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译者和译本!三"

近年来!不少引进作品因为翻译质量低被诟病!

也有学者直言! 中文水平不够是许多年轻译者的通

病" 我们似乎正远离翻译大家即文学大家的年代!也

少有译者如今会因为一部优秀译作而广为人知" 在

您看来!优秀译者和译本需要如何历练而成#

马忠
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 译本中的

每一处神来之笔抑或是不足都与翻译者的创作
个性息息相关" 去年!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因与
经典译本风格相差较大等原因引起争议% 对于
冯唐的翻译!有人说其缺乏对经典的尊重!将泰
戈尔营造的意境彻底毁弃&也有人说!这是迄今
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然而! 罗素说参差百
态乃幸福之本源%郑振铎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个
人以为!文学翻译本身具有多样性!具有各种可
能!从接受美学的角度

!

文学作品翻译中新的可
读性的建立是必要的!具有创新目的!同时也是
对原文本的忠诚% 好的翻译应有所破也有所立%

对于文学经典的翻译当然要有原著的精髓!又
要有个人的风格!但不能随心所欲%

黎铧
稍稍回忆一下读过的优秀外国文学名著的译

本! 我最喜欢的有梅益翻译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俄译汉名著还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
娜$)复活$)母亲$)童年*人间*我的大学$)叶赛宁
诗选$+刘湛秋,茹香雪译-等!英译汉,法译汉的名
著有)牛虻$)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许多长篇小
说和诗集% 这些书中!梅益的译本!其文采和语言
风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书中的不少片段!几
十年后的今天!我仍能熟练背诵% 刘湛秋,茹香雪
夫妇翻译的)叶赛宁诗选$中的许多诗篇!甚至影
响了我的抒情诗写作% 郑振铎和冰心翻译的)吉
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等泰戈尔的诗!也给了
我的诗歌写作以很大的裨益%

方鸿儒
现代翻译界虽大家辈出! 但笔者独服膺朱光

潜先生% 笔者服膺朱先生译著浩瀚!精通英,法,德
多国文字!一生译著

"#$

多万字!尤其是对黑格尔
%%$

万字的)美学$巨著的翻译!奠定了朱先生在中
外美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服膺朱先生译品高贵!学
贯中西!博古通今% 一部)悲剧心理学$记录了朱先
生理论上探索并研究尼采的过程% 朱先生在八十
高龄之际还翻译近代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维
科的)新科学$!堪称一生翻译不辍/ 服膺其译见精
到" 朱先生说01译者第一步须设身处在作者的地
位!透入作者的心窍!和他同样感!同样想!努力使
所感所想凝定于语文% ((只有文学家才能胜任
翻译文学作品% 2翻译大家是如何历练而成的3 劝
君不妨步朱先生之后尘也4

下期话题预告$

!碎片"也阅读
在碎片化的阅读时代! 许多人会选择在手

机%电子书等移动设备里下载一些易读的作品空

时翻看!或选择以网络电台形式&听书'!您是否

会选择这样&见缝插针'的阅读方式# 如果是的

话!您又会选择哪些适合这些阅读形式的作品#

下期我们将就该话题进行讨论!欢迎您给本

报来函发邮件 (

!""#$%&'()*+(),

)!登录文学博

客 (

-../01123*4(,56789:;)*+(),

)!也可在我报官

方微信参与发言!聊聊您的看法"

北村

李西闽

责编!张滢莹 技编!黄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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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要 有 闲

暇#得以

了 解 两

个 重 要

的东西$

一 个 是

自己#一个是上帝%

我们为什么需要!燃文化"

<../=11>3*4;,?6789:;)*+;),16?,%@?

许民彤

尽管目前
*+

文化大热!但一些视频网
站却认识到!

*+

和运营已不再是制胜法宝!

因此! 自去年以来各大视频平台进行了以
1打好用户认知战2 为基准的品牌升级!以
更加年轻化, 更能引起用户情感共鸣的定
位整顿精神食粮5

正是在这种视频文化发展的新态势下!

腾讯视频于去年
%%

月!启用1不负好时光2的
品牌理念!对受众的体验感进行重新定义!而
后在今年暑期又进行文化升级!选择用1好时
光一起燃2...用1燃文化2!为1不负好时光2

作了更年轻,更具活力的解读%这也正符合时
下1燃文化2走红这样一个文化潮流66

所以!

&$%'

年!无论是腾讯1偶像养成
计划2的自制综艺)明日之子$!还是翻拍冒
险系列经典

*+

)鬼吹灯之黄皮子坟$!或是
引领国产动漫的电竞题材 )全职高手$!以
及根据人气网络小说改编的 )逆袭之星途
璀璨$!都能看到1燃文化2的影子5

为此!有文化媒体报道!这一系列文化
产品!将1燃文化2...一种积极向上7充满
阳光和热血的文化体系! 展现给了年轻群
体大众%

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 我们的文化中
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文化趣味中! 曾充斥
了灰色,消极,沮丧,悲观,焦虑,迷茫,颓废
的文化流行形式和态度!诸如1悲伤蛙21蓝

瘦香菇21宅基腐21丧文化 2 ((等等 !所
以!腾讯向社会向年轻群体倡导1燃文化2!

看到了
,$

后年轻一代在以 1丧文化 2为代
表的亚文化冲击中 1疲于奔命2 的种种现
象!希望用1燃文化2点燃年轻人生活的热
情!用1燃文化2给1丧文化2透气!引领年轻
受众从1丧文化2中走出来!进而以正能量
的星星之火!触发和推进社会文化的进阶%

为什么说1燃文化2是年轻人应该接受
的1一种积极向上,充满阳光和热血的文化
体系2!是时代之所需3 这给我们带来了关
于当今青年文化的思考%

思考当代年轻人的文化!应该从当下的
诸多文化现象中去观察,研究!从当下青年
人时代生活中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
生活去评察!从青年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观
念,人生目标去观察% 倡导流行的1燃文化2!

让1燃文化2逐渐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文化态
度,生活态度甚或人生态度!在文化观和价
值观上重视的是年轻人的个性,梦想,勇敢,

进取和责任! 思考的是年轻人的生命意义,

人生目标!这就是青年文化题中应有之义%

在当下 ! 各种文化思潮不断涌现 !有
的流行文化特别是一些网络亚文化甚至
给一些年轻人带来 1失去目标和希望 !陷
入颓废和绝望的泥沼 2 等诸多负面影响 !

所以 !对社会来讲 !应该给予青年人怎样

的文化 ! 年轻人自己需要怎样的文化 !这
是需要思考的% 流行文化应该给予他们梦
想 ,追求 !给他们的生活态度 ,人生态度带
来积极的启示和影响 !帮助他们获得奋斗
前行的正能量 % 所以 !1燃文化 2流行的价
值 !不仅诠释 ,也契合了主流思想价值 !是
积极地寻找 ,挖掘和探讨这个时代青年人
所应有的文化价值观%

积极健康的文化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年轻
人未来的健全成长和全面成熟!也决定了一个
年轻人如何面对当今社会! 如何面对自我!如
何承担起责任和义务% 所以说!青年文化实际
是年轻人在不断地创造,设计和完善中!从他
们的生活中,行为中,思想中塑造出来的%无论
哪个时代!青年应该总是拥有梦想!不断奋斗
和追求的%这些价值实际上是人类优秀文化的
精华!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发展与前
行的生命精神和创造力量% 1燃文化2的流行!

是符合时代和文化发展的这种需要的%

每个历史时代! 都有其不同的精神理
想,精神信念!1燃文化2也好!其他形式的青
年文化也好!都应该从这个总的思想贮存库
中汲取力量!并注入自己的思想中% 作为青
年文化一种的1燃文化2!应该成为这个时代
主流文化价值的体现% 我们需要 1燃文化2

这样的青年文化!更应该完善适合于这个时
代的青年文化%

编辑谈书

搬书记
李凌俊

报社要搬家的消息其实很早

就传来! 编辑部众书纛却迟迟不

见行动! 每日稳如泰山安坐在纷

乱故纸堆中办公" 旁人见了这个

办公室是会诧异的! 初来乍到常

常会恍惚觉得自己穿越到了那五

谋生的 #紫罗兰画报$ 编辑部 !

或是李东宝% 戈玲工作的 &人间

指南$ 杂志社'

目力所及皆是书和报纸" 有

的书纛深谙于土木工程! 把书从

地面一路堆叠到齐人高! 每日在

颤颤巍巍的书塔阵里穿花绕树 !

十多年竟然从未坍塌! 这神功密

不传人! 旁人每每走近总要屏息

静气! 深怕这书塔会散在自己手

中" 有书纛精研收纳法! 桌面干

干净净! 桌底别有洞天! 整整齐

齐堆满了书! 空出的地方恰好够

容纳电脑机箱和两条腿" 余下绝

大部分书纛都是潇洒做派! 从心

所欲 ! 这里堆几叠 ! 那里放几

本! 撒豆成兵! 竟也铺陈出了书

天书地" 于是! 时常可见书纛满

头大汗! 为了找一本书结果 (上

穷碧落下黄泉 ! 两处茫茫皆不

见)! 也时常听见书堆里冒出来

的赌咒发誓 (明儿一定把书理

了) **十多年过去! 人来来去

去! 书却有增无减'

搬家日迫近! 办公室小管家

下了通牒+ 再不理书! 可来不及

了' 众书纛如梦初醒! 于一风和

日丽之日开始动手' 本想大刀阔

斧 (断舍离)! 结果却变成人间

喜剧' 过程真是曲折! 哪儿是理

书啊! 分明是在整理十多年的记

忆' (啊! 终于找到这本! 找得

你好苦') 这是失而复得, (咦!

我竟然还买过这套书') 这是健

忘症暂时被治愈, (哟! 知名作

家签名本! 还是十多年前我采访

时他送的 ') 这是感叹加回忆 '

书纛们一边打包一边逡巡! 一边

清理物品一边将别人舍弃的书放

到自己的纸箱里**如此换汤不

换药的整理法导致的结果是! 搬

家工人进门时! 看到四十多个大

大小小的纸箱! 其中空隙只容一

人侧身通过' 他们声称从未遇见

过这样搬家的! 众书纛不免犯了

书生气! (&文学报$ 呀! 当然

搬的都是书)'

报社终于在今年五月易址 !

焕然一新的办公室里! 免不了又

是一番拆箱和整理' 手无缚鸡之

力的书纛们折腾了几天才把书一

一归位 ! 苦干过后众人 (葛优

瘫) 在座椅里抒发感想+ (其实

都是身外之物! 以后要少买书 !

理起来多累' 现在电子书方便得

不得了') 宏论话音未落! 有人

手机铃响+ (是亚马逊送书的 -

对! 是文学报! 我们搬家了! 现

在的地址是威海路
344

号! 你送

这儿来吧! 我马上下来') 目送

那个雀跃的背影! 众书纛窃笑 +

旧书才归位! 新书又送到! 这书

天书地看来又要持续许久了'

起个

大早 #还

是没看到

日头从水

面跃起 #

一片乌云

正好挡在那里# 很多时

候# 乌云会挡住我们的

视线#可太阳就在那里#

真相也在那里% 青海湖

是美丽的# 还有那些和

我一样早起看日出的陌

生人%

文学会客厅

博
客 !"

评 论"

5 6 7 !

"

作家微博

张颐武

年轻

时常会觉

得环境不

好# 条件

不如人 #

就抱怨牢

骚#自己遇到的问题都是

别人和环境造成% 但其实

抱怨没意义% 家庭和环境

没法选择#别人家境好#是

别人的%你也没奈何%只有

在现有条件下往最好做%

现在其实各种行业真做好

了#没有出不了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