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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还是翻译!中国"$

本报记者 傅小平

!首届外国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新思路青年学者峰会"举行#专家质疑西方翻译中国文学$$$

当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胡安江质疑
西方世界翻译中国文学 !究竟是翻译 "文
学 #!还是翻译 "中国 $时 !他实际上要阐
明的一个基本事实是! 文学翻译并不只
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 也不是一个只
要跨越语言障碍就能解决的问题 ! 而是
一个同时受制于文学之外诸多因素影响
的综合问题%

胡安江是在日前于上海师范大学举
行的"首届外国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新思
路青年学者峰会$上做这一表示的% 在他
看来!就中译外而言!在语言的表象之外!

深藏的是各类赞助人体系与各种利益之
间的互动与博弈% "西方文学系统内外的
专业人士&各类赞助人!以及主流意识形
态&主流诗学&权力势差&文化失衡等多种
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西方读者阅读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 $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如胡安江所
言!海外的商业出版社在选择翻译中国现
当代文学作品时!总是青睐那些在他们看
来能反映中国现实的作品'何以从传播与
接受的现实考虑与市场推广出发!英语世
界总是有意识地发掘并放大符合西方主
流文学传统的"寓言反讽$和"伦理写作$

等叙事手法% "他们那么做!显然是在以种
种(变形记)!拉近中国文学与西方读者之
间的审美距离% #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因为!如胡安江所
说!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对
中国的误解与偏见!使得西方读者比较依
赖中国文学作为了解中国的文献资料!从
而对文学做*政治化#与*伦理化#的解读%

*也因为此! 如何让中国文学在外译过程
中回归文学的(正途)!或许是我们在文学
(走出去) 进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理
论问题之一% #

目前最需要努力的是 !培

养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

话虽如此!目前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
的了解!就如美国汉学家桑禀华坦承的那
样!在美国提到中国作家!连美国知识分
子可能也只知道一两个人!比如莫言% *纸
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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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美国翻译
家阿布汉森则表示!虽然中国人非常急迫
地向外推广本土文学! 但海外从出版社&

媒体&学者到普通读者!大部分读者对于
中国文学一无所知% "这不是抵制!也不是
不喜欢!就是一个空白% $

问题是既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提升到了
别国无法忽视的程度!为何西方世界并没
有急着去填补这个空白- 之所以有这样的
疑问!是因为如胡安江所说!我们忽视了
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学
在世界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与其经济
地位改善与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拉美
文学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这方面极其典
型的反证吗- $

实际上!正是基于改变经济发展与文
化影响力不对等的现象!中国多年来一直
在加大推广中国文学&文化的力度% 自上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就进行了一系列
文学外译活动!如"熊猫丛书$等!但效果

并不明显%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学的(东
方主义)凝视及其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
主义)心态&以及西方媒体对于中国政治
与中国历史长期的片面报道!使得中国文
学在西方读者眼里! 一直是中国政治的
(附庸)% 我们某些推广!可能只是强化了
这种(附庸)的印象% $

基于此!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
表示!我们有必要摈弃"以我为中心$的思
想! 学会尊重和适应译入语的文化语境%

以他的理解!在文化外译上!过多强调"互
相尊重$&"平等交流$看似有理!实际上并
不可取% 因为文化外译不同于对外宣传%

"在对外宣传上!我们当然要掌握话语权%

但是文化外译则不然!它首先不是要去争
什么(话语权)!也不必把(尊重)和(平等)

机械地数字化! 以为我翻译了你一百本
书! 你也应该翻译我同等数量的作品!或
是在外译上追求(大而全)!而是培育国外
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爱好!进而逐步
建立起他们对中国全面&正确的认识% $

显见的事实是!现阶段 !特别是在英
语世界!还没有形成对外来文化&更不要
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一定数量的接受
群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谢天振以为!强调
把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粹的典籍翻译出
去!却不顾对方是否喜欢!能否接受!这样
的文化外译!不仅不能让中国文学文化真
正"走出去$!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正因为此!谢天振表示!目前我们最需
要努力的是! 培养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
兴趣%问题在于该怎样激发这种兴趣-谢天
振认为! 不妨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中

国的传教活动里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西方传教士所做的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外
译活动!虽然由于它的宗教背景!显得比较
特殊% $他表示!当年传教士来到中国!虽然
是来传教的!但首先奉上的不是福音书!而
是自鸣钟&望远镜&三棱镜&地图等等% 正是
这些新奇的事物! 引起了当时中国人的浓
厚兴趣% "事实上!他们在中国期间撰写出
版的有关西方科学& 文化方面的书籍却比
直接与宗教有关的书籍要多得多! 但与此
同时!他们传播了宗教思想% $

而以最近的例子!谢天振以为可以从
日本在文化推广方面的做法得到一些启
迪% "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加州某大学任
东亚系主任!他看到美国孩子多去选择读
日文!却不来读中文!好奇地问他们为什
么选择读日语- 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从小
看日本的动漫!现在长大了!想进一步了
解日本的文化% $ 谢天振由此意识到!动
漫虽然算不上是日本文化的精粹!但从长
远看!恰是动漫培育了美国孩子对日本文
化的兴趣与爱好!从而为日本文化在美国
的进一步译介打下了基础%

好的翻译应该不是 "翻

译#!而是"原创$

当然!引发兴趣有一个需要长期付诸
努力的!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这并不意味
着!在引发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之
前!翻译就无所作为% 恰恰相反!这应该是
同步进行的事情% 问题只在于!怎样让翻
译做到行之有效- %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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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取

得了不菲成绩! 经典作品和当代作

品都在加快译介速度! 然而要成功

实现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阅读! 不是

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 需综合考虑

译者" 受众" 出版和市场等多种因

素# 近期! 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采

访了中国诗歌的重要英译者之一柯

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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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夏智目前是香港大学中文学

院助理教授!曾参与翻译诗人北岛&

西川的作品在美国出版! 目前正在

从事晚唐诗人李商隐以及当代诗人

芒克的翻译工作# 他从事中国诗歌

英译多年! 对中国文学海外译介问

题有着丰富的切身体验和独到的见

解!在柯夏智看来!目前像自己一样

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人并不少# 随

着中国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的增

强! 越来越多有才华且具优秀双语

能力的人愿意主动投入到翻译事业

中来#然而!译作出版后海外认可度

不高!译者无法获得事业成就感!以

及文学翻译的低廉报酬让很多踌躇

满志于中国文学翻译的人才望而却

步! 这或许是当下如何组建起一支

强有力的中国文学译员队伍所面临

的重要问题#

柯夏智希望自己的译作能获各

类读者的喜爱! 他认为!'对译本来

说!无受众不成功(# 然而!在承认译

介受众重要性的同时!他更主张'不

能把译入语国家受众的审美标准形

而上学化!即把特殊的东西看作普遍

的东西(# 在具体选材实践中! 一方

面!他会把诗人的兴趣和诗歌读者的

反馈考虑在内)另一方面!他只会选

择自己喜爱的作品!坚信在英语国家

一定有与自己相近阅读品味的读者#

在翻译实践中! 他表示会忠于原文!

对任何一处的改动都极为慎重#

谈到译本类型方面! 究竟是使

用节译本&选译本还是全译本* 他主

张+'不能一概而论! 而要看在不同

语境下的翻译目的为何, (以-西游

记 .为例 !从塞缪尔片段的节译本

-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到詹姆斯/

韦尔短篇幅选译的-中国的仙境.!到

蒂莫西/理查德长篇幅选译的 -圣僧

天国之行.!再到最后韦利提供的全

译本-猴王.!这段翻译史告示后人!

不同译者立足于不同的历史语境!承

载不同的翻译目的!使原作的再现呈

现差异性与多样性, 当前语境下!柯

夏智主张需形成以全译本为主体!其

他多重版本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柯夏智对译者之间合作并不陌

生!许多作品在对外译介时也会采取

流行的中英译者合作模式, 诚然!不

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译者聚集在一起!

共同商讨&查检文本翻译中的种种问

题!会全方位地提升译作质量, 但他

也指出了一些问题+'很多英语本土

译者在就一些文本的不确定点提出

问题时!不是很尊重中方合作者, 这

种做法所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译本

中出现了对原文的严重曲解, (

有时候! 译者和编辑之间也会

就某个问题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

况, 对此! 柯夏智表现得非常乐观

与积极, '在文本翻译和修改中!我

会充分尊重编辑的意见, 我不认为

这会破坏工作关系或者影响翻译质

量,编辑修改我的译本!不仅提升了

作品的市场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我

的翻译和写作能力在同步提升!变

得更加优秀了,(当然在双方实在无

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译者享有在

出版前对译文的最后审批权! 以确

保出版的书籍不会因为误译而付出

更高昂的代价,

中国作家作品向外译介过程中

往往发现! 译作在市场上的表现许

多时候并非由作品本身翻译质量决

定!一方面!英美图书市场一向对译

作有偏见!

=>

的翻译作品出版占比

实在太少,另一方面!作家对图书推

广并不占有优势! 华裔作家里像哈

金& 李翊云等可以频繁出现在当地

的电视节目和杂志访谈中! 而大部

分华语作家受制于自身的英语水

平& 地理的不便利性和高额的项目

成本! 不太可能有这样自我推广机

会! 这大大影响了读者对作家和作

品的认知度,

诚然! 还是有一部分文学作品

是以其他形式获得推广而热门的!

比如柯夏智提到
?@AB

年话剧 -茶

馆. 在巴黎轰动一时的公演成就了

其法译本的出版,同样!张艺谋电影

的前期铺垫也为莫言作品被海外接

受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类型文学领

域! 中国的科幻文学作品也因频频

获奖! 在欧美形成了口碑, 柯夏智

说+'-三体. 在美国市场表现不俗!

吸引了大批科幻小说迷! 这批读者

先前对中国文学兴趣并不大! 不过

未来或许部分人会加入中国文学的

固定阅读群,(对于一部分本身质量

堪忧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他还认

为+'这不但有损中国文学的海外整

体形象! 更糟糕的是流失掉本就数

量有限的实际受众! 再加上后期读

者间的口碑相传!后果不堪设想, (

对于中国文学今后的译介之

路! 柯夏智建议可以深入研究那些

非英语文学作品在英美文学市场

上受到关注的案例! 比如
CB

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拉美文学浪潮 , 此

外!也可以研究一些突破型作家和

作品的成功案例!比如日本的村上

春树, 中国同样需要如此一个在全

世界都具有至高话语权的作家, 如

此!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也将从

点到面!更多元而深入地被全球所

阅读和熟悉,

柯夏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