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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翻译者、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方法、翻译途径、译本读者、翻 

译批评以及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等层面入手，对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系 

统的研究，呈现了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整体面貌和独创精神，并就鲁迅文学翻译的异化 

策略、直译方法的价值和启示作 了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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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分别有 300多万 

字①，它们构成鲁迅文学事业的两翼。学术界对 

鲁迅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②；相 比 

之下 ，鲁迅文学翻译的研究未能得到充分重视③。 

在为数不多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成果 中，关 注的 

重心落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鲁迅所译《域外小说 

集》、《死魂灵》、《小约翰》等重点篇什的分析和阐 

述，而缺乏对鲁迅 30部文学译作集和 80篇散篇 

译作的全面、系统的研究④；二是对鲁迅文学翻译 

思想的研究 。不过 ，已有鲁迅文学翻译思想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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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未出版的专著)，对鲁迅全部 30部译作集和 80篇散篇译作进行了逐篇的细读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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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 主要的关 注点是鲁迅的翻译选材、翻译 目 

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三四个翻译基本理论问 

题，而忽视了对其他翻译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文 

意欲对鲁迅文学翻译思想作整体的研究 ，以期拓 

展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研究疆域。 

翻译是语言文化信息传播、转化的过程，翻译 

行为包含的要素有：原著 (信息源)——原著出 

版、发表(信息传播)——译者(信息传递者)—— 

译著出版 (信息的再传播)——读者 (信息接受 

者)——评论者(信息的评估者)等。要探讨某位 

文学翻译家的翻译思想 ，至少应该从 以下层面人 

手来开展研究：翻译者(谁译)——翻译目的(为 

什么译)——翻译选材(译什么)——翻译策略方 

法 (怎么译)—— 翻译途径(转译 、复译 )——翻译 

读者(为谁译)——翻译批评(译得怎样)——翻 

译与创作的关系等。 

本文就按照上述所划分的几个层面，逐项阐 

述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 ，在此基础上，再简述鲁迅 

文学翻译的价值和启示 。 

一

、普罗米修斯：现代理想译者的原型 

先来看古人是怎么评价翻译人员 的，然后再 

看鲁迅对译者的独特认识。先秦时代把翻译人员 

称作象胥，俗称舌人，后来称翻译人员为通事。在 

那些时代从事 翻译行 当的人不能得 到应 有的重 

视。唐代刘禹锡的诗作中就写道：“勿为翻译徒， 

不为文雅雄。”(《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从明朝 

起翻译人员甚至被视作汉奸 ，16世纪前期 ，有位 

帮助葡萄牙使团担任翻译、叫做火者亚三的中国 

人就被官府称作“汉奸通事”①。鸦片战争期间， 

在外方与中方之间充当翻译的人也被国人视作汉 

奸。其实与其他行业从业人员一样 ，翻译人员也 

不能说都是品性恶劣之徒，谁也不能否认唐代杰 

出翻译家玄奘对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但是的确 

也有挟洋人 自重 、甚至通敌的翻译 ，而更多的翻译 

人员都只是普通人而已。 

鲁迅曾对古代翻译人员的特殊地位做过考 

察：“我记得蒙古人 ‘入主中夏 ’时，裁判就用翻 

译。一个和尚去告状追债，而债户商同通事，将他 

的状子改成 自愿焚身 了。官说道好 ；于是这和 尚 

便被推人烈火中。”②出现这种翻译勾结商人害人 

的局面，真是太可怕了，好在像这样草芥人命的翻 

译毕竟少见。鲁迅还勾画了包括一些较为恶劣的 

翻译人员在 内的洋行从业者 的“西崽相”：“这 

‘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 

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⑧这是典型的挟 

洋自重的行为，是缺乏民族主体性的社会频频出 

现的恶俗 。 

鲁迅也批评了一些译者光挂招牌而不肯动手 

翻译的争抢地盘作风；与此同时，鲁迅说也有不为 

译界时髦所动，踏踏实实埋头译书的人，他为此称 

赞了致力于翻译俄苏文学的曹靖华，说他一声不 

响地做事，“后来却成为中坚”④。深受鲁迅器重 

的未名社成员韦素园也是这样一位埋头译事、在 

30岁就去世的译界才俊。鲁迅欣赏过的韦丛芜 、 

李霁野、徐梵澄等都是曾经踏踏实实地埋头于译 

事的翻译工作者 。 

在鲁迅心 目中，真正有理想 的译者应该具 备 

玄奘那样的献身精神。鲁迅曾对自身作为译者的 

身份 有 过 描 述 和 界 定 ：“人 往 往 以 神 话 中 的 

Prometheus比革命者 ，以为窃火给人 ，虽遭天帝之 

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 

得火来，本意却在煮 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 

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 

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 

着小市民性 的奢华 ，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 ，反 

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⑧ 

据古希腊神话说，天神普罗米修斯与雅典娜 

共同创造了人类，宙斯禁止人类用火，普罗米修斯 

帮人类偷得天火 ，触犯 了宙斯的禁令而被绑在高 

加索山上忍受被鹰啄食心脏的苦刑。鲁迅没有直 

接把译者比拟成普罗米修斯，只是说 自己从事翻 

译如同从外国窃得火来煮食 自己的肉，这种决心 

自食的译者姿态，与普罗米修斯的为人类受难异 

① 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合肥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8页。 

② 鲁迅：《略谈香港》，《鲁迅全集》第 3卷，第 448页。 

③ 鲁迅：《题未定草(一至三)》，《鲁迅全集》第 6卷 ，第 366页。 

④ 鲁迅 ：《曹靖华译 <苏联作家七人集 >序》，《鲁迅全集》第 6卷，第 572页。 

⑤ 鲁迅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 4卷，第 213—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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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而同工 。鲁迅塑造了一个受难型的译者原型形 

象 ，普罗米修斯成为现代理想的译者原型。 

二、译介目的：移情，益智， 

输入新的表现方法 

鲁迅很少从整体上谈论翻译的目的，他更多 

地在具体译作的前言和后记中谈他译介该译作的 

具体目的。在他的重要翻译论文《关于翻译的通 

信》里，鲁迅谈到了理想的译作“不但在输入新的 

内容，也在输入新 的表现法”。对 于输 入什 么样 

的新内容，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没有作具体解释，他 

主要谈到了怎样输入新的表现法问题：“中国的 

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 

避去熟字 ，删掉虚字 ，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 ，也 

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 

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 

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 

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 

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 

这病 ，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 ，装进异样的句法 

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 

己有。”① 

后来，鲁迅在《题未定草(一至三)》中指出： 

“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 

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②鲁迅翻译 目的 

论思想内容方面的要求，大体可以归为“不但移 

情，也要益智”，即一要改变读者的性情，二要有 

利于提高读者智力水平，这就是鲁迅启蒙主义的 

翻译 目的论思想，与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体系建 

立起 了相关的关系。 

鲁迅曾经谈到自己的启蒙主义文学创作思 

想，“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 

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 ‘为人生 ’，而且要 改 

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 的称小说为 ‘闲书 ’，而且 

将 ‘为艺术的艺术 ’，看作不过是 ‘消闲’的新式的 

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 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 

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⑧。 

鲁迅 的翻译 目的与此基本相同 ，即通过译介外 国 

文学、尤其是弱小民族文学来启发民智，帮助民众 

摆脱彼此冷漠的态度，建立起同情同感的现代性 

感情互动方式 。 

三、译本取材 ：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偏重 

鲁迅的启 蒙主义 翻译 目的论也 可 以归结 为 

“为人生”和“改 良这人生 ”，因此他 的翻译取材与 

他创作上的取材基本一致，即“多采 自病态社会 

的不幸的人们中”。留学 日本时期，鲁迅开始翻 

译实践，他当时“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 

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 

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 ”④。鲁迅看重 的 

是这些弱小民族文学争取民族 自由解放的思想表 

达 ，这与清末 中国青 年希求 民族强大的心声产生 

了共鸣 ；鲁迅也看重 弱小 民族文学表现民众生 活 

疾苦和民众奴性心理 的思想表达，这与他 的改造 

国民性思想形成了对话 。 

鲁迅在《<竖琴 >前记》中说：“我向来是介 

绍东欧文学 的一个。”透露 的是他译介 东欧等弱 

小民族文学的兴趣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还谈了他 

翻译取材 的另一个重心 ，即对俄罗斯文学 的偏重 

及其原因，他说：“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 

时候以来 ，就是 ‘为人生 ’的 ，无论 它的主意是在 

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 

流还是一个 ：为人生。这一种思想 ，在大约二十年 

前 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 ，陀思妥夫 

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 

于文字上 ，并且陆续翻译 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 

组织的介绍 ‘被压迫 民族 文学 ’的是上海 的文学 

研究会 ，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 者而呼号 的作家 

的。”⑤鲁迅以及周作人 、茅盾等 翻译家 大力 倡导 

和实践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在中国现代翻译史 

上产生了重大影 响，形成了弱小 民族文学的翻译 

模式。鲁迅文学翻译取材 的另外两个重心是苏联 

①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 4卷，第 391页。 

② 鲁迅：《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 6卷，第 364页。 

③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卷 ，第 526页。 

④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卷 ，第 525页。 

⑤ 鲁迅：《<竖琴 >前记》，《鲁迅全集》第 4卷，第 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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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 日本文学。 

鲁迅曾经在 1929年 明确表明 自己翻译选材 

上的立场，“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 

杰作，附以不朽的”①。鲁迅这种翻译选材立场真 

可谓是戛戛独造，因为诸多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 

都有通过译介世界不朽名著而使自己名垂译史的 

雄心，胡适就曾经公开亮出自己的翻译选材立场 

是：“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② 

胡适的选择没有错，鲁迅的选择更难能可贵。鲁 

迅的这种译介立场除了跟他在哲学上告别不朽而 

期待速朽的中间物思想有关外，更与他通过译介 

弱小民族文学在世界上为同是弱者的中国寻找盟 

友的翻译思想有关。 

鲁迅的这种偏向于弱小民族文学的选材立场 

招来不少误解和批评 。梁实秋对这样 的翻译选材 

表示怀疑：“不但那外国作者的姓名我们不大熟 

悉，即其国籍我们也不常听说。”⑧林语堂甚至攻 

击鲁迅开创 的弱小 民族 文学译介模式是媚俗 行 

为：“其在文学，今 日绍介波兰诗人，明El绍介捷 

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 

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人时 

一 样 ，总是媚字一字不是 ，自叹女儿身 ，事人 以颜 

色，其苦不堪言。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 

在于学 。”④ 

鲁迅对林语堂的讽刺作 了回应 ，他 回顾 了中 

国翻译界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历程 ：“但是 ，这种 

‘新装’的开始，想起来却长久了，‘绍介波兰诗 

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 

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 

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 

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还曾为弱小 

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 

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然后，鲁迅反驳 

了翻译弱小 民族文学根本不是献媚 ，相反倒是因 

为这些译者超越了文学势利主义的表现：“但即 

使现在绍介波兰诗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 ‘媚’ 

呢?⋯⋯诚然 ，‘英美法德 ’，在中国有宣教师 ，在 

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 

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 ‘大 

英’，‘花旗 ’，‘法兰西 ’和 ‘茄门’，而不知世界上 

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 

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 

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 

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 

‘已经闻名 ’而 已。⋯⋯所 以一 样 的没有打过 中 

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 

剌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诃德》，纵使 

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 

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 

无能 ，再也用不着 ‘媚 ’字 。”⑤ 

上述观点显示了鲁迅卓尔不群的翻译立场， 

在中国仍然饱受列强欺凌的时代，他不想加入译 

介英美法德文学的行列 ，因为这些 “强国”文化在 

中国的影响力 已经非常巨大 ，而且有不少带西崽 

相的势利 眼买 办文人 跻身于译介列 强文学的行 

列。鲁迅选择的是那些没有加入八 国联军攻打中 

国，甚至当时仍然还是弱小民族的文学来译介，以 

寻找 民族 自强 、反抗列强的精神盟友。 

在鲁迅 翻译取材上 ，学者梁玉文注意到还有 

一 个独特性 ，即鲁迅特别关 注那些“贫病、流亡 、 

遭迫害、英年早逝、精神孤寂或思想苦楚等”方面 

的作家，如爱罗先珂、巴罗哈、苏联“同路人”作家 

等⑥，这同样显示了鲁迅对世界文学家群体里的 

弱小者的关切。 

四、异化策略和直译方法 

在独特的翻译 目的和选材立场 的制约下 ，鲁 

迅在译介事业中主要采取了异化策略和直译方 

法；但是青年鲁迅在清末刚进入译界时也追随过 

归化翻译 潮 流。清 末 中国 译 坛 盟 主严 复 倡 导 

“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但是他本人的多半译著 

过于追求“达”、“雅”而未能坚持“信”的原则；而 

① 鲁迅：《<壁下译丛 >小引》，《鲁迅全集》第 lO卷 ，第 307页。 

②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第 3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③ 黎造编：《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jE京：华龄出版社，1997年版，第 17页。 

④ 林语堂：《今文八弊(中)》，《人间世》半月刊，1935年第 28期。 

⑤ 鲁迅：《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 6卷，第 368页。 

⑥ 梁玉文：《鲁迅翻译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 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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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当时翻译文学界盛行的是对原著大为删改以适 

应中国读者 口味的林纾翻译小说 ，因此归化翻译 

是那个时代的翻译主流。在留日早期，鲁迅深受 

林译小说等清末翻译时尚的影响，在翻译科幻小 

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作品时对原著多有 

删易改动。到了留日后期，鲁迅对清末归化翻译 

风尚产生了不满而开始求变，他和周作人翻译 

《域外小说集》就是向着直译的异化翻译转型的 

开端 ，他 30年代跟 日本弟子增田涉回顾了留H后 

期自己翻译上的转型，他说：“我和周作人还在 H 

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 

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 

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了起来。”① 

鲁迅在翻译上的异化追求、直译方法使得他 

的译著显示出了明显的欧化倾向，因此招来批评。 

老派文人钱基博(钱钟书之父)在其《现代中国文 

学史》说：“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日欧化的国语文学 

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 

之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 

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比于时装妇 

人着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倾跌，益增丑态矣!崇 

效古人，斥日奴性，摹仿外国，独非奴性耶。”②鲁 

迅后来撰文回应了人们对欧化的嘲笑：“欧化文 

法的侵人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 ，乃 

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 

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那样 

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 

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 

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 

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⑧ 

正如 2O世纪全世界范围内归化翻译基本上 

都是译介主流一样，中国现代译坛认可归化翻译 

的思想也颇有势力 ，翻译家赵景深 30年代初就撰 

文说：“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 

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 

二个问题 ，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 

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 

一 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 

⋯ ⋯ 所以严复的‘信 ’‘达’‘雅’三个条件，我以 

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一信一雅’。”④ 

鲁迅把赵景深的观点总结为“与其信而不 

顺，不如顺而不信”。鲁迅反对赵景深这种过于 

追求顺畅的归化翻译主张，认为“译得 ‘信而不 

顺 ’的至多 不过看 不懂 ，想 一想 也许 能懂 ，译得 

‘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 

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⑤。赵 

景深倡导顺 畅翻译没有错 ，但是他把“译 得错不 

错”的标准放到“译得顺不顺”的标准后面，就有 

“宁顺而不信”的过分强调顺畅翻译的倾 向。鲁 

迅认为翻译中信是第一重要的，但是他多少还是 

把信、顺 问题对立起来，甚至提出了“宁信而不 

顺”的主张。不 过应该看到 ，鲁迅提 出这个 主张 

是有条件的，即这种 “宁信不顺 ”的译著读者是受 

过良好教育的读者。鲁迅在与瞿秋白关于翻译问 

题的通信中把翻译读者划分为 3类，即受过良好 

的教育的、略微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鲁迅说对于第 

一 类读者，他是主张提供 “宁信和不顺”的译著 

的，他解 释说 ：“自然 ，这所谓 ‘不 顺 ’，决 不是 说 

‘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 ’，‘天河’要译作‘牛 

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 

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⑥ 

鲁迅当然明 白中国化 (归化 )倾 向的译本 更 

容易博得读者的欢心，那么他为什么不主张给读 

者提供更加中国化的顺畅译本呢?鲁迅对此回应 

说，不顺而信的译本也是译本，他力图推荐给读者 

的这种译本应该是这样的：“不但在输入新的内 

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鲁迅具体解释道：“中 

国的文或话 ，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 

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要医这病， 

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 ，装进异样 的句法去，古 

的，外省外 府 的，外 国的，后来 便可 以据 为己 

鲁迅：《1932年 1月 16日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 14卷，第 196页。 

转引自鲁迅：《<准风月谈 >后记》，《鲁迅全集》第 5卷，第 427 —428页。 

鲁迅：《玩笑只当它玩笑(上)》，《鲁迅全集》第 5卷，第 548页。 

赵景深：《论翻译》，1931年3月《读书月刊》第 1卷第 6期。 

鲁迅：《几条“顺”的翻译》，《鲁迅全集》第 4卷 ，第 350—352页。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 4卷，第 391页。 

135 



王家平 鲁迅文学翻译思想及其翻译策略的价值与启示 

有。”①因此鲁迅提倡以信为主的异化翻译是有着 

其良苦用心的，即通过直译异域文学作品不仅给 

中国输入新思想和新的感情 ，更要输入外国语文 

(主要是欧洲语文)精细严密的语法，以建构新的 

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应该说 ，鲁迅这种异化 翻译 

策略和他翻译实践中以信为主的直译追求，对于 

中国现代文学和语言建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 

值，但遗憾的是不仅中国过去的知识界不重视鲁 

迅的这些有益探索，而且当代 中国知识界也没多 

少人去仔细体会鲁迅当年的良苦用心。 

鲁迅的直译追求在当时遭到梁实秋等人的嘲 

笑，梁实秋说读鲁迅有些译著“就如同看地图一 

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他把这 

样的翻译 称作 “硬译 ”②。其 实翻译 界 本无 “硬 

译”这种翻译方法，它只能算是翻译中的一种坚 

持到底的韧性精神。学者梁玉文指出：“硬译本 

来体现的是鲁迅克服困难进行翻译的坚持精神， 

在翻译论争 中才演变成翻译方法 。翻译论争使鲁 

迅在理论上更加坚持硬译，但是在翻译实践中这 

种坚持使鲁迅身心都遭受了创伤。”梁玉文考察 

了鲁迅的翻译实践后指出 ：“其译文基本属 于直 

译的范畴，儿童文学和戏剧等甚至可以追求意译， 

只有文艺理论中存在难懂甚至根本无法理解的句 

段——就是那些被冠之以‘硬译 ’的部分。”③ 

其实，鲁迅在与梁实秋翻译论争之外的文章 

里并未死守“硬译”立场。他在《题未定草 (一至 

三)》中说起了自己正在翻译的《死魂灵》，他批评 

了该书的 日译者上田进过度追求顺 畅易懂的归化 

译法：“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 

中国事 ，人也化为 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 ，那 么， 

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 国的作品，⋯⋯至少是知 

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 

它必须有异 国情调 ，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 

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 

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 

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 

丰姿 ，但这保存 ，却 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 ：看不惯 

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 ，当然谁也看不惯 ，为比较 

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 

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 

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 口。”④鲁迅说：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 

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可见在首先强调信 

的前提下，他是坚持信、顺兼顾的翻译方法的。 

在翻译实践中，鲁迅对翻译方法的选择 比较 

灵活，比如在翻译《小约翰》这样以少儿为主要读 

者对象的童话作品时，他坚持以直译 (信)为主， 

同时在人名、小精灵的名字翻译等方面又采取了 

意译方法。1929年南京 中央大学学生陈君涵 给 

鲁迅寄去剧本译稿，鲁迅在回信中对译稿提出了 

看法：“不过觉得 直译之处太 多 ，因为剧本 对话 ， 

究以流利为是 。”⑤剧 本是准 备共舞 台演 出的本 

子 ，对话如果过于冗长或者别扭 ，就不可能产生预 

期的演出效果，因此应该尽量保持流畅通顺。 

五、特殊的翻译途径：转译和复译 

鲁迅对转译、复译等特殊的翻译途径多有阐 

述。直接从原著进行的翻译活动称作直接翻译， 

借助别的翻译译本进行的翻译活动称作间接翻 

译 ，又称转译。从理想的角度说 ，一切翻译最好都 

直接从源语出发来翻译 为好 ；但是 由于语 言能力 

的限制，现实中的不少翻译是在别的译本基础上 

进行的。鲁迅在《题未定草(一至三)》里回顾了 

清末以来 中国人 学习 当时世 界上 3大语言—— 

英、法、德语 的情况 ，他以学习人数最多的英语为 

例 ，清末翻译英语名著的竟主要依靠不懂英文 的 

林纾 ，20年代则 是靠懂 日语 的 田汉 翻译莎 士 比 

亚。英语名著 的直接翻译都 如此少见 ，东欧 、北 

欧、南欧等弱小民族语言的文学作 品翻译就不能 

不靠其他译本转译了。 

鲁迅的《论重译》是一篇专论重译(即转译) 

的文章，文章从穆木天关于间接翻译(重译)是滑 

头办法说起，鲁迅承认重译(转译)确实比直接译 

①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 ，第 391页。 

② 梁实秋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新月》月刊，1929年 9月第 6、7号合刊。 

③ 梁玉文：《鲁迅翻译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45页、第 149页。 

③ 鲁迅：《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 6卷 ，第364—365页。 

⑤ 鲁迅：《1929年 6月 21日致陈君涵》，《鲁迅全集》第 l2卷，第 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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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他分析 了重译 比较容易 的原 因说 ：“首先 ， 

是原文的能令译者自惭不及，怕敢动笔的好处，先 

由原译者消去若干部分了。⋯⋯其次，是难解之 

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 目了然，原 

书上倒未必有。”鲁迅也赞同由懂源语的人直接 

翻译文学作品为好，但是他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主 

张，他说：“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 

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 

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 卜生，没有伊本 

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 

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 

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西班牙 

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 

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 

从英法文重译的。”基于这样 的实际情况 ，鲁迅认 

为“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 

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 

译 ，是不必置重的”④。 

不久之后鲁迅发表了《再论重译》，他在文中 

提出了重译(转译 )的好处是 ，“重译有数种译本 

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 

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 

的地方 ，便无法可想”。鲁 迅在该文 中还指 出，穆 

木天主张译者要清楚 自己的译本能否成为“一劳 

永逸”的译本 ，否则 还是不动手 翻译为好 。鲁迅 

不认同这种主张：“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 

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 

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②这段 

文字体现了鲁迅翻译译本上的“中间物”意识 ，鲁 

迅不认为史上存在着完美的译本，任何好译本都 

只是名著翻译史上的一个环节。翻译史业已证 

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荷马史诗》《圣经》、 

莎士比亚戏剧等经典的译本也会 “老化”，也需要 

不断有新的译本来满足新时代的需要。 

基于翻译译本的“中间物”意识 ，鲁迅从来都 

没有认为自己的译著能够名垂青史，相反他不断 

提醒读者，说自己的译本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的译 

品，他期待着更好的译本取代 自己的译本。鲁迅 

在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中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译著 

存在着并非有意的曲译、硬译，他期待着“世间总 

会有较好 的翻译者 ，能够译成既不 曲，也不 ‘硬 ’ 

或 ‘死 ’的文章 的，那时我 的译本 当然就被淘汰 ， 

我就只要来填这从 ‘无有 ’到 ‘较好 ’的空间罢 

了 ”③。 

在具体翻译实践 中，鲁迅其实常常对重译 

(转译)流露不满。他在译完高尔基的《俄罗斯的 

童话》后表示：“我很不满于自己这回的重译，只 

因别无译本，所以姑且在空地里称雄。倘有人从 

原文译起来 ，一定会好得远远 ，那时我就欣然 消 

灭。这并非客气话 ，是真心希望着的。”④他在写 

给曹靖华的信中说：“《毁灭》我有英德 日三种译 

本，有几处竟三种译本都不同。这事情使我很气 

馁。”他还说，“从别国文重译，是很不可靠的”⑤。 

同样是基于翻译的“中间物”意识，鲁迅撰文 

主张复译，他幽默地用婚姻来比拟翻译，他调侃了 

那些反对复译的人 ：“他看得 翻译好像结婚，有人 

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 ，否则 ，就仿佛 

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罗，是维 

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 

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⑥接着鲁迅指出，当时译 

坛确实出现了胡译、乱译现象，要击退胡译的“唯 

一 的好 方法是又来一 回复译 ，还不行 ，就再来一 

回”，“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 

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鲁迅说，即使已有 

了好的译本，仍可以有复译：“曾有文言译本的， 

现在当改译 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 

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 

得更好 ，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 

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 的长处 ，再加上 自己的 

新心得 ，这才会成 功一种近于完全 的定本。但因 

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 

的，七八次何足为奇 ，何况 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 

① 鲁迅：《论重译》，《鲁迅全集》第 5卷 ，第 531—532页。 

② 鲁迅 ：《再论重译》，《鲁迅全集》第5卷，第 534页。 

③ 鲁迅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 4卷 ，第 215页。 

④ 鲁迅 ：《<俄罗斯童话 >小引》，《鲁迅全集》第 1O卷 ，第 442页。 

⑤ 鲁迅 ：《1931年 10月 27日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 12卷，第 278页。 

⑥ 鲁迅 ：《非有复译不可》，《鲁迅全集》第 6卷，第 284页。 

l37 



王家平 鲁迅文学翻译思想及其翻译策略的价值与启示 

七八次的作品。”① 

六、开辟多方位的译本读者交流渠道 

作为翻译家，鲁迅非常重视与读者进行交流， 

有着较为独特的翻译读者观。1924年 1月初 ，广 

东新会小学教师、读者吕蓬尊给鲁迅写信，请教鲁 

迅所译爱罗先珂童话《狭的笼》3个译文文字理解 

上的问题，鲁迅非常认真细致地给予解答，并把该 

信刊登在《学生杂志》上。② 1925年 1月初，安徽 

无为中学教师王铸给鲁迅写信，探讨鲁迅所译 

《苦闷的象征》的一些问题，并认为鲁迅译本部分 

内容与更早一些发表过的明权译本“所译的一毫 

不差”。鲁迅很平和地给王铸回信，回应后者关 

于《苦闷的象征》的提问，并告诉后者，他在翻译 

《苦闷的象征》时知道已经有丰子恺、樊仲云的全 

部和部分译本 ，但 明权的部分译本是收到王铸 的 

信才知道的。面对近似“抄袭”明权译本的指责， 

鲁迅能够这么心平气和地给予回应，显示了博大 

的胸怀和对 自己译本读者 的尊重。 

鲁迅为自己的多数译著撰写前言后记，这些 

翻译副文本可以看作是鲁迅与读者交流的基本途 

径，他在这些翻译副文本里常常跟读者分享翻译 

的甘苦，分析译本的思想、人物和艺术，介绍 自己 

翻译的文本依据、具体方法和难解之处。鲁迅在 

译完鹤见j；占辅的《思想·山水 ·人物》写的前言里 

跟读者交心道 ：“我的译述和绍介 ，原不过想一部 

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 

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还 

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 只要 自己觉得其 中 

有些有用 ，或有些有益 ，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 ， 

便会开手来移译 ，但一经移译 ，则全篇中虽间有大 

背我意之处 ，也不加删节 了。因为我的意思 ，是 以 

为改 变本相，不 但对 不起作 者，也 对不起 读 

者的。”③ 

为自己的译著撰写广告词，也是鲁迅与读者 

交流的一种方式。从 1909年为所译《域外小说 

集》写广告到 1935年给所译高尔基《俄罗斯的童 

话》版权页提供广告，鲁迅为 自己刊行的译本写 

了不少于 10篇 的推销文字。1925年 3月由未名 

社出版的泽著《苦闷的象征》封底上有鲁迅为《未 

名丛刊》写的广告词，他说他们这些译者、编者 

“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所愿的 ：无非 (1)在 自 

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 

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 

以为太受欺骗了”。@ 把话说得这么直白而且真 

诚，应该会受到一些读者喜欢的。 

七、大力提升翻译批评的地位 

对于翻译批评，鲁迅的见解也相 当独 特。 

《关于翻译(下)》包含了鲁迅关于翻译批评的丰 

富思想，文章指出，翻译批评任务有 3项，即“一， 

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 

可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 ，则指 出坏的译本 之 

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 

处”。接着，鲁迅用俏皮的语言来展示求全责备 

式的批评 之不合 理性 ，他说 ：“爱人 身上 生几个 

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 

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译者是 ‘大学教 

授 ，下职官员 ’，更不好 。好的又不 出来 ，怎么办 

呢?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 
一 救急罢。”随后 ，鲁迅用剜烂苹果来 比拟翻译批 

评工作。原先的求全式批评者面对烂苹果 ，会把 

它抛弃；鲁迅认为宽容的翻译批评面对“倘不是 

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 

有烂 ，还可以吃得 。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 

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鲁迅在文章 

最后呼吁：“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 

工作，这正如 ‘拾荒 ’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 

要 ，而且大家有益的。”⑤ 

在《再论重译》里，鲁迅指出开展翻译批评比 

创作批评更艰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 

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鲁迅说 

① 鲁迅 ：《非有复译不可》，《鲁迅全集》第6卷，第 284 —285页。 

② 鲁迅 ：《答广东新会吕蓬尊君》，《鲁迅全集》第 8卷 ，第 155—156页。 

③ 鲁迅 ：《<思想·山水·人物 >题记》，《鲁迅全集》第 10卷，第 300页。 

④ 鲁迅：《<未名丛刊 >是什么，要怎样?(一)》，《鲁迅全集》第 8卷，第468页。 

⑤ 鲁迅：《关于翻译(下)》，《鲁迅全集》第 5卷，第 316—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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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常参考各种译本的重译 (转译)本，“遇到 

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 

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鲁迅说，翻译批评不宜 

太苛刻，否则会给翻译事业带来消极影响，他说： 

“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 

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 

这时恶译本就会 比稍好的译本多。”① 

八、创作与翻译并重的文学定位 

另外，在翻译与创作关系上，鲁迅的见解是值 

得深思的。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中指出，20年 

代前期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期待天才的出现，另一 

方面又在消灭着天才，他以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关 

系被扭曲而不利于天才的成长为例来阐述这个问 

题。鲁迅说中国存在着尊崇原创作品而贬低译著 

的“崇拜创作”倾向，他是针对当时郭沫若的“我 

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 

翻译，而不注重产生”的观点而发的。鲁迅认为， 

把创作比作处子而把翻译比作媒婆，“那精神中， 

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 ，异域情调的分子 ，所以也就 

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作者和读 

者互相为 因果 ，排斥异流，抬上 国粹 ，那里会有天 

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②。 

1928年 1月 31日，一封署名“陈绍宋”，地址 

是创造社出版部的明信片寄到了鲁迅手中，鲁迅 

转述说，那人“说我还是去创作好，不该滥译 日本 

书”。鲁迅想起了几年前的事：“从前创造社所区 

分的‘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 ’之说，我是见过 

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 

婆——后来他们居然也兼做了——，倘不过是一 

个媒婆，更无须硬称处女。我终于并不藐视翻 

译 。”⑧的确是这样 ，就是那位把翻译贬 为媒 婆的 

郭沫若，自己也翻译了不少作品。创作与翻译并 

重，完全可能造成著与译两翼齐飞的双赢局面，真 

的不能太贬低翻译。 

鲁迅在“国货年”的 1933年撰文主张翻译与 

创作并重，他说：“创作对于 自己人，的确要比翻 

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 ‘硬 

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 比翻译要坏得 

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 

及洋鬼子 ，作 品的比较 的薄弱 ，是势所必至的，而 

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 于外 国。所 以翻译和创作 ， 

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 

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④的确是这样 

的，就如同译著有好有差一样，创作的作品也未必 

都是富有创造性 的作品，也有平庸之作，真的没有 

必要在创作与翻译之间划出鸿沟来的。 

但是对于 自己的著译情况，鲁迅有时也不 自 

觉地流露了创作第一、译作第二的想法，他在《鲁 

迅自传》结尾总结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情况后说： 

“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⑤他在为 

英文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写的《自传》结尾 

说：“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 

有 ⋯⋯”~1936年 ，鲁迅拟编辑 自己的 30年来 的 

著述总集《三十年集》，从他拟定的篇 目来看，该 

总集收录了他的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以及学 

术著作，没有列入任何翻译集子。⑦ 从这一系列 

情况来看，非常重视翻译的鲁迅偶尔还是有创作 

比翻译重要的思想。这就与鲁迅理论上倡导著、 

译并重的思想形成了矛盾 。 

九 、鲁迅文学翻译的内在矛盾 

在鲁迅翻译文学版图上，还存在着其他内在 

矛盾。从整体上说，鲁迅在创作与翻译关系上冲 

破了前者为主后者为从 的主／从二元思维误区，强 

调翻译与创作的 同等地位；但是他的翻译思想具 

有鲜明的偏重原著的倾向，他在异化翻译策略的 

引导下，执着地运用直译方法从事翻译，显示出他 

具有“原著中心”的文化立场，这无形中还是置译 

鲁迅 ：《再论重译》，《鲁迅全集》第 5卷，第 534—535页。 

鲁迅 ：《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 1卷，第 175—176页。 

鲁迅：《致 <近代美术史潮论 >的读者诸君》，《鲁迅全集》第 8卷，第 309—310页。 

鲁迅：《关于翻译》，《鲁迅全集》第 4卷，第 5686页。 

鲁迅：《鲁迅自传》，《鲁迅全集》第 8卷，第 343页。 

鲁迅：《自传》，《鲁迅全集》第 8卷，第 402页。 

鲁迅：《“三十年集”编目二种》，《鲁迅全集》第 8卷，第 519—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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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次要地位。 

鲁迅非常执着地运用直译甚至硬译方法 ，试 

图再现外国原著的丰姿、情调和思想方式，尤其是 

试图通过再现外国文学原著的语法结构以改造汉 

语的语法结构。但是问题在于，他翻译的俄苏文 

学 、弱小 民族文学和其他欧洲文学 (德语文学 除 

外)，大都是通过日语转译的，作为东亚语言的日 

语与欧洲语言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因此鲁迅 

翻译欧洲文学作品(德语文学除外 )，他并非是在 

直译欧洲文学作品，其实他是转译 日语的欧洲文 

学译本。所以，鲁迅的直译其实是要打折扣的，他 

试图通过直译欧洲文学的语法结构以改造汉语的 

语法结构的任务因此也非常难以完成。 

鲁迅不是一湾清澈的溪水 ，他是波涛汹涌的 

大江大海。作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化巨人，鲁迅 

不可能是单 向度的精神、文化存在。鲁迅的思想 、 

创作和翻译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正 

是这诸多的矛盾形成了鲁迅精神遗产的复杂性和 

丰富性，这就使得他的思想和文本有着难以穷尽 

的阐释空间。 

十、异化策略、直译方法的价值和启示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鲁 

迅给他们 自己确定的翻译 目标是“造译亦期弗失 

文情”①，这是鲁迅 自觉地采取异化策略和直译方 

法译介外国文学的肇始。到20年代中期，鲁迅对 

直译方法的运用已臻于得心应手之境，他在《出 

了象牙之塔》后记里强调了自己翻译这部文集所 

用的翻译方法：“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 

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 

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② 

到了 1933年，鲁迅在与瞿秋白的翻译通信中 

解释了他不采取 “完全 中国化”(归化 )翻译策 略 

的原因，他说自己的异化策略、直译方法“不但在 

输入新的内容 ，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③。1935年 

9月，鲁迅谈到自己正在进行的果戈理杰作《死魂 

灵》的翻译，他对 自己近 30年来坚持的异化策 

略、直译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 ，认为文学翻 

译所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 

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④，他强调 自己的翻译原则 

是以信为前提而兼顾信顺。 

鲁迅的异化策略、直译方法造成其译作 比较 

艰涩难懂而招致误解和批评。其实鲁迅这种追求 

有着两个重大价值：1．他的以信为主的译著能够 

制造出陌生化效果，引起读者对外国作品新的词 

汇、语法、观念和表现手法的特别关注，为中国现 

代语言和文学改革寻找摹本；2．鲁迅没有奉行使 

外国作品中国化的归化翻译策略，而是强调译作 

要保留异国情调和异域风情，这种异化翻译避免 

了归化翻译中常见的语言暴力 ，体现了对世界各 

民族文学(文化)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尊重。 

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一方面坚决批判闭关 自守 

的文化保守主义，经由自己33年的漫长翻译实 

践 ，向后进的中国社会引入外 国新 的观念、思维 、 

美学 ，以及新 的语法和写作艺术 ；一方面他又同崇 

仰列强文化权力 的全盘西化思想保持距 离，努力 

在弱小民族中寻找精神的盟友，致力于译介弱小 

民族的文学，并与强势的西方主流文学形成抵抗 

式的对话关系。 

鲁迅特别欣赏中国汉唐时代开放的胸襟和勇 

于吸收异域文化的姿态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 ，新 

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 

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 

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著带箭的骏马，还 

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接着鲁迅分 

析了汉唐开放立场和后来 中国历朝走 向保守主义 

背后的文化心理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 ，但魄力究 

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 

者竟毫未想到 ，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 ，就如将彼 

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 

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 了，每遇外 国东西 ，便觉得 

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 
一 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 

① 鲁迅：《<域外小说集 >序言》，《鲁迅全集》第 10卷，第 168页。 

② 鲁迅 ：《<出了象牙之塔 >后记》，《鲁迅全集》第 l0卷，第 271页。 

③ 鲁迅 ：《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 391页。 

④ 鲁迅：《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 6卷，第 364 —365页。 

l40 



王家平 鲁迅文学翻译思想及其翻译策略的价值与启示 

和孱奴的宝贝。”④ 

追慕汉唐文化开放传统的鲁迅提出了现代中 

国文化的基本进路：“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 

时时 自出新裁 ，至少也必取 材异域 ，倘若 各种顾 

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 

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 

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②鲁迅在 30年代进 

一 步地把这种文化开放思想提炼为“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具体的内涵是：“总之，我们要拿来。 

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没有拿来 

的，人不能 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 

成为新文艺。”⑧ 

鲁迅张开双臂拥抱世界上各种文化遗产的同 

时又具有卓绝的文化 自信力，他广泛吸纳异域文 

艺的同时坚持拿来主义文化选择立场，他那种与 

文化势利眼形成强烈对照的不媚列强而亲近弱小 

国家之独立不依的姿态等等精神遗产，对于当代 

中国更好地融人世界，对于中国人在多元文化交 

流过程中既充分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又坚定地、 

自信地走 自己民族独特文化之路，都具有丰富的 

启示意义 。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对话和冲突成为各民 

族文化关系的基本态势，拒绝对话和强化各民族 

文化的对抗，都将会导致人类文化新的灾难；反 

之，不珍惜各自民族的文化，完全向主流文化(西 

方文化)并拢，同样会破坏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丰 

富性而导致世界文化的衰微。鲁迅独特的翻译路 

线和文化理念 ，显示了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独立、 

自尊、理性的文化立场：既跟世界文化保持密切的 

对话联系 ，又拒绝成为主流文化的附庸 。鲁迅的 

立场对于当下深化 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 

应该具有深刻的警醒力和启示力。 

① 鲁迅 ：《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 1卷 ，第 208—209页。 

② 鲁迅 ：《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 1卷，第 210 —211页。 

③ 鲁迅 ：《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 6卷 ，第 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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