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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 11 月 10 日，
中华译学馆在浙江大
学正式成立，
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在成立仪
式上，
有中华译学馆的成果发布，
其中的《改革开

是开阔的。独立与自由，
也许就体现在其中”（ 许
钧 2018b： 5） 。
许钧教授重视学术传承、
积累、
交流与创造，
体

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 1978 － 2018 ） 》和“中

现在对翻译数十年不懈的思考与持续的探索中。

华译学馆·中华翻译研究文库”第一辑引起特别

如他自己所言，
他在学术探索的路上，
一直强调思

的关注。前者“第一次系统地对改革开放 40 年

想的开放性，
善于学习与借鉴，
不断拓展视野。

中国的翻译事业和翻译研究状况做出细致权威的

许钧教授认为，
学术如果没有传承与借鉴，
就

梳理，
勾勒出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
展示翻译

不可能有发展。就中国的翻译研究而言，
他一方

事业的发展和变革，
既是对 40 年中国翻译研究探

面鼓励学习、
借鉴西方的现代翻译理论，
从西方的

索、
创新历程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未来建设的指

现代翻译探索优秀成果中吸收有关理论建构与方

引”（ 黄友义 2018 ） 。后者是注重学术性与开拓

法论方面的长处，
但另一方面，
他提出要“注重对

性的翻译研究文库，
主编为许钧教授，
在他看来，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进行系统挖掘与研究，
形成自

“积累与创新”为学问之道，该文库系“开放性文

己的话语体系”。在一次学术访谈中，他明确地

库，
不拘 形 式，以 思 想 性 与 学 术 性 为 衡 量 原 则 ”

表达：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进行理论补课，

（ 许钧 2018b： 3） 。

系统地引进和学习西方译论、
译著，
虚心向西方学

“中华译学馆 · 中华翻译研究文库”第一辑
—
—论 译 品 文 录》
中有一 部 书，名 为《译 道 文 心—

习，
具有历史合理性。如今我们还需要这种国际
视野，
还需要向他们学习，
尽量在理论上与之保持

（ 许钧 2018b） ，
该书收录的是许钧教授的文章，
他

同步。但如果我们不进行理论创新，
没有自己的理

在“自序”中说： “这部小书，
有个明显的特点，那

论观点与话语体系，
永远跟着西方走，
是永远不能

就是所收录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说，都与书有

和西方译界进行平等对话的”（ 许钧 2018a： 133 －

关，
是自己写书、译书、编书、读书留下的一些记

134）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许钧教授鼓励中国

录。我一直认为，
读书与思考，
是互为促进的。这

学界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现代

部小书所记录的文字，
留下的是我读书与思考的

阐释。他特别重视中国翻译家丰富的翻译实践与

印迹。读书要有思考，
有思考才会有质疑、
有探索

—
—
独到的翻译思考，《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才可能有所发现，
提出自己的看法或新见。在思

翻译对话录》忠实地记录了他与季羡林、
萧乾、
叶

考中，
我力求思想是开放的，
目光是探寻的，
胸怀

君健、
陈原、
草婴、
方平等 20 多位著名翻译家的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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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在对 话 交 流 的 基 础 上，许 钧 教 授 对 翻 译 家

这正是《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一书
的观点和意见，

“留下的宝贵的翻译经验进行分类、整理、归纳、

中呈现出的鲜明特色”（ 刘云虹 2015： 102） 。正是

“对文学翻译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基
分析和研究”，

其理论探索的前瞻性，
赋予其在翻译研究领域的

本问题进行历时与共时的分析比较，
进而上升到

引领性。而他对于翻译实践的密切关注与积极介

做出合理的、
科学的描述和阐释，
对
理性的思考，

构成其在场的姿态，
也给他提供发现问题、
思
入，

我们认识文学翻译的本质，
把握、
处理好翻译中面

考问题的机会，为其理论探索注入鲜活的力量。

临的各种关系，
采取可资借鉴的手段、
实事求是地

二十多年前他发起的那场有关《红与黑》汉译的

具有重要的实
研究和解决好翻译中的基本问题，

可以说是一个有关理论与实践互动的重
大讨论，

践指导价值，
同时对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系统、
科

要范例。

可以提供比较可靠的基础，
具有重要的理
学研究，

在《翻译论》一书中，
许钧教授从 7 个方面就

论价值”（ 许钧 2010： 1 － 2 ） 。这部对话录的“代

翻译的基本问题展开讨论，
拓展了翻译学的思考

引言”的标 题 十 分 醒 目，那 就 是“传 统 与 创 新”。

空间。在“翻译本质论”中，
许钧教授着力解决翻

学术创新，需要有对传统资源的挖掘、继承与开

从对翻译的本质认识出发，
考察不同
译观的问题，

对谈与梳理的过程，
也是一个从经
拓。“可以说，

不同历史时期对翻译的不同认识。在“翻
学科、

传统的翻译思考不断得
验体会向理论思考发展，

许钧教授通过考察整个翻译过程，
译过程论”中，

到丰富与创新的理论升华过程”（ 许钧 2010： 2） 。

揭示翻译过程中的主要因素，
从理论上探讨可行

实际上，
许钧教授没有止于对翻译家丰富的翻译

的翻译之路。“翻译意义论”则通过梳理语言学

经验的整理，
而是在此基础上继续拓展，
对翻译家

发展进程，
揭示“在交流中让意义再生”的翻译根

独到的翻译思考进行深入的阐释，
在理论的升华

本任务。“翻译因素论”以“译什么”和“怎么译”

在国际
中达到创新性的发展。他与刘和平合作，

为线索，
考察翻译过程中所受到的社会环境、
文化

著名翻译学术期刊 META（ 2005 年第 4 期） 上发表

价值取向、读者期待等因素的影响。“翻译矛盾

的“文学翻译的经验与理论升华”一文令我们可

论”通过对“可译与不可译”“形与神”“异与同”3

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对翻译核心矛盾的剖析，
正视构成矛盾的种种因

对于许钧教授而言，
学术创新是一个不断积

素。在“翻译主体论”中，许钧教授关注作者、译

累的过程。他特别善于从翻译实践中吸取有益的

者、
读者间的关系，
揭示出翻译主体性的要素，
为

借助哲学、
文艺学、
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成
经验，

确立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位置提供理论支

果，
对涉及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
对翻译中的

撑。“翻译价值与批评论”强调正确的翻译价值

重重障碍进行分析，
对翻译的理论问题进行探索。

观，
并就翻译批判的标准、
原则与方法提出看法。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是许钧教授的第一部著作，

7 个方面环环相扣，
将翻译中最为重要的问题进

其探索性为学界所称道：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行了详细的考察，
为译学界继续思考与探索这些

正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著作，

提供了文本的参照与理论的启发。
问题，

被国内译学界普遍视为我国翻译批评研究的‘开

作为翻 译 的 探 索 者，许 钧 教 授 一 直“在 路

山之作’。王克非、穆雷、李焰明、刘锋等不少学

上”。学术创新之于他，
是实实在在的耕耘，
是每

者都发表了评论文章，
对该书在文学翻译批评途

日坚持不懈的读书、思考与探索。“论翻译的层

径与方法上的探索与开拓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它

次”“论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度”“论翻译活动的三

为我国文学翻译批评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

个层面”“试论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论翻译之选

础”（ 刘云虹 2015： 99） 。即使从国际的范围看，
许

择”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论文，充分体现出许钧教

钧教授也是译学界最早对于翻译批评进行深入思

授不断启程、
敢于超越的探索精神。而《翻译论》

考的学者之一。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翻译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探索性成果，
在理论

—
—文学翻译论》《傅雷翻
学概论》《历史的奇遇—

上有重要突破，在实践上更是具有指导的价值。

译研究》等在翻译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更

学界普遍认为，
许钧教授在其翻译研究中有着明

是凝聚着许钧教授三十多年来对翻译进行系统的

确的追求，
坚持一贯的立场，
那就是理论与实践互

理论思考与积极的理论构建的心血。

“立足实践、探索理论，从翻译和批评实践出
动，

对于许钧教授的翻译与翻译研究之路，
中国

发，
进而以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思考为基础，

的翻译学界和外国文学界予以持续的关注，
三十

对文学翻译批评的原则、
路径、
方法等提出建设性

余年来，
学界的前辈和同仁就许钧教授的翻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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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与翻译理论探索发表过很多具有启迪性的评

领悟到许钧教授的精神品格，
领略其人格魅力，
我

论，
有批评，
有阐释，
有探讨，
有切磋。为了全面地

们还收录若干篇学界与媒体对许钧教授的报道性

再现许钧教授的翻译与翻译研究历程，
突出其学

文章与人物特写，
其中《中国教育报》对许钧教授

术创新之路，
我们从中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批

的长篇报道值得特别关注。

评文章，
结集出版。作为翻译界的后学，
在阅读这

最后需要做两点说明： 一是学界和媒体对许

些文章的时候，我们仿佛受到一种精神的洗礼。

钧教授的评论文章众多，
国际重要学术刊物 ME-

我发现这些批评的文字，
饱含着深厚的友情，
更是

TA 与 BABEL 也发表过重要书评，
限于篇幅，
难以

蕴涵着学术的求真精神。王克非先生对许钧教授

全部收录； 二是由于所收集的评论文章见于不同

《文学翻译研究》的评论，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

的时间，
载于不同的刊物与报纸，
为了保持历史的

究》（ 1993 年第 3 期） ，
是目前我们见到的中国翻

原貌，
我们对文章的注释格式没有强求统一，
敬请

译学界对许钧教授最早的学术评价。王克非先生

读者朋友谅解。

的文章对于许钧教授的文学翻译批评思考持肯定
的态度，
对许钧教授的翻译理论探索有着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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