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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拜伦之困境 ：英国浪漫主义 

诗人的苏格兰性 

宋 达 

摘 要： 百年汉译英国文学历程中，始终未考虑拜伦本人的身份认同(视 自己为苏格 

兰人)以及苏格兰学界对其的态度(尊他为苏格兰伟大诗人)，视他为英国最伟大的浪 

漫主义诗人。这种去苏格兰化的认知，导致他文学活动中的苏格兰认同无法得到呈现。 

造成如此窘况的原因，直观上是 因沿袭主流英国文学史家之说 ，实际上是缺乏对英国文 

学和拜伦的中国主体性认知 ，因而看不到英 国文学史家关于拜伦研究屏蔽其 苏格兰身 

份 问题的 内在原 因。正视苏格兰在英国的主体性地位，也就促使承认 苏格 兰学界关于 

拜伦研究成果的正当性，为以后的重译拜伦工作中，精准呈现其诗篇中的苏格兰性或苏 

格 兰诉求提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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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良在《苏格兰诗歌的发现》一书中说： 

“人们听到拜伦是苏格兰诗人，也许感到诧异，其 

实如他 自己说的，在血统上他是半个苏格兰人 ，在 

教养上他整个儿是苏格兰人 ，而且始终不忘故土， 

就在他的以全欧为背景的杰作《唐璜》里，也有宣 

泄他的乡愁的动人段落。” 把拜伦和苏格兰关联 

起来，并 非 王佐 良一 厢情 愿。弗 莱 明 (Anne 

Fleming)撰写的《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追寻拜伦踪 

迹 ：旅行指南》(In Search ofByron in England and 

Scotland：Guidebook)记 载 了拜 伦 (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留下 的足 

迹 ，以及相关作品中留下的苏格兰文字。的确，拜 

伦曾在苏格兰阿伯丁市的优质中学阿伯丁文法学 

校 (Aberdeen Grammar Schoo1)读过书。现在这所 

学校人口处竖立着唯一的雕像 ，就是拜伦全身立 

像，由苏格兰著名雕像家和诗人麦克吉利夫雷 

收稿日期：2017—02—26 

作者简介：宋达，女，河南洛阳人，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北京 100081)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英国文学框架下汉译苏格兰文学之困境”(15YJA752012)的阶段 

性成果 。 

① 王佐 良：《带一门学问回中国：英国文学的信使王佐良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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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Pittendrigh MacGillivray，1856—1938)用 

阿伯丁盛产的花岗岩 1902年雕刻而成，表达了苏 

格兰人对拜伦的尊敬。学生以有拜伦学长 自豪； 

校友以与拜伦同出一所学校 ，深感荣耀。 

可是 ，百年汉译英国文学历程 中，始终没有考 

虑到拜伦本人的论述、苏格兰对其的态度，把他视 

为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梁启超《新中国 

未来记》转引拜伦《哀希腊》两节以降，经苏曼殊 

汉译《拜伦诗作》，与鲁迅《摩罗诗力说》所论相呼 

应：(拜伦)“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 

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 

大其 国于天下”，至 1924年拜伦逝世百年出现译 

介高潮，如《小说月报》第 15卷 4号(是年 4月) 

推出“拜伦专辑”，自此成为汉译最多 的英国诗人 

之一，“反对英 国政府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形 

象，也由此固定下来。不顾及拜伦苏格兰身份的 

译介、定位，百余年已然成为习惯，任何一部汉语 

英国文学史著作关于拜伦的论述中皆然。王佐良 

认为拜伦和苏格兰文学有关，在百年译介史上，乃 

是空谷足音：前未有任何译介者提及，后也没人注 

意到这样的重大发现而推进之。唯在苏格兰文学 

译介和研究上功勋卓越的王佐良《英国诗史》①和 

《英国文学史》②对其身世中的苏格兰因素有所涉 

及，但应者寥寥。 

不否认 ，拜伦在 中国作为积极英 国浪漫主义 

形象的形成，百年来基本上和苏格兰经历无关，其 

苏格兰因素无法得到呈现，直观上是因沿袭主流 

英国文学史家观点，实际上是缺乏对英国文学和 

拜伦的中国主体性认知，因而看不到英国文学史 

家关于拜伦研究屏蔽其苏格兰身份问题的内在原 

因。正视苏格兰在英国的主体性地位，即承认苏 

格兰学界关于拜伦研究成果的正当性 ，为以后 的 

重译拜伦工作 中，精 准呈现其诗篇 中的苏格兰性 

或苏格兰诉求提供可能性。 

期)就指出，新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最初十年历 

程，存在着语言一般化、语言庸俗化等缺陷，并且 

这类缺陷在拜伦作品汉译中特别明显，如《唐璜》 

(Don Juan，1818—1823)原作使用的“平易然而 

洗练的日常语言”，是为了更好地批判和讽刺当 

时欧洲社会生活，朱维基虽然认真而严肃翻译该 

作，却未选用与此相当的语言，致使“原作中的日 

常语言在译本中变成了平庸的语言；原作中干净 

利落、锋利如剑的诗句，在译本中成了拖泥带水、 

黯淡无光的文字”；杨熙龄所翻译的《恰尔德·哈 

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是“大 

体上还不错”的中译本，但第三章中的几段描写 

显示，译者没顾及原作的风格、意境、情调，在语言 

上套用我国旧词曲中的唱本滥调，往往破坏了原 

诗的气氛和格调，不是创造性的做法，反而显示出 

“语言庸俗化”趋向。 

新月派著名诗人卞之琳(1910—2000)毕业 

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于西南联大，1947—1949 

年曾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在牛津大学从事英国 

文学研究，而袁可嘉(1921—2008)则于 1946年 

毕业于西南联大英文系。无论是否知道英 国关于 

拜伦的论争，至少他们是按剑桥或牛津《英 国文 

学史》去理解拜伦的，因而不会探究主流英国文 

学史关于拜伦的论述是否有 问题 ，只是就汉语表 

达方面讨论拜伦诗作翻译问题。实际上，在重译 

最多的《唐璜》第三章(Canto III)《哀希腊》(The 

Isles ofGreece)中，若就语言层面对比梁启超、苏曼 

殊、马君武、胡适、闻一多、卞之琳等人的译作与原 

作，差别很大，除了能显示出译者以不同诗体翻译 

的魅力之外，对他们翻译的准确性、语言特色等方 

面进行更多讨论，意义有限。因为原文乃叙事诗， 

没有使用表述复杂的英语句子；不是语义复杂的 

抒情诗 ，更不是语义含混的现代 主义诗歌，对这些 

英语功底极好的翻译家而言，在字、词、句理解方 

面，不会产生很大歧义，差别是基于对阅读这首诗 

的心境，尤其是把它视为英国诗歌，并用来作为中 

国的现代思想资源。以《哀希腊》第一节为例： 

早在 1959年，卞之琳和袁可嘉等《十年来的 

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评论》同年 5 The isles of Greece，the Isles of Greece! 

① 王佐良：《英国诗史》，南京 ：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 

② 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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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群岛呀，希腊群岛!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热情的萨福在这里恋爱和歌唱，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在这里生机盎然， 

Where Delos rose，and Phoebus sprung! 

提洛岛就凸显在这里，福波斯到也跃然 

眼前 !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永不退去的夏季把它们装扮得金光闪闪， 

But all，except their sun，is set。 

可是 除 了这 些 岛屿 上 的 阳光 ，一 切 都 

消沉。 

可以看出，就语言层面而言，上述诸多翻译名 

家，大多未严格遵从英语语法规则、修辞要求，而 

是分别根据自己的文学修养、译诗目的，选用不同 

的汉语句式、诗体。对此，王佐 良《谈穆旦的诗》 

评价查良铮的翻译：“他最主要的成绩是拜伦长 

诗《唐璜》的全译本，全诗十七章十四节都以略加 

变通的意大利八行体 (ottawa rima)为格律译出， 

保持了拜伦的口语体以及讽刺艺术的几乎一切特 

点 ，读起来象原著一样流畅生动 。”①上述译者 ，大 

多独立于《唐璜》而单独翻译这十六段诗句，给译 

者翻译过程提供了非语境化的自由度，但查 良铮 

则把它作为《唐璜》一部分来翻译，必须兼顾这首 

叙事长诗的实际情形。这首叙事长诗的表述，经 

常是在故事主人公和叙事主人公之间转换，第三 

章多是叙事主人公的语句，客观上 自由度要高一 

些。而第八章是关于唐璜和约翰大胆而勇敢加入 

攻击伊斯梅尔队伍，他们攀人城墙参与战斗，伊斯 

梅尔的胜利招致四万土耳其人被杀戮，包括妇孺 

儿童。这章关键是唐璜高贵地从哥萨克杀手下救 

助了十岁穆斯林女童，义无反顾地把她收养为女 

儿。受《古兰经》启示，勇敢的死可以得到去天堂 

的奖赏，一位鞑靼贵族勇敢地战死在 自己五个儿 

子身边。唐璜作为一位英雄被派往彼得堡，有这 

位名叫莱拉的穆斯林女孩陪伴，他发誓要保护她。 

带有诸多事实性的情节内容，翻译过程中的自由 

度显然小很多。因此，重新考虑百余年来拜伦译 

介史 ，完全不能局限于字 、词、句层面 ，而是要 回到 

汉译英国文学史框架下，和苏格兰关系非常密切 

的拜伦 ，其独特性是否得到了再现 ，从而让 中国人 

理解切近事实的拜伦。 

相较于雪莱、济慈，抑或华兹华斯、柯尔律治、 

骚塞等英国其他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中国不仅 

是被关注度最高的，而且也是切实产生社会效应 

的诗人。这种情形，与拜伦在英国和欧洲被接受 

的程度 ，竟然有 某种程度的“呼应 ”：拜伦在英 国 

是被争论最多的，是因为对英格兰正统 价值观挑 

战甚多，反而赢得 民主意识 高涨 的欧洲读者之赞 

许，也就是说，他作为直接对英国和欧洲社会产生 

切实影响的浪漫主义诗人，批评家积极讨论，主流 

英国文学史界却非常警惕。 

呼应的，不仅是这些，更有拜伦在中国被译介 

的历程，无论在中国有多高的声望，终究是没能解 

释清楚其文学活动的复杂性。而这种情形，和罗 

素《西方哲学史》所说的拜伦在欧洲被神话的情 

况，有惊人的相似：“必须承认，拜伦的浪漫主义 

只有一半真诚。有时候 ，他会说波普 的诗 比他 自 

己的诗好，但是这个意见多半也只是他在某种心 

情下的想法。世人 向来一 味要把拜伦简单化 ，删 

掉他的广大无边的绝望及对人类 的明言轻蔑中的 

故作姿态的因素。拜伦和许多其他著名人物一 

样，当作神话人物来看的他比真实的他重要。看 

作一个神话人物，特别在欧洲大陆上他的重要性 

大极 了。”②也就是说 ，拜伦在英 国之外所产生 的 

效应比英国要单纯，而拜伦在中国的盛名，无论是 

在 1924年之前高潮迭起的翻译，还是在经历拜伦 

去世百年之际的译介和讨论高峰之后，皆与欧洲 

类似。类似还在于，在中国的盛名更多是译介者 

推动的，并不探究拜伦早年的苏格兰经历及其对 

文学创作和思想之影响，或者说，他作为贵族何以 

挑战正统价值观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正视。职 

是之故，汉译拜伦就留下了诸多问题，从而影响了 

认识拜伦的深度 。 

按主流英国学者的英国文学史观认识所谓英 

国经典作家作品，是百余年来译介英国文学之基 

① 王佐 良：《中楼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85页。 

② [英]罗素 ：《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第 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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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律。而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学史家在论及拜伦 

时，无不是把他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来认识的。 

20世纪初 中国热衷于译介《哀希腊》，或者在 

1950—1970年代末按苏联观点认识英国文学，虽 

然直观上是中国局势促成的，但选择对所谓拜伦 

的经典作品之译介、讨论，却和英美学界对拜伦的 

关注度一致；20世纪初已经被英国主流文学史家 

视为浪漫主义经典的《唐璜》，同样也是被汉译和 

讨论得最多的诗篇，尤其是其中的第三章片段。 

此外，和主流的英美文学史家观点高度一致，中国 

对这部叙事长诗的译介和讨论，竟然也与苏格兰 

无甚关联，虽然叙事主人公明确声言“我生来一 

半苏格兰人血统”。 

然而，就在拜伦被主流英国文学史去苏格兰 

化过程中，却产生了许多拜伦研究成果，它们不断 

颠覆剑桥或牛津《英国文学史》关于拜伦的认知。 

不否认，勃兰兑斯《英国的自然主义》虽未直接论 

述拜伦文学活动的苏格兰因素，但指出拜伦是明 

确否决英格兰价值观的，说他对当时流行的口号 

“天佑吾王”十分憎恶，认为“大英帝国的海上霸 

权”、“光荣的英国宪法”、“高贵的国王们”等十分 

可憎。① 这种情形甚至影响到主流英国文学史写 

作，如桑德斯《简明牛津英国文学史》在具体论述 

拜伦的文学活动时，尽管拒绝将他和苏格兰关联， 

然而客观上却把这位诗人和苏格兰作家并置起 

来，说拜伦对司各特表达了无限的倾慕(如是转 

述拜伦日记内容：“司各特是苏格兰的菲尔丁，也 

是杰出的英国诗人”，“英国了不起的人!”)，尤其 

是断言“拜伦，就如司各特那样，用一种革命时代 

之最清楚的表达，打动了那群最初、最具鉴赏力的 

读者。他流畅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不满和 

经常表现出的狂热。但司各特是从局内人角度解 

释从过去到现在的演变，以调和历史矛盾 ，而拜伦 

宁愿当一名局外人，他 自己的时代和文化之异常 

性，使他既烦恼又兴奋”②。如此论述，指出拜伦 

精神的时代性，客观上表明它未必和苏格兰经历 

无关。 

不否认，大多数中国人著述的《英国文学史》 

或多或少会提到拜伦随母亲在苏格兰阿伯丁生活 

多年，但不会解释阿伯丁之于苏格兰的地位，更不 

会论述这段孤儿寡母在苏格兰的经历，对拜伦此 

后创作和思想的影响。其中，金东雷《英国文学 

史纲》论及他母亲有苏格兰血统，认为他成为英 

国文学的革命家，从他父系血统里继承了放荡不 

羁和反抗英国旧有的习惯、思想、道德和礼教，乃 

至一切尝试冒险的精神；从他母系血统里承袭了 

多愁善感的、无常的、狂热的性格，和一切妇人的 

才能，所以他长大了，在文艺上和在人格上是一半 

罪恶一半道德的融合。③ 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断， 

在具体论述其文学创作时，则无法用来说明实际 

问题 ，即没有一处指出苏格兰经历、二分之一苏格 

兰血统，对其哪首诗或哪种思想，有切实的意义。 

拜伦作为第一个直接影响民众的诗人，诗歌 

充满着个人不加限制的情绪，但英美主流《英国 

文学史》不以为然，认为他是“歌颂 自由的诗人。 

由旅行漫游想要达到自由和理想。热诚地热爱自 

然山水”，“他是一个伟大而有魔力的人，但不是 

伟大导师和深刻的思想家，并且他时常写出粗率 

的英文”。④这样论拜伦，显然和他能进入《剑桥 

英国文学史》相矛盾。不过，表面上这样做似乎 

有根据——《爱丁堡评论》是倾向于英格兰的苏 

格兰辉格党人所主办，1808年二月号发表未署名 

的作者书评，攻击拜伦的诗集《懒散的时光》说： 

“在英国受过教育的人中，十有八九写过诗，那剩 

下的第十个人写出的诗比拜伦勋爵的诗歌要好很 

多。”然而这样的批评不足以采信，一方面此后拜 

伦作品源源不断刊行，有不少是在极为重视英文 

水平的伦敦出版社问世的，这意味着他的创作不 

存在英文水平问题；另一方面英国曾试图向大英 

帝国所辖地区推广英文教育，现在仍希望向世界 

推广英式英语，《剑桥英国文学史》是确定使用什 

么样的英语语料之标准，不可能把英文水平低的 

作家列入其中；能把拜伦列入其中，至少是在于他 

能用相当的英文水平创作。拜伦问题是因没用英 

①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册《英国自然主义》，徐式谷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版，第 441页。 
② [英]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下)，谷启楠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 552—553页。 

③ 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 246页。 
④ [英]德尔默(F．Softon Delmer)：《英国文学史》，林惠元译、林语堂校 ，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版，第 66—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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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表达 出大英帝 国的认 同感 ，造成这种对母 国身 

份认同缺失的原因，正和苏格兰在联合王国被边 

缘化不无关系。 

拜伦早年的苏格兰经历及其意义的问题，在 

主流英国文学史 中始终是被挤压 的，无法得到呈 

现。若是继续遵从主流英国文学史观下的拜伦之 

论，那么就会对专门的拜伦研究成果，包括传记所 

提供的诸多重要信息，不会特别在意。实际上，20 

世纪初以来，中国一直推崇拜伦的伟大形象，通过 

《唐璜》阅读，把他在爱情和婚姻上的不足，解释 

为追求个人 自由。并且，许多传记都考察拜伦婚 

姻及婚变之后永 远离开英 国的原因 ，不是一开始 

就怀有要参与希腊等欧洲国家脱离奥斯曼帝国的 

伟大理想，而是肇始于他最终娶了安娜 ·贝拉：他 

本人对这场婚姻一开始就充满着经济学的计算 ， 

“拉尔夫·米尔班克爵士正打算给女儿一份年收 

人为一千英镑的嫁妆 ，三百英镑给拜伦夫人作零 

用钱，七百英镑给拜伦勋爵作为终身年金。将来 

有一天，安娜·贝拉会从温特沃斯勋爵那儿继承一 

笔年收入为七千或八千英镑 的财产 ，由她和拜伦 

勋爵平分。在拜伦一方，以纽斯特德庄园的财产 

作为担保，正式给妻子总数达六万英镑的一笔收 

入，估计年收入为两千英镑”①。这种婚姻算计， 

和他婚前滥情，以及婚后很快就很不严肃地对待 

婚姻、残忍对待新婚妻子，由此引发其妻子及其家 

族的反对、社会的指责，这些似乎是无需讨论的话 

题。实际上，它们如何影响了其世界观，并通过诗 

歌创作表达出来 ，却是无法 回避的敏感话题 ：背后 

是因他有对苏格兰初恋的美好体验，相形之下，英 

格兰人在男女关系、婚姻上的选择 ，无法和坚守传 

统的苏格兰相提并论。 

针对大量的拜伦传记研究成果，以及主流英 

国文学史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排斥 ，对主流英 国文 

学史观下的拜伦之论 ，就得谨慎待之 。 

1970年代以来苏格 兰文学研究界关 于拜伦 

文学活动中的苏格兰因素之研究，对我们反思百 

余年来近乎从未认真讨论过的重要现象，提供了 

极大的启示。本来，诸多《英国文学史》和《拜伦 

传记》中，汉语读者已知晓拜伦和苏格兰关系，那 

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氛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并影响他终生和其后的诗歌创作。因为遵从主流 

英国文学史观，尽管传记研究指出了这些事实，但 

我们在分析拜伦创作时，全然无法考虑到苏格兰 

经历对具体影响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若重视 

拜伦早年苏格兰经历及其对他此后创作之影响问 

题，那么《懒散的时光》就不是一部简单的成名 

作，而是开启拜伦以反对大不列颠正统价值观的 

视角，在写英格兰借助联合王国的框架下，他本人 

痛感郁闷。这部诗作有不少篇章表达了拜伦青少 

年时期的炽烈感情，更有篇幅直接书写其苏格兰 

情怀和正统价值观所不容的现象与思想，公开流 

露出对社会秩序的挑战，触动了当时英国诗坛的 

沉闷，因而遭到《爱丁堡评论》恶评，并暗示拜伦 

有“苏格兰 口音／特点(Scotch accent)”。对此 ，拜 

伦发表诗篇《英格 兰游吟诗人 和苏格 兰评 论者》 

(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a Satire)反驳 

他们。 

继而发现，拜伦创作过程若注意传统经典意 

象时，他记住的是其苏格兰之根，这就是《懒散的 

时光》所说的“英格兰!你的诸多美丽是驯养的 

和驯服的／对于在远处有 自己山川河流的人来说／ 

啊，那里的各种峭壁是荒凉而宏伟的／The deep 

frowning glories of dark Loch na Garr”。后者显 然 

指阿伯丁、洛赫纳加山的苏格兰自然景观。 

诗篇《岛屿》(The Island)中，拜伦就抒发了对 

苏格兰高地风光的眷恋：“故土的大 自然风景给 

我的滋养 ，无论横梗在我们与童年 的情感之间为 

何物，我爱故土风景至终，这种情感带我返回风景 

初人眼帘之时。无论谁，最初见识高地非同寻常 

的蓝色，一定会爱上那里的山峰，每座山峰蓝得那 

么相似，又蓝得那么迥异⋯⋯”② 

代表作之一的诗剧《曼弗雷德》(Manfred：A 

Dramatic Poem)第一幕第二场也有苏格兰风景： 

“悬崖峭壁呀!我就站在你边沿线上／俯视着下 

面激流两岸的高大树林／从遥远炫 目之地，小得像 

① [法]莫洛亚：《拜伦传》，裘小龙、王人力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 189页。 
② George Byron．The~land．Whitefish：kessinger publishing．P．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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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灌木丛⋯⋯我感到了冲动，但我没有跃下／我 

感到了威胁，但我没有畏缩／我感到眩晕，但我没 

有挪脚／我身上有一种力量控制着我／⋯⋯眼前的 

世界多么美丽!”这里写的不是英格兰平原，而是 

苏格兰高地风光 ，以及对这种风光的迷恋。 

同样重要的是，拜伦在阿伯丁时期，经常出人 

有加尔文教色彩的苏格兰教会，“拜伦是在《圣 

经》熏陶下长大的苏格兰青年”，因此在生活中对 

那些已婚的女人找情人，包括他所遇到的这类情 

人，他是不敬的，甚至谴责通奸的女人，认为自己 

这样的看法不是仓促的，而是从致命的经历中产 

生的，而他的新婚妻子也认为他精神深处潜伏着 

加尔文主义，这正是苏格兰教会的特征，他也确实 

向妻子承认“最糟糕的是我确实信教”。① 这种人 

生观影响了他的爱情诗写作，如《记着你!记着 

你 !》就是讽刺背着丈夫和他恋爱的卡洛琳夫人 

的。对此，斯皮尔(Roderick S．Speer)教授在《拜 

伦和苏格兰文学传统》一文中特别指出：拜伦童 

年时期在苏格兰亲身感受到“阴郁的加尔文教派 

(苏格兰长老教)”，这为他“塑造拜伦式英雄”提 

供了背景依据，并造成他的许多人物形象吻合的 

不是英格兰传统，而是苏格兰传统，所以他的作品 

在色调和主题上，在英格兰传统看来是反常的。 

《唐璜》的讽刺美学，是苏格兰的，而不是英格兰 

传统。邓巴的《争吵》和英格兰的讽刺交集处甚 

少，但这些对拜伦影响甚巨。② 

进而，也就明白了，拜伦的诗歌为什么要表达 

相信人的命运(宿命论)，认为人是矛盾的统一体 

等。而这些 正是古 苏格兰文 学主题，如邓 巴 

(William Dunbar，1460—1520)的诗歌就充满 着 

这样 的意识，受其影响 的彭斯 (Robert Burns， 

1759～1796)《奥桑特》(Tam 0’Shanter)也有这种 

悲观。拜伦式英雄有苏格兰教会中的加尔文教色 

彩，在《曼弗雷德》、《异教徒》之类塑造拜伦式英 

雄之作中，都隐隐约约有苏格兰背景。英雄，在此 

是和黑暗斗争失败的人，仍在坚守 自己的理想。 

这是苏格兰文学传统，如邓巴《争吵》(flyting)热 

衷于书写在有限的人生中，人仍然要保持生命力 

旺盛、精神饱满。或者说，不考虑苏格兰之根，是 

无法理解拜伦式英雄的。如此之论，揭示出拜伦 

与基督教关系的重要性，以至于第十二届拜伦国 

际研讨会讨论的就是《拜伦、圣经与宗教》，而贝 

蒂(Bernard Beatty)《伊斯兰教中的加尔文教：< 

异教徒 >之阅读》(载《浪漫主义》杂志 Vo1．5 

Issue 1，1999)则专门讨论他作品中的加尔文教 

问题。在三卷本《苏格兰文学史》看来，包括《唐 

璜》在内的拜伦诸多作品，彼此之间带有对话性， 

从不同角度反复表达要回到这一核心问题，即普 

罗米修斯式的反抗与使他冲动起来的理念之间展 

开对话，《该隐》强调的是反抗之意义何在，中心 

论题包括拜伦诗人职业和加尔文教在“拜伦式的 

英雄”塑造中的作用，而这些和他的苏格兰经历 

不无关系。③ 

如此一来，要特别注意和苏格兰关系密切的 

长篇叙事诗《唐璜》。该作得到了英美学界的广 

泛重视，出现了布鲁姆《拜伦的(唐璜)》、安妮·巴 

顿(Anne Barton)《拜伦：唐璜》、莫伊拉·哈兹利特 

(Moyra Haslett)《拜伦的唐璜与唐璜传奇》、查尔 

斯·唐兰(Charles Donelan)《拜伦(唐璜)中的浪漫 

主义与男性幻象》、多尼兰(Charles Donelan)《拜 

伦 <唐璜 >中的浪漫主义和男性幻想 ：普遍流行 

的恶习》等重要著述，分别揭示《唐璜》中的作者 

传记性、拜伦本人在诗篇中的角色以及传说中的 

故事如何运用于拜伦所理解的社会现实之认识上 

来等。 

可以说，只要理清拜伦文学活动和苏格兰关 

系，那么对渗透有苏格兰认同的诗篇，如《唐璜》 

之译介，无论它是采用口语风格的意大利八行体， 

还是其他文体，都能使读者明确意识到作品里包 

含有故事主人公唐璜和叙事主人公诗人 自己，唐 

璜在演绎着传奇故事，诗人本人则对这个传奇故 

事进行漫无边际的讲解，相互补充、彼此对比，读 

者从中了解到 19世纪欧洲的概况，以及诗人对这 

种局势的认识。也就是说，重要问题是要直面作 

为文学家的拜伦，能深远影响世界各国问题的缘 

① 莫洛亚：《拜伦传》，裘小龙、王人力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 136、201页。 
② Roderick Speer．“Byron and the Scottish Literary Tradition，”Studies in Scottish Literature，Vo1．1 4：Iss．1(1 979)· 

③ Susan Manning(ed．)． e Edinburgh History of Scottish Literature．Vo1．，：Enlightenment，Britain and Empire(1707 

— 1918)，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2007，PP．17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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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而拜伦早期 的苏格兰经历 ，成为他难 以容忍英 

格兰的贵族价值 观的初始原因。一旦直面到这方 

面，就还会要注意英格兰、苏格兰不同身份表达的 

问题，如《懒散的时光》遭到《爱丁堡评论》恶评，拜 

伦发表《英格兰游吟诗人和苏格兰评论者》予以反 

驳。由于不存在“英国吟游诗人”，只有苏格兰、英 

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等不同王国的吟游诗人，尤其 

是拜伦被亲英格兰的苏格兰评论家所讽刺 ，所以， 

刚刚成名 的拜伦顺势反讽 自己为“英格兰游吟诗 

人”，在此不能翻译成《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 

者》，而是《英格兰吟游诗人和苏格兰评论者》。 

中国关于拜伦的译介，是在受英国主流学术 

界和中国 自身的局势双重影 响中进行 的，无论哪 

种情况，皆影响到对作品的具体理解、翻译。 

20世纪初 ，《哀希腊》不断被中国士大夫所青 

睐 ，以图振奋 中国人起来抗争。这也就意味着 ，拜 

伦一开始进入中国，是和当时中国危局关联在一 

起的。这种情形意外地和拜伦 1920年代开始在 

欧洲享有巨大声望相一 致。然而，认真探究可发 

现，拜伦之所以亲身投入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直 

接原因是他作为基督徒对希腊这个欧洲文明发源 

地被穆斯林侵占几百年的愤怒，间接原因是他在 

英国亲身感受到英格兰的强大、自由主义在英国 

是被严格限制 的。作为认 同苏格兰的青年 ，拜伦 

在英格兰主导的英国无法实现抱负，去希腊，并通 

过文学实践 ，成为激情选择。实际上，英 国主流学 

界津津乐道的拜伦浪漫主义长诗《恰尔德哈罗尔 

德游记》和《唐璜》，正是他所支持的伟大事业只 

能在国际范 围内进行 ，而不能在伦敦议会完成 的 

Away，ye gay landscapes，ye gardens of roses! 

In you let the minions of luxury rove； 

Restore me the rocks， where the snow．flake 

reposes， 

Though still they are sacred to freedom and 

love： 

意外产品。汉译拜伦过程中，把该作仅仅被当作 

伟大的浪漫主义长诗来理解，在翻译技术和措辞 

上未充分考虑原作的特质——用叙事长诗诉诸支 

持希腊民族解放事业事业，是他作为英国青年身 

体力行其苏格兰情怀的知行合一成果。① 

远不止是长诗的翻译和理解如此，对抒情诗 

的汉译和理解，因为同样受囿于中国情势和英国 

主流认知，更是如此。我们知道，拜伦对于幼年居 

住近 1O年的苏格兰，充满了感情，成名作《闲散 

时刻》中就有深情赞美苏格兰的诗句，其中短诗 

《勒钦伊盖》(Lachin Y Gair)是拜伦诗歌中表达苏 

格兰主题和情感最为突出的作品之一，赞美喀里 

多尼亚，赞美苏格兰，赞美童年去过的高地洛赫纳 

伽(即勒钦伊盖的盖尔语发音)。勒钦伊盖，是苏 

格兰东北部格兰皮恩山脉的高峰，海拔近四千英 

尺 ，峰顶终年 白雪 皑皑 ，当地人 称之 为 “洛奇纳 

伽”。拜伦八岁时曾在 山峰附近居住 。这首诗保 

存了作者童年时期的苏格兰印象。远离尘嚣的苏 

格兰高地是美丽迷人的，但更迷人的却是那“山 

民的传说”：苏格兰人民为保卫自己的部族制度 

及 民族尊严而英勇抗击侵略者英格兰军队的悲壮 

事迹。据说诗人母亲的先祖辈，苏格兰国王詹姆 

斯一世(James I of Scotland，1394—1437)的直系 

后裔戈登家族，其中不少参加过那场失败的保卫 

战。诗人对抗击侵略者的“勇士们”表示了敬佩 

之意：“英雄的精魂定然是满心欢悦，驾御雄风驰 

骋于故乡的山谷”；“你们 长眠地下 ，高亢的风笛 

传扬着你们的事迹”。正因为拜伦的这首诗歌， 

使得这座位于阿伯丁郡的山闻名遐迩，然而，却很 

少有人能将这首诗传达的苏格兰情怀在技术层面 

上翻译出来 ： 

Yet，Caledonia，belov’d are thy mountains， 

Round their white summits though 

elements war； 

Though cataracts foam 

fountains， 

① Roderick Speer．“Byron and the Scottish Literary Tradition，”Studies in Scottish Literature，Vo1．14：Iss．1(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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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吧 ，你裱艳的景 色，你玫瑰的 园圃! 

让富贵的宠儿在你们那里遨游； 

还给我Il兔岩峻岭—— 白雪的住处， 

它们早已献给了爱情和 自由； 

喀利多尼亚!我爱慕你的山岳， 

尽管皑皑的峰顶风雨交加， 

不见泉水徐流，见飞瀑布泻—— 

我多么眷念那幽暗的洛奇纳伽! 

(杨德豫译)① 

杨德豫译文消弭了诗歌中苏格兰的意象，弱 

化了拜伦对于苏格兰的真挚情感，而查良铮译文 

则凸显了苏格兰的意象，从而还原了作者的民族 

情感和身份认同。 

一 部部《英国文学史》无法回避拜伦的早年 

苏格兰经历，以及诸多关于拜伦文学中苏格兰因 

素之意义的研究成果，反复提醒我们，慎思拜伦在 

中国译介的百余年历史，考察苏曼殊、梁启超、胡 

适、卞之琳等翻译《哀希腊》等汉译本，在字句上 

和原作对应程度，虽然仍然是值得讨论的重要问 

题③，但相较于从民族认同高度探讨拜伦何以反 

对英国主流价值观，以及这样的思想如何在文学 

创作显示出来，又是怎样被中国忽略的，该如何补 

救，显然变得更为紧要。 

此外，由于百余年来中国译介拜伦完全遵从 

主流英国文学史观，或者依据中国自身局势，导致 

身份认同复杂的拜伦，在文学创作上留下许多重 

要问题，如瓦萨娄(Peter Vassallo)主编的第十届 

国际拜伦研讨会文集《拜伦与地中海》、拉奇兹 

(M．Byron Raizis)主编的第 l4届国际拜伦研讨 

会文集《拜伦勋爵：拜伦主义、自由主义与希腊独 

立主义》、卢瑟福(Andrew Rutherford)的《拜伦：奥 

古斯都与浪漫主义》、卡罗琳 ·富兰克林的《拜伦 

笔下的女英雄们》、威尔逊(Frances Wilson)的《拜 

伦热：19—21D世纪文化中的艺术家肖像》、纽维 

“去吧，你艳丽的风景 ，你玫瑰 的花园! 

让富贵的宠儿在你的眸子里徜徉； 

还给我峻岩吧，那儿有积雪的安眠， 

尽管它仍铭记着自由与爱的创伤。 

然而，加 里敦尼呵，你的峰 峦多壮 美： 

在那雪白的山顶，尽管天高风急， 

尽管布湍激，没有舒缓的泉水， 

我却怀念幽暗的洛屈纳伽而叹息。 

(查良铮译)② 

(Vincent Newey)和 比提 (Bernard Beatty)主编的 

《拜伦与小说的限制》(澄清拜伦为何不创作小说 

的疑惑)、基根(Abigail Keegan)的《拜伦的另一个 

自我和声音：同形异义词符号的语境化》等，都是 

遵从主流英国文学史或依据中国现实需要所难以 

发现的重大问题 。 

而中国无论对英国持怎样的态度，在2014年 

九月十八 日苏格兰独立公投之前，中国在知识上 

近乎未感觉到苏格兰之于英国的特殊性和意义， 

也就不会特别考虑苏格兰认同之于苏格兰文学或 

与苏格兰关联的英国作家独特意义。但是，在中 

国声望赫赫的罗素 1920—1921年在中国历时九 

个月演讲，其《西方哲学史》特别受到中国读者青 

睐。该作分析拿破仑战争在德国引起激烈纷争后 

总结道：“就这样，拜伦的遗产——民族主义、撒 

旦主义和英雄崇拜，成了德意志精神复合体的一 

部分。”④民族认同、民族国家观念之建构，是浪漫 

主义运动的重要内涵之一，拜伦的文学创作和以 

文学家身份参与欧洲社会进程，沉淀为“民族主 

义”遗产，并成为启示德国精神的一部分。这样 

有价值的阐释，没能启示中国那些英国文译介者。 

同样可惜的是，1983—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 

出缪灵珠翻译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纂《英国文学史》，整体上虽然是按苏联的文学 

史模式著述的，但苏联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支持民 

① [英]拜伦著，杨德豫译：《拜伦抒情诗七十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5页。 

② [英]拜伦、济慈著，查 良铮译 ：《穆旦(查良铮)译文集拜伦诗选济慈诗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1～12页。 

③ 关于这些翻译家译介拜伦的译介学考察文章很多，如四川外语学院教授廖七一《梁启超和拜伦 <哀希腊 >的本 

土化》(《外语研究》，2006年第 3期)、苏州大学陈孟清硕士学位论文《从改写理论看苏曼殊译作 <拜伦诗选 >》(2012)。 

④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 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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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又使该作特别重视拜伦 

及其苏格兰身份问题。①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开 

放”是面向西方，如此有价值的论述，也未能在学 

界留下深刻印迹。 

可以说，中国百年译介拜伦历程，需要认真面 

对英美主流英 国文学史观在拜伦论述上存在的矛 

盾，要正视过往只是把他早年的阿伯丁经历当作 
一 个信息 ，未深入发掘对其文学创 作之影 响的后 

果 ，要看到这一经历及其所形成的苏格兰身份认 

同对于拜伦创作的巨大价值。 

总之，在英国争议不断的拜伦，在中国百余年 

来却意外产生了和欧洲一样的效应 ，基本上是 由 

中国译介者人为促成的，意外成就了《哀希腊》在 

中国可以脱离《唐璜》而存在；但是在具体译介拜 

伦的经典作品过程中，百余年来基本上又依据主 

流英国文学史观，看不到拜伦创作中的苏格兰因 

素。实际上，苏格兰文学 界对拜伦创作道路和文 

学实践的苏格兰民族认同问题 ，进行了深入发掘 ， 

对重新认识拜伦、重译拜伦，为理解苏格兰文学概 

念，都提供了重要学术资源。 

On the M isinterpretation of Byron in China：The 

Scottish Identity of the B ritish Romantic Poet 

S0NG Da 

Abstract：The de-Scottish perspective that George Gordon Byron receiv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with no regard for the poet’S own Scottish identity and the high values accorded 

him by the Scottish academia，has resulted in a serious misinterpretation of Byron’S literary activities in 

China，as the greatest British romantic poet．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e Chinese blind adherence to major 

English literary delineations，failing to reproduce Byro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failing to understand why 

Byron’S national identity was avoided by English literary 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Byron and his works．With 

rising awareness of subjectivity and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Scotland in UK’S history，it is hoped that an 

accurate and comprehensive reinterpretation of Byron and his Scottishness will be reached in the future 

retranslation of Bryon in China． 

Key words： George Gordon Byron； Scottish identity； the British romantic poet； Chinese 

translation；misinterpretation 

(责任编辑：素微) 

①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英国文学史》，赵文显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341—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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