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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thfulness，Coherence and Accessibility”and“Freedom”：
Joseph Edkins＇ Literary Translation
Liu Xian-he

Yang De-min

（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
As a missionary to China，Joseph Edkins not only focused on his mission，but also excelled in writing and translating works．
He laid emphasis on practice as well as wide research． His contributions include int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 in addition to disseminating Western culture to the East； He paid attention t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translation objects，such principles as “clearness，coherence，smoothness，ease，meaning，and accessibility”，or“faithfulness，coherence and accessibility”were used，and based on translation subjects“liberty”translation strategy was employed in his translation． The two contradictory translating strategies were simultaneously fused together in Edkins＇ translating practice and thought，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translating purpose，materials，readers and social background．
Key words： Joseph Edkins； “clearness，coherence，smoothness，ease，meaning，and accessibility”； “faithfulness，coherence and accessibility”； freedom； literary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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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艾约瑟（ J． Edkins 1823 － 1905） 自 1848 年来

籍，
翻译涉及各门学术，
去过很多地方，
做过很多
工作，
尝尽各种苦难，
获得各种荣誉。可以说，
艾

华，
在华宣教、
著述、
翻译、
生活近五十七年之久，

约瑟涉猎领域几乎无所不包，
也可以说，
他是一个

于 1905 年长眠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在中国的

多面手。他的贡献与影响不止在一个方面，
不限

成就很难简单地陈述，
因为他精通多种语言，
众多

一处地域。国内外对他的研究已经开始，
以对其

行业都有接触，各色人种都有联系，著有各类书

1980 和 1996 年朴允河
语言文字贡献研究为多，

*

本文系上海海洋大学 2018 校级重点建设课程（ 少数民族预科课程） 英语（ 1 － 2） 项目（ A1 － 0201 － 00 － 1071） 、

2018 年上海海洋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 校博士启动基金） 项目“汉学家艾约瑟翻译研究”和 2018 年上海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艾约瑟汉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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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艾约瑟的上海方言研究为主题，
先后完成硕士

《植物学》（ Elements of Botany） （ 1858 ） 、
（ 1853） 、

论文和博士论文。在美国学者吉瑞德（ N． J． Gi-

《重 学 》（ 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 ）

rardot） 的《朝 觐 东 方： 理 雅 各 评 传》（ 2002 ） 一 书

（ 1859） 等，
他是最早承认中国“四大发明”的西方

中，
多处论及艾约瑟，
他留意到 19 世纪东方学研

人士。科技发展离不开启蒙教育，
所以启蒙教育的

但限于主题，
未能更清晰地
究方法对汉学的影响，

而在当时中国恰恰缺乏这些教材。
教材尤为重要，

梳理西方学术文化 传 统 并 作 进 一 步 探 讨。2015

艾约瑟在中国海关总署受雇于总税务司赫德（ Ｒ．

年，
张海英的博士论文《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

Hart 1835 － 1911） ，
常常在工作之余翻译“西学启蒙

的汉语研究》讨论汉语语言问题，包括汉语官话

它包括美国最新的学校教材，
适应中国当
十六种”，

汉语语音、
汉语语法、
汉字偏旁部首与“六
与方言、

时广开西学书院对教材的迫切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

书”解读以及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
张海英认为，
艾

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与近代化进程。李鸿章对艾

语言学家、
翻译家和语文学家”
约瑟是“汉学家、

“艾君之妙笔
约瑟翻译的此套教材给予高度评价，

（ 张海英 2015： ii） 。对艾约瑟的翻译研究学界有所

与赫君之盛心，
并足不朽矣”① 。社会的发展总是

涉及，
如“《红楼梦》早期英译补遗之一： 艾约瑟对

艾约瑟将其对西方经济的研
要以经济发展为指标，

《红楼梦》的译介”（ 王金波 2013） 、
“艾约瑟西学翻

《中国货币》
究成果著译成《富国养民策》（ 1886） 、

译‘善教＇观研究”（ 李东 2016） 。但目前对艾约瑟的

（ Chinese Currency） （ 1890） 、
《中华帝国的岁入和税

系统的理论探讨。
翻译研究还欠缺深入、

制》（ The Ｒevenue and Tax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 1903） 等。除上述作品外，
艾约瑟还研究中国

2

传教与翻译

作为来华传教士，
艾约瑟的首要任务是传教
译经，
但他从来都没有忽视著书立说，
传播文化，

哲学，
如儒家哲学、
道家哲学等，
并著有多部在中国
的游记，
这些都是中学西传的有效途径，
能促进中
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及促进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沟通中西。除了教堂传教、
街巷牧教外，
艾约瑟还

2． 2 文学译述

以著译传教： 从中西文学、
文化交流的角度兼顾宣

艾约瑟的突出贡献在于其中西方文学之间的

文化交流的双重功用。
教与文学、

译述成就。虽然文学的交流不是最为直接、
最为

2． 1 学术著译

快捷的方式，
但如果就此否定文学翻译的作用无

艾约瑟的学术研究涉及领域广泛，
宗教著译

疑是落后的观念，
因为正如艾约瑟自己所阐明的，

是其初衷与根本，
故始终坚持不懈、
积极参与《圣

文学与历史可以互为补充，
文学不仅可以证明历

经》翻译工作的讨论与实践，并与其他传教士合

史，
而且比历史更具生动性，
更易为人所接受，
文

共同翻译出和合本《新约圣经》，
也曾为“God”
作，

学里包含的历史可能比纯粹的历史作品更值得参

的圣名翻译积极辩论并参于多次传教士中国译经

考，
通过文学可以窥探历史，
而历史中也包含文学

大会。艾约瑟的宗教著作有： 《中国人的宗教状

的发展进程，因为文学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况》（ The Ｒeligious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Observa-

艾约瑟不仅在《六合丛谈》《万国公报》等报刊上

tions） （ 1859） 、
《中国的宗教》（ Ｒeligion in China）

向中国读者介绍古希腊、
罗马文学、
哲学、
英国文

（ 1893） 、《中 国 的 佛 教 》（ Chinese Buddhism ）

学，
而且在他翻译的《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和

（ 1893） 等； 为了帮助新来华的传教士学习汉语，

《欧洲史略》中不断译介欧洲文学的名家名篇和

他完成语言学著作，如《上海方言口语 语 法》（ A

文学发展历程，
使中国读者能第一次完整、
具体、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as Exhibited in the

系统地了解古希腊、
罗马诸多杰出且举世闻名的

Shanghai Dialect） （ 1853） 、《汉 语 官 话 口 语 语 法》

作家、
戏剧家、
诗人、
文学作品等，
而且接受“希腊

（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为西方文学之祖”的论断。此外，艾约瑟还介绍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 1857） 等；

过意大利的但丁、
英国的莎士比亚、
浪漫主义诗人

为能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渊源以及发现中国与

华兹华斯、
骚塞、
柯勒律治、
拜伦以及贝蒂等。作

西方世界的关系，
他研究翻译古希腊、
罗马的历史

为传教 士，他 还 翻 译 过 纪 念 宾 为 霖 牧 师 （ W． C．

及欧洲的历史，
如《希腊志略》（ History of Greece）

Burns 1815 － 1868） 的《宾为霖传》、
“挽宾先生诗”

（ 1898） 、
《罗马志略》（ History of Ｒome） （ 1898 ） 和

（ In Memoriam） （ 1873 ） 、纪 念 穆 伦 斯 （ J． Mullens

《欧洲史略》（ History of Europe） （ 1898） 等，
为历史

1820 － 1879） 的诗及其他纪念传教士的文章。

研究提供东西方可互相借鉴学习的丰富资料； 他
还翻译众多的西方科技作品，如《光论》（ Optics）

艾约瑟中学西传的作品也毫不逊色，
从中国
先秦以前的古典文学到清代作品他都有涉及，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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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诗词歌赋的译述，
还有神话传说的研究； 不仅

实则精理微言，
用汉以前字法、
句法，
则
行远已耳，

有圣贤哲学的探讨，
还有戏剧小说的翻译，
可谓包

为达易； 用近世利俗文字，
则求达难”（ 严复 2005：

罗万象。他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有关中国早期的

36） 。而艾约瑟主张的“雅”同样注重使用传统的

神话传说，
如三皇五帝的传说以及儒、
释、
道各家

典雅用语，
这种相通之处可谓是两位翻译家的不谋

战国时期的文学包括屈原的《离骚》《天
的哲学，

或有谋而合，
或相互借鉴，
因为二者生活在同
而合，

问》以及宋玉的诗赋。他深入研究李白的诗歌，

一个时代，
其翻译观呈现的时间也不相上下，
且二

二十多首诗歌的译述让西方人了解到李白诗歌的

者都翻译过作家耶芳斯（ W． S． Jevons 1835 － 1882）

浪漫主义文学特点； 元代戏剧《借靴》《琵琶记》表

的同一部逻辑学著作 Logic，
艾约瑟将其译为《辨学

现出中国元代文人的处境； 《三国演义》《红楼梦》

严复曾表达对“辨学”一词翻译的不
启蒙》（ 1898） ，

和《品花宝鉴》等明清小说的翻译不仅向西方传

足，
于是将其译为《名学浅说》（ 1898） （ 郭蕾 2007：

而且也成为艾约瑟汉语学习的辅
播中国的小说，

15） ，
故二者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相互联系或借鉴

助教材。

的可能性较大。

艾约瑟在中西文学翻译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
使他无愧于“中西文学的摆渡者”的称号。他在

3． 2 “忠顺通”翻译
艾约 瑟 之“明 顺 平 易 义 通 ”原 则 中 原 文 之

这些中西文学的译述中体现的是坚持翻译原则、

“义”强调“忠”实，“明、顺、平”归 结 为“顺”畅，

精湛的翻译技巧和古今中外融汇贯通的宽阔眼

“易、
通”则为了实现效果的“通”达，
故相对于翻

界，
这些既是值得当代译者学习借鉴的地方，
也是

译领域常见的 3 字原则，
并借鉴严复的“信达雅”

中西文学知识的丰富资源。

3 字格翻译理论，
艾约瑟的“明顺平易义通”6 字
翻译原则完全可以归纳为“忠顺通”（ faithfulness，

3

艾约瑟“忠顺通”翻译观

coherence and accessibility） 3 字翻译原则，
他的翻

3． 1 “明顺平易义通”翻译

通过“明、
顺、
译完全是基于对作者原“义”的忠实，

从艾约瑟在《西学述略》卷四“文学”篇中的

平”的翻译技能，
最终实现“易、
通”效果，
使原文的

“翻译”一节里，
可以看出他的翻译原则与翻译策

义直达译文读者心胸。

略：“凡繙译一道，首重明顺平易，而不失原文之

“忠”于原文及
艾约瑟的“忠顺通”翻译标准，

义，
有言繙译，
皆宜谨依原文字句，
而不可使少有

“明顺平”是译者翻译策略的
原作者的创作意图，

增减颠倒者。若然，
则非止文理不通，
亦且读难成

实施，
而“易通”则是对译文读者接受度的关注。

句”（ 艾约瑟 1898： 29） 。

即“忠顺通”将原文作者、
译者与译文读者联系在

艾约瑟文学翻译的基本原则是“明顺平易义

一起，
从而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翻译系统。

通”，
这是从翻译客体的角度考察翻译，
因为“义”
针对原文本的客体，“明”“顺”“平”针对译文文

4

艾约瑟“自由”翻译策略

本的客体，
而“易”“通”则针对译文与译文读者的

“明顺平易义通”或简称为“忠顺通”的翻译

这可以总结为“忠顺通”翻译策略，与严复
客体，

但翻译并非是一
策略是艾约瑟翻译的基本原则，

的“信达雅”（ 严复 2009： 5 ） 翻译原则相互照应。

成不变的，
译者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还要根据翻

艾约瑟和严复都重视读者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

译文本和译文读者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策略，
同

的影响作用，
正如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认为，
严复

时翻译活动也会受到译者的翻译水平、
知识积淀、

的翻译 原 则 在 于 心 中 有 读 者 （ Bassnett，Lefevere

文化背景、
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文本

2001： 19） 。艾约瑟的翻译原则强调简单明了、
顺

是科技著作、
启蒙教材、
格物致知、
性理哲学或历

畅通达、
平淡无奇、
浅显易懂的翻译理念，
它以忠

史地理等科学著作，
译者绝不可以随性而为、
任意

实于原文为基础，
平实通顺翻译为手段，
读者易于

发挥，
而应该遵循艾约瑟所提倡的“忠顺通”原则

接受为目标，
这样就能顺利实现中西文学、
文化的

或依据严复所倡导的“信达”原则，
因为这种客观

相互交流与借鉴。“明顺平易”并不意味着语言

性的作品如果添加译者的个人思想，
就极有可能

的索然无味，
艾约瑟在翻译时虽然多处遵循简单

改变原文之义，
既无法做到忠实于原文，
也不能成

明了、
直抒胸臆的翻译原则，
但也时时注意翻译语

功通达读者，
更难以实现沟通的目的，
其影响是负

言的“古典雅正”，这个“雅”字与严复的“雅”完

面的，
甚至是致命的。

全相通，
严复主张的“雅”要求使用汉代以前的文

如果原文本是倾向于主观性、
娱乐性或文学

雅语言，
如“故信、
达而外，
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

性的作品，
译者的翻译则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性，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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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借鉴艾约瑟所提倡的“自由翻译”。这种方

翻译理念与严复的翻译思想有共同之处，
对当代

法是从翻译主体考察翻译策略，因为此处的“自

翻译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由”翻译往往是指译者的自由，但即使是文学性

“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其根本价值

的作品也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有完全的、
无所顾

在于让文学文化通过译本在目的语的话语体系中

忌的自由，
而须在遵循“明顺平易义通”，
即在“忠

穿越，
并受到读者的理解和接收，
进而产生一种文

顺通”翻译原则基础上的“自由”翻译，如果改译

”（ 董晓波 胡波 2018： 87） 无
化认同感和包容性。

变动太大，
那样的翻译往往属于特殊种类的
太多，

还是西方文学的中传； 无论
论是中国文学的外译，

翻译，
即改译或改编等。尽管勒 弗 菲 尔 曾 说 过，

是文学作品的传播，
还是翻译策略的贡献； 无论是

“翻译是一种改写”（ 王宁 2009： 21） ，
但这是从文

译述的实践与操作，
还是理论的提出与应用； 无论

学的接受角度讨论的改写文学； 埃斯卡皮（ Ｒ． Es-

是文学翻译本体的探讨，
还是文学交流对中西政

carpit） 也提出过，“创造性叛逆”翻译理论 （ 谢天

文化沟通的促进，
艾约瑟都踏踏实实地做出自
治、

振 2011： 12） ，
但这属于个性化翻译。这些翻译策

己的贡献，
也获得国内国际的广泛认可。

略类似于艾约瑟主张和实践的“自由翻译”，
但他
的“自由翻译”并非完全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

注释

翻译”一方面是根据翻译文本的性质或特点，进

①出自 1898 年出版的艾约瑟的《西学略述》中李鸿章写

行的适当的改译与变译、增译与补译、略译与漏

的“序”。

译，
当然也会出现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与误译。如
以做到中西历史的同
增译中西时间的纪元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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