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要义：

● 要研究翻译，诸如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可行性、翻译的功能、影响

翻译的因素、翻译与文化交流的关系等问题都是绕不过去的。

● “翻译是什么”的问题涉及对翻译本质的讨论。只有将翻译活动置

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通过考察影响、制约它的种种内外部因素， 
才能更好地界定、理解这一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活动。

● “翻译的是什么”的问题涉及对翻译中的意义与交流问题的讨论。对

意义的探究之于翻译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关系到对人类交流的可能

性及可能性程度的理解。

● “翻译有何作用”的问题涉及对翻译功能的探讨。历史上，翻译对于

同一民族内部的文化传承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对它的历史作用给予正确的评价和定位。

第一章 

翻译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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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绕不过去的问题

谭载喜在《西方翻译简史》一书中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

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

本身一样古老。两个原始部落间的关系，从势不两立到相互友善，无不有赖于

语言和思想的交流，有赖于相互理解，有赖于翻译。”1 如果说翻译是一项古老

的活动，那么，对翻译的思考似乎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它几乎是伴随着翻译

活动的产生而产生的。但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翻译的话题，好像一直

是翻译家的事。而翻译家由于更多地将精力集中在实践上，在谈论翻译时往往

会局限在技的层面，讨论最多的也往往是怎么译的问题。

自20世纪后半叶起，情况有了改观，翻译问题不再只是翻译实践者们所关

心的问题了，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以及历史、文化、文学等研究领

域的学者们对翻译问题都开始产生了一些兴趣。尤其是语言学界，从上个世纪

50年代开始，一些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发表了奠基性的研究

著作，如苏联的费道罗夫（A. V. Fedorov）于1953年发表了《翻译理论概要》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1963年，法国著名语言学家乔治・
穆南（Georges Mounin）出版了重要著作《翻译的理论问题》（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1965年，英国的卡特福德（J. C. Catford）出版了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stics）。乔治・穆南的研究非常明确，那就是要超越翻译的实践，在理论

的层面探讨翻译的基本问题所在，以确立翻译研究的必要性。他指出：“翻译活

动这一实践性的、重要的活动在各个领域中发展迅速……翻译是建立在言语操

作基础之上的活动，继续以各种借口将其排除在一种语言科学之外，继续将其

限制在低级经验主义的层面是有悖常理的。”2 因此，他建议“在最新、最具权

威性的语言学成果的启发下”3 来研究翻译。乔治・穆南和卡特福德等学者的

研究与探索所代表的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界出现的语言学转

向。自此，人们对翻译的认识逐渐从实践和技术的层面上升到了理论的层面，

开始将目光转向对翻译本质及一系列深层问题的探讨。

近二十年来，翻译越来越多地受到各行各业人士的关注和讨论。特别是

近年来，在国际上，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些声音：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符号

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九百周年的

1 《西方翻译简史》，谭载喜著，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页。
2 Georges Mounin: 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63, pp.7‑8.
3 Ibid.,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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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寻求沟通的语言”的演讲，他宣称：“当代符号学和语言

哲学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翻译是可行的吗？”1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将翻译概念视为他的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他指出：“哲学的

论题即是这种普遍意义上的可译性，它说的是，意义或真理在语言之间传递

时，不会受到本质的伤害……既然哲学的原点是翻译或可译性论题，那么可

以说，翻译的失败就是哲学的失败。”2 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在于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 

曾明确指出：“翻译问题是比较文学的中心问题。”3 印度学者特贾斯维尼・尼

朗贾纳（一译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在1992年出版

了《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Sit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一书，认为“翻译是一种政治

行为”，要“把译文置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进行考察”4。美国学者勒菲弗尔 

（André Lefevere）在其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导论中明确指出：“翻译应该被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来研

究，不同的文化制定出这些策略，以应对它们界限之外的东西，并以此来保持

它们自身的特征——这种策略最终属于改变和生存的领域，而不是辞典和语法

的领域。”5

在国内，我们也发现不少学科的学者开始把注意力投向翻译问题。比较文

学专家乐黛云指出：“而今比较文学的翻译学科不能不面对语言差异极大的不同

文化体系，文学翻译的难度大大增加，关于翻译的研究随之成为比较文学学科

当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6 哲学家苗力田在汉译《亚里士多德全集》总序中这

样写道：“古代外国典籍的翻译，是一个民族为开拓自己的文化前途，丰富精神

营养所经常采取的有效手段。这同样是一个不懈追询，无穷探索，永远前进的

过程。求知是人之本性。”7 德国哲学研究专家倪梁康从根本上提出：“译，还是

不译——这是个问题。”8

这些多样的声音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个有关翻译的问题：翻译是什

么？翻译是可行的吗？翻译有何作用？哪些因素影响着翻译？翻译与文化之

1 《跨文化对话》卷四，乐黛云等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5月，第4页。
2 《德里达：翻译与解构》，单继刚，《世界哲学》，2006年第1期，第58页。
3 《文艺报》，2000年8月29日，第3版。
4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5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10.
6 《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发展趋势》，乐黛云,《文艺报》，1998年9月1日第2版。
7 《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 《译，还是不译——这是个问题》，倪梁康，《读书》，1996年第4期，第78‑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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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道德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等等。要研究翻译，思考翻译，这些问题始

终是绕不过去的。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或尝试性解答，则构成了翻译理论研究

的中心。

1.2 问题之一：翻译是什么？

1.2.1 对翻译的不同定义

研究翻译，对“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我们知道，翻译

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形式。从表达的形式来看，翻译有口译和笔

译之分。一般认为，口译活动的历史比笔译活动的历史要久远得多。法国翻译

理论家米歇尔・巴拉尔（Michel Ballard）指出西方“有关口译活动的最早记载， 

见于公元前两千多年的上埃及埃利潘蒂尼岛的古王国王子的石墓铭文”1，而根

据中国翻译史研究专家马祖毅推测，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最早的口

译活动。关于中西方的笔译活动，据记载大约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而且均

与对宗教典籍的翻译有关。从操作者来看，翻译活动可以分为“人类翻译”和

“机器翻译”。从领域来看，翻译活动可以分为“文学翻译”和“技术翻译”。从

程度来看，翻译活动尤其是笔译活动除了逐字、逐句、逐章节的全译之外，还

存在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写等多种形式。

历史悠久、形式多样的翻译活动给人们对“翻译”一词的界定造成了很

多困难。“翻译”一词在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里，实在也是很特殊的：它既可

以指翻译活动的主体，即翻译者；也可以指翻译的行为和过程；还可以指翻

译活动的结果即译文。“翻译”一词集三种含义于一身，主体、行为与结果交

织在一起，更使对翻译的界定和对其的研究显得复杂。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

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一书中也谈到，德语中有许多词都含有 

“翻译”一词的基本意义，所以“一部翻译理论史实际上相当于对‘翻译’这

个词的多义性的一场漫长的论战。”2 学者侯林平将历史上人们对“翻译”一词

的定义分为三个阶段，并对这三个阶段进行了研究3：第一个阶段是传统语文

学研究阶段。此时人们往往借助实际经验来理解翻译，对翻译的定义则往往

1 Michel Ballard: De Cicéron à Benjamin: traducteurs,traductions, réflexions,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1995, p.21.

2 《翻译学——问题与方法》，沃尔拉姆・威尔斯著，祝珏、周智谟节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
司，1989年，第19页。

3 参见《翻译定义新探》，侯林平，《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59‑63页。

翻译概论5.5出片.indd   4 2009.6.15   2:31:54 PM



第一章 翻译概说 

�

是比喻式的，例如鸠摩罗什认为翻译“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有令呕秽

也”，傅雷认为翻译“如临画”，“如伯乐相马”。第二个阶段是现代语言学研究

阶段。此时人们在定义“翻译”时往往将目光集中在语言的对等上，例如英国

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将翻译视为不同语言文本材料的替代1。美国语言学家奈

达（Eugene A. Nida）则对翻译作如下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

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2 第三个阶段是当代多

学科研究阶段。这一时期，随着对翻译的认识的日益加深，人们研究翻译的角

度也变得更为多元，不同的学者从文化学、社会学、符号学、心理学等多个角

度对翻译作出了定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几十种，在本书第二章，我们将做

更深入的讨论。

1.2.2 如何正确理解翻译活动？

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定义，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地理解翻译活动？

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皮埃尔・吉罗（Pierre Guiraud）在《符号学》（La 

sémiologie）一书中将语言符号分为逻辑符号、语义符号和审美符号三类。受

其启发，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了《论翻译的层次》一文，明确提出翻译

具有思维、语义和美学这三个层次的观点3。文章首先指出，从根本上说，翻

译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是全人类都具有思维活动这一事实，而人类思维的共性

构成了翻译的思维层次。但翻译不可能囿于思维这一层次，因为思维的实现需

要语言，而语言的表达过程必然受到各种不同语言的具体规律的约束。因此，

翻译活动又面临着另一任务，即如何按照不同语言符号达意、传情的规律，用

一种语言符号传达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这就构成了翻译的又一层次，即语

义层次。思维层次与语义层次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思维层次是语义层次的基

础，语义层次是思维层次的体现。由于思维层次是以人类思维的共性为基础

的，因此便为翻译在思维层次获得等值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语义层次以思维

层次为基础，但它要受到语言符号的特性的约束，因此等值的可能性自然也要

受到限制。思维层次是翻译的基础层次，语义层次是翻译的必要层次，任何翻

译都离不开这两个层次的活动，并分别要受到思维规律和语言规律及言语规律

的约束。一般说来，完成了思维层次和语义层次的转换活动，翻译也就实现

了。因为语言的主要职能在于帮助实现思维，达到传情、达意的目的，比如科

1 参见《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卡特福德著，穆雷译，旅游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2 《奈达论翻译》，谭载喜编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10页。
3 参见《论翻译的层次》，许钧，《现代外语》，1989年第3期，第6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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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翻译、应用文翻译到了语义这一层次就可以说完成了。但是，语言除了传

情、达意之外，还有审美职能，对于文学语言而言，审美职能甚至是其最重要

的职能。诚然，文学也有认知和表感等职能，但这些职能都统一在审美领域之

内，是通过情感的中介实现的。换言之，它们都离不开美感作用，一部作品倘

若不能给人以美感，那么它的一切社会职能就无法实现。因此，文学作品的翻

译，除了思维层次和语义层次的活动外，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这就是文学

翻译的最高层次，即审美层次。翻译活动在思维、语义、审美等各层次有着

各自的活动内容、表现形式与传达目的等要素。这些要素自身的特征与活动

规律及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不同，构成了翻译层次存在的客观性。任何翻译

从本质上看都是一致的，但不同类型、不同目的的翻译具有不同层次的要求， 

并要受到不同层次的活动规律的约束。对翻译层次的研究及对各层次主要问题

的分析，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在理论上，要为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以及活动规

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实践上，要求译者遵循翻译活动的规律，克服不分层

次，顾此失彼的倾向，避免翻译活动的盲目性。如果说翻译有什么标准的话，

那就是一个成功的翻译不可能在一个层次完成，它应该是各个必要层次和谐统

一的产物。

对翻译活动三个层次的明确区分及对其的探讨可以说是对翻译所进行的内

部的、纵向的思考。但是，翻译活动不是一种置身于时空之外的静态的活动，

它是翻译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中，通过具体的语言转换而进行的一

种目的十分明确的实践活动，涉及众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针对翻译活动的这

些特征，笔者又于20世纪末撰写了《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一文，从翻译活

动的实践性出发，对翻译活动的动态过程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将对翻译活动的

探索由内部转向了外部，由语言转向了文化。在该文中，笔者指出，翻译活动

在意愿、现实和道德三个层面均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意愿层面来

看，在大多数情况下，翻译活动都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活动，它总是“与某种

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或社会的需要紧密相联”1，而翻译目的无疑影响到了

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译者的翻译立场以及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从现实层面来

看，不同的国家、民族在语言、文学、文化、心理等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

异，这些差异阻碍了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促使人们对翻译的可行性以及翻译

可行的程度作出进一步的思考。从道德层面来看，一方面，翻译活动的主体是

译者，而“译者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必然要受到某种道德上的约束”2，使得他

不能“从心所欲”；另一方面，对翻译的评价活动同样无法摆脱作为社会意识

1 《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许钧，《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3期，第50页。
2 同上，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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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表现之一的道德的影响，例如被众多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视为最高标准的

“忠实”标准从本质上说是个伦理道德领域的概念。从思维、语义、审美三个

层次到意愿、现实、道德三个层面，我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如

果说半个世纪之前，人们还普遍认为翻译研究应该属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那

么今日人们已经摆脱了这样的观念，不再将翻译活动视作单纯的语言转换活

动，也认识到只有将翻译活动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通过考察影响、制约

它的种种内外部因素，才能更好地界定、理解这一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

重要活动。

1.3 问题之二：翻译的是什么？

1.3.1 意义、真理与翻译

翻译就其具体形式来看，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活动。而符号的基本

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

传达某种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到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

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

切相关”1。符号是意义的载体，而语言符号更被视为意义的“最主要和最普遍

的”载体，意义之于符号是根本的。因此，在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活动也就是

翻译活动之中，人们的首要任务是致力于符号意义的再生。换言之，翻译就其

根本是翻译意义。

那么，意义又是什么？它同语言、文化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作为语

言转换活动的翻译，它应该止于那一层意义？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在《论真理的本质》（“Vom Wesen der Wahrheit”）、《艺术作品的本源》（“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等文中多次谈到翻译问题。在谈到罗马‑拉丁思想

对希腊词语的吸取时，他这样说：“从希腊名称向拉丁语的这种翻译绝不是一件

毫无后果的事情——确实，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它是无后果的。毋宁说，

在似乎是字面上的、因而具有保存作用的翻译背后，隐藏着希腊经验向另一种

思维方式的转渡。罗马思想接受了希腊的词语，却没有继承相应的同样原始的

由这些词语所道说出来的经验，即没有继承希腊人的话。西方思想的无根基状

态即始于这种转渡。”2 按照孙周兴的解释，海德格尔这段话的前半句主要说明

“‘翻译’不止是字面改写，而是思想的‘转渡’。”也就是说，海德格尔认为翻

1 《“文化与传播译丛”总序》，周宪、许钧，商务印书馆，2000年。
2 《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第243‑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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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除了要实现文字的转换，更要实现文字背后的精神的转移。后半句则进一步

强调“罗马‑拉丁思想对希腊思想的‘翻译’只是字面上对希腊之词语（复数

的Wörter）的接受，而没有真正吸收希腊思想的内涵，希腊的‘话’（单数的

Wort ）”1。

海德格尔在批判古罗马人的翻译行为使西方思想成为无根之树、无源之水

的同时，实际上也向我们揭示，翻译从某种意义上是说一个求真的过程。这里

就涉及到意义尤其是字面意义与真理的关系问题。限于字面的翻译，能否传达

词语及词语之后的“真”？也就是说，限于词语表面意义转换的翻译，能表现

词语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和文明空间吗？能传达词语的真值吗？实质上，哲

学家特别是语言哲学家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对翻译研究是根本的，那就是意

义和真理的关系问题。语言哲学家们思考的是意义是否等同于真理的问题，或

者说意义在何种情况下能够等同于真理的问题。这些问题给翻译提出了一个本

质的要求：翻译决不应该是字面层次的语言转换，而应是思想的转渡，是文化

的移植。翻译所固有的“求真”本质，应该是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通过对文

字的拷问，不断接近文字所要道说的东西。翻译、意义、真理这三者之间的关

系使我们明白，对意义的探究之于翻译是第一位的，也理解了为什么艾柯把翻

译的可行性视作当代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

1.3.2 翻译是可行的吗？

哲学家贺麟是这样理解翻译的：“从哲学意义上说，翻译乃是译者（interp-

reter）与原本（text）之间的一种交流活动（communication），其中包含理解、

解读、领会、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translation），它是

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而译文与原文的关系，亦即言与意、

文与道之间的关系。”他还说，某些神秘直观论者认为这种交往活动是不可能

的，但他认为，“意与言、原本与译文，应该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

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

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

译之处。”2 贺麟对翻译的这一认识，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至今在中国，翻译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简单转换，一种纯

摹仿的技术性工作，不需任何创造性。这种观点，直接源自人们对世界、思

1 《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参见第243页译注2，第244页译注1。

2 《谈谈翻译》，贺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3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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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语言之间关系的简单化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可行性是深信不疑

的，认为人类的经验、思维具有一致性，人类的认识形式具有普遍性，因此，

人类的交流是可行的。但是，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却对翻译的万能提出了质

疑。例如，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话语与观念

的交流“并非一个人表达的思想向另一个人的传达，无论在接受者还是在讲话

者的脑中，一切仅仅在于使其处于这种或那种状况的和谐的刺激。”在他看来，

“哪怕最具体、最明确的话，都远远不能激起话语发出者认定能激起的思想、

情感和记忆”1。继承并发展了洪堡思想的新洪堡学派的加西尔认为语言不是一

种被动的表达工具，而是一种积极的因素，给人的思维规定了差异与价值的整

体。任何语言系统对外部世界都有着独特的切分。语言系统沉积了过去一代代

人积累的经验，向未来的人提供一种看待与解释宇宙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

“世界并非仅仅由人们通过语言去理解与想象；人们对世界的观念以及在这一

观念中生活的方式已经被语言所界定”2。洪堡和加西尔虽然承认了人类交流的

困难性，但他们并没有否认最低限度的交流的可行性。与此相比，另一些语言

学家则完全否认借助语言进行直接交流的可能性，这在理论上也就否认了翻译

的可能性。尼古拉・鲁巴金（Nicolas Roubakine）认为一部书只不过是读者思

维的外部投射，他说：“无论如何有必要抛弃一个十分普遍的观念，那就是每一

部书都具有它自身的内容，且这一内容可以在阅读的时候传达给任何一位读

者。”他进而断言：“任何借助于语言进行的直接交流都是不可能的。”3 这些观点

实际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就是语言的意义是否可以捕捉？或者说，意义

是否是客观存在并且确定的？操不同语言的人对同一现实的认识是否一致？他

们之间是否可以达到真正的交流？这也就在理论上给翻译提出了一个个需要解

答的问题：不同语言的转换，能否传达对世界的不同切分和认识？一门语言的

意义是否可以不走样地在另一种语言中传达出来？人类经验是否有其普遍性？

若没有，以交流为目标的翻译是否可以进行？

1.4 问题之三：翻译有何作用？

1.4.1 翻译的三种类型及其内涵

上文中提出的有关翻译本质、意义与交流的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不断的探

1 Georges Mounin: 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63, p. 170.
2 Ibid., p.46.
3 Nicolas Roubakine: Introduction à la psychologie biologique, Paris, Povolozki et cie, 1921, p.86，转

引自Georges Mounin: 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63, 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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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在理论上，翻译确实存在着种种障碍，但人类是不能没有交流的，交流

也是不能不以理解为基础的。从实践看，只要不同语言文化体系中的人们需

要交流，就不能没有翻译。虽然翻译活动受到整个人类知识水平以及对世界

的认识水平的限制，但翻译活动始终在进行着，它所能达到的思想交流的水

平也在不断发展。关于翻译活动，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认为有三种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在我们看来， 

这三种类型几乎概括了人类所有狭义的翻译活动。

语内翻译，指的是“同一种语言的一些符号对另一些符号所作出的阐

释”。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

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

四书、五经这些古籍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

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

“语际翻译或者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指的是一种语言的符号对另一种语言的符

号所作出的阐释”。我们通常所指的翻译，就是语际翻译。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

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

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

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

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

牛津大学前副校长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在其著作《西方人文主

义传统》（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一书中谈到了西方人文主义的渊

源与发展，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翻译对文艺复兴、对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所起到

的作用1。无论是发生在9世纪的加洛林王朝的古典文化复兴，还是发生在12世

纪的所谓的原始复兴，以及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无不伴随着翻译高潮，或

者可以说，无不是以翻译为先声。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都

非常重视翻译，他们几乎个个都是翻译家。没有他们对古希腊、古罗马文献新

的理解、新的阐释、新的翻译，恐怕就没有文艺复兴的不断发展。对于中国文

化而言，语际翻译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拿河流来作比

喻，认为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从未枯竭，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

灵药”就是翻译2。

1 参见《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 参见《中国翻译词典》序，季羡林，林煌天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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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际翻译指的是“非语言符号系统对语言符号作出的阐释”1，也就是不同

符号之间的转换。按照符号学的观点，语言是一个相对自足的符号系统，音

乐、绘画也各自是一个符号系统。人类创造文化，依赖的是符号活动，而符

际翻译则以意义传达为目的。诗歌、音乐、绘画有其相通之处，它们之间的

翻译有着广泛而丰富的形式。罗丹（Auguste Rodin）创作过一座叫《丑与美》 

的泥塑。泥塑所表现的老宫女，皱缩的皮肤像木乃伊的一样，她“对着自己

衰颓的体格叹息。她俯身望视着自身，可怜的干枯的乳房，皱纹满布的腹部，

比葡萄根还要干枯的四肢”2。这座泥塑，可以说是对法国15世纪著名诗人维庸 

（François Villon）《美丽的老宫女》一诗的理想传译。在当今世界，音乐、绘

画、诗歌、小说、影视等符际之间的转换与传译，有着无限的活动空间，对拓

展人们的文化视野、认识不同创作符号的深刻内涵起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4.2 如何理解翻译的功能？

考察三种不同类型的翻译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翻译的功能和作用。那

么，翻译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异的考验——

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L’épreuve de l’é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一书中，对翻译的作用有着生动而深刻的描写。

著名诗人歌德一直呼唤要打破国界、积极进行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而在

歌德看来，翻译在人类文化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不仅起着交

流、借鉴的作用，更有着创造的功能。德国文学的生命要得到地域上的扩展，

必然要借助翻译。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无疑是为原作延长生命、拓展生命的

空间。歌德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歌德，他的文学生命之花之所以开遍异域，正

是靠了翻译。当歌德看到自己的诗作被译成异语，获得极妙的效果时，他以形

象的语言赞叹道：“我刚刚从芳草地采摘了一束鲜花，满怀激情地手捧着鲜花回

家。因手热，把花冠热蔫了：于是，我把花束插进一只盛有凉水的花瓶中，我

眼前即刻出现了怎样的奇迹！一只只小脑袋重又抬了起来，茎与叶重显绿色，

整个看去，像是仍然生长在母土里，生机盎然，而当我听到我的诗歌在异语

中发出奇妙的声响时，我体味到的也正是这一感觉。”3 一束从草地采摘的鲜花， 

一离开母土便开始调谢，但一放进凉水中便重显英态，绿意盎然。这里，采摘

1 Roman Jakobson: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63, p.79.
2 《罗丹艺术论》，葛赛尔著，傅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3 Antoine Berman: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 Paris, 

Gallimard, 1984,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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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的是译者。诗歌之花一旦离开故土，便有可能调谢。然而，译者将诗之花

插入异语的花瓶中，使其英姿焕发，仿佛生长在故土，又获得了新的生命。这

无疑是个奇迹。实际上，这是各民族文化之精华相互移植之成功的象征。

翻译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如今已经成为翻译界、文

化界甚至史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湖北教育出版社近几年推出了一系列研

究翻译历史的著作，如马祖毅的《中国翻译史》，马祖毅、任荣珍的《汉籍外

译史》，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查明建与谢天振合著的《中国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许钧与宋学智合著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

的译介与接受》等。另外还有李亚舒、黎难秋的《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1，

热扎克・买提尼亚孜的《西域翻译史》2。几年前，笔者在法国见到了巴黎第八

大学前研究生院院长弗烈德・施哈德。他指出，欧盟有关部门正计划从翻译的

角度来研究欧洲与中国的思想与文化交流史。他认为，考察中西交流史，不能

不去研究翻译活动及其历史与作用。看来，如何准确地为翻译的历史作用定

位，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1.5 本教材编写思路

翻译和有关翻译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有技的层面，也有道的层面；有外部

的，也有内部的；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由于翻译活动历史悠久且有广泛

性，它涉及到人类精神与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提出新的

问题。就翻译思考而言，哲学家们关心的是思与言、真理与意义的关系，符号

学家关心的是符号与意义的生成，语言学家们关心的是语言的转换与意义的传

达，文化学者关心的是语言的沟通与文化的交流，翻译家们则努力探索如何正

确处理原著与译作的关系，尽可能忠实地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原著的意义和各种

价值。所有这些问题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给有志于翻译研究的人们

提出了挑战，也赋予了机会。我们编著这本教材的目的，正是为了在此大好时

机之下迎接翻译活动向我们提出的挑战。

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在1948年出版了一部著名的论著，书

名叫Qu’est ce que la littérature？直译为《什么是文学？》，实际上可以理解为

《文学论》。萨特在书中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分为四章，一是“什么是写

作？”，二是“为什么写作？”，三是“为谁写作？”，四是“作家在1947年的境

1 参见《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李亚舒、黎难秋著，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
2 参见《西域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亚孜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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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涉及到了作家创作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萨特的这部著作对于本教材的

编著有很大的启发。在本书中，我们将效仿萨特，提出九个同翻译息息相关

的问题，即“翻译是什么？”、“翻译是如何进行的？”、“翻译什么？”、“谁在翻

译？”、“有什么因素影响翻译活动？”、“翻译活动会遇到什么矛盾？”、“翻译有

什么作用？”、“如何评价翻译？”以及“如何在多元文化语境下认识翻译和研究

翻译？”，分别从翻译的本质、翻译的过程、翻译的根本任务、翻译主体、影响

翻译的因素、翻译活动中出现的基本矛盾、翻译的功能、翻译批评以及翻译研

究这九个角度，结合内部和外部两种视角对翻译活动予以关注，希望在哲学、

语言学、文化学等多种理论的指导下，本着一种历史批评精神，借助前人的探

索研究，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去思考翻译，研究翻译，为解决翻译和有关翻

译的众多问题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思考题

❶	结合本章内容，谈谈哪些问题是翻译研究绕不过去的问题。

❷	为什么只有将翻译活动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时才能正确地理解和

定位翻译？

❸	请结合语言哲学理论，分析对意义与真理关系的探讨之于翻译的重 
要性。

❹	结合本章内容，谈谈你对翻译可行性的认识。

❺	试结合实例说明翻译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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