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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中國大陸文壇與歐美現代主義文學譯介 

——以《譯文》為例 
 

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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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講師 

cuifeng@ntu.edu.sg   

 

摘要 

 
《譯文》是 1950-1960 年代中國大陸唯一一份公開發行的專門譯介外國

文學作品的期刊，是當時中國大陸讀者了解、認識外國文學作品、文藝動態的

最主要的渠道之一。本文將突破傳統翻譯研究中「原文中心論」（original-

text oriented）的論述模式，將「1950 年代中國大陸文壇與歐美現代主義文

學譯介」這一課題，置於翻譯研究「文化轉向」（culture turn）後以譯作為考

察中心（target-text oriented）的研究範式下，以《譯文》中有關歐美現代

主義文學譯介的情況為例，重點思考如下問題：1950 年代中國大陸文壇對歐洲

現代主義文學譯介經過了哪幾個階段?每個階段在譯作擇取、翻譯技巧的使用、

“專業人士”（the professionals）對譯文的評價上各呈現出怎樣的特徵?造成

這一特徵的原因有哪些，哪些原因體現了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主體性」

（subjectivity），哪些原因受制於當時主流意識形態（ideology）等社會因素？

通過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不僅可以深入觀察 1950 年代政治環境、時代發展如何

影響了當時中國大陸文壇對外國文學的介紹與翻譯，也可以觀察到在主流意識

形態的操控（manipulation）下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及二者間的互動。 

 

關鍵詞：《譯文》；現代主義文學；意識形態；主體性；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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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lation of Occidental Modernist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1950s: The Case of Yi Wen 
 

崔峰 
Feng Cui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cuifeng@ntu.edu.sg   

 

Abstract 

As the one and only official journal specializing in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foreign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1950s and 1960s, Yi Wen serves one of the 

main channels for mainlanders to get in touch with foreig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ends. The argument does not employ the original-text oriented approach; it adopts 

the target-text oriented approach emerging since the cultural turn. Questions of 

concern are: Can we divide the translation of occidental modernist literature into 

several phases?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hase in terms of source text 

selection, usage of translation techniques and the professionals’ evaluation of target 

texts? What are the causes for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mong 

those causes, which ones reflect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and which ones are 

constrained by social factors such as ideology? By answering the above questions, we 

can get an in-depth look at how poli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fluence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how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comes into play under the manipulation of ideology, and how the 

translator and the ideolog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Keywords: Yi Wen, modernist literature, ideology, subjectivity, mani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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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譯文》創刊（1959 年，更名為《世界文學》，以下統稱《譯

文》）。至 1966 年「文革」前夕停刊，一共出版了 134 期；所發表的譯作選自多

達 114 個國家和民族的 1193 位作家的作品；其間共有 843 位譯者在《譯文》

上發表作品。在當時，一份期刊能包括如此眾多的翻譯家及外國文學研究者，

且得到了中國大陸當時幾乎所有最優秀的翻譯家及外國文學研究者的鼎力支持，

僅《譯文》而已。作為 20 世紀 50-60 年代中國大陸唯一公開發行的專門譯介外

國文學作品的期刊，它的最高發行量曾達數萬之多1，成為當時中國大陸民眾瞭

解、認識外國文學作品、文藝動態的最主要的渠道之一。 

《譯文》是一份由大陸作家協會主辦的國家级外國文学刊物，時任大陸文

化部部長的茅盾擔任首任主編（1953－1959）。通過對這份期刊的研究，我們可

以深入探討當時中國大陸文壇以及文學翻譯如何受到政治及時代社會因素所影

響。可是，長久以來，有關 1949 年以後翻譯如何受政治干預的探究顯得十分薄

弱，相關論文多流於表面論述，而缺乏深入的個案研究。對《譯文》這一種要

期刊的研究非常有限 2 。本文將突破傳統翻譯研究中「原文中心論」

（original-text oriented）的論述模式，將「1950 年代中國大陸文壇與歐美

現代主義文學譯介」這一課題，置於翻譯研究「文化轉向」（culture turn）

後以譯作為考察中心（target-text oriented）的研究範式下，深入觀察 1950

年代政治環境、時代發展如何影響了當時中國大陸文壇對外國文學的譯介，以

及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操控（manipulation）下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及二者間的互

動。 

 

一、歐美現代主義文學譯介的缺席 （1953 年 7月號-1956年 3 月號） 

1949 年中共建政之後，受當時國際「冷戰」局勢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

大陣營敵對格局的影響，採取了向蘇聯「一邊倒」3的政策，一切「向苏联学习」

成为建设、发展當時中國大陸的主要方针之一。同時文學規範也依循蘇聯路線，

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原則進入大陸的文學體系。尤為突出的是，1940 年代

末 50 年代初，蘇聯文壇正處在「日丹諾夫式」的以政治宣判的方式解決文學問

題的階段中，用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口號鼓吹文學創作中的「無衝突論」4。

其間，日丹諾夫（Andrei Aleksandrovich Zhdanov）關於文藝政策的多次報告

及他就文學、藝術乃至哲學問題發表的基本言論已經為大陸文壇廣泛知曉；

「日丹诺夫」主義的精髓即強調文學藝術為政治鬥爭服務，斷言作家的政治傾

向、作品的階級性具有頭等重要意義，「資本主義制度的頹廢與腐朽」產生

「資產階級文學的頹廢與腐朽」5等觀念亦為大陸文壇所接受。當時的大陸翻譯

                                                 
1高莽,〈新時期《世界文學》雜誌散憶〉，《世界文學》, 第 4 期(中國 ，2003 年)，頁 14。 

2目前有關《譯文》（《世界文學》）研究的論文可參考：Cui Feng: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An analysis of Western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China (1949-1966), using World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LA RICERCA NELLA COMUNICAZIONE 

INTERLINGUISTICA  Modelli teorici e metodologici, (Milan, Italy: Franco Angeli, 2009): 302-316. 崔峰，〈為《譯文》溯源

——從茅盾的<譯文•發刊詞>說起〉，《中國比較文學》，第 4 期（中國 ，2009 年），頁 80－88。崔峰，《「日丹諾夫主義」

與 1950 年代上半期的中國文壇——以《譯文》為例（1953 年 7 月號—1956 年 3 月號）》，載《翻譯史研究(2011)》王宏

志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 250–291。 

3相關政策論述見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見《毛澤東選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 1472－1473。 

4Charles A. Moser (edit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New York: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2), 515-516. 

5日丹諾夫（著），〈在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的講演〉（戈寶權譯），收《蘇聯文學藝術問題》 （北京：人民文學

出版社，1959），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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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對外國文學在譯介擇取、批評的標準和目的等方面與「日丹諾夫主義」在大

陸文壇的廣泛傳播形成共鳴。 

從 1953 年 7 月《譯文》創刊至 1956 年 3 月中共開始實施「百花齊放，百

家爭鳴」的方針，該階段《译文》所譯介的外國文學作品以蘇俄、東歐社會主

義國家為主，從題材擇取、人物形象塑造、再到故事情節突顯的教育意義等方

面所體現的日丹諾夫式的文學特徵無處不在，這些作品成為與資產階級的「下

流文學」相對立的「最有思想、最先進和最革命的文學」 6。但是，蘇聯等社會

主義國家的文學並非此時《譯文》譯介的唯一對象，一批以英、法、美等資本

主義國家為代表的文學作品也同時被譯介了進來。在譯作數量上占了近四分之

一強。可以想見的是，在當時的政治文化環境下，意識形態的對立直接決定了

對資本主義文學的譯介要比擇取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慎重得多。在

資本主義文學被籠統地稱為「下流文學」的情況下，擇取那些能夠符合社會主

義政治意識形態的作品，則成為當時譯介資本主義文學的主要標準。而當時進

入《譯文》譯介視野中的歐美文學主要為能夠反應資產階級「沒落」 7及其「最

醜惡現實」 8 的現實主義作品，其作者多為譯入語語境中的「進步」作家，屬

於“左翼”陣營或具有共產黨員身份。與之形成顯明對比的是，歐美現代主義

文學由於無助於在主題思想上突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則被視作「墮落」、

「落後」、「頹廢」的文學形式而被排斥在譯介範圍之外。 

 

（一）、法國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缺席 

1、政治上的共產主義與文學上的現代主義：從法共現代主義作家的譯介看《譯

文》的「選擇性介紹」與「目的性擇取」 

20 世紀上半期，正是法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相比之下，

法國共產主義運動開始的時間之早、規模之大、影響之遠，是其它諸多主要資

本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所不完全具備的。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土壤，法共

作家、作品在《譯文》上的譯介數量要遠多於其它資本主義國家。而這些作家

中，不乏享有世界聲譽的文學大師。可以想見，這種具備「正確」的政治身份

與卓越的文學成就於一身的作家受到《譯文》青睞實屬情理之中。在這一階段

刊載的 15 位法國作家中，就有 4 位法共作家：艾呂雅（Paul Eluard）、柯尼

奥（George Cogniot）、阿拉贡（Louis Aragon）和法朗士（Anatole France）
9。 

我們先來觀察柯尼奥，他是四人當中唯一不具備文學聲譽，以職業革命者

身份出現的作者。作為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巴黎市政府參議員，出身農夫的

柯尼奥「全部生活和工作」即是「鬥爭！不間歇的鬥爭！」，因而他的「文藝

作品很少」。10《譯文》刊載其作《艾玛虞埃·那丹》，顯然一是看中其資本主

義陣營中的共產黨員身份，二是因為他的作品具有很強的教育意義，作品的主

人公艾玛虞埃·那丹是一名反德國法西斯的戰士，被捕後在集中營中受到各種殘

酷考驗、不屈不撓、終造殺害，以此表現以那丹為代表的反法西斯戰士們「對

                                                 
6傑明季耶夫等（著）， 〈蘇聯文學的基本特徵〉（方土人譯），見《譯文》，1953 年 7 月號，頁 209-234。 

7「後記」，見《譯文》，1954 年 5 月號，頁 215。 

8「後記」，見《譯文》，1954 年 5 月號，頁 213。 

9有關阿那托爾·法朗士在譯入語文化語境中的形象建構，許鈞已就此做了詳細分析，參考許鈞《法朗士在中國的翻譯接

受與形象塑造》，見《外國文學研究》，2007 年第 2 期，頁 117－127。 

10“後記”，見《譯文》，1954 年 9 月號，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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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解放的神聖事業和最後勝利抱著始終不渝的信心」
 11
。 

但另二人艾吕雅、阿拉贡卻與柯尼奥有本質不同。他們都不是職業革命家

出身，都以文學名聲享有世界聲譽，後因同情共產主義運動而加入法共。另外，

此二人在文學上還擁有一共同的重要身份：即他們都曾是法國現代主義文學運

動中的代表作家。因而可以想見，當這兩位集現代主義文學作家、「進步文學」

作家、共產黨員等身份於一身的作者被譯介至 1950 年代上半期的《譯文》時，

對其身份的「選擇性介紹」、對他們文學作品的「目的性擇取」則不可避免。 

我們首先來看艾吕雅的 6 首詩作。其中《约瑟夫·斯大林》、《蘇聯——

唯一的希望》顧名思義是兩首頌詩；《路易斯·卡尔洛司·普列斯梯斯》歌頌了

巴西共產黨總書記普列斯梯斯領導巴西人民爭取獨立、民主和自由的鬥爭；

《布拉格的春天》描寫了「布拉格在死亡的籠罩下，粉碎她的那些敵人」 12、

《亨利·马丁的信心》稱頌了法國著名反越戰海軍下士亨利·马丁、《一篇該算

的帳》是「送給」 「為了反對戰爭而戰鬥」13的著名新聞記者、蘇聯作家愛倫

堡。 

     僅讀完這幾首詩作，讀者很容易將艾吕雅定位為信仰共產主義的「革命」、

「反戰」詩人。但事實上，艾吕雅也是法國文學超現實主義的代表詩人。像詩

作《為了在這裡生活》、《我並不孤獨》、《溺水者》、《不變的面孔》、

《蓋尔尼加的勝利》、《鳳凰》等作品都是法國超現實主義文學中的代表作。

但是，《譯文》在對詩人“曾接近達達派和超現實主義派”這一建構起詩人文

學聲譽的重要創作手法作出了「頹廢的、悲觀的、形式主義」價值判斷後，完

全拋棄了對其該方面寫作特色、代表作品的介紹：「一九三六年以後，（詩人）

就放棄了那些頹廢的、悲觀的、形式主義的傾向，而把他的創作跟當時進步人

民的反法西斯運動個結合起來。」14並進而通過這種「選擇性介紹」將艾吕雅建

構成一個不折不扣的革命詩人形象：「（詩人）在最艱苦的時期參加了法國共

產黨。戰後，他始終為保衛世界和平、反對新戰爭煽動者而努力，和平成為他

的詩歌的唯一主題。」15事實上，從上述艾吕雅諸篇超現實主義的代表詩作中，

我們就可以看出：雖然在“二戰”其間，詩人確實寫出了諸多以和平為主題的

詩作，但很明顯「和平」絕不是其「詩歌的唯一主題」。與艾吕雅的 6 篇詩作

同期刊載的還有蘇聯評論家雅洪托娃的作家研究《保羅·艾吕雅》，該文譯自由

蘇聯科學院高尔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編寫的《為和平而戰爭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進

步文學》一書。論文中作者對艾吕雅的研究直接從其參加工人運動開始，完全

避開了對詩人超現實主義文學實踐的介紹，僅對詩人的《工人》、《海尔尼卡

的勝利》、《大屠殺》、《力與愛的詩》、《給印刷工人同志們》等具有顯明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作品做了詳細分析。 

在政治意識形態的操控下，《譯文》的這種「選擇性介紹」和「目的性擇

取」使當時的中國大陸讀者根本不可能對詩人的創作經歷、重要作品、寫作特

點有較全面的認識。因而該階段《譯文》除了在 1953 年 6 月號上刊載的艾吕雅

的 6篇革命詩作外，其超現實主義詩歌全面「缺席」了。 

《譯文》對阿拉貢譯介情況也頗為相似：忽略了對其早年參加達達主義和

                                                 
11“後記”，見《譯文》，1954 年 9 月號，頁 194。 

12保羅·艾呂雅著，《布拉格的春夜》（羅大岡譯），見《譯文》，1953 年 8 月號，頁 96。 

13保羅·艾呂雅著，《一篇该算的账》（羅大岡譯），见《译文》，1953 年 8 月号，页 98。 

14“後記”，見《譯文》，1954 年 9 月號，頁 194。 

15“後記”，見《譯文》，1954 年 9 月號，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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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現實主義文學運動的介紹，其該方面的代表詩集 《歡樂之火》、《永動集》

和小說《阿尼塞或全貌》、《巴黎的土包子》也沒有得到譯介。僅擇取了艾吕

雅的反法西斯詩作《法蘭西晨號》。在 1950 年代，阿拉貢走上了共產主義道路

成為反戰的積極宣傳者；所以，在當時的中國大陸，他是作為「脫離超現實主

義的虛無混亂而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法共進步作家」來介紹的。16 

就在阿拉貢與艾吕雅的作品在《譯文》上得以刊載的同時，我們也可以注

意到，像法國超現實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布勒東（André Breton），就由於「依舊

陷入往日幼稚的泥沼而遭到遺忘」17。這種「遺忘」實質上也正是《譯文》對法

國現代主義作家有意識地進行「選擇性介紹」後的必然結果。18 

從《譯文》對阿拉貢與艾呂雅的「選擇性介紹」的譯介模式中我們可以看

到，《譯文》敏銳地捕捉了二人從文學家走向「革命者」的變化過程，在譯入

語的語境內強化了他們「社會性」形象的同時，卻有意忽視、淡化了其「文學

性」形象。二人這種「社會性」形象的建構是建立在《譯文》對讀者提供的

「選擇性閱讀」及翻譯者、評論者對其作品的論斷中建立起來的。這種方式的

形象構建往往是為了目的語國家的文化或社會需要而採取的一種「為我所用」

的策略，因而具有某種「操控」的意味。這種所謂的「操控」力量，從理論上

講，實際上就是對翻譯活動起着影響或決定作用的一些外部因素，它決定了譯

者對翻譯的文本的選擇，決定了譯者或評論者對作家獨特的理解視角，而這種

理解，不免受到譯者或評論者的視野、立場或語境等各種因素的限制。19 由此

我們可以看到，社會與文化語境對形象塑造與傳播起着重要的影響作用。阿拉

貢與艾呂雅在被譯介至大陸的文化語境之後，其「他者」形象發生變化，在新

的歷史空間形成了為大陸讀者所認同的形象與身份，進而融入譯入語語境之中。 

 

2、文學身份與政治立場：從薩特與加缪的譯介經歷看譯入語的擇譯標準 

同樣是受譯入語語境中政治因素操控，大陸文壇及《譯文》對薩特的譯介

則在 1950 年代上半期短短幾年內便經歷了一段戲劇性變化。1952 年 7 月，薩

特還被排除在「戰鬥的法國進步文學家」之外，被視作「反動的」「唯生存主義」

倡導者。20实是因為薩特曾發表過「（共產黨人的道德）已變得因循守舊，這是

一種小資產者的道德」21等方面的言論。1948 年上演的萨特的戲劇《骯髒的手》

也在客觀上對共產黨形象造成了「損害」。22但戲劇性變化發生在 1954 年：是

年 5 月薩特應蘇聯作家的邀請訪問了蘇聯；甚至到了 1955 年 9 月，他和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又應「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邀請到大陸進行了為期

一個半月的訪問，其間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高規格接待。就在薩特訪華前後，

1955 年 8 月號《譯文》的「世界文藝動態 」中，羅大岡仔細介紹了薩特的新

                                                 
16邁克爾·高爾德著，《阿拉貢：詩人—組織者》（柏園譯），見《譯文》，1956 年 9 月號，頁 100。 

17許鈞、宋學智，《20 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接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頁 50。 

18隨着 1960 年代中蘇關係惡化，一批緊跟蘇共的法共作家漸漸不再受歡迎，直至「文革」前夕，中國大陸「無產階級

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意識漸成氣候，阿拉貢的作品遂成為「現代修正主義文學產物」，阿拉貢與艾呂雅一道被劃

入「封資修」的行列。他們在《譯文》及中國大陸文壇被譯介的經歷再次說明了，在 1950-1960 年代的中國大陸，外國

作家文學名聲的建立主要是由譯入語語境中的政治因素所操控的。 

19許鈞，《法朗士在中國的翻譯接受與形象塑造》，頁 120。 

20許鈞、宋學智，《20 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接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頁 89。 

21薩特著，《詞語》（潘培慶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頁 254。 

22許鈞、宋學智，《20 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接受》，頁 89。 



7 

 

著《尼克拉索夫》，指出「作者鋒利的筆尖，不留餘地戳穿了資產階級報紙對

於法國共產黨、對於蘇聯造謠污蔑的一套卑鄙愚蠢的慣技」，並讚揚薩特從過

去「唯心的、消極的存在主義」提倡者於「近年來開始轉變，不斷進步」23。

1955 年 10 月號《譯文》的「世界文藝動態」中又介紹了「法國著名作家薩特

訪問我國」的訊息24。薩特訪華結束後，同年 11 月號《譯文》還發表了其戏劇

《麗瑟》。 

那麼大陸文壇何以對薩特的態度發生顯明轉變？根本原因就在於，從 1951

年底開始薩特參加了一系列支持法共的活動25，因而成為了共產黨的「同路人」。

按他的話來說：「同路人就是站在黨外來思索何為真理，希望對黨有所補益的

人。」 26對當時的大陸社會而言，對於一個一直從事「存在主義」哲學研究的

學者、作家，其在文學、學術領域的「落後」已然變得微不足道；他的政治立

場轉變方成為譯入語語境對其做出肯定與積極評價的實質因素。薩特親共的政

治身份加上其巨大的國際聲望使他在社會主義國家獲得廣泛歡迎。對《譯文》

而言，在面對政治與文學的相互糾結时兩權相較取其重：一個外國作家的政治

身份要遠比其文學成就、文學經歷重要得多。即便如薩特在其文學生涯中曾是

「反動」的現代派作家，但只要其轉變到「正確」的政治立場上，過去的「反

動」經歷都可以既往不咎。其作品在被「目的性擇取」後仍然有獲得譯介的可

能，其個人形象在被「選擇性介紹」之後，仍然可以被當時對外界知之甚少、

主要的瞭解渠道都來自於官方宣傳的大陸民众，視作「進步」的親共作家。 

1955 年 11 月號上，《譯文》刊載了薩特的一部獨幕劇《麗瑟》。可以想

見，在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在該階段《譯文》中集體「缺席」、甚至對作家的現

代主義創作背景都要在作家介紹中三缄其口或加以批判的情況下，作為戲劇家

薩特最重要的代表作《蒼蠅》──一部為了喚起法國人「自由意識」的存在主

義作品根本不可能獲得在《譯文》上刊載的可能。《譯文》刊載的這部《麗瑟》

被視作了「無情揭露黑人在所謂‘民主自由’的美國所遭遇到的慘無人道的迫

害以及美國反動階級的專橫殘暴和卑鄙無恥」27的典範之作。28 

而就在薩特表現出親共立場之後，同為法國存在主義大師的加缪（Albert 

Camus）即表示不滿，並與薩特漸行漸遠，甚至二人在政治觀點上展開筆戰，由

昔日好友成為生死對頭。我們可以注意到，對《譯文》而言，當一個作家的政

治立場重於其文學名望的時候，薩特的部分文學作品、文學和政治活動在整個

50 年代都得了到譯介的可能，但加缪的作品不僅在《譯文》上處於全面「缺席」

                                                 
23羅大岡，《薩特的新著：「尼克拉索夫」》，見《譯文》，1955 年 8 月號，頁 244。 

24「法國著名作家薩特訪問我國」，見《譯文》，1955 年 10 月號，頁 230。 

25 如反對法國政府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戰爭；應法共知識分子要求參與營救反戰救士兵馬丁（即文中所提及保羅·艾呂雅

詩作《亨利·馬丁的信心》中的馬丁）；1952 年 5 月，法共領導人在美國被捕，原本就痛斥美國侵朝的薩特迅速發表了

《共產黨人與和平》，支持法共，成了共產黨的「同路人」 1955 年 6 月，薩特的戲劇《涅克拉索夫》上演，表現出親共

的傾向，薩特說，「我想在我的新作中揭露反共宣傳的手段……以此為爭取和平的鬥爭作出我作為作家的一份貢獻」

（薩特著、潘培慶譯《詞語》，頁 274）。 

26徐崇溫、劉放桐、王克千等，《薩特及其存在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 163。 

27「世界文藝動態」，見《譯文》，1955 年 11 月號，頁 257。 

28《譯文》對薩特的譯介一直延續到 50 年代末期，期間在 1956 年 4 月號的「世界文藝動態」中介紹了「薩特等駁斥法

國資產階級報紙誣衊我國的報導」；1956 年 6 月號，刊載了薩特的政論文《患狂犬症的獸類——寫於羅森堡夫婦電刑

處死（1953.6.19）後的第二天》（盛澄華譯）；1957 年 1 月號「世界文藝動態」，針對法國作家抗議匈牙利事件，「蘇

聯作家發表公開信答覆法國作家薩特等的抗議」；1958 年 1 月號「世界文藝動態」中介紹了「薩特將阿瑟•米勒的劇本

改編成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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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更因為其政治立場的「不正確」而受到批判。1958 年 12 月，《譯文》

刊載蘇聯《文學報》社論《國際反動派的挑衅》，指責加缪「向蘇聯文學和社

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進行攻擊」29。 

 

（二）、對美國現代主義文學譯介的「缺席」 

從前文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注意到，受譯入語語境意識形態規範的影響和

制約，《譯文》對美國文學作家、作品的譯介採取了「選擇性介紹」與「目的

性擇取」的翻譯策略。該策略的實施勢必造成了一些在美國主流文壇颇具文學

名聲的作家——其中多位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在《譯文》的缺席。雖然

這些作家、作品在譯入語環境下的「遭遇」不盡相同——或遭到《譯文》的有

意冷落而不見蹤影；或受到《譯文》刊載的文藝評論的嚴厲批評——但有一點

是共通的，就是這些作家、作品與譯入語的譯介標準相去甚遠。  

首先在美國詩歌的譯介方面，同樣是受到現代主義文學是「頹廢文學」的

價值判斷標準，對中國詩歌、文化颇有研究的龐德（Ezra Pound）與 1948 年諾

貝爾文學獎得主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作品也沒有得到譯介。龐

德作品的缺席不僅僅因為其作為意象派詩歌的奠基人身份，同時也由於他曾擁

護納粹、支持希特勒的政治立場而成為當時大陸文壇的抨擊對象。30 

在戲劇領域最為明顯的就是美國著名戲劇家、1936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

尼尔（Eugene Gladstone O’Neill）作品的全面「缺席」。作為表現主義文學

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因為「標誌了形式主義的要求、佛洛伊德的偏向、絕望

地陰暗的生命觀和強調人性的野蠻的傾向」而被譯入語語境中的評論家們認為

「充斥着徹底的頹衰的世界觀」
31
。 

而小說領域中以意識流等現代主義寫作手法著稱的福克納（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的代表作《喧器與騷動》、《押沙龍，押沙龍！》也無緣

在《譯文》上出現；事實上整個 1950－1960 年代，福克納只有兩部反戰小說

《勝利》與《拖死狗》（《譯文》1958年 4月號）與大陸讀者見面。 

此外，英國文學中如勞倫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葉芝

（William Butler Yeats）、艾略特（ Thomas Stearns Eliot）、伍尔芙

（Virginia Woolf）、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王尔德（Oscar 

Wilde）等一批在譯出語語境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現代派作家同樣因為受到當時文

學觀念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而被完全排斥在譯介的範圍之外。 

需要理清概念的是，我們對歐美現代主義作家和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缺

席」情況必須分別對待。當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在該階段《譯文》「缺席」的時

候，並不意味著歐美現代主義作家的同步「缺席」：當艾吕雅、阿拉貢的超現

實主義詩作及薩特的存在主義戲劇被《譯文》「拒之門外」時，這些作家的

「個人形象」依然可以出現在《譯文》中。只是他們的「形象」並不是通過譯

出語語境中主流文學所認可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品所「建構」起來的， 而是在譯

入語語境中，通過符合一定意識形態的需要被進行了「重構」。「重構」的方

式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在「後記」中，《譯文》的編、譯者對這些歐美現

代主義重要作家的文學經歷採取了「選擇性介紹」的方式。以契合當時意識形

態的話語模式，將艾吕雅、阿拉貢等作家視作為「落後」到「進步」的代表，

                                                 
29《國際反動派的挑釁》，見《譯文》，1958 年 12 月號，頁 165。 

30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外國文學教研組編，《外國文學參考資料（現代部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頁 714。 

31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外國文學教研組編，《外國文學參考資料（現代部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頁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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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放棄了早期「頹廢的、悲觀的」現代主義創作手法，而成為具有反戰、反資

本主義傾向的「革命的」、「進步的」作家。 另一種「重構」方式即是「目的

性擇取」了這些作家能夠體現與「進步人民的反法西斯運動結合起來」32的作品，

從而為編、譯者在「後記」中的「立論」提供「論據」。這兩種方式相輔相成，

重新建構了符合譯入語意識形態規範的作家「形象」。 

在「一元化」的譯入語語境中，《譯文》作為大陸當時唯一一份譯介外國

文學作品的官方期刊，「壟斷」了大陸讀者對外國作家作品的了解渠道，並進

而「剝奪」了大陸讀者多角度了解某一作家不同文學經歷及主要代表作的「知

情權」。從而大陸讀者對諸多「作者形象」的了解甚至理解，只能局限於「譯

後記」中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官方話語。但是，我們更應看到，在當時的歷史

語境下，《譯文》之所以能夠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獨一無二的角色，是代表

主流意識形態的官方所賦予的；對於這份期刊來講，她的使命就是要完成為主

流意識形態服務的任務。從這個角度上，《譯文》對現代主義作家、作品的

「選擇性介紹」和「目的性擇取」，及由此導致的對當時中國讀者「知情權」

的「剝奪」，充分發揮了對譯入語讀者教育與引導功能，為主流意識形態服務。 

 

二、歐美現代主義文學的審美譯介（1956 年 4月號－1956年 7 月號） 

1950 年代中期之後，隨着中國大陸國民建設的不斷推進，中共領導層開始

察覺到了「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33。

同時，隨著中蘇出現分歧，34再加上「波匈事件」的爆發，更是直接促使了中共

領導人懷疑精神與獨立意識的明顯增強。由建政初的「以俄為師」到 1950 年代

中期的「以蘇為鑒」，中共開始了尋求自身建設發展之道的全面反思。
35
正是基

於國內外的政治發展需要，打破對蘇聯的依附，毛澤東進而提出了「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方針──這一政策直接對當時的大陸文藝界產生了重大影響。擺

脫蘇聯教條主義束縛的要求，對自身發展之道的尋求而產生的「雙百方針」，

為當時的大陸知識分子、文壇帶來了一陣「早春天氣」 36。 

在《譯文》的擇取標準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由之前的強勢主導地位，在

此時出現了相對弱化的態勢。該階段的《譯文》對蘇俄文學的譯介也由前一階

段的 195 篇下滑至 156 篇。值得一提的是，此時的《譯文》不僅增加了對資本

主義文學的譯介，更破天荒地出現了從文學審美的角度對現代主義文學作品或

思潮的介紹。這些現代主義文學在 1950 年代中期以前被中國文壇視作「反動

的」、「下流的」文學作品。這一變化背後的原因，與民族國家意識反思後所

導致的《譯文》對譯介外國文學擇取標準的變化是分不開的。 

多元系統理論把各種社會符號看作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的由多個次系統組

成的大系統。翻譯文學系統被視為文化多元系統中的一個部分。而翻譯文學系

                                                 
32「後記」，見《譯文》，1954 年 9 月號，頁 194。 

33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收《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頁 2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

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 472. 

34關於這方面的論述可以參考 John Gittings,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 Commentary and Extracts from the Recant 

Polemics 1963-196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59-61.另外，在中蘇分歧公開化之後，中方亦出版《分歧

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一書，梳理了雙方主要在蘇共 20 大後，在國際共產主

義運動中的分歧。 

35邢和明，《中共眼裡的蘇聯模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 103－111。 

36費孝通在 1957 年 3 月 24 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為《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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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在文化多元系統中的運作方式、地位、作用都受翻譯文學的並存系統──翻

譯規範和意識形態的控制。37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對立仍舊嚴峻，

大陸文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依然受到「尊崇」的 1950 年代中期，1957 年 4

月至 7 月號的《譯文》卻在對現代主義文學文化的譯介上出現了短期「鬆動」，

這一現象的出現顯然與當時「雙百」方針的實施有關。该變化雖然細微，卻極

好地體現了在多元系統中文學翻譯系統的翻譯主體如何與意識形態形成互動。 

在這短短的三、四個月內，《譯文》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文化的譯介主要

在三方面體現了變化。 首先，1957 年 4 月號的《譯文》刊載了幾幅印象派畫

家的繪畫，並配有一篇關於「印象派的繪畫」的插頁說明。如果我們觀察《譯

文》每期的「插圖」就可以明顯體會到，從圖畫的作者、國別，到畫面表現的

內容、體現的功能，《譯文》編輯部都要經過精心擇取，這些插圖實質上在很大

程度上扮演着與譯作相類似的功能，與譯作一樣都背負着時代與政治的符號與

烙印。38 

1957 年 4 月號，王琦為幾幅印象派繪畫所作的「插頁說明」有幾方面值得

格外注意：首先，在對印象派繪畫及其作家進行總體介紹與評價時，原先一些

諸如「頹廢」、「悲觀」、「下流」、「反動」等針對資本主義文學及現代主義文學

的批評話語沒有再出現。而是從「光」、「色彩」、「視覺效果」等繪畫的專業角

度介紹和分析印象派繪畫過程中的「選擇、提鍊、分析、研究」。其次，同樣是

一反先前對現代主義文學文化的完全否定與排斥，從正面肯定了印象派繪畫的

長處，比如「畫家善於敏銳地捉住對象一剎那間的印象，能給人以新鮮生動的

感覺」、「他們在描寫‘光’與‘色彩’的技巧上有特出的成就，對於自然界的

敏銳感覺與生動的表現手法，都是應該肯定的」。甚至指出「只有在批判它的藝

術傾向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去汲取它的長處。」 39 

其次，《譯文》前一階段曾多次以「落後發展到進步」的意識形態話語、

選擇性地介紹現代主義作家文學經歷，但在 1957 年 5 月號對西班牙著名現代主

義詩人阿尔貝蒂（Rafael Alberti）的「譯後記」中出現了明顯變化。譯者亦

潛在介紹阿尔貝蒂時，不僅拋開了意識形態的敘述話語，陳述了詩人「最初的

創作，有現代主義的傾向。後來，又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超現實主義的影響。」
40，而且還羅列了詩人的現代主義詩作《情人》、《紫羅蘭的黎明》、《堅石》、《關

於天使》等。在《譯文》之前的「選擇性介紹」中，譯者或編者都對諸作家的

現代主義作品讳莫如深，直接將其剔除在介紹的範圍之外；而這篇「譯後記」

卻對現代主義作家如此直接、正面的介紹，在《譯文》中尚屬首次。 

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表現，即是在 1957 年 7 月號的《譯文》上，陳敬

榮選譯了波特萊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惡之花》。《惡之花》成

                                                 
37相關論述參見 Itamar Even-Zohar. “Polysystem Theory,” in Poetics Today Volume 11(1990), pp.1-94. 

38
以《譯文》創刊號為例，就在「發刊詞」上茅盾極力呼吁充分展開對蘇聯文學譯介的同時，這一期所刊載的 9 幅插圖

中有 7 幅取自蘇聯。包括了表現古比雪夫水力發電站的「在偉大斯大林建設的工地上 1951」；表現「斯大林時代的人」

的「斯大林號」輪船舵手「木哈諾夫」，和兩個讀信的電銲女工「包尔德蓼娃和波里亞珂娃」；受高尔基推崇的小說

「嬉鬧的河」的插圖「九林俄河邊」；受蘇聯官方肯定的兩位蘇聯作家畫像「展覽會上馬雅雅可夫斯基」和「車尔尼雪

夫斯基」。另外兩幅則是取自捷克的表現軍隊和人民團結的「永遠和蘇聯在一起」，以及表現西班牙反法西斯鬥爭的

「佛朗哥的天堂」。這些插圖在表現內容上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兩大主題：社會主義建設和革命戰爭。在所表現的人

物形象上也配合了當時對「新」社會積極向上、熱愛革命與「新」生活的任務形象的塑造。 

39王琦,《印象派的繪畫》，見《譯文》，1957 年 4 月號，頁 184－185。 

40「譯後記」，見《譯文》，1957 年 5 月號，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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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整個《譯文》在整個 1950年代唯一一部譯介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品。 

 

（一）、《惡之花》的「詩學」考察及問題的提出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現代派詩人」、「象徵派詩歌」都是譯出於語境中主

流文學評論給予波特萊尔及其《惡之花》的定位。早在 1929 年，哥倫比亞大學

法國研究所即從理論層面對波特萊尔詩作中的象徵主義手法進行了研究41；「冷

戰」時期，西方學界對波特萊尔介紹與研究，仍然是基於其「法國象徵主義詩

歌的鼻祖、先驅或奠基者」42這一定位；有西方學者通過梳理 20 世紀學界、評

論界對波特萊尔的研究後指出「絕大多數的研究都認為波特萊尔的象徵主義主

要提箱在其作品美學與哲學的層面」43。但是在譯入語的語境中，我們卻觀察到

無論是「編者」在刊載《惡之花》作品前所寫的介紹性文字，還是《譯文》在

其後刊載的蘇聯評論家論文《波特萊尔和他的「惡之花」》，均迴避了原作在譯

出語語境中的象徵主義美學意義，而將其視作一部現實主義作品進行評析。 

我們暫擱下波特萊尔及其《惡之花》在進入譯入語語境中出現了怎樣意識

形態化的“旅行”過程不談，先從美學、哲學，尤其是象徵主義的表現手法等

「詩學」層面，對《譯文》所選擇的《惡之花》片斷展開分析，以此來對比觀

察該詩在創作手法、主題觀念上與《譯文》所刊載的諸多現實主義詩作的區別。 

《譯文》選擇了《惡之花》中的 9 首詩，即《朦朧的黎明》、《薄暮》、》

天鵝》、《窮人的死》、《秋》、《仇敵》、《不滅的火炬》、《憂鬱病》、《黃昏的歌》。

我們可以注意到，在譯入語的語境中，無論詩編者對波特萊尔及《惡之花》的

介紹，以及其後列維克的論文《波特萊尔和他的「惡之花」》均沒有介紹作家作

品在現代主義文學及象徵派詩歌中的定位與貢獻，更遑論結合《惡之花》去介

紹、分析象徵派詩歌的特點、意像的使用等詩學層面的審美因素。但作為讀者，

依然可以從譯者所譯詩作的「詩學」層面中，注意到該詩與《譯文》刊載的大

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詩作的鮮明區別： 

譯者所選擇的幾首詩形成了具有內在邏輯關連、有頭有尾的「合集」，詩

作「以醜寫美」，產生了直指人心的震撼力。對詩人而言，他通過詩歌展示巴黎

社會的「醜惡」，從惡中去發覺美，以此表達他內心的孤獨憂鬱和失意沈淪。詩

人在詩作中通過選取「賣笑女人」「青紫」的眼皮、「窮婦人」「消瘦冰冷的乳房」

以及「翻湧的血流」 44等陰暗的、令人反胃的意像，大膽展現人性醜陋的一面，

痛斥巴黎社會的陰暗和腐朽。詩人這種在美學層面「秉持着形式為理念服務」

的創作手法，顛覆了詩歌評論中傳統意義上「美即善」的見解。45這種對詩歌美

學意義的探討是過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詩歌中所沒有的。 

其次，作品所透露出的「天堂」、「地獄」、「天使」、「撒旦」等西方宗教神

靈方面的意象，更是在強調領袖崇拜、提倡「無神論」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

的現實主義詩作中所不曾出現的。同時，詩作中大量象徵、通感等修辭手法的

運用也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詩歌中鮮有的。 

由此，我們可以體會到即便《譯文》沒有從現代主義象徵派的詩學層面對

這部詩作進行介紹，譯人語讀者依然可以體會到其與諸多表現手法單一、主題

                                                 
41Solomon Alhadef Rhodes, The Cult of Beauty in Charles Baudelaire, Volume 2 (New York: Institute of French Studies, 

Columbia University, 1929), 444. 
42Margaret Mein, “Baudelaire and Symbolism”, in L'Esprit créateur Volume 13 (1973), p.154. 
43Nicolae Babuts, Baudelaire: at the Limits and Beyond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7), p.116. 

44波特萊爾著《朦朧的黎明》（陳敬容譯），頁 134。 

45韓雅琪,《陰鬱和冷靜之美——談詩歌奇葩〈惡之花〉》，見《神州》，2011 年第 9 期，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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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目、頌歌口號式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詩作，在表現手法、思想內容上有着本

質區別。正如蘇聯評論家列維克在《波特萊尔和他的「惡之花」》中的評價就明

顯地表現出社會主義譯入語語境中的讀者對這部詩作「完全新穎」的感受： 
如果把一些違背古典規律的十四行詩除去不算，波特萊尔詩歌的形式是古典的。

他的古典表現在句法的嚴謹和用字的精確，也表現在整個結構的明晰穩健。但在主題上，

在形式的體系上，在詩句的組織上，以及主要是在藝術內容上，波特萊尔的詩歌比起前

人的詩歌來，有一些完全新穎的東西。除了抽象地美的、理想的事物的幻影以外，在我

們面前還揭露了在詩歌中從未打開過的人的內心深處，展開了充滿矛盾的城市和它的生

活的畫面，這種城市生活，表現上絢麗燦爛，但它的內部卻醜陋不堪，甚至令人厭惡。
46
 

因此，在《譯文》對西方現實主義文學文化敵視態度出現「鬆動」，甚至對現代

派文化出現美學層面的介紹之詩，我們不禁要問：為甚麼會有這樣一部不同於

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詩作被翻譯了進來？ 

需要肯定的是，前一個階段《譯文》完全從意識形態的層面對歐美現代主

義文學文化進行評價，並完全排斥相關作品，而此時開始出現對現代主義作品

的介紹與翻譯，並且從詩學、審美層面肯定它們所具有的特點，這一變化的主

要原因是「雙百」方針帶動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相對弱化」及文學作品審

美、藝術功能的提升。同時，在維持着表象友好的中蘇關係的影響下，蘇聯的

文學視域仍可視作大陸文壇譯介外國文學文化作品的參照。如「關於印象派繪

畫的估價問題」，就在「最近半年多以來曾經在蘇聯美術界引起熱烈的討論」47。

同時，《譯文》能在 1957 年 4 月號上刊出 6 幅之多的印象畫，並且能夠幾近通

篇從繪畫審美、創作的專業視角對印象派進行介紹的主要原因，在於當時大陸

政治環境及文化領域仍在貫徹「鳴」與「放」的方針。雖然當時在大陸文壇已

經出現了一些對「寫真實」、「干預生活」等創作方針表示「異議」的聲音。

1957 年初思想意識領域的形勢一度曖昧不明之後，到了 2、3 月間，「放」的方

針似乎還要實行下去。484 月 20 日，大陸「作協」就它所領導的幾個刊物的編

輯部召開了一個座談會，由「作協」第一書記茅盾主持。會上茅盾雖然申明反

對教條主義和反對修正主義「兩條佔線都很重要」，但他仍然贊成要「大開門」，

「對作品，要看它是不是藝術，對文章，要看它是否言之有理」，「一首好詩並

不一定非要有時代感不可」。49而周揚仍然繼續了 1956 年「雙百」實施之始中共

領導人對當時形勢發展的看法，即「階級鬥爭結束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突出

的問題」，同時非常肯定地說當前還是要「大放」，「要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50

所以，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同年 5 月號的《譯文》仍然表現了要刊登古今中外

各種流派、風格的優秀作品，包括資本主義的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決心。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既然面對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相對弱化」，為甚

麼《譯文》沒有從現代主義象徵派的詩學層面對這樣一部明顯不同於現實主義

的詩作進行介紹？《惡之花》被擇譯的原因與《譯文》對其評析角度是否存在

關連？如果說，作為翻譯的主體──譯者或編者了解譯出語的主流文學界對這

部作品的評價與認識，為甚麼不擇取其它同類作品？對這樣一部作品的譯介能

否說明《譯文》對現代主義的認識有了意識形態上的改變？翻譯的主體與主流

意識形態之間究竟存在着怎樣的互動關係？ 

                                                 
46列維克著，《波特萊爾和他的「惡之花」》（何如譯），見《譯文》，1957 年 7 月號，頁 162。 

47王琦,《印象派的繪畫》，頁 185。 

48洪子誠,《1956 百花時代》（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頁 134。 

49黃沫,《編輯工作一定要適合當前新形勢》，見《文藝報》，1957 年第 4 期，頁 1。 

50黃沫,《編輯工作一定要適合當前新形勢》，見《文藝報》，1957 年第 4 期，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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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的解決之一：譯者主體與主流意識形態的互動 

正如勒菲費爾（André Lefevere）所指出的，翻譯文學作品樹立甚麼形象

取決於幾個因素，首先是譯者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有時是譯者本身認同

的，有時卻是「贊助人」強加於他的。51那麼，譯者陳敬容在譯入語語境中，是

從何角度評析《惡之花》的？ 

首先，我們來考察譯者的身份背景。陳敬容是受 20 世紀 40 年代西方現代

派文藝理論影響的「九葉詩派」中的重要詩人。其代表人物袁可嘉如是總結道： 
（九位詩人）在藝術上，它們力求知性與感性的融合，注重運用象徵與聯想，讓

幻想與現實相互滲透，把思想、感情寄託於活潑的想象和新穎的意象，通過烘托，對比

來取得總的效果，借以增強詩歌的厚度和密度，韌性和彈性。他們在古典詩詞和新詩優

秀傳統的熏陶下，吸取了西方後期象徵派和現代詩派人如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的某些

表現手段，豐富了新詩的表現能力。
52
 

這段經驗總結被有關學者認為是對「‘九葉詩人’的詩歌藝術的最好總結」53，

其中陳敬容以「有時明快有時深沈的抒情」54被袁可嘉譽為「深受古典詩詞和西

方詩歌影響的詩人和翻譯家」55。可以說，從譯者自身的文學創作經歷與受西方

現代派詩作的影響來看，陳敬容充分具備了從美學的角度，尤其是象徵主義手

法的運用等方面去理解、鑒賞《惡之花》的能力。作為 1940 年代即開始接觸

西方現代主義詩作的譯者，陳敬容清楚地知道原作者及作品在譯出語主流文學

界的地位及詩學特徵自是情理之中。 

那麼陳敬容在《譯文》上有沒有或怎樣對《惡之花》作出了評析？ 

有一細微之處颇耐人尋味。《譯文》在行刊過程中習慣於讓譯者在翻譯完

作品之後寫一段「譯後記」，以對作家作品進行介紹。但《惡之花》的介紹並不

是以「譯後記」的形式出現的，而是以署名「編者」的介紹性文字出現。這段

文字的第一段如此寫道： 

 「惡之花」，按照波特萊爾的本意，是指“病態的花”。原書里的封面上印有一

句題辭：“……,將這些病態的花獻給……。”我國過去一向譯成「惡之花」，這「惡」
字被當成了毒花、毒草甚至毒藥了。

56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三個問題：第一，寫下這段文字的“編者”顯

然對波特萊爾與《惡之花》有過長時間的了解與研究，既了解波特萊爾的「本

意」，即在譯出語語境中作家作品的相關信息；也了解作品在譯入語其它歷史語

境中的譯介情況。「編者」所言的「過去」，自是包括了 1949 年以前中國社會譯

介《惡之花》的歷史語境。早在 1930 年代，中國翻譯界即對波特萊爾發生了興

趣，57三、四十年代，除了卞之琳、徐志摩、戴望舒等一大批詩人對《惡之花》

進行過譯介外，譯者陳敬容本人當時就是波特萊爾的“愛好者”，在 1940 年代

                                                 
51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61。 

52辛迪、陳敬容、杜運燮、杭約赫、鄭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九葉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序·頁

12－13。 

53北窗,《邊緣的吶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頁 49。 

54辛迪、陳敬容、杜運燮、杭約赫、鄭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九葉集》，序·頁 13－14。 

55辛迪、陳敬容、杜運燮、杭約赫、鄭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九葉集》，序·頁 9。 

56「編者」，見《譯文》，1957 年 7 月號，頁 133。 

571930 年的《中法大學月刊》既以 35，000 字的篇幅全面揭示了詩人的生平與創作，尤其是創作《惡之花》的背景和

心態。见查明建、謝天振,《中國 20 世紀外國文學翻譯史》（上卷），頁 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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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發表了波特萊爾的諸多詩篇。
58
從「編者」的論述來看，對這些過往譯介情

況了然於胸、颇有研究心得。 

其二，既然「編者」了解譯出語中波特萊爾的「本意」，那又為何不從譯

出語主流文學評析的立場出發對《惡之花》進行進一步介紹呢？了解「本意」

的「編者」非但迴避了原作者的「本意」，還引導讀者將「惡」字理解成「醜惡

與罪惡」的意思。雖然「編者」沒有就此概念深入闡釋下去，但我們結合《譯

文》其後刊載的列維克《波特萊爾和他的「惡之花」》一文，即可非常明晰地發

現編者所指的「醜惡與罪」，正是列維克認為波特萊尔筆下所描繪的「醜陋不

堪」、「令人厭惡」的「城市生活的內部」，以此來表現「波特萊爾對他當時資產

階級社會所產生的一切東西的醜惡」。59 

第三，「編者」的解讀明顯是在有意引導讀者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解析這部

作品。既然如此，又為何不直接引述現實主義的話語或概念，並從這一角度進

一步闡釋下去，而是隨即在下文將介紹的重點轉向了對波特萊爾生平的一般性

介紹? 

雖然我們無法直接論斷這裡的「編者」即是譯者陳敬容本人，但是我們參

照《譯文》其它譯作的行刊模式，結合上述對「編者」所撰內容的分析，再考

慮到陳敬容在 1956 年即正式調入《譯文》編輯部擔任編輯組組長的史實來推斷，

能夠既對波特萊爾有深入瞭解，又可以以“編者”名義撰寫《惡之花》介紹文

字的極有可能就是譯者陳敬容。那麼，作此推斷之後不禁令人思考：為什麼陳

敬容不依照其他行刊模式，要以「編者」而非「譯者」的身份撰寫作品介紹？

這一問題的解決與譯入語語境中對文學作品的形象建構與譯者主體的關係有關，

其中也反映了譯者與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 

勒菲費爾認為文學作品在譯入語中樹立的形象首先可能與譯者本身所認同

的意識形態有關，這一觀點即為回答譯者陳敬容沒有從象徵派詩學層面解讀

《惡之花》提供了一種可能，即譯者本身不瞭解西方主流評論對這部詩作的瞭

解與認識，或本身不具備這種理解的能力。但是上文中，我們對陳敬容身份背

景的觀察分析即可排除這種可能性。從其早期受到象徵派的影響及長期對《惡

之花》研究中，我們可以論斷，完全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解讀《惡之花》並不是

譯者完全認可的塑造其在譯入語中文學形象的方式。因而，對譯者這種評析方

式的理解就剩下另一種解釋的可能：即是譯者受到了當時作為贊助人的《譯文》

及其身後所代表的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按照勒菲費爾的理論，當譯者受

此影響時，往往在翻譯的過程中對原作進行「改寫」（rewriting），以符合譯入

語意識形態的需要。60 

20 世紀上半葉，蘇聯翻譯家對《惡之花》的「改寫」為這種假設提供了可

能。當時蘇聯的諸多翻譯家為了迎合主流意識形態，塑造資本主義社會的負面

形象，將原作在內容、形式上改寫成一部在藝術上寫實、在思想內容上主要表

現對醜惡現象的揭露和對下層人民的同情的作品。61 但是，如果我們對照《惡

之花》法文原文，撇開詩歌翻譯過程中譴詞造句、意境傳遞等技術層面不談，

再結合前文從象徵派審美詩學的角度對陳敬容譯作的分析可以看到，蘇聯翻譯

                                                 
58張松建,《「花一般的罪惡」——四十年代中國詩壇對波德萊爾的譯介》，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 年第 2

期，頁 81。 

59列維克著,《波特萊爾和他的「惡之花」》（何如譯），見《譯文》，1957 年 7 月號，頁 162，163。 

60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preface. 

61初金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視野中的波德萊爾》，見《中國比較文學》，2011年第 2 期，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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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為了符合譯入語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而進行的改寫不存在於陳敬容的譯作中。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受到譯入語意識形態的影響之下，

與之產生的互動關係。一方面譯者為了堅持自身對原作在審美詩學層面的理解，

充分發揮了譯者主體性，儘量在翻譯實踐的過程中體現《惡之花》在象徵主義

等表現手法上的特色，能夠使讀者看到其與現實主義詩作在表現手法、主題思

想的表現上有明顯區別；同時又迴避了直接以「譯者」的身份對作品進行現實

主義式的解讀，而以一種較為隱含的方式將其與現實主義聯繫起來，以符合譯

入語意識形態的需要。這種隱含的方式與其說是受到譯入語意識形態的影響而

採取的一種「迎合」態度，不如說更是譯者在堅持詩學審美的理念下，對意識

形態操控原作在譯入語中形象的建構而體現的一種「反抗」意識：其一，譯者

在解讀時並沒有將這種現實主義的理解模式顯性化；其二，在譯者無法正面地

從象徵主義詩學層面對作品進行解讀時（原因下文詳述），而將評析的角度轉向

了對波特萊爾生平的一般性敘述；其三，「譯者」與「編者」在某種意義上是兩

種相互對立的概念。「譯者」突顯的是作為翻譯主體、對作家作品有獨立判斷能

力的個體而言；而「編者」作為一個集體名詞，則成為代表主流意識形態而進

行文學翻譯活動的《譯文》期刊的代名詞。陳敬容以「編者」而非「譯者」的

身份對作家作品進行介紹，其實也就包含了如下潛台詞：作為翻譯個體的譯者

對作家作品的理解，是與代表主流意識形態的《譯文》不一樣的。 

 

（三）、問題的解決之二：社會主義視野中的波特萊爾——譯入語文化語境下的

作家作品形象建構 

在上文分析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追問，面對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相

對弱化」，對這樣一部與現實主義手法有明顯差異的《惡之花》，《譯文》為什麼

無法正面地從象徵主義詩學層面對作品進行解讀，而是通過發表列維克的論文

《波特萊爾和他的「惡之花」》強化這部作品在譯入語語境中所具有的現實意義，

並試圖將這部作品納入現實主義的範疇之內？《譯文》對其在審美、詩學層面

的肯定是否意味着大陸文壇開始放棄原先意識形態層面的評價立場？ 

首先，我們要注意到，《譯文》在對現代主義做出審美與詩學的肯定的同

時，並沒有指出「日丹諾夫主義」式的文學批評不再適用於現代主義文學文化，

也就更談不上從意識形態的層面重新做出價值判斷，以對現代主義「平反」。就

在文化氛圍較為寬鬆的 1956、1957 年，中國文壇對現代主義的價值評判依然基

本上維持了 1950 年代上半期的說法，沒有出現較大更動。現代主義文學依然被

視作現實主義文學的對立面，而處於被指責、否定的地位。1956 年中國依據莫

斯科大學外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寫成的《英國文學史教學大綱》（草案）在「現代

英國文學」部分介紹了「二、三十年代在英國文學中占統治地位的頽廢主義文

學」62 ；1957 年出版的《外國文學參考資料》中，將奧尼爾指責為「美國文學

界的腐化分子」，認為他的劇作「充斥着徹底的頽傷的世界觀」和「悖逆人性的

十足的法西斯意味」63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相對弱化」並不就

意味着「絶對弱化」，它是相對於文學藝術審美、詩學功能的提升而言。對資本

主義文學，尤其是現代主義文學審美功能的提升，並不意味着就此忽略、甚至

否定了原先對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評判。 

我們可以注意到，現代主義文學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具有明顯的

                                                 
62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部審訂《英國文學史教學大綱（草案）》，頁 41。 

63劉海平、朱棟霖,《中美文化在戲劇中交流——奧尼爾與中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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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它首先屬於資本主義文學範疇。在「冷戰」形勢嚴峻的 1950 年代，奉

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大陸文壇在處理資本主義文學時非常小心。一般非「進

步」、「左翼」作家和作品，或是不能直接反映資本主義社會「陰暗面」的作品，

很難進入大陸文壇。這方面從前一階段《譯文》的譯介特點中就可以看出來。

到了 1956 年、1957 年之交，又爆發了「波匈事件」，更加劇了社會主義與資本

主義兩大陣營的對立，隨着中蘇兩國文壇開始從意識形態的層面加強對社會主

義現實主義的「保衛」，必然使得《譯文》要更為謹慎地處理資本主義文學文化

的譯介。而現代主義文學，由於其作家、作品鮮有屬於「進步」或「左翼」的

範疇，再加上其表現手法、表現內容的「特殊性」，更使得這類文學體裁難以產

生直接為社會主義政治、文化服務的效果。這些性質也就決定了在當時的社會

政治環境中，對現代主義文學文化的評價不大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乃至顛覆。

所以，在 1957 年這樣一個從「雙百」向「反右」 過渡的特殊年代裡，在提升

現代主義文學文化審美功能的同時，緊跟政治形勢發展的需要，強化社會主義

意識形態，依然是《譯文》擇譯、評析作家作品的指導原則。故而，從象徵派

詩學審美的角度解讀《惡之花》顯然不符合譯入語意識形態的要求。 

這一解釋似已從表面回答了為什麼《譯文》要將《惡之花》納入現實主

義的原因所在。一方面，無論是譯者主體還是作為直接贊助人的《譯文》編委，

在完全知曉《惡之花》在譯出語語境中實是一部現代主義作品的情況下，利用

當時「雙百方針」下意識形態「相對弱化」的譯介環境，擇取了這樣一部作品，

讓讀者瞭解、欣賞到不同於現實主義寫作手法的其它形式的「世界文學」；另一

方面，則是為了迎合現代主義文學在譯入語語境中依舊被排斥的立場，試圖將

《惡之花》納入現實主義範疇，以贏得譯介的「合法性」。《譯文》這一擇譯模

式再次體現了在整個譯入語多元文化系統內，作為子系統的翻譯文學是如何與

意識形態展開互動的。 

如果我們說《譯文》「一廂情願」地將《惡之花》作為現實主義作品進行

擇譯的話，頗難解釋譯者或編者在對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在譯出語語境中的地位

有深入瞭解的同時，為什麼不選擇其它在譯入語語境中屬於象徵派的文學作品，

並先通過文學審美的譯介之後，再「試圖」將其納入現實主義的文學範疇？事

實上，《譯文》對《惡之花》從現實主義的立場進行「建構」絶非「一廂情願」，

而《惡之花》在社會主義譯入語語境中被作為現實主義文學看待，也絶非個案。 

早在 19 世紀，俄國文學對波特萊爾的現實主義解讀即以開始，當時一批

俄譯者向俄國讀者介紹波特萊爾時有兩方面的共同點：一是關注《惡之花》鞭

笞社會現實的一面，視波特萊爾為法國激進的、極具革命精神的現實主義詩人；

二即是通過上文所提及的「改寫」現象，使其譯作實現為民主革命服務的目的。
64 有學者總結了俄國對波特萊爾現實主義解讀的三點成因。一是受當時法國對

波特萊爾認識侷限的影響。1857 年《惡之花》甫一出版，法蘭西第二帝國法庭

即以「粗劣的‘現實主義’勢必導致對風化之傷害」為罪名，向波特萊爾本人

和《惡之化》的出版商處以罰款。這一情況與當時法國民眾對社會失望的現狀

有關。法國人對波特萊爾認識的侷限直接影響了俄國當時對波特萊爾最有力的

宣傳者雅庫博維奇的解讀。第二，19 世紀中後期，俄國文學現實主義氛圍濃厚，

法蘭西第二帝國對波特萊爾的審判, 恰被俄國文學家們視為被強權政府壓迫的

同胞兄弟，他們發現了波特萊爾作品中激進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的因素。三

                                                 
64 初金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視野中的波德萊爾》，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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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波特萊爾作品中也存在現實主義因素，尤其是對現代社會醜惡現象的揭露對

俄國文學家用現實主義視角去解讀他的作品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65所以在

19、20 世紀蘇俄的譯入語語境中，《惡之花》即是被作為現實主義作品來對待

的。 

到了 1957 年 7 月份，大陸「反右」運動已正式拉開序幕。所以在對一部

譯出語語境中的現代主義名作進行譯介的時候就需要講究一定的策略性。《惡之

花》在蘇聯文學視域中的「現實主義傳統」成為了《譯文》譯介《惡之花》最

具說服力的「合法」因素。而這一因素正是其它象徵派詩作所不具備的。 

蘇聯評論家列維克的論文《波特萊爾和他的「惡之花」》是同年蘇聯《外

國文學》3 月號上譯載波特萊爾 10 首詩的引言。可見，只要是蘇聯文壇譯介的

西方資本主義文學作品就能在當時大陸的文化語境中得到極大的生存可能。其

次，最為重要的還是要分析列維克如何評介波特萊爾和《惡之花》，這才是這位

現代主義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得以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土壤中生存的根本原因。

文中有兩個方面的說法值得注意： 

首先，在《惡之花》的出版過程中，列維克認為因為書中的詩作表現了波

特萊爾對資產階級社會所產生的一切東西的厭惡，以至於當時它的出版被作為

有傷風化的事件而罰款，同時書中部分詩篇被刪去。列維克將《惡之花》視作

法國官方與輿論的「仇視」對象。66這樣就等於把波特萊爾和《惡之花》歸為與

「進步」、「左翼」作家和文學作品相同性質的「陣營」之中——在社會主義文

學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學文化相對立的情況下，只要是資本主義反對的，或是反

對資本主義的，都是受社會主義歡迎的。因此，當《譯文》指出「進步文學」

就是「站在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立場上的文學」
 67
的時候，波特萊爾在列維克

的筆下儼然成為資產階級的叛離者，他的文學作品自然就成為「進步文學」一

類：「他的美學鑒別力和真理的感覺還是不容許自己以藝術上的同情寄之於反動

陣營」；「從憎恨通行的和偽善的資產階級道德，憎恨平凡真理……甚至不道德

的東西，彷彿只要它不帶有資產階級庸俗作風的氣息，他也樂意接受。」68 當

把波特萊爾推向資產階級的反面之後，社會主義文壇也就自然而然地為其譯介

敞開了大門。更何況，在通過這扇大門的同時，波特萊爾還手持一張「通行

證」——高爾基對他的讚譽： 
高爾基很高地評價了波特萊爾創作的這種反抗精神，講到波特萊爾時曾說過，他

「生活在邪惡中，而熱愛着善良」，並且把這個在重商主義和首先衰微的氣氛中發霉的

詩人列入這樣的藝術家之內，他們是「更正直、更敏感的人，具有尋求真理和正義願望

的人，對生活有極大需要的人……他們自己心中有着永恆的理想，不願意在偶像面前低

頭。」 69
 

其次，作者非常巧妙地處理了波特萊爾與所謂「頽廢主義」之間的關係。從作

者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作者眼中有兩種形式的「頽廢」。一種是波特萊爾

式的，是「精美」、「精煉」、「精緻」的同義字，它是「達到極度純熟的藝術，

一種在衰老文學的夕陽下產生的藝術。這是一種琢磨的、複雜的、充滿織巧和

精細層次的風格……」，因此在「波特萊爾的風格中幾乎感覺不到什麼特別琢磨、

                                                 
65 初金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視野中的波德萊爾》，页 140－143。 

66 列維克著，《波特萊爾和他的「惡之花」》（何如譯），頁 162－163。 

67《譯文》，1958 年 8 月號，頁 158。 

68列維克著，《波特萊爾和他的「惡之花」》（何如譯），頁 163－164。 

69列維克著，《波特萊爾和他的「惡之花」》（何如譯），页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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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分新奇、故意弄得複雜的地方」。而後來的「頽廢主義」則是「矯揉造作、遠

離生活的文學客套」。所以作者認為，對於波特萊爾式的「頽廢」的理解是俄羅

斯「進步」批評家對其創作中矛盾和複雜性的正確估計；而傳統觀念中把波特

萊爾與後世奉行「矯揉造作的和陰暗病態」的頽廢主義者混為一談，並將其視

作頽廢主義和象徵主義的創始人實在是對波特萊爾及其風格的極大「誤解」。70 

我們可以注意到，在蘇聯 1950 年代出現的「解凍文學」思潮過程中，對

「日丹諾夫主義」的批判主要還是侷限於社會主義文學創作中「寫真實」、「干

預生活」、「粉飾人物」等手法、觀念的爭論上。而當真正涉及如何評價非社會

主義現實主義的資本主義文學，尤其是具有多種「特殊性」的現代主義文學時，

卻幾乎沒有實質性的反叛的爭辯。從列維克對兩種「頽廢主義」的區別可以看

出，作者顯然要將波特萊爾排除出當時社會主義文學中對「頽廢」的負面理解，

以此進一步為波特萊爾及其作品在譯入語文化語境中獲得得以譯介的「合法性」。

這顯然在昭示着，在大陸的譯入語文化語境中日丹諾夫對資本主義文學「頽廢」

的價值判斷，並沒有因為蘇聯「解凍」思潮的出現而得以改變。而這篇評論在

《譯文》的出現，這也就進一步印證了在當時的大陸文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對資本主義文學的處理並沒有因為對其審美、藝術功能的提升而「絶對弱化」。

當大陸進入「反右」鬥爭之後，這種跡象也就表現得更為明顯。 

1958 年 8 月，當《譯文》借用挪威評論家馬丁·納格的論述，將現代主義

定位為「反動」、「失敗」、「悲觀」、「錯誤」的表現方法71，並再次將其從意識形

態的層面推向「進步文學」的反動時，「雙百」方針帶動下的文學藝術審美性的

短暫提升也就終於走到了末路。這也昭示着《譯文》重新調整其譯作擇取的標

準、並再次徹底排斥歐美現代主義文學也將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70列維克著，《波特萊爾和他的「惡之花」》（何如譯）。页 164。 

71文中如此論述到：「現代主義，作為一種綱領，帶有明顯的反動性和失敗主義性質。這是一種宣揚死亡的思想。我們

懂得現代主義的悲觀失望情緒，同時也否定它想解決我們的問題的那種極不妥當的、錯誤的嘗試。」（《譯文》，1958

年 8 月號，頁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