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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est-translator： A Study of Hu Shi＇s Translation Thought and Strategy
in the Early Ｒepublic of China
Tu Bing-lan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zhou 510521，Chin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of Translated Short Stories by Hu Shi，with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Hu Shi＇s life experience and his
education background as well，this paper finds that Hu，applying the translation as a tool，has taken the lead in establishing a
new literary paradigm by means of integrating Western leading culture． With respect to translation content，Hu，the first to set
standards for selecting the foreign works to be translated in China，proposes a systematic theory on translating classic works of
Western literature． With regard to translation language，Hu strives to popularize the vernacular，finally realizing the writing transformation from classic Chinese to vernacular in novel translation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relation to translation method，
Hu takes readers＇ horizon of expect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puts forward literal translation by highlighting its plainness and expressiveness，thereby forming his translation thought and strategy as a priest-trans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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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牧师型译者往往将自己视为语言的守护者以

直发挥着牧师的作用。他们坚忍不拔地致力于升
华其精神，
通过服务大众来表达其坚定不移的信

及文化的守门员和建构者，
比如圣经译者（ Prunč

念。民初时期的胡适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牧师型

2007： 48） 。事实上，
牧师型译者在中国历史上一

译者。

直有根深蒂固的基础。从东汉开始的佛经翻译到

和同时代的鲁迅、
周瘦鹃、
茅盾以及巴金等相

晚清民初的西学翻译，
译者一直都属于中国传统

比，
胡适翻译的文字数量最少。自 1906 年初试译

处于社会的核心位置。他们
社会中的精英分子，

笔，
他翻译过短篇小说 17 部，
诗歌 25 篇，
还有少

作为社会规范的权威，
是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的守

许故事等。然而其翻译活动、
翻译思想在当时的

护者和改革家，
是现代文化的开拓者和创造者，
一

文学文化、
思想界产生的影响，
却是其他译者无法

*

本文系广东金融学院项目“民初胡适翻译伦理模式研究”（ 16XJ01 － 03） 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初翻译家翻译伦

理模式及其影响研究”（ 15BWW017）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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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拟的。唐德刚概括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

而处处追叙拿破仑大帝盛时威烈。盛衰对
中事，

时提到，
其第三类贡献便是一种宗师型的“划时

照，
以慰新败之法人，
而重励其爱国之心，
其辞哀

代的贡献”； 认为胡适开拓了一个时代（ 欧阳哲生

婉，
令人不忍卒读”（ 胡适 1987： 11） 。胡适以此为

2000： 11） 。本文以《胡适译短篇小说》（ 以下简称

比照，
希望大众以德国柏林之兴衰为鉴，
努力振兴

《短篇小说》） 为例，
探讨其作为牧师型的译者，
在

免遭国破家亡的痛苦。
国家，

翻译目的、
翻译内容、
翻译语言以及翻译方法上体
现出来的翻译思想和策略。

为了唤醒当时流连于鸦片馆的民众，
胡适特
地翻译英国作家吉百龄的《百愁门》： 此篇写一嗜
鸦片之印度人，
其佳处在于描画昏惰二字。读者

2

翻译目的和动机

德国翻译功能派认为，
译者的目的受到各种

与其衰懒不振之气象。
须细味其混沌含糊之神情，
吾国中鸦片之毒深且久矣，
今幸有斩除之际会，
读

社会情境因素的制约（ Nord 2001： 1 － 5） 。译者的

当亦哑然而笑，
瞿然自失
此西方文豪之烟鬼写生，

所有翻译活动表现均为此目的服务。在翻译目的

乎？ 篇中写烟馆主任老冯叔侄穷形尽致矣。而一

牧师型译者不会拘泥于自己的个人得
和动机上，

褒一贬，
盛衰之变，
感慨无限。始知地狱中亦有高

失，
翻译不为“稻粱谋”。他们更愿意站在国家、

下之别，
不独诸天有层次也。（ 同上： 19） 面对国

民族的高度，
考量翻译的意义何在。1910 － 1917

内民众吸食鸦片的糟糕处境，
胡适以烟馆主人老

年在美留学期间，
胡适凭借奖学金以及族人的帮

痛斥鸦片给人民生活、
给
冯叔侄的境遇做出对比，

助，
经济上相对富足。1917 年 7 月，胡适学成回

社会带来的无穷危害，
希望藉此说服民众戒掉鸦

接受蔡元培的北大教授之聘。据《北京大学
国，

片，
追求人世间正常、
美好的生活。

文科一览》记载，胡适的月薪 （ 兼研究所） 是 280

可见，
胡适每翻译一部作品都有其深切的用

元，
属于新任教授中最高的一档，
经济上自然不用

意，
强烈的民族焦虑感使胡适主动思考国家、
民族

担心。在《短篇小说》（ 第一集） 自序中，
胡适也提

自觉地承担起教育民众的任务，
其谆谆教
的出路，

到 “因为这十篇都是不受酬报的文字，
故我可以

化之心，
殷殷警醒之情跃然纸上。不仅如此，
更重

自由把他 们 收 集 起 来，印 成 这 本 小 册 子”（ 胡 适

要的是知识分子际逢“乱世”的历史语境，
面对民

1987： 1） 。

初文学的僵化与腐朽，
胡适希望用一种全新的文

然而，
民初社会民智孱弱，
军阀混战，
国家处

学替代旧文学，
以新的西方思想来取代旧有的思

于内忧外患之中。胡适早年在家乡经历 9 年的传

想以 “再造文明”。其强烈的言说欲望、
忧患意识

统教育（ 1895 － 1903 年） ，
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和

迫使他不得不选择翻译作为当前唯一的工具。

体验西方社
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1910 － 1917 年） ，

翻译内容

会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士志于

3

道”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留美期间接受的实证主义

文学系统内外诗学、
意识形态以及赞助人影

哲学促使他自觉地 思 考 民 族 文 化 的 出 路。1916

响译文的选择 （ Lefevere 1992： 14 － 16 ） 。牧师型

年 2 月 3 日，
他在致陈独秀的函中说： 今日欲为祖

并把目标
的译者更关注历史语境中的意识形态，

国造新文学，
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
使国中人士

落实于译文的选择及内容的取舍上。胡适生活的

有所取法，
有所观摩，
然后乃由自己创造之新文学

历史语境、
语言层面显示出的知识结构以及思想的

可言也。由此可见，
胡适的翻译目的不是为个人

相对超前决定其选择视野不同于其他同时代译者。

利益，
而是为创造中国的新文学服务。他既希望

其选择译本严格遵循以下 3 个标准： （ 1） 选择短篇

通过自己的翻译启发民智，
更着眼于大的变革，
比

小说，
因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
描写

如文学形式、
语言和思想观念等，
而翻译成为其实

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 胡适： 178 － 179） 。（ 2） 选

现变革不可或缺的工具。

择名家名著，
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1918） 一文

与译者鲁迅、
周瘦鹃相似，
胡适每部译作前均

中他提出： 我且拟几条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办法如

附上简短的介绍，
或介绍原作者生平成绩，
或介绍

下： 只译名家著作，
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

译者翻译缘由始末，
或介绍小说故事情节等，
大多

为国内真懂得西洋文学的学者应该开会议，
公共选

数情况都热切地阐述其翻译目的。其意在以法国

定若干种不可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 约数如一百

被人欺负的惨状告诫当时的民众，
唤起其爱国之

种长篇小说，
五百篇短篇小说，
三百种戏剧，
五十家

心，
表明如果国家不富强，
将沦为亡国奴的可悲下

（ 陈福康 2000：
散文，
为第一部《西洋文学丛书》，

场。在翻译《柏林之围》时，
他指出： “此篇写围城

200） 。（ 3） 选择能激起国人爱国情怀、
道德心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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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的改变都
文学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旧的思想和观念很难在短时

该书于 1919 年 10 月初版，
收胡适自 1912 至 1919

期之内完全转变或改变，
新的事物需要沉淀一段

年间所译外国短篇小说 10 篇。1920 年再版，增

时间才能被大家接受。

加高尔基小说 1 篇。胡适的翻译选目均出自欧美

因此，
牧师型译者胡适在引进外国文本的方

名家之手。从其翻译言论及选目实践来看，
胡适

式上是稳步的、渐进式的。他曾 引 尼 采 之 言 说，

意图在民初建立文学翻译选择规范，
这在当时既

“重新估定 （ 中 西） 一 切 价 值。我 们 兼 采 中 西 之

又是对近代中国改良
是对晚清译风的一个反拨，

长，
不冬烘、
不酸腐，也非冒进、非暴力，来‘再造

派大量译介输入域外思想、文化的主张之延续。

文明 ＇，才 是 正 当 的 途 径”（ 欧 阳 哲 生 2000： 11 ） 。

此举开创大规模系统译介西方文史名著之先河。

这是胡适的途径，
他区别于同时期鲁迅的激进反

从内容来看，
不少篇幅为弱国、
失败国、
弱势

也区别于同时期周瘦鹃的平淡随性途径。
抗途径，

群体、
颓废之人的一种病态描述，
可以看出意识形
态在胡适翻译内容选择上的决定性作用。它既是

4

翻译语言

也是有意识的。从这些译文内容可以
无意识的，

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
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

部分国民病
体会出译者对本国岌岌可危的处境、

力的关系（ 杨善华 2005： 289 ） 。言说者哪怕是最

态人生的忧虑。最突出的是其翻译法国莫泊桑的

简单的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
总是涉

作品《梅吕哀》。该篇发表于 1917 年 4 月《新青

及到一定历史性权力关系网。知识分子正是通过

年》第 2 卷 第 3 号 上。 《梅 吕 哀 》是 小 步 舞 曲

掌握语言来获取权力。语言文字的魔力在于它能

（ Minuet） ，
它流行于法国宫廷中，
因其舞蹈的步子

为民众提供一种心理支持，
从而促成知识分子特

较小而得名。小说通过叙述“我”每日清晨前往

别地位的形成。因此一切古代的文体和民众有很

卢森堡公园散步，
结识一怪异老舞者，
后请他与其

大的距离，
和民众的言语有很大的距离。文字及

妻表演早已绝迹的“梅吕哀”，
老夫妻舞毕相对怪

其神秘性使得知识分子得以神圣化，
促成一种区

笑，
进而相拥而泣。译者借助小说中一对老夫妻

别于广大民众的上层社会这一特殊阶层的形成。

偷偷摸摸地另辟他地跳舞来表达其眷恋故国过去

民初以前，
智识阶层一直通过掌握翻译语言即文

辉煌时光，
以对照今日破败萧条的场景，
深深刻画

言文来 占 据 话 语 权 力。 最 明 显 的 例 证 是 胡 适

失败国人民生活的境遇。该文几乎没什
出弱国、

1906 年初就已开始使用白话，
当时白话文报章比

么情节，
但在简单经济的文字中传递着一种浓浓

较普遍。然而以白话作为翻译和写作的工具直到

的哀伤，
一种压抑的悲怆，
仿佛一遇到燃点，
那种

“五四”前夕才得到广泛认可。对此，
胡适是这样

感情马上就要迸发进而爆裂。与胡适同时代的鲁

解释的： 二十多年以来，
有提倡白话报的，
有提倡

迅、
茅盾和巴金也大量翻译中国人对“亡国亡种”

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

的恐惧，
比较而言，
胡适的译作精短，
简练，
经济，

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
但不可

取材小，
主题和寓意指涉大，
属于“小题大做”（ 王

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们最大缺点

友贵 2004： 53） 。

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 一遍是“他们”，
一遍是“我

在翻译内容的选择上，
胡适尽力以镜像的方

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

式展现当时国家的命运，
希望唤起民众的爱国意

吃肉，
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 胡适 2013：

识。根据《短篇小说》（ 第一集） 主题来分类，
该集

97） 也许 1906 年的胡适是写给“他们”看的，
但在

子表现爱国情怀的有 5 篇，占 50% ，这 5 篇作品

美国经过 7 年洗礼之后，
至少在理智层面上已改

无不表达主人公对祖国的爱国之情，
或怀念故国，

变“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

或为祖国而抗争，或捍卫祖国而宁愿牺牲生命。

然而，
作为牧师型译者的胡适，
如果要将自己的信

初上译坛的胡适善于抓住读者的心理，
大量翻译

念和理想 向 民 众“布 道”，必 须 重 视 语 言 的 工 具

爱国题材的作品，
充分体现文本内容与现实社会

性。从《短篇小说》最初几篇译文来看，
胡适时而

的相关性，
获得读者的认同。赫曼斯认为，
译者选

使用文言，
时而使用白话，
直到 1919 前后，
他的译

择的文本必须与社会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这样才

文才一律使用白话。

从根本上打破原有的规范，
树立
能深入社会内部，

在翻译的语言使用策略上，
胡适是经过深思

自己的规范（ Hermans 1999： 84 ） 。胡适是一位具

熟虑的。一个知识界的“卡里斯玛”型（ Charisma）

有长远目光的谋略家，
深知以翻译为工具创造新

人物，
要充当民族精神上的牧师，
他不仅有超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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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短篇小说》（ 第一集） 连续再版 21 次的成
译，

及坚定的个人意志和不可移易的理想追求（ 意志

绩，
是他自己做梦都不曾想到的。然而，
在这成绩

力） ，
还应具有感染群伦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魅力

他大
背后却昭示着近代写作方式已经发生转变，

（ 亲和力） 。他知道，
翻译语言的改变不能一蹴而

力倡导的新的语言典范已经建立。

文言文一直是译者推崇的写作语言，
要进行革
就，
新必须经过一定时间，
因势利导。牧师型译者的

5

职责告诉胡适，
任何文本都是为了一定的读者而

在翻译方法上，
牧师型译者比较重视译文读

翻译方法

生存的（ 涂兵兰 2013： 113） 。都德的《最后一课》

者，
以受众能否理解接受为前提，
因而更关心受众

和《柏林之围》在法国的流传和教育作用更使他

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感。胡适颇受汉朝以来佛教

作品无所谓高雅与否，
首先第一要件便
深有感触，

常以译经大师“不加文饰，
当令
翻译文学的影响，

是能够影响社会。因此，他提出“文学书是供人

易晓，
勿失厥义”为宗旨。他认为直译是国语欧

欣赏娱乐的，
教训与宣传是第二义，
决没有叫人读

而欧化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
化的一个起点，

不懂看不下去的文学书而能收教训与宣传的功效

细密的结构，
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

的。所以文学作品的翻译更应该努力做到明白流

曲折的理论。他强调译文的忠实性“与其译而失

畅的基本条件”（ 胡适 1987： 4） 。他还曾经自嘲：

真，
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
而亦颇欲以律人者

“我抱定一个宗旨，
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
所以

也”（ 姜义华 1993： 474） 。在实践中他尽可能地把

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 同上 2013： 74） 。

此原则付诸于实践，
以其《短篇小说》（ 第一集） 的

事实证明，
胡适能够开一代思想先风正因为他的

标题翻译为例：

“浅显”。严复也好、鲁迅也罢，他们文字都比胡
但正因为如此，
他们的影响力反而
适要古雅得多，

原文名

要逊色很多。胡适这一点与其前辈梁启超很相

The Last Class

像。然而，
胡适比梁启超走得更远，
他不仅在语言

The Siege of Berlin

的形式上大力倡导使用白话文，
还在白话文的具

The Gate of a Hundred

体运用上提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即不仅使用口头
语言，
还应汲取口头语言中的俚语俗语。这一提

Sorrows
The Duel

法更体现出胡适在语言建设上的雄心壮志和改革

Two Friends

译文名

时间

原文名

译文名

时间

《最后一课》 1912

Minuet

《梅吕哀》

1917

《柏林之围》 1914 A Work of Art

《一件美术品》 1919

《百愁门》 1915 Love and Bread 《爱情与面包》 1919
《决斗》

1917 The Lost Letter 《一封未寄出的信》 1919

《二渔夫》 1917

Boless

《她的情人》

1920

的彻底性。今后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不仅要使用浅
显易懂的白话文，
就连俚语俗字也不要避免。他

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与同时期尊崇“直译”

考察国内外文学史上一些名著，
认为有些作品得

的鲁迅兄弟相比，
胡适深深懂得直译方法晦涩难

以流传久远，
主要在于其使用俚俗文字最多。胡

懂，
容易引起读者反感和厌倦，
要教化民众，
输入

“标准国语不是靠国音字母或国音字典
适强调，

还需假以时日。因此他提出“浅显达意”的
思想，

定出来的。凡标准国语必须是‘文学的国语 ＇，就

灵活翻译，
表现最明显的莫过于在文本中加注一

是那有文学价值的国语……所以我主张，
不要管

些按语或者说明性的文字。比如在《柏林之围》

标准的有无，
先从白话文学入手，
先用白话来努力

中： 老人卧处所可望见者，
仅有凯旋门之一角。而

创造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 姜义华 1993： 249） 。

室中陈列，无非第一帝国［自一八·四至拿帝盛

比如他翻译莫泊桑的《两个朋友》（ Two Friends）

］之遗物，
时，
是为第一帝国。
往烈之馀泽也； 壁上

开头不仅使用白话文，
还大胆地使用一些俚俗语：

战场风景，
罗马王襁褓之图也［拿帝
则名将须眉，

BESIEGED Paris was in the throes of famine．

幼子生时即封为罗马之王］，
架上则夺归之旗帜，

Even the sparrows on the roofs and the rats in the

表勋之 金 牌 也。又 有 圣 希 列 拿 岛［拿 帝 幽 死 之

sewers were growing scarce． People were eating any-

岛］之崖石，
玻盒盛之。（ 胡适 1987： 15）

thing they could get． / / 巴黎围城中 （ 此指普法之

此段短短几行，
胡适插入 3 处按语。诸如此

战，
巴黎被 围 之 时 ） ，早 已 绝 粮 了。连 林 中 的 飞

类关于历史、
文化、
习俗等说明、
解释性文字按语

鸟，
沟里的老鼠，
也渐渐的稀少了。城中的人，
到

胡适在翻译中处处关照读者
多达几十处。可见，

只好由什么便吃什么。还有些人，
竟
了这步田地，

的审美习惯和阅读水平，
充分体现其牧师型译者

什么都没的吃哩。（ 胡适 1987： 41）

的情怀。他 曾 经 在 翻 译 美 国 作 家 欧 亨 利 的《戒

胡适大胆推行并在自己译文中实践白话文翻

酒》时 提 到： 我 译 小 说，只 希 望 能 达 意。直 译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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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便用直译； 直译不易懂，
便婉转曲折以求达意。

1999： 18） 。事实上，每个文 本 都 要 考 虑 其 受 众、

有时原文的语句本不关重要，
而译了反更费解的，

读者群、
翻译目的、
目标语社会和文化，
单纯考虑

我便删 去 不 译。此 篇 也 删 去 几 句 （ 同 上： 136 ） 。

其中一个因素是很危险的。

从中可以看出，
他所谓的直译并不是字字忠实地

结束语

翻译，
而是灵活变通的直译。赫曼斯认为，
成功的

6

翻译是以满足读者期待、
最大限度地完成跨文化

与同时期的译者如鲁迅、
周作人、
周瘦鹃等一

交际功能为先决条件（ Hermans 1999： 166） 。
也许是译本遭人诟病，
也许是自己对于翻译

批“五四”译者不同，胡适对于翻译目的、翻译内
翻译语言和翻译方法都有自己一套系统的理
容、

本质的理解更深，
自 1919 年开始，
胡适所译的文

论思想和策略，
深刻体现出其牧师般的译者情怀。

本中已经看不到任何的按语和加注。在《短篇小

他希望以自己的翻译实践为民初翻译界树立一个

他说“这六篇小说的翻译，
已稍
说》（ 第二集） 中，

典范，
事实上，
其翻译的《短篇小说》（ 第一集） 已

稍受了时代的影响，
比第一集的小说谨严多了，
有

经成为指导“五四”时期翻译短篇小说的金科玉

些地方竟是严格的直译”（ 胡适 1987： 4 ） 。比如

律（ 欧阳哲生 2000： 30） 。

他翻译俄国契科夫的作品《洛斯奇尔的提琴》：
Bronze took his seat in the orchestra，the first
thing that happened to him was that his face g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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