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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比较哲学的异化翻译
———以安乐哲为中心

　 　 　 刘毅青

摘　 要:　 安乐哲的中国哲学翻译以比较哲学为基础ꎬ安乐哲期望将中国哲学放回到其

自身的文化语境ꎬ对他来说中国哲学研究目的在于打开西方哲学的思维ꎮ 从比较哲学

的角度ꎬ安乐哲对西方传教士汉译的归化策略进行了反思ꎬ认为异化翻译能够让西方读

者意识到中国思想有异于西方哲学的地方ꎬ提醒他们在面对一个全新的思想视域时要

尽量更新自身的理解期待ꎮ 哲学是语言的内在机制ꎬ哲学翻译最终要通过比较哲学来

解决ꎮ 在安乐哲看来ꎬ异化翻译使得西方能够从中国哲学汲取对现代性审理的思想资

源ꎬ摆脱其思想局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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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ꎮ

　 　 安乐哲的中国哲学比较研究是在其翻译基础上展开的ꎬ他翻译了«论语»«孙子兵法»«淮南子»«道
德经»等中国哲学经典ꎮ 翻译本身就是解释ꎬ这种解释对安乐哲来说ꎬ就是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中

国哲学ꎮ 汉语是外在于印欧语系的语言系统ꎬ语言是思想的体现ꎬ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ꎬ洪堡特

说:“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ꎮ”不同文化间思想经典的翻译面临的不仅仅是不同语

言间的隔阂ꎬ更在于哲理观念的差异ꎮ 不同文化的概念范畴代表了不同的思想模型ꎬ不同的思想模型建

构了不同的宇宙观、世界观ꎮ 因此ꎬ哲学翻译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比较哲学的研究活动ꎬ欧洲哲学与中国

哲学在诠释上的距离ꎬ已经根植在语言差异中ꎮ

一、传教士翻译的基督教色彩

西方人对中国思想的了解始于耶稣会士的翻译ꎬ传教士基于自身信仰对儒家思想的翻译潜在地改

造了儒家哲学ꎬ使得儒家在西方本体－超越性思想的阴影下ꎬ被视为低一层次的道德说教ꎮ 不谙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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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误解源自这种将儒家思想基督教化的翻译ꎬ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理解是

其中的典型ꎮ 早在明清之际ꎬ耶稣会士就对中国的经典进行了翻译ꎬ黑格尔借此读到了«论语»ꎬ他的评

价说:“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ꎬ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

里都找得到ꎬ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ꎬ可能还要好些ꎬ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ꎮ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

的世间智者ꎬ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ꎬ从里面我

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ꎮ”①黑格尔认为孔子思想没有思辨性ꎬ缺少体系ꎬ只是世俗的智慧ꎬ“善良又

悦耳的道德教训ꎬ只不过是些美好的愿望而已”ꎮ 黑格尔认为孔子思想没有体系是以西方思辨逻辑为

视角ꎬ事实上ꎬ“不同于西方哲学严格的形式逻辑体系ꎬ«论语»看似散乱的格言具有贯穿‘人文逻辑’的
内在体系ꎮ 孔子的思想重视行动和实践ꎬ知行合一ꎬ因此没有通过思辨发展出一整套的哲学体系”ꎮ 另

外ꎬ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概念方式ꎬ“孔子没有下定义的习惯ꎬ也就没有发展出一套哲学思想的术语ꎮ 其

思想体现在具体的人格ꎬ他只是用通过日常(当时)词汇表达出来的ꎬ但是他的实践人格赋予这些词汇

以新的内容ꎮ 对于这种与人格相关的思想名词徐复观称之为‘质的名词’”ꎮ② 法国汉学家于连因之将

中国古代思想称为“智慧”ꎬ他认为:“我们可以设想两种不同的统一思想的方式ꎮ 一方面是哲学的通过

抽象和构造来统一ꎮ 另一方面是智慧的方式ꎬ通过贯穿和连续来统一ꎮ 哲学是在‘设想’ꎬ而智慧是在

‘贯穿’”ꎮ 但是这两种统一有着本质的区别ꎬ“哲学的统一旨在吸收不同(统一成共同的范畴ꎬ寻求本质

的一致)”ꎬ这种统一排除了具体的内容ꎬ将不同于自身的内容给牺牲掉了ꎮ 而“智慧的则是将不同联系

在一起ꎬ让论述的所有个案相互之间从内部沟通ꎬ不管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大ꎮ 从一个提醒到另一个

提醒ꎬ圣人的话不断地‘变’ꎬ(根据具体的场景ꎬ作不同的解释)但即使是在改变当中ꎬ相同的‘意味’却
不更新ꎬ不断‘变通’ꎮ 哲学的统一是系统化ꎬ而智慧的统一则是变化”ꎮ③

批评孔子思想没有体系是因为黑格尔没有理解孔子的内在体系ꎬ这种误解与他所读的传教士«论
语»译本有关ꎮ 传教士的翻译在西方影响广泛ꎬ“在上几个世纪中ꎬ为翻译中国经典典籍而建立的西方

语汇受到基督教传教士的明显传教动机的影响ꎮ 中国典籍基督教教化的影响直到现在还在我们之中存

在着”ꎮ④ 这种影响现在就表现在“无数很不确切的词汇已成为汉英字典中的标准对应词ꎮ 我们使用这

样的字典固定化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ꎮ⑤ 从翻译的目的来看ꎬ传教士对中国经典翻译主要是向西

方介绍中国文化ꎬ试图让西方人理解中国ꎬ这也使得他们的翻译更多采取了“归化”的翻译ꎬ⑥即在翻译

中国经典时ꎬ用基督教的神学概念来“格义”中国的思想ꎮ 比如传教士的翻译ꎬ就是将中国思想纳入到

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中来理解ꎬ用基督教的概念来翻译中国思想的概念ꎬ尤其是具有终极性意义的概念ꎮ
比如:ｔｈｅ ｗａｙ－道ꎬＨｅａｖｅｎ－天ꎬ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义ꎬ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仁ꎬｒｉｔｅｓ－礼ꎬｖｉｒｔｕｅ－德ꎬ等等ꎮ 以法语翻译来

说ꎬ“天”具体的意义在中文或法文中都指蓝天ꎬ法文译成 ｃｉｅｌꎻ但在哲学意义上ꎬ“天”比 ｃｉｅｌ 包含更多

“自然法则”的意思ꎮ 然而第一批基督教人士只保留了“天”的本意ꎮ⑦ 德语翻译也是如此ꎬ以“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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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与异化(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Ｖｅｎｕｔｉ)于 １９９５

年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Ｖｅｎｕｔｉ: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ｓ 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ꎬ２００４ 年版)一书中提出来的ꎮ 归化与异化在韦努蒂的理论里主要是指翻译的表达:归化是指翻译要向目的语读者靠
拢ꎬ译文表达必须接近目的语ꎮ 归化翻译是使得译文类似本国文字ꎬ便于读者理解ꎬ消除异质文化的陌生感ꎮ 而异化则
是尽量体现异质文化的语言特点ꎬ吸纳外语的表达方式ꎮ 异化翻译有助于厘清文化的差异性ꎬ保存异质文化的语言风
格ꎮ 从哲学翻译来看ꎬ异化主要是指在翻译中体现异质文化在思想上的异质性ꎬ而归化则指翻译中试图将目标语所体现
的思想纳入到自身的观念体系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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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２６?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ｅｅｄꎬ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ꎮ



为例ꎬ德国汉学家裴德思指出ꎬ德国用以翻译“圣(人)”的“Ｈｅｉｌｉｇｅ”ꎬ意思是圣徒或圣人ꎬ这带有强烈的

基督教色彩ꎬ从而“孔子被错误地当成基督教的神一样崇拜ꎬ因而是就像西方的圣徒杰罗姆( Ｓａｉｎｔ
Ｊｅｒｏｍｅ)或本笃(Ｓａｉｎｔ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一样的真正的‘圣徒’”ꎮ① 以基督教的概念来翻译儒家思想的结果就使

得“新教传教士郭实腊(Ｋａｒｌ Ｇｕｅｔｚｌａｆｆ)和汉学家卫礼贤(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的著作读起来就像晚上睡觉

前阅读的圣经故事”ꎮ②当西方人文学者试图理解中国古典哲学文献时ꎬ已经给这些文本无形地强加了

许多西方式的假设ꎬ并且配以能够传达西方式理解的词汇表ꎮ 这已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ꎮ “最初ꎬ中
国哲学文献由于‘基督教化’而为西方读者所熟知ꎬ晚近则被套进诗化、神秘化及超自然化的世界观框

架里ꎮ 迄今为止ꎬ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的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ꎬ往往是将中国哲学置入与其自身毫不相

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ꎮ”③因此ꎬ裴德思认为西方对中国误解与无视首先就是因为

传教士翻译对中国哲学里的核心观念的翻译进行了扭曲ꎬ中国哲学概念丧失了其特定的文化内涵ꎬ变成

了基督教的某种注释ꎬ这一再说明“西方人毫无顾忌地竭力通过翻译扭曲中国的起源”ꎮ④ 中国哲学里

没有彼岸的思想ꎬ中国哲学里的那些最高范畴比如天、道、宋明理学的“理”等都不能看做是基督教的

“上帝”或“神”ꎬ而传教士在翻译中国哲学经典的时候ꎬ往往用基督教的神去翻译ꎬ这其实是将基督教的

上帝强加给中国哲学ꎮ 传教士的这种翻译是无意识的ꎬ他们自身的基督教思想使得他们将上帝看做是

普遍的ꎬ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思想体系中都会有一个“上帝”ꎬ难以接受没有“上帝”的思想ꎮ 他们不愿

意承认在上帝之外ꎬ还有一种内在超越性的思想ꎮ
安乐哲试图在翻译中克服之前传教士翻译的基督教化和本体论倾向ꎬ他质疑这种翻译的合理性:

“我们必须问:最终ꎬ以本体论建设为己任的欧洲语言能够表达出构成中国文本思想的那种过程性的世

界观吗?”⑤在他看来ꎬ中国哲学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尽力将中国哲学本有的内涵传达给西方ꎮ “我此后的

学术生涯越来越致力于挑战这种哲学传统中种族中心主义的顽固偏见ꎮ 我在夏威夷大学开始了与郝大

维的学术合作ꎬ这源于我们对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了解方式所存在的缺陷的共识ꎮ 我们翻译中国哲

学经典时建立了一套策略性框架ꎬ旨在使读者重新检讨中国哲学中关键术语的本身之意并能适当运用

这些术语ꎮ”⑥安乐哲意识到中国哲学的重译应基于哲学观念的更新ꎬ这不同于文学翻译———重译大都

基于审美传达ꎮ 在安乐哲看来ꎬ对于任何西方人文学者而言ꎬ如果他们试图使用“翻译过来的”中国材

料ꎬ无论是文本的还是观念的ꎬ最大的障碍不是译文的句法结构ꎬ而是那些赋予它意义的特殊词意ꎮ
“在这类译文里ꎬ那些关健的哲学词汇的语义内容不仅未被充分理解ꎬ更严重的是ꎬ由于不加分析地套

用渗透西方内涵的语言ꎬ使得这些人文主义者为一种外来的世界观所倾倒ꎬ以为自己是在熟悉的世界

中ꎬ虽然事实远非如此ꎮ 简单地说ꎬ我们翻译中国哲学的核心词汇所用的现存的常规术语ꎬ充满了不属

于中国世界观的东西ꎬ因而强化了上述一些有害的文化简化主义ꎮ”⑦

在安乐哲看来ꎬ只有廓清对中国哲学翻译中的基督教倾向ꎬ才能让中西两种文化的交流更为顺畅ꎬ
才能让西方从中国获得更多的教益ꎮ 为此ꎬ安乐哲对长期以来占据西方主流学术的传教士翻译进行了

持续的批判ꎬ以争取对中国哲学的阐释权ꎮ 因为“只要西方的中国学仍然充斥着误导人的欧洲术语ꎬ西
方就不能从亚洲学到任何新东西ꎮ 在本世纪ꎬ我们有必要抛弃错误百出的西方译文ꎮ 东方不仅仅是西

方语言的附录ꎬ除了西方人喜欢的译本之外ꎬ还可以为西方提供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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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译应该保持中国思想的异质性

西方对中国哲学的翻译ꎬ必须面对中国思想的异质性ꎮ 在翻译中极力保留ꎬ还是用西方的语言消

化? 保存异质性就要异化翻译ꎬ异化翻译就是翻译文本试图靠近汉语ꎬ不同于西方哲学ꎮ 使得西语被汉

化ꎬ以一种异质性的西语表达ꎮ 而如果以归化翻译为主ꎬ那就是用西语的表达习惯来改造汉语的思想ꎬ
让其充分西化ꎮ 这两者之间代表了不同的思路ꎬ其间存在着矛盾ꎮ 如何化解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之间

的矛盾使其成为一种张力ꎬ使得西方哲学能够参与到汉语思想ꎬ又能传达汉语思想的神韵ꎬ这是安乐哲

翻译时面临的问题ꎮ
在西方对中国哲学的翻译史上ꎬ归化翻译一直是主要方向ꎬ传教士在翻译上的“归化”努力服务于

其基督教思想ꎮ 而之后的汉学家ꎬ乃至不谙汉语的西方哲学家在从事翻译的时候ꎬ都采取了归化翻译策

略ꎮ 海德格尔或许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ꎮ 如所周知ꎬ海德格尔受到了东亚思想的影响ꎬ他的著作中不

但引用了老子的话ꎬ更有甚者ꎬ他在著述中有意无意地化用了老子的思想:“海德格尔对几种中国和日

本哲学文献的德语译本的精通”ꎬ而且这些译本中“词汇和措辞风格与海德格尔主要思想的许多关键表

达之间的相似性———特别是存在(有)与虚无(无)这两个概念的运用”①ꎮ 不仅如此ꎬ海德格尔还

与萧师毅合译过老子«道德经»ꎬ但问题在于ꎬ海德格尔并不懂中文ꎬ他如何进行翻译呢? 以海德格尔与

中国学者萧师毅共译«老子»第十五章为例:
«老子»原文:“孰能浊以静之徐清ꎬ孰能安以动之徐生ꎮ”萧师毅译文:“谁能处于安危而又能逐渐澄

清污浊? 谁能处于动荡而又能使安息之物逐渐有生气?”萧师毅应海德格尔的要求ꎬ把老子两行原文写

在纸上ꎬ并对所有文字作了语源学解释ꎮ 海德格尔则对译文进行了改动:“谁能处于安然ꎬ却又能从之

出并经由之ꎬ而将某物置于路途之上(动之)ꎬ以使其逐渐敞开?”而全然为他自己的翻译是:“谁能通过

平而静之而将某物带入存在? 天之道ꎮ”②他如同早期中国翻译家林纾一样ꎬ在听了相关的解释之后ꎬ就
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翻译ꎮ 海德格尔在老子的翻译上体现出来的翻译态度ꎬ是其一贯的研究态度ꎬ在对

古希腊哲学的阐释中ꎬ“为了从文本里读出(ｒｅａｄ ｏｕｔ)哲学东西ꎬ海德格尔必须要把它们读进(ｒｅａｄ ｉｎｔｏ)
文本ꎬ他对那些前苏格拉底残篇的翻译通常都非常随意ꎬ完全是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ꎮ③ 实际上ꎬ“他
其实知道希腊人本来说了些什么ꎬ但是一转到自己的哲学上时ꎬ他就完全无视这些了”ꎮ④ 倪良康在评

价海德格尔对胡塞尔«逻辑研究»一书的解读时指出ꎬ海德格尔本人对«逻辑研究»的解读方式与他对整

个哲学史的解读方式一致:他是用他的问题来拷问被解读的对象ꎮ⑤ 那么ꎬ这样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海德

格尔的翻译ꎮ 与传教士一样ꎬ海德格尔也是一种归化翻译ꎬ他们的翻译试图用自身的哲学观念抵消中国

哲学与西方哲学在具体问题意识上的差异ꎮ 对此ꎬ安乐哲尖锐地批评说:“糟糕的比较是歪曲和文化屈

尊的源源不绝的来源ꎮ 用‘基督教’甚至是‘海德格尔’来对中国哲学进行的暴虐的和强加的解读ꎬ在比

较的过程中对这两种传统都进行了歪曲ꎬ所以这不只是一次而是两次欺骗了读者ꎮ”⑥中国哲学在传教

士与海德格尔的“归化”翻译中往往处于失声状态ꎬ中国经典被无意识地接受西方思想的阐释ꎬ等待着

他们用自身的意义进行填补ꎮ 从根本上ꎬ归化翻译“拒绝承认中国传统的特殊性ꎬ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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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语言和那些弥合文化差异的语汇中”ꎮ 其结果就是ꎬ“由于他们不加分析地套用了渗透欧美思想内

涵的语言ꎬ这些人文学者就这样俘获了一种外来的世界观ꎬ以为仍是自己所熟谙的那个世界”ꎮ①

而安乐哲主张异化翻译ꎬ“通过产生和拥有那些编织成中国哲学文本的关键哲学术语的词汇表ꎬ我
们就可以更好地学习其自身的思想画卷中来定位这些原创性的文本”ꎮ② “异化”的翻译试图保留中西

差异ꎬ使得翻译尽可能接近中国思想本身ꎬ避免使得中国哲学被异化成为西方哲学ꎮ “通过将这些文本

放到其自身的世界观中加以定位和诠释ꎬ并发挥想象ꎬ以便发现其本来面目ꎮ”③异化翻译“意味着辨认

出不可译之处ꎬ并传播这些独特的文化概念ꎮ 当今欧洲很多中国问题专家的著作之所以不充分就是因

为他们没有用中国术语描述中国”ꎮ④ 在他看来ꎬ“只有在中国人也把自己的术语带上谈判桌的时候才

行ꎮ 否则ꎬ所谓的与西方对话将永远是西方人的独白”ꎮ⑤ 异化翻译的目的就是让西方读者意识到中国

思想有异于西方哲学的地方ꎬ提醒他们在面对一个全新的思想视域时要尽量更新自身的理解期待ꎮ 安

乐哲认为在翻译中应该坚持“异化”原则ꎬ凸显中西在哲学思想上的不同ꎮ

三、比较哲学作为异化翻译的基础

异化翻译的目的是要凸显出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质ꎬ对中国哲学特质的理解是否准确就成为翻译的

根本ꎬ从而异化翻译应以比较哲学为基础ꎮ 安乐哲的比较哲学构成了他翻译的理解基础ꎬ他的翻译基于

其对中国哲学文本特质的确切领会ꎮ 在安乐哲的比较哲学里ꎬ中国经典具有自身的主体性ꎬ比较的目的

就在于试图让中国哲学发出自己的声音ꎬ成为与西方哲学相对的思想ꎮ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ꎬ“异化”
翻译本身可以视为比较哲学的研究ꎬ在异化翻译中ꎬ“英译本身被保留在中文本中作为一种新的注解形

式”ꎮ⑥ 在归化翻译里ꎬ注解并不显得有其必要性ꎮ 因为中国思想已经被纳入到了西方哲学的思想体系

中ꎬ西方人无需通过注解就能理解ꎮ 异化翻译由于保留了汉语思想的异质性ꎬ仅通过译文来理解中国哲

学ꎬ对西方人来说难免有困难ꎬ辅之以必要的注释ꎬ以补充和阐释译文中的概念与文句ꎬ并将整个中国文

化作为其背景来了解ꎬ这样翻译才起到相应的作用ꎮ 比较哲学的成果通过注解的形式体现出来ꎬ随着西

方汉学研究的深入ꎬ西方汉学研究中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已经构成了对中国文化的比较哲学研究ꎮ
不仅比较哲学是翻译的基础ꎬ比较哲学本身就是翻译ꎬ只有建立在比较哲学上的翻译才是可靠的ꎮ

哲理翻译一方面要诉诸于译者对语言的理解ꎬ另一方面则更在于对哲理的理解ꎬ译者对中西哲学的理解

深度决定了译者翻译的高度ꎮ “如果说把一篇中国古典哲学文本成功地翻译成西方语言需要对中国语

言和文化有一个精深了解的话ꎬ那么ꎬ这样一种翻译同样要求对作为翻译目标语言的西方哲学话语有深

入的了解ꎮ”⑦只有具有比较哲学的眼光ꎬ才能真正对中西哲学思想间的差异做出清晰的分辨ꎬ把握中国

哲学的精微之处ꎬ对中国哲学做出符合原意的翻译ꎮ 在安乐哲那里ꎬ当代最根本的哲学问题是现代性危

机的反思ꎬ他对“哲学”本身解决当代问题价值的思考超过了对“史”的重视ꎮ 他对中国哲学史所进行的

阐释是以现代性的哲学反思为视角展开ꎬ将中国哲学视为调整西方哲学视野的思想资源ꎬ反对中国没有

哲学的观点:“西方哲学界一直‘无视’中国哲学ꎬ而且是纯粹意义上的‘无视’ꎬ至今仍然如此ꎮ”⑧

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不仅涉及对具体概念的理解ꎬ更关乎对具体经典的整个思想观念与体系的理解ꎬ
这构成了翻译的前理解ꎮ 在翻译过程中ꎬ对具体的概念的翻译要基于这种整体性ꎬ这种理解需要比较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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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为基础ꎬ前理解是从比较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整体印象ꎮ 人们习惯于从纷繁的材料中整理成一个

整体的相关的思想ꎬ这是人的认识方式的特性ꎬ也是人获取知识的特性ꎬ如果不去寻找整体的统一理解ꎬ
那么就无所谓解释ꎻ如果将经典视为破碎的东西ꎬ那么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对经典的研究必要ꎻ如果没有

比较哲学的视野ꎬ在异化翻译中ꎬ这种前理解就无法有效形成ꎮ

四、过程哲学作为前理解

安乐哲对中国哲学的阐释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作为前理解ꎬ他所用以描述中国哲学特质的关联性、
内在性等概念是建立在比较哲学研究的基础上ꎬ一方面凸显了中国哲学的特质ꎬ另一方面又使其映照出

西方哲学的不足与缺乏ꎬ“使人们能够在中国人运用关联性中发现对于发展‘差异’、‘他者’及‘多元’
这样的语言富有启发意义的资源ꎬ而这些术语正是后现代主义批评‘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在场语言’ꎬ
以及新实用主义运动捍卫哲学和社会政治的多元化所极力寻找的语言”ꎮ① 对于翻译来说ꎬ辨析中西差

异并不是因此否定翻译的可能性ꎬ而是要探讨以什么样的西方哲学来作为理解中国哲学的中介ꎬ使得中

西跨文化对话变得可能ꎮ 安乐哲认为在西方哲学中ꎬ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比起欧洲

的唯心论哲学更能切近中国哲学的观念ꎮ 他赞同尼采所说的:“印度、希腊和德国哲学发展的进程呈现

出令人惊讶的家族相似性ꎮ 这一点很容易解释ꎮ 语言之间一旦有了相似性ꎬ这种相似性就不会消失ꎮ
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语法哲学———我的意思是ꎬ由于我们未意识到的相似语法功能的主导和指

引———所有的语言在一开始就预设了一个有着相似发展过程和秩序的哲学体系ꎻ就好像这种相似语法

的作用排斥了其他一些可能的阐释世界的方法ꎮ”②这与中国哲学的过程性思想有着不同的方向ꎮ 对中

国哲学的翻译不但要避免基督教的神学思维ꎬ同样对西方的本体论思想也应予以警惕ꎮ “即便如此ꎬ我
们也别无选择ꎬ只能通过努力和想象来识别积极性的推理ꎬ以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ꎬ用这样的方法作出

合格而精确的推论ꎬ将新奇的文化观点介绍到我们的世界中ꎬ以此丰富我们思考和生活的方式ꎮ 比起整

体性的研究ꎬ我们更应该零散地、分解地进行推理ꎮ 也就是说ꎬ当我们解读«中庸»(切中伦常)一书把人

作为与天地并列的一个创造者来进行赞扬的时候ꎬ我们可以发现与之相类似ꎬ怀特海(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也强

调恢复作为一个人的重要价值的‘创造力’ꎮ”③安乐哲接受了怀特海反对和批判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

“概念逻辑”的观点ꎬ但他并没有走向德国浪漫主义以来用“诗化”哲学批判现代性的哲学方向ꎮ 安乐哲

试图避免古希腊以来的诗与哲学之争ꎬ以理性与感性二元对立来审理西方的现代性危机ꎮ 他意识到ꎬ逻
各斯中心已经浸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血液之中ꎬ西方无法从自身生发出反思的思想资源ꎮ

安乐哲将中西哲学的区别归结为三个范畴:自我、真理、超越ꎮ 具体来说ꎬ安乐哲严格区分中西的形

上学ꎬ他认为中国从根本上缺乏西方的那种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超越理论ꎬ中西存在着“过程”和“本
体”、“内在性”和“超越性”的差异ꎮ 安乐哲认为ꎬ“超越性”思维是欧洲－西方的哲学和神学的核心标

志ꎬ而与之相应的是西方哲学和神学典型的超越性语言及其概念系统ꎻ而汉语思想和汉语言则是“关联

性的思维”和“关联性的语言”ꎬ从根本上不同于超越性的思维和超越性的语言ꎮ④ 据此ꎬ安乐哲反对将

中国的道与西方超越性的本体混同为一ꎮ 在他看来ꎬ西方“传统二元论世界观的一个主要问题ꎬ是形成

于一套关于拯救、调和性词汇中的封闭性ꎬ以及为获得客观真理而必然产生的对于确定性的要求”⑤ꎮ
安乐哲认为ꎬ中国思想以关联性思维为基础的审美秩序ꎬ首先是一种理性的建构方式ꎬ虽然它具有美学

思维的特点ꎬ但这种审美秩序与西方建立在知情意三分基础上的感性认识论的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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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郝大维、安乐哲:«期望中国»ꎬ学林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１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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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乐哲:«超越世界汉学的哲学黯淡———对莫卡德的一个回应»ꎬ蒋丽梅译ꎬ«求是学刊»２００６ 第 ２ 期ꎬ第 ２３

页ꎮ
[美]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ꎮ
[美]安乐哲:«全球化的本土化与文化传承———还中国哲学以本来面目»ꎬ第 １３９ 页ꎮ



国的关联性思维和审美秩序并没有将人的理性和感性做一个绝对的区分ꎬ也并没有将这两种对立起来ꎬ
在关联性思维看来ꎬ诗与哲学之间毋宁是统一的ꎬ而不是对立的ꎮ 关联性思维所建构的理性有效地避免

了“单向度的‘逻辑化’或‘诗化’”ꎮ①

安乐哲与郝大维对«中庸»阐释时ꎬ拒绝用西方的实体性的概念来翻译«中庸»ꎬ他以“场域与聚焦

的”过程概念来研究«中庸»ꎮ 他认为«中庸»“构造一个由各种过程与事件交相作用而形成的场域的世

界ꎮ 在这个世界中ꎬ没有终极的观念ꎬ唯有现象界中变动不居的‘焦点’ꎮ 每个焦点从其有限的角度去

集中反映整个的场域”ꎮ② 通过过程性概念ꎬ安乐哲着力于阐明«中庸»所包含的形上学不同于西方实体

性形而上学之所在ꎬ呈现了中国思想所构造的不同于西方实体性概念所表达的世界观ꎮ 在安乐哲看来ꎬ
如果将中国哲学放在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中去研究ꎬ中国哲学的特质与内涵就被曲解ꎬ其思想优势也将

丧失ꎬ“来自我们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上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是我们诠释中国古代哲学的障碍ꎮ 正是形而

上学和认识论使我们的哲学用语偏离到理性主义的方向上去了”ꎮ③ 中国哲学所可贵的就在于其思想

的视域能够给现代人以思维的冲击ꎬ为现代人带来一种新的视野ꎬ从根本上扭转现代人的狭隘思维ꎮ 对

安乐哲来说ꎬ对中国哲学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学习来自中国的思想ꎬ翻译就应该彰显中国哲学的异质性ꎮ
翻译唯有尊重原文ꎬ才能通过吸收外来的语言文化来改造与丰富自身的语言文化ꎮ 安乐哲关于翻译的

转向ꎬ其目的就是期望借用中国思想来激活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某种可能性ꎮ 也正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

说ꎬ只有通过他者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ꎮ④

五、 作为现代性批判的异化翻译

在现代性扩展成为全球化的当代社会ꎬ任何固步自封的闭门造车都不利于对现代性的真正解决ꎬ异
化翻译对差异文化的尊重有助于汲取多元文化的思想资源以反思现代性的同一化ꎮ 从现代性批判的角

度来说ꎬ异化翻译的意义就在于保持中国哲学的异质性ꎬ防止其哲学精髓在翻译的过程中被西方哲学所

化约为其次一级的思想ꎮ 异化翻译通过不断抗衡与协商ꎬ解构西方基于基督教传统所建构的同一普世

的意义神话ꎬ进而开发出中国哲学所蕴含的抵抗和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资源ꎮ 对安乐哲来说ꎬ异化翻译

“除了促进按其自己的说法来理解中国人的过程思维之外”ꎬ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古代中国所诉诸的某

些事物ꎬ至少是相似于在我们的文化中被拒绝的或是处于不发达状态下的那些东西”ꎮ⑤ 只有在异化翻

译中将其体现出来ꎬ才能从中国获得现代性批判的思想资源ꎮ
当今世界上所面临的种种文化冲突、价值纷争ꎬ无不在提醒我们ꎬ对话与宽容的重要性ꎬ任何对自身

的文化自省都不能离开以其他文化作为借镜ꎮ 正因此ꎬ安乐哲认为ꎬ“全球化作为不同文化感受性的相

互切近ꎬ在何种程度上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ꎮ⑥ 只有发掘出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

化的价值ꎬ才能打破西方的中心话语权威ꎬ形成对话ꎬ这样的中西比较研究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

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ꎬ更是要设法使之成为丰富和改造我们自己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ꎮ”⑦在全

球化语境下ꎬ中西的哲学差异有着重要意义ꎬ比较哲学的研究有助于从深层哲理洞察中西之间的差异ꎬ
以此种差异哲学为参照ꎬ中西能够对自身文化的优长与局限有更深层的把握ꎮ

对中西哲学异质性的不同理解带来了不同的翻译与解释进路ꎬ对这些解释进路的考察ꎬ是放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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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脉络里考察ꎬ还是应该放在西方哲学的脉络里考察ꎬ二者导向不同的比较哲学目的ꎮ① 比较而

言ꎬ安乐哲更倾向于前者ꎮ 汉学家对中国经典翻译与解释的争论ꎬ不仅是文字转化意思问题ꎬ也是对中

国理解的不同ꎬ更包含哲学观念的冲突ꎮ 从解释学的角度看ꎬ不同的翻译其实反映了不同的解释学理

解ꎬ而这种理解都是基于翻译者自身的前理解ꎬ即汉学家自身的哲学观念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理

解ꎬ从而影响了对中国哲学的翻译ꎮ 汉学的翻译与对翻译作品的理解显示了其自身的哲学观点与立场ꎮ
比较哲学的研究深度决定了翻译的忠实度ꎮ

也是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来看ꎬ哲学的差异需要通过翻译沟通ꎬ异质文化的翻译需要阐释ꎬ比较哲学

研究本身就是阐释ꎮ 我们不能奢望比较哲学最终解决当代的文化问题ꎬ更不是要对中西哲学进行判教ꎬ
非此即彼ꎮ 比较哲学的当代性就表现在将中国哲学放在当代的时代状况中进行理解ꎬ以中国哲学为思

考的资源对其进行研究ꎮ 中国哲学最终必须以英文典籍的形式呈现出来ꎬ才能真正对西方文化产生影

响ꎬ才能达到安乐哲所期望的解决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更新问题ꎮ 安乐哲已经有了传教士乃至黑格尔、海
德格尔等之前西方人所没有的比较视野ꎬ带着寻求对当代西方问题的思考ꎬ深入到中国哲学的内部ꎬ试
图把最本源的中国哲学介绍给当代的西方世界ꎮ 通过翻译将中国哲学的精神融入到西方文化中ꎬ具体

来说ꎬ也是极大地丰富了英文的表达方式ꎬ也就给西方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ꎮ
对安乐哲来说ꎬ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何使得中西哲学发生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碰撞ꎬ以对现代性的

危机做出回应ꎮ 例如ꎬ他认为西方对民主问题的考察仅仅限于个体主义ꎬ并未涉及社会层面ꎬ他认为西

方哲学对于民主的研究ꎬ很难摆脱既有束缚ꎬ这也使得西方民主走向困境ꎮ 他的看法是ꎬ儒家思想可以

建构一种社群主义ꎬ其目标是为了追求社会正义ꎬ建立一个理想社会ꎬ这反映了人类的崇高理想ꎬ因而具

有永恒价值ꎮ 相比于西方建立在个体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民主社会ꎬ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建构的社群主义

的民主是更符合人类文明的社会构想ꎮ 而正是在此意义上ꎬ中国哲学显得尤有价值ꎮ 在安乐哲看来ꎬ在
当今的西方现代性危机中ꎬ西方完全可以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出正面价值ꎮ 跨文化的解释学要面对如何

在中西比较中恰当地翻译和理解ꎬ而就其解释的意向而言ꎬ则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对中国文化的恰

切理解ꎮ 这也为我们在现代性语境中如何推进中国经典解释学提供了参考ꎮ 在现代性审理的视域里看

翻译的异化与归化ꎬ安乐哲所坚持的异化翻译是建立在对西方启蒙以来的主体性哲学的反思基础上ꎬ恰
恰就是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ꎮ

结语

对中国哲学的西方翻译来说ꎬ语言的差异深层是中西在哲理思考范式上的不同ꎬ对世界的预设的不

同ꎮ 哲学是语言的内在机制ꎬ这就决定了西方对中国哲学翻译的困难不仅在于哲理概念不能找到对应

的语言词汇ꎬ而且在于哲理本身的思考范式存在着分歧ꎬ哲学翻译中遭遇的不可译性———文化差异要通

过比较哲学的研究来解决ꎮ 比较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对哲理的细微差异作出辨析ꎬ以异化的翻译方式恰

切地将这种意义的距离呈现出来ꎮ
这同时启发中国学界ꎬ当代中国展开的中国经典外译的学术活动ꎬ宜采取安乐哲的异化翻译路径ꎮ

虽然从读者接受来看ꎬ西方普通读者由于没有汉语能力ꎬ加之缺少相关的中国文化知识ꎬ可能更容易接

受归化翻译ꎮ 但如果为了便于西方理解与交流而牺牲中国哲学的异质性ꎬ那么ꎬ中国哲学的思想深度将

会在归化翻译中丧失ꎮ 努力通过异化翻译使得西方人接受中国哲学的异质性ꎬ从长远来看是吸引西方

人确切理解中国哲学的内涵、更为尊重中国哲学的跨文化对话途径ꎮ

(责任编辑:若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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