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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政治：论“十七年”文化语境中傅雷的翻译活动 

 

 

大纲：本文将突破以往傅雷翻译研究中侧重于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的层面，从文

化研究的角度，将傅雷的翻译活动置于“十七年”这样一个有着鲜明政治烙印的

时代背景中考察：傅雷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目的在 1949 年前后出现了怎样的变

化？巴尔扎克的作品成为其后半期翻译生涯最主要译介对象的原因是什么？ 

“政治”是如何“规范”了傅雷的翻译活动？在“政治”与“社会规范”的操

控之下，傅雷有没有自己在“诗学”与审美层面上的“坚守”之处？ 

关键词：傅雷；政治；翻译；社会规范；十七年 

 

 

一 

就迄今可查的研究傅雷翻译的相关论文而言，中国大陆对傅雷翻译的研究

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1。观察近 30 年来有关傅雷翻译的研究论文可以发现，绝

大多数论文的观注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傅雷翻译观念、翻译业绩的阐

述，包括其翻译观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2；二是通过文本对比的方法分析傅雷

翻译实践中的译笔特色3。而完全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研究傅雷翻译的论文几乎没

有4。产生此种研究状况的原因，我认为主要在于：首先是基于傅雷“翻译家”5

的身份。作为翻译家的傅雷，不仅翻译了五百多万字的三十多部作品；而且还有

自己对翻译工作的独到见解，比如他的“神似说”。并且通过大量实践，形成了

被诸多研究者称作“傅译风格”的译笔。因此，将研究重点放在他的翻译观念、

译笔风格上也就不足为奇。其次，我们从研究者的背景中可以看出，不少研究者
                                                        
1 目前所看到的最早研究傅雷翻译的文章是罗新璋的《读傅雷译品随感》，载《文艺报》，1979 年第 5 期。 
2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罗新璋《读傅雷译品随感》，《文艺报》[J]1979 年第 5 期；靳树东、李红菊《试论

傅雷的翻译观》，《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1998 年第 1 期；肖红、许钧《试论傅雷的翻译观》，《四

川外语学院学报》[J]2002 年第 3 期；田蓉《傅雷先生翻译的“神似”说》，《太原教育学院学报》[J]2003

年第 3 期；肖宁《论傅雷的文艺思想》[D]，硕士学位论文 2003 年；郑克鲁《略论傅雷的翻译成就》，《傅

雷谈翻译》[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年；王文菁《试论傅雷的翻译观》，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七次

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6 年；夏珺《艺术之傅雷，傅雷之译述》，《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2006 年第 1 期；魏薇、刘晓云《大汉风神只此鲲——试论傅雷的翻译观》，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惠燕《论傅雷翻译理念中的几个层面》，《徐州工程学院学报》[J]，2006 年第 11 期；柳鸣九《傅

雷翻译业绩的启示》，《粤海风》[J]2007 年第 4 期。 
3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陈伟丰《谈傅雷的翻译》，《翻译通讯》[J]1983 年第 5 期；罗新璋《<罗丹艺术论>

读后记》，《傅雷译文集》[M]第 13 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 年；金圣华《傅译<高老头>的艺术》，《翻译

新论集》，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 年；彭长江《读傅译巴尔扎克的名著<贝姨>》，《中国翻译》[J]1992 年第

2 期；张成柱《文学翻译中的情感移植》，《中国翻译》[J]1993 年第 4 期；李淼《从<高老头>看傅雷的翻译

风格》[D]，硕士学位论文 2006 年；宋学智《一部翻译文学经典的诞生》，《中国翻译》[J]2006 年第 5 期。 
4 事实上如许钧《译者、读者与阅读空间》，《外国语》1996 年第 1 期；许钧《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

视界融合》，《中国翻译》2002 年第 5 期；蒋芳《傅雷对巴尔扎克的接受与传播》，《衡阳师范学院学报》[J]2005

年第 5 期等几篇文章，已经包含了部分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看待傅雷翻译活动的意味。 
5 按照王友贵对“翻译家”的理解：首先，作为翻译家必需要有一定数量和品种的译作。即从事一定意义

上的“翻译匠”的工作。这应是所为一个翻译家所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其次，翻译家虽然首先是个翻译

匠，但翻译匠未必可以成为翻译家。在翻译选目方面，翻译家应该表现出鲜明的自觉意识、自主意识和选

择意识；翻译在他们，是自己的思想、审美趣味、文化观、人生观的一种表达。简言之，他们具有明确的

翻译目的；而翻译匠可能熟稔翻译艺术，译作质量也可靠，却没有多少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思想。（王友贵：

《中国六位翻译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序》页 2。） 



本身即是翻译家或翻译实践工作者，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从译作与原作的对比中体

会、摸索出“傅译风格”技巧的形成与运用，及傅雷翻译观、乃至翻译态度对翻

译实践的具体指导意义。第三，虽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西方翻译研究界，

以译文为中心（target-text oriented）的研究模式开始突破传统翻译批评中对原著

过于依赖的局面，而将译作从原著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但翻译研究的“文化

转向”（cultural turn）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才提出，传统翻译研究模式的影响在

中国大陆翻译研究界依然坚固：原著被视作判定翻译的权威，技巧的提高、理论

的分析、译本的比较与评判，以及由此直接引出的对一个所谓“好”、“坏”翻译

家的决断等等都是将“原著”视作标准。从本质上讲，这种“原著中心论”

（original-text oriented）的论述模式只能算一种翻译实践或技巧层面的“翻译批

评”，而非学术上的“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我们研究傅雷的翻译活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将傅雷的翻译活动与文化、政治的时代背景相结合，主要关注“十七年”文

化语境中傅雷的翻译活动。 

 

二 

纵观傅雷一生的翻译活动，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从 1932 年到 1942

年，傅雷翻译了 5 位作家的 10 部作品，内容涉及人物传记、人生哲理（包括婚

姻、友谊、亲情、幸福、恋爱、牺牲等方面）、政治和经济等。从 1944 年起，傅

雷开始翻译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作品。在 1949 年以后傅雷翻译的 4

位作家的 24 部作品中，巴尔扎克的作品就占据了 12 部。6显然，1949 年后傅雷

的翻译活动有了明显的变化：对原作的选择（包括原作者及作品内容）由之前的

丰富多样性，走向了相对单一性。巴尔扎克的作品成为其后半期翻译生涯最主要

的译介对象。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是巴尔扎克而不是其他

作家会成为 1949 年后傅雷最主要的译介对象？ 

在 1949 年以前，傅雷共翻译了巴尔扎克的 3 部作品，即 1944 年译的《亚

尔倍·萨伐龙》（Albert Savarus）和《高老头》（Le Pere Goriot），以及 1948 年译

的《欧也妮·葛朗台》（Eugenie Grandet）。巧合的是，这几部译作都译在毛泽东

于 1942 年发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后。而众

所周知，毛泽东的《讲话》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为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汲取一切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精

神体系、概念范畴、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上初步建立了具有民族化特色的新形

态”，这种“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即毛泽东文艺思想更是广为文艺

界人士所接受，它不但成为解放区文艺的指导思想，而且也对国统区文艺界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7有学者就总结出了毛泽东《讲话》之后，文艺界至少在四个方

面达成了共识：即一、文艺不能脱离时代和社会现实，应从现实生活出发，真实

地反映现实生活；二、用形象反映生活是文艺的根本特征，它不同于科学对社会

生活的解释和说明； 三、作家的创作应受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正确的世界观

有利于作家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把握自己的创作方向；四、现实主义文学应当

创造典型形象，即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以此揭示社会生

                                                        
6 以上资料根据傅敏：《傅雷主要译着年表》所得，载金圣华编《傅雷与他的世界》[M]，台北：书林出版

有限公司，1995 年。 
7 张清民：《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形态的确立》，《文学理论与批评》[J]，2001 年第 4 期。 



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8而我们都知道，傅雷所译介的对象巴尔扎克恰恰是现实

主义写作手法的代表作家。 

当然，仅以时间前后判断傅雷选择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初衷源于响应《讲

话》中所提及的“反对资产思想”、“反对剥削者的压迫”、“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

主义”9等号召的话，就未免有些牵强，也会造成认识傅雷的简单化。据傅雷自

己说：远在 1938 年他就开始打巴尔扎克的主意了。10
 

最耐人寻味的是，在 1947 年，一生以翻译文学作品为主的傅雷，罕有地翻

译了两部外交题材的译作，即斯诺（Degar Snow）的《美苏关系析讨》，及史各

脱（John Scott）的《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政策》。他将两篇译文合成一小册，题

为《美苏关系检讨》出版。傅雷为该译着所作的序言《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

（1947）的开篇就明确指出他介绍这几篇文章的动机——“尤其重要”的是要对

我们看待美苏的关系“反躬自省”： 

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

部友好，完全平等。红军在东三省搬走日本人的工厂，进步的刊物噤若寒蝉，不置一辞。 

傅雷认为当时中国有“两种人”，他们“不是亲苏，便是亲美；反苏的必亲

美……亲苏的必反美”，为什么不能像另一种人“抱住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

谁，只问客观的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了他们

的国家的利益就反对”呢？ 

傅雷所关注的并不是党派之争，而是希望国人都够客观地看待政治，甚至

“一切苏联的宣言，实在需要同时用两副眼镜去读”。在傅雷心目中，他只关心

“中华民族独立自主”。11
 

也无怪乎此文一出，周建人等便斥其为“亲帝反苏”了。傅雷的反驳同样

清楚地表现了其当时的政治立场： 

我原文本意是劝大家 对美苏之间的争端，不要太多感情，不要因为不清双方的（美苏

的）真主意与假姿态而做左右袒……假如我是“亲帝反苏”，与法西斯蒂距离不远的人，为

什么我要介绍一个被目为亲苏的斯诺的文章，在右派杂志的编辑会议中引起激烈争辩的文

章？这么简单的逻辑，左派批评家是不屑一顾的。12
 

傅雷的言外之意其实很明确，一个受毛泽东和共产党倚重的美国“红色记

者”尚且能客观地分析美苏关系，尤其是对苏联的态度，更何况像他这样无党派

立场的知识分子呢？而对比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尤其要以苏联的经验指导

我们”13，傅雷的政治立场更与此南辕北辙。 

1943 年，在谈到有关对文艺的认识问题时，傅雷很明确地说道： 

它（指文艺——笔者注）的构成条件决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政治“意识”。历史上许多伟

大的文艺作家，他们的意识未必都“正确”，甚至还有好些非常成问题的。14
 

这与《讲话》中极力宣扬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以及《讲话》和

                                                        
8 同上。 
9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M]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0 思灵（金圣华）：《傅雷和巴尔扎克》，载《翻译名家研究》[M]，郭着章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页 335。叶凯：《傅雷的最后 17 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版，页 23。 
11 以上引文均见傅雷：《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斯诺<美苏关系检讨>译者代序》，载傅雷着、傅敏编：

《傅雷文集·文艺卷》[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页 298-303。 
12 傅雷：《所谓反帝亲苏》，原载 1947 年《观察》第 2 卷第 24 期，转载自傅雷着、傅敏编：《傅雷文集·文

艺卷》[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页 306。 
13 同 9。 
14 傅雷：《读剧随感》，原载《万象》1943 年 10 月号，转载自傅雷着、傅敏编：《傅雷文集·文艺卷》[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页 124。 



“延安整风”之后在延安文学界出现的文艺政治化的现象，均有本质上的不同。 

所以，1949 年以前，傅雷最初选择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初衷，也许确实诚

如某些学者而言，是出于作者与译者之间“性情、气质，对生命、文学的看法，

对工作的态度与习惯等方面”有相近之处而产生了共鸣。15傅雷当时的政治态度

和立场决定了他对巴尔扎克作品的择取目的并非政治性的。 

 

三 

1949 年，不仅标志着在中国大陆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对诸多翻译家而言也

是“新生活”的开始。原有的“旧秩序”被打破，“新规范”在建立：“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成为压倒一切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翻译文学处

于社会多系统中的边缘，失去了自己独立的话语权而成为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

工具：毛泽东的《讲话》终于开始对文艺界、翻译界发挥真正的效力，成为“进

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指导性纲领”16——文艺的功利性得到空前加强，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即将他们改造成没有资产阶级观念的，全心全意为工

农兵服务的，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一批人）从“延安整风”开始至“十七年”间几乎没有间断过。翻译工作

（包括由谁来翻译、翻译什么作品、如何翻译、在哪里出版）被组织化17，包括

翻译家在内的知识分子被“体制化”。 18绝大多数的重要作家、翻译家都加入了

相应的“作家协会”或“翻译工作者协会”——这些由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

内的“单位”——在其内参加活动、领取工资。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入了这些机

构就意味着拥护、服从共产党及其宣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此时傅雷的“身份”。除了继续作为“翻译家”而活跃于

文坛外，还多了一连串政治上的头衔： 

1952 年起出任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 

1954 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55-1957 年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市政协“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

长； 

1957 年出任上海市作协书记处书记，等等。 

                                                        
15 思灵（金圣华）：《傅雷和巴尔扎克》，载《翻译名家研究》[M]，郭着章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页 335。 
16 冯牧、王又平：<新文学大系 1949－1976：文学理论卷·序>，《中国新文学大系 1949－1976·文学理论

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年），页 2。  
17 1954 年 8 月 19 日中国作家协会及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茅盾在

会上作了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特别指出文学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即无组织、无计划，译本质量不高。（《译文》[J]1954 年 10 月号） 
18 建国伊始，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会议宣言中即说道：“全国同胞们，

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

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

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选集》[M]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页 10。）以此

号召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周围以组织化的方式接受其思想和政治领导。同年 7 月，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

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他指出： “这次文代大会代表大家都感到要成立组织，也的确需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象总工会的样子，下面

要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

才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材，便于推广，便于改造。”“文艺工作在政府方面也好，在群众团体方面也

好，我们都要来有计划地安排。”（《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 356-357。）7

月 19 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宣告成立，24 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1953 年改组为“中

国作家协会”）。此后，各地方性的文艺协会与相关组织也纷纷成立。仅就“作协”而言，至 1959 年，各地

分会已从 1954 年的 8 家发展到 23 家，组织网络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同时，各地加入“作协”的人数

达到 3136 人。（《文艺报》[J]1960 年第 18 期） 



进入“体制”内的傅雷显然不能再置身于政治之外，那种在 1949 年以前对

政治回避、中立的态度变成了对政治的主动关心与积极参与： 

一般小朋友，在家自学都犯了一个大毛病：不太关心大局，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很冷

淡。……这样下去，少年变成了老年。与社会脱节，真正要不得。19
 

对比 1949 年前，傅雷的政治立场出现明显转变，鲜明的阶级立场也显现出

来： 

“毛选”中的《实践论》及《矛盾论》，可多看看，这是一切理论的根底。……彻底搞

通马列及辩证法……20
 

我根据近年来反省，觉得还有些绊脚石也许不曾受到充分的注意……第二是书生气息，

一味地讲妇人这仁进一步降低了革命的警惕性，模糊了敌我意识，无形中为反动思想与阶级

敌人做辩护，甚至而于做精神上的掩护。21
 

除了资产阶级意识之外，大抵我们思想上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以偏概全……总之，不比

一比，显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显不出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感觉不到我们做的是史无前

例的大事业。……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想一想……22
 

此时，傅雷的笔下已经出现了“十七年”文化语境中特有的“政治话语”。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傅雷这些政治话语的出现并不就意味着他已经从主观上认

同甚至接受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像傅雷这样具有鲜明个性的知识分子）。

我们从 1949 年前傅雷对政治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政治有着本能的抵触。1949

年 7 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他还远在香港；再加上他可以从各种国

外的文章中对世界历史的深入了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多方面的了解，甚至对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清党、延安肃反的血雨腥风均有所耳风23，这使他在建国伊

始对政治保持着相当谨慎的态度，以至于一开始就拒绝了吴晗请他出来工作和民

主党派多次请他加入的邀请，24在建国后的几年内除了参加政治等组织必须参加

的活动外，尽量推托其他的活动，在书斋中的翻译为主要生活，处于一种“半隐

居” 状态25。但我们都知道，在一个民主制度并不健全的时代和社会中，要做

一个对政治权力保持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的“独立知识分子”是非常困难的。

像傅雷一样，即使他想躲避政治，但政治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他——1957 年

对傅雷的“批判”即是最好的一例。而建国初期，几次对文艺界的整风与批判运

动，也让诸多知识分子不允许有任何私人空间存在，他们在经历了“洗礼”与“改

造”之后，开始走出书斋，以顺应政治形势的发展，表明自己与“主流意识形态”

相一致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26
 

                                                        
19 傅敏编：《傅雷家书》[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年，页 140。 
20 同上书，页 170。 
21 傅雷：《知识分子的绊脚石》，原载《文汇报》1956.2.5.，转载自傅雷着、傅敏编：《傅雷文集·文艺卷》

[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页 309。 
22 傅雷：《比一比 想一想》，原载《文汇报》1957.6.29.，转载自傅雷着、傅敏编：《傅雷文集·文艺卷》[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页 321。 
23 叶凯：《傅雷的最后 17 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版，页 11。 
24 同上书，页 16，30。 
25 同上书，页 26-27。 
26 正如卜德所说，中共在大陆建立政权前后，中国多数知识分子都不愿意卷入政治。最初，他们大多数人

支持国民政府，尽管它有许多错误，但寄望它会改革，在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后，希望它垮台的越快越好。

既然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难进行这种变革的力量，两害相权取其轻，知识分子们愿意支持共产党。但他们希

望走中间道路，虽然知道是不可能的。（Derk Bodde: Peking diary: 1948-1949 a year of revolution , New York: 

Henry Schuman,1950, pp23-24。）迈斯纳也认为，建国初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改造使知识分子承认的社会和

心理压力非常大。改造成功的模糊标准完全依循“思想改造者”的主观判断，就是观乎一个人通过“坦白”

或自我批评去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进而接受新社会思想的态度是否“真诚”。知识分子是否真正实现了毛

主义要求的灵魂深处根本转变，还有待商榷，但思想改造的外部效果是明显的。（见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对傅雷而言，除了政治形势的所“逼”之外，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复兴也

确实让傅雷从内心深入受到触动、感到兴奋。1956 年初，他给傅聪的信中就说： 

孩子，你一定很高兴，大家都在前进，而且是脚踏实地地前进，绝不是喊空号式的。

我们的国家虽则在科学成就上还谈不到“原子能时代”，但整个社会形势进展的速度，的确

是到了“原子能时代”。27
 

开始积极参与政治的傅雷，其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也让他的妻子和朋友们

颇为吃惊。28
 

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傅雷已经开始逐步“适应”、以至“顺

应”当时政治形式发展的变化29，最终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体制”中的

一员。而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他的翻译活动。 

 

四 

早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就提出了文学艺术的评价标准，即“政治标

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30。1949 年后，随着中共意识形态成为大陆政治体系的

主流，“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随即成为文学界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基本

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傅雷重译《高老头》（1951）时，如此评价这部作

品： 

巴尔扎克的人物不止是一个人物，而是时代的典型；悲剧的因素也不限于个人的性情

气质，而尤在乎淫靡腐化的社会环境。31
 

在介绍《于絮尔·弥罗埃》（Ursule Mirouet）（1955）时，傅雷又写道： 

本书描写法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一般小布尔乔亚贪婪成性……作者以老医生的托梦

作为高潮的转折点：一方面加强了故事的戏剧性，一方面也减少了作品的现实性，令人有美

中不足之感。但对于鬼神的迷信，不但暴露了巴尔扎克个人的癖好及其性格的复杂，同时也

反映了当时欧洲的知识界还沾染不少迷信的毒素。所以即使是作品里不现实的缺点，从另一

角度上看仍不失为反映现实的表现。32
 

在为《赛查·皮罗多盛衰记》（Cesar Birotteau）（1958）的译本作序时，傅

雷写道： 

巴尔扎克说的“受苦的人群”，当然是指小市民，小店主，小食利者，在资本主义社会

里注定要逐渐沦为无产者的那个阶层。……虚荣与野心不正是剥削社会所鼓励的么？争权夺

利和因此而冒的危险，不正是私有制度应有的现象么？ 

而且也正是巴尔扎克，凭着犀利的目光和高度写实的艺术手腕，用无情的笔触在整部

《人间喜剧》中暴露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33
 

直至 60 年代，傅雷翻译《都尔的本堂神甫》（Le Cure De Tours）和《比哀

                                                                                                                                                               
meisner)：《毛泽东的中国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杜蒲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年，页 80-81。） 
27 同 19。 
28 同 23 书，页 28-30。 
29 傅敏就说傅雷翻译巴尔扎克是出于当时政治的考虑，否则不一定会翻。（金圣华：《心如水晶一般透明（傅

敏心目中的傅雷）——傅敏访谈录》，金圣华：《认识翻译真面目》[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2 年，

页 185。）这正说明傅雷在使自己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顺应历史发展的变化。 
3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M]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 
31 傅雷：《巴尔扎克<高老头>简介》，载傅雷着、傅敏编：《傅雷文集·文艺卷》[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

社，2006 年，页 214。 
32 傅雷：《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简介》，载傅雷着、傅敏编：《傅雷文集·文艺卷》[M]，北京：当代

世界出版社，2006 年，页 224。 
33 傅雷：《巴尔扎克<于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译者序》，载傅雷着、傅敏编：《傅雷文集·文艺卷》[M]，北

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页 226-227。 



兰德》（Pierrette）（1961）时仍如是说： 

我们现在看来，最有意义的或许并不在于分析单身人的心理，而尤其在于暴露政治和

教会的内幕。 

作者在《都尔的本堂神甫》中揭破了教会的假面具，在《比哀兰德》中又指出司法界

的黑幕。法律既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也是统治阶级内讧的武器。资产阶级动辄以司

法独立为幌子，不知他们的法律即使不用纳贿或请托的卑鄙手段，仅仅凭那些繁复的“程序”

已足以使穷而无告的人含冤莫诉。……他所有的小说随时随地歌颂宗教，宣传宗教；不用说，

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除了拥护君主专政以外，这是我们最需要加以批判的一点。34
 

我们会发现，此时的傅雷在介绍巴尔扎克及其作品（即译介目的）时反复

表达了如此信息：作者运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反映现实生活，揭露资产阶级

的“黑暗”与矛盾，及对无产者的“剥削”与“压迫”。傅雷的文艺评价成为了

具有明显阶级立场的“政治话语”。 

同时，我们再来对比傅雷于 1949 年前为几篇译作写的序跋，虽然没有留下

40 年代翻译巴尔扎克时的介绍性文字，但从对其他几篇译作的介绍中我们可以

明显地看出傅雷当时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目的主要是出于作品给译者“真切的感

动”35、带来哲理性的思考36，或是基于对人性的关怀37。 

可以肯定，1949 年后傅雷在翻译活动上出现的变化与其成为“体制”中的

一员是分不开的。而同时，众所周知的是，1950 年代伊始，以对《武训传》的

批判为标志，主流意识形态就开始以文艺作品作为政治读本，“培养”读者对作

品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分析、辨别能力，以达到全民进行意识形态重构的目的。这

种批判方式打破了审美虚构与政治现实的界限——显然，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并不

太在乎艺术作品中人物的“真”与“假”，而更重视文学人物与作品情节能否与

新政权的意识形态系统保持一致。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方式，使人们（尤其是“体

制内”的文艺工作者）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以权威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和话语

逻辑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以被经过整合和规训后的统一的审美眼光欣赏文艺

作品。 

傅敏曾说：“他（指傅雷——笔者注）翻巴尔扎克主要是考虑到政治问题，

当时国内的情况，翻译巴尔扎克最安全，如果不是在这情况下，他不一定会翻巴

尔扎克，但是他翻了，也很喜欢。”38这句话其实有两层含义：在翻译巴尔扎克

之前，傅雷即有自己所喜欢的译介对象；而翻译巴尔扎克则是出于国内政治因素

的影响导致地被动接受，而非主观意愿。 

早在 30 年代，傅雷在《现代法国文艺思潮》中就表现了对法国“现代文艺”

的兴趣。那么，1949 年后究竟是怎样的“国内的情况”使傅雷放弃了对法国“现

代文艺”诸多思潮的兴趣而转向了巴尔扎克呢？ 

“十七年”间，在“主流意识形态”操纵一切的时代文化语境下，意识形态

的“一元化”导致翻译系统的“赞助人”从广义上讲实际上就是“国家”，包括

                                                        
34 傅雷：《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译者序》，载傅雷着、傅敏编：《傅雷文集·文艺卷》[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页 236-237。 
35 傅雷：《菲列伯·苏卜<夏洛外传>卷头语》，载傅雷着、傅敏编：《傅雷文集·文艺卷》[M]，北京：当代

世界出版社，2006 年，页 200。 
36 可参考傅雷：《罗素<幸福之路>译者弁言》（傅雷着、傅敏编：《傅雷文集·文艺卷》[M]，北京：当代世

界出版社，2006 年，页 209。）中的相关内容。 
37 可参考傅雷：《杜哈曼<文明>译者弁言》（傅雷着、傅敏编：《傅雷文集·文艺卷》[M]，北京：当代世界

出版社，2006 年，页 210。）中的相关内容。 
38 金圣华：《心如水晶一般透明（傅敏心目中的傅雷）——傅敏访谈录》，金圣华：《认识翻译真面目》[M]，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2 年，页 185。 



文艺的“诗学”观念在内的其他操纵因素则受到压抑，作为翻译文学直接创造者

的“翻译家”（尤指进入“体制”内的翻译家）则必须在限定的范围内择取翻译

对象。傅雷虽然因其作为著名翻译家声望而能够不领“作协”工资，仅靠翻译稿

酬谋生39，但这并不是说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倾向、个人喜好来选择作品

翻译。50年代初，大陆政权即对出版机构实施整顿和改造，私营出版社逐渐被取

缔40，若想仅凭翻译稿酬谋生，译者的翻译活动（包括译什么，怎么译）就得符

合当时的翻译规范，当然首先是翻译选择的规范（Norm）。个人的审美因素受到

压抑是必然的，傅雷自己就曾说过：“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

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41而当时负责出版傅雷

全部译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42，包括也曾发表过傅雷译作的杂志《世界文学》（原

名《译文》）均属于国家级、“体制”内出版发行机构——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

先后隶属于国家出版总署、文化部等部门43，《世界文学》编辑部则是由中国“作

协”直接领导——从狭义讲，这些出版发行机构、杂志社即是傅雷通过翻译活动

以谋求经济来源的直接“赞助人”。作为翻译家的傅雷在选择译本时所享有的权

利，也只能局限于在“赞助人”所提供的译品来源中进行筛选。正如傅雷在1953

年致友人宋淇的信中所言：“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提议要我译《红与黑》，一时不

想接受。”
44
 

1949 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马列主义”，走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社会

主义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被称作“革命导师”。建国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早

接到“党和政府”要求出版的作品之中就有关于马、恩的作品45。“革命导师”的

文艺观念在当时受到重视和推崇是无可置疑的： 

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佐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

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

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 1816 年至 1848 年这一时期对

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

                                                        
39 1949 年以后，中国稿酬制度的正式制定是在 1950 年 9 月 25 日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之时。但当时各出版

社的稿酬标准尚未统一。就人民教育出版社而言，据叶圣陶日记所记载：“一般书稿每千字 7 万元至 11 万

元定额自 1 万册起至 8 万册，视印数之多少而定。教科书稿自 15 万至 30 万元，一次付讫，不计印数。翻

译科拟定定额翻译，超额另致稿费。”1958 年 7 月，文化部颁发的《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草案》才算是正式

制定了统一的稿酬标准。当时的标准为：著作稿每千字为 4 元、6 元、8 元、10 元、12 元、15 元。翻译稿

为每千字 3 元、4 元、5 元、6 元、8 元、10 元。（参见马嘶：《百年冷暖：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页 373。）包括傅雷等翻译家对稿酬偏低有意见。1957 年 9 月 27 日的《文汇

报》上刊载了姚文元《论稿费》一文，特定点了傅雷的名，说：“自命‘清高’的傅雷，在争稿费上就是一 

员猛将，有些人以‘按劳付酬’为自己的‘创作原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40 1954 年，政府通过“赎买”的方式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所有制改造，到 1956 年底基本完成。（章宏伟：《出

版文化史论》[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的，页 291。）50 年代中期以后，翻译文学作品主要归新建立

的国营出版机构出版，如人民出版社（含作家出版社，成立于 1951 年 3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中

国青年出版社（1950）、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中国电影出版社（1956）、群众出版社（1956）、少年儿

童出版社（1952）。这样，一方面可以加强出版的性，能统筹安排，另一方面有利于对外国文学翻译的选题、

出版的控制。（查明建、谢天振：《中国 20 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

页 560-561 页。） 
41 傅雷：《翻译书札·致宋淇》，载怒安《傅雷谈翻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年，页 43。 
42 1952 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傅雷签约，其译作全部归该社，出版社则预支稿费以维持生活。1958 年

傅雷被打成右派，当局同意他继续翻译，但不能用真名出书，被傅雷拒绝。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意继续支付

稿费，但把他的译稿压下，直到傅雷摘去右派帽子后才陆续出版。（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M]，

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2004，页 69。） 
43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营业执照由当时的政务院财政委员颁发（1951.6.23.）。 
44 同 41。 
45 1951 年 8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扬主编的《马恩列斯论文艺》。其后 1960 年还出版了 4 卷本的《马

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出版社于 1959 年也推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

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

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46
 

顺便说一下，在我卧床这段时间里，除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外，别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

读，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于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里有 1815 年到 1848 年的法国历史，

比所有沃拉贝耳、卡普菲格、路易·勃朗之流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多得多。多么了不起的勇气！

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47
 

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

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48
 

我们将马、恩对巴尔扎克的评价对比前文引用的傅雷对巴尔扎克及其作品

的评价会发现：他们在表述语气、表达内容上（都是强调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及

作品揭露资产阶级“腐朽”社会的革命性）是何等的一致！足见五六十年代傅雷

选择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还是为了依循主流翻译选择的规范。建国以后，由于意

识形态的对立，“为了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新中国的人民”，对于国外的文学

作品，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宣传部门一向把关严格。49巴尔扎克作

为受到“革命导师”赞誉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傅雷选择对其的译介至少

首先在政治上保证了“正确”的方向。 

其次，“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建国伊始的文学界便呈现出“一枝独秀”

的局面。虽然在 50 年代中期（尤指“双百方针”提出前后），曾短暂地出现过

欧美“现代派”文学被以从文艺审美的角度，非而受批判的立场破天荒地译介至

中国大陆文学界，但“现实主义”在“十七年”文学语境中始终处于“唯我独尊”

的“正统”地位
50
，它成为“冷战”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垒时，揭露

资产阶级“黑暗”、“腐朽”与“堕落”的最好的“文学武器”。马克思主义理

论作为当时中国文艺思想的指导纲领，不可能允许出现像“五四”新文学运动时

期那样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也无怪乎傅雷要

放弃早年对法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趣，也不得不感叹对“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

漫气息，我早已头疼”51了。而同时，作为 50 年代前期在实行“一边倒”的政策

之下，中国翻译界主要译介对象的苏联文学，现实主义既是唯一合法的创作手法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本身就是从苏联介绍到中国的），也是苏联翻译

界译介外国文学时的重要标准。52 

到了 1965年，政治气候风声鹤唳、政治风暴席卷将至时，傅雷在将他所认

为几部符合社会主义政治要求的巴尔扎克的作品翻译怠尽时，而觉得巴氏其他的

                                                        
46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 年 4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页 462—463。 
47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3 年 12 月 1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 36 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2 年，页 77。 
48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 9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 23 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2 年，页 446 注 28a。 
49 同 23 书，页 23-24。 
50 虽然，由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展的变化，毛泽东于 1958 年提出“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

主义相结合”的文艺方针，以取代从苏联引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但实质上并没有脱离“现

实主义”的范畴，而且我个人认为“两结合”的提出政治意义要大于文学意义。 
51 同 41。 
52 有研究者就指出“‘十七年’出于借鉴的目的，中国翻译的几本苏联学者编写的英美文学史如《英国文

学史纲》、《英美文学史教学大纲》以及涉及英美文学的外国文学史如《十八世纪外国文学史》、《西欧文学

简论》都基本反映了这个倾向。”（卢玉玲：《文学翻译与世界文学地图的重塑——“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

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年。） 



作品和当前的政治要求相距太远，以致不敢再坚持下去。历经“反右”，在政治

上已经相当“敏锐”的傅雷已经明显地感受到翻译受到政治的操控愈来愈强烈。

乃至于不得不写信“求教”于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石西民： 

迩来文艺翻译困难重重，巴尔扎克作品除已译者外，其余大半与吾国国情及读者需要

多所抵触。而对马列主义毫无掌握，无法运用正确批评之人，缮写译序时，对读者所负责任

更大；在此文化革命形势之下顾虑又愈多。 

……目前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面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
53
 

分析至此，我们已不难理解为何巴尔扎克的作品会成为“十七年”间傅雷

最主要的译介对象了。同为法国作家的莫泊桑的作品就因为在傅雷看来“不合时

代需要”，“布尔乔亚那套谈情说爱的玩艺儿，看来不但怪腻，简直有些讨厌”
54而被摒弃。政治因素显然成为 1949年后傅雷翻译活动中在译作择取上重要的标

准。 

 

五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1858-1579）曾格外强调社会结

构对个人思想行动的影响。他的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词就是“社会事实”（social 

facts），即指那些外在于行动者，且强制行动者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范。迪尔凯

姆认为，人类为社会力普遍控制。人们大多数的意念和倾向都不是他们自己造成

的，而是来自于社会。人们必须使自己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适合团

体、社会认可的标准。如果不这样做，试图抵抗它，马上就会感觉到社会的强制

力、从道德舆论的压力到法律的禁止和严罚。55从傅雷择取巴尔扎克以适合体制

与文化规范的需要可以看出，1949 年后的傅雷及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

样已不再属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范畴。迪尔凯姆学派之后，

社会控制成为社会学使用最普遍的概念之一，它指社会用以使不听话的成员回到

“正路”的各种方法。没有任何社会可以没有社会控制而存在，而“最终的社会

控制手法就是施之于身体的暴力”。56“反右”，尤其是“文革”对傅雷的迫害尤

其突显于此，傅雷最后的自尽更为“身体”所遭受的“暴力”提供了最好的诠释。

但正是基于傅雷对“社会规范”与“暴力”的反抗，更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十

七年”间傅雷的翻译活动有没有自己的“坚守”？ 

在我们关注傅雷为了符合社会规范的需要而择取巴尔扎克，并特别在诸多

译着序言、说明中以突出的“政治话语”来“改写”（rewriting）57原著以突显其

翻译活动与社会规范的一致性的同时，我们仍然需要回归“诗学”与“审美”的

角度去观察傅雷的译作本身。 

对于翻译实践而言，傅雷有自己的一套翻译观念，如何从思想、感情、气

氛、情调上去理解原文，如何在文字处理上融会贯通，以达到他关于翻译“不在

                                                        
53 傅敏：《傅雷书简》，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 年版，页 368-370。 
54 傅雷着、傅敏编：《傅雷文集·书信卷》[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页 589。 
55 迪尔凯姆（Durkheim, Émile）：《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页 23-24。

参见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M]，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2004，页 14。 
56 博格（P. Berger）：《社会学导引：人文取向的透视》，黄树仁等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1982 年，

页 71-74。参见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M]，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2004，页

15。 
57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出现之后，外国文学译作的序跋、前言、译注，以及批评家的相关文学介绍或

评论，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可以视为对“原文”的一种“改写”。参见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形似而在神似”的要求。58同时，也正如前文所析，早在 1949 年傅雷就开始翻

译巴尔扎克的作品，其初衷像金圣华所言，出于作者与译者之间“性情、气质，

对生命、文学的看法，对工作的态度与习惯等方面”有相近之处而产生了共鸣，

也应该更多是出于傅雷翻译观念层面的考虑。所以罗新璋在将傅雷译文与法文原

文对照之后，认为“尤以译文传神取胜”、“原著字里行间的涵义和意趣，在译者

笔下颇能曲尽其妙”，以至于在翻译风格上“自成一种译派” 59，也更突显了傅

雷在通过大量的翻译工作实践着其以“神似说”为核心的翻译观念。 

另一可以进一步左证的现象是，1949 以后，除了巴尔扎克外，傅雷还有梅

里美（Prosper Merimee）、服尔泰（Voltaire）、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三位并不具备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作家的译作问世。傅雷在翻译梅里美的《嘉尔

曼》（Carmen）时，则是从介绍“世界文学名著”60的立场出发，让读者去体会这

部作品“朴素，简洁，客观，冷静的笔调”，“不能增减一字”的“精练”的“风

格”61等“诗学”或审美的因素。而丹纳的《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 L’art）

则更是一部纯艺术理论方面的作品，完全出于傅雷在研读艺术理论时产生的兴

趣。62
 

因此，不难看出，虽然傅雷在“十七年”间的翻译活动留下了深刻的受主

流意识形态与社会规范操控的“烙印”，失去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或“独立

知识分子”的一般特性，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将傅雷视作一个没有独立人格、不会

独立思考、依附政治权力、服从政治权力、充当政治工具的“工具知识分子”63

——虽然五、六十年代间，共产党将翻译主要视作巩固社会体系的“工具”而加

以利用。对文学性的坚持、对“神似说”的实践，仍是傅雷在“十七年”间翻译

活动的“坚守”之处。 

 

六 

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出傅雷的翻译活动在受到政治过多地操控时而突显的无

奈：“所恨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印数稿酬废止，收入骤减，种种

条件，一生生活亦甚难维持。”64一个“恨”字道出了傅雷对翻译、生活、审美

追求与政治“纠缠”之下的万般无奈。“文化大革命”风雨欲来之际，历经诸多

政治运动的傅雷不禁感叹：“解放以来，出版事业突飞猛进，作译者并蒙党及政

府多方照顾，惟雷心长力绌，极少贡献，尤不能以马列主义观点分析作品，惟读

者做一番消毒工作，为愧恧无穷耳。”65在政治的压制下，傅雷已显心力交瘁之

态；甚至不愿再刻意坚持翻译作品的政治性，而以一付听之任之的心态，把审判

权推向读者。 

1966 年 9 月 2 日，傅雷以自尽的方式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翻译家对

“文化暴力”的反抗。让我们看到了在那样一个意识形态迷乱的疯狂年代里，还

有人性的存在，还有人在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做人的尊严。在天翻地覆的“文革”

期间，自我了断的文人不在少数，傅雷不过是其中之一。他的自杀，见证了一代

                                                        
58 参见罗新璋：《代序——读傅雷译品随感》，载《傅雷谈翻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年，页 1-11。 
59 同上书，页 1，10。 
60 《傅雷译文集》第十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 年，页 3。 
61 同上。 
62 傅雷早于 1929 年在国外专攻艺术理论时，就有志于翻译这部作品。（见《傅雷译文集》第十五卷，安徽

文艺出版社，1993 年，“第十五卷说明”。） 
63 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M]，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2004，页 14。 
64 同 53，页 369。 
65 同上书，页 370。 



中国文人在毛政权下最痛苦的选择。当外在的压迫已经忍无可忍时，自杀——以

及随之而来的永恒沉默——成为他们最终的逃避与抗议。66
 

我们今天只能以一种“了解之同情”的关怀心态去考察“十七年”中傅雷

翻译活动与政治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他的五百万字煌煌译作，自当

留给后人去评说。 

 

 

 

 

                                                        
66 阿尔瓦雷（Alfred Alvarez）在探究文学与自杀的关系时，提到了两类追求“自我了断”的类型。其中一

类即是“极权主义艺术家”，指艺术家因为受一种非人的、压抑的外在社会体制，而终于选择自杀，或“保

持沉默，那死亡的同义语”。极权主义艺术代表一种剥夺式语言，即“剥夺事实与形象，它发生在受害者本

人的生命被非人化且被褫夺之时”。（Alfred Alvarez, The Savage God: A Studey of Suicide(New York: Randam 

House, 1972),pp.238。参见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出版，2004 年，页

170。）傅雷的自尽所诠释出的“自杀”的政治，正是属于此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