。這裏講的就是本心如鏡，而本性如鏡的淨明，一切

其他的外物都是影像。赤松把第一個“臺”字翻譯成standing（站立的），

把第二個“臺”字翻譯成 stand（“底座”或“架子”）。不管怎樣說，他的翻

譯都是有問題的。

這麼看來，兩首偈的這些譯文不只是在行文上有著重大差異，

就是在意義上的分歧也很大。“身是菩提樹”一句沒有問題，各個譯本

的譯者有著高度的共識，但“心如明鏡臺”就不同了，到底是“心如明

鏡”還是“心如臺”成了一個問題。另外，“身是菩提樹”一句雖然沒有

問題，但當聰明的慧能把它變成“菩提本無樹”時各位譯家顯然手無足

措，弄不清到底是“菩提沒有樹”還是“菩提不是樹”。最後還有“明鏡

亦非臺”一句，到底是“明鏡不是鏡”還是“明鏡不是臺”也成了問題。

沒有復雜的句式，沒有艱深的詞匯，但是譯文出入就是很大。普通的讀

者看這些譯文一定有些摸不著頭腦，他們也許會企圖通過不同的譯法

對比來理清思路，但未必能夠達到目的。翻譯的問題無外乎兩個，首先

是理解清楚的問題，其次是表達清楚的問題。譯文不知所云或不能夠曉

暢，要麼理解出了問題，要麼表達出了問題，要麼兼而有之，即使最嚴

格的佛經翻譯團隊層層把關仍然會出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禪宗

的語言哲學可以做出深層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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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譯亂象在禪宗語言哲學上的解釋

上述“心如明鏡臺”之類，如果不是需要翻譯成英文，普通的中

文讀者不會感覺到有什麼理解的困難，因為這兩首偈的關鍵詞很清

楚，要表達的整體意思也很清楚，讀者不需要細細推敲便能夠得其精

神。原文的某些表達上的不清晰不構成讀者理解上的障礙。在翻譯的

時候，因為譯者首先面對的是字詞，某些不清晰或有歧義的字詞就難

免會把不同的譯者引向不同的方向。這種情況，用禪宗的語言哲學來

解釋的話就是必然會出現的情況。

在佛教哲學之中，語言問題是作為其宗教教育理論的一部分提

出來的。因為只要有文字就有歧義，意義是在不完整的語言中表述

出來的，意義是體，語言是用。《壇經》中關於語言的學說並不是孤

立地提出來的，其“不立文字”的表述法在佛教的思想史上有著清晰

的源流，其思想內核和《楞伽經》的表述是一致的。《楞伽經》認為 

“言說自性”、“言說生滅而義不生滅”（荊三隆，1998: 238），即語言

產生於思想，語言是反映思想的，有著生滅的形式，而思想不像語言

一樣生滅，思想可以脫離語言而存在。所以諸佛“不說一字、不答一

字”，即只專注於思想而不是字面（同上）。這是佛教對語言和思想的關

係問題的認識，慧能的“不立文字”正是基於這樣的語言哲學基礎上

的。而另一方面，思想要傳播又必須經過語言，“若不說一切法，教法

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為誰？”（同

上）即“法”需要傳播，一定需要解說，一定要經過文字，“法”不傳播

就是沒有教法，教法不成立也就沒有諸佛、菩薩、緣覺、聲聞這樣的

修行者了，如果都沒有了，誰還說法、又為誰說法呢？《楞伽經》還對

過分依賴於文字的人進行了批評，把他們比為“愚夫”：“如為愚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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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指物愚夫觀指，不得實義”（荊三隆，1998: 241）。佛教思想的傳播方

面，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隨宜方便，廣說經法”（荊三隆，1998: 239），

也就是不要受語言形式的限制，可以為了表達思想的需要因地制宜地

使用語言。所謂“不立文字”是表示一種境界，是一種表述方式，指不

以文字為中心，並不是完全不需要文字，《壇經》的存在是必要的，翻

譯成其他文字也是必要的。再進一步地說，禪宗佛教這種強調“義”

的語言哲學和佛教根本的世界觀又是一脈相承的。拋開宗教的層面，

佛教中的“佛”是個哲學的概念，意思是覺者、智者、覺悟者，而要實

現覺悟就是要擺脫外表現象，所以《金剛經》中說“離一切諸相，則名

諸佛”（鳩摩羅什，2001: 36），這是佛教的根本的世界觀，同時也包含

了它的根本的方法論。要達到真理就必須走出現象。這樣的世界觀體

現在語言觀上就是：要理解意義就必須能夠走出語言符號，也就是說 

“義”是本質，“言”是表象。日本學者鈴木大拙（1870-1966）也注意

到了佛教的語言論述，並在其英文專著《楞伽經研究》中指出了三點：

語言不足以表達真理、意義應該脫離字詞、字詞如同指月亮的手指是

必要的（Suzuki 1998: 105-109）。

了解禪宗佛教的語言哲學之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兩首偈的英譯亂

象可能就會更加理性，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了真理和其表述語言的關係

以及思想和言詞的關係，即使在單語情況下，言詞或語句都未必能夠

准確表達一定的意思。比如，所謂的《壇經》原文在傳播的過程中就

不斷地被修改，本身就有不同的版本[3]，郭朋先生的《〈壇經〉對勘》

（郭朋，1981）清晰地比較了四個主要版本的異同。在不同的版本

中，這兩首偈就有所不同，而上文提到的六個譯本中四個是採用較新

的契嵩系統的本子，雅博斯基和赤松採用的則是敦煌本（法海本）。這

兩首偈在四個主要版本中的異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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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海本：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郭朋，	1981:	10）

惠昕本：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染塵埃。

	 	 （同上: 11）

契高本、宗寶本：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同上:	11；	12）	

法海本：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佛姓（性）常清靜，何處有塵埃。

	 	 （同上:	16）

惠昕本：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

	 	 （同上:	17）

契高本、宗寶本：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同上:	18）

同一語種表達“原意”尚有諸多版本，跨語種傳達意思的工作就更

不用說了。翻譯工作之難是先天的，人的努力總是有限的，最好

的翻譯家也無法避免錯誤的解讀和表達。一個人得了“法”（即真

理），他可以用各種方式來自由地表達它，每種表達方式就是一種 

“相”（現象、形式、符號、記號）。而翻譯的人是要把一種相變成

另外一種相，這中間的難度可想而知。所以，看到神秀和慧能的偈

翻譯成英文時的亂象，我們可以根據禪宗佛教語言哲學說這種亂

象是世界的常態，是語言的本質使然。不同的譯者，其語言能力

不同，其知識背景不同，其感悟能力不同，理解和表達自然也就不

同。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也不能對各種譯本盲目地進行批判、過

度挑剔了。一方面，我們知道上文所列舉的幾種譯法在傳達意義和

風格上都有所欠缺，而另一方面，他們又都分別傳達了很大一部分

原偈所包含的意義。只要譯文起到了基本的作用就應該得到一定的

肯定。《壇經》第一個英譯本譯者黃茂林在《譯者序》中坦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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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功底和語言能力都不夠，但是也指出雖然有這樣那樣的錯誤，

譯本對於那些不能讀中文原文但是前生修行得好只需要讀一兩段或

一兩句就能喚醒他們的記憶的人還是有用的[4]。期待譯文的每個字

句都准確是不現實的。

但是不盲目批判譯文不等於翻譯的語言可以不講究，對於譯者

來說還是要認真對待他所翻譯的每一句話。因為意義要通過合適的語

言表達，譯者還是要竭盡全力地通過文字的相對准確揭示文字背後的

意義。黃茂林先生譯完《壇經》之後，在《譯者序》的末尾稱自己為 

“學生翻譯”，因為他認為自己的佛學和語言能力還比較有限，但是誰

又能夠了解一切文字中的義，誰的語言能力又是無限的呢？做翻譯只

有相對做得好的，沒有絕對做得好的，認真對待的態度是最重要的。

比較低層次的翻譯就是從文字到文字，用佛教的術語講就是從相到

相。高層次的翻譯要透過文字看到背後的意義，也就是通過相看到其

實質，然後在實質的指導下再造一個相。需要注意的是，意義本身一

旦可以確定也是一種相，是表達所謂終極真理過程中的一環。

總的來說，禪宗佛教的語言哲學所自然而然衍生出來的翻譯觀一定

是主張意譯的翻譯觀，主張多譯本共存的翻譯觀。“隨宜方便”既然是弘

法的原則，當然也是佛經翻譯的原則。連接原文和譯文的是“法”，是真

理和思想而不是那些細枝末節的文字。實際上，如果譯者明白原文的意

旨，又在譯文中刻意貫徹這種意旨的話，因為譯文文本的文字有一定的

總體指向，局部發生一些偏差往往不至於影響大局，錯誤多的譯文原文思

想的味道淡一些，錯誤少的譯文中原文思想的味道濃一些。從這種意義

上講，譯文在讀者的配合下具有自我愈合能力，這就是無論古今中外不

完美的譯品持續被閱讀的原因。如前文黃茂林所譯的神秀的偈就有不

少的錯誤或不恰當的地方：“身”翻譯成“我們的身體”，而且是單數



91

菩提之苦：禪宗佛教的語言哲學與《六祖壇經》中兩首偈的英譯

的身體；“時時勤拂拭”翻譯成了“一小時又一小時地清洗它們、觀察

它們”，“它們”指的是什麼邏輯上是不清楚的，是身體和心需要勤拂

拭嗎？難道是菩提樹和明鏡臺需要勤拂拭？明鏡是顯然需要拂拭的，

但拂拭菩提樹卻不太容易想像。然而這一切的不順暢並沒有影響黃氏

的這部翻譯作品被廣泛閱讀，而且被一版再版。再如“菩提本無樹”

一句，黃茂林譯成“本來沒有菩提樹”，托馬斯‧科列雷譯成“覺悟本

來沒有樹”，雅博斯基譯成“菩提本來沒有樹”，恆印譯為“本來菩提沒

有樹”。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本來如果不翻譯，中國的讀者幾乎

沒有人會認為這首偈有理解方面的問題，看到或者聽到這些中文的文

字不用仔細推敲幾乎人人都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在中文的解經書

裏，我們看不到有人對這兩首偈進行解釋。然後要翻譯的時候我們就

必須面對文字，一個一個字地進行解析。這時人們發現“菩提”原來

是可以發生歧義的，作為一個佛教的概念它是指斷絕世間煩惱而成就

涅槃之智慧，慧能的解釋是：“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

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馮國超，2005: 59）而在這兩首偈裏，第二個“菩提”也很可能就

是前一首偈提到的菩提樹的簡稱。六種譯文中，黃茂林譯本外其他

幾個譯本都是外國人或華人與外國翻譯團隊合作所成，這些譯者一

致認為“菩提本來沒有樹”為正確的譯法，但這種譯法在英語裏聽起

來很不自然的，特別是再加上後面的“明鏡也沒有臺子”，不免讓人

感覺到費解。《壇經》和《金剛經》等佛典都強調“於相而離相”，即擺

脫現象見本質。慧能說：“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

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馮國超，2005: 86） 

《金剛經》中佛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

來。”（鳩摩羅什，2001: 13）“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應該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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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思想一致的，它中間包含了樹非樹、鏡非鏡的命題。所以黃氏的

Neither is there Bodhi-tree（本來沒有菩提樹）英文雖然不好，意思卻是

對的，而另外幾個譯文意思既然不對，英文也難說是好的了，而“明

鏡亦非臺”一句所有的六個版本都是錯的。不過，話說回來，因為這

兩首偈有它們的上下文，也有禪宗佛教的整體語境，雖然很多譯本處

理得不是很好，它們的意義在語境中被讀者自動重建，所以蹩腳的譯

文對於《壇經》的理解並沒有什麼大的根本性的傷害，只是製造了一

些閱讀障礙、在審美體驗上有所欠缺而已。

覺悟的問題是個語言的問題，也是個翻譯問題。“苦難

是菩提”，在支離破碎的語言中尋找意義和建構意義就是苦

難。“於相而離相”的禪宗哲學境界未免不是翻譯的最高境界。 

我們可以說，根據禪宗的語言哲學思考下去，翻譯一定是以傳達

意義為中心而不拘泥於臨時的語言形式的活動。誠然，我們不難

發現在古代的東方所產生的禪宗佛教的語言哲學和現當代的語言

哲學和翻譯理論之間的重合或相通之處。比如，語言學家索緒爾

認為，語言符號（ linguistic sign）連接兩個東西：概念（concept）

和聲音形象（ s o u n d i m a g e），概念又被稱為所指（ s i g n i f i e d）， 

聲音形象又被稱為能指（ s igni f ier）（Adams & Sear le 2006: 787- 

788）。從小的符號延伸開來到語言的層面，“語言是配有聲音的

有組織的思想”（i b id : 789）。索緒爾對思想和語言的關係的論述 

和禪宗佛教的論述如出一轍：“從心理學上講，我們的思想，如果不考

慮其語言表達，只是無形狀的不可識別的一團。哲學家和語言學家一

致認為如果沒有符號的幫助我們無法清晰地、一貫地把兩個思想區分開

來。沒有語言，思想就是一片模糊的沒有規律的星雲”（同上）。當然，

索緒爾的理論並非和禪宗佛教完全一致，他接下來的論述就與智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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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相傳的禪宗觀念完全相反：“沒有思想能夠事先存在，在語言出現

之前一切都是不清楚的”（同上）。但索緒爾的本意顯然並不在前半句，

他的核心是強調沒有語言思想是不清楚的，思想必須通過語言來表達。

二十世紀中國著名作家、翻譯家林語堂先生在1935年寫的《論翻譯》一

文裏指出，翻譯不能逐字對譯，要採用逐句翻譯的方法，先提煉出每一

句的總意義，然後根據該總意義用譯入語的語法和行文心理進行重新寫

作。幾十年後，美國的翻譯理論家奈達在不徹底否定形式對等的基礎上

提出了動態對等的翻譯原則，就是不死板地保留原文信息而可以採用靈

活的形式讓讀者能夠接受原文信息（奈達，2002：39-52）。這些後來的

理論往往是更專門化的論述，從深層講，在對事物本質的認識方面其實

是如出一轍。後世的理論多如牛毛，但這幾個例子已經可以充分說明在

宗教教育過程中形成的禪宗語言哲學對於語言問題的洞悉，足以指導佛

典的翻譯工作，甚至對所有的翻譯工作都有指導意義。

三、兩首偈比較合理的譯法

任何文本的翻譯都不可能只有一種譯文，前面討論的譯文都是

有可取之處的。基於前文的分析，筆者不揣淺陋，把“明鏡臺”的問

題和其他一些明顯的錯誤更正，在細節上盡量保留上述六個譯本的譯

法，從而得到六種譯文和六種解讀方式：

1
The body may be compared to the Bodhi-tree; 
Our mind is a mirror bright. 
Let us attend to them with due care, from moment to moment
And let no dust col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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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ither is there the Bodhi-tree, 
Nor is there a mirror bright. 
Since intrinsically all is void
Where	can	dust	collect?

2
The body being a Bodhi tree,
The mind is a bright mirror.
Time and again wipe it clean,
And let no dust alight. 
 
Originally the bodhi tree does not exist,
Nor does the mirror bright.
Originally there is not a single thing:
Where	can	dust	alight?	

3
The body being the tree of  enlightenment,
The mind is like a clear mirror.
Polish it diligently time and again,
And do not let it gather dust.
 
The tree of  enlightenment originally does not exist,
Nor does any clear mirror.
Originally there is not a single thing —
To	what	can	dust	be	attracted?	
 
4
The body being the Bodhi Tree,
Like the Bright Mirror the mind stands.
Be always diligent in attending to it —
Do not let it attract any d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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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hi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ny tree;
The Bright Mirror is nothing physical.
Fundamentally there is not a single thing —
To	what	can	any	dust	be	attracted?
 
5
The body being a Bodhi tree,
The mind is like a clear mirror.
At all times we must strive to polish it,
And must not let dust collect.
 
Originally, there is no Bodhi Tree;
The Clear Mirror is nothing physical.
Buddha nature is always clean and pure —
Where	is	there	room	for	dust?	
 
6
while the body is like a bodhi tree
the mind is like a bright mirror
always try to keep it clean
don’t let it gather dust
 
In essence there are no bodhi trees
mirrors do not exist
our buddha nature is forever pure
how	can	it	get	any	dust?

最後，筆者綜合各個版本的優點加上本人的解讀，在盡量保存原

文的完整的意義的基礎上努力用通順的英文翻譯契嵩本中的這兩首

偈，在字面上盡量做到不加不減，通過結構調整的方式保留原文的

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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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dy being a bodhi tree,
The mind is a mirror bright.
Never stop dusting and wiping.
Lest any dirt alight.
 
By origin there is no bodhi tree,
And there is no mirror bright.
In essence there is not a single thing,
Where	does	dirt	alight?

六種譯文中恆印的翻譯是唯一帶韻的，bright和 alight的韻押得很好，

可以保留。“時時勤拂拭”的“拂”是撣灰、“拭”是擦乾淨，“拂拭”

對象是我們的“心”，那是一面鏡子或明鏡一臺。拂拭我們的心是一

個比喻，但原文並沒有明說，那譯文就留一點想像的空間吧。在前

面六個譯文的修改版中，筆者保留了 it或 them，這是根據重新調整

的句式在有明確所指的情況下使用it或them的。而且，拂拭本來包含 

“拂”和“拭”，單翻成dust（撣灰）、polish（拋光）、wipe（擦）或 rub 

（摩擦）等都少了點什麼，不如一起翻譯成dust and wipe，用不及物動

詞的動名詞形式也可以不管拂拭的對象了，也不用額外添加沒有中文

依據的 it和 them了。“Never stop dusting and wiping”一句已經使用了

dust一詞，後面的“塵埃”一詞再使用dust略顯重復，不如使用dirt還

更准確一點，因為dirt意思是any foul or filthy substance, as mud, grime, 

dust, or excrement，既包括可以撣的灰塵也包括其他可以擦的髒東西，

前面加上 any湊一個輕讀的音節。因為慧能偈的原意是強調什麼都沒

有，一切都是虛空，翻譯的重點強調no bodhi tree和no mirror bright，

不用講單數和復數，這裏採用否定單數的形式比較好，和後面的not a 

single thing比較照應。既然世界空無一物，塵埃自然無所附著，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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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譯才能符合慧能偈的中心思想。最後，筆者不得不承認，這種處

理方式最多也只是一家之言，一種處理方式，再換一個時間，隨著認

識的深入或理解的變化，同一個人又可以翻譯出另外一個版本出來，

無論哪個版本它都不是原作，無法替代原作的地位，和前面提到的譯

者一樣，筆者同樣在做一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情。這甚至談不上是拋

磚引玉，但這種較真的精神卻是譯者應該有的，通過較真的另一個翻

譯力圖讓更多的讀者了解原作所要表達的訊息。

四、啟示：禪宗佛教的語言哲學 

對於佛典翻譯工作的意義

《聖經》裏用一個比喻表達了一個詩性的語言觀：人類原本具有

統一的語言，由於具有統一語言的人類過於強大，他們有可能互相配

合一起建造一座巴別塔進入上帝所在的天堂。西方人把翻譯工作比作

建造巴別塔，其實按照聖經的故事引申開來，翻譯工作只是把被上帝

變亂的語言接起來，讓意思在不同的語言間得以傳遞，從而使共同建

設巴別塔、與上帝比高低的工作成為可能。而東方的佛教，特別是禪

宗佛教的語言觀提供了另外一個視角：釋迦摩尼在菩提樹下七天七夜

悟道而後開始傳播，這是說人類是具有共同的真理和智慧的，而那共

同的真理和智慧可以跨越語言的障礙被不同的人種和個人以不同的形

式所感知，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語言觀。具體表達思想的語言都是因

為臨時的需要而使用的，而思想可以是固定的，可以用不同的語言所

表達，也必須通過語言來表達。根據禪宗的語言哲學看來，翻譯的正

確策略必然是“於相而離相”或得義而忘形的意譯。

但是，在佛典翻譯實踐中，我們看到的卻是相反。就本文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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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幾個譯文來講，幾乎所有翻譯錯的地方都是因為譯者拘泥於原文

的字面而引起的。比如，黃氏把“時時”翻譯成“一小時又一小時”， 

所有幾個譯者都把“明鏡臺”翻譯成“明鏡的盒子”或“明鏡的底

座”，其中科列雷更是寧信而不順地把明鏡臺翻譯成不合語法的a clear 

mirror stand。其實對字面的忠實並不是真正的忠實，真正的忠實、

符合佛經真義的忠實是對意思的忠實。“菩提本無樹”句的本意應該是 

“菩提本來也無所謂樹”或“本來沒有什麼菩提樹”，多位譯者非要把

它強扭成“菩提本來沒有樹”（指不擁有樹），這就是對原文亦步亦趨

的結果。實際上這樣的翻譯方法大大地降低了譯文的可讀性，不利於

譯文面向大眾的傳播。這種翻譯風尚可能源自崇拜權威的偏狹的宗教

感情，認為經文神聖不可改一字，甚至經典的譯文地位一旦確立也不

可改一字。因此，蹩腳的英文譯文橫行，仿佛每個讀者都是宗教或學

術動力十足的人，都會潛心去研讀、去進一步求證。大多數的英文佛

典都存在著這方面的問題，因為翻譯得艱深難懂，普通讀者問津者寥

寥。實際上，長期以來，這種褊狹的宗教情感也影響了已翻譯成中文

的佛經的流傳和閱讀。翻譯成中文的佛教典籍大都是古文，而絕大多

數的中國人在閱讀古文方面是有障礙的，何況原來古文體的漢譯佛典

本身就比較晦澀，除了佛教信眾和專門的學者之外很少有人願意去看

這些令人頭疼的文獻。這種情況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非常不

利。目前兩岸三地有些學者、僧人嘗試把一些佛典翻譯成現代白話

文，這應該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佛典英譯中也不妨可以採用以達意

為主使用通順的現代英文的策略。

基督教的巴別塔是眾生尋找真理與智慧的象徵，而佛教的菩提

樹是真理與智慧普渡眾生的象徵，兩個象徵殊途同歸，都是眾生與真

理、智慧的最終結合。這中間的核心問題是個語言的問題，自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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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翻譯的問題。禪宗佛教所強調的離色離相，在語言上就是重意義而

輕字面，在翻譯上就是譯意為主、譯字為輔、以精神的順利傳達為要

務。這樣的翻譯思想已經在包括宗教翻譯在內的翻譯史上被證明為正

確的思想，在未來的佛典翻譯工作中應該發揮主導作用。

注　釋

[1] 參見馮國超 （2005：112, 113）。該書採用宗寶本。

[2] 引述的原文為英文。來源：Wong Mou-Lam. Translator’s Preface. Sutra Spoken by the Sixth Patriarch 

on the High Seat of  “The Treasure of  The Law”Trans. C. Humphreys and Wong Mou-Lam, Shanghai, 

November 21st, 1929.（http://www.dharmaweb.org/index.php/The_Sutra_of_Hui_Neng)，2010

年12月16日檢索。

[3] 1976年日本影印的《六祖壇經諸本集成》中匯集了各種版本《壇經》十一種。

[4] 見注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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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玲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x+271. ISBN: 
978-0-415-69629-6.

自1995年出版了具有開創性的代表作《譯者的隱身——一部翻

譯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以來，勞

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異軍突起，其翻譯思想迅速為全世

界譯學界所關注。其後，韋努蒂又先後出版了《翻譯之恥——走向差

異倫理》（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1998）和《翻譯研究讀本》（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000），

進一步豐富和充實了他關於文化轉向以來翻譯理論的思考，闡發了

其翻譯理論的核心思想。2013年，韋努蒂的新著《翻譯改變一切：理

論與實踐》（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Theory and Practice）給

翻譯研究吹來了一股後現代翻譯理論研究的清風。該書簣集了2000

年以來韋努蒂發表的關於翻譯研究的學術論文14篇，集中地反映了

其對翻譯研究所涉及的諸多方面問題的思考。藉此，國內外翻譯界

有機會了解其最新翻譯理論觀點，並對其理論體系的形成及其中發

生的變化有更全面的認識。

Book Re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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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譯研究發展的四種新態勢

20世紀後半期，翻譯研究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地進入了文化轉

向階段，作為翻譯研究中後解構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韋努蒂致力於

將權力話語、解構策略應用于翻譯研究，發表了數量可觀且振聾發聵

的論文。其中大部分已經見諸翻譯期刊或文集，少數尚未公開發表。

《翻譯改變一切：理論與實踐》所收錄的論文不僅涉及到理論探討、

個案研究，以及翻譯基本概念如等值、復譯、讀者反應等方面的重

新闡釋等，也聚焦了翻譯的社會學研究、翻譯的哲學研究等領域的問

題。不僅如此，韋努蒂還對翻譯教學、譯員培訓、翻譯政策、翻譯倫

理以及當前的翻譯研究、譯作出版的趨勢進行了分析，並且對翻譯在

學術機構以及全球經濟文化中的作用和影響，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

解；給人的總體印象是涉及面廣，主題鮮明。具體來說，這部著作探

討了翻譯研究的四種新態勢。

1.1 翻譯：想像的烏托邦與民族身份建構

在本書的開篇之作“Translation, Community, Utopia”裏，作者

強調了翻譯的首要目的是交流，而這種交流是通過在譯入文化裏的 

“銘寫”（inscription）得以實現的。譯者不僅傳遞源文本的字面意義與

敍事形式，更重要的是通過在譯入語語言和文化背景下對源文本的一

種闡釋，由此在譯入語文化和源語文化之間構建起一種共識，在譯入

語文化裏重建源文本的歷史語境。在翻譯過程中，與譯入語的歷史和

社會語境緊密相聯的價值觀和信仰得以“銘寫”，通過這種“銘寫”，

一個有著共同興趣的社群會被培育起來，而這個共同興趣就是譯語文

本。由此形成的社群裏的成員也許永遠不會見面或交流，但他們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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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這樣一種社群的存在。翻譯過程中“銘寫”的目的是傳播源語

文本，因此這一過程充滿了對通過翻譯來創建一個社群的期待，這個

社群不僅關注外國文本，並且能很好地反映本國的價值觀和信仰，在

這樣的社群中，翻譯被寄予在本國和異域讀者中建立起相互理解的厚

望。然而，這實際上是一個至今難以實現的烏托邦式社群。

接下來，在“Translating Derrida on Translation: Relevance and 

Disciplinary and Resistance”一文裏，作者通過討論其翻譯德里達關於

翻譯的一次講座，描述了翻譯研究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發生的

重要轉變，指出了語言學途徑的翻譯研究的缺陷，提出了陌生化翻譯

以及“妄用忠實”（abusive fidelity）的概念，借由這些話語策略，作者

認為譯者的身份和翻譯行為才得以顯現，並因此引領學者和翻譯教師

更願意接受創造性翻譯，從而改變翻譯研究和譯員培訓的方法，使他

們勇於對長期以來翻譯界一直強調的流暢和等值等價值觀提出質疑。

不僅如此，作者還對當代譯者群體中的一些流行趨勢發出了質疑，

這一點在“Translating Jacopone da Todi: Archaic Poetries and Modern 

Audiences”一文裏有所描述。韋努蒂質疑在文學翻譯中跨文化理解的

可能性，尤其是當源語文本創作於歷史上遙遠的時期時。他認為翻譯

實際上是對源文本去語境化，然後在譯入語中重建當代語境，選擇符

合這個時期的語篇和音韻特徵的語言來傳達源文本的意思。作者評論

了其他譯者和自己翻譯義大利詩人雅各伯的譯文，並以龐德譯詩的方

法為例證，向讀者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思考如何通過在譯語裏模仿外

國古詩進行翻譯的問題。

作者對當代的一些翻譯思潮和流行趨勢進行質疑之後，進一步討

論了翻譯與民族身份建構的問題。在“Local Contingencies: Transl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一文裏，作者提出翻譯是一種“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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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觀點在他過去的論著裏有詳細的闡述，但矛盾的是任何民族都的

確從翻譯這種“暴力行為”中受益，這主要是因為翻譯是一種跨越語

言和文化障礙從而傳播人類普遍精神的活動。人類的主體性是通過語

言建構起來的，個體從他人對語言的使用中總能對自我的形象有所發

現。翻譯通過源文本以及話語策略的選擇實現民族身份的建構，源文

本被選中可能因其文化與譯入語文化相似，從而對譯入語文化中出現

的問題提供啟示；也有可能是因為源文本的形式和主題有助於在譯入

語文化裏創造某種民族話語。一部譯作很有可能是在譯者毫無意識的

情況下為譯入語文化的民族認同帶來不可忽略的影響。作者在此文裏

用幾個國家的實例論證了翻譯對民族身份建構的意義。

1.2 翻譯倫理與譯文的創造性價值

作者在本書中繼續了其長期以來對翻譯倫理，尤其是差異倫

理的關注。在“The Difference that Translation Makes: The Translator’s 

Unconscious”一文裏，韋努蒂討論了翻譯過程中導致差異的原因。翻

譯過程中必然會建立起相似性，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源語和譯語

文本之間的相似性，它主要通過語詞上的等值來實現；其次是譯文與

譯入語文化裏其他的價值觀和慣例的相似性。這兩種相似性都是基於

無法消除的差異得以建構的，包括語言之間的結構和話語差異、源語

文本與譯語文本的形式和主題之間的差異以及文化之間意識形態和價

值倫理的差異。在翻譯中，差異總是先於相似性的，並且正是這種差

異驅動人們去尋求相似性。而導致這種差異的是譯者的無意識，這種

無意識只有在翻譯過程中通過語言剩餘（remainder）、文本效果和文本

間的關聯顯現出來。這些效果和關聯很多時候是譯者無意識的行為，

導致的誤讀甚或是錯誤可能由源文本的形式或主題特徵造成，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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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譯入語環境裏的文化和社會因素引起的。

在“Retranslations: The Creation of Value”一文裏，作者指出，

翻譯同其他文化活動一樣，一般都會創造價值，既包括語言和文學價

值，也有宗教或政治價值，或者是商業和教育價值。翻譯創造價值的

獨特之處在於其創造價值的過程是以闡釋源文本的形式進行的。復譯

的價值創造具有特殊性，不僅由源文本的價值所決定，而且與之前的

譯本的價值緊密相關。復譯最主要的動機可能來自源文本的激發，但

也有可能是由於讀者對文本使用的不同需求引發的，尤其是那些已經

在譯入語文化裏取得經典地位的文本。

在探討了翻譯文本的價值之後，作者進一步提出了對讀者閱讀譯

作的要求。在“How to Read a Translation”一文中，作者集中討論了讀

者在閱讀譯作時應該持有的態度——把它當作一個獨立的文本來讀。

他提出了閱讀譯作的幾條規則：首先，閱讀不能只追尋意義，也要注

意語言，欣賞譯作形式上的特色；其次，不要期望譯作只使用當前的

標準用語，要向語言多樣性敞開；第三，不要忽略隱含意義和文化參

照；第四，不要忽略譯者撰寫的介紹性文章，讀者應該首先閱讀它，

因其闡釋了譯者翻譯的指導原則，指明了譯作的獨特之處；最後，不

要將某一譯作視作整個外國文學的代表，而應將其與從同一語言裏翻

譯來的其他作品進行比較。

1.3 作為文化資本的翻譯

本書從不同側面向讀者展示了翻譯作為一種文化資本的表現形

式。在“Translation, Simulacra, Resistance”一文裏，作者重點探討了

翻譯對後現代文化的影響。當前的地緣政治經濟對翻譯的依賴無所不

在，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從各種合同、專利、使用說明書和電腦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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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到廣告、電影、暢銷書以及兒童讀物，翻譯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

方面面。由此引起的思考是：翻譯在商品生產和消費乃至社會再生產

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是否也成為了挑戰跨國資本主義及他國

政治體制的一種文化抵抗方式？翻譯在多大程度上通過自己對當代文

化的影響來改變當代的政治經濟？

在“Translations on the Book Market”一文裏，作者的關注焦點轉

向了譯著出版。作者有著幾十年與不同出版商合作的翻譯經歷，因而

對外國文本是如何被選中進行翻譯這一問題有著敏銳的觀察力。作者

回顧了20世紀初出版界對待譯著的態度，描繪了20世紀譯著出版的潮

流乃至譯者翻譯的策略，提出了自己對翻譯出版的見解：首先，出版

商和譯者在選擇代表外國文化的文本時都需要一定的道德責任意識，

譯著出版的決策必須具有戰略性，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及時調整，使

之符合譯入語社會讀者的需求；其次，源文本的選擇永遠不可能真正

完全的具有代表性，因而必須堅持的原則是：既考慮如何使譯著引起

讀者對源語文化的興趣，又考慮譯著如何促使讀者重新思考已經在譯

入語文化裏形成經典的源語文學。作者最後也指明，這些目的不可能

由某一家出版商來實現，需要一國所有出版商合作而不僅僅是競爭，

以共同構建一個能使翻譯產品持續煥發生命力的文化語境。

除了翻譯出版，作為文化資本的一種特殊形式的翻譯教學也進

入了作者的視野。通過翻譯教學，作者探討了在翻譯教學的過程中，

教師如何讓學習者更好地認識翻譯的本質及價值。在“Teaching in 

Translation”一文裏，作者首先明確了世界文學的教學實際就是教授翻

譯文學。隨後，作者通過列舉自己在《世界文學》課程的課堂教學實

例，詳細說明了如何通過譯作分析，使學習者全面、深刻認識翻譯活

動和譯作與源文本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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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作為一種解釋學行為的翻譯

翻譯的解釋學行為特徵是本書關注的最重要內容之一。在“The 

Poet’s Version; or, An Ethics of Translation”裏，韋努蒂从詩歌翻譯入

手，對翻譯、改寫及模仿等概念進行了辨析，並指出了在詩歌翻譯

中 translation與 version之間的區別，提出詩人的翻譯實際是翻譯和改

寫的混合物，並由此提出了關於語言、文學和倫理的一系列問題。

而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拋棄傳統的翻譯工具論模式，接受

翻譯是一種闡釋行為的解釋學模式。翻譯的闡釋性體現在它是一個

去語境化並重構語境的過程。作者認為工具論模式強調的源文本存

在的“不變量”（invariant）並不存在，原文的形式、意義和效果在翻

譯過程中經由譯者的闡釋，都會發生變形。在此文中作者提出了 

“解釋項”（interpretant）的概念，並且認為解釋學模式是倫理性的，

它能全面解釋翻譯過程，解釋翻譯“銘寫”與闡釋的特徵。緊接其

後的“Translation Studies and World Literature”一文裏，作者從另一

個側面繼續探求翻譯與闡釋的關係。正如David Damrosch指出的， 

“大部分文學作品在世界範圍內是通過翻譯的形式流通和傳播的”

（Damrosch 2009: 65），讀者即使完全不懂源語文本的語言，能清楚地

認識到譯者的選擇與偏好是很重要的，“這種閱讀體驗能有助於我們發

現經由翻譯這種本質上是闡釋行為的活動，文本如何獲得新的價值乃至

新生”（ibid: 4）。韋努蒂在書中首先指出了翻譯與世界文學的關係，然

後從幾個方面探討了翻譯在世界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意義，包括翻譯與

世界文學文本、外國文學經典的翻譯、經典譯作與翻譯策略之間的關係

等，並期望學術界能認真研究翻譯在譯入語文化裏如何創造經典、如何

對源文本進行闡釋，探求了經典與闡釋的關係。

為了更清楚向讀者說明翻譯的闡釋性特徵，作者在最後兩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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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進一步用具體案例進行詳細分析。他從自己翻譯Ernest Farrés的讀

像詩（ekphrasis）Edward Hopper的經歷入手，探討了翻譯的本質是一

種甚或是一系列的闡釋，它相對獨立于源文本，這一點如同其他二次

創作一樣，比如繪畫。重要的是，翻譯可以有多種闡釋，每一種闡釋

都取決於讀者運用的解釋項。作者再次強調了在翻譯研究中以解釋學

模式取代工具論模式的必要性。唯有如此，譯者才能現身，翻譯行為

和翻譯研究才能在全球範圍內擺脫邊緣地位。

在最後一篇文章“Towards a Translation Culture”裏，作者針對英語

世界在過去一個世紀自滿於自身是全世界被翻譯得最多的語言，因而

對外國文化傳統和潮流缺乏興趣、對文學翻譯缺少熱情的現狀進行了批

判，並指出了在英語文化裏，尤其是美國，長期占主導地位的純文學主

義思想嚴重阻礙了文學翻譯的發展。作者申明他並不是要徹底拋棄純文

學主義，而是主張翻譯文本應當相對獨立于源文本，翻譯必須被視作一

種闡釋行為，任何翻譯都只是多種可能的闡釋中的一種。基於當今英語

世界的翻譯活動及翻譯評論的潮流，作者提出了建立一種翻譯文化的構

想，一種譯作不僅應當被視作與源文本不同而被閱讀、書寫、教授和研

究，而且應當被看作對譯入語文化有著重要意義的文化。只有在這樣一

種文化裏，讀者才能學會欣賞譯作，翻譯活動才能被學術機構認可，認

可其既是一種創作也是一種嚴格意義的研究的地位。

二、本書的特色

本書的特色體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理論探討與個案研究有機結合。作者在本書的各篇文章將

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具體的翻譯實例有機結合，這些實例大部分是作者



109

在百變之中求不變：翻譯研究的新趨勢

個人的翻譯經歷，也包括其他人的翻譯經驗。作者既有先敍述具體翻

譯實例，然後對翻譯過程中出現的具體問題進行理論闡發，也有先提

出翻譯理論，後輔之以具體實例論證自己的某些理論見解的演繹法。

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在翻譯過程中，理論與實踐實際上是緊密相

聯、相互作用的”（Venuti 2013: 10），這種理論探討與個案研究結合的

方式，不僅能使抽象的翻譯理論容易理解，進而容易為讀者接受，而

且能激發讀者從理論高度對自己的翻譯過程或閱讀譯作的經歷進行反

思，對翻譯的本質有更清晰和深刻的認識。

其次，運用多維研究視角。全書探討了翻譯的方方面面，既有翻

譯的基本概念，如等值、讀者接受、復譯，也有翻譯的哲學、社會學

以及歷史觀，如翻譯在全球文化經濟以及學術機構中的影響、翻譯與

民族身份認同、譯者的無意識及翻譯倫理；既討論譯者培訓及翻譯教

學等具體問題，也關注翻譯研究及譯作出版的潮流及發展趨勢；既有

對如何閱讀翻譯作品的探討，也有對建立翻譯文化學的構想。作者通

過本書向讀者幾乎呈現了他關於翻譯的思考的所有方面，為讀者全方

位描繪了與翻譯活動和翻譯研究相關的各個領域的現狀，並指出了未

來研究的走向。

再其次，涉及了多種多樣的文本風格類型。在本書中，作者描述

或用以論證自己翻譯思想的翻譯個案涵蓋的文本類型廣泛多元。在文本

類型上，既有小說、散文，也有詩歌，還有學者論翻譯的講座。所引述

的翻譯活動（包括作者本人和他人的）涉及語種也多樣，既有法語、西

班牙語、義大利語，也包括漢語。通過不同語種和文本類型的翻譯，

作者提供了豐富而真實的具體例證，以便不同文化和語言背景的讀者理

解其思想和理論，使深奧抽象的翻譯哲學和社會學理論變得簡單易懂。

最後，該著述的線索明晰。這不僅體現在全書內容的編排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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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還體現在貫穿這些文章的基本思路上。本書選取的文章，基本按作

者寫作的時間順序編排，通過閱讀本書，讀者可以清楚地了解作者的翻

譯思想自本世紀初以來的發展軌跡，洞悉其翻譯思想隨著時間的推移逐

漸發生的變化，還能根據其在不同時期關注的問題，了解到當時翻譯研

究的重點和未來趨勢。尋蹤時間以外的軸線，貫穿全書的還有一個明確

的基本思想，即作者逐漸拋棄翻譯的工具論模式，轉而提出翻譯研究的

解釋學模式，這一轉變在本書的各個部分清楚地呈現，為讀者清晰描繪

了作者翻譯思想的發展過程及作者對未來翻譯研究的趨勢的見解。

三、本書的意義

正如韋努蒂自己在本書的引言部分介紹的那樣，他寫此書有兩

個目的，一是描述自己的翻譯思想軌跡，二是干預翻譯研究與評論的

主要走向（Venuti 2013: 1）。回顧韋努蒂翻譯思想發展的整個過程，

自其論翻譯的第一部著作《譯者的隱身——一部翻譯史》（1995）開

始，到上世紀末其《翻譯之恥——走向差異倫理》（1998）出版，韋努

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逐漸形成了自己異化翻譯的思想。異化翻譯的思

想首先由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一文中提出，韋努蒂在其基礎上發展了異化

翻譯的理論，他關於“歸化”和“異化”的論述一經問世，迅即引起

全世界翻譯界的關注，在各國讀者中掀起了關於“歸化”和“異化”的

討論、關於韋努蒂思想的解讀以及關於翻譯策略的論戰。韋努蒂最初

的研究領域是文學和文化研究，其異化翻譯理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

在此領域的研究觀點。然而對其觀點的反應卻來自不同學科和領域，

並且很長一段時間來都有著對其理論的簡化和誤讀。有不少讀者將 



111

在百變之中求不變：翻譯研究的新趨勢

“歸化”和“異化”看成一對對立的概念，並且將之理解為是兩種話

語翻譯策略。事實上，韋努蒂的異化翻譯理論與當初啟發他形成這些

觀點的施萊爾馬赫和貝爾曼（Antoine Berman）的理論都有不同。其

理論“發展了施萊爾馬赫‘翻譯是展現源文本的語言和文化差異’以及

貝爾曼‘通過在翻譯中展現源文本的異質性來尊重他者的倫理’的理

論”（Venuti 2013: 2），使其能應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值得注意的

是，韋努蒂的異化翻譯並不僅僅是大多數讀者理解的話語翻譯策略，

而是一種道德態度，即各民族對待外國文化和外語文本的態度。因而

其異化翻譯理論不僅涉及話語翻譯策略問題，更重要的是外語文本選

擇的問題。翻譯的社會功能之一就是要引進差異，這不僅包括語言與

文化差異，還包括政治差異與倫理差異。保留這些差異的方法就是選

擇邊緣化的文本，並且採用異化的翻譯，只有這樣，才能消除文化自

戀和抵抗民族中心主義暴力，抵制譯入語的主流文化價值觀、詩學觀

和標準話語，從而突顯譯者的地位，將外語文本的異質性記錄下來。在

《翻譯之恥——走向差異倫理》一書裏，韋努蒂清楚闡明了研究翻譯倫

理的必要性。在他看來，當下的世界本身是不平等的，雖然“翻譯的本

質是移除差異”，但“譯者的任務是調節異質”（劉微，2013: 48）。因此，

必須通過彰顯差異以揭示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不平等性，尊重“他者”，挑

戰和瓦解譯入語語言和文化的霸權地位，同時為譯入語文化帶來創新。

通過這兩部著作，韋努蒂建立起了完整的關於異化翻譯和差異倫理的理

論體系，表現了其對一個“沒有翻譯之恥、沒有翻譯悲情的烏托邦”（蔣

童，2010: 84）的期許。這一思想在本書的第一至三部分有清楚的論述。

隨著時間的推移，韋努蒂對翻譯活動和翻譯研究潮流的觀察和

思考更加深入，加上受到其他學者思想的影響和啟示，韋努蒂不斷修

正自己的觀點，並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論體系。在提出了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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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化翻譯以彰顯源語文本和文化後，他進一步認識到翻譯與歷史和文

化的關係。異化或者歸化的策略是否能應用于人文學科的每一種文體

以及歷史時期，是存在疑問的，翻譯活動和翻譯研究的時代語境必須

納入考慮範圍。因此，他提出“重新思考尊重倫理”，質疑“翻譯展現

尊重的決定性方式是使源文本成為在譯入語文化中的倫理創新之地”

（Venuti 2013: 8）這一觀點。我們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按照翻譯的根本

目的因地制宜判別好壞的翻譯倫理”（劉亞猛，2005: 44）。在本書的第四

和五部分可以看到作者從差異倫理到“因地制宜”倫理的思想轉變。

本書傳遞給讀者的韋努蒂翻譯思想最重要的轉變是，他逐漸拋棄

工具論模式，主張恢復對歷史、文本性和媒介的尊重，並進而提出自

己的解釋學翻譯模式。在他看來，傳統的工具論模式最核心的觀點是

源文本中存在一些“不變量”，它包括源文本的形式、意義和效果，翻

譯就是將這些“不變量”再現或轉移。韋努蒂認為這是一種虛幻，“不

能提供對翻譯深刻、全面的理解”（Venuti 2013: 3）。在這種模式下，

對翻譯的理解、描述和評價都是無效的。因此，他提出了將翻譯視為

一種闡釋行為的解釋學模式，認為翻譯是“根據接受語境價值觀的等

級關係改變源文本形式、意義和效果的闡釋行為”（劉微，2013: 46)，

以此揭示翻譯的本質是變化、變形和闡釋的過程。讀者如果依照時間

順序閱讀本書，就能清楚看到作者的思想轉變軌跡：“逐漸拋棄工具

論，轉而趨向解釋學模式，拋棄‘語言剩餘’，引入‘銘寫’和‘解釋

項’概念”。在作者看來，“翻譯研究必須將文本與社會聯繫起來才能

向前發展，而這種聯繫必須基於將翻譯視作一種闡釋行為的觀念”

（Venuti 2013: 8）。在新痕舊墨之間，韋努蒂從多個角度對翻譯的闡

釋性特徵進行了論證。更重要的是，作者在闡述自己觀點的同時，還提

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問題，引發讀者進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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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總的來說，韋努蒂的新著為我們清楚描繪了其思想自本世紀以來的發

展軌跡，全面展現了作者對翻譯涉及的方方面面問題的思考，對自己上世紀

的翻譯理論進行了反思。作者為自己的書命名為“翻譯改變一切”，而這一觀

點也滲透到全書的字裏行間，在作者看來，“對翻譯的工具論模式的堅持、

對源文本裏存在不變數的強調、對譯者的解釋行為的壓制、以及對文化語境

的忽視，最終都緣於對改變的恐懼”（ibid: 10）。翻譯到底改變了什麼？作者的

回答是它“改變了源文本的形式、意義和效果，也改變了源文本生產的文化

語境，還通過注入新的、不同的內容改變了接受語文化語境、其價值觀和信

仰”（ibid: 10）。對所有讀者而言，無論他們是初次接觸韋努蒂的翻譯理論，

還是一直跟蹤他的翻譯思想、期待了解翻譯研究新走向，《翻譯改變一切：

理論與實踐》都是一部值得仔細品味認真研讀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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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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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傳真／電子郵件地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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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來稿每篇以不少於八千字（約16頁）為宜。

二、標點符號

 1.	 書名及篇名分別用雙尖號（《》）和單尖號 （〈〉），雙尖

號或單尖號內之書名或篇名同。

 2.	 “	”號用作一般引號；‘　’號用作引號內之引號。

三、子　目

 各段落之大小標題，請依各級子目標明，次序如下：

  一、／A.／1.／a.／(1)／(a)

四、專有名詞及引文

 1.	 正文中第一次出現之外文姓名或專有名詞譯名，請附原

文全名。

 2.	 引用原文，連標點計，超出兩行者，請另行抄錄，每行

入兩格；凡引原文一段以上者，除每行入兩格外，如第

（1）作者姓名；（2）任職機構；（3）通訊地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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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原引文為整段引錄，首行需入四格。

五、注　釋

 1.	 請用尾注。凡屬出版資料者，請移放文末參考資料部

份。號碼一律用阿拉伯數目字，並用（）號括上；正文

中之注釋號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2.	 參考資料

  文末所附之參考資料應包括：( 1 )作者／編者／譯者； 

( 2 )書名、文章題目；( 3 )出版地；( 4 )出版社；( 5 )
卷期／出版年月 ；( 6 )頁碼等資料，務求詳盡。正文中

用括號直接列出作者、年份及頁碼，不另作注。

六、 版　權

 來稿刊登後，版權歸出版者所有，任何轉載，均須出版者同

意。

七、 贈閱本

 從 2009 年夏天開始，作者可於 EBSCO 資料庫下載已發表的

論文。如有需要，亦可向編輯部申領贈閱本。 

八、 評　審

 來稿經本學報編輯委員會審閱後，再以匿名方式送交專家評

審，方決定是否採用。 

九、 來稿請寄：香港屯門嶺南大學翻譯系轉《翻譯季刊》主編

陳德鴻教授。電郵地址：chanleo@L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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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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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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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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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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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hinese names and book titles in the text should be romanised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Wade-Giles or the pinyin system, and 
then, where they first appear,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terms obvious 
to the readers (like wenxue), however, are not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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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re should be a separate reference section containing all the 
works referred to in the body of the article. Pertinent information 
should be given on the variety of editors available, as well as the 
date and place of publication, to facilitate use by the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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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lectronic files of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Professor 
Leo Tak-hung Chan, c/o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Lingnan 
University, Tuen Mun, Hong Kong. Email address: chanleo@LN. 
edu.hk

9. Given the accessibility, from summer 2009, of the journal via the 
EBSCO database, authors will no longer receive complimentary 
copies unless special requests are made to the Chief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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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季刊》徵求訂戶啟事

香港翻譯學會出版的《翻譯季刊》是探討翻譯理論與實踐

的大型國際性學術刊物，學會會長陳德鴻教授出任主編，學術

顧問委員會由多名國際著名翻譯理論家組成。資深學者，如瑞

典諾貝爾獎評委馬悅然教授、美國學者奈達博士及英國翻譯

家霍克思教授都曾為本刊撰稿。《翻譯季刊》發表中、英文稿

件，論文摘要（英文）收入由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編輯的半年刊

《翻譯學摘要》。欲訂購的單位或個人，請聯絡：

中文大學出版社

地　址：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出版社

電　話： + 852 3943 9800

傳　真： +852 2603 7355

電　郵： cup-bus@cuhk.edu.hk

綱　址： www.chineseu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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