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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境化境：：一个一个““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的学术徽号的学术徽号
□柳鸣九

我们一生的时间我们一生的时间，，几乎都忙活在两岸隔洋相望的渡口几乎都忙活在两岸隔洋相望的渡口，，迎迎

来送往那些络绎不绝的文化使者来送往那些络绎不绝的文化使者。。或者是忙活在文化桥梁的两或者是忙活在文化桥梁的两

端端，，搬运着分量巨大搬运着分量巨大、、意义深邃的文化产品意义深邃的文化产品，，这项工作劳动强度这项工作劳动强度

大大、、技艺含量高技艺含量高，，经常使我们不堪其重经常使我们不堪其重。。我们有责任把有益于本我们有责任把有益于本

土社会机体与自我精神主体的原汁养液输送给大众土社会机体与自我精神主体的原汁养液输送给大众，，使其心灵使其心灵

获得灵动活跃的滋润剂获得灵动活跃的滋润剂；；我们有责任为本土的民众带来开阔的我们有责任为本土的民众带来开阔的

精神视野精神视野，，带来世界各社会形态的历史与现实复制品带来世界各社会形态的历史与现实复制品、、真实的真实的

画卷与图像画卷与图像，，种种临摹的细节种种临摹的细节，，以及人类在各个领域中认知世以及人类在各个领域中认知世

界界、、创造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种种思想材料创造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种种思想材料。。我们的任务与我们的任务与

工作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工作是极其严肃认真的、、是五光十色的是五光十色的，，其作用与影响是极其其作用与影响是极其

深远而重大的深远而重大的。。

翻译乃文化之要务翻译乃文化之要务，，经纬之大业经纬之大业。。对此对此，，现今恐怕没人会不现今恐怕没人会不

同意同意，，这一直是中国历史上严肃的有识之士的共识这一直是中国历史上严肃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值得注意值得注意

的是的是，，中国翻译事业的开始中国翻译事业的开始，，恰巧是中国人上下求索恰巧是中国人上下求索、、寻找强国寻找强国

之道的启蒙时代之道的启蒙时代。。有识之士有识之士、、有志之士不约而同投身于翻译有志之士不约而同投身于翻译，，几几

乎就是在同一个时期乎就是在同一个时期，，即风起云涌的上个世纪之初即风起云涌的上个世纪之初，，严复的严复的《《天天

演论演论》》产生于这个年代产生于这个年代，，林纾翻译法国名著林纾翻译法国名著《《茶花女茶花女》》也产生于也产生于

这个年代这个年代，，薄薄的一本言情读物造成了薄薄的一本言情读物造成了““洛阳纸贵洛阳纸贵””的轰动的轰动，，标标

志着新时代的开始志着新时代的开始，，这个古国苏醒了这个古国苏醒了，，开始把眼光投向西方开始把眼光投向西方，，这这

不能不说是这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不能不说是这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

事业的出现事业的出现，，必然要求道路必然要求道路；；道路的出现道路的出现，，必然使必然使得事业出得事业出

现更大的延伸现更大的延伸、、开拓与发展开拓与发展，，严复与林纾正是在投身翻译事业严复与林纾正是在投身翻译事业

之后提出了翻译工作的三大之后提出了翻译工作的三大原则原则：：信信、、达达、、雅雅。。这三大标尺为这三大标尺为

中国的翻译事中国的翻译事业圈出了第一个宽阔的平台业圈出了第一个宽阔的平台，，译者在这个平台译者在这个平台

上翻译上翻译，，文化企业家在这个平台上生产文化产品文化企业家在这个平台上生产文化产品；；读者在这读者在这

个平台上阅读个平台上阅读；；批评家在这个平台上评论批评家在这个平台上评论。。总之总之，，在翻译事在翻译事

业的各个领域业的各个领域，，信信、、达达、、雅是最高的原则雅是最高的原则、、是艺术准则是艺术准则、、是评是评

论标准论标准、、是理想目是理想目的地的地，，在它面前所有人都是追随者在它面前所有人都是追随者，，它的权它的权

威力量这么巨大威力量这么巨大，，从它产生整整两个世纪以来从它产生整整两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译者和中国的译者和

读者几乎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读者几乎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

敢于对这个至高无上的原则发出些许不同声音的敢于对这个至高无上的原则发出些许不同声音的，，也许也许

只有鲁迅的只有鲁迅的““直译直译””和和““硬译硬译””。。究其原因究其原因，，一是鲁迅本人太硬一是鲁迅本人太硬，，

这两个字太硬这两个字太硬，，不碰为不碰为好好。。二是在翻译中突出一个二是在翻译中突出一个““直直””字字，，似似

乎有特别强调乎有特别强调““信信””的意的意味味，，似乎把似乎把““信信””与与““直直””置于至高无上置于至高无上

的权的权威地位威地位，，而而““译译””的生命线似乎就是的生命线似乎就是““信信””与与““直直””，，人们很人们很

容易以为容易以为，，绝对的绝对的““信信””在翻译中是重头部分在翻译中是重头部分，，甚至强调为惟甚至强调为惟

一也似无不可一也似无不可。。我对鲁迅的硬译说我对鲁迅的硬译说、、直译说缺乏研究直译说缺乏研究，，只觉只觉

得把得把““译译””与与““直直””捆绑在一起捆绑在一起，，就像两根铸合在一起的钢柱就像两根铸合在一起的钢柱，，

谁也谁也分不开分不开，，跟跟““信信、、达达、、雅雅””颇有分庭抗礼之势颇有分庭抗礼之势。。

我对鲁迅缺少研究我对鲁迅缺少研究，，只有在大二期间浅读过一遍只有在大二期间浅读过一遍《《鲁迅全鲁迅全

集集》》的经验的经验，，至今能记起鲁迅关于翻译的高论至今能记起鲁迅关于翻译的高论、、创见与名言实创见与名言实

在甚少在甚少，，留存记忆的译文篇章也屈指可数留存记忆的译文篇章也屈指可数，，而经典译作而经典译作，，我也我也

记不得有什么了记不得有什么了。。倒是他的倒是他的““硬译硬译””两个字让人印象深刻两个字让人印象深刻，，把把

““硬硬””与与““译译””两个字绑在一起两个字绑在一起，，对对““译译””本身就是一种硬性的规本身就是一种硬性的规

定定，，指定译的道路指定译的道路，，本应就是本应就是““硬硬””和和““直直””，，而而““译译””偏偏是鲁迅偏偏是鲁迅

先生的地盘先生的地盘。。因此因此，，鲁迅笔下的鲁迅笔下的““硬译硬译””二字二字，，也就成为了一两也就成为了一两

代译者心里的译道法典代译者心里的译道法典，，别看它没有带多少译理译法别看它没有带多少译理译法，，但它的但它的

影响可着实不小影响可着实不小。。硬译的原意不外是要绝对地符合原文硬译的原意不外是要绝对地符合原文，，不论不论

是原文的哪一个语句是原文的哪一个语句，，都神圣不可侵犯都神圣不可侵犯，，对每一句原文的全意对每一句原文的全意

与局部都不能有偏离与局部都不能有偏离，，与原文中的语气与原文中的语气、、语调不能有任何出语调不能有任何出

入入，，在叙述中在叙述中，，当然不能变动当然不能变动、、调整主格与宾格调整主格与宾格，，也不能修改也不能修改、、

变动变动、、调整人物的基本态势调整人物的基本态势。。

鲁迅对鲁迅对““直译直译””的精神与态度的精神与态度，，影响着一两代人影响着一两代人，，约有一个约有一个

世纪之久世纪之久。。据我所知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人直言直译说甚不合理只有两个人直言直译说甚不合理，，甚至甚至

说鲁迅说鲁迅““不懂翻译不懂翻译””，，一位是梁实秋一位是梁实秋，，一位是钱锺书一位是钱锺书，，我们这些我们这些

毛头小子毛头小子，，之所以敢碰碰鲁迅的翻译软肋之所以敢碰碰鲁迅的翻译软肋，，其原因一则在于翻其原因一则在于翻

译是给本国人看的译是给本国人看的，，其二所译的又是文学作品其二所译的又是文学作品。。因为是译给国因为是译给国

人看的人看的，，就必须符合国人所习惯的词汇就必须符合国人所习惯的词汇、、语句语句、、文法规则文法规则、、语语

言规律言规律、、修辞学美感修辞学美感，，要叫国人读得下去要叫国人读得下去，，要叫国人要叫国人““悦读悦读””。。

请注意是请注意是““悦读悦读””，，读起来有美感读起来有美感，，而不是读起来疙里疙瘩而不是读起来疙里疙瘩，，读读

起来费力起来费力。。又因为翻译的是文学艺术作品又因为翻译的是文学艺术作品，，就必须仍然保持着就必须仍然保持着

文学作品固有的艺术美文学作品固有的艺术美，，至少在语言上要行云流水一般流畅至少在语言上要行云流水一般流畅

和灵动和灵动。。总之总之，，要符合讲究的要符合讲究的、、纯正的修辞美学的追求纯正的修辞美学的追求。。

译界是一个才智创作领域译界是一个才智创作领域，，是一个互相补充是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切磋的互相切磋的

““工地工地””，，宜慎操硬邦邦的木棍或外软中干的橡皮棍宜慎操硬邦邦的木棍或外软中干的橡皮棍，，以免妨以免妨

碍宁静的创意与卓有成果的丰收碍宁静的创意与卓有成果的丰收。。

我有一个感觉我有一个感觉，，在翻译理念上在翻译理念上，，对对““信信””的绝对盲从的绝对盲从，，对原对原

文的绝对符合文的绝对符合，，必然造成对必然造成对““雅雅””和和““达达””的忽略与损害的忽略与损害，，必然必然

造成对造成对““雅雅””的某种游离与折扣的某种游离与折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语法上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语法上的

欧化与语调上的翻译腔欧化与语调上的翻译腔。。看来看来，，要把要把““信信””、、““达达””、、““雅雅””三个标三个标

准独立化准独立化，，必然会带来翻译工作和翻译作品的某种局限性与必然会带来翻译工作和翻译作品的某种局限性与

病态病态。。

不难看出不难看出，，在中国的译道上在中国的译道上，，一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个一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个

概念和两个论述体系概念和两个论述体系：：一个是一个是““信信””，，一个是一个是““达达””。。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

都有后台都有后台，，不少的学者不少的学者、、译者各为其主译者各为其主，，贡献了可贵的才情与贡献了可贵的才情与

斐然的文笔斐然的文笔，，这也构成了森然对立的壁垒这也构成了森然对立的壁垒，，中国译道被夹在两中国译道被夹在两

面对立高墙的中间笔直往前面对立高墙的中间笔直往前，，笔直倒是笔直笔直倒是笔直，，但狭窄了一点但狭窄了一点，，

拥挤了一点拥挤了一点，，前景还需要开拓前景还需要开拓。。

人类的概念是可畏的东西人类的概念是可畏的东西，，它一经产生它一经产生，，就有无穷的扩张就有无穷的扩张

力和变幻力力和变幻力，，有极其巨大的裂变力有极其巨大的裂变力、、爆发力爆发力，，有无限的广阔有无限的广阔

性性。。原本的原本的““真真””一旦成为了偶像一旦成为了偶像，，““信信””一旦成为了一个大概一旦成为了一个大概

念念，，就会变为就会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与它不能有丝毫游离与它不能有丝毫游离，，

如有如有，，难免不成为译者个人不同程度倒霉的缘由难免不成为译者个人不同程度倒霉的缘由。。新中国新中国

成立初期成立初期，，北大有位教授高名凯便遭此命运北大有位教授高名凯便遭此命运，，他译了几十他译了几十

本巴尔扎克的书本巴尔扎克的书，，把直译术把直译术、、硬译术愚忠似地用到了极致硬译术愚忠似地用到了极致，，

结果结果，，不仅所译的书不仅所译的书都成了废纸都成了废纸，，而且自己受了处分而且自己受了处分，，被撤被撤

了教席了教席。。于是于是，，在译界在译界，，一方面形成了对一方面形成了对““信信””、、对直译的对直译的““顶顶

礼膜拜礼膜拜””，，一方面也形成了对一方面也形成了对““信信””、、对直译的莫名畏惧对直译的莫名畏惧，，译者译者

在它面前战战兢兢在它面前战战兢兢，，惟恐有半点闪失和惟恐有半点闪失和““失态失态””，，生怕被人点生怕被人点

出出““有一点硬伤有一点硬伤””。。而而““有一点硬伤有一点硬伤””，，客观上也就成为了一根客观上也就成为了一根

不轻不重的棍子不轻不重的棍子，，而如果挥棍冲刺而如果挥棍冲刺在概念的泥沼里在概念的泥沼里，，把事情把事情

提高到某种原则性的高度提高到某种原则性的高度，，不仅有些问题更容易纠不仅有些问题更容易纠缠不清缠不清，，还还

会把问题大大的复杂化会把问题大大的复杂化。。

其实其实，，如果还原到实践本身如果还原到实践本身，，事实似乎要简单一些事实似乎要简单一些：：那就是那就是

面对着一篇原文文本面对着一篇原文文本，，先把它攻读下来先把它攻读下来，，对每一个意思对每一个意思、、每一个每一个

文句文句、、每一个话语都彻底弄懂每一个话语都彻底弄懂，，对它浅表的意思与深藏的本意对它浅表的意思与深藏的本意

都了解得非常透彻都了解得非常透彻，，然后然后，，再以准确再以准确、、贴切贴切、、通顺的词汇通顺的词汇、、以纯正以纯正

而讲究的修辞学打造出来的文句表达为本国的语言文字而讲究的修辞学打造出来的文句表达为本国的语言文字。。简而简而

言之言之，，翻译就是这么回事翻译就是这么回事，，但这里有一个严格的关卡但这里有一个严格的关卡，，那就是要那就是要

看译文的修辞意图与审美追求是否符合原文的形态看译文的修辞意图与审美追求是否符合原文的形态、、内涵与意内涵与意

念的表述念的表述。。过了过了““信信””这一关的这一关的““达达””，，这才是真正有资格的这才是真正有资格的““达达””，，

而这种翻译实践而这种翻译实践，，往往不仅被认为译得往往不仅被认为译得““信信””，，而且被称为而且被称为““译得译得

活活””。。但是但是““活活””，，仍然不过是仍然不过是““译得活译得活””或或““不活不活””，，仍然是两个不仍然是两个不

同的事物同的事物，，还不能说是一回事还不能说是一回事，，不能说是水乳交融的不能说是水乳交融的““化化””。。

不过不过，，把颇具奥妙的译道直通通地这么说来把颇具奥妙的译道直通通地这么说来，，似乎有点欠似乎有点欠

雅雅，，毕竟是两个相异的事物毕竟是两个相异的事物，，一个是客观存在的本体一个是客观存在的本体，，有自己的有自己的

形态形态，，自己的内涵自己的内涵，，自己的风格自己的风格，，自己独立性的文本自己独立性的文本，，一个是翻一个是翻

译家理性的理解力译家理性的理解力、、艺术表述的手段与艺术修辞学的改型艺术表述的手段与艺术修辞学的改型、、修修

饰饰，，这有点像当今流行的整容术那样容易引起庸俗的联想这有点像当今流行的整容术那样容易引起庸俗的联想。。幸幸

亏钱锺书先生早就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词亏钱锺书先生早就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词，，可以派上学术用场可以派上学术用场，，

那就是一个那就是一个““化化””字字。。钱氏出言钱氏出言，，从来都是有本有据从来都是有本有据，，不是来自亚不是来自亚

里士多德就是来自康德里士多德就是来自康德，，这次是来自中国先贤这次是来自中国先贤。《。《荀子荀子··正名正名》》篇篇

有言有言：：““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谓之化。。””———即状虽变—即状虽变，，而实而实

不变为异物不变为异物，，则谓之化则谓之化。。

按钱先生说法按钱先生说法：：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生既不生

硬牵强硬牵强，，又能保存原有风味又能保存原有风味，，就算入于就算入于““化境化境””。。罗新璋在转述这罗新璋在转述这

一系列概念与逻辑作出转述的基础上又作出总结一系列概念与逻辑作出转述的基础上又作出总结：：这种翻译是这种翻译是

原作的投胎转世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躯壳换了一个，，精神姿态依然故我精神姿态依然故我。。照此说照此说

来来，，好的翻译实践不是别的好的翻译实践不是别的，，就是进入了奇妙的化境就是进入了奇妙的化境。。

中国译道中中国译道中““化境说化境说””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具有广泛的人具有广泛的人

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做铺垫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做铺垫，，““化境说化境说””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延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延

伸与发展伸与发展，，是一个完整的文学翻译理论思想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文学翻译理论思想体系，，是明确有效是明确有效

的翻译守则的翻译守则，，是中国文学翻译事业更进一步达到丰富多彩新景是中国文学翻译事业更进一步达到丰富多彩新景

观的有效途径观的有效途径。。

观 察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

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

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

原有的风格，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译本对

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

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众所周知，钱锺书先生在《论林纾的翻译》

中写下这几句话之后，一个著名的翻译学说诞

生了。这就是化境说。化境说简单明了，令人

信服，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其影响远远超出

文学翻译的范围，赢得了各路翻译的认同和青

睐，几乎被整个译界奉为圭臬。值得注意的是，

钱先生虽然将化境说定义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

准”，但他并未把标准细化，没有具体阐述如何翻

译才算化境，而先生本人又少有译作传世，使人也

无法从其翻译实践中寻找答案，所以，他的化境说

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读完《论林纾的翻

译》一书，笔者想提出三个问题。

问题一：是否需要复活“林译”模式？

读完《论林纾的翻译》，我心里产生的第一个

问题就是：林纾怎么成了化境说的诱因或者案

例。林纾不懂外语，算不上翻译搬运工或者摆渡

者。他总是站在此岸，等待别人从彼岸把物资运

送过来，然后进行加工处理。他不是译者，他只是

译文整容大师。从这个意义讲，把那些对中国文

学作品随意进行删减乃至修改的海外汉学家称为

“林译”型都不算妥当，因为那些汉学家们毕竟懂

中文，他们的大胆妄为发生在从始发语到目的语

的漫漫旅途当中，而这样的旅途林纾从未经历

过。但是，钱先生把林纾视为翻译家，而且林纾的

所谓译本至今仍拥有不少粉丝读者。仔细一想，

也难怪，谁不喜欢原汁原味、文采斐然的中文？既

然如此，我们是否有必要尝试让“林译”模式复

活，让知名作家与外文过关的普通译者展开一对

一合作，以便合力打造化境杰作？天知道作家们

是否有兴趣参与合作（自视甚高的林纾就不乐意

人家称他“译才”，康有为还因此得罪过他）。但可

以肯定的是，倘若我们的优秀作家愿意做林纾，翻

译杰作就会如雨后春笋。

问题二：进入化境，需要什么样的中文？

化境说是一种一呼百应的翻译学说。它之所

以一呼百应，大概因为人们都喜欢地道的母语，都

讨厌洋腔洋调。“亨利希·曼：一场不无忧伤的告

别！”和“别了，亨利希·曼！”哪个好听？当然是后

者，它趋于化境，中国如此，外国亦然。在马丁·

瓦尔泽的小说《第十三章》中，“这是翻译腔”已

成为一句泄愤或者说骂人的话。从逻辑上讲，讨

厌洋腔洋调的，一定知道什么是原汁原味的母

语。但如果我们按照这一逻辑深入思考，问题就

来了：什么才是地道的中文？我们有共识吗？地

道的中文能够从词法和句法进行定义吗？或者

说：我们需要写出什么样的词汇、什么样的句子，

才让读者不觉得是在读译文？想到这类问题，事

情立刻就变得复杂起来。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

化进程已经开启100多年，在这一进程中，翻译

成为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一代代中国人，尤其是

知识分子，是读着外文、读着译文长大的，在语言

上已经多多少少成为混血儿。有趣的是，钱先生

论述化境的关键字句——“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

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读起来就像是译

文！这句话我们也没觉得有何不妥。在极简主

义者眼里，中文的关系连词原则上是多余的，“因

为……所以”、“如果……那么”、“虽然……但是”

之类都应避免，因为中文的逻辑结构是一种隐形

而非显性的存在，存在于字里行间，若反复斟酌，

许多关系连词均可弃之不用。不过，这种极简主

义已经是过去时，今天我们说话写字不仅离不开

关系连词，有时，关系连词的运用还能给我们带来

美的享受。

问题三：化境说能否绝对化？

化境文字通顺，流畅，读起来如行云流水，可

以十分稳妥地给读者带来阅读享受。所以，化境

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翻译境界，化境说一呼百应。

但如果联想到在译界屡见不鲜的路线之争，联想

到人们围绕“直译还是意译？”“异化还是归化？”

“市场/读者第一还是作品/作者第一？”等问题展

开争论，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化境说来自第二

阵营。有了这一定位，就难以将化境说绝对化，就

很难说它是最高的或者惟一的翻译标准。原因在

于，陷入上述路线之争的第一和第二阵营，严格说

来属于翻译技巧或者翻译策略侧面的争论。其

实，翻译策略的运用、翻译策略的正当性或者优越

性是由翻译哲学或者翻译理念决定的。就是说，

译者运用何种翻译策略，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翻

译的目标群体。他不仅不必一生坚守一种翻译策

略，即便是翻译同一个文本，他也可以根据需要随

时变换策略。《国际歌》就是很好的例子。通行版

《国际歌》的开头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

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这是归化；结尾是“英特

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异化。二者都

有道理，都是正确的选择。前者采用归化策略，是

因为法语原文说的是“起来！被罚入地狱的人”，

那是基督教思想或者词汇，讲话对象是基督徒。

而面对中国的工农大众说受苦比说下地狱更好理

解（德文版就和法文版同步，译成Verdammte

dieser Erde即受诅咒的人）。后者采用异化策

略，为的是一箭三雕：既把第二国际（法语：L'In-

ternationale，德语：Die Internationale）这个组

织彻底屏蔽，避免了相关的政治讨论，又使译文和

原文的音节数量相等，易于歌唱，同时又不妨碍读

者对“英特纳雄耐尔”做大而化之的正确理解（虽

然并不知道是机构名称）。瞿秋白（学界已认定通

行版《国际歌》译文的版权归他）把《国际歌》译得

出神入化，一方面要归功于他的巨大才情，另一方

面是因为他有清晰和伟大的翻译理念。他既是坚

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又希望借助翻译丰富民族

语言、革新民族文化。这正如他在致鲁迅的信中

所说：“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

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

表现。”

与翻译家瞿秋白相映成趣的是翻译家马丁·

路德。众所周知，宗教改革家路德（今年恰逢宗

教改革 500周年）把《圣经》译成了德文。他的

翻译影响了历史，影响了世界。其巨大的历史

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德文版

《圣经》连同其九十五条论纲，成了宗教改革的

利器。由于宗教改革，基督教世界分裂了，天主

教的思想中介地位被取消。遭受沉重打击的罗

马教廷严令禁止擅自翻译《圣经》（英国宗教改

革家威廉·廷德尔甚至被处以火刑），该禁令维

持到19世纪末。路德的第二个丰功伟绩，在于

他的德文版《圣经》为现代德语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连睥睨一切的尼采都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

把他翻译的《圣经》称为“迄今为止最好的德文

书”。此外，路德也是一位对翻译做过许多思考

的翻译家。在《关于翻译的公开信》中，他不仅

为自己在翻译中做的一些自由发挥进行辩护，

强调自己的译本“想说德语而非拉丁文或者希

腊文”。他还表达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师法民间的

翻译观：“我们必须向家中的母亲、街头的小孩和

集市的普通百姓请教，观察他们如何说话，他们

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译。这样他们才理解译文，

才知道我们在跟他们讲德语。”很明显，路德之

所以力求自己的译文老妪能解，是因为他肩负

着宗教启蒙使命。他的译文必须面向俗众而

非文人雅士——那个时代的文人雅士就是神职

人员。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大俗最终变成了大

雅，他的翻译完美地履行了自身使命。

毋庸讳言，化境说留下的最大遗憾，就是没

有从翻译理念对译道进行论证，钱先生没有回

答“为何翻译”和“为谁翻译”的问题。翻译有多

种功能，给读者提供审美享受只是其中之一。

如果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以看

出翻译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任务，其中包括瞿

秋白所说的丰富民族语言的重任。回顾历史，

看看从佛经到《圣经》再到希腊神话的诸多中文

翻译，我们感到惊喜，同时也感到后怕。惊喜，

是因为目睹了一桩桩仓颉造字的伟业：没有这

些翻译，现代汉语哪有如此丰富的表达和词

汇！后怕，是因为一个假设：假设昔日的译者把

一切陌生的、别扭的外文词汇都“化”为读者熟

悉的、古已有之的中文词汇……如果那样，我们

今天的词汇里面哪还有“刹那”、“茉莉”、“福

音”、“潘多拉的盒子”、“乌托邦”、“幽默”，等

等。此外，即便就文学翻译而言，我们也不宜将

化境说绝对化。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艺

术之为艺术，在于创新，在于个性。换句话说，文

学翻译的最高境界，不是读起来舒坦不舒坦，不

是读起来像不像中文或者像不像译文。这样的

标准太普通，太一般。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在

于对作家或者作品进行“面部识别”，在于将其

独一无二的艺术特征揭示出来，让译文产生未见

其人先闻其声的艺术效果，让读者从一词一句、

从一段文字或者一篇文字辨认出这是谁谁谁：是

乔伊斯还是狄更斯？是福楼拜还是巴尔扎克？

是卡夫卡还是托马斯·曼还是赫尔曼·黑塞？是

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据说，经过深思熟虑，钱先生对化境说进行

了重新表述，将它从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

（1964）变为“最高理想”（1979）。假设有第二次

机会对化境说进行重新介定，先生会不会将最高

二字去掉？

化境化境，，一个留下诸多想象空间的翻译学说一个留下诸多想象空间的翻译学说
————读读《《论林纾的翻译论林纾的翻译》》有感有感 □□黄燎宇黄燎宇

黄燎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语言

文学系主任，从事德语文学研究 30多年。

翻译过托马斯·曼、马丁·瓦尔泽、斯文·雷根

纳、阿诺尔德·豪泽尔等人的著作和小说，其

译作《雷曼先生》曾获2005年鲁迅文学奖翻

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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