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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诗人许渊冲已经 95 岁
了。

如今他每天的功课是拿出莎士比
亚原版著作和朱生豪译本，重译莎翁
全集。莎翁名剧《李尔王》中描写子女
见钱眼开一句，朱生豪译为：“老父衣
百结，儿女不相识；老父满囊金，儿女
尽孝心。命运如娼妓，贫贱遭遗弃。”
而许渊冲则译为：“父亲穿破衣，子女
就不理。父亲有了钱，子女露笑脸。
命运是娼妇，嫌贫又爱富。”

“翻译时一定要找一个比照的版
本。”他笑着说。“我要和朱生豪比赛，
我的译本肯定会超过他的译本。”

难以想象，这样一位翻译大家，上
小学时并不喜欢英语。“wxyz”是编
了口诀“打泼了油，吓个要死，歪嘴”，
才勉强记住的。“儿子”的英文复数形
式 sons，他旁注为“孙子”，“女儿”的
英文复数形式 daughters，他旁注为

“刀豆子”。
然而如今，翻译却寄托着他的中

国梦。“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而建设文化强国，就要使中国文化
走向世界。”许渊冲说。

许渊冲和杨振宁是西南联合大学
的同学。杨振宁认为，他最大的贡献
不是得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恢
复自信。许渊冲也希望帮助中国人克
服文化上的自卑感：“我要把中国人民
创造的美，转化为全人类的美，这是我
最喜欢做的事。”

三省吾身，用勤勉与痴
迷贯通中西

说起联大对学子的滋养，许渊冲
首先会提到杨振宁在香港《今日东方》
创刊号上的一句话：“我那时在西南联
大本科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
生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
的大学，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许渊冲心目中，联大是当时的
世界一流大学。他说：“联大可以说超
过哈佛。因为它不仅拥有当时地球上
最聪明的头脑，还有全世界讲课最好
的教授。”

许渊冲恪守夫子教诲“一日三省
吾身”，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就
连大年三十，他都要写日记。联大八
年，冯友兰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教授。
冯友兰提出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如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功利境界，如
《孟子见梁惠王》中“言利”的惠王；道
德境界，如“言仁义”的孟子；天地境
界，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孔子。许
渊冲常以这四大境界反省自身。

联大的学习，为许渊冲的翻译工
作积累了深厚的基础，成就了他的多
个“第一次”。许渊冲上过皮名举教授
的《西洋通史》。许渊冲说：“他把枯燥
的史实讲得非常好记，把埃及女王克
娄巴特拉的名字简化为‘骷髅疤’，说
如果她的鼻子长一寸，罗马的历史就

会改写，安东尼就不会‘不爱江山爱美
人’了。我后来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中文，
是我出版的第一个剧本。”1939 年 4 月
28 日，许渊冲把林徽因悼念徐志摩的诗

《别丢掉》译成英语，发在《文学翻译报》
上，这是他翻译的第一首新诗。

教授们的博学、嘉勉和严格要求，促
进了他学业的精进。吴宓是中西比较文
学奠基人，曾教授《欧洲文学史》《翻译》
等课程。“吴先生不但自己背诵，也要求
我们背诵。如果不背英文诗，翻译诗词
是难以想象的。回忆起来，不得不归功
于吴先生教诲。”许渊冲说。

在 1940 年 5 月 29 日的日记里，许
渊冲记下吴宓对自己的鼓励：“‘我看见
刘泽荣先生送俄文分数表给叶公超先
生，你小考一百分，大考一百分，总评还
是一百分，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分
数！’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老教授，这话
对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是多么大的鼓舞！
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欧洲文学史》一定
也要考第一。结果我没有辜负吴先生的
期望，却因为搬动讲桌没有搬回原处，挨
了他一顿批评。”

钱钟书给许渊冲他们上课时，才 28
岁。许渊冲对钱钟书的印象是：“他读书
求学时，才智过人；他写文章或说话时，
妙语惊人；成为一代宗师后，嘉勉后人。”
两人长期保持书信来往，钱钟书亦常在
信中鼓励许渊冲。

联大师生多中西贯通、古今贯通、文
理贯通的通才。顾毓琇 1972 年获国际
机电及电子工程师学会的兰姆金质奖
章，1976 年又被世界诗人大会授予“桂
冠诗人”称号；钱钟书博通古今中外，陈
寅恪以诗文证史，以史证诗文，沟通了文
史界限，是一代文史大师；杨振宁对西洋
诗和中国古诗词都有研究，可算得上沟
通了科学与艺术；许渊冲常常赞美他们
的广博与通透，并不断鞭策、丰富自己。

离开联大后，许渊冲去英国牛津大
学游学，又去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文学研
究生。在那里，他翻译了第一首法文诗
——雨果的《静观集》：“泉水从岩石上一
滴滴落入怒涛汹涌的海里。掌管生死的
海洋说：‘你来干吗？这样哭哭啼啼！’

‘我的风暴使人害怕，我的尽头就是天
涯。难道我还需要你吗？小鬼，我是这
样广大⋯⋯’泉水对苦海深渊说道：‘我
无声无息，不求荣耀，我给你的，正是你
缺少的一滴淡水，人的饮料！’”

回国以后，“五十年代翻英法，八十
年代译唐宋。九十年代传风骚，二十世
纪攀顶峰。”许渊冲成就了自己的翻译
梦，像那一滴滴落入海洋的泉水一样，不
断地去沟通“大河”（中国文化属于大河
文明）与“海洋”（英国文化和法国文化属
于海洋文明）。

心忧人类，向世界传递中
国文化智慧

许渊冲多次提到 1988 年 75 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在巴黎的聚会。他们在声明

中说，21 世纪的人类如果要过和平幸福
的生活，就应该回到2500年前的孔子那
里去寻找智慧。

“孔子主张礼乐之治。礼模仿自然
外在的秩序，乐模仿自然内在的和谐；礼
可以养性，乐可以怡情；礼是义的外化，
乐是仁的外化。做人要重仁义，治国要
重礼乐，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不衰的原
因。”许渊冲说。

孔子重视礼乐，柏拉图则重视体育
和音乐。中西方均重视“乐”，许渊冲认
为，不同点是，中国更重视礼教，西方更
重视体育。如果说乐育使人耳聪目明，
成为智者；礼教使人循规蹈矩，成为好
人；体育则使人身强力壮，成为强人。

“西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人与
人之间的矛盾对立，人要征服自然，也要
征服人类，因此需要培养强人。”许渊冲
说。因此，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写赫克
托离开妻子上战场的名句，许渊冲译为

“冲锋陷阵我带头，论功行赏不落后”。
而中国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人

与人之间要和谐，人要顺应自然，因此重
视培养好人。许渊冲说，《诗经》歌颂的
多是圣君贤臣，对助武王伐纣的姜子牙，
只说了这样一句：“维师尚父，/时维鹰
扬。”

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
不惧。”但孔子赞赏智者和仁者，却不赞
赏勇者。“这种修文偃武，重德轻才，顺应
自然而不征服自然的思想，造成了中国
两千多年来重柔轻刚的风气，积弱成习
的后患。”许渊冲说。

许渊冲自小佩服勇者，一直有着一
个英雄梦。

读小学的时候，许渊冲和同班同学
涂茀生一起看武侠小说，希望学好武艺，
去杀日本鬼子。他们放学后去野外寻师
学艺，但是踏遍青山无觅处，只好游山玩
水后又回到学校去。许渊冲当时还自取
外号“冲霄子”。

荒唐事已付笑谈，却为许渊冲参加
远征军埋下伏笔。许渊冲读大三那年，
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已到昆明，准备
援助中国对日作战。教育部号召各大学

外文系高年级男生服役一年，服役期满
可以算大学毕业。服役期间，许渊冲负
责翻译情报，他的翻译快速、准确，得过

“飞虎章”。“梅贻琦校长亲自来秘书室看
我们，并要我服役期满后再回联大学习
一年才算正式毕业。”许渊冲说。

历经国难，加深了许渊冲对中国文
化的反思。“如果好人不是强人，国家可
能贫穷落后；如果强人不是好人，世界可
能以强凌弱，天下不得太平。只有好人
和强人合二为一，才能使人类过上和平
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能对全球文化做出的贡献。”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许渊冲翻译《论
语》《老子》等传统典籍，不是为古人翻
译，而是要让当代人看懂，从中领悟中国
的智慧。

“左右开弓”，与世界分享
美好情感

“按照冯友兰的解释，礼乐之治就
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历
代诗词中都有表现。《诗经》 可以说是
天人合一思想的序曲。”许渊冲说。“诗
词英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
步。”

翻译难，译诗更难。诗人罗伯特·
弗洛斯特曾说，诗是翻译中丢失了的那
一部分。

英国伦敦大学格雷厄姆教授曾说：
“不能让华人来译唐诗。”他要亲自翻
译。中国唐代诗人李商隐 《无题》 有两
句诗：“金蟾啮锁烧香人，玉虎牵丝汲
井回。”这位教授的英译直译成中文
为：“一只金蛤蟆咬着锁，开锁烧香
吧；一只玉虎拉着井绳，打上井水逃走
吧。”

“外国人难以体会中国古诗词中的
修辞、用典、意境，这是中国文化没有
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许渊冲说，“这
段译文只翻景语，没译情语，而且错误
太多。金蛤蟆是唐代富贵人家大门上的
门环，咬定锁表示晚上锁门了，烧香是
唐代人的风俗习惯，早晚烧香祈天敬

神。玉虎是水井辘轳上的装饰品，‘牵
丝’是拉起井绳的意思。中国人的译文
是：天晚烧香锁门的时候，诗人进门
了；早晨拉井绳打水的时候，诗人回家
了⋯⋯这说明，译者对唐诗的理解还不
深入。徐志摩曾说，中国诗其实只有中
国人才能译好。”

中国人把中文诗翻译成外文时，翻
译成散文的多，翻译成韵文的少，这影
响了诗歌的传播效果。许渊冲说：“译
诗的主要目的不是使诗人流传后世，而
是使人能分享诗人美的感情。我是用韵
文把中国的唐诗宋词翻译成英、法韵
文，韵文更能把中国内在的美翻译出
去。”

对毛泽东诗词 《为女民兵题照》 中
“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翻译，一直是许
渊冲的得意之作。许渊冲把“红装”译
为“powder the face”（涂脂抹粉），

“武装”译为“face the powder”（面
对 硝 烟 ）， 整 句 为 “to face the
powder， not to powder the
face”，保持了原文中的对仗，并且体
现了原诗中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文
革”中，许渊冲为这首诗的翻译挨了
100鞭子，说他歪曲毛主席的思想。然
而现在，大家都用他的这句翻译。

在将法国和英国文学经典翻译成中
文时，许渊冲也同样注意传递作者在著
作中所要表达的丰富情感。

比如，罗曼·罗兰的 《约翰·克利
斯朵夫》 中第十卷第三段中的一句，有
两种译文：

傅雷：我从你缄默的嘴里看到了笑
容。

许渊冲：我在你无言的嘴上痛饮醉
人的笑容。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把毛泽东诗
词和中国古诗词、《论语》《老子》《西
厢记》 等翻译成英文、法文，把英法文
学经典翻译成中文，许渊冲迄今已出版
译著一百多部。钱钟书先生赞他：“足
下译著兼诗词两体制，英法两语种，如
十八般武艺之有双枪将，左右开弓手
矣！”

打破清规，构建中国翻译学派

2015 年底，许渊冲当选为“中华之光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颁奖典礼
上，主持人请许渊冲即兴翻译“老骥伏枥，
壮 心 不 已 ”。“An old steed in the
stable may stay, But still it
longs to go a long long way.”许渊
冲不假思索，口占两句韵语，在场的人拍
手叫绝。

这句话也正是晚年许渊冲的写照。
每说到得意处，许渊冲“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半个多世纪久别重逢后，杨振
宁问许渊冲的夫人照君：“许渊冲得到灵
感时，会不会突然叫起来？”照君说：“他有
时半夜里冒出了精彩的句子，怕第二天早
晨起来忘了，无论多晚，他都会披衣起床
记下来。”

“孔子很了不起，他的几句话几乎概
括了我的一生。一句是‘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我来说，这句
话一方面是说，做什么要有兴趣。为什么
我有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就是因为
我喜欢翻译，离开它不行。另一方面，我
把它用于阐释翻译理论，也就是‘三之
论’：‘知之’即求真。‘好之’即求美，优化
译文，使人‘好之’。‘乐之’即求意美、音美
和形美，使人‘乐之’，这是翻译的最高目
的。另一句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
翻译的最高境界。”

20 世纪以来，中国的翻译理论不断
发展，翻译界大家辈出。严复把老子“信”
和“美”的矛盾论发展为“信达雅”三原
则。林琴南不懂外文而事翻译，自然不

“信”，但实现了达、雅。鲁迅倡导直译，求
信、真，郭沫若则求美。茅盾试图调和鲁、
郭，口头上追求直译，实际上却追求文采，
一直处于“矛盾”中。朱生豪倡导意译，杨
绛的妹妹杨必也主张意译，并取得了很高
成就，比如《名利场》。“傅雷是主张意译
的，曾说：‘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通常是胆
子太小，迁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的时候
太多。’但他的翻译有时好，有时不好。到
了钱钟书、朱光潜，中国的翻译理论达到
了最高峰。”许渊冲心里如此衡量。

他也在其中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一
直坚持“优化论”，认为中外翻译不能持
西方翻译界通行的“对等论”，“西方的
英法德俄西文多是形合文字，据统计，
西方文字互译时，90%以上可以找到对
等词，因此西方的翻译家提出对等的翻
译理论。而中文却是意合文字，中西互
译时，只能找到 40%多的对等词。对等
理论尤其不宜用于文学翻译，更不用说
诗词翻译了”。

在他看来，翻译上的争论并不是简单
的派别之争，他说：“民族文化高于个人风
格。”

“我的翻译之道，是从老子、孔子那里
来的，又批判地吸收了诸家学说之长。我
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
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
的路。”许渊冲说。

他把自己的翻译理论概括为“美化之
艺术，创优似竞赛”。“美”，就是鲁迅提出
的“三美”——意美、音美、形美。“化”，就
是把钱钟书的化境说分解为深化、等化、
浅化“三化”论。“之”，就是“三之论”。“艺
术”就是把朱光潜的艺术论运用于文学翻
译。“创”，是再创论。“优”，是指译文可以
优于原文。“似”，即傅雷的神似说。“竞
赛”，指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

“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不可
以打破。”许渊冲非常欣赏贝多芬这句
话。译文可以优于原文，体现的是许渊
冲的豪气，也是他的坚守。

中英互译、中法互译，双“弓”在手，他把中国古典诗词译成外国韵文，志将中国之美传递给全人类

许渊冲：遗欧赠美千首诗
本报记者 杨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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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许渊冲 （前排左一） 中学毕
业与同学留影。 （资料图片）

1949年，许渊冲（左四）和校友在巴黎欢
迎清华校长梅贻琦（左二）。（资料图片）

以成败论衡量，近代著名教育家
马相伯的一生，其实难言成功。

他年富力强的时期，全部贡献给
清朝的洋务事业。洋务运动后果如
何，世人皆知。

他年近暮年，方投身教育。他创
办震旦学院，不过两年，便因与教会
的矛盾离开学校；继而创办复旦公
学，又赶上富国强兵、经世致用的社
会风潮，教育日益追求功利实用，学
生们热衷英语、商科与技术，与他理
想的教育模式相差甚远。他最想仿照
法兰西科学研究院形式，建立一所中
国的人文科学院“函夏考文苑”的梦
想，也因种种原因，胎死腹中。随
后，随着他年事渐高，他的身份实际
上转变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与教
育已少有联系。

在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
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他认为大
学应该培养德行高尚、学问渊博的人
才，而不应只满足于教授知识与技
能。在接受过近 20 年的耶稣会所倡导
的“全人教育”的马相伯看来，现代
的中国大学要在哲学、人文以及科学
方面齐头并进，而非单纯追求技术性
人才。

这种理念稍加变通，便是对当年
教育急功近利心态的绝佳讽刺。为何
一个百年前的老人，看到的却是今人
面临的问题？今天我们时时挂在嘴边
的要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而非
答题技能的训练，不正是马相伯当年
在黄浦江畔的喃喃自语？然而百年过
去，这些问题，依然是问题。

再如，现今，“中国学生原创力不

够”这个问题常常被教育界人士提
及，而马相伯早在那个年代，就指出
了长期以来的经学教育对中国学生的
遗毒。“中国人不但懒于行动，尤其懒
于思想”“只重记忆，只知依样葫芦，
等于只知贩卖，不愿创造”，他推崇在
教学中采用“提举纲领、开示门径”
的启发式教学法，反对只停留于文字
表面的训诲或者教条式的灌输，注重
研究与实验，希望学生能够手脑并
用，求得“真的知识”与“活的学
问”，从而提高原创力。

马相伯也做到了真正以学生为中
心。今人多有评价，马相伯重建了孔
子以来“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有
才华的人、愿意学的人，他一律收入
门下。他曾说过：“我主张年轻的和年
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

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
尽量收纳。因为中国的情形与欧西各
先进国不同。我们的青年固须教育，
我们的成年人尤须教育，因为他们学
了一点，马上到社会上去，就有用。”

于 右 任 就 是 非 常 典 型 的 例 子 。
1904 年，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
卖国，遭到通缉，逃到了上海。马相
伯将他收入门下，免学杂费，以化名

“刘学裕”（即“流亡学生于”谐音）
入读震旦，并对他谆谆教诲：不以空
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后来于右任
有联：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而他对“学生自治”的坚持，也
为今人长思。他始终认为学校就是学
生的，不是官员的，甚至也不是老师
的。当年震旦学院学生和耶稣会闹
僵，几乎全体退学，找到马相伯，就

说一句话：“马院长，我们想读书。”
马相伯老泪纵横，毅然请辞，重新创
办复旦。仅为学生一句话，就在 60 多
岁的人生重头再来，若无一番对学生
全心全意的深情，怎可有此壮举？反
思如今的教育，很多时候，是不是过
于追求满足教育机构的利益，反而忽
视了受教育者本身的利益呢？

临终前，马相伯给孙女留下了这
样一句话：“我是一只狗，只会叫，
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赤诚之心，令人感慨。今人怀念马相
伯，仍不忘尊称他为“教育家”，这
并非今人牵强附会，实在是因为马相
伯的教育思想虽经百年涤荡，非未蒙
尘失色，反而更能引发今人思考。要
知照片可以褪色，思想是不会褪色
的。

马相伯：“为中国叫了一百年”
高毅哲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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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星汉。直到今日，他们的教育
思想依然给人以启迪。本报人
物版特此开设“回望教育家”专
栏，和您一起重温贤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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