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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Editor’s Note
The previous issue of Translation Quarterly had a strongly
Buddhist interest, with several articles discussing questions of
Chan Buddhist doctrine and examining such important classics
as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The present issue
moves away from matters Buddhist, although in two of its
four contributions, the focus on early classics of philosophy is
maintained, while the remaining two contributions bring us to
the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itself, and at the more practical end
of the spectrum, to philosophies of interpreter training.
In the first of the two classically-oriented articles, Tao
Youlan considers the Lunyu or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work that has
been translated numerous times for a whole variety of audiences.
Tao considers thirty such translations, her analyses leading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six key strategies used to aid “popularization”
of the Lunyu. These include the use of colloquialisms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concepts, as well as the use of modern
technologies of dissemination. Tao’s paper is a useful new
reflection on a traditionally thorny problem in the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lassical works: how to make a culturally and temporally
distant original speak to its modern readership.
Wang Xi and Yang Bingjun likewise focus on a classic from
the Early China period, the Daodejing, known to many through
Waley’s rendering of the title, The Way and its Power. Like the
Lunyu, this Daoist classic has likewise seen a myriad of different
recensions, as well as significant amounts of scholarship on issues
such as how these translations render key philosophical concepts
or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translation norms of a particular
era. For Wang and Yang, the Daodejing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explor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an approach perhaps less often
attempted in analysing the classics, namely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in particular issues of individuation. The transfer
from source to target text inherent in translation, they argue,
can be understood as a process of “de-individuation”, “reindividuation” and finally “align[ment] with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 through affiliation”.
Moving to what may be described as a modern classic of
translation scholarship, Zeng Ji takes another look at Walter
Benjamin’s essay,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 work which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many scholarly analyses and which has likewise
been rendered in a number of translations. Zeng’s contribution
seeks to investigate what he calls “creative interpretations,
misreadings and adaptations” of Benjamin’s work on the par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cholars. His work gives a welcome
opportunity to further consider key readings of Benjamin
and to reappraise the scholarly importance of the essay to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community.
In the final article of this issue, we move away from
translation to interpreting, specifically to more practical concerns
of training and the building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Mo
Aiping argues that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is
an essential underpinning for such training, and he takes the
case of collaborative interpreting projects, illustrating how,
wh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pedagogical framework of MTI
programm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se foster a range of
skills and sub-competencies essential to the formation of wellrounded and professionally prepared interpreters.
Finally, as readers may be aware, Translation Quarterly has
undergone some changes in the Chief Editorship, with 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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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and myself now involved in what could best be described
as a job-share arrangement: he will take two issues per year,
followed by two from me. It’s exciting to be taking TQ into its
next phase, and we shall be doing everything possible to ensure
the transition is smooth!

Robert Neather

經典的通俗化：
論《論語》當代英譯走向民間之良策
陶友蘭

Abstract

An Investigation on Popularizing Strategies of Render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Lunyu (by Youlan Tao)
Rendering classics into other languages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serious academic translation because it not only needs to respect the integrity
a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but also employs rigorous
wording, careful textual analysis and various investigations for faithful
rendering of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original. If such translations expect
to attract more general readers in their target cultures, some multi-faceted
popularizing strategies have to be taken in regard to linguistic forms, specific
content and modes of transmission. By analyzing more than thirty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Lunyu, this paper explores six such strategies: use of
colloquial expressions, translation of contextualized meanings,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concepts, rendering with the help of stories, connecting with the
current times, and dissemination through multimedia channels such as the
internet. These strategies help to make abstruse classics easier to understand,
accommodating them to the taste and reading level of the general reader.
In this way, target readers’ interest and curiosity in regard to Chinese
culture can be triggered. This in turn helps in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ion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Such
popularizing strategies will provide more insights for globalizing Chines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into foreig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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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論語》是記錄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觀念的一部語錄體著作。現代

現《論語》的哲學本原。還有一種傾向就是譯成通俗性著作，面向普
通讀者，意在向英語讀者介紹中華文化，傳播東方智慧，如林語堂（節
譯）
，李祥甫，道森，華茲生，亨頓，龐德，魏魯男，森舸瀾等譯者通

學者和作家林語堂說過：

過各種翻譯策略，還原《論語》通俗易懂的一面，讓英語讀者讀起來親
孔子品格的動人處，就在於他的和藹溫遜，由他對弟子的語氣腔調就可清清
楚楚看得出。《論語》裡記載的孔子對弟子的談話，只可以看作一個風趣的教

切並引起共鳴。
對於經典著作如《論語》的翻譯，何剛強教授曾如是說：

師與弟子之間的漫談，其中偶爾點綴著幾處雋永的警語。以這樣的態度去讀
《論語》
，孔子在最為漫不經心時說出一言半語，那才是妙不可言呢。
（轉引自

我們不能為翻譯而翻譯，不能陶醉於把中國典籍變成了外文而滿足。依我的觀

袁濟喜，2008: 139）

點看，現在我們大規模翻譯這類著作，好像主要面向西方的學術界、國外的
漢學家或相關研究機構，沒有考慮歐美廣大普通的讀者群的需求。而恰恰是這

林語堂為此在上個世紀提倡語錄體，被稱作《論語》派。可見儒家的

些普通的讀者群對中國、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瞭解得很少。面向他們，我們進行

經典充滿著世俗人情的意味，是通俗化很強的一部書。

翻譯工作需要在選題上、內容上，尤其在翻譯的策略上進行周到的謀劃。我認

同時，《論語》又是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距
今有兩千四百多年的歷史，是若干斷片的集合體。要正確理解全文，

為，這類翻譯應當深入淺出，以普及性的文字與風格出現，儘量讓廣大的讀者
有一種喜聞樂見的感覺。再有文化魅力的作品，如果不看宣傳物件，一味“死
心眼”地翻譯，表面上煌煌巨冊，實際上可能“和
（讀）者蓋寡”[1]。

需要“字音詞義﹑語法規則﹑修辭方式﹑歷史知識﹑地理沿革﹑名物
制度和風俗習慣的考證”
（楊伯峻， 2009: 34 ）
。《論語》雖然篇幅不

本文也認為，典籍英譯如果要走出國門，還是要面對那些對中華文化

長，實際上其哲學內涵精微深奧，概念複雜，語義多歧，以致歷來注

不是很瞭解的普通讀者。由於語言、文化的差異，要讓外國人理解、

疏眾多，莫衷一是。海外學者鄭文君（Cheang 2000）曾說，古漢語典

接受、熱愛我們的傳統文化是不容易的。潘文國教授提出：

籍中沒有任何別的文本（可能除了《易經》之外）能像《論語》這樣如
此一貫地對我們的創造性詮釋能力提出挑戰，以至於理解文本的重擔

在典籍英譯過程中一定要研究讀者，研究讀者心理，要研究怎樣用他們最認可

從作者轉到了讀者的身上。

的方式、接受他們最需要、當然同時也是我們認為最值得提供給他們的東西。

對於這樣一部融通俗和經典於一體的著作，該如何翻譯呢？從

不要辛辛苦苦做了半天，做完了束之高閣，到頭來只能自我欣賞、自我陶醉。[2]

《論語》三百多年的英譯歷史看來，海外譯者中主要有兩種傾向：一種
是譯成學術型著作，面向專業讀者。這類譯文注重考證原文的義理辭
章，儘量貼近原文的解釋，注重譯出中國哲學著作的內涵，如理雅各，
韋利，劉殿爵，黃繼忠，程石泉，安樂哲，白氏夫婦等譯者都在追求再

2

譯文必須在內容和形式上服務于譯文讀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好
比進行市場調查，測試公眾對市場產品的反應。對某種產品，不管理
論上認為它有多好，也不管它陳列時顯得有多美觀，如果反應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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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不會被接受”
（Nida and Taber 1969/2004: 165）
。因此，要照顧英

進行精心解讀，才能達到跨文化交際的目的。縱觀《論語》英譯的三

語世界普通讀者的品味和閱讀能力，《論語》英譯除學術型取向外，還

十多個譯本，我們發現讓《論語》英譯本走向民間通過以下“六化”策

應有第二種傾向，即走通俗化道路。

略：口語化，語境化，本土化，故事化，時代化，多媒體化。

二、經典通俗化的翻譯策略
為了發揮經典的文化與教化作用，中國古代歷來注重對於經典解
釋過程中的通俗化。過去有所謂蒙學，就是將經典普及化，綜觀中國
歷史上的循吏與良吏，都非常重視用儒家經典教化百姓，風化地方。
所以，對於《論語》的解讀，也可以將其通俗化，體現其實踐理性的
豐富內涵。

2.1 口語化
《論語》成書於戰國時代，距今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其使用的語
言在當時基本上屬於口語，“是把當時流行的‘雅言’
、群眾的口語和
前人的書面語三者結合起來而產生的一種新風格語言。這種語言的一
大特色就是通俗化、口語化 ”
（韓江玲，2008: 133）
。因此，英譯《論
語》首要注重的就是選擇什麼樣的英語來翻譯，正如華茲生在其譯本的
前言中所寫：
“譯文的語言並不是為了反映原文的古代特色，而是採用

對中華典籍的英譯是一種跨文化解讀。“中華文化屬於一種世俗
文化，四書五經都是教人立身行事之類，兼具學術與意識形態、宗教

了口語式英語，即如果這些對話發生在今天所用的那種語言”
（Watson

2007: 13）
。因此，他的譯本簡約通俗、富有口語色彩。例如，

教化的性質，宣導的是知行合一的人格，與世界其他各國的經典多屬
神學系統大為不同”
（袁濟喜，2007）
。所以，在英譯典籍的過程中，
也應發揮原文本的功能，使《論語》通俗化的一面在英語世界裡得到
再現和傳播。
孔子思想所以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承載者，影響深遠，

1. 子謂子賤，
“君子哉若人!……”
（《論語》5: 3）
1a. The Master said of Zijian, A real gentleman, this one! (Watson 2007: 36)

華茲生用“A real gentleman, this one!”來譯“君子哉若人”
，真是形神
兼備，既譯出了原文讚歎的語氣，很口語化，又和原文的語序、形式

是因為它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實踐理性，符合中國人的人生觀與理性觀念，中

保持了高度一致，看似簡單，實則體現了譯者拿捏語言的嫺熟和用

國人不喜歡將理論變成灰色的思辨的物件，而喜歡知行合一，履踐為上的知

心。試比較安樂哲和羅思文的譯文是：

性與悟性，在悟性中滲透著深刻的哲理。《論語》正體現出這樣的境界。因
此，解說經典不妨深入淺出，但必須有著深湛的人生閱歷與豐富的學識方能

1b. He is truly an exemplary person! (Ames and Rosemont 1998: 95)

臻於此境。
（袁濟喜，2007）

口語化還表現在使用簡短易懂的句型，乾淨利索地傳達原文語氣。例
經典通俗化不等於經典庸俗化、世俗化，需要採取一定的翻譯策略，

4

如利斯的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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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論語》2: 9）
The Master said: “I can talk all day to Yan Hui—he never raises any objection, he looks
stupid. Yet, observe him when he is on his own: his actions fully reflect what he learned.
Oh no, Hui is not stupid!” (Leys 1997: 7)

2.2 語境化
由於《論語》文本具有模糊性，所以對於不熟悉中國文化的讀者
來說，需要譯者擔負起解釋的責任，提供一些背景知識和解釋，幫助
讀者理解一些沒有上下文語句的含義。例如，

該譯文基本上是順著原文的順序翻譯的，句式簡短，娓娓道來。中間

4. 子曰：
“觚不觚，觚哉觚哉！”
（《論語》6: 25）

加了一個“yet”，表明前後的轉折關係。特別是加了一個口語化的表

4a. The Master said: “the drinking vessel is no longer a drinking vessel. Drinking vessel!

達“Oh no”
，加強了語氣，突出了孔子對自己前面猜測的否定，對顏
回的表現感到驚喜。

Drinking vessel!” (Li 1999: 77)

此處如果不加注釋，就是一般的中文讀者都會感到莫名其妙，不用說

“口語化”不等於簡單化，而是用簡潔、自然的字眼，恰如其分
地譯出口語化的特色，就像是孔子或其弟子在說話，通俗易懂，易為
普通讀者所理解。龐德的譯本（Pound 1951）也有這種體現。“龐德非
常在意將《論語》中的許多的詞彙表達作了通俗化的加工，使譯文讓
人一讀就懂”
（何剛強，2011: 4）
。例如：

英語讀者了，更是一頭霧水。李祥甫（ David H. Li）的譯文就提供了
詳細的注釋，提到“觚”有兩個用途，一是喝酒用的儀器，二是限定飲
酒的酒量。按照“禮”的要求，一般只能喝一杯，不可多喝。觚是一種
有角的酒杯，有人為了擴大酒杯的容量，就把觚上的角去掉了，把四
邊向外彎，把長方形的容器變成了橢圓形。這種變形，尤其是實行變

３. 子曰：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學而篇》1: 5）

形的原因，讓孔子悲歎“酒杯不再是酒杯了”
。再往深處考察，孔子看

He said: To keep things going in a state of ten thousand cars: respect what you do and

到了更嚴重的現實：沉溺於飲酒只不過是個現象，真正讓人擔憂的是

keep your word, keep accurate accounts and be friendly to others, employ the people

人們對“禮”不再尊重。所以，這裡的“觚”是個委婉語，孔子真正悲

in season. (34 words)

歎的是“禮啊！禮啊！”而安樂哲和羅斯文的譯文沒有任何注釋，只是

這一節譯得乾淨俐落，特別是“道千乘之國”以“keep things going in a

將“觚”加了個解釋性說明，譯文是：

state of ten thousand cars”這樣的方式來對應，顯得很地道、別致， 把一

4b. The Master said, “A gu ritual drinking vessel that is not a gu ritual drinking vessel

個“道”字譯得深入淺出，而且語序和原文一致，讀起來朗朗上口。

— a gu indeed! A gu indeed!” (Ames and Rosemont 1998: 109)

由此可以看出，
“口語化”對譯者語言的要求很高，
“以學者的態
度深入鑽研原文，而出之以淺易的英文，達到通俗易曉的效果”
（潘文

《論語》中除了這些具有特別含義的具體事物以外，還有一些歷史人物

國，2012: 18）
。

也需要譯文補充語境，才能讓讀者明白。再看一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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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子曰：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論語》7: 5）

時，必須能夠適應另一文化的特點。如果缺乏這種適應，傳播便不

The Master said: “Oh! I am getting old. I have not dreamed of Duke Zhou for a long

能順利進行，甚至出現失敗。馬萊茨克傳播模式（劉京林， 2005）認

time.” (Li 1999: 82)

為，傳播過程中不僅有背景、環境等多方面的限制，也有資訊內容和

原文中“周公”是第一次在《論語》中出現，如果不加注釋，會讓讀者

媒介形式等產生的約束，還有對接受者情況的瞭解和認識程度、對傳

感到迷惑。李祥甫的注釋中指出，周公即周公旦，是西周政治禮樂典章

播者形象的接受程度。

制度的主要製作者，是魯國的始祖，為魯國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

如果傳播者能很好地適應新的文化環境，就可以選取適宜的資

他是孔子所崇尚的古代聖賢之一。孔子一直以周公之道為理想，
“夢見

訊內容，選擇恰當的媒介形式，把傳播內容最大限度地傳播給受眾。

周公”喻指他想如同周公對周朝那樣，為魯國的文化繁榮做出自己的努

明末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在華成功傳教的實例，在一定程度

力。上引“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指孔子估計實現自己抱負的可能性

上說明了“入鄉隨俗”的“本土化”策略很重要（譚雅昕，2010）。這一

很小而發出的慨歎。這樣的注釋，可以讓讀者在瞭解周公這個人物的同

策略主要是對兩種文化中的“異質”進行適當變通，以譯入語讀者熟

時，也能明白孔子的說話智慧和向先賢看齊的做人態度。

悉或者能夠接受的形式，傳播原文化資訊。在《論語》英譯過程中，

上述注釋都為讀者提供了大量的補充資訊，讓讀者能夠領會原文

很多譯者都採用了這種策略，對跨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要表達的真正含義，同時幫助讀者梳理閱讀思路，提醒他們要在一定

作為漢學家的利斯，對一些具有鮮明中國古代文化特色﹑且無

的語境中理解《論語》
。必要時，還要對原文中含而不宣的言外之意

法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對應的事物，就採用了西方的概念對應了中國特

或委婉語表述進行引申解釋。例如，

色的事物，然後在注釋中進一步說明翻譯策略並補充資訊，有助於掃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
:
?’
子曰：
‘女器也。’曰‘
: 何器也?’曰：
‘瑚

除西方讀者的理解障礙，同時又消除了其陌生感，達到促進儒學傳
播、提升文化交流的主要目的。例如，

璉也。’
對孔子在這裡的回答，詹林斯的譯文是：
‘You are a receptacle.’

6.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
《論語》9: 10）

‘One for high and sacred use.’
（Jennings 1895: 67）在注釋5.3中，譯者

Whenever the Master saw someone in mourning, or in ceremonial dress, or when he

指出“瑚璉”是一種用於皇家祭祀的貴重器皿，而孔子這種隱喻的答

saw a blind man, even one younger than he was, he always stood up, or respectfully

案，既含有褒揚之義，又不容弟子自恃完美。經過譯者這樣的解釋，
使得一些看似不知所云的表述，意義變得明晰，增強可讀性。

moved aside. (Leys 1997: 40)

原文裡講到古代中國文化裡表示尊敬的方式，就是在經過別人身邊
時，快走幾步，以示敬意。在利斯的譯文裡，他把這種尊敬的方式歸

2.3 本土化

化為“很尊敬的讓到一旁”
，比較符合現代社會的禮儀，容易為讀者所

跨文化傳播的適應原理認為，一種文化傳播到另一種文化中

8

接受。雖然西方讀者可能失去了瞭解中國古代表示尊敬的方式，但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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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響他們理解孔子的謙虛和為人恭敬的品德。
7. 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
（《論語》10: 11）

養性、交友之道、家庭親情和愛國之情、孝順長輩、上下級之間關
係等等。而這些問題在英語文化國家同樣存在，所以能夠引起讀者的
共鳴。第三就是本土化的用人，即《論語》譯者最好是在異域文化中

這句是講孔子非常尊敬祖先，即使吃的是糙米飯小菜湯，吃之前也要

生活，
“言傳身教”地傳播中華文化，並且能起“意見領袖”的作用，

從中拿出來一些，放在食器之間，祭最初發明飲食的人。這是中國古

如知名的漢學家、海外有影響的華人作家和翻譯家。他們翻譯的《論

代文化祭祀的一種方式，表示後人不忘祖先之恩。例如劉殿爵先生

語》譯本可能傳播的效果會更好，更有說服力。現有的譯本中就有很

的譯文就完全保留了這些因素，但是西方讀者可能不明白為什麼要這

多這樣的例子。
“本土化”策略，“應該以跨文化交際為目的，努力讓

樣做。而利斯則將其改頭換面，用了基督教中的飯前禱告祝謝的方式

本土讀者感覺《論語》的曉暢易懂”
（Dawson 1993: xxvii）。

（pray）來翻譯，感謝上帝的施予和恩典。雖然形式不一樣，但是傳

但是，
“本土化”策略的運用要有度。它適合在“異域文化引入

達的意思是一致的。英文讀者很容易理解和接受，當然這也有可能讓

期”使用，即在兩種文化剛開始接觸，彼此不是很瞭解時，譯者首先

他們誤認為中國古人飯前也會有禱告這一習慣。

是為了引導譯入語讀者瞭解異域文化，吸引他們的注意力而消除原文

7a. However coarse the fare, one should pray before every meal, and pray devoutly.

化的“陌生感”
。這可能是跨文化傳播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因

(Leys 1997: 46)

為異質文化的傳播都是沿文化的迎合、文化的衝突與協調、文化的適

7b. Even when a meal consisted only of coarse rice and vegetable broth, he invariably

應、文化的對話和文化的匯通五個階段由低級向高級逐次漸進推進的

made an offering from them and invariably did so solemnly. (Lau 2008: 171)

範式（譚雅昕，2010）
。

“本土化”策略最根本的是發揮“移情”作用，幫助讀者理解譯文，表
現在與譯入語讀者三個方面的“靠近”
：在符號表達方式、思維方式上與
他們的相近，心理上與他們能夠形成某種契合。通過這樣的方式，才能
使傳播變為傳通，使感知層次上升為理解層次，使交流變為共用。

2.4 故事化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發表獲獎感言時說：
“我是一個講故
事的人。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用自己的方式，講

“本土化”策略體現在翻譯實踐中，首先是語言本土化，因為從

自己的故事，贏得了國際讀者的認可。據中國網報導（ 2008 ）
，遼寧

資訊接受的角度說，人們對本民族的語言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和感知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介紹五千年中國文明史的《中國讀本》一書，譯成

力，所以，如果譯者是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譯出的語言容易為本族

英文後，在海外的發行非常成功。其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們

人所理解和接受；其次就是本土化的內容，例如利斯的譯本受歡迎，

在進行翻譯時，並不是簡單地把文本從中文翻譯成英文，而是在原文

還因為“利斯喜歡借題發揮，闡述如今中國通俗文化和社會文化中

的基礎上進行了深度再加工，再創作，用西方的語言，按西方人喜歡

仍然流行的那些理念（鄭文君）”
，例如通識教育、科技與文化、修身

並樂意接受的方式講西方人聽得懂的“中國故事”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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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珍的《論語》最新英文全譯全注本 2012 年 5 月問世，國家漢

by means of firewood, and then the cook harmonizes the ingredients, balancing the

辦邀請有關專家進行評審，得出了“準確、簡練、通俗、地道”的結

various flavors, strengthening the taste of whatever is lacking and moderating the taste

論，認為其內容易為外國讀者理解，將之列入孔子學院贈書書目。這

of whatever is excessive. Then the gentleman eats it, and it serves to relax his hea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rd and minister is just like this. If in what the lord declares

個譯注本的最大特點是有豐富的史料可供學術研究參考，更因其中無

to be acceptable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s not right, the minister submits to him that

數動人的小故事而成為一本有趣的讀物，任何有中級英語水準的學員

it is not right, and in this way what the lord declares acceptable is made perfect. If in
what the lord declares to be wrong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s, in fact, acceptable, the

都能輕鬆閱讀。
這幾個成功的實例告訴我們，
《論語》英譯過程中，某些內容可

minister submits to him that it is acceptable, and in this way the inappropriate aspects
of what the lord declares wrong are discarded. In this way, government is perfected,

以故事化，加強趣味性。但文化生活化，故事是中國的，講故事的方

with no infringement upon what is right, and the common people are rendered free

式是應該國際化的，所以要注意怎樣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中國的故

of contentiousness … [An extended musical metaphor follows, where different notes

事講得栩栩如生，吸引異域讀者。

are brought together and harmonized to please the heart of the gentleman.] Now, Ran
Qiu is not like this. What his lord declares acceptable, he also declares acceptable; what

例如，森舸瀾（ Slingerland ）翻譯《論語》時就很靈活，
“他通

his lord declares wrong, he also declares wrong. This is like trying to season water with

過徵引典故的做法，將原文思想化抽象為具體、變單調為豐富，既

more water—who would be willing to eat it? It is like playing nothing but a single note

挑起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又幫助讀者理解和感悟儒家思想”
。（張德
福，2013）例如：

on your zither—who would want to listen to it? This is why it is not acceptable for a
minister to merely agree.”
For the danger caused to a state by a minister who merely agrees, also see 13.15.

８. 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路》13: 23）
The Master said, “The gentleman harmonizes (he和), and does not merely agree (tong
同). The petty person agrees, but he does not harmonize.”（Slingerland 2003: 149）

上例的評論篇幅較長，除了告訴讀者惟命是從的大臣之于國邦的危害可
參見13.15外，為了幫助普通英語讀者理解原文抽象的含義，整個評論
主要在引述出自《左傳•昭公二十年》的一個故事：

注釋中引出了這樣一個故事：
The best commentary on this passage is a story from the Zuo Commentary: The Marquis
of Qi had returned from a hunt, and was being attended by Master Yan at the Chuan
pavilion when Ran Qiu came galloping up to them at full speed. The Marquis remarked,
“It is only Ran Qiu who harmonizes (he) with me!” Master Yan replied, “Certainly Ran
Qiu agrees (tong) with you, but how can you say that he harmonizes with you?” The
Marquis asked, “Is there a difference between agreeing and harmonizing?” Master Yan
answered, “There is a difference. Harmonizing is like cooking soup. You have water,
fire, vinegar, pickle, salt, and plums with which to cook fish and meat. You heat it

12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台，子猶馳而造焉。公曰：
“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
曰：
“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
“和與同異乎?”對曰：
“異。和如羹焉，水、
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
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幹，民無爭心。

從表面上看，譯者花費如此多的筆墨寫一個故事多少讓人費解；其實引
述這個故事確實能夠幫助普通英語讀者理解原文抽象的含義，頗有合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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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經過查證發現，即便國內學者如劉寶楠（
《論語正義》）
、錢鍾書
（
《管錐篇》
）等在探討“和而不同”的思想時，也都幾近完整地引鑒晏嬰
之喻論“和”與“同”的故事。

2.5 時代化
閱讀經典，意味著站在今天的角度對經典的重釋，以釋放出經
典所蘊藏的跨越時空的巨大能量。解讀經典，就是讓經典中的智慧指

還有李祥甫的譯本，他設想的讀者是美籍青年華人，他們對中華

導當前充滿矛盾的現實，讓讀者吸取切合當今社會需要的重要道德理

文化知識瞭解不會很多很深，所以譯者為他們計，不遺餘力地提供盡

念和思想精華。從事漢學研究長達三十年的漢學家利斯，在英譯《論

可能多的資訊。專門進行註腳的人物有堯、舜、禹、管仲、晏平仲、伯

語》時就賦予了《論語》以現代性，他首要是針對非專業人士——那些

夷、叔齊、左丘明、周公、泰伯、后羿、侯稷、微生畝、柳下惠、公子

希望擴大自己的文化視野而又不能直接閱讀原著的讀者。他沒有將

糾、比干、南子等。對這些人物的介紹，還配有一些趣聞軼事，如堯、

《論語》看成是經典著作，而是作為現代作品來欣賞。他“可以不帶偏

舜、禹時期實行禪讓制；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后羿射日、比干因

見地看待這部著作，好像是全新的作品”
（Leys 1997: xvii）
。

上諫而被剜心等。這些歷史與人物傳說的知識給讀者帶來一些遐想，頗
能激起青年讀者的興趣。

利斯的譯本是被廣泛譽為品質較高的一個版本。美國漢學家、史
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指出利斯的翻譯清晰而優美，目的是使

上述講的是在譯文的注釋裡插入故事。還有一種辦法是像《聖經

《論語》既成為不朽之作，也對解決我們當前困境有著現實的意義。

故事》那樣，專門編譯《論語故事》
，讓讀者在閱讀故事的過程中，深

利斯為了體現《論語》對現代社會的意義，其翻譯加入了主觀詮釋。

入理解《論語》精髓。同時，大量生動的歷史故事可以開闊讀者的歷史

法國漢學家程艾藍（Anne Cheng 1999）也積極肯定了利斯的《論語》

視野，勾起異域讀者對中華文化的好奇心。國內的《論語故事》大都是

譯本採取的近現代視角解讀，評說他的譯文風格簡練，採取近似翻譯

給青少年讀的，有的配有拼音和圖畫，淺顯易懂。但是日本的著名教

法，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精確、忠實的譯法，有時對一些文化背景知識

育家與作家下村湖人卻很好地演繹了《論語故事》
。他精研《論語》
，以

的細節進行改動，或者讓意思變得相對模糊。中國學者楊平（2011）

《論語》章句為骨架，悉心揣摩，以豐富的想像、精妙的語言和擅長心

評論說利斯採取的是一種古為今用、中為西用的翻譯原則，他強調

理分析的筆觸結撰成一篇篇活潑生動、發人深省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再

《論語》的現代性，目的在於用孔子學說療治西方社會的弊病或補救

現了兩千五百年前孔門師生的音容笑貌、氣質精神。全書有夫子言志，

西方社會的缺陷，強調儒家學說的現代意義和普遍價值。

子入大廟，宰予晝寢，冉求自限，犁子之子，瑚璉之器，夫子擊磬，天
之木鐸等28個故事。該《論語故事》在日本已被公認為日本漢學的經典
文獻，西元2000年被譯為中文後，在香港、臺灣及中國大陸地區亦多

9. 子夏曰：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論語》19: 13）
Zixia said: “Leisure from politics should be devoted to learning. Leisure from learning
should be devoted to politics.” (Leys 1997: 96)

次再版，引起廣大讀者重重無盡的心靈震撼。而國內圖書市場上目前還
沒有英語版的《論語故事》
，值得所有《論語》研究者和譯者深思。

14

根據楊伯峻的解釋，此處的原文意思是“做官了，有餘力便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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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了，有餘力便去做官。”大部分譯文都是根據這個解釋來翻譯

文之間創造了一種默契，讓讀者在共同的人性基礎之上和書中的人物

的。但是利斯在注釋裡卻做出另一番解釋：
“優”一般被解釋為“餘力

相遇。同時，在注釋裡，把孔子和西方的思想家、作家、警言作者放

（left-over energy）”
，其實用“leisure”來翻譯更合適，因為這個詞有語

在一起，談古論今，用他們的話來闡述同樣深刻的道理，這樣，利斯

文學和哲學上的淵源。“優”這一概念和古希臘詞語 schole相似，用來

也讓西方的傳統在共同人性的基礎上和孔子相逢。因此，該譯本較好

描述一個人屬於他自己時的狀態，可以自由地處理自己的事情。（古

地溝通了讀者和譯本之間的互動，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希臘詞語schole 不僅指休息，休閒，而且還指如何利用閒暇：研究，

據百度搜索統計，
《于丹〈論語〉心得》一書簡體中文版累計銷量

學習，甚至延伸到學習研究的地方（書房還是學校）
。這就是英語單詞

已達600餘萬冊，多次再版，已被譯為30餘種文字在多國發行，目前

school 通過古代法語和拉丁語，從schole派生出來的。）根據孔子的見

外文版銷量已達 40 萬冊。這雖不是正宗的《論語》，但足以說明《論

解，政治和文化是閒暇的產物，所以作為獨自擁有自由時間的君子應

語》如果與現實聯繫起來，其傳播力和影響力巨大無比。

該承擔起責任：從政和學習。古希臘也有同樣的理念，如在柏拉圖一
次對話中，蘇格拉底就問道，
“我們是奴隸，還是擁有閒暇？”英國古

2.6 多媒體化

典主義學家伯納德•勞克斯也評論道，
“閒暇是被看作幸福生活不可

在資訊全球化時代，新技術的使用和推廣使得紙質書本已跟不上

缺少的一個條件，也是自由人的特徵。正如一句希臘諺語所說，
‘奴

讀者的要求，需要電子化、網絡化。據統計，現在每隔半個小時，就

隸，沒有閒暇——這就是其定義’
。”在歐洲文化中，也有對閒暇的積

有一個新網絡與互聯網相連，每過一個月就有 100萬的網絡使用者加

極論述。例如賽繆爾•約翰森就說，
“所有的知識上的進步都源自閒

盟。毫不誇張的說，任何資訊一旦進入互聯網幾乎就可以同時被世界

暇”
。尼采就曾撰文大肆批評由於美國的影響破壞了歐洲“優雅的閒暇

各地的線民所接受。因此，翻譯作品，如同一件社會產品，也應該多

（civilized leisure）”
。

媒體化，進入網絡傳播時代。

由此，利斯感歎今天的社會，一方面有人詛咒大規模的失業帶來

網絡傳播模式主要有：線上資訊，網絡出版物，專題網站。有三

的強制性“閒暇”，另一方面，教育精英們在抱怨自己受制於無休止

大特點：
（1）以使用者為本的網絡出版形式拉近了讀者與刊物之間的距

的工作，其人文職業都變成了毫無意義的掙錢機器。從這句譯文和解釋

離，大大提高了資訊的時效性。
（2）通過“免費網絡版”吸引了大量讀

中，我們可以看到利斯的人文主義思想。他把孔子思想與當今社會緊密

者，增加了訪問量，進一步擴大了影響；
（3）網絡出版使受眾自由度增

聯繫在一起，具有教育和借鑒意義。

強，是受眾參與科學傳播的主動性和個性增強的體現。
《論語》英譯本

利斯的英譯本最大特色就是用詞簡練、句型簡潔，文體清新易
懂，旨在通俗性、大眾化，像是孔子站在讀者的身邊娓娓道來，
“這
是一個大家的孔子”
（鄭文君）
。鄭文君評價說，利斯在英語讀者和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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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採取以上三種形式進行製作和傳播，以便更多的讀者能夠知曉
《論語》
，進而閱讀並欣賞《論語》
，最終接受或認同中華文化理念。
根據網絡統計，賴發洛《論語》英譯本傳播媒介最多——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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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擁有紙質、 Kindle 版、 iBooks 版、 AudioBooks 版，三種電子

三、經典通俗化翻譯對翻譯研究的啟示

版為其帶來了任何譯本無可比擬的讀者規模，其受眾均以歐美人
群為主，達到了傳播《論語》精髓的目的。所以，從翻譯的傳播模
式和受眾角度出發，新時代《論語》譯本可以多模態推廣，主要採
取以下幾種方式：
（ 1 ）譯本電子版：譯本由紙質版變成電子版是很
容易的，只要解決版權問題，理論上講電子版會更暢銷，因為便
於讀者攜帶和閱讀。（ 2 ）譯本網絡版：很多《論語》譯本都可以從
網上下載閱讀，如 David Collie ， Ku Hung-ming ， Lyall ， Soothill ，

Slingerland，Muller 等的譯本。
（3）譯本視頻化：模仿《百家講壇》，給
外國人開設《論語》英譯頻道，在不同時間段對不同受眾解說翻譯。
（ 4 ）譯本漫畫版：據強曉（ 2014 ）統計，目前已出版四本漫畫版
《論語》，如 1997 年，新加坡 ASIAPAC BOOKS 出版社出版了多人
合作完成的《論語》漫畫英譯本The Complete Analects of Confucius；

2005 年，臺灣漫畫家蔡志忠和美國學者 Brian Bruya 合作的《論語》
漫畫英譯本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由現代出版社在中國和海外同
步出版； 2008 年，畫家及獨立撰稿人周春才和 Paul White 合作的
The Illustrated Book of the Analects由新世界出版社在中國出版；2010
年，該書又由 Long River Press 在美國出版。國家漢辦和孔子學院
總部 2011 年也組織編寫了《漫畫〈論語〉全譯本》一書。（ 5 ）譯 本
影 視 版 / 動 畫 片 ： 從電影《花木蘭》在西方成功地宣傳了中國文化
元素的實例可以看出，《論語》影視版會更有效地讓《論語》走向
西方民間觀眾。2008年由山東盛世孔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的
《論語故事》國產動畫片 52 集，每集長度為 11 分鐘，寓教於樂，非
常有啟發和教育意義。如果譯成英文，在外語頻道或海外漢語頻道
播出，對青少年讀者學習《論語》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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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翻譯歷來被視為嚴肅的學術翻譯，要尊重原著的完整性
和哲理性，要嚴謹認真，字斟句酌，考證分析，方有可能忠實地表達
原作的內涵。但在一個近似瘋狂般追逐感性娛樂的年代，經典若想走
向廣大讀者，以傳統的閱讀欣賞途徑傳播，因其“曲高和寡”
，容易被
埋沒在故紙堆裡，所以通過口語化、語境化、本土化、故事化、時代
化、多媒體化等多種通俗化策略，從語言形式、具體內容、傳播方式
等方面多方位地將經典推向大眾，讓經典“活”在每一代人的心裡，
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途徑。
對經典著作採取通俗化的翻譯策略，會得出以下幾點思考：
（1）
經典著作的翻譯與一般文本翻譯不同，不同譯者在不同時代不同語境
下可能對原文本有不同的解讀，所以研究經典翻譯，其譯文的評判標
準應該是多元化的，不能僅僅以是否忠實于原文或固定注疏為最高標
準。
（2）翻譯經典的過程中，譯者具有較大的主觀能動性，可根據翻
譯目的和讀者的需求，對經典著作進行一定程度的改編和再創作，可
以增加補充資訊或賞析評論，豐富經典在不同文化語境中折射出的內
涵。
（3）經典的翻譯要考慮到讀者對象，譯文讀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其
意識形態、價值觀、文化傳統，以及受教育程度和興趣愛好等往往會
影響到他們對資訊的解讀。因此，既要面對專業讀者，滿足他們較高
的品味和欣賞要求，也要為普通讀者著想，讓他們能夠輕鬆地閱讀經
典，吸取他們所需要的智慧。所以，經典的翻譯應該分層次，針對不
同水準的讀者，深入研究讀者的期待心理，採取不同翻譯策略，根據
目標語語言特點，選用易接受的表達方式，推出有針對性的翻譯，如
經典的兒童版、青少年版、大學生版、學者版、研究者版。
（4）對經典

19

論《論語》當代英譯走向民間之良策

《翻譯季刊》第七十七期

著作的翻譯要採取寬容的態度，允許譯者有自己的解讀。隨著兩種文化

小、淺顯易懂的國別化《論語》教材是非常急迫的和重要的。其他像

的交流和加深，不斷“求同存異”
，力求還其真義，最終達到不同文化間

《大學》、《中庸》、老子的《道德經》等中國文化經典，也應早日走進

的共識融合。
（5）添加副文本是經典著作翻譯的常用策略，也是譯入語

孔子學院的課堂”
（顧村言，2011）。

讀者的期盼，亞馬遜網站上讀者評價中提及最多的就是喜歡譯本提供的

深入研究《論語》英譯可以帶來以下啟示：

相關背景資訊。由於經典的內涵豐富，言簡義豐，譯者在翻譯時，同時

第一，在譯者的選擇上：要讓經典通俗化，對譯入語語言的要求

告訴讀者原作中涉及到的歷史人物、人名地名背後的含義以及當時的歷

很高，不是具備一般英語水準的人都可以來翻譯典籍著作。因此，在中

史語境等，便於海外讀者理解全面詳盡地瞭解中國歷史及文化。

[3]
華文化進入英語世界的“引入期”
，譯者最好是以英語為母語的作家或

漢學家，他們的語言表達方式應該更能得到英語讀者的青睞，也更容

四、 經典通俗化翻譯與中華文化對外傳播

易讓普通讀者接受他們翻譯的作品。在全球最大的亞馬遜英文圖書網站
上輸入“Analects”
（2014-12-29）
，出現3170項搜查結果，其中讀者關注

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是我國根據國家發展的整體利益、順應全球

度前7名的《論語》英譯本的譯者分別是韋利（29人）
、安樂哲（23人）
、

經濟和文化發展規律而提出的一項綜合性的國家戰略。文化走出去既要

利斯（22人）
、理雅各（21人）
、劉殿爵（20人）
、蘇慧廉（13人）
、森林舸

注意對精英受眾的影響，更要注重在普通大眾中的影響力。中國當前

（13人）
。這些譯者都有著深厚的漢學研究基礎，瞭解、熟悉西方讀者

在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尤其要注意這一點。在以廣播、影視、國際互聯
網、報刊為載體的大眾媒介可以“立竿見影”地改變人們的“見解和政
治態度”的社會裡，影響國際關係行為的因素和力量比以前更為廣泛複
雜、更為直接和個人化。應當越來越重視文化對於普通大眾的影響力。
像《論語》這樣的承載中華文明重要思想的經典著作的翻譯和傳
播，對傳播中華文化意義深刻。所以，要把經典著作的翻譯提到國家
戰略高度上加以重視，讓其融入“中華文化走出去”工程，讓中華文
化在海外的傳播先從民間開始，先大眾化再精英化。
《論語》的翻譯和
傳播可以和海外的400多家孔子學院結合起來。孔子學院是以孔子作
為中國文化的形象品牌的，《論語》理應成為孔子學院的必備課程，
但是現在很少開設這門課，也還沒有這樣一部給外國人講授《論語》
的教材。“編寫適合於不同國家文化背景的人易學易理解的、篇幅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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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閱讀審美情趣，這才使其譯作廣泛地被海外讀者所接受。但是，外
國譯者對原文的理解水準普遍不及中國譯者，即使是非常有成就的西方
漢學家也存在理解偏差問題。因此，典籍英譯最佳譯者組合應該是以漢
學家為主、中國儒家學者為輔的模式，因為譯本的可讀性和可接受性更
重要，
“壞的翻譯會消滅原作（錢鍾書語）”。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漢學家
的譯本儘管錯誤不少，還是很受英語讀者的歡迎。
第二，傳播翻譯的經典作品，方式上，可以採用紙質版書籍，製
作成光碟，同時開設專門網站，將典籍作品的漢語版和英譯版都放在
網頁上，利於中外讀者獲得典籍作品的雙語資料，展開閱讀並便於理
解，從而實現對典籍作品所代表的中華文化的廣泛普及和傳播。還可
以採用多種藝術形式，例如典籍英譯後的作品可以改變成具有地方特
色的評書，抑或是大眾所接受的話劇，抑或是英語國家人民喜歡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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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和戲劇等，在國內外進行各種公演和巡演，讓英語讀者以最直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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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視閾下的個體化翻譯
——以《道德經》英譯為例

（Halliday 1956, 1964, 1966）
，在早期探討機器翻譯的可行性時，韓
禮德就將翻譯視為搜索操作和“對等物”替換（Halliday 1956）
。Catford
（1965）根據韓禮德早期的語言系統模型——級階和範疇語法研究翻譯
對等問題，較系統地討論了翻譯的性質、類型、方法、條件和限度，

王汐 楊炳鈞

並首次提出“轉換（shift）
”這一概念，將轉換分為層次轉換（level shift）
和範疇轉換（category shift）[1]。Popovič（1970）進一步改進了轉換的分
類，認為轉換應分為兩語言系統在互譯時不可避免的轉換，即成分轉換
（constitutive shift）以及由文體傾向和譯者個人語型觸發的轉換，即個

Abstract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tion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ao Te Ching (by Wang Xi and Yang Bingjun)
The systemic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parameters of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and translation
shift. Based on the hierarchy of individuation, which has become popular
recently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 new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can be proposed. In this approach, translation activities can be
regarded as processes of regressing to source language reservoir through
de-individu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via alignment with the source language
author, re-individuating it into the target text through allocation, and then
aligning with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 through affiliation. The paper takes
translations of Tao Te Ching (Dao De Jing) as a case study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approach.

體轉換（ individual shift ）
。韓禮德將翻譯定義為“有導向的意義創造
活動”
，認為翻譯過程就是為了尋求對等，如果意義是語境中的功
能，那麼意義的對等就是功能的對等（ Halliday 1992 ）
。他還根據層
次、元功能和級階三個向量提出了對等的系統功能分類
（Halliday 2001, 2010）
。House（1977, 1981, 1997）運用語域分析探究
了翻譯質量評估模式，從語言/文本、語域和語類三個不同層面分析原
文和譯文，確定文本的功能。Bell（1991）運用語言的概念、人際和語
篇三大元功能對翻譯對等的內涵作了深入挖掘與探析，從系統功能語
言學和語篇語言學的角度，探索了一種“客觀的”描寫翻譯現象的方
法。Baker（1992, 2001）運用語篇分析模式，關注主位結構、資訊結
構以及銜接、連貫等資源手段，全面論述了如何實現語篇層面上的翻
譯對等問題。Hatim and Mason（1997）深入到譯本的概念、人際功能
等方面，認為語言和語篇是社會文化資訊和權勢關係的體現，將韓
禮德關於語言的社會符號性和文化與意識形態的觀點運用於翻譯分

一、引言

析。Matthiessen（2001）和Steiner（2001, 2005）納入示例化層級，將

基於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的翻譯研究在近三、四十年發展迅速

翻譯視為意義的再構建（reconstrual of meaning），認為翻譯應該追求

（ 李 忠 華 ， 2 0 1 3 ）。 系 統 功 能 語 言 學 與 翻 譯 的 對 話 始 於 韓 禮 德

元功能和語境對等，並將翻譯定義為發生在更為概括的接近示例化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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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群潛勢端的模式環境下的具體示例間（從“源文本”到“目標文本”
）

念：方言是根據語言使用者加以界定的語言變體，語域是根據語言使

的映射（轉換）
。黃國文（2002, 2011）從純理功能對等的角度對中國古

用加以界定的語言變體，而語碼處於社會符號層，高於語言系統，是

詩和典籍翻譯展開研究。Souza（2010, 2013）將翻譯視為經由兩語言系

說話者選擇語義和受話者解釋語義的符號組織原則。

統（源語和目的語）具體語言使用（源文本和目標文本）的語言使用者

Matthiessen（2007）和Martin（2006, 2007, 2008a, 2008b, 2009,

（作者、譯者和讀者）之間的意義的協商，提出了系統功能視角下的再

2 0 1 0 ）將 個 體 化 概 念 的 某 些 方 面 ， 尤 其 是 編 碼 取 向 、 文 化 意 庫

示例化（re-instantiation）翻譯模型。系統功能語言學對翻譯問題的多維

（reservoir）與個體意庫（repertoire）等元素理論化。Matthiessen（2007）

研究促進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的應用與發展。

繼承Halliday（1964）的觀點，認為編碼取向，或編碼變體隸屬於示例化

從 現 有 研 究 看 ， 系 統 功 能 路 徑 的 翻 譯 研 究 聚 焦 於“ 對 等

漸變群，位於方言變體和語域變體之間，並將其描述為語義編碼取向變

（equivalence）和轉換（shift）”的參數模型（Matthiessen 2001: 78）。在

體或語義風格（Matthiessen 2007: 539）
。語碼變體具有恒定的語境，在

探討翻譯問題時，大多運用實現化（realization）理論，極少涉及示例化

語義層面變化。Matthiessen將Bernstein有關文化意庫與個體意庫的概念

（instantiation）層級，而個體化（individuation）層級的翻譯研究還尚

與示例化漸變群中的系統端和示例端分別對應，並將個體與示例進行合

未展開。實現化、示例化和個體化三個互補層級分別對應語言研究的

併，認為個體意庫是個體表意者從言語社團（speech fellowship）意義潛

三個重要方面，即語言系統（system）
、語言使用（uses）和語言使用者

勢（即文化意庫）中抽取的“語域”集。

（users）
。這三個方面也是翻譯研究的重要研究對象。本文根據近年來

相比之下，Martin（2006: 276）則將個體化視為系統與個體的關

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新熱點——個體化層級，從語言使用者層面探討系統

係，是一個並列於實現化和示例化的獨立層級，並與二者形成互補

功能視閾下的翻譯研究。

關係，認為實現化、示例化和個體化三種層次關係是研究語言模式
的理論資源（馬丁，J.R.、王振華, 2008）
。Martin（1992: 495）將編碼

二、個體化相關研究回顧

取向與意識形態聯繫起來，位於文化意庫與個體意庫之間，並追隨

Bernstein（2000）的觀點，將個體化定義為特定文化的意義總庫（即文

個體化在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中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最初由

化意庫）與特定個體所能調動的全部技能（即個體意庫）之間的關係。

Matthiessen（2003）借用Bernstein（2000: 158）[2] 在語言教育研究中的表

個體化是從集體到個體的漸變群，主要從系統和功能的角度研究個體

述提出，進而由Martin（2006）細化拓展。這一理論參數呈現了由意識

的社會屬性，如意識形態、主體間性、身份和權勢等，以揭示特定的

形態彰顯的身份視角，尤其涉及個體如何運用文化的語言資源問題。

人或人群的意義潛勢（王振華， 2011 ）
。文化意庫和個體意庫相互作

早在1964年，Halliday（1964/2007）就將語言使用者與語言使用置於

用，分別位於個體化漸變群的兩端，二者之間從上到下依次為系統、

兩個不同的層級進行詳盡地闡釋，區分了方言、語域和語碼三個概

編碼取向、個性類型和個體身份（persona）
（如圖1）
。個體化通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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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aﬃliation）和資源分配（allocation）兩個相對的路徑處理公共身份

展意識形態驅動這一特定語境下的編碼取向研究（Martin 2008b: 36）

的歸類與協商問題（Martin 2009: 565（
）如圖2）
。在此意義上，個體化

，以及Martin與其團隊（Bednarek and Martin 2010）將個體化理論中

就是社會文化資源逐步分配到個體從而使個體身份得以建立的過程，

的身份和綁定應用於語言實例研究，真正從事個體化理論研究和應用

而社會化則是個體與社會其他成員之間建立身份歸屬關係的過程（朱

實踐的學者屈指可數。對比系統功能語言學與西方翻譯理論的發展歷

永生， 2013 ）
。語言之所以存在個體化現象，究其原因是個體意庫與

程，我們可以看出驚人的相似。西方翻譯理論從關注“怎麼譯”的與翻

文化意庫之間存在差別，意義資源在使用者中分配的不均等，個體資

譯行為直接相關的具體經驗層面的問題，到語言學轉向，再到文化轉

源和社會資源的不對等導致個體語言使用者對文化意庫的使用存在差

向，經歷了由“以譯本為中心”到“以譯者為中心”的轉變，因此將系

異，並在相同的語境下產出不同的話語（陸丹雲，2011）
。

統功能語言學的個體化理論應用於翻譯研究正是對“以譯者為中心”

文化意庫

的發展。以下首先探討如何將個體化視角應用於翻譯研究，然後選取

文化

系統

《道德經》英譯為語料進行實例分析。

主流身份
身份歸屬

編碼取向

資源分配
亞文化

個性類型
個體身份

個體身份

三、個體化翻譯視角

個體意庫

圖2 個體化是身份歸屬和資源分配的
等級體現（Martin 2009: 565）

圖1 個體化漸變群
（Martin 2006: 294）

在翻譯中，個體化層級是譯者的立場，關注譯者的個性化
系統，也就是關注個 體 意 庫 。 根 據 Bernstein（ 2000 ）的 識 別 規 則

Ma t t h i es s en 將 個 體 化 與 示 例 化 視 為 同 一 層 級 是 有 其 合 理 性

（recognition rule）和實現規則（realization rule）
，翻譯視角下的個體

的。因為實現化屬於抽象層級，示例化和個體化屬於概括層級

意庫可理解為譯者的識別規則和實現規則與所涉及的語言或文化以

（Knight 2010）
。但如果採用Matthiessen的觀點，那麼個體化層級存

及對該語言或文化文本的翻譯的折衷。其中識別規則用於區分不同

在的理論價值無疑被大大削弱了。因此本文選用Martin的觀點，將個

社會語境；實現規則用於在語境內創造相關意義。譯者作為目的語

體化視為獨立層級，運用個體化漸變群，以及個體化與身份歸屬的關

作者和源語與目的語兩種語言的讀者從事翻譯活動，首先要運用其

係探討翻譯研究。

源語識別規則，通過對比源語系統中的其他示例，根據譯者自身的

系統功能語言學在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中，主要集中於對實現化

源語個體意庫，識別出源文本所作的選擇；然後找出兩語言系統在

層級的研究，其理論已趨於成熟。伴隨實現化研究，示例化研究也得

文本類型、語域 / 語類等方面的異同，同時運用自身的目的語實現規

到了一定的發展（馬丁、王振華，2008）
。但直至今日，在系統功能語

則，通過對比目的語系統中的其他示例，根據譯者自身的目的語個

言學框架內的個體化研究僅限於Hasan（1995）及其同事對兒童語言發

體意庫，投射目標文本的可能選擇，這些選擇可視為譯者根據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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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意庫而找出或杜撰的兩語言系統間的交叉點。譯者的再個體化涉

科學、說服力強，但實際操作起來工作量非常大。限於對特定文本

及去個體化過程，即將原作作者所體現的個體意庫（文本（ ST）
）還原

《道德經》英譯的研究目的，我們可以簡單地將譯者的譯本，即 TT

於源語文化意庫中，然後在考慮目的語文化意庫的前提下，根據譯

作為譯者的個體意庫進行考察。

者的源語（SL）及目的語（TL）雙重個體意庫，將原作二次個體化為目

個體意庫/系統

標文本（TT）
。該個體化翻譯過程如圖3所示：
次級個體意庫

(SL) 文化意庫 (TL)

SL
作
者

去
個
體
化



身
份

再

歸

個

屬

體

TL
讀
者

化



（ST）個體意庫（TT）

圖3 個體化翻譯過程
① 譯者首先在SL中通過與SL作者結盟，經過去個體化，將ST還原到SL文化

語篇

專門語料庫

（某譯者的）普通語料庫

圖4 語料庫與個體化維度（Bednarek 2010: 244）

文本是根據個體說話者在特定文化社團中的特定目的產生的。
因此，文本與語言的關係可以通過具有某種社會地位的語言使用者

意庫中；

來預設語言的使用。正是這些作為文化社團成員的語言使用者將語

② 建立SL文化意庫與TL文化意庫之間的映射，沿TL將其再個體化為TT，

言資源賦予了特定的意識形態價值。意識形態是構成一種文化的編

即譯者SL個體意庫與TL個體意庫的交叉點；

碼傾向系統（ Martin 1992: 507 ）
，這個系統可以使語類、語域以及

③ 在TL中通過與TL讀者結盟，經過身份歸屬，將譯者自身融入TL文化。

語言中的自由選項按照階層、性別、年齡、種族等個體化因素有傾

考察譯者的個體意庫比較理想的方法是語料庫。根據

向地展示給語言使用者，關係到符號系統的進化和話語權力的重

Bednarek（ 2010 ）提出的語料庫分析個體意庫的圖示（圖 4 ），我們可

新分配，可以解釋意義潛勢的不均衡分配。因此，翻譯的個體化層

以收集特定譯者某一次級個體意庫（ sub-repertories ）的譯作（如所有

級涉及翻譯過程中的意識形態問題。當譯者重新打開個體意庫的時

詩歌方面的譯作）
，建立專門語料庫（ specialized corpus ）
，通過分析

候，意識形態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多少都會考慮 SL 社區或 TL 社區

就可得出該譯者詩歌翻譯個體意庫的特徵。如果我們收集該譯者的

的價值觀，然後根據譯者自身利益再個體化。

所有譯作形成普通語料庫（ general corpus ）
，即為該譯者的個體意

為了探索在翻譯過程中SL作者的個體意庫在多大程度上被

庫，則能夠得出該譯者個體意庫的總體特徵。為了分析某譯者與其

再個體化，我們根據 Martin（ 2006: 287 ）的語內（ intra-lingual ）互

他譯者的個體意庫有何不同，體現其個體性，還需建立其他譯者的

文關係，提出語際（ inter-lingual ）互文關係：引用（ quoting ）
、闡釋

譯作語料庫以作參照，即“參照語料庫（reference corpus）”
。這種方法

（paraphrasing）和改寫（retelling）
。引用指ST與TT的意義潛勢完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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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闡釋指ST與TT的意義潛勢有重合，但不完全重合；改寫指ST與

（1934-1963）
，以韋利（Waley 1934）出版《道與德：
〈道德經〉及其在中

TT的意義潛勢幾乎不重合。在語際再個體化中，TT重構ST的文化意

國思想中的地位研究》為起點；第三次翻譯高潮（1972-2004）
，以第一

庫。重構基於譯者對ST的閱讀。閱讀可理解為示例化與個體化的交叉

位有女性譯者介入的馮家富和英格裏希（Feng and English 1972）合譯

點，因為閱讀是語言使用者與文本的交叉產物。文本根據其消費者的

《老子〈道德經〉新譯》為起點，這一時期英譯本的問世速度史無前例。

社會主體間性而提供不同種類的閱讀（Martin 2009: 22）
，譯者的閱讀是

本文兼顧《道德經》英譯時期劃分、所參照的中文版本、譯者國

代理閱讀，即代表TL讀者而進行的閱讀，包括順從式（compliant）
、抵

籍、譯者性別和譯本代表性等五個因素主要選取如下四個英譯本：理

抗式（resistant）和策略式（tactical）三種。譯者閱讀方式的不同會導致不

雅各（Legge 1891）
，米歇爾（Mitchell 1988）
，陳張婉莘（Chen 1989）

同類型的TT：順從式TT通過遵從ST的自然閱讀，尋求與TL讀者的結

和辜正坤（Gu 1995）[3]，以譯者為線對個體化翻譯進行實例分析。

盟；抵抗式TT通過抵制ST的自然閱讀，尋求與TL讀者的結盟；策略
式TT聚焦於ST意義潛勢的某一個方面，目的是使TL讀者將其運用於

4.2 語料分析

ST所沒有預設的社會目的中(Souza 2010, 2013)。

4.2.1 理雅各譯本
(Conceived of as) having no name, it is the Originator of heaven and earth;

四、《道德經》英漢語料分析

無名，天地之始；

(Conceived of as) having a name, it i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4.1 語料選取

有名，萬物之母。

（第一章）

本文選取漢英《道德經》為語料，進一步闡釋個體化翻譯視角。
《道德經》是我國古代道家的主要經典著作。全書共81章，前37章為

理雅各是倫敦佈道會的傳教士，深受基督教的影響，鴉片戰爭

道經，後44章為德經，原著不過5000字，卻涵蓋了道家創始人老子關

期間來到中國傳教。他將《道德經》第一章中的“天地之始”和“萬物

於世界萬物起源、存在方式、運動規律、社會矛盾與解決方法的哲理

之母”去個體化後，與基督教意識形態中的上帝和聖母建立聯繫，

總結。
《道德經》在國內有多種漢文本，包括世傳本、竹簡本和帛書本

形成漢語和英語個體意庫的交叉點，將其再個體化為the Originator[4]

（文軍、羅張，2012）
。據不完全統計，
《道德經》有700多個譯本，使

和the Mother。選用這些辭彙體現了譯者基督文化的本位性。理雅各

之成為世界名著翻譯排行榜上僅次於《聖經》的第二大源文本。

基督教意識形態貫穿於全書注解。例如“這語言讓人想起比老子更

《道德經》英譯歷史中出現過三次大的翻譯高潮（辛紅娟、高聖

偉大的話語（The language can hardly but recall the words of a greater

兵，2008）
，第一次翻譯高潮（1868-1905）
，以查莫爾（Chalmers 1986）

than Lao-tzu ）
（ Legge 1891: 46 ）”很明顯，理雅各對上帝的熱愛遠勝

翻譯的《老子玄學、政治與道德律之思辨》為起點；第二次翻譯高潮

於老子。理雅各對《道德經》的翻譯實質上是一位基督教傳教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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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的對話，就像他在《易經》英譯本序言中提到的“譯者
參與作者的思維，譯者要用心靈的眼睛讀出原文的根本核心內涵”
（Girardot 2002）
，即與SL作者結盟。但是由於《道德經》的作者老子

4.2.2 米歇爾譯本
The Tao doesn’t take sides;
天地不仁，

生活在兩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譯者無法直接與作者溝通

it gives birth to both good and evil.

（如生活在同一時期的作者莫言與譯者葛浩文就經常見面溝通），他們

以萬物為芻狗；

之間的結盟只能靠譯者對原作的個人理解，並借助兩千多年來其他語內

The Master doesn’t take sides;
聖人不仁，

和語際譯者的譯本來揣度老子本人的意思。這就或多或少地造成了譯者

she welcomes both saints and sinners.

與SL作者的錯位結盟，產生上述翻譯偏差的現象。作為傳教士，理雅各

以百姓為芻狗。

（第五章）

翻譯《道德經》的目的並非為了在西方傳播中國道家思想，而是希望後
繼傳教士們能夠通過這些最直接的資料瞭解中國傳統思想，做到知己知

米歇爾翻譯《道德經》最重要的準備工作是其歷時 14 年的禪宗

彼，從而更加順利而有效地開展傳教工作。其譯本的TL讀者是後繼的傳

課程（ Mitchell 1988: x ）
，因此他的譯本與其所受到的佛教影響密不

教士以及西方民眾，這樣的譯本使TL讀者感覺就像讀自己基督教經典一

可分（Goldin 2002）
。這一影響在其再個體化“聖人”這一重要概念中

樣，以此達成與TL讀者的結盟。

有所體現。《道德經》的大多數譯者都選用 the sage 或 the wise 來翻譯

理雅各的譯文中存在大量用括弧括起來的單詞或短語，如：

全文共出現 48 處，形成了個性化的米歇爾式“聖人”譯法。他在《道

(But) when there is not faith sufficient (on his part),

德經》的注解中試圖讓讀者更多地瞭解禪宗大師（Zen Master）而非老

信不足，

子。禪宗與道家雖有相通之處，但《道德經》畢竟不是佛教文本。對

a want of faith (in him) ensues (on the part of the others).
焉有不信焉。

“聖人”
，米歇爾卻用 the Master —— 大寫加定冠詞的專有名詞形式，

（第二十三章）

“芻狗”的翻譯，大多數譯者選擇直譯為“ straw dogs ”
，而米歇爾
將其改寫為西方基督教義下的“ good ”和“ evil ”
（善與惡）
，
“ saints ”

這是其他譯本沒有或極少出現的。括弧中的內容用來補充漢語原文語

和“ sinners ”
（教徒與罪人）
。米歇爾既習禪宗又在基督教的語境下生

義或語法的省略。這種在形式上採用“直譯加注”
，在內容上採用“心靈

活，在這種雙宗教文化背景的影響下，通過米歇爾再個體化的文本屬

溝通”的方法使得理譯本做到了形神兼備，充分體現了理雅各傳教士

於抵抗式TT，多採用改寫的方式。又如：

與學者型翻譯家雙重身份的交叉性（何立芳，2011）
。傳教士的身份能
夠促成理雅各在TL讀者中的身份歸屬，結盟TL讀者；學者型翻譯家的
身份能夠幫助理雅各結盟SL作者，更加忠實地再現原作。

36

In harmony with the Tao,
昔之得一者，

the sky is clear and spa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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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得一以清；

4.2.3 陳張婉莘譯本

the earth is solid and full,
地得一以寧；

(Such a person’s) dwelling is the good earth,

all creature flourish together,

居善地，

神得一以靈；

(His/her) mind (hsin) is the good deep water (yuan),

……

（第三十九章）

心善淵，

When a country is in harmony with the Tao,

(His/her) associates are good kind people (jen),

天下有道，

與善仁，

the factories make trucks and tractors.

(His/her) speech shows good trust (hsin),

卻走馬以糞。

言善信， ……

……

（第四十六章）

陳張婉莘是美籍華裔女性譯者，她認為《道德經》的思想形式來
本米歇爾的《道德經》譯本在國外是最為暢銷的譯本之一 ，原因就是

源於母系社會存在的啟示。她對女性的特殊關懷可從person，以及His/

他成功地博得了TL讀者的支持，用TL讀者所習慣的現代化表達與他們

her的再個體化中看出。Person和His/her是陳張婉莘找到的女性主義與

結盟。Factories，trucks，tractors 這些在老子時代沒有的辭彙，都反映

道教意識形態的交叉點，同時也塑造了她獨特的個體化譯本。相比之

出米歇爾將此文本置於後工業主義的時代背景中。老子所討論的對立統

下，男性譯者辜正坤（Gu 1995）
（He has a heart as deep as water, He offers

一的普遍規律也被米歇爾改良為環境主義說教（如sky，earth，creature

friendship as tender as water ...）採用He，馮家福（男）和英格裏希（女）[6]

的選用）
。米歇爾遵從自己的意思改寫原作，在前言中他說道：
“我大多

（Feng and English 1972）
（In meditation, go deep in the heart. In dealing with

數情況下是直譯的，但我也闡釋、擴展、壓縮、解釋、與原文本合作、

others, be gentle and kind ...）在譯文中沒有顯示性別。又如：

[5]

與原文本遊戲，直到譯本的語言使我感到真實。如果我沒有翻譯老子的
話語，那麼我的本意是翻譯他的思想（Mitchell 1988: x）
。”
米歇爾多採用改寫的方式進行翻譯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不懂
中文（Mitchell 1988: x）
，其翻譯並非參照中文原作，而是各種版本的
譯作。也就是說，米歇爾並沒有與SL作者老子直接結盟，甚至可以說
他沒有與漢語文化直接結盟，造成其譯本個人理解成分偏多，因此很
難做到忠實於原文。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這正是他充分結盟TL讀者
而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When you don’t trust (hsin)[the people] enough,
信不足焉，

Then they are untrustworthy (pu hsin).
有不信焉。

（第十七章）

陳譯本使用第二人稱 you ，語氣緩和，有一種試圖和讀者對話的感
覺，拉近譯者與TL讀者的距離，與讀者結盟。對比辜譯本“The lack

of faith on the part of the ruler, Leads to the lack of confidence in him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其中選用第三人稱 the ruler（統治者）
，讓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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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辜正坤譯本

產生局外人的感覺。又如：
Therefore, by the Everlasting (ch’ang) Non-Being (wu),

The Tao never dies;

故常無欲，

穀神不死，

We desire (yü) to observe (kuan) its hidden mystery (miao);

It is a deep womb.
是謂玄牝。

以觀其妙；

By the Everlasting (ch’ang) Being (yu),

老子是無神論者，
“穀神”並非神靈而是虛空變化的意思。大多

常有欲，

數學者從字面理解，將“穀神”譯為The Valley Spirit，將“玄牝”譯為

We desire (yü) to observe the manifestations (chiao).
以觀其徼。

（第六章）

（第一章）

陳譯本使用第一人稱複數 we ，不僅促成譯者的身份定位，而且還邀
請 TL 讀者進行類似的自我定位，將譯者與讀者團結為統一整體。對
比辜譯本“Hence one should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ao by constantly observing the Nothingness, And should perceive the
end of the Tao by constantly observing the Being”
，用第三人稱泛指
one ，以及表示義務的情態動詞 should ，疏遠了譯者與讀者的距離，
有抽離說教的意味。

Mysterious Female。中國學者辜正坤通過去個體化，將老子的樸素唯
物主義意識形態與英語文化[7] 的交叉點再個體化為 Tao 和 deep womb
（深邃的子宮）
，充分與SL作者老子結盟，避免了spirit給目的語讀者
帶來的誤解，deep womb更是形象化地表現出“道”孕育萬物的母性，
更加接近老子的本意。又如：
What cannot be seen is called “Yi” (without colour);
視之不見名曰夷；

What cannot be heard is called “Xi” (without sound);
聽之不聞名曰希；

陳譯本屬於順從式TT，採用引用的方式（括弧為引用）
，主要體現
在重要概念後加注中文讀音的翻譯方式。這與譯者的華裔身份有關，由

What cannot be touched is called “Wei” (without shape);
搏之不得名曰微；
……

於離開了家園，翻譯成為華裔作家生存並且在宿主文化中維繫自己文化

It is hence named as “huhuang” (vague and dimly visible).

身份的一種方式，華裔作家對中國文化的翻譯體現了他們心理錯位後尋

是謂惚恍。

求文化歸屬的一種努力。因為身處異鄉，他們更加希望祖國的文化能夠
被西方接納併發揚，這種翻譯方式既體現了與SL作者的結盟以及對SL文
化的尊重，也有助於TL讀者瞭解中國文字與文化，有助於中國文化在西
方的傳播。同時，由於長期生活在國外，抑或是因為其受眾是英語國家
的讀者，她採用了西方的注音方式，而非中文拼音來與TL讀者結盟。

40

（第十四章）

辜正坤對《道德經》中的專有概念，如“夷”
“希”
“微”
“惚恍”採用音
譯加引號的方式，表示直接引用，並在其後的括弧內進行闡釋，這
種引用與闡釋，音譯與意譯相結合的方法能夠很好地兼顧源語文化
與譯語文化，屬於策略式 TT 。同時形成了辜本少註腳和尾注，而用
多括弧文中加注的個體化譯文特徵。對比陳張婉莘的譯本，辜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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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譯採用中文拼音標注，這與其譯本受眾密切相關。該譯本的出

五、結語

版社是北京大學出版社，其目的是為中國外語學習者提供雙語學習
系統功能語言學中的個體化是研究語言使用者的層級，而翻譯活

資源，所以其讀者是懂英語的中國人。拼音標注顯示了譯者通過身

動正是經由源文本和目標文本的作者、譯者和讀者（即語言使用者）之

份歸屬於讀者結盟的努力。

間的意義協商過程。翻譯涉及尋求源語文化意庫的去個體化，創造目標
文本的再個體化，以及途中與源語作者和目的語讀者的結盟過程。個

4.2.5 小結
通過對以上四個《道德經》譯本片段的分析對比，我們可初步得出

體化過程所體現的譯者身份和意識形態問題，以及再個體化後的目標文
本與源文本的引用、闡釋和改寫的互文關係等等，都可以通過具體的譯

如下結論：
（ 1 ）從譯者國籍方面看，理雅各作為英國傳教士，在基督教的意
識形態下實施翻譯，米歇爾在基督教和佛教的共同影響下進行翻譯，多
採用改寫的方式，其譯本都可歸類於抵抗式 TT ；陳張婉莘作為華裔譯
者，由於其對中國文化深深眷戀的內因，多採用引用的方式，其譯本可
歸類於順從式 TT ；辜正坤作為中國學者，在翻譯《道德經》時承載著向
西方傳播中國文化以及提升中國外語學習者雙語水準的雙重任務，多採
用闡釋的方式，因此其譯本可歸類於策略式TT。
（ 2 ）從譯者性別方面看，陳張婉莘作為女性譯者，對女性的關注
度明顯高於其他三位男性譯者；她在翻譯中所使用的語氣也具有女性溫
柔、親切的獨特氣質。
（3）從典籍譯介的角度看，正是譯者結合自身對ST的理解與SL作者

本進行考察。翻譯研究的個體化維度突破了系統功能路徑下翻譯研究的
“對等與轉換”模式，是一個十分值得深入探討的研究視角。另一方
面，參照傳統文學翻譯研究，系統功能視閾下的個體化翻譯視角與“以
譯者為中心”的翻譯研究轉向相呼應。該視角對傳統的翻譯研究既有
繼承也有發展：繼承之處在於同樣關注譯者身份和意識形態問題，發展
之處是運用個體化理論中的個體意庫、文化意庫、去個體化、再個體化
和身份歸屬等概念，將個體化翻譯過程系統化、模式化，站在譯者視角
分析整個個體化翻譯過程，包括其間譯者如何結盟源語作者和目的語讀
者，以達到其不同翻譯目的等。

注 釋
[1]

的不同結盟方式不斷豐富著兩種語言的文化意庫，文化意庫又通過資源分
配不斷豐富著譯者們的個體意庫，循環往復，無限接近原作與譯作的理想

和系統內轉換（intra-system shift）
。
[2]

高，其譯作所受讀者的歡迎程度越高，相應的譯作暢銷度也越高。

個體化指文化意庫與個體意庫的關係，由編碼取向（即規定兒童言語交流的言語編碼）傳
達，進而塑造個體的社會身份（Bernstein 2000: 158）。

原型（楊炳鈞，2004, 2011）
。譯者與SL作者的結盟程度越高，所還原的文
化意庫越忠實，相應的譯作忠實度也越高；譯者與TL讀者的結盟程度越

範疇轉換又分為結構轉換（structure shift）
、類別轉換（class shift）
、級階轉換（rank shift）

[3]

四個譯本均有一定代表性，且都以世傳本為中文參照，理雅各是第一次翻譯高潮時期的
英國男性譯者，米歇爾是第三次翻譯高潮時期的美國男性譯者，陳張婉莘是第三次翻譯
高潮時期的美籍華裔女性譯者，辜正坤是第三次翻譯高潮時期的中國男性譯者。保持代
表性、中文參照版本、翻譯時期三個因素不變，可對比分析譯本個體化在譯者國籍和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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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Gia-fu, and Jane English, trans. (1989). Lao Tsu Tao Te Ching. New York:

者性別兩個方面的體現。
[4]

The Originator 或 Originator of life 在《聖經》中經常代指耶穌，是含有基督教義的專有名詞。

[5]

在 www.amazon.com 搜索 Tao Te Ching 的暢銷排行，顯示 Stephen Mitchell（Jan 1, 1900）
的 Tao Te Ching 譯本在道教暢銷書中排名第一（#1 Best Seller in Taoism）
。

[6]

馮家福（Gia-Fu Feng）是著名華裔漢學家，他與妻子英格裏希（Jane English）是美國著名的

Girardot, Norman J. (2002).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ldin, Paul R. (2002). “Those Who Don’t Know Speak: Translations of the Daode
Jing by People Who do Not Know Chinese”. Asian Philosophy 3: 183-195.

道教經典翻譯家和道教教師。
[7]

Vintage Books.

Tao 已作為英語語言的一個詞條被收入美國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和英

Gu, Zhengkun (1995). Lao Zi: The Book of Tao and Teh.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國的 Chambers 20th Century Dictionary，專指老子的“道”
。也就是說，在英美兩國，Tao一

Halliday, M.A.K. (1956). “The Linguistic Basis of a Mechanical Thesaurus”.
Mechanical Translation 3: 81-88.

詞已被普遍接受（崔長青，1997）
。

—— (1964). “Comparison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Eds. M.A.K. Halliday, Angus McIntosh and Peter Strevens. London:
Long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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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nd its Reception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Interpretations, Misreading and Adaptations
(by Zeng Ji)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one of the most anthologized essay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been the source of numerous academic
reflections and debates, often as a result of the profoundness of
Benjamin’s philosophy and the ambiguity of his poetic expressions.
Benjamin’s view on translation, as condensed in this essay, is
deeply rooted in his views on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art, and is
guided by his language-oriented ontological concerns. His view on
translation demystifies the tradition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that
defines translation and sharply criticizes the pursuit of translation
science based on the enlightenment cult of Reason. He emphasizes
“translation as art” and endows it with the messianic task of return
and redemp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is theory of the “pure
language”.
Motivated by various theoretical and pragmatic concerns,
translation theorists, often suspending Benjamin’s ontological
pursuit, have carried out numerous creative interpretations,
misreadings and adaptations of Benjamin’s essay, using his views
and expressions either to highlight the artistic nature of translation,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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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to endow them with deconstructive or post-modern significances,
or to stress themes of “difference” to foreground the culturalpolitical nature of translation and advocat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pluralism. This paper first conducts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Benjamin’s view on translation as it is, then summarizes how and
why some major aspects of such interpretations, misreading and
adaptations are carried out.

的研究者藉以拓展對語言本質的認識，尋求對科學主義語言學模式的
突破；批評理論本位的研究者充分挖掘其後現代性特質；而在翻譯研
究領域，本雅明翻譯思想所引發或影響的理論話語更為龐雜，眾多學
者不僅關心本雅明譯論本身應作何解，更是大量地挪用了其中的觀點
甚至隻言片語，從不同的問題角度賦予它新的意義，將之與文化權力
和身份政治等眾多時髦的問題糅合起來。
本文首先扼要地解讀本雅明的翻譯觀，探索其背後的本體論關懷

一、引言

及其賦予翻譯的真正使命，但更重要的還在於梳理其在當代翻譯理論
研究中被闡釋、誤讀和挪用的一些主要方面及其各自的背景和動因。

德國思想家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發表於1923年的
《譯者的任務》一文，是本雅明語言哲學和翻譯思想的高度濃縮，其
深邃的思辨和晦澀的語言創造了豐富的解釋空間。數十年間，它不斷

二、文獻綜述

在新的問題框架中被閱讀（誤讀）
、闡釋和挪用，影響或催生了當代西

許多學者首先關注：就其自身而言，《譯者的任務》中的概念和

方思想中關於語言、翻譯和文化研究中的諸多話題，在語言轉向後的

表述應如何精准地進行解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袁偉（2007）
《本雅

西方思想領域中顯得尤為突出。

明說的是啥？》一文。他通過將影響比較廣泛、最有代表性的中英文

作為翻譯理論史上無可爭議的“經典”
，這篇論文印證了“經典”

譯文與德文原本進行比對，通過細讀探討了“可譯性”
、“純語言”、

的一般處境：經典因解釋而常新。《譯者的任務》不是作為一個封

“餘生”等關鍵概念在德文原本和中英語言譯本中產生的理解差異，

閉、自足的文本而存在的，它見證了理論經典如何因為閱讀／誤讀、

試圖糾正因翻譯產生的誤讀，意在“中文世界能對本雅明白紙黑字說

闡釋和挪用而不斷產生新的意義解釋和問題價值。圍繞它的爭論和理

的是啥取得起碼的共識”
。

論演繹，構成了一個生動的詮釋學歷程：對理論經典的闡釋總是包含

這種努力固然會為本雅明翻譯思想的研究起到正本清源的作

著德曼（Paul de Man）意義上的“誤讀”
，往往超越了對作者原義的忠

用，也是反觀其在批評理論和翻譯研究中的諸多解釋、誤讀和挪用

實再現，並總是傾注著詮釋者自身在特定歷史情境中的問題視域和現

的基礎。不過，如果按照美國文論家赫斯（Hirsch）所謂的“meaning/

實關注。對於《譯者的任務》而言，這些闡釋、誤讀和挪用有的上升

significance”二分（Hirsch 1967）
，它更關注的是該文自身的meaning，

到最形而上層面的哲學思考，有的下延至更為具體的文化政治問題。

而本雅明翻譯思想在該文發表數十年後才受到如此密集而廣泛的重

哲學本位的研究者藉以延續對語言和存在的本體論探究；語言學本位

視，更多體現的是significance層面，是因為其所包含的主題和理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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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在學術話語的整體轉型中所呈現的豐富的解釋可能性。

化的思想史語境，即近代認識論主導下的智性取向所引發的現代性

本雅明翻譯思想所包含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對語言的起源

危機，以及“語言的異化”這一深刻的命題。本雅明對“純語言”的追

和本質的另類思考。它有猶太卡巴拉主義的根基，也是西方語言和翻

求，及翻譯所承載的烏托邦式的“救贖”前景，體現了翻譯的本體論思

譯思想中“巴別塔”主題的延續。這一主題是當代西方學界藉以論述語

考與源自啟蒙理性的認識論傳統之間的持續張力。而這種張力正是推

言、意義乃至存在等問題的常見入口。對此，李河在其《巴別塔的重

動《譯者的任務》在當代不斷被重新解釋、賦予諸多內涵的深層原因。

建與解構——解釋學視野中的翻譯問題》
（2005）一書中做了深刻的評

在翻譯學界，對本雅明譯論的重視首先見於對當代翻譯理論流

述。該書第二章論及的“單數的語言和複數的語言”
、
“神聖語言及其

派的歸類和整理之中，構成了翻譯學界對它的接受和應用的基礎。芒

碎片”等，正是本雅明譯論最為核心的前提。

迪（Munday）在其《當代翻譯研究：理論和應用》一書中簡明扼要的評

本雅明特殊的語言觀是其翻譯思想的基礎，對於其語言觀的形成

述了“純語言”
、“翻譯的解放隱喻”和“異化”
（foreignization）傾向及

和發展，袁文彬做了較為翔實的描述。他指出本雅明語言觀關注的核

其影響等方面（Munday 2001: 169-170）
。韋努蒂（Venuti）在其《翻譯

心不是現代語言學問題，

研究讀本》中，將《譯者的任務》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與其編選的貝

而是語言哲學研究的形而上學之維, 即關注的是語言的起源和本質問題。本雅明
對純語言的設定, 其背後隱藏的紛爭是“亞當理論”和“洛克傳統”——或曰歷史
比較語文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學兩種範式的對立。本雅明從浪漫主義出發, 批判了
工具主義語言觀。（袁文彬，2006: 12）

爾曼（ Berman ）
、韋努蒂等人的論述形成聯繫，凸顯了本雅明譯論中
的“解放敘事”和對異化翻譯的推崇對於文化研究本位的翻譯研究、
對於翻譯價值體系的重建所發揮的影響。
包括後殖民翻譯研究在內的文化進路，高度重視翻譯在構建文
化他者的形象中所發揮的塑造性力量，批評傳統翻譯理論在“忠實再

這種批判所體現的“反智性”
，是其抨擊傳統翻譯理論之經驗主義範式
和技術層面關注的基調，也為後來翻譯研究者提供了反思結構主義範
式之科學性、客觀性、中立性表像的重要理論話語。
陳永國編譯的《翻譯與後現代性》
（2005）一書中，以《譯者的任
務》作為開篇，在序言和文章的遴選方面，都充分認定本雅明譯論對
於當代西方文化理論中關於話語、意義、符號、權力、政治等主題的
直接或間接的啟發作用，賦予其“後現代”的內涵。王賓（2004）在其
《不可譯性面面觀》一文中，不僅剖析了本雅明使用的隱喻（如“被打
碎的聖器”）及其特殊的“可譯性”觀念，而且揭示了本雅明被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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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原文這一“同一性”表像之下對語言和文化異質性的壓制和消除，
以“差異”問題為關注焦點來傳達文化政治訴求。本雅明譯論中廣泛
存在的翻譯的“釋放”和“衝撞”力量、對語言間差異的彰顯、高度直
譯的翻譯詩學傾向，經過種種解釋和挪用，為眾多此類論述提供了理
論支援。霍米•巴巴重視語言的“差異的和諧”所創造出的文化空間，
視本雅明譯論為其有力的支持（ Bhabha 2000 ）
；貝爾曼（ Berman ）作
為本雅明思想在法國的翻譯者和詮釋者，其翻譯理論論著與本雅明有
著明顯的淵源。他對德國浪漫主義時期的翻譯傾向和理論的總結體現
了德國浪漫主義翻譯傳統中對文化異質性的高度尊重（1985,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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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本雅明譯論的重要來源之一，也是其所推崇的翻譯態度。經過

本質上是語言性的。在人類未墮落前，語言 -思維-存在統一於來自上

貝爾曼解釋的本雅明譯論，又成為韋努蒂反思翻譯的同一性典律所支

帝的語言，正如《約翰福音》的開篇：道（Word，希臘文的logos）與上

持的“我族中心之暴力”
（ethnocentric violence）
、宣揚異化傾向的翻譯

帝同在，道即是上帝。上帝以詞語創造世界，並把命名的能力賦予人

和“差異的倫理”
（ethics of difference）的學理依據之一。

類，萬物和人類向上帝傳達自身思想存在。
“語言不僅內在於人類思想
表達的所有領域，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語言。在有生命或者無生命的

三、《譯者的任務》主旨之辯

自然界，沒有任何事物不以某種方式參與著語言，因為任何一種事物
在本質上就是傳達其思想內容”
（陳永國、馬海良，1999: 263）
。在“上

翻譯問題歸根結底是語言問題，翻譯觀是由對語言的基本認識

帝的語言”
、“人的語言”
、“物的語言”
“這個等級關係中，所有比較高

決定的。本雅明的語言觀決定了他在什麼層面上思考翻譯問題，以及

級的語言都是對低級語言的翻譯，上帝的詞語極其清晰地展示最終的

賦予翻譯怎樣的使命。

意義”
（同上，277）
。從低級語言到神性語言的“回歸”或傳達過程中，
人的“命名”語言起著傳呈作用，即“萬物向人類傳達萬物自身，人類通

3.1“純語言”與翻譯的本體論追求

過命名萬物以名稱向上帝傳達自身思想存在”
（喻鋒平，2009: 109）
。在

本雅明翻譯思想的基礎是其獨特的語言觀。它在本質上有別

這種以直接性為特徵的傳達中，語言和思想是高度統一的，思想的存在

於工具主義的傳統語言觀以及當代結構主義的符號理論。
“純語言”

也就是語言的存在，語言具有本體性質。具有命名和創造能力的語言，

（the pure language）是《譯者的任務》一文的核心概念。在《譯者的任

就是直接來自於上帝的純語言，它使得“思想存在在語言之中而非通過

務》中，本雅明關於“純語言”的寥寥數語，是其翻譯觀的基礎：
“語言

語言傳達自身”
，
“所有的語言都在自身中傳達自身”
，而不受制于任何外

間一切超歷史的親緣關係，存在于作為一個整體而潛藏在每種語言中的

在於語言的內容。思想實體在語言中有徹底的可傳達性，故伊甸園中的

意向性之中——但任何一門語言都不可能單獨實現這種意向, 它的實現只

語言是完美的知識（同上）
。在巴別塔之後，上帝變亂了人類了語言，來

能靠所有不同語言的意向（intention）的互補——這種意向互補之總和就

自於伊甸園的語言開始分裂為眾多的世俗語言，用本雅明的比喻來說，

是純語言”
（Benjamin 1923/2000: 18）
。這一令人費解的說法，表明本雅

成為了“被打碎的”聖器的碎片，從而失去了源自“純語言”的神聖性、

明最關注的語言絕不是普通意義上的、作為表述意義和交流思想之工具

創造性與直接性。

的一般語言，而是作為一種通往更高層次的、整體的“存在”的語言。

在這種思想模式中，具有神性和創造力、作為理性和啟示之母

“純語言”一說還可以追溯到他於 1916 年所寫的《論語言本身

的純語言，是完美的、無需仲介的絕對真理，是恒定不變的終極的存

和人的語言》一文。在此文中，本雅明發揮了卡巴拉神學的語言神授

在。這種本體論色彩濃郁的語言觀，也背負著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深

論，不視語言為人所獨有，而是強調語言的神聖起源，並認為世界在

厚積澱。它與柏拉圖哲學中的“理念”說也有著極大的親和力。柏拉

54

55

《譯者的任務》與當代翻譯理論：闡釋、誤讀、挪用

《翻譯季刊》第七十七期

圖認為變動不居、千差萬別的具體事物之上，是純粹而恒定的、由

捉到的、在翻譯中聲稱要傳達的神秘的、詩性的體驗，也並非“翻譯”

形式或理念的世界。而本雅明所說的“純語言”
，以類似的方式表述

的精髓。相反，是造成“不精確地傳達了非本質的內容的”次等翻譯的

了對普遍和永恆的形而上追求。純語言作為本體論意義上的終極存

另一根源（同上，16）
。文章開頭的這些論調，幾乎動搖了以再現、傳遞

在，同柏拉圖的“理念”
（ Idea ）
、基督教神學中“大寫的詞”
（ Word ）

為基礎的傳統翻譯觀念的所有根本。他顛覆了通常對‘對等’的理解。

一樣，是西方思想傳統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的一種變

他說作品可不可譯時，思考的不是內容或信息的傳遞。如果通常意義

形。“純語言”淩駕於眾多的人類語言之上，又分散寓居於眾多的人

上語言學的“通貨”豐富，反倒離“語言間的核心的關係”更遠，故而是

類語言當中。換言之，它即是超驗的（ transcendental ）
，又是臨在的

不可翻譯的，是一種語言的傳遞，而非翻譯（Baker 1998: 194）
。

（immanent）
，是散落在“多”中的“一”
，這顯然又是亞里斯多德關
於“普遍/特殊”之哲學思辨的延續。

那麼，本雅明所關注的“翻譯”指的是什麼？在西方思想傳統
中，
“巴別塔”
（Babel）作為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符號，是圍繞語言和翻

本雅明的語言觀，是德國浪漫主義傳統、猶太卡巴拉傳統和西

譯問題所展開的思辨的焦點。在這一傳說中，上帝因人類建造通天塔而

方形而上學傳統的多元混雜，它誕生於語言問題全面進駐於哲學思

變亂了人類的語言，翻譯產生于語言的變亂，而變亂又帶來了兩個層

辨的20世紀上半葉。認識到“存在”的語言之維，通過“語言”來延續

面的追求：一是如何實現人與人之間跨越人類語言之間的差異的、透明

對存在的思辨，是這一時期眾多思想家的共同特點。在這一點上，本

的、無障礙的交流；二是如何回歸以巴別塔之前的原初語言為象徵的人

雅明與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完全一致：
“亦即相信語言關乎本質，是

與神之間的直接聯繫，重返伊甸園，實現人類精神的救贖與回歸。前者

世界本真的居所。
《譯者的任務》是建立在這個基本的前提之上的”
。

是翻譯理論自產生之初就關注的重點所在，佔據了翻譯理論史的絕大部

（袁筱一，2011: 90）在《譯者的任務》中，本雅明通過語言問題（純

分內容。它的思想基礎往往是意義的先在性（意義源於思想）
、語言的

語言）表述的形而上追求，決定了他要為譯者（或者說是為“翻譯”）提

工具性（語言是思想的外衣）和不同語言在深層意義上的共通性。近代

出什麼樣的“任務”。

以來，翻譯研究者不僅在技藝層面延續著對完美傳遞意義的渴望，還從
學理層面為之尋求理據。隨著翻譯研究語言學轉向的開始，現代語言學

3.2 翻譯的使命：釋放、回歸與救贖

方法被系統地用來為跨語際意義傳遞服務，朝著“翻譯的科學”方向高

在這種語言觀的支配下，《譯者的任務》所說的“翻譯”
，就不再

歌猛進。不論是索緒爾-雅克布森方向上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意義源於語

是普通意義上的跨語際的作者意圖、篇章意義甚至審美體驗的傳遞。

言結構）
，還是喬姆斯基開創的轉換-生成語言學（意義源於大腦機制）
，

“翻譯”不是旨在幫助使不懂原文的讀者理解原文，
“那些意在承擔傳遞

都被翻譯研究用以描述翻譯現象，或發展出更精確、更有效的意義傳遞

功能的翻譯所傳遞的只能是信息——也就是說，並非本質的那些東西”

方法。翻譯科學的理想之一，是在人類語言間實現完美的交流，甚至旨

（Benjamin 1923/2000: 15）甚至那些本身是詩人的譯者所能在原作中捕

在發展出一種單一的、純工具性的語言，以作為不同語言間意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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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貨”
，不論其是特定的自然語言，還是人工語言。

本雅明只關注那些觸及到純語言的翻譯。而純語言是潛在於任何語言

而本雅明顯然更關注的是第二個層面的問題。在這個層面上的

中某些特定的作品當中的。對他而言，純語言是一種寓居於特定文本

“翻譯”
，不是為了人類語言之間的完美溝通，而是朝向一個更為初始

中的力量，是一種詩性的潛能，是試圖超越語詞的外殼的語言的內

的、更高層次的語言的回歸。而對以理性、科學為標誌的現代性進程

核。這種可譯性，未必由特定的、作為“經驗-歷史個人”的譯者在譯

的批判，是他哲學體系的重要方面。本雅明一貫認為，現代性是建立

作中真正實現，因為對於這些作品，沒有任何譯作可以與之媲美，但

在對異化、物化的認可與同化基礎上的，是對神性（記憶/語言）的遺

翻譯提供了一個契機，使得包藏在原作中的、源自“純語言”的可譯性

忘。在翻譯問題上，自然也表現為對“翻譯科學”的拒斥。本雅明是帶

得以顯露（Benjamin 1923/2000: 16）
。

著猶太卡巴拉神學的神秘主義觀念來看待語言問題的，體現了深沉的

“翻譯最終為滿足我們的需要而達到表現語言間內部關係的目

彌賽亞情結。並且，其背後還有濃厚的黑格爾色彩。黑格爾將普遍歷

的。它不可能揭示或確立這種隱藏的關係本身，但卻可以通過胚胎或強

史（universal history）視為精神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the Spirit）
。 精神

化這種關係而將其再現”
（Benjamin 1923/2000: 17; 陳永國，2005: 5）
。翻

自我異化, 最後在絕對知識（Absolute Knowledge）的完滿中自我複歸。

譯要彰顯“語言間的親族關係”
。所謂語言間的“親族關係”
，不是語言

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的自我展開”
，與本雅明實際描述的“純粹語

之間的相似，也不是科學本位的翻譯研究者所孜孜以求的各種人類語言

言的自我展開”
，幾乎有著相同的邏輯。本雅明所描述的翻譯，實際是

在深層次上的一致性（即認為語言表面千差萬別，但本質上是共同的。

要釋放囚禁在人類語言的某些作品中的純語言性，來“彰顯語言之間

一種語言所表達的內容，經過還原-再現，能夠在另一種語言中得到完

的親族關係”
，體現的是複數的人類語言向著單數的純語言回歸的歷史

整的表達）
。語言的“親族關係”
，實際上是作為“多”的各種語言，在

進程。巴別塔之後語言的墮落和異化，最終會朝向純語言實現回歸。

作為“一”的純語言之下的差異與互補。
“這種特殊的親緣性是站得住

翻譯的任務，實際是救贖的使命，是重建不完美的人類語言和完美的

腳的，因為各種語言絕不是相互陌生的，而是先驗地、除了所有歷史關

上帝語言之間的和諧統一。

係之外而在它們所表達的東西上相互關聯的”
（Benjamin 1923/2000: 17;

“翻譯”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某些特定作品的“可譯性”
。本

陳永國，2005: 5）
。任何語言的只能體現出純語言的某些方面，只有相

雅明稱，“可譯性是某些作品的一個本質特徵，這不是說對於正在被

互補充，才能共同體現純語言所代表的“一”
。換用語言學的術語來做比

翻譯”的作品本身是本質的，而是意味著原文中固有的某種特殊含義

喻，純語言作為純粹的形式，是眾多語言背後的“shaping force”
，是眾多

這種“可譯性”不是源自文本信息的單一明確、易於傳達（此類文本是

具體語言背後的“langue”，而千差萬別的人類語言則是“parole”
。本雅明

最缺少“可譯性”的）
，而是源自某些原作所包藏的特殊潛質。進一步

所說的翻譯，與其說是尋找眾多語言之間的相似性所帶來的溝通的可

說，這些作品，是在純語言的召喚下產生、或曰包含著純語言的種子

能，不如說是彰顯它們的差異性，以及差異性所表徵的互補與統一。

作品，它們呼喚著“翻譯”—— 卻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翻譯。對於翻譯，

對此，本雅明又提出了語言的總體意圖（intention）之說，“在作為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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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種語言中，所指的事物都是同一個。然而，這同一事物卻不是單

語詞層面）的推崇。他的“直譯”觀念並不同于傳統翻譯觀由來已久

獨一種語言所能表達的，而只能借助語言間相互補充的總體意圖：純語

的意譯 / 直譯二分，這一二分往往是受制於“如何更好地傳達原文的

言”
。此外，還有“意指”和“意指方式”的區別：德語的Brot（麵包）和

意義”這一宗旨。而本雅明卻強調，“翻譯在很大程度上必須克制想

法語的 pain（麵包）
，儘管“意指的東西”相同，但其意指方式是不一樣

要交流的願望，克制想要傳達意義的願望，這樣，原文只有在使譯

的，
“事實上，它們是努力相互排除的”
（Benjamin 1923/2000: 19; 陳永

者及其譯文擺脫了對所要傳達的意義進行組合和表達的努力時才對

國，2005: 6-7）
。而“意指的東西”在本雅明語境中並不是具體的事物，

翻譯是重要的”
（Benjamin 1923/2000: 20; 陳永國，2005: 10）
。並

而更趨近於純語言的語詞。“所意指的東西從來不是相對獨立的…它總

且，
“由直譯而保證的‘信’的重要性在於，作品反映了對語言互補關

是處在恒定的流動之中——直到它能夠作為純語言而從各種意指方式的

係的強烈渴望。真正的翻譯是透明的；它並不掩蓋原文，更不阻擋

諧和中呈現出來為止”
（Benjamin 1923/2000: 19; 陳永國，2005: 7）
。本

原文的光，而是讓仿佛經過自身媒介強化的純語言更充足地照耀著

雅明也重複了他在《論語言本身和人的語言》一文中所用過的“打碎的

原文”
（Benjamin 1923/2000: 21; 陳永國，2005: 10）
。本雅明的直譯

聖器”的比喻：“譯文不是要模仿原文的意義，而是要周到細膩地融匯

觀，實際是以一種形式主義詩學所宣揚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

原文的意指方式，從而使原文和譯文成為一種更大語言的可辨認的碎

的方式，打破不同語言的語詞之間表面的對應，幫助那些特定的原

片，恰如容器的碎片是容器的組成部分一樣”
（Benjamin 1923/2000: 20;

文打亂語詞和指涉內容之間的看似自然的聯繫（工具語言觀所持的

陳永國，2005: 9）
。翻譯體現了意指方式的參照、差異與互補，使各種

“自然態度”），使語言脫離其普通的指涉功能，脫離內容的束縛而

語言“繼續以這種方式發展直到其救贖的重點，那麼，從作品的永恆生

使其所包孕的純語言性得以釋放。

命和語言不斷更新的生命中獲得活力的就是翻譯”
。翻譯照看著作品的

這 種“ 翻 譯 ”是 不 可 能 成 為 一 般 翻 譯 行 為 的 範 本 的 ， 即 便 是

後繼生命（afterlife）
，使語言免于陳腐（成為單純的表意工具）
，使其朝

在本雅明自己的翻譯中，我們也極難找到有說服力的例子（參見

著預定的終極目標發展成熟。故而本雅明稱，

Sanders 2012 ）
。它只適合那些試圖憑藉對日常語言的超越、以詩性

雖然翻譯不同于藝術，不能聲稱其產品的永恆性，但它的目標不可否認地是一

的方式延續對“存在”的本體論思辨的那些哲人。本雅明所推崇的這

切語言創造終極的、包容性的、決定性的發展階段。在翻譯中，原文的語言仿

種“翻譯”
，往往都是是很難用案例來說明的，更與任何以溝通為宗

佛升入了一個更高級更純潔的語言氛圍…它以一種獨特而感人至深的方式至少

旨的翻譯行為無關。它傾向於那些對於經典或“純粹”詩歌的、而且

指出了通往那個區域的途徑：即語言預先註定的、迄今無法接觸的和諧、圓滿

是近乎直譯的、富於衝擊性的翻譯。陌生語言的遭遇，如何使語言

的領域。
（Benjamin 1923/2000: 19; 陳永國，2005: 7）

之間形成映照或碰撞，如何使語言超越一般的指涉功能，而承擔起

在這種終極關懷的驅動下，他賦予翻譯的使命，實際是“釋

“回歸”或者“救贖”的彌賽亞式的使命，這種終極關懷是《譯者的任

放”
、
“回歸”和“救贖”的使命，這就不難解釋他對“直譯”
（尤其是

務》的基調。它也是20世紀一些將語言之思和存在之思相結合的哲人

60

61

《譯者的任務》與當代翻譯理論：闡釋、誤讀、挪用

《翻譯季刊》第七十七期

標準層面去指導翻譯行為的理論。正如 Kohlross 指出，“本雅明的此

共同的基調。
在哲學家驚異的目光中，陌生語言的戲劇性遭遇，為突破自身

文看似討論翻譯問題，但顯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翻譯問題。我們極

語言的遮蔽提供了契機和動力。這種思辨遊戲所體現的語詞層面的、

難想像專業譯者——即便是文學文本的譯者——會從他關於翻譯的意

帶有“直譯”性質的“翻譯”
，從傳統標準來看並不準確通順的翻譯。

義和目的的說法中有所裨益。要是說譯者的行為是由‘純語言——並

但它形象地展現了在陌生的語言相互碰撞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翻譯的艱

不意指或表達任何事物的語言’所指引或控制，任何譯者都不會滿足

難，以及這種艱難所孕育的詩性的解放力量，足以“使不同的語言之

於這樣的說法”
（ Kohlross 2009: 98）
。而Sanders在一篇題為“神聖的

間形成補綴”
，“造成目的語的震撼”
，使純語言得以展露它的吉光片

言辭、蹣跚的行動——瓦爾特•本雅明：翻譯研究不可靠的偶像”的

羽，使語言之思通往存在之思。“把象徵變為被象徵，從語言流動中

文章中，不僅回顧了本雅明的翻譯思想在翻譯研究圈內被正典化的

重新獲得圓滿的純語言，則是翻譯的巨大和唯一的功能”
（Benjamin

過程中被賦予的種種光環，及其與翻譯實踐和翻譯研究更為具體或

1923/2000: 22; 陳永國，2005: 10）
。

更為現實的主題的脫節，更是通過研究本雅明自身的翻譯活動及對
他人譯作的評論，來展示其翻譯行為與翻譯評判何以與此文中為翻

3.3 難以實踐的理論

譯指引的方向相去甚遠，構成了微妙的反諷（ Sanders 2012 ）。本雅

聯繫到本雅明的語言觀，對《譯者的任務》的細讀表明，本雅明
所闡述的翻譯觀，是被其本體論層面的語言觀所支配的，它更關心的

明所推崇的翻譯，始終圍繞著荷爾德林等少數天才式的詩人，只是
翻譯史中個別的孤例。

是從人類語言向純語言的複歸及其所承載的人類精神的救贖，有著強

如果將這種並不意在指導實踐的理論引入到實用層面（不論是

烈的形而上色彩。如果說他在譯者的任務中提出了某種翻譯理論的

技巧的、策略的還是一般價值判斷的）
，則不可避免地埋下了理論層

話，那麼它註定是一種無法付諸實踐的理論。

面的誤讀與挪用的伏筆。當然，本文所使用的“誤讀”
、“挪用”等說

首先，它有別于一般對於翻譯理論的理解。“理論”往往被理

法，未必是貶義的。對於以理論資源的整合與混雜為特徵的翻譯研

解為從“實踐”中抽象出來、並用以指導“實踐”的認識。這種“理

究更是如此。很多時候，翻譯學科（乃至許多新興學科）正是借助

論”觀先入為主地為“理論”賦予了實用主義的目的。對於傳統上實

這樣的挪用，發展出新的視角和方法，拓展了學科的問題深度和廣

踐和應用層面極為突出的翻譯研究而言，尤為如此。而本雅明的翻

度。諸如後殖民翻譯理論、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等，體現的也正是這

譯“理論”
，重點並不在討論翻譯（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本身，而是借

樣的挪用，甚至常常是以隱喻的方式，將不同學科中的理論概念糅

助“翻譯”闡述其對於語言問題的本體論思考。對於本雅明而言，翻

合進來。本雅明的翻譯理論，是通過翻譯闡述其本體論層面的語言

譯問題僅僅是推動其哲學體系發展中的眾多元素之一。如果說他提

觀，本身是形而上的，將之運用到具體的翻譯問題上，則難免存在

出了某種翻譯理論，那麼它更像是一種無法從技藝、策略甚至審美

理論的演繹與跳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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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翻譯研究領域的闡釋、誤讀與挪用

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
，其背後主要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
推動。其所追求的目標是：告別以往“作家——作品——翻譯”的人本

《譯者的任務》一文在本雅明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僅僅是一篇相

主義翻譯評論模式，借助語言學研究的成果促使翻譯研究成為一門科

對較短的文字。其成為翻譯理論的“正典”以及翻譯學界對它的全面

學。語言學本位的翻譯學者們的雄心對翻譯研究的理論化起了推動

解讀、闡釋和挪用，卻集中在上世紀 80 年代以後。原因在於：一方

作用——翻譯研究面對的不再是作為經驗歷史個人的作者的意圖和風

面，翻譯研究對於理論的高度自覺（對“理論話語之系統化”的渴求）

格，而是可以通過語言學分析予以闡明甚至加以量化的“信息”和使

歷史並不長，集中產生於20世紀下半葉；另一方面，在20世紀80、90

“信息”得以在另一種語言中得以重新表達的規律。

年代之前，翻譯研究的關注重點主要在於如何促使傳統的經驗主義

但這種科學主義傾向及其對語言的工具主義態度，恰恰是本雅明

翻譯向“翻譯的科學”轉變，以結構主義語言學和轉換-生成語言學為

翻譯觀所反復批判的，換言之，他反對語言異化為純粹的交流工具。

基礎的翻譯研究語言學轉向正在全面鋪開。而隨著後來“文化轉向”

《譯者的任務》一文的基本立場，與本雅明的藝術觀高度吻合。需要

（the Cultural Turn）的到來，包括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批評等各

強調的是，本雅明強調的翻譯之為“藝術”
，不是一般意義上基於譯者

種批評理論在內的理論資源被廣泛用於以翻譯為載體的文化研究，

主體性的自由創造。傳統上翻譯理論話語中的“藝術”一說，往往還是

《譯者的任務》中包含的豐富的議題和深邃的隱喻，在學術話語的整

和傳達原文的意義聯繫在一起的：譯者憑藉對兩種語言的高超技巧，

體轉型中得到放大。本雅明指出的翻譯道路，難以與翻譯研究幾種慣

擺脫了語言差異的桎梏，使譯作以靈活、優美的方式，在傳達意義與

常的思路契合，它與翻譯一貫的普遍性或同一性追求有重疊，又不斷

傳達審美體驗兩方面都達到完美。而本雅明的翻譯藝術觀卻遠非對譯

強調後現代所青睞的“差異”的主題。它以悖論的方式指出了翻譯之

者之自由和創造性的強調。它依然服從於其形而上的語言觀和彌賽亞

道：對“同一”
（
“純語言”
）的追求只有在翻譯所承載的無休止“差異”

情結。對於藝術，本雅明在《德國浪漫主義的批評概念》一書中提出了

進程中才有跡可循。這種悖論使得它在翻譯研究領域得以以各種相互

“藝術的絕對形式”或“藝術理念”的說法，作為統一體的“藝術理

矛盾的方式被解釋和誤讀，有時常被片面卻不失創造性地加以挪用。

念”
，雖然散見於作為個體的作品之中，但並不為個體作品的理念或
形式所代表，而是其連續總和（徐朝友，2008: 71）
。這種邏輯幾乎與

4.1 闡釋：重申翻譯的藝術之維 ——《譯者的任務》與《通天塔》

其闡述的純語言與個體語言之間的關係如出一轍（表現出深厚的柏拉

《譯者的任務》在當代翻譯研究中發揮了重大的影響，一個主

圖─亞里斯多德傳統）
。並且，本雅明高度看重藝術對於現代化進程中

要原因就是它包含了與“翻譯科學”截然不同的追求，換言之，本雅

的異化與物化的矯治，認可其對於恢復上帝的記憶/語言的救贖作用。

明探討的是翻譯的“藝術”而非“科學”
。翻譯的科學性追求可以追溯

而在《譯者的任務》中，他認定“翻譯是一種形式”
，貶低以傳達意義、

到 20 世紀初對翻譯機器的構想。肇始于 50 年代的翻譯學科的語言學

重構信息為宗旨的翻譯追求，並用了諸如“共鳴”、“和諧”、“回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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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等晦澀的詞語，以及豐富的隱喻去闡述這樣的“藝術”
。譬如，

現出高度的一致。譬如，在論及《聖經》翻譯時（本雅明也將《聖經》

“譯文中，語言的和諧如此深邃以至於語言觸及意義就好比風觸及風

視為最具可譯性的文本，是語言和啟示的完美結合）
，斯坦納稱“譯者

琴一樣”
（Benjamin 1923/2000: 23; 陳永國，2005: 11）
（也就是說，對於

是那些在共有的迷霧中相互摸索接近的……上帝的語法回蕩在發出回

翻譯，重要的不是有形的原文如何，譯文如何，而是在翻譯中產生的

應的自然中，只要我們願意傾聽”
（Steiner 1998/2001: 65）
，而“共有

無形的語言之聲，或者說，是真理之聲，存在之聲）
。本雅明所說的翻

的迷霧”與本雅明所述的純語言失落後的語言的碎片狀態，
“傾聽上

譯，是作為“純詩”的翻譯，
“內容和語言在原文中構成了一種統一性，

帝語法的回聲”與本雅明所述的朝向純語言的回歸，都如出一轍。此

如一個水果與其外皮，而譯文的語言則像寬鬆的皇袍圍包著內容。因

外還有一些其他的論述，如“因每一代都出於一種對臨近性及準確回

為它指代一種比自身語言更尊貴的語言，因而不適合內容”
（Benjamin

聲的衝動而重譯經典，故每一代都使用語言來建構它自己回音激蕩的

1923/2000: 19; 陳永國，2005: 7）
（翻譯導致了語言與內容的剝離，促使

過去”
（同上，30）
，所表達的依然是與“回應純語言的召喚”
、朝向純

語言指向更高層次的語言）
。翻譯的“藝術”
，是超越的衝動，是朝向一

語言的回歸相似的主題。斯坦納盛讚詩歌語言，

個更真實的、更整體的、更崇高的語言性存在的回歸衝動。如果我們再
聯繫到海德格爾對詩性語言的推崇作為參照，翻譯之為“詩”的一面則
更為清楚：真正的語言，是回應著存在之召喚的詩（參見Kearney對海德
格爾語言觀的總結之“Language as Poetry”部分，見Kearney 1994: 49）。
在當代翻譯理論最為重要的著作當中，對這種翻譯的藝術觀闡

表現為對流俗詞語的刻意顛覆（180）
，也就是詩人對流俗語言的憤怒反抗
（184）
，因為詩人的職責在於“淨化語言部落”
、推翻語法結構（186）
，所以
詩人使用的是一種“絕對的語言”
（338）
。（徐朝友，2008: 73）

這與本雅明所賦予詩歌和藝術的彌賽亞任務有直接的關係。

述得最為深刻的當屬斯坦納（ Steiner ）發表於 1975 年的《通天塔：翻

此外，斯坦納對高度直譯的推崇與本雅明的直譯觀有著直接的

譯與語言面面觀》
（Steiner 1998/2001）
。他對本雅明翻譯思想的嚴肅

淵源。他高度肯定翻譯語言對母語的顛覆，甚至盛讚譯語的不可交際

解讀與發揚，略早於上世紀80年代起解構主義大師如德里達、德曼等

性，推崇荷爾德林對索福克勒斯的高度直譯，認為他的譯語負荷著更

對它的重新發現。斯坦納的《通天塔》一書，在翻譯的科學性追求已

普遍的意義潛流，更接近於人類語言的源頭。他甚至認為，
“關於翻

經蓬勃發展，而另一方面解構主義批評已經大行其道的 20 世紀 70 年

譯的本質我們所知道的最高境界正是來自於直譯, 來自於逐字對譯, 雖

代，顯得頗為另類。關於《通天塔》與《譯者的任務》之淵源，已有有

然傳統理論將之視為幼稚”
。

力的研究加以闡明（如徐朝友， 2008 ）
。同本雅明的立場一樣，斯坦
納堅信文學作品的形而上的終極意義，秉承了對工具主義語言觀的批
判，《通天塔》中語言論部分的精華，也正是闡述“詞與物”
、“詞與精
神”的一致性。甚至，在一些關鍵的表達上，也與《譯者的任務》表

66

《通天塔》把“完美的”翻譯分為四類（[Steiner 1998/2001:] 428-429）
：第一類
以追求文學的差異性為目的，此類特徵對情感及智力構成嚴峻的考驗，而這
一追求如此強烈，必須將之現於譯作中；第二類是批評性闡釋（exegesis）的
典範行為，此類翻譯的分析性理解、歷史想像力及語言的嫺熟，促成一種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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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性的估價，而且這一估價是透徹的、負責任的；第三類翻譯不光體現了原

同樣晦澀，具有豐富的解釋空間；另一方面，
《譯者的任務》經過解

作內在完整的生命, 而且通過擴展母語的表達手段豐富了母語；第四類 … 在

構主義大師如德里達、德曼等的解讀，成為解構批評切入翻譯研究的

原作與譯作之間、兩種語言之間、兩種歷史經驗及時代情感之間建立起平衡
（equilibrium）
，取得完全的平等（radical equity）
。
（徐朝友，2008: 74）

其中居前的三類都帶有明顯的直譯性質。

一個入口。德里達的《巴別塔》
（Derrida 1985）與德曼的《“結論”
：瓦
爾特•本雅明的“譯者的任務”》
（de Man 1986）中闡釋和發揮多數並
非對本雅明本人的翻譯觀的精准注解，而是一種“六經注我”式的解

斯坦納所推崇的翻譯藝術觀有大量的靈感直接來自于《譯者的任

讀。換言之，他們往往跳出了本雅明思想的框架，而就其中的某些話

務》
，他在翻譯科學與工具語言觀大行其道、解構主義批評對文學傳統

題進行發揮，對其中所蘊含的“解構”主題進行演繹，在演繹的過程中

產生巨大衝擊的背景下，重申翻譯的藝術維度，不僅彌補了兩者在審

他們也“解構”了本雅明的翻譯思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解

美和價值判斷方面的闕如，也展現了本雅明譯論豐富的思辨價值。應

構式閱讀的特色。譬如，在德里達看來，巴別塔的故事並非是從“神

該說，
《通天塔》中有大量的觀點，是對本雅明譯論較為直接的闡釋。

話的、普適的”元語言的墮落，它展示的是語言並無真正的起點，沒
有語言外的先驗指涉物。而德曼的文章包含著眾多對本雅明譯論的批

4.2 誤讀：解構主義翻譯觀的先聲？
如果說斯坦納對本雅明譯論的發揚，稱得上是對《譯者的任務》
較為貼切的闡釋，那麼，在翻譯研究重新發現本雅明之後，尤其在後

評與否定，有力但未必經得起推敲（徐朝友，2011）。但許多研究者顯
然混淆了“對本雅明的解構式閱讀”與“本雅明譯論本身包含的解構主
題”之間的區別。

來的文化轉向中借用本雅明譯論中的某些方面所展開的論述，則充滿

解構理論最基本的特徵之一就是對西方哲學傳統中的“邏各斯

大量（創造性的）誤讀。其中一種誤讀的基調就是將本雅明譯論冠以

中心主義”的批判和顛覆。在西方傳統語言觀中，語言符號與思維

解構主義之名，使其為解構主義翻譯觀的先聲。

和世界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對應關係。不論是希臘文化中的“邏格斯”

這種論調產生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譯者的任務》中的某

（ logos ）
，還是希伯來文化中上帝以語言創造世界以及亞當為萬物

些表述，表面上看確實動搖了以作者意圖 / 原文信息為中心的傳統翻

命名的神話，都認定了語言的神聖起源及其與世界之間的緊密聯

譯理念，與預設原文信息的在場並試圖完整傳遞之的傳統翻譯觀大相

繫。西方思想史總是預設了一個又一個超越語言之上的先在的實體

徑庭，產生了諸如“譯作是原作的後續生命（afterlife）
，是原作作為有

或者範疇，不論是上帝，理性，還是以“作者”為代表的人的主體

機體的生長過程等等表述。它看似消解了作者的權威性，顛覆了譯者

性，乃至被翻譯的“原本”等等，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在場的形而上學

與作者之間的主僕關係，抨擊了‘原作至上’的傳統翻譯理論觀，容易

（ metaphysics of presence ）
。然而，按照解構的基本立場，語言作為

形成對傳統的‘忠實’標準提出了挑戰”等等片面印象。並且，本雅明

我們無法逾越的仲介（不是傳統意義上直達實在的透明仲介，而是先

所用的字眼，如欲求、差異、增長等，與解構批評慣用的術語相仿並

在於每個經驗言說者的符號系統）
，卻不承認什麼原初性與在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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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符號都要經歷符號系統的內部的分延關係，沒有淩駕於語言之

的地位（Venuti 1992: 6-7）
，認為其所帶來的某種“解放”信息足以撼

上的先驗指涉物（ linguistic transcendence ）
。德里達對於西方傳統的

動傳統翻譯理念的等級觀念，讓翻譯脫離對原本的依附而成為文本

“語言─思維─世界”相統一的語言觀的批判，以及對結構主義語

的閱讀、解釋、傳播、變形的開放過程的總稱。在重重“誤讀”中，

言觀中能指 / 所指等一系列二分的顛覆，凸顯的是一切語言要成為語

本雅明譯論的許多方面被賦予了解構式的內涵。譬如，他對於原作的

言，必然要通過這一系統的差異運作或遊戲。因為意義不能先於‘延

所謂“後起生命”的說法，尤其是所謂“有機體”的隱喻，本是說具備

異’
（différance）而存在，因而沒有純正的、嚴整統一的意義之本原，

了“可譯性”的“原文”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整體，而是一個生長的過

正如巴別塔的故事告訴我們的那樣（Davis 2001: 15）
。

程。翻譯使作品的“後起生命”得以顯現，成就了作品的聲名。

而反觀本雅明的《譯者的使命》中體現的語言思想，依然體現出

而將之賦予解構意義的翻譯學者看到的卻是：作品對翻譯的召

對於某種語言烏托邦的執著。所謂的“純語言”
，是把巴別塔之前的

喚和依賴、譯作不是作為原文的替代而是原文的增補等等，動搖了作

“普世語言”拔高到更高的層面——神的語言或創世的語言。他在翻譯

為恒定不變的意義整體的“原作”理念。德•曼、德里達等人的都將

和語言問題上對現代性進程中的異化或有批判，但指出的方向卻是朝

之解釋為一種缺失。德•曼認為，
“原作並非純粹是正典，這清楚地

著一個整體的、原初的、終極的實在的回歸，本身就是非常邏各斯中

體現在它要求翻譯這一事實當中，因為它可以翻譯，所以不可能是確

心主義的，恰恰應該是解構的標靶。他雖然貶低對原文信息的傳達，

定的。…翻譯使原作得以正典化，得以固著下來，表現出原作的流變

否定翻譯對“與原文相似”的追求，也看似抬高了翻譯的地位，賦予它

和不穩定性（對於這些性質，人們開始常常忽略。）”而德里達則認

某種神聖的光環，消解了傳統上翻譯的卑屈身份，所有這一切並非為

為，
“翻譯其實是原文生長過程中的一個時刻，原文正是在不斷擴大

了消解原文 / 譯文的等級二元，而是使之指向一個更高的“合題”。甚

自身的過程中得以補足自身……而如果原作召喚著補充物的話，那是

至，
《譯者的任務》中包含著大量的原作中心主義的表達，他在詩人和

因為就一開始而言它就不是沒有缺陷的，充足的，完備的，整一的，

譯者、原作和衍生中間劃了一道很有悖論性的界限，對於那些他視為

自我一致的（identical to itself）”
。所謂原文的變動不居或者缺陷，就

“可譯性”強的偉大作品，後者總是無法達到前者的高度。原文的語

是德里達所說的延異。語言中的意指活動，所指只是關聯和差異通過

言和內容契合緊密，如同水果和果皮，譯文則如松垮的皇袍；詩人在

無休止的能指鏈條所產生的效果，處在無休止的區分和延宕之中，從

語言的叢林中，譯者則在週邊，圍繞語言的總體，製造原文的回聲，

未作為一個整體而在場（Venuti 1992: 6）
。

等等，故而也談不上對原文中心的顛覆。

原文與譯文一樣都不是什麼原初的意義整體；兩者都是衍

許多翻譯學者們相信，在對本雅明的詮釋過程中，德•曼、德

生物，都是以意義不可化約的多元性為特徵，包含了多種多樣

里達等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們顛覆了翻譯一貫尊奉的“原作”與“翻譯”

的語言和文化材料，這些材料使意指活動的運作變得不穩定，使

的二分，尤其是翻譯作為從屬的、第二位的、甚至拙劣的模仿這樣

意義變得多重複義、分延，超越甚至抵觸了作者及譯者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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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德里達在“ Border Lines: Living On”一文中寫道，“我尋

於強調符號任意性的語言理論之洛克傳統顯然不會苟同。將《譯者的任

求在可譯性中──在兩種翻譯之間──辨別出界線，一種是由可

務》中的形而上基礎加以剝離，並賦予其中的某些論點以解構主義的內

傳遞的單聲性（ transportable univocality ）或者可形式化的多義性

涵，顯然是一種片面的誤讀。但我們也不能否認這種誤讀的創造性的一

（formalizable polysemia）的經典模式所主導的，而另一種，則轉向播

面：它撼動了傳統翻譯理論的基礎，甚至也撼動了結構主義學理基礎

散（ dissemination ）
，這條界線也是批評和解構之間的界線”
（ Derrida

上的翻譯科學之客觀、中立的假像。正是因為“原文”從來沒有作為自

1979: 92-94）
。“批評”印合了傳統翻譯所追求的對原文意義的辨析、

足的意義整體而在場，翻譯從來不是“忠實的”
（faithful）
，它從未建立

解釋和全面精確的傳達這一可控的過程，而翻譯在另一個層面卻啟

一個同一體（identity）
，永遠不可能是一個透明的再現，而總是一種增

動了對“原文”的解構：文本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被不斷地“再語境

補，一種質疑和盤詰，一種詮釋性的轉換。

化”
（re-contextualized）的傳播、嬗變的生發過程。
在其討論翻譯的最直接文本“Des Tours de Babel”一文中，德里

4.3 翻譯研究文化轉向中的挪用

達對巴別塔的神話和本雅明的《譯者的任務》的討論指向了翻譯的必

賦予本雅明以解構主義的內涵，將翻譯從“再現”某個原初的、

要性 / 不可能性之共存的一面。德里達視翻譯為一種使命、債務、責

整體的、自足的原文意義的負擔中解放出來，是翻譯研究文化轉向

任，既是必須的，又是不可能的。然而，要被翻譯的原文也是負債

中眾多學者對本雅明譯論的誤讀。這些誤讀也為大量的挪用做了鋪

的（indebted ）
：“原文是第一負債者，第一乞求者，它始於缺失和對

墊，那些建立在傳統的“再現”理論基礎上的翻譯觀念被“去迷思化”

翻譯的乞求”
（ Derrida 1985: 184 ）
。這種“雙向負債”展示了翻譯的

（demystified）
，在各種有關話語、權力、政治的批評理論的映照下，

悖論：沒有任何翻譯能窮盡所有的翻譯可能性，而原文的初始的缺

翻譯研究愈加重視翻譯作為一種塑造性的力量而在話語的編織、身份

失永遠不能得到補償。然而，儘管完全可譯性是永遠達不到的，但

的構建和文化政治的運作中的作用（曾記， 2014 ）
。本雅明譯論中許

“承諾”本身是有價值的。原文對於翻譯的召喚和負債也推翻了傳

多表述，在剝除了本體論關懷之後，頻繁地被挪用在文化研究本位的

統上賦予翻譯的第二性的從屬地位。翻譯是一種增補。所謂“增補”

翻譯論述當中，其中不乏矛盾與悖論。

（supplementarity，supplément）
，實際上是所指的不在場性造成的永

文化轉向初期傾向于將翻譯現象放在更大的社會歷史背景中考

恆缺失由能指來不斷填充，而這種填充同樣也不能傳遞純粹的所指，

察，強調客觀的描述性進路（descriptive approach）
。進入九十年代之

而是啟動了一個符號指涉的過程。

後，翻譯研究總體顯得更為激進，翻譯學者們不僅從文化研究的角度

本雅明的語言觀並非不承認原初性與整體性。解構主義脫胎於對

（或者也可以顛倒過來說，文化研究學者們從翻譯角度）去揭示（翻

結構主義之符號任意性和能指流動性原則的過度張揚，而本雅明執迷

譯）話語所造成的不平等的文化權力關係，圍繞著意識形態、身份/認

于語言神聖起源之亞當傳統（參見袁文彬，2006；徐朝友，2008）
，對

同等主題來反思翻譯，而且嘗試借助翻譯研究（和翻譯實踐）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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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文化政治議程（ cultural-political agendas）
，對於譯者的“主體

族性得以彰顯——不是在尋求語言間的共同之處的過程中，而是顯示

性”往往強調得更多。許多翻譯學者在引用本雅明時，往往可以強調

其差異之編綴互補的過程中。但它最終是指向“同一”的——朝向“純

其對譯者的抬高，認可其創造性和參與文化進程的自主性。這部分源

語言”的回歸。當“差異”成為這個時代的主題，本雅明晦澀的表述被

于這篇文章頗有迷惑性的標題：“譯者的任務”或者“譯者的使命”
，

充分地“去語境化”或“再語境化”
，其本體論關懷被拋棄了，其目的

似乎旨在為譯者指明他們必須去完成或實現的一項崇高的事業（且不

論也被修改了，成為宣揚文化和語言的多元主義的靈感源泉。

論它如何有別于傳統翻譯觀所規定的任務）
，而這項事業又往往被牽

“差異”是文化研究進路的翻譯研究中的關鍵字。對於翻譯的

強地解釋為彰顯語言和文化之間的差異，促進語言和文化之間的“差

“差異”主題的重視，甚至可以追溯到法國哲學家布朗肖（ Maurice

異的和諧”等等。

Blanchot）1971年寫在《論翻譯》
（
“Traduire”
）中的經典語句：
“他（譯

這裡存在的第一個問題是“主體性”的問題。從本雅明譯論的基

者）是語言間差異的秘密掌握者，對於差異，他不是要消滅它，而

本思路來看，
《譯者的任務》並未真正給予譯者以創造的自由，相反卻

是要在將劇烈或細微的變化加諸自己的語言的過程中使用它，從而

隱伏著對譯者主體性的否定。作者與譯者的主體性本是一個硬幣的兩

在自身語言中喚醒原文本身固有的差異性的存在。”布朗肖還寫道，

面，都源自在本雅明一貫試圖批判的啟蒙理性。在本雅明所描繪的翻

“翻譯是純粹的差異遊戲：翻譯總是涉及差異，既掩飾之，又偶爾顯

譯任務中，譯者實際是“被翻譯所召喚，被原文的可譯性所召喚”
。
“原

露之，甚至經常凸顯之”
（ Blanchot 1971: 71 ）
。而本雅明譯論中關於

作”中真正“言說”的，不是“作者的意圖”
，
“譯作”也不是個體譯者之

“差異”的描述，在種種“後學”語境中極具思想誘惑力。它促使翻譯

才華或創造性的發揮。
“翻譯”並不真正是作為經驗─歷史個人的譯者

研究者超越翻譯古老而執著的同一性追求，以另一種眼光去看待翻譯

所有意識、有目的的實踐，而是一個帶有宿命論色彩的、整體的語言

之為“差異的運演”的一面，重視其所蘊含的顛覆性力量。作為在目的

進程。換言之，在本雅明的語境中，並非是譯者在譯作中表現了純語

語的具體歷史情境中展開的詮釋活動，原文和源語文化之不可通約、

言，而是純語言在通過譯者言說自身。這與海德格爾強調的“不是人

不可化簡的異質性，也為挑戰目的語的種種習規體系帶來了可能，使

在言說語言，而是語言在言說人”是相似的，是對主體性的去中心化

目的語產生德勒茲等所說的“a line of escape”
，使之得以撼動語言所支

（decentralization of subjectivity）
。

撐的現有的文化、社會等級，用翻譯去消除它的邊界（to deterritorialize

其次是“差異”的問題。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中流露的語言
觀，被視為對語言和文化的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的鼓吹。本雅明關心

it）
（Tymoczko and Gentzler 2002: Introduction）
。翻譯啟動了“擾動”
、
“詰問”
、“錯置”
、
“消解”等充滿後現代性色彩的主題。

的是對翻譯所提供的“救贖”可能，這種可能性不是存在于對“作者意

譬如，關注後殖民文化批評的美籍印度裔學者霍米•巴巴所提

圖”的忠實再現之中，也不存在于對讀者閱讀預期的滿足當中，而只

出的“第三空間”一說，包涵著對本雅明翻譯思想的挪用。巴巴認為，

存在于翻譯所造成的對語言的擾動當中，這種擾動使得語言之間的親

翻譯創造了一個混雜的跨文化空間（the third place）
，在此空間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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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一個不斷展開辨析/認同的過程（identification）
，而不是一種固定

的差異的過程中，才能實現它的救贖使命。

的身份（ identity ）
，也正是在其中，新的意義和文化身份得以不斷產

此外還有方法論層面的挪用。本雅明所推崇的“直譯”方式，傾向

生而不被固著。巴巴所提出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的概念，不

於詞語層面，間或也有句法層面，但它同樣服務于翻譯的形而上目的，

同于傳統翻譯理論中的一般性文化視角（後者往往側重于根據文化心

是以詩的方式使語言超越一般的表意功能，產生某種衝擊和釋放的力

理的差異對翻譯作出調適）
，而是指在本雅明所描述的語言的異質性

量。不過，本雅明使用的“在譯作中將囚禁在原作中的語言解放出來”

（foreignness of languages）前提下形成的、在不同文化系統的差異中

這樣的字眼（Benjamin 1923/2000: 22）
，有別于西方傳統譯論中“迫使

進行的抗爭與流動狀態（a constant state of contestation and flux）
，它形

原文的意義走入俘虜的行列”
，在語言和文化霸權問題成為熱點關注的

成了文化間以不確定性和暫時性（indeterminate temporality）為特質的

當代，頗有話題空間。本雅明特別提及魯道夫•潘維茨寫在《歐洲文化

中間地帶（in between）
。翻譯和對翻譯的研究，成為了這一場域的建

危機》中的話，並稱之為在德國發表的有關翻譯理論的最佳論述：

構力量，服務於後殖民批評語境中文化身份的不斷重新議定，消解著
文化領域的帝國主義話語霸權（Bhabha 2000）
。
而另一翻譯學者謝菲茨（ Cheyfitz ）對本雅明的評述也體現了
類似的挪用：在其《帝國主義、翻譯與殖民的詩學：從〈暴風雨〉
到〈 人 猿 泰 山 〉》這 一 後 殖 民 翻 譯 研 究 著 作 中 ， 他 認 為 ： 本 雅 明

我們的譯作，甚至最優秀的譯作，都是從一個錯誤的前提出發：它們要將印
地語、希臘語、英語的東西德語化（Verdeutschen）
，而不是將德語的東西印地
化、希臘化、英語化。我們的翻譯家對自己語言習慣的尊重，遠遠超過了對
外國作品精神的敬畏……此類譯者的根本錯誤，在於死守自己語言所偶然處
於的狀態，而不是通過陌生的語言來促成自身語言的強烈運動。尤其是譯自

所描繪的“純語言”概念包含了對殖民帝國主義的對抗，因為“他

與自身語言相距非常遙遠的語言時，譯者必須返回語言最基本的要素，深入

表面上看似將我們稱為在歷史中展開的 translatio imperii et studii

到語詞（word）
、意象（image）和音調（tone）三者的彙聚點。他必須通過外語

（意即帝國化的翻譯與文化知識的翻譯二者的合一）投射到審美領

來擴展和深化自己的語言。
（Benjamin 1923/2000: 22）

域：所有語言朝向一種普世語言的同一化（homogenization）”
，但其展
示的圖景實際是民主的（democratized）
，因為他的憧憬不是基於對語言
（languages）的等級劃分，並且他“使得多種聲音得以平等交織在一起，
構成了對異質（the foreign）的深切的尊重”
（Cheyfitz 1997: 134-135）
。
這些挪用儘管牽強，但有其合理之處：本雅明的純語言理念中
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對純語言的追求是一個永恆無盡的過程，沒有
一種自然語言或曰民族語言可以提升到純語言的高度。純語言存在於

這段引用的話被轉引的頻率，甚至比本雅明之基本的語言觀和
翻譯觀本身還要高，但它僅僅傳達了本雅明之直譯觀的表層。在本雅
明的語境中也許提出（或曰重申）了將外來語言的異質性引入目的語
言的重要，但它並不是針對一般文化問題，而是在其語言本體論的框
架下、在服務於純語言的釋放或展開這一終極關懷下來談的。在當代
翻譯理論視域中，如韋努蒂等翻譯學者高度推崇從施賴爾馬赫、本雅

語言之間永無休止的差異和互動當中。並且，翻譯只有在彰顯語言間

明、貝爾曼等人的論述中發展出來的“新直譯觀”
，將“Domest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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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Foreignization ”賦予方法論層面的內涵，藉以抗拒翻譯的“自然

的翻譯對象，因其和獨特文化結合在一起，無法在譯文語言中（譯文

態度”及對異質的轉換與改造的“暴力”
，批判其背後的“我族中心”

語言無法與之完全對應）
，故看來是不可譯的。然而，問題的實質在

（Ethnocentrism）態度和“文化霸權”
（Cultural Hegemony）意識。

於如何將原文作者與譯文讀者帶到一起。因而，他撇開了逐字對譯/

新直譯觀的基本認識是：貌似中立的傳統翻譯理念（如忠實、

意義對譯、忠實/自由等方法之爭，認為對於譯者（第二類translator）

通順等）
，實際上助長了強勢語言和文化族群對各種文化他者的排

而言，擺在其面前的只有兩種途徑：“要麼盡可能地不打擾作者，而

斥、壓制和同化，服務於“我族中心”的文化暴力（ the ethnocentric

讓讀者向作者靠攏；要麼儘量不打擾讀者，而讓作者向讀者靠攏”

violence），維繫著不平等的話語權力結構，故而，翻譯的倫理反思是

（Schleiermacher 1813/1992: 42）。 施賴爾馬赫強調的是要讓讀者讀

從對傳統翻譯理念的批判出發，延伸出的對文化他性的重視和對翻譯

譯文像讀外文一樣。他的出發點是如何最大程度地保留（或者不如說

暴力的抵制等等文化價值判斷主題。

是傳達）外來作品的“異質性”
（foreignness）
，而不是如何將這種異質

本雅明譯論中對於直譯的推崇，是德國浪漫主義時期翻

性加以消除。這種看待翻譯的基本態度，可以反觀本雅明譯論的德國

譯思想的高度濃縮。相對于英美翻譯界所盛行的、以簡潔

浪漫主義傳統之根，我們不難發現近乎相同的觀點、甚至近乎相同的

（simplicity）、平實（plainness）為旨趣的“通順”
（fluency）標準，德國

隱喻（如“生命”的比喻）
。

浪漫主義時期的翻譯論述提供了迥然不同的視角。弗裡德里希•施賴

作為本雅明思想在法國的主要詮釋者，貝爾曼的翻譯理論滲透了

爾馬赫1813年題為《論翻譯之不同方法》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本雅明式的立場和表達。在《異域的體驗》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of Translating ”）的一篇講演，代表了德國浪漫主義時期對翻譯的總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Épreuve這個詞譯成trial更加合適，體現

體思考（ Schleiermacher 1813/1992 ）。施賴爾馬赫的翻譯思想在“通

了“考驗”與“嘗試”的雙關意義，見Berman 1985/2000）一書中，他

順”
、“透明”
（ transparency ）的標準盛行的英語世界恰恰站到了時尚

借助對德國浪漫主義的研究，探討了翻譯的倫理問題，其核心在於對

（或曰時弊）的對立面。他綜合了同時代的許多思想家如歌德、赫德

翻譯中的“我族中心主義”的抵制和對異質的認可和開放。對貝爾曼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等人的思想，其所代表的德國浪漫主

而言，翻譯的倫理立足于翻譯的根本目的，而這種根本目的不是當

義時期的翻譯思想，全然不同于當今英美世界盛行的、以平實通順為

時盛行的基於“信息傳遞”的交際。貝爾曼認為，評價翻譯的基礎既

旨趣的翻譯傾向。施賴爾馬赫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翻譯類型所對應的

是倫理的也是詩學的。他揭示了“自然化”
（naturalization）翻譯策略

譯者：1. Interpreter (Dolmetscher): 相當於翻譯實用文體的譯者；2.

和對文本進行扭曲的一系列舉措（system of textual deformation）對

Translator (Übersetzer): 翻譯學術和藝術文獻的譯者。對於前者，翻

異質性的否定和消除，批評了西方主流翻譯理論和實踐存在的我族

譯的任務是交際性的，重在意思的傳達，對於後者，翻譯是創造性

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傾向（Berman 1985/2000: 89）
。在貝爾

的，是為語言注入新生命（breathing new life into the language）
。後者

曼看來，對於翻譯倫理的認識應該基於體現在譯文中的本土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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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域文化之間的關係。壞的翻譯以“達意”
（ transmissibility ）為追求

不是像過去那樣簡單地建立在如“忠實”或者“通順”等等籠統的絕

（或藉口），對外來作品中的異質性（ strangeness ）加以系統地消

對律令之下的，而是建立在“好的翻譯必須致力於保留語言和文

除。而好的翻譯則旨在限制這種種族中心的否定姿態（ ethnocentric

化的差異”這一基本立場之上。韋努蒂名之曰“差異的倫理”
（或曰

n e g a t i o n ）： 它 打 開 了 缺 口 、 引 發 了 對 話 、 促 成 了 雜 合（ c r o s s -

“存異的倫理”
，the ethics of difference）
，以和“求同的倫理”
（the

breeding）
、推動了“去中心化”
（decentering）
，迫使本土語言和文化將

ethics of sameness）相對應。韋努蒂明確地區分了翻譯策略中的兩種

外來文本的異質性記錄下來，以最大限度地抑制種族中心主義的傾向。

取向，分別稱之為歸化（Domesticating）和異化（Foreignizing）
。他的

兩者是通過不同的話語策略（discursive strategies）來實現的：壞的翻譯不

綱領旨在尋求一種能夠避免歸化模式中的暴力、並能夠凸顯翻譯的

光在譯文中實行徹底歸化的策略，還試圖掩蓋在此過程中對外來文本的

異源性質的策略。這種翻譯策略的表述前後各有不同，起初被稱為

各種操控（manipulations）
，而好的翻譯則尊重外來文本，“通過提供某種

“異化”，後來又稱為“少數化”
（ minoritizing ）或者“抵制性的翻

對應來擴大、增容和豐富譯入語言”
（Venuti 1998: 81）
。

譯”
（resistant translation）
。

韋努蒂在當代英美文化政治語境中，糅合了源自施賴爾馬

文化轉向後的當代翻譯理論中，許多立場和觀點都與本雅明譯

赫、本雅明、貝爾曼等人對於翻譯與差異的思考，並大量援引後結

論（或對於本雅明譯論進行解釋和發揚的理論話語）有著直接或間接

構主義立場（其中當然不乏那些源自於對本雅明譯論之後結構主義

的關聯。種種挪用儘管未必在學理和邏輯上顯得牢靠，但它們反證了

解讀的內容）
，並賦予差異問題以倫理的內涵。他在《翻譯之恥》

理論經典在不同語境中被闡釋時所蘊涵的開放性和生命力。

（ Venuti 1998 ）中對翻譯倫理的思考，大致是遵循以下的思路：首
先，翻譯不止是一種意義傳遞的活動，它也是一種文化政治行為，
因為語言不僅塑造著思想，也塑造著文化身份 / 認同，意義作為語言

結語

運作的產物，則是意識形態和權力話語的競技場。而翻譯涉及的是

本雅明《譯者的任務》一文中談論翻譯問題，是在其基本的語言

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其次，翻譯往往不可避免地將本土

觀和藝術觀的指導之下，通過語言和翻譯問題闡述語言本體論問題，

的價值觀念傾注到外來文本當中，對之進行刻板、片面的呈現，使

並在認識論層面包含著對傳統的“再現”論和源自啟蒙理性的翻譯科

之服從於本土利益需求，強化由話語構建的既定的等級秩序。翻譯

學觀的批判。他深刻地闡述了翻譯之為藝術的一面，並在其“純語

“在根本意義上是種族中心的，故而絕不可能是地位平等的雙方之

言”理念下賦予翻譯以“回歸”和“救贖”的彌賽亞式的任務。《譯者

間的一種交流”
（同上， 11 ）
。再次，對翻譯進行倫理判斷的基礎在

的任務》作為開放的文本，成為當代翻譯研究眾多主題的啟發點。翻

於翻譯是否有助於消除本土文化的種族中心主義傾向。在此基礎

譯理論界結合著各種各樣的問題關注，對他的翻譯觀進行了大量的闡

上，韋努蒂搭建起他用於評估翻譯之優劣的倫理框架，這一框架

釋、誤讀與挪用，往往擱置其形而上追求，或藉以重申翻譯的藝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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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或賦予其“後”學內涵，或用之闡發“差異”主題，張揚語言與文
化的多元主義。從寬容的立場看，這些闡釋、誤讀與挪用又何嘗不是
本雅明譯論自身的“翻譯”和“後繼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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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raining Master of
Interpreting Students (by Mo Aiping)
This study explores issues of competence-building in Master of
Interpreting (MI) programmes. It argu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interpreter edu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terpreting competence. The approach
allows a re-establishment of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cluding
their classroom roles) and a commensurate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especially the timely adjustment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market needs), ultimately facilitating a more
practical, market-oriented mode of training.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interpreting projects are an effective
means to cultivate interpreter competence, and that they foster the broader
skillsets required fo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t concludes that cooperation
among students through engagement in interpreting projects can help
enhance their knowledge structure for the profession, so lea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ly competent practitioners adaptable to higher-level
professional team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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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走出去”戰略背景下興起的翻譯學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績，其

問題等將是我們討論的焦點。因此，本研究基於對現狀的分析，試

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翻譯碩士專業學位（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圖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並提出可供參考的解決辦法。

Interpreting ，簡稱 MTI ）教育。 MTI 自 2007 年由教育部設立以來，
發展迅猛並在翻譯人才培養方面起著重要作用，至今已有 206 所高
等院校具備了招生資格。自然， MTI 研究生培養與教學也就成了當
今學界的熱門話題。

2.1 國內外現狀分析
縱觀我國過去幾年MTI研究生的教學及研究，我們發現大多數成
果集中在課程設計、論文評價體系等方面。然而，這些角度多元、方

目前，我國MTI研究生培養分為筆譯（Master of Translation, 簡

法多樣的研究存在不少問題：1）物件太泛、缺乏系統性；2）理論探索

稱MT）與口譯（Master of Interpreting， 簡稱MI）兩個方向，旨在培

過少、經驗總結較多，說服力不強；3）實證研究成果不多、客觀理據

養適應國家經濟、文化、社會建設需要的高層次、應用型專業翻譯人

不足。MI研究生教學方面的問題更是突出。一方面，學生實訓時間難

才（莫愛屏，2013: 39-43）
。本文從社會建構視角探究MI研究生的培

以保證、且缺乏有效監控機制。學生模擬訓練與實戰占整個課程體系

養；考察其教學手段與方案的實施、師生在課堂角色的分配，以及根

中的比重較小；實踐過程中不能保證得到職業譯員的具體指導和學校

據市場需求而適時調整的教學內容和手段；重點關注 MI 研究生培養

老師的即時監控；實踐之後缺乏及時有效的總結；評價機制單一化，

過程中學生如何自我構建和完善其知識結構。本文通過對教學理念、

缺乏過程性回饋機制。另一方面，MI研究生培養的分層不清，與學術

培養目標、課程設計、教學內容等相關成果的分析，結合口譯項目實

型翻譯學碩士研究生的培養沒有實質性區別（柴明熲，2012: 8-11）
。這

例，探討先行組織者論、情景認知論以及合作學習論對 MI 研究生培

些因素嚴重地影響了學生培養的質量。

養的啟示。針對 MI 研究生在不同階段的特點與需求，本研究宣導具

相對而言，國外 MI 研究生培養的歷史更長，經驗更豐富。雖

有區分度的、適應不同層級學生的口譯項目教學模式，以期為MTI研

然許多學校在某種程度上也存在概念混淆的問題，但其在教學方

究生和學術型翻譯學研究生（Master of Arts in Translation）教育的深

法、培養方案、課程設置等方面與本案大同小異。因此，這些經驗

入研究提供一種新思路。

和研究成果對我國此類研究生的培養有借鑒意義。北美地區最具代
表性的學校是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Middlebury Institute of

二、國內外口譯碩士研究生的培養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2015年之前原稱蒙特雷國際研究
學院，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簡稱MIIS）。該

作為一種新事物， MTI 研究生的培養勢必會遇到挫折和困難。

校秉持培養國際最頂尖口筆譯專業人才的目標，在筆譯與口譯專業

從碩士培養點的建立到具體教學、口譯實踐安排等都會出現前所未

碩士（MA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培養方面取得了豐碩成

有的狀況。教學和實踐過程中究竟會出現什麼問題、如何解決這些

果。 MIIS 口筆譯人才培養的主要特點是：筆譯方向重視文本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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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譯質量控制等能力的培養，而口譯方向更側重對學生口譯素養、抗

解决的問題。因此，根據我國現階段 MI 研究生培養的現狀，更新

壓能力的培養。更重要的是， MIIS 實行對學生的分段培養，其階段

內容、改進方法、創新理念將是 MI 研究生教學及研究下一步工作的

過渡需通過相應的考核。在其兩年制的培養模式中，第一年不分方

重點。本研究假定：口譯項目有助於 MI 研究生在實踐中構建自身的

向，所有學生須通過完成大量視譯、筆譯等基本功訓練來提升自身的

知識結構；學生在先行組織者理念下做好充分的譯前準備，對其在

雙語能力和雙語轉換能力；通過考核的學生進入第二年時，方可選擇

情景認知制約下的口譯合作學習有較大影響；基於口譯項目的報告

上述方向、並接受方向課程的學習任務。與 MIIS 的培養模式類似，

寫作能使學生較好地反思其參與過程中的經驗、體會，促進其提升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 設的會議口譯專業碩士（ Master of Conference

譯者素養和譯者能力。

Interpreting，簡稱MCI）要求學生首先完成為時六個月的必修課程，
以語言能力強化訓練以及翻譯基本功訓練為主。這種培養模式的主要
目的是幫助學生先掌握口筆譯基本技能，然後過渡到交傳和同傳的學
習階段，直至完成高階學習任務。

2.2 社會建構理論與MI研究生培養
瑞士心理學家 Piaget（ 1953; 1972 ）在研究兒童知識能力發展過
程中所提出的建構主義理論被廣泛應用於教育研究，在學界產生了很

國外 MI 研究生培養的另一特點是：教學在統一的理念與模式

大的影響。他認為兒童智力發育和知識獲得的過程是在內因和外因共

下進行，注重培養學生的口譯素養和研究能力。歐洲地區翻譯碩士

同作用下向前推進的，兒童需在與外部世界相互溝通的過程中，逐漸

教學的代表巴黎高級翻譯學院（École Supérieure d’
Interprètes et de

“建構”起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Vygotsky（1979）基於 Piaget 的認知

Traducteurs，簡稱ESIT）將釋意派的翻譯風格貫穿於翻譯碩士培養全

建構理論，提出了社會建構理論（Social Constructivism）
。他指出，作

過程，即在釋意派理論框架下探討碩士培養與教學實踐。專注於培養

為社會交往的主要形式，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理應在教育過程中發揮重

譯者能力與素養的 ESIT ，還重視對學生研究能力的考核，對課程論

要作用（Kalina and Powell 2009: 243）
。社會建構教學模式的關鍵就是

文和畢業論文的要求也較為嚴格。這一做法在英國也頗為盛行，巴斯

注重教學中的合作交流。該模式強調保留學生個人批判性的見解，使

大學開設的口/筆譯碩士（MA in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ng）要求學

其在教學環境下通過交流來完成學習任務。與 Piaget 單純提倡師生間

生修完一系列的翻譯理論課程和實踐課程，同時也要求學生具備相當

一對一的交流不同，Vygotsky 認為學生應在老師的指導下與其他學生

程度的翻譯研究能力（Niska 2005）
。其考核方式既包括對學生口譯水

進行互動和溝通。

平與素養的檢測，又要求學生提交課程論文，畢業論文是學生獲得學

Vygotsky 的理論得到了教育心理學界的廣泛認可。大家一致認
為（Lantolf 2000; Woolfolk 2004: 326）
，Vygotsky 的社會建構理論揭示

位證書的必要條件。
總上所述，國內外各培養院校由於其側重點不同，對 MI 研究

了知識傳遞的基本規律，即知識的學習是一種社會交往過程，並受一

生的培養無論是在理論探索，還是在教學實踐方面都存在較多亟待

定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Bigge and Shermis（2003: 127）指出：該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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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學習效果評價體系的各級指標

的優勢在於其指出了學習模式的本質：知識的傳授與接受歸根結底都
是社會交往的表現形式，學習本身就是一種在社會交往中實現個人提

評價方

升的過程。Kiraly（2000: 9）等嘗試性地將社會建構理論應用於翻譯人
才的培養之中，他指出：翻譯教學應遵循“讓權增能”的思路，即將

學生

傳統的、教師單方面講授模式轉化為學生自我建構知識能力、實現自
我提升的模式（桑仲剛， 2012: 82-93 ）
，其最終目標是培養學生的學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

譯前準備

基礎訓練

系統訓練

背景知識

情景認知

知識結構

基本轉換技能

模擬口譯

口譯實踐

材料的預習

習慣的形成

較好的習慣

合作精神

創新精神

口譯表現

轉換能力

學習效果

合作滿意度

同伴

習能力和譯者意識。

MI研究生的培養是我國目前培養高級應用型口譯人才的主要形
式，此類人才應兼具翻譯能力、職業素養與團隊合作精神。這與社

教師

階段1：

階段2：

材料的使用

理解能力

綜合能力

技能的掌握

基本技巧

流利度

轉換能力

準確性

會建構理論所追求的“讓權增能”
、實現學生自我建構其知識結構的
理念不謀而合。 MI 研究生的培養不能局限於單純的語言學習，應與
普通職業譯員培訓區別開來。相對成熟的 MI 研究生有一定的語言與

譯者能力
市場

職業素養
應對能力

翻譯基礎，他們既要具備較強的歸納和吸收能力，又要具備較好的
翻譯實踐能力與較高的職業素養。他們的基本技能與職業素養可通

以現行的MI教學為例，大多院校採用兩年的學制。我們假定同一

過口譯實踐項目，並根據其所處教育培養層級，在教師指導與團隊

年級的同學大致在同一水準層次，故將其分為“一年級”與“二年級”兩

合作的前提下完成。

個不同的教學培養階段，並在各階段設定不同教學任務。一年級學生大

將社會建構理論融入MI研究生培養的關鍵是要將口譯實踐項目

多首次接受系統的學習任務，尚未形成較好的自學或訓練習慣。我們對

與教學結合起來，可分三個階段進行：1）基於“先行組織者”
（即供預

其應側重口譯基本知識的傳授、技能的培養，以已完成的項目為課堂模

習的材料）的預備階段，即口譯實踐項目實施之前的準備；2）以情景

擬教學材料。而二年級學生則在接受了基本訓練的基礎上，對口譯項目

認知論為指導的實施階段，即需體現情景認知論對教學過程中口譯實

有了一定的認識。此階段教學應強調以培養學生職業素養為主，兼顧對

踐項目的指導作用； 3 ）以合作學習論為主的總結階段，即學生口譯

其口譯技能的系統訓練，在條件允許下，讓部分優等生參與（真實）口

實踐項目完成的效果取決於其在項目中的表現。 MI 研究生在學習過

譯實踐項目。進入此階段學習的前提是學生完成了第一階段各項任務，

程中，必然經歷一個從初學者到較為成熟譯員的成長過程，而這一過

並通過相關評估和考核。再經過一年時間的實戰（實習）
，逐漸使學生通

程受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如表1）
。

過一定程度地參與各（真實）環境下的口譯活動，提升自己的口譯職業素
養，練就譯者能力和臨場應對能力，為進入市場做好充分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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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於口譯實踐項目教學的MI研究生培養模式

（Ausubel and Robinson 1969: vi）
。學生在進入正式的口譯實踐之前，
須充分瞭解所要面臨的任務、針對自身的特點與需求，合理地在譯前

將口譯實踐項目與口譯教學結合起來是一種新嘗試。該模式強
調基於口譯實踐項目的教學過程（特別是教學手段與實施方案）
、師
生關係（包括師生在課堂角色的分配）的重構等。學生在先行組織者
論、情景認知論和合作學習論的指導下完成譯前準備、口譯過程和口
譯報告的寫作。這種三位一體的多元模式對學生知識的構建具有較大
制約作用（如圖1）
。

準備階段掌握並利用好相關材料，以順利完成學習任務。
學生在接受口譯訓練之前，首先要利用好“先行組織者”
，對教
學過程中所涉及的 容進行概括和梳理（Ausubel and Fitzgerald 1962;

Lawton and Wanska 1977）
，包括本次口譯實踐項目中較為抽象的原
則、觀點、概念等。學生還需瞭解可能遇到的新知識與現存知識之間
的異同點，把握它們之間的區分度，以避免混淆（Ausubel and Youssef

1963; Hartley and Davis 1976; Mayer 1979）
。由於處於第一階段學生所需

圖1 三位一體的口譯訓練模式
譯前準備

材料
預習

口譯過程

階段1
階段2

口譯過程

報告1
報告2

準備的口譯任務是在課堂上模拟已完成的項目，教師就可對“先行組織
者”進行適當加工、整理，以適應學生的專業水平與學習能力。為達此
目的，教師可引導學生跟蹤口譯市場發展的趨勢，緊扣金融、貿易、
能源、環保、反恐、區域發展、地區和平等時代話題，並有意識地對
一些較難處理的話題進行加工、循序漸進地讓學生構建相關知識結構

在上述口譯訓練模式中，譯前準備為學生提供知識上和心理上的雙

（Melrose 2013）
，並得到有效的訓練。譯前準備是模拟實踐的重要環

重建構；口譯過程是學生實施這雙重建構的主要途徑，可分兩階段進

節。教師可對學生進行輔導或做示範，供學生模仿練習，這是口譯實

行；口譯報告則是幫助學生總結口譯實踐的重要手段。三者之間相互

踐項目預備階段不可缺少的環節。進入第二階段的學生在繼續參與類

聯繫、又相互制約，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口譯能力和職業素養。

比口譯實踐項目的基礎上，部分優等生還有機會跟隨導師直接參與真
實口譯項目。因此，我們為這個階段學生所準備的“先行組織者”就必

3.1 先行組織者理念下的譯前準備
Ausubel（1960）提出的“先行組織者”
（Advance Organizers）指先

與真實口譯情况大體一致。學生需在教師的引導下，積極配合並做好
充分的譯前準備，教師也會適時地讓學生參與部分的真實口譯工作。

於學習任務的一些引導性材料。儘管這些材料抽象，但具有概括性，

在“先行組織者”的運用過程中，師生在兩個不同階段所扮演的角

並能清晰地將認知結構中原有的觀念與新的學習任務聯繫起來。他假

色不同。一年級學生自身學習能力和獲取知識的能力有限，他們應在

定：在正式教學之前添加一個簡短的預備步驟有助於教學。 Ausubel

教師的指導下對譯前準備材料進行消化、吸收。此階段課堂教學應遵

的相關研究表明學生所掌握的背景知識是影響學習效果的最重要因素

守以教師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的原則。Ausubel and Robinson（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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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為使“先行組織者”的效能最大化，教師可將學生現存的知

也正是情景認知論所期望學生掌握的技能（Hung and Wong 2000）
。情景

識結構發展成一個具有充分包容性的子系統，並使之融入所需傳授

認知論與口譯項目的結合有利於培養學生的職業素養與操守，讓學生在

的新知識體系。他們認為，作為整個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學生如不

社會關係中建構自身知識結構，實現從理論學習者到職業譯者兩個角色

能在一開始就設法掌握新知識，“先行組織者”的效能將無從發揮

的無縫對接，使其順利過渡到未來職業的發展軌道。

（Ausubel and Robinson 1969: 46）
。因此，對於二年級學生，則應充分

對於一年級 MI 研究生，讓其馬上進行真實口譯實踐顯然不現

激發其自主學習的興趣，並使他們在課堂上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得到有

實，故我們可在課堂上採用對真實口譯項目模拟的形式。再現口譯

效發揮 。教師在口譯項目預備階段所扮演的角色是材料提供者，而作

活動情景是影響學生模拟成功與否的關鍵。我們所準備的材料、所

為實踐者的學生應在老師的鼓勵下，充分運用其現有的“百科知識”以

提供的語境就要盡可能地反映真實口譯的情境。要讓學生在已學課程

及專業知識理解好“先行組織者”
，做好譯前準備。教師還需鼓勵學生

（如口譯基礎、連續傳譯等）的基礎上，走進模擬口譯工作坊，為其

在對比的基礎上，大膽地將其現有認知結構體系中的知識與“先行組織

提供將理論應用於實踐的場所，檢驗其所初步掌握的口譯能力。口譯

者”中所介紹的新知識聯繫起來，並加以運用。

基礎、連續傳譯、口譯工作坊是大多數院校在研一開設的課程。學生
在口譯基礎課上進行小組合作學習；教師創造各種口譯情景、建構口

3.2 情景認知制約下的口譯過程

譯現場的各種社會關係，並根據“先行組織者”和學生所做的譯前準

情景認知論（Situated Cognition）是社會建構教育理論的另一重要

備，指導學生預見、處理口譯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和難題。學生小

組成部分。根據Brown et al.（1989）
，
“情境認知”主要指“人們所獲得的

組也可仿造真實口譯中交替傳譯和同聲傳譯的組織形式，實行輪流

知識與其參與的活動緊密聯繫；活動不是學習與認知的輔助手段，而是

擔任譯員、負責口譯材料中某一部分的做法，盡可能使課堂模拟教學

學習過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通過參與各種活動，學生自覺投入到

（口譯項目）貼近於現實。當然，還要考慮到第一階段學生對這種教學

人與環境的交換關係之中，這種關係又將作用於學生思維的提升和教學

及使用材料的接受程度。基於此，可採取教師賞析譯員原稿與學生組

活動的完善（Hung and Chen 2001）
。
“情境性教學”是情境認知論在人

內互評相結的形式，幫助學生盡快熟悉真實情景。在材料的運用上，

才培養中的具體應用；課堂教學應使學習在與現實類似的情景中發生，

還可通過將同一材料運用於交替傳譯、視譯或同聲傳譯等不同模式的

以解決學生在未來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問題為目標。為提升教學質量，我

練習來調整口譯實踐難度。此外，在第一階段，我們還應準備多領

們應在MI研究生口譯項目教學中為學生提供模擬度高的現實情景，甚

域、不同形式的口譯項目供學生模拟練習。一方面實現學生翻譯能力

至可有計劃地或有針對性地直接將學生帶進口譯現場進行教學（如廣交

的均衡提升，另一方面給予學生機會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領域、培養

會、世博會等）
。將此類項目納入人才培養體系，學生很可能會面對具

其從事口譯工作的興趣、並使其找準自己在譯員團隊中的角色定位。

有高度真實性的潛在衝突與矛盾，而如何處理這類實際工作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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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具備參與真實口譯實踐能力。換言之，學生在第二階段伊始已初

相互依賴、相互溝通、相互合作，力求實現共同的目標；教師在此類

步確定各自的主攻領域及譯員角色，他們可依據自身特點和興趣選擇

活動中僅作為指導者、監督者、或僅提供幫助，並不施加直接影響或

參與口譯實踐項目。此階段的教學應主要凸顯情景認知理論對真實

對其進行管理（Cohen 1994; Antil et. al 1998）
。在整個合作學習過程

口譯實踐項目的指導作用，讓學生在情境中掌握口譯的基本技能和應

中，學生間的交流、爭議、意見綜合等有助於其建構新知識結構、從

對能力。情境性學習的基礎是建構基於項目教學的真實任務情景，使

更高層次把握語言之間的轉換。處於研究生階段的學生在一定程度上

學生在社會交往中實現自身能力的建構。在理想的情况下，學生應盡

已有自己的想法，他們解决問題的思路呈明確化、外顯化等特徵，有

可能參與有組織性的社會實踐，並在真實環境下練就口譯技能、提升

能力對自己的理解和思維過程進行監控。他們也可在真實（或模擬）

口譯水準。他們還可在教師指導下參與大型的、高層次口譯實踐項目

環境下，通過互相交流達到建構自身知識結構的能力（温彭年、賈國

（如亚運會、奥運會、世博會等）
，或參與諸如联合國、WTO等組織

英，2002: 17-22）
。Jonassen認為（1992）
，情境性教學評估（context-

所舉辦的口譯項目。近五年來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學院MI研究生參

driven evaluation）不能獨立於教學過程的測驗之外，同時也應把學習

加各級別會議的口譯實踐經驗表明這種做法是可行的。

過程考慮進去。他的理論與 Cohen 提出的“合作學習論”有許多相似之

MI研究生口譯教學任務有別於市場上各類翻譯公司承接口譯項

處。將這兩者結合起來，並通過融合式或情景化等方法 測驗或評估學

目。在口譯教學過程中將口譯項目視為教學的主要內容是提升學生實

生的口譯實踐有助於學生譯者能力的提升。學生按照MI的教學要求，

操能力的先決條件；而翻譯公司則將各種翻譯項目實施和完善作為公

最終以報告等書面形式來彙報其口譯實踐的體會、經驗、感想等。

司發展的主要目標。學校在教學過程中引入真實的口譯項目就是要將

根據具體情况，處於 MI 第一階段的研究生可在合作學習理論

學習過程與現實或市場接軌。讓學生在資深譯員、教師的指導下，切

的框架下，建立起組內互評制度。在模拟口譯實踐項目結束之後，

身體會真實場景所帶來的各種壓力，學習如何解决現場口譯中可能出

由組內各成員分別進行個人总結，再進行成員之間的互評。其標准

現的問題、建構自己的專業知識結構、提升其職業素養。與此同時，

可以是學校對學生畢業的相關學業要求，也可以是根據具體情況，

教師作為引導者，可在真實情况下指導學生進行探索，並在必要時起

在任務實施之前所約定的標準，包括質量檢測、團隊合作精神、譯

示範作用，讓其親身體驗教師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决問題的過

員綜合素質等內容。在小組合作學習中，應允許深層次的、答案開

程。這將有助於學生自身思維的建構與發展。

放的交流形式來達到提升學習效果的目的（Cohen 1994; Antil et al.

1998）
。簡言之，小組之間互評沒有統一的標准，小組成員互相商定

3.3 合作學習指導下的口譯報告
合作學習（Cohen 1994）指的是學生在小組中展開學習活動。在
這種活動中，所有人都能參與、承擔一定的具體任務。小組成員之間

96

一個評價尺度。成員們可建立起以互評制度為中心、教師考評和學
生自評為輔的“三位一體”的評價指標（如圖 2 ）
，作為口譯報告最終
評審的核心容。

97

口譯碩士研究生培養的社會建構視角

《翻譯季刊》第七十七期

圖2 三位一體的學習效果評價體系

調學生在各個方面的綜合表現，注重結合具體的口譯項目，實施情景
化的整體評估；市場反饋則是“四位一體”評價指標體系的重中之重。

小組
互評

口譯或口譯服務的質量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市場，用戶的滿意度
是衡量口譯水準高低和質量優劣的重要標準。

效果
評估
學生
自評

圖3 四位一體的學習效果評價體系
教師
考評

學生
自評

小組
互評

效果
評估

一般說來， MI 第二階段研究生需參與真實口譯項目。考慮到他們是
學生譯員，教師應對其合作學習、工作等方法進行即時監控。基於口
譯實踐的社會性，我們對學生的評價應以市場為導向，以委託方要求

教師
考評

市場
回饋

的進度與項目完成的質量為基本要求。對於此階段的學生，我們應要
求其掌握、具備基本的職業譯員素質，對他們的評估方式也應有所不

在兩年基於口譯項目學習的過程中，學生需對其所做過的練習或經歷過

同。基於對上一階段學生的要求，我們建立起“四位一體”評價體系

的真實口譯項目做階段性的報告。為獲得學位，學生最終還需提交口譯

（如圖3）
，包括學生自評、團隊（或小組成員）間互評、指導教師（或

實踐或實驗報告。階段性報告是針對合作學習過程中兩個主要階段分別

合作導師）考評和市場反饋。此階段學生的自我評價應注重彙報實踐

所做的報告。第一階段學生需基於其口譯練習寫出2000至3000字的報

項目對自身水準、能力、素養等方面的提升；團隊間的互評則應檢測

告；第二階段學生需基於其參與過的（真實或模擬）口譯項目寫出4000

學生在實施口譯項目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合作精神、團隊精神等；

至5000字的報告。口譯實踐或實驗報告的寫作需區別對待，前者可以

團隊（或小組）內學生之間的互評應體現學生在從事口譯（連續傳譯或

是基於兩個不同學習階段參與過的口譯實踐項目，或基於為獲學位特別

同聲傳譯）項目的過程中對其作為譯員知識結構的調整、完善等方面

開展的口譯實踐而寫的報告；後者則指基於為獲學位單獨進行的口譯實

的實操能力（Chan 2013）
。在這一階段的評價指標體系中，學生需主

驗而寫的報告。兩類報告寫作的要求不盡相同，其所涉及的內容也有很

動與他人合作、並按質按量完成擬定的口譯任務。評價的重點應是考

大的差別。這兩類報告寫作的字數應在10000字以上。

察學生在實踐項目中所表現出的職業譯者素養、譯者能力、團隊合作

口譯學習的譯前準備、口譯實操的過程，以及基於這兩者的口譯

精神是否得以提升。學生通過互評，可以互相學習。同伴的回饋比教

報告構成MI人才培養不可分割的幾個方面。它們之間交互作用，又形

師一個人的回饋含有更多信息量；指導教師（或合作導師）的考評則強

成互補關係。因此，無論是以“三位一體”
，還是以“四位一體”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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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來檢驗學生的口譯能力，學生的自我評價、自我構建，其知識結構

結構，可有效促進其從學生譯員到職業譯員的轉變。學生在合作學習

都應放在首要位置。只有當學生的職業譯者素養、團隊合作精神得到提

的基礎上，有效地利用“先行組織者”
、並結合具體的口譯任務，是培

升，其參與或獨立承擔真實口譯項目的能力才能得以加強。

養其譯者能力的主要途徑。此類研究成果在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
實施背景下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較大的實用價值，對應用型翻譯人才

四、結語

（包括創新型翻譯學本科生等）的培養也有較大的啟示。

將社會建構理論應用於人才培養是十分有意義的嘗試（莫愛屏
等2014: 91-96）
，對MI研究生的培養更有較大的啟示。基於（真實或
模擬）口譯實踐項目的教學注重過程、學生自身知識結構的構建以及
師生關係的重構，在 MI 研究生“分層級”教學模式中，實施“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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