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翻译时代

我睁开双眼，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没

什么奇怪的——人生过半，这种感觉不时出现，但这次不一样。

困惑愈发令人恐惧，愈发令人感到无所适从。（Agassi1 2010: 3）

安德烈·阿加西在纽约一家酒店的套房里醒来，他来此间是为参加

美国网球公开赛。这不仅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美网，也是他最后一次职业

赛事。由于身体状况和个人事务等多种原因，他不得不在36岁这年选择退

役。身处这个时代的翻译工作者，不论其翻译水平如何，一定都会和阿加

西有相似的困惑。在线翻译无处不在；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的翻译应用程序

不断普及；大型翻译项目日趋自动化；阅读从纸质转向屏幕，让读写实践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时电子通讯要求受众时刻在线2并及时回复；不断变

化的数字翻译工具，比如翻译记忆软件——这一切都导致了“这次不一样

的感受”。之前可能有过一些变化，但这一次“困惑愈发令人恐惧，愈发令

人感到无所适从”。

本书对这种困惑展开探讨。过去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讲学时，经常

遇到听众问一些相似的问题：翻译工作者有没有未来？在“谷歌翻译”年

代，人工翻译是否注定大规模消失，或变成一种古雅的、仅供人们周日消

遣的无关紧要的活动？当今世界，翻译需求量飞速增长，是否仍需要人工

来满足，还是由机器代劳？

这些问题表达出一种感受，即翻译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剧变；我认为这

种感受确有道理。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给翻译带来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这些

1　Andre Agassi，1970-，美国职业网球运动员，先后8次赢得大满贯赛事冠军，于2006年
美国网球公开赛后退役。

2　 24/7，指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昼夜不停、全年无休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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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再局限于以住的极客1秘密会议，或评估最新推出的软件，或一本正经

地列举机器翻译的可笑错误。学生、学者，事实上任何对人类文化和语言感

兴趣的人，都应该仔细观察翻译在数字时代发生的变化。

本书是一部阐释之作，而非预言。在一个技术创新源源不断的领域，

针对可译性问题和困惑来预测自动化体系最终能否成功，将会愚蠢至极。

本书旨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翻译技术对语言、文化和社会产生的影

响。为了做到这一点，本书采用从人类学到动物学的学科视角，探讨了一

些历史案例，内容涉及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边古人类定居点，以及当

代世界中诸如澳大利亚军方不断变化的命运。从始至终，本书都尽力避免

对证据的无意义分割，把文学翻译与技术、商务和科学翻译结合起来探

讨。书中反复强调，技术并非单纯是一个配件，或翻译的附属品，相反，

它在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直至当代对翻译活动的定位都是至关重要的。

专攻欧洲文艺复兴的著名历史学家弗朗西斯·耶茨2，对前进运动受制于

过往回忆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有过评论：

文艺复兴中所有伟大的前进运动都从回顾往昔中获得活力与

情感冲动。从最初充满纯洁与真理的黄金时代到随后的铜器与铁

器时代，把时间视为不间断、永久运动的周期性观念占据统治地

位。因此，对真理的追寻必然成为一种对早期的、古代的、最初

的“黄金”的寻求，而现在或不久之前的“不纯正金属”只是其

堕落的退化。（Yates 2002: 1）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研究数字时代的翻译，都会面临所谓“向后看”和

“向前看”的双重危险。前者是一种诱惑，诱使我们把数字化看成翻译无

法挽回的境地。在翻译最初的黄金年代，译者知道如何拼写，他们阅读图

书，他们能在一页书上集中注意力达五秒以上，他们也可以在不掏出智能

手机的情况下报出美国50个州的名字。后者是一种同样强烈的诱惑，把数字

1 Geek，指智力超群，善于钻研，但不懂与人交往的怪才。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兴起，又

指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有狂热兴趣并投入大量时间钻研的人。

2　Frances Yates，1899-1981，英国史学家，在伦敦大学沃伯格研究院（Warburg Institute）
执教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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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状看成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惊奇的世界，以激动人心的公司文体“……难

道不令人惊叹吗？”来叙述一切。在计算机信徒令人激动的夸张中，自动化

翻译意味着所有冲突、悲伤与痛苦的终结，人类得以在更高层次、相互理

解的状态中实现联结。

通过审视如今翻译界所发生的一切，《数字化时代的翻译》力图避免宿

命的悲观主义和愚蠢的乐观主义的双重危险。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更

重要的论断，向任何一位当代文化和社会专业学生指出了翻译更为广泛的

重要性：当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信息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社会，被

称为“翻译时代”更为恰当。数字工具的极度灵活性意味着它们可以生成

各式各样的产品。只要配上合适的软件并接入网络，最简单的笔记本电脑

就能发挥档案管理、会计、游戏机、图书馆、影集、房产经纪人等多种功

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二级制代码让计算机输出的多变性成为可能，

文字、图像和声音都可以转换成代码这一通用语言。这样一来，随着信息

技术的出现，在生活各个领域出现的巨大变化都可以被纳入可转换性或翻

译这一标志之下。恰恰是这些位于数字革命中心的可转换物的变性或变形

效果，让翻译成为最佳立足点，使得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审视语言、文化和

社会在先进的可转换性机制下所发生的一切，并理解这种可转换性出现中

断或达到极限时的情景。

第1章开始就把翻译的数字化进程置入人与工具互动的漫长物质史之

中。我们认为，人性与工具所提供的可能性并无二致；正是这些可能性定

义了人性。然而，承认工具的中心作用，并不意味着推崇技术决定论这一

削弱人类作用的理论。本章接着探讨了亲属关系安排的重要性，因为它使

人类社区之间有了翻译的可能性；通过“蕴涵”这一概念，论证了社会与

组织基础设施对物质文化繁荣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化不

断面临如何克服距离、处理各种翻译关系的挑战。通过古代和中世纪后期

的实例，本章揭示出接近伦理在翻译中的显现，作为一种应对由扩张导致

的空间与文化后果的尝试。本章的中心内容是对“3T”范式的详细阐述，

具体为贸易（trade）、技术（technology）与翻译（translation）。通过探

寻早期城市文化的演化，本章提出上述三要素与城市文化发展过程密不可

分，任何文化平衡发展的历史都要把三要素的密切互动考虑在内。三者的

交互至关重要，因为排除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做法势必造成特定文化的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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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主义或排他主义解读。文化与社会相互影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力问

题。本章聚焦古罗马，探索了技术与商业发展引发的针对语言的强烈文化

焦虑。更普遍的说，这些焦虑与一种新媒介带来的无法预见的结果有关。

在此，我们重新考察了马歇尔·麦克卢汉1“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因为它

可能引发我们思考翻译的物质史。接下来，我们以16世纪的英格兰为例，

探索了翻译与日益显现的印刷机知识伦理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媒介，印

刷机深刻塑造了翻译信息。以19世纪爱尔兰翻译家珍·王尔德夫人2为例，

我们探讨了印刷技术如何不断塑造翻译的命运这一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

晚期，王尔德的翻译为日益显现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想象共同体作出了重要

贡献。与其他地方很多相似的运动一样，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通过印刷机

的支持得以存续。在结尾部分，本章思考了空间或时间如何在不同探索时

期被尊为理解人类经验的方式，以及二者如何不断遭到翻译和物质文化的 

挑战。

第2章着重介绍了数字化时代的语言、权力与翻译等问题。在翻译自动

化进程中，最显著的趋势就是受控语言的产生。跟随受控语言之后的是生

成一种简单化、容易理解的全球英语规划。本章讨论了这些发展的内涵，

指出了因超国家层面或全球通用语发展而经常导致的矛盾且不可预测的结

果。与此同时，受控语言与全球英语被置入英语的清教徒式翻译中，后者

与简明表达概念密切相连。在某些时候，简单表达的代价并不十分明显。

在探究围绕翻译争论中的成本概念时，本章提出隐藏或转移的成本掩盖了

语言之间的权力关系本质，这种关系深深嵌入翻译与技术的相互作用之

中。而这种相互作用日益与去中介化交织到一起。本章探索了在线翻译系

统的出现对翻译通俗概念产生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使用

纯工具性术语来表达思想，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信息从一点传到另一

点。我们还探讨了这种工具主义对科学的影响，并通过这一研究挑战了数

字化时代中围绕科学交流的一些陈词滥调。如果语言的工具观得以盛行，

那便与及物性的兴起这一更为宽泛的文化模式有关。及物性赋予每项活动

1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文学批评家、传播学家、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

一代宗师，以“地球村”和“媒介即信息”等观点名震全球。

2　Lady Jane Wilde，1821-1896，爱尔兰诗人、作家、翻译家，年轻时参与反抗英国压制

的运动，著名诗人和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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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确的、预先设计的目标，这一点对翻译来说并不陌生。无论是初学

者期待找到一种唯一正确的方法，或是翻译业界对一致性和标准化输出的

坚持，都显示出对及物性的明确期待。本章还探讨了文艺复兴翻译史的一

个片段，以及有关用户与翻译技术互动的情况，并藉此提出无论是从实践

还是结果来看，翻译在很多方面根本不是及物性的。

在数字化时代，坚定的及物性或功利主义翻译观的一个强大盟友就是透

明性思想：所见即所得；只要你能看见，就能得到它。在探讨透明性思想在19

世纪美国超验主义运动和20世纪美国反文化运动的哲学根源时，本章思考了这

一思想对当代翻译带来的影响。我们特别关注了理解透明度的方式——透明性

引起了不透明性——解释了数字技术对语言多样性增长的贡献。当然，潜在的

不透明性的一个领域在于经济利益在新数字经济中的真正本质，以及译者施行

积极或消极代理的程度。代理这一问题被置入数字作者权与数字互动的区别之

中，本章呼吁在任何显现的翻译伦理中都需要进一步提高数字自反性。

第3章关注翻译在数字化时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本章所述的“救世”

翻译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构建一个基于翻译的无边界世界。在数字工

具的强力支持下，翻译消除了界限，废除了边境，迈入了一个沟通交流的

全新世界。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救世”理论不仅歪曲了冷酷无情的政治

现实，而且也未能充分展现译者在当前以及过去所做的工作。从人类学和

哲学角度入手，本章引入了限度这一概念，把它作为一种方式，来确立译

者如何通过限度的内部与外部体验来构成具体的翻译方法，接着探讨了这

些体验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了语言与文化的整体体验。在讨论限度概念时，

本章还提出翻译对指向产品、服务与理念无限增加的广延文化带来挑战，

应当对翻译所置入的精细文化，一种不对等文化的不同方式给予更多关

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精细文化源于一种对限度的生态关注，尤其是

增长的限度，但它也与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翻译概念有关，即同一性问

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作者身份关注作者意图如实得以展现，而这也促成

了个性化建筑的出现。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出现促使同一性概念日益盛行，

导致人们认为只有一模一样才真实可靠：从纸币的可接受性（伪币设法造

得一样，但却不是）到T型车的可销售性（因为一样，所以可靠）都是如

此。本章回顾了20世纪针对英语文学翻译不断变化的理解过程，探讨了翻

译中同一性语义机制不断变化的命运。从这一历史角度，不可避免地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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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可变性这一范式，这一范式与数字再生产时代中的翻译工作相关。数字

再生产让差异性，而不是同一性，得到无尽复制。数字产品是围绕可变性

（而非同一性）而构建。本章思考了数字产品这些新形式对翻译的影响，以

及它们怎样与基于广延文化的模式关联或不关联。针对翻译到底是亲笔行

为还是代书行为，前者主要是由制造者或工匠完成的工作，后者通常是由

其他人完成且不被承认的工作，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4章探索了数字技术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本章细述了一家主要翻译

供应商在经营中的内在逻辑，展现了翻译生产和管理过程中本地交付和中

央控制之间不断出现的张力。在数字化时代，新翻译经济的主要关切在于

总量、时间与成本。我们分别考察了在自动化与半自动化条件下这三个要

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关注翻译活动特定形式的发展动向，尤其是全球范

围内存在获取信息技术服务的多种不同层次，促成了新的本地化方式的出

现。我们从总体上的地缘政治张力与企业战略角度对此加以分析。全球翻

译供应商和本地方案提供了大批量翻译，促成了翻译交付的多种形式，这

一切是由无处不在的计算与双向性所致。能够用智能手机上网，或修改网

站内容，这些无论是对数字化在日常生活的嵌入，还是数字化在本质上发

生的改变，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章探讨了游动的、交互计算的出现对翻

译实践的意义，详细描写了翻译生产与接受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形式，以

及众包对翻译造成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根本变化就

是读写规范的不断改变。如果说翻译形成了特有的对印刷文字的依赖，或

者说尊崇，当文字由纸张跃上屏幕后，将会引发怎样的变化呢？本章讨论

了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个后印刷的翻译读写时代，以及翻译生产和使用方

式改变可能带来的后果。把翻译实践产生的变化视为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

结果，这种做法回避了技术的本质。在探讨崛起的信息科学以及“可转换

性”这一数字化的核心问题时，本章提出信息是翻译的一个子集，把当今

时代描绘成翻译时代而非信息时代更为准确。作为一种描述翻译时代特殊

种类实践的方法，本章重拾透明度这一概念，但此处是为了分析可辨识实

践的影响。通过伦理透明度、表象透明度和刑罚透明度这三种不同的透明

度，本章从方方面面（从民族身份的构建到间谍活动）揭示出翻译与数字

化的命运如何紧密交织在一起。

第5章探讨了我们如何应对数字化时代中翻译所采取的新形式。这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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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机器翻译理论家与实践者马丁·凯伊1对数字化时代翻译进行的开创性反

思为引子，探讨“规模”思维和“精细”思维这两种翻译思维方式如何有

助于在自动与半自动化时代定位特殊类型的翻译实践。细节在翻译实践中

的战略重要性被置入日益兴盛的要点或指示性翻译中。我们认为，隐藏在

“规模”与“精细”两种思维模式背后的是对待普遍性问题的两种不同方法。

简单普遍性与复杂普遍性之间的张力与权力和影响的介入交织在一起，翻

译深陷其中。为了揭示翻译思维和实践的复杂普遍性含义，我们对比了“差

距”与“差异”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差距”避免了典型性的具体化趋势，

而这往往是“差异”的符咒。相对于身份的颂扬，“差距”更加青睐衍生力

的培养。基于这一观点，译者关注语言与文化的目的与其说在于价值，不

如说在于资源。“差距”可能存在的地方显然就是无尽猜想的源泉。但是，

在数字化时代的翻译实践中，一个可以关注的领域就是关于质量以及译后

编辑适当性与否的讨论。紧接着，这些讨论可以置入一个围绕数字人文主

义的新兴话语体系。随着数字化工具的出现，数字人文主义试图去理解现

代文化和社会发生的根本变化。这是一个批判性反思运动，而不是宣扬网

络的路演。在这一显现行动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文献学视角，即在数字

世界中深入探讨语言与实践的意义与历史。本章还借助伊凡·伊里奇2对联

欢工具的追求，一种激发而非阻碍人类发展的工具，思考如何利用文献学

视角来反思翻译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阻碍这一发展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共

识人文主义的特殊版本，这种版本利用特殊的文化经历，掩盖剥削性的权

力关系。本章提出一个思考人类社区中翻译的方法，展现了冲突的永恒性

以及构造而非臆断社区的必要性。通过一个新的框架，本章还描述了翻译

对构建社区的贡献；这一框架挑战了传统的、系谱性的呈现预设文化特质

的做法，并指出：对陌生人群体的动态颠覆是具有自知意识的翻译实践在

数字化时代最为激进的允诺。

在索玛亚·拉马丹的小说《水仙花叶》中，叙事者面对生活中特定时

刻的困难抉择时，和安德烈·阿加西一样有一种不确定感。这位埃及小说

家抓住了萦绕一切变化的那种不可知性，“开始，成为开始，变化不停，每

1　Martin Kay，1935-，美国斯坦福大学语言学教授，曾任计算语言学会主席、国际计算

语言学委员会主席，国际计算语言学界领军人物。

2　 Ivan Illich，1926-2002，一位集神学、哲学、社会学及历史学多种角色于一身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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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都变”（Ramadan 2002: 4）。这句话道出了任何一种试图描述变革的危险，

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开始不断发生变化，似乎永远都无法摆脱事件造成

的手足无措。但是，危险不能成为放弃的借口。在当今时代，任何思考翻

译的尝试都必须关注翻译生产与接受环境的巨变，这一点至关重要。

当新技术逐步形成后，它们就会赋予旧概念新的生命。在不断增加的

有关网络文献中，一个被重新引入、用来描述网络本质的概念就是“心智

层”（Blondeau and Allard 2007）。这一概念最先由法国思想家皮埃尔·泰亚

尔·德·夏尔丹提出。在很多人看来，互联网就是这一“心智层”的具体

化。一个可以在瞬间接入，包含不断增加的、链接更多信息的全球信息库

的存在意味着，我们不能从区域角度来看待互联网，而应当把它视为一种

超验的心智层，包含人类的集体智慧（Vanbremeersch 2009: 22）。抛开数字

现象中任一特性描述中不可避免的夸张系数，我们终不能摆脱无处不在的

数字资源以及了解这一星球上众多居民日常生活的方式。翻译工作实践发

生的变化完全超出了想象，译者可以从互联网这一基础设施中得到多种不

同类型的知识。当然，挑战在于如何把翻译置入显现的心智层中，以及未

来如何在数字空间发生的语言、文化与社会重构中为其定位。

与其他领域一样，数字领域也深受政治的影响。社交媒体在“阿拉伯

之春”中的应用被广泛评议。值得关注的是，当分析家们开始思考事件的

内涵时，他们开始转向翻译，把它作为一种阐释的框架（Mehrez 2012）。

在数字化时代中，翻译的政治经济明显涉及以下几点：哪些人得到数字信

息？需要哪些条件？哪些信息得到翻译？为谁翻译？通过何种媒介？在另

一个层面，数字媒体潜在的即时性与可触及性意味着翻译流量不断加快，

并且暗含颠覆性效果；但与此同时，译文的广泛传播让异域政体与文化形

象被本地接受，成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议程。这一新的数字秩序中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数百万陷入“翻译地带”的移民所面临的现实

处境：在新语言中生活的同时，他们通过数字工具与出生地母语保持不间

断的互动。翻译塑造了工具，也深受工具影响。在历史或当前任何一种试

图理解翻译与工具之间关系的过程中，经济与政治因素都不可避免地显

现。我们还有不少困惑，但作为探索的前奏，困惑并非不光彩的状态。如

果开始在不停改变，那么最好的开始莫不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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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时，来自巴斯1的学者与翻译家阿德拉德2在《星盘的使用》一

书引言中，给他的赞助人亨利王子（后来的国王亨利二世）提出了如下

建议：

无论是谁，如果住在一间房子里，却对房子的材料和构造、

数量和质量、位置和特性一无所知，那他根本就不配住在里面。

同样，如果一个人在宫殿里出生并长大，当他长到能够辨别是非

的年龄3后却仍不理解宫殿为何如此华美，那他也不配住在里面；

如果有可能，他应该被逐出。（Lyons 2010: 128-129）

阿德拉德教导年轻的学生如何使用星盘。这一工具将会彻底改变西

方基督教旅行者的命运。阿德拉德的这部著作是他多年翻译阿拉伯文献的

硕果，展示了阿拉伯人在技术上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阿德拉德在文中

选用的比喻都和建筑有关，比如“房子”“宫殿”“材料”“构造”等。换

句话说，在推广新兴的航海技术时，阿德拉德在语言上借用了一种已知技

术——建筑术，为人们提供“庇护”的房子或宫殿。在阿德拉德看来，

1　Bath，位于英格兰埃文郡东部。公元1世纪，入侵的罗马人在当地发现温泉后，建立了

宫殿式的浴池。

2　Aderlard of Bath，约1116-1142，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最早把阿拉伯文献译成拉丁

文的翻译家之一。

3　age of discretion，能辨别是非的年龄，英、美法律定为满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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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有在知道了世界运转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理解，而知识离开人工制品

的语言也难以表达。阿德拉德翻译的成就在于改变了读者与世界之间的关

系，但这一成就并非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引领读者去使用和理解新工具来

实现。只有通过人工制品才能理解人类存在，这些物品是人类存在的最好

注解。

1.1 工具

那么，工具为什么对我们理解“人之为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它对

我们理解翻译又能带来哪些启示？考古学家蒂莫西·泰勒1指出，有很多理

由可以表明人类本不该存在：

由于头骨太大，我们在争取降生的那一刻就冒着被卡住或

窒息的危险。在一支技术团队的帮助下——包括产科医生、助产

士和一大堆哔哔作响的机器，笨重的头骨好不容易才挤出来初见

光明，紧接着出来的是远不及其他哺乳动物的弱小身躯，大声啼

哭，没有毛发，柔弱的身体在接下来几个月内都无法支撑起自己

的脑袋。这样一个连基本的繁殖都会轻易丧命、一个需要成人多

年照顾后才能自己穿衣服的物种，究竟是如何进化并最终成为地

球上的优势物种呢？（Taylor 2010: 4）

人类不仅变成了地球上的优势物种，还栖息在可以想象到的各种环境

中，从高原到海底（不管多么短暂）。这些弱视、脊骨脆弱、幼儿期不能

自立的动物王国成员们，究竟是如何获得并占据如此优势的呢？答案之一

在于泰勒所说的“第三系统”。根据泰勒的定义，第一系统由物理和非生

物的化学系统构成，第二系统是生物系统，而第三系统则指由人类发明、

塑造的一系列实物（ibid., 4-6）。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进化包含了生物和

文化两个层面。当我们拥有了火、工具、武器和衣服，就不再需要巨大的

牙齿、爪子或肌肉，也不再需要很长的、用来消化蔬菜的肠道。这就使得

1　Timothy Taylor，1960-，英国考古学家，专注于史前考古研究，现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人类史前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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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可以打破自然选择的传统规律，这些规律意味着像类人猿这样极其脆

弱、易受攻击的物种注定会灭绝。

人类进化是一种最弱者生存的悖论，体现了对第三系统的依赖往往会

形成有灵和无灵物体之间的特殊共生关系。（人类）脑容量呈三到四倍增

长，使得第三系统不断扩大并细化。脑容量增长本身就是系统自身发展的

结果。食品烹饪、酿造和各种加工技术的变革使得食物的热量显著增加，

让人类能够吃到并吸收高能量、高蛋白的食物，从而给大脑提供必要的动

力。大脑过去和现在都位于极短的肠道之上，而这正是人类转为直立行走

的结果（Wrangham 2007: 182-203）。因此，生物和技艺1之间的相互作用成

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正是人工制造这一领域将我们与其他动物

区分开来，并且弥补了我们在视力、新陈代谢、移动性和记忆等方面的缺

陷。因此，当我们把翻译当作一种人类活动来探讨时，必须从内部，而非

简单从外在，来考虑技术的使用。这是一个关乎本体而非实用的问题。通

过所使用的人工制品，我们不断进化，或者被它们所定义。如同我们塑造

工具一样，工具也塑造了我们。

工具在人类进化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认识其重要性的同时，我们

还必须考虑使用工具的具体情境。人类使用工具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从

食物供给到婴幼儿出行，这些目的大都是社会性的。人类直立行走后面临

的诸多难题之一就是必须时刻带着无助的孩子。孩子们出生时尚未完全成

熟，离开成年人的帮助，它们不能吃东西、独立行走，或保护自己不受肉

食动物的攻击。直立行走极大地提升了人的移动性，延长了人类跑或走的

距离，但同时也导致骨盆改变。这意味着人类群体必须具有社会凝聚力，

团结起来保护幼儿，而孩子们也会将这种社会化模式传递下去（Coppens 

and Picq 2001）。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就要时刻进行社会互动。然而，对社

会凝聚力的依赖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注定要形成排外的体制。

不同人类社区在婚姻安排上有一个相同点：虽然不会规定应该和谁结

婚，但对不能和谁结婚却有严格要求（Héran 2009）。婚姻规则通常以一个

等级模型为基础，一端是极近距离（比如很多社会都禁止近亲通婚），另一

端则是极远距离（与来自完全不同文化的人结婚）。亲属关系和空间义务

（不管夫妻选择与男方家庭还是与女方家庭同住）之间相互作用，婚姻有可

1　 technē，古希腊语词汇，一般表示工艺、手艺、技艺和技术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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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群体和空间层面拓展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Godelier 2004）。因此，社

会群体的构成这一概念既由婚姻本质属性而不断延伸，也由其所定义。吊

诡的是，如同克里斯蒂安·格拉塔罗普所言，禁令的另一面恰恰是创造联

系、形成社会连结性的永恒需求。格拉塔罗普将史前人类集体照顾孩子的

必要性和亲属关系的复杂网络联系到一起，他提出：

同一群体内的成员必须保持不间断的互动，原因是要在现有

基础上创造社会联系。距离会阻碍这种互动。如果社会中的某一

成员距离其他成员太远，他/她就有可能陷入完全自给的状态。

社会以一整套关系网络为基础，包含了各种联系、亲属关系、语

言、生产与权力关系等。距离太远或太过分散都会阻碍这种互

动。（Grataloup 2011: 44-45）

过分强调工具的作用，往往会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窠臼。技术决定论忽

视了人类彼此以及与世界之间进行互动的深刻社会属性。然而，从翻译角

度来看，理解这种社会属性在人类历史上的具体特征显得格外重要。一方

面，人类不断追寻群体凝聚力——（直立后）移动和生存之间折中的结果；

另一方面，人们不断尝试各种方法来拓展社会构成属性，使其日趋多样

化。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亲属关系，一种使社区内在关系复杂化的方式，

就是从创建社会联系这一角度来审视、思考工具的使用。在接下来的章节

中，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联系正通过互联网在全球广泛建立。

1.2 蕴涵

深刻理解工具依赖性的方法之一就是借助蕴涵1这一概念。提到蕴涵，

当代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汽车：

车需要车轮和燃料。这就需要（种植）橡胶和油井，以及复

杂的制造、精炼、市场营销和分销过程。一旦把这些必要因素都

考虑在内，包括金属、柏油路、玻璃，到交通警察、驾驶证核发

1　 entailment，隐含地或天然地以某物为自身存在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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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考试机构等，它们中的每一样又都有自己的首要和次要蕴

涵。显而易见，车只能1存在于现代全球化产业体系中。（Taylor 

2010: 51）

蕴涵的难点在于它是内隐的而非外显，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许多人

实际上并不清楚汽车只能存在于现代全球化产业体系中。这一体系被视为

理所当然的，是当今时代一个自然的、既定的事实。从蕴涵角度来思考翻

译，有必要把首要蕴涵和次要蕴涵区分开来。为了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史上最著名的人工翻译制品之一，现存放于伦敦大英博

物馆中的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的一块花岗闪长岩石碑，碑上刻有国王托勒密五

世在孟斐斯2颁布的法令。法令由三种文字写成，分别是古埃及象形文字、

古埃及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和古希腊文字。石碑竖立于托勒密五世加冕仪式

后，目的是重新确立托勒密王朝对埃及的统治，碑上所刻法令旨在确立对

新统治者的崇拜。尽管用三种文字写成的文本有不一致之处，但它们在内

容上非常接近。正是这些相同之处，引导让·弗朗索瓦·商博良3和托马

斯·杨4等学者开始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含义。法令在结尾处要求在每个

庙宇里都必须放置一份副本，分别由“上帝的语言”（象形文字）、“公文语

言”（通俗体文字）和“希腊语”（托勒密政府语言）三种文字写成（Andrews 

1985: 3-5）。尽管很难确定这三个文本中哪一个是标准版（原文）、哪两个

是译文，但是共存的三个文本表明翻译在古埃及托勒密时期就已存在。

就罗塞塔石碑而言，首要蕴涵指的是制造石碑和赋予其意义的系统，

具体包括从花岗闪长岩采石场提取这块岩石的工具和过程，运送这块重达

800多公斤石碑到指定地点的搬运和运输工具（现存的罗塞塔石碑有部分缺

失，重760公斤；ibid., 7），存放石碑的建筑设施（庙宇），以及打磨石头和

1 原作者强调，粗体文字为原作者强调用。

2　Memphis，古埃及中古王朝时期的首都，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4,700多年历史。

3　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率先识破古埃及象

形文字结构并破译罗赛塔石碑的学者。

4　原文为Robert Young，经考证应为Thomas Young，1773-1829，英国医生、物理学家，

最先尝试翻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欧洲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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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碑文的众多工匠。在托勒密五世统治的疆域内，每一处寺庙都要放置

石碑。这一规定暗含着一整套技术构造，即一个首要蕴含系统。没有它，

托勒密五世的政令就毫无效力可言，因为民众看不到法令，更无从理解。

次要蕴涵指的是罗塞塔石碑被后人解读和翻译的具体方式，这一过程

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古埃及世界的理解（Adkins and Adkins 2000; Ray 2007）。

具体说来，后世对古埃及生活的描述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博

良、杨和其他学者的研究。这些研究开辟了理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翻译路

径，相关成果通过英法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帝国内部的学术和出版机构传播

开来。换句话说，从最初竖立石碑（托勒密五世法令）那一刻，到后来对

碑文的翻译，都有着一系列蕴涵，使文本可以在多语环境中发挥作用。要

想理解托勒密法令的效力，就必需在特定地点用三种文字加以传达，还

要有一个专业群体把王室法令翻译成恰当的文本。这就好比要想理解古

埃及，就必需把19世纪欧洲学者们的翻译成果传播开来。在上述两种情况

中，翻译从蕴涵的背景中显现，并转而成为一种新的蕴涵；离开了翻译，

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牛津英语词典》详细解释了“Rosetta Stone”一词

在英文中的习惯用法，即解读某个编码信息过程中的关键点，尤其是一个

微小而又典型的样本的理解，为理解更大整体提供线索（Stevenson 2010: 

786）。从蕴涵角度审视罗塞塔石碑，我们就可以看出：作为翻译的象征和

理解翻译的支点，石碑就是一个线索，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更大整体，一

种基于蕴含的、发生在人与工具之间的互动网络。

理解蕴涵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对距离的控制与驾驭。比如马和单峰

骆驼之类动物的驯养和选择育种，对于可以利用这些技术的文明来说，具

有深刻的空间意义。利用特定动物带来的空间变革确实影响深远，以致大

卫·艾杰顿1在《历史的震撼：1900年以来的技术和全球历史》（2006: 71）一

书中提到，希特勒入侵俄罗斯时所用的马匹要多于拿破仑时代。后来，蒸

汽机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与空间的关系。人与空间关系的不断变化，主

要就是接近度或距离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远行变得更加容易。但是，走

得更远并不仅仅是要培育合适的马或发明完美的机器，对距离的驾驭意味

着要有一种基础设施，通过有效方式（不管是动物还是人工）来解决运输

问题。道路、桥梁、港口，以及后来的铁路、机场和信息高速公路，都是

1　 David Edgerton，1959-，伦敦皇家学院教授，著名科学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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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 如果某个地区没有道路，跨越距离只会困难重

重，而没有连结网络的电脑用户同样寸步难行。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代表的

蕴涵之中暗含着一对孪生要素：组织与信息。13-14世纪时，邮政服务在蒙

古帝国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帝国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只有道路、

桥梁和马匹远远不够，还需要有一个机构，建立起一个跨地区连贯协调、

高效运转的网络（Gazagnadou 1994）。但是，只有在明确将要组织什么的前

提下，才能进行有效的组织。因此，有必要弄清楚已有道路、桥梁和港口

的具体位置。如果尚未建成，则要搞明白应该建在哪里？当地地形如何？

附近住的是哪些人？要想克服距离，地理、文化和政治信息都不可或缺。

当西方基督教开始对外扩张的征程时，为了获取阿拉伯地图绘制的相关知

识，以便指引征服和发现之旅，译者就显得至关重要（Lyons 2010）。这

一知识体系本身就是组织和信息需求的产物：彼时的伊斯兰帝国处于鼎盛

期，疆域辽阔，于是便产生了这种需求。对距离的掌控难就难在距离本身

也能发挥影响力。这就导致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翻译和技术、至今仍

在互联网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它与我们所说的“接近伦理”密切相关。

1.3 接近

公元1世纪，古罗马作家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发现译员造成了元老

院和希腊语之间的距离（引自 McElduff 2009: 145, n29）。当译员试图克服拉

丁语和希腊语之间的距离时，反而造成了说话人和听众之间更大的距离，

听众无法理解希腊语巨大的感染力。跟马克西姆斯一样，西塞罗1也对翻译

在原文和听众之间造成的距离表示不安，但真正强调翻译这种危险特性的

则是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2和李维3，尽管翻译被视为克服语言和文化距离的

手段。公元前191年，一个单词的误译给古希腊埃托利亚人带来了灾难性后

果，这一事件在波利比奥斯的《历史》4（20.9-10）和李维的《从罗马建城开

1　Cicero, 106 BC-63BC，古罗马政治家、作家和翻译家，把希腊哲学作品引入罗马。

2　Polybius, 200BC-118BC，古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3　Livy，原名Livius，59BC-17BC，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多部哲学和诗歌作品。

4　Histories，又称《通史》或《罗马史》，原书40卷，只有5卷传世，主要记叙了地中海周

边的历史，特别是罗马帝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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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1（36.28）中都有记载。抛开具体的语境，希腊语中的pistis一词与拉丁语

中的fides一词意思大致相同，都有“信仰”或“信任”之意。当埃托利亚

人向罗马人臣服时，他们不知道在冲突这一特定情境中，fides一词的意思

是（投降者）无条件交出所有臣民、物品和土地。原本指望通过翻译克服

的距离却彰显出两种文化、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的更大差距，原因在于二

者对某些词在特定语境下的含义有不同理解。换言之，由于帝国依靠组织

和信息来维系，罗马作家们必须意识到：旨在压缩空间的技术和基础设施

是否需要考虑“接近伦理”？是否需要调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翻译本身证明

了距离的存在，展现出一个庞大的、多语言帝国，但它是否同时在无意中

揭示出疏离或失和可能导致的灾难？试图克服距离是否反而会造成更远的

距离？意在克服距离的技术中是否内嵌着某种令人深感不安的因素，阻碍

而不是有利于接近？是否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一种实践像翻译这样折射

出技术进步和商业扩张背后明确的伦理-政治影响？

要从中世纪后期的罗马而不是古罗马角度来回答上述问题，可以研读

一下10世纪爱尔兰拉丁文本《圣布兰达航海记》于14世纪译入威尼斯语的

译本。在一篇探讨翻译的论文中，费德里科·伊塔里阿诺指出以下原因让

译本显得格外重要：

首先，它体现出两种语言的接触：一个是北欧修道士讲的拉

丁语，另一个是传说中的道奇语，流行于前哥伦布时期地中海地区

最繁荣港口的罗曼方言。第二，它体现了两种势力的交锋，一种是

当时最主要的海洋帝国的语言，这一帝国在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

堡2之前一度控制了地中海东岸的贸易，另一种则是一个影响深远

的宗教文本，主要被视为支持修道士修身养性、追求神圣的过程。

此外，译本还展现了两种实体的对抗，一种是14世纪初以威尼斯为

代表的、面向东方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另一种则是基督教世界面向

西方最早的、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Italiano 2012: 7）

1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Ab urbe condita是一部混用了年代记和记叙体的罗马史巨

著。全书共142卷，每十卷为一部，目前仅存35卷。

2　Constantinople，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旧名。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

耳其帝国攻陷，标志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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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记》本身就是一种克服距离的尝试：教士们响应发端于中东的基

督教所倡导的归隐行为，漂泊至爱尔兰后造成了这种距离（Thom 2006）。

利用大海中的层层海浪替代沙漠中的不毛之地，爱尔兰人实现了一种“地理

翻译”，把身处新环境中的放逐历险和精神革新合法化，基督教早期的东方

性被改换成西方基督徒的特色。比如用古爱尔兰叙述体“伊姆拉姆”1记录了

布兰达与其同伴的航程。威尼斯语译本值得关注的是，伊塔里阿诺详细阐

述了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差异。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恰恰是因为译者渴望

消除某种距离，反而在无意中造成了新的距离。爱尔兰拉丁语的《航海记》

中，在描写修道士们这趟冒险之旅的目的地、他们心目中的人间天堂时，

只用了寥寥数语。修道士们到达之后，故事也就结束了，再用几行来稍微

描述下这个天堂即可。而《航海记（译）》的作者，则把文本的五分之一都

用在了描写这一天堂之岛上。小岛上蕴藏着丰厚的宝藏，长满了奇花异草：

我们走近那片树林，发现树上缀满宝石，金枝银叶，就连

细枝上也挂着宝石。森林的另一侧看似在燃烧，一阵芳香扑鼻而

来，令人心醉。那气息似是焚香，似是沉香，似是麝香，似是凤

仙花香，似是琥珀香，似是迷迭香，似是新疆圆柏香，似是玫瑰

香，又似是茉莉香。火焰燃动之处却不见任何烟缕。我们设法绕

到火焰对面，发现除了树，别无其他。（Davie 2005: 223）

威尼斯译者意识到译文读者与这篇10世纪的爱尔兰文章之间可能存在

一定距离。为了缩小认知距离，他在译文中添加了大量内容。译者之所以

这样做，是由当时威尼斯世界关注的主要方面——贸易决定的。

正如一个世纪后，维托雷·卡尔帕乔2的画充满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各种

商业技术：海船、军械厂、吊车、港口，《航海记》的译者也试图通过对外

贸易这一现实期望来抓住读者的想象。威尼斯人心中对东方的强烈向往既

是出于审美偏好，也是为了寻找贸易机会。如果说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

游记点燃了伊塔里阿诺所说的“向东的地缘诗学”（Italiano 2012: 14），那

1　Immram，意为远航，指青春之地“蒂尔纳洛格”（Tirnan-Qg）有时被放在落日以外的

地方，只有在某种特定航行结束的时候方可抵达，这种航行叫做伊姆拉姆。

2　 Vittorio Carpaccio，1450-152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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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通过陆路从东方运来的的香料与其他奢侈品为威尼斯这个亚得里亚

海城邦带来了高额利润。在威尼斯译本末尾，布兰达和他的兄弟们向西航

行回到家乡，这与原文记载的路线截然相反：标志着“向西的大西洋地缘

诗学转向向东的地中海地缘诗学”的巅峰时刻（ibid., 1）。吊诡的是，威尼

斯译者通过距离或异域的吸引力让故事贴近读者。译者通过想像远方的丰

富物品，以及威尼斯与东方天堂的中远程贸易，来缩小原文与读者间的距

离。在中世纪后期，威尼斯人迅速掌握了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并通过翻

译学会了将其付诸实践的知识（Crowley 2011）。一切有助于克服距离的东

西都被这个地中海东部的海洋城邦加以利用。显而易见，接近的伦理标准

（所占天堂小岛上的熟悉的、散发香气的森林）与保持距离（间隔、差异、

差距）的需要聚合到一起，这些差异既必须克服，同时又必须不断抗拒、

抵制被克服、被消除。正如大卫·达姆罗什1谈及古埃及诗歌翻译时所言，

“只有当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既保留它们的直接性，又保留它们与我们之间

的距离，既保留普遍性，又保留即时的、文化的特色，它们才能成为光彩熠

熠的世界文学”（Damrosch 2003: 163-164）。如何在直接性与距离之间保持适

度平衡，不仅明确了译者，同时也明确了商人与工匠工作的意义与目标。

1.4 贸易

罗塞塔石碑最为明显地展现出埃及在很长时期内受到希腊影响，而

翻译与技术的相互关系也突出反映出地缘影响更为深刻的重新定位，它挑

战了历史记载中的欧洲中心偏见。当城市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展时，这

片肥沃的冲积平原为当地农民带来了丰盛的农产品，却没有提供多少重要

的基础物资，比如木材、石料和金属。这些物资必须通过主要河流通道进

口。依靠交通技术改革，以及“冶金、车轮、驮畜和造船”技术的发展，

人们才能进口物资（Childe 1964: 97）。公元前2000年，当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功能日益增多，它们与其他地区商镇之间的贸易量

和种类也不断扩大，比如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卡内什。正如戈登·柴尔德2所

言，（贸易）这一活动的文化影响力巨大。贸易成为：

1　 David Damrosch，1953-，哈佛大学厄内斯特·伯恩鲍姆讲席教授，比较文学教授。

2　 Gordon Childe，1892-1957，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欧洲最杰出的史前史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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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相比当今更为有效的文化传播媒介。自由手工业者可以

与商旅一同上路，寻找需要自身手艺的市场；奴隶则是商品的一

部分。他们与商旅或商船全体成员都必须在他乡找到栖身之处。

身处异乡的外国人需要践行自己的宗教……当宗教得以传播时，

有用的艺术或工艺品的传播也就简单易行。贸易推动了人类经验

的汇聚与共享。（Childe 1964: 105-106）

经验在缺乏相互了解的情况下无法共享。对于“身处异乡的外国人”

而言，贸易暗含着一种翻译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让贸易成为“文化传

播的有效媒介”。在此，经济需求与交通技术相结合，为翻译提供了基础；

通过翻译，人类经验的共享得以实现。技术（包括车轮、冶金、航船）让

长距离贸易成为可能，翻译的命运与技术密不可分。远程贸易本身就让人

们深刻感受到翻译不可或缺，因为翻译让操非同源语言的说话人相互接

触，让这些语言在接触中相互影响、不断发展。正如卜正民1在晚期荷兰贸

易中发现，首要接触被次级接触取代，出现了许多预料之中的结果：

越来越多的人踏上旅程，旅行距离之远、旅居时间之长超过了

有史以来任何一个时期。越来越多的人投身贸易，与那些说着陌生

语言、来自异域文化的人群进行交易。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学习这些语言，努力适应这些不熟悉的风俗文化。（Brook 2008: 39）

美索不达米亚并非城市文明唯一的发源地。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

青铜时代，欧亚大陆就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城市文明。从技术上看，这些文

明都是建立在先进的农业基础上，使用车轮、犁，有些还发明了灌溉技

术。城市生活模式与手工艺活动的发展（比如书写）带来了新的交流模式

和新的生产方式。在这些城市社会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孕育出层次

分明、各具特色的文化形式，比如中国的红河谷、印度北部的哈拉帕文

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后期近东地区的肥沃月湾和东欧部分地区

（Goody 2006: 29）。这些社群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致力使用并发展新技术，都

1　Timothy Brook，1951-，加拿大汉学家，当今英文学界最著名的中国史学家之一，专攻

明代社会经济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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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贸易，以及开展广泛的文化接触。从长远来看，这类接触只有通过翻

译这一媒介才有可能实现。贸易如此重要，以至阿卡德1国王们定期代表旅

居异域的商人与当地人进行斡旋，而美洲中部的阿兹特克人则经常以对方

拒绝贸易为借口对其发起攻击（Adams 1966: 164）。

把翻译、技术与贸易看作颇具影响力的连贯的三元一体，注定会挑

战文化和政治发展上的孤立或分裂观念。在代表作《黑色雅典娜》中，马

丁·贝尔纳2对关于古典时期源头的传统描述展开尖锐批判，对所谓的“雅

利安模式”表示极度怀疑，后者试图将古希腊文化的发展主要归于印欧语

系或者印欧西泰语族群入侵的结果。这一传统观念排斥甚至边缘化了地中

海东部地区闪米特语系3或亚非语系的影响。于是，希腊文明与腓尼基文明

以及埃及文明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文明对希腊语言、文字和文化造成的

影响被习惯性地忽视。贝尔纳认为以欧洲为中心的偏见源于19世纪后期种

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观念在欧洲的兴起。但是，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4

认为这种对历史的片面解读与7世纪的宗教运动不无关系。在贝尔纳和古迪

所说的民族优越感中存在着三重排斥：首先拒绝承认贸易的重要性；其次忽

视或否认技术的角色和力量（包括它的来源以及发挥的作用）；最后一点，

排除翻译的可能性和潜在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缺少书面证据，很难确

立上述三元一体产生的影响。尽管腓尼基人有书面语言，并且清楚记录了各

种事件，但这些记录很少留存下来。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摧毁了迦太基城5，

城中藏书也随之消失或毁灭殆尽。腓尼基人在农业领域上掌握了先进的知

识，这在后来一本腓尼基农学教科书的拉丁文译本中得到印证（ibid., 65）。

公元1世纪时，古罗马犹太史学家提图斯·弗拉维奥·约瑟夫斯6发现，“在

1　Akkadian Empire，公元前2400年在西亚两河领域出现的由闪米特人（Semitic）建立的

强大王国。

2　Martin Bernal，1937-，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

3　Semitic，闪米特语系或闪语，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语言的一个支系，当时说这种语言的

有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和埃塞俄比亚人。

4　Jack Goody，1919-2015，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

5　Carthage，坐落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与罗马隔海相望，是奴隶制国家迦太基首都。

6　Titus Flavius Josephus，37-c.100犹太历史学家，著有《犹太古史》和《犹太战争》。在第

一次犹太罗马战争中当过犹太叛军军官，投降后为罗马政府做参谋和翻译，获得罗马公

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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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与希腊人交往的国家中，使用书面文字最多的就是腓尼基人，他们用

文字来记录个人生活，也记录公共事件”。为了强调书写和记录这种行为

的对外影响，他补充道，“即便过去多年，提尔1人仍保留着国内历史及对

外关系中重要事件的记录，这些记录都由国家统一编制并精心保存”（引自

Bernal 1991: 6）。

如果不清楚交往对象是谁，就很难讨论 “对外关系”。赋予交往对象意

义及形式暗含了翻译的基本工作。腓尼基人用黎巴嫩雪松换取埃及人的造

船术（埃及人没有木材，但知道如何造船），与以色列人交换谷物（以色列

人需要木材建造寺庙，腓尼基人需要食物才能生存，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土

地都被森林覆盖）。因此，他们一直与说不同语言的人群进行接触。为了寻

找金属这种当代技术所需的基本构件，以及后期为了寻找锡，他们先后来

到迦太基、卡地兹以及康沃尔（Jidejian 1991）。为了促成贸易，同时帮助

腓尼基人了解贸易的构成与意义，翻译成为必需，同时它也表明自成一体

的文化进化模式几乎不可能。我们用来描述早期城市文化相互关联性的3T

范式（技术、贸易、翻译）在后来的文化史中不断显现。比如，彼得·柏

克2向世人展示了西欧文艺复兴与拜占庭和伊斯兰教之间长期不断的交往与

相互影响，后者各自对其古希腊和罗马渊源加以“复兴”。在这一系列互动

中，翻译、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Burke 1998, 2004; Burke 

and Po-chia Hsia 2007）。因此，发生在不同地方、不同文明之间的持续不断

的翻译表明文艺复兴并非仅仅局限于西欧地区。从翻译角度看，或者借助

3T范式，可以帮助我们矫正历史事件探讨或有关语言、社会和文化变革讨

论中反复出现的地缘政治偏见。

1.5 控制

在排他主义的历史解读中，如果贸易、翻译和技术被边缘化了，这

在一定程度上与设法控制历史认知的欲望有关。把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历

程全球化为古代人类的发展历程，或者把文艺复兴视为西欧社会的独有现

1　Tyre，古代腓尼基最雄伟的城市，位于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南约80公里，曾建立了

卡地兹和迦太基等殖民地。

2　 Peter Burke，1937-，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和文化史学家，著有《什么是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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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都折射出某个时期缘于地缘政治的焦虑。不过，我们也可以认为翻译

彰显出控制这一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它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特殊时期或对

历史的任何一种解读。控制导致了一种紧张不安，这种不安既是对技术和

贸易潜在影响的反应，也反映出二者可能引发的周期性的政治与道德恐慌。

根据莎草纸1与军事碑文记载，官方译员早在古代就已出现（Hermann 

1956: 25-59; Kurz 1986: 215-220; Calderini 1953: 341-346）。在《论责任》一

书中，西塞罗提到了罗马元老院里的古迦太基语译员和古伊比利亚语译员

（2.131.6），在《论定义》中又进一步提到译员（5.89）。在稍后出现的《百

官志》2中，译员作为东、西罗马帝国的常设官职赫然在列（McElduff 2009: 

144）。罗马帝国得以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先进的军事技术（Dixon 

and Southern 1997）。考虑到其政治、商业、军事影响范围宽广，需要长期

聘用语言中间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不断进步的技术和不断扩大的商业领域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征服与敛财聚富的机会，但也随之带来了接近与控制的

困境。从规定性角度来表述，这种困境表现为：翻译真实的、恰当的目的

是什么？应该由谁来翻译？

提到自己对希腊演说家埃斯基涅斯与德摩斯梯尼演说的翻译时，西塞

罗声称：“我不是作为一个译者，而是作为一个演说家在翻译”。 西沃恩·麦

克尔达夫3在分析这句名言的背景时，指出了西塞罗言论中暗含着对阶级与

地位的敏感性。

某一社会精英可能会在特殊场合担任译者，但总的来说，译

者在罗马社会中的地位不高。除非在翻译一些地位较低的语言，

如凯尔特语或古迦太基语时，这个不断扩展的多语言帝国才需要

更多译者，远远超出了一小部分精英所能提供或愿意提供的程

度。公元前154年，古罗马元老院议员C. 阿西琉斯在元老院做了一

次翻译（Aulus Gellus Attic Nights/Noctae Atticae 6.14.7-9），但总体

1　古埃及人广泛采用的书写载体，始于约公元前3000年。

2　Notitia dignitatum，古罗马文武官员官阶表，是了解后期罗马帝国（公元1世纪末至5世
纪初）行政架构的重要史料。

3　Siobhán McElduff，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拉丁语助理教授，2013出版Roma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Surpassing the Source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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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为元老院服务的译员都是些无名人物，只有在需要时才会

被招来工作（On Ends/De finibus 5.89）。（McElduff 2009: 136）

扩张中的帝国需要译员，但是翻译的增加会是帝国毁灭的原因吗？在

对腐败的西西里岛长官弗里斯的控诉中，西塞罗痛斥了弗里斯的译员——

盖里乌斯·瓦伦提斯贪赃枉法的行为：“西西里岛有个叫盖里乌斯·瓦伦提

斯的译员，弗里斯一直雇他做翻译，并不是从他那得到语言服务，而是协

助自己的盗窃与暴行。这个微不足道的、生活拮据的家伙突然间变成了一

个杂税征收者”（Against Verres/In Verrem 2.3.84〈McElduff译〉）。在喜剧作

品《迦太基人/布匿人》（公元前194/193年）中，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讲

述了一个伪装成译员的奴隶的故事。这个家伙为迦太基人汉诺提供古迦太

基语与拉丁语之间的翻译，一点都不知道汉诺精通这两种语言。奴隶竟然

可以成为译员，揭示出译员当时社会地位的极度不确定。这个奴隶既不称

职，还是个骗子。这证实了西塞罗等人最为担心的情况：不确定、不恰当

的翻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在《论目的》一书中，西塞罗讨论了希腊著作的拙劣拉丁译本，称

这些译本导致罗马读者曲解了希腊哲学（1.8）。在伊壁鸠鲁1的哲学讨论

中，他和那些通信者都把译员视为罪人（Letters to His Friends/Ad familiares 

15.19.2）。译员面对的一个问题在于，他们在罗马教育体制中最多只能获得

第二等级学历，也就是读完语法学校之后再也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即进入

修辞学校。在修辞学校，学生们接受掌握修辞术的罗马教师的指导，为日

后全面参与公共事务做好准备。显而易见，能进入这一等级教育的学生未

来有望成为精英统治阶层。关于第二等级教育（语法学校）值得注意的是：

学校主要传授读写技巧，包括精读、语法解析和书面写作等。读写能力与

简洁的拉丁字母让知识得以普及，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译者’的

攻击中有一条便是认为他们在翻译中使用的语言过于平凡通俗（Academica 

1.4-5），没有使用适合哲学写作的复杂论证，导致译本只能在未受过教育的

人群中流传”（McElduff 2009: 142）。控制问题快速凸显，原因在于参与翻

译的人来自错误的社会阶层，他们在译文中使用的语言也不合适，译文的

1　Epicurean，341BC-270BC，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学派创始人，提倡享

乐和追求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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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读者群也没有找对。通过读写技术，帝国的翻译需求正逐渐颠覆社会

与语言规范。在《论演说家》中，西塞罗细述了翻译中暗含的变革力量，

从他的论述中我们也感到一种对非法传播的担忧，即技术与翻译的邪恶组

合让文本传播陷入失控。

如果仔细看一下西方传统中关于翻译起源的标志性形象，现存放于维

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由彼得·勃鲁盖尔创作1的《巴别塔》，我们就会发

现工具其实无处不在。建筑工地上随处堆放着梯子、杠杆、滑轮、脚手架

以及用于切割、打磨石头的各种工具。这一切表明真正的语言就是技术本

身，人们运用各式各样的工具来建造通天之塔。根据圣经《创世记》记载，

语言与技术的潜能密不可分，这是一种具有创造、塑造和改变的潜能：“看

啊，他们是同一种人，都说着同一种语言，而这不过是一切的开始，从这

一刻开始将没有他们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Genesis 11: 1-9）。

荷兰大师勃鲁盖尔这副创作于16世纪的油画展现出随处可见的第三系

统。正是由于和它的共生/共栖关系，人类得以完成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进一步来说，当人类语言开始出现书面形式，《创世记》得以留存，促成了

宗教文本的出现，后者让巴斯的阿德拉德着迷，语言本身已演变成一种强

有力的工具。正如詹姆斯·格雷克2所言，当“文字具化于纸上或石上的时

候，它就作为一种技艺而独立存在了。它既是工具的产物，本身也是工具”

（Gleick 2011: 30）。19世纪的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3在定义书面文字时，

把它与转瞬即逝、没有物质踪迹的“口头符号”严格区分开来，突出了其

影响范围之广和使用寿命之长：

书面符号在时间与空间维度里无限延伸，在这一维度中人们

可以相互交流思想；它让作者的思想超越纸墨限制，也让读者的

血肉之躯得以跨越时空。（Butler 1970: 198）

1　Peter Bruegel，约1525-1569，16世纪尼德兰地区最伟大的画家，一生以农村生活作为艺

术创作题材，善于思考，喜爱夸张艺术造型。

2　James Gleick，1954-，《纽约时报》记者、编辑，代表作《混沌学》曾入围美国国家图

书奖和普利策奖决赛。

3　 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作家，被誉为“19世纪后半期英国最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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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对文字理解的暗含意即，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工具。但是，没

有翻译，便无法实现超越。英语是一种基于语音的语言。那些以古英语或

中古英语书写的文本不太容易理解，需要不同形式的语内翻译才能被现代

英语读者理解（Steiner 1975）。只有通过译者的工作，这些书面符号才能实

现跨时代的无限传播。同样，从空间范围考虑，地球上固有的多语制意味

着没有译者的工作，书面符号也无法实现跨地域传播。文本需要通过翻译

来实现旅行。因此，文本的“来世”依存于第三系统的诸多元素，比如纸、

墨等人工制品，更有赖于语言这一工具，进一步说有赖于翻译，才能跨越

时空，接触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读者”。

1.6 媒介

在当代人类文化中，要想深入理解翻译与技术的紧密联系，有必要借

助由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的关于传媒研究的一个基本理念：对新媒体而

言，最重要的不是传播内容，而是在于媒介本身（McLuhan 2001）。很多早

期辩论聚焦电视这一媒介，认为它所传播的暴力或颓废内容导致了年青一

代的堕落。麦克卢汉认为，电视带来的真正影响不在于它传播的内容，而

在于它本身。从一开始的几小时到最终的几微秒之内，电视能够把图像从

全球各地传送到个人家中。这种功能创造出可以想象的全球观众群，在影

响上远比电视图像要大得多。当人们通过实况转播看到阿波罗2号在月球降

落，与其说电视推动了公众对在月球上生存的理解，不如说它颠覆了人们

关于在地球上生活的理念。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电视只是众多媒体形式之一，展现出媒介本

身是最重要的信息源。在1620年发表的《新工具》1中，弗朗西斯·培根声称

活字印刷术对世界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于“超出了之前任何一个帝国或宗

派对人类生活的影响”（Bacon 1863: 178）。之前被视为有教养的社会精英专

有的读写能力，现在可以被更多的普通人习得。据估算，在古登堡2发明活

字印刷术后，欧洲在半个世纪内出版的书籍数量几乎相当于抄写员在之前

一千年的总工作量（Clapham 1957: 37）。到15世纪末，欧洲约有250个城镇

1　Novum Organum，培根代表作之一，对西方哲学、逻辑学、科学等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2　Johannes Gutenberg，1400-1468，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