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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个无底的黑洞，千百年来无数曾经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纷纷从它的洞12坠落；惟有少数文化 

巨人得以避免被历史黑洞吞噬。这些文化巨人的姓氏，已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主题词；他们的精神遗产， 

已成为 自己所在 国度的民族记忆。世界文学史的不同时期、不 同地域 ，都 出现过为数 不多的文化 巨人 ： 

古希腊的荷马，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 的但 丁、英 国的莎士比亚、西班 牙的塞万提斯 ，近代德 国的歌德、法 

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 尔斯泰等人；中国古代的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现代的鲁迅等正是其 

中杰出的代表。记忆与忘却，是历史总谱上交替出现的两个声部。记忆，是肉身试图撷取历史黑洞口外 

某些存在的碎片而作的挣扎；忘却，是肉身连同存在的碎片被历史黑洞吞噬的湮没。历史，就在这挣扎 

与湮没中展开着、轮替着。鲁迅以《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样奇崛的标题，呈示了记忆与忘却之间纠葛不 

已的复杂关联。鲁迅同时代的大批历史人物 已经被锁进记忆的仓库 ，遗 忘的灰尘落满 了他们的思想和 

著述。然而作为话题，鲁迅及其创作仍然正在并且还将继续缠绕着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王家平) 

鲁迅早期翻译活动与其新体 白话文 

经验的生成 
— — 以《月界旅行》为中心 

宋声泉 

摘 要： 《月界旅行》是鲁迅早期译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文本，具有某种类似“原点” 

的意义。它是鲁迅在《狂人 日记》之前仅有的一部偏于完整的白话作品，甚至其中还存 

在许多带有陌生化效果的新体白话。这与他的翻译方式不可分割。《月界旅行》中那 

些读起来略感不顺的白话句子，许多是由鲁迅按照原文句序逐字翻译不加改动造成的。 

《月界旅行》中的白话语体，存在明显的欧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复音词使用频 

繁，不轻易省略句子成分，常用长句进行表达，频繁使用连接词。鲁迅在翻译《月界旅 

行》的过程中，体验到了一种新的语言经验并习得了新的表达方式，有助于激活鲁迅通 

过阅读所获得的白话资源。鲁迅早期翻译活动对其新体白话文经验的生成产生了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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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声泉 鲁迅早期翻译活动与其新体白话文经验的生成——以《月界旅行》为中心 

一

、引言 

《月界旅行》是鲁迅早期的翻译小说之一， 

1903年 10月由 日本东京进化社 出版。④ 它的原 

本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鲁迅据日 

本翻译家井上勤的译本《九十七畴二十分同月世 

界旅行》转译而成。三十年后，鲁迅回忆道：“那 

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 

元出售 ，改了别人的名字 了”，“我因为 向学科学 ， 

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 

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②或许与鲁迅“不 

肯直译”的自我追忆相关，学界对《月界旅行》的 

评价不高，一般认为它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意译” 

风尚并无二致。倘若着眼于鲁迅在《辨言》中自 

述的“其措辞无 味，不适于我 国人者 ，删 易少许 ” 

和译 文 中夸饰 的译笔 、“不 避 俗滥 的习语 和 成 

语”③以及 “根 据 某 种 需 要 毫无 顾 忌 地 改 变 原 

文”④，确实可以为《月界旅行》的意译特征找到确 

凿的证据；然而，这却会遮蔽《月界旅行》丰富的 

意义 。 

曾经，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直被看作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然而近年来，研究 

者们 开始 陆续质 疑这一说 法 ：无论是 陈衡哲 的 

《一日》，还是刘韵琴的《大公子》，抑或李劫人的 

《儿时影》，都被追认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 

作。⑤还有学者认为：“像徐卓呆等人的初期白话 

小说所显现的语言能力相当纯熟，甚至比新文学 

初期的欧化语言更接近大众。”⑥因此，究竟如何 

理解《狂人日记》的白话及其历史地位，已然变得 

十分迫切 。 

对于这个问题，陈思和的思考值得注意。他 

通过对比徐卓呆的白话叙事与鲁迅译作《幸福》 

里的语言描写 ，回答道： 

真正打开传统文学的缺 口并取得辉煌胜 

利的，不是流利的白话小说或 白话诗 ，而恰恰 

是鲁迅那篇 具有 内在分 裂特 征 的现代 小说 

《狂人 日记》⋯⋯它的意义不在 于完关和谐， 

而表现在它的 内在的分裂性。从语言上说 ， 

它是文言与欧化语体相 交替 ，日记 中大量拗 

口的西方语法的句子与引子部分流利 的文言 

构成鲜明的对比。④ 

在陈思和看来，《狂人日记》中“文言”与“欧化语 

体”、“拗 口的西方语法 ”与“流利的文言”之间形 

成的“分裂性”，恰是这篇小说最大的意义所在。 

换言之，《狂人 日记》之所以在新文学的历史上拥 

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最重要的原因即是语体的欧 

化。正如陈思和自己所说： 

新文学的效果和特点，其 实并不在 于是 

否使 用一般意义上的白话⋯⋯如果说追求现 

代性以及 同时感受现代性的分裂是五四新文 

学的特征，那么，与其说新文学提倡 了白话 

文 ．还不 如说是提 倡 了欧化 文。⑧ 

可见，《狂人 日记》中的欧化语体，具有划时 

① 在本文中，《月界旅行》的版本采用《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一)》(王世家、止庵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中收录的；《九十七峙二十分嗣月世界旅行》的版本采用 自由嗣明治十九年版的第 四次印刷本。后文征引时，只注明页 

码 。 

② 《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93页、第 99页。 

③ 王友贵：《翻译家鲁迅》，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④ 顾钧：《鲁迅翻译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 54页。 

⑤ 早在 1978年，夏志清在《小论陈衡哲》中便称：“最早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夏志清：《新文学 

的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90页。新世纪以来，～些学者接受了这种观点。如蔡辉振：《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第一篇小说为谁》，《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 3期。推举刘韵琴与李劫人的分别是李西亭的 

《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 <大公子 >》(《中国文化》，2002年第 19、2O期)与贾剑秋的《现代白话小说第一人辨》(《西 

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 11期)。 
⑥ 陈思和：《一份填补空白的研究报告》，柳珊：《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O～1920年间的 <小说月报 >研究》， 

南 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3页 。 

⑦ 陈思和：《关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小说评论》，2000年第 1期。 

⑧ 陈思和：《一份填补空 白的研究报告》，柳珊：《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l0～1920年间的 <小说月报 >研究》， 

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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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历史意义。那 么，一个至关重要 的问题也就 

随之而来——如此特殊的语体究竟是怎样形成 

的?鲁迅的新体白话文经验又是源 自何处?事实 

上，这种经验的生成与鲁迅早年的日汉翻译不可 

分割；而在现存的几个翻译文本中，《月界旅行》 

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甚至具有一种类似 

“原点”的意义。本文将以《月界旅行》为讨论核 

心，重估这一文本在鲁迅后来文学活动中的位置 

和意义，并以此管窥其早年翻译活动与新体白话 

文经验生成的影响与互动。 

二、《月界旅行》：鲁迅白话实践的原点 

谈及鲁迅早期的 白话实践 ，研究者一般倾 向 

于将略晚的《地底旅行》与《月界旅行》相提并论， 

认为二者皆是文白夹杂。李寄曾说：“《月界旅 

行》和《地底旅行》最主要的语体特征是旧白话的 

系统采用⋯⋯除了旧白话外，译者还掺用 了文 

言。”①b立德的观察更为细致具体，他认为《月界 

旅行》“行文往往文 白夹杂，也就是译文 中叙事用 

白话，对白则用文言(但却不时夹杂 ‘吗、呢、了’ 

等格格不入的白话成分)，与一般文学作品中对 

白用口语的常规可说背道而驰”；而《地底旅行》 

“叙事一概用较为文雅的白话，前后相当一致。 

但对白则有时用 日常白话，有时又莫名其妙地转 

为古雅的文言，以至文言白话夹杂使用”②。相较 

而言 ，王风的分析最为深入 ：“两部 ‘旅行 ’已经是 

在白话的基础上混用文言，只是这文言更多在对 

话中出现。⋯⋯两部‘旅行’，从总体上看，是文 

言成分失控地不断增加的过程。”④ 

但在笔者看来，尽管《月界旅行》与《地底旅 

行》皆是文白夹杂，但二者面貌却存在着根本的 

不同。辨析其 间的语体差异性 ，对认 识《月界旅 

行》在鲁迅整个白话实践活动中的价值与意义至 

关重要。 

在翻译《月界旅行》之前，鲁迅对语体的采用 

有着明确的想法。他在《辨言》中称：“初拟译以 

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 

参用文言，以省篇页。”④在《月界旅行》的前五回， 

由于译者的白话经验不足，尽管也会偶尔出现带 

有文言色彩的句子；但是，鲁迅的确在努力使用 

“俗语”。从第六回起，开始“参用文言”，且句子 

的文言程度不断增强。即使如此，通读全篇仍可 

发现，《月界旅行》语体的基础仍是白话；而《地底 

旅行》中的文言比重明显更高，甚至在一些章节 

中远远大于白话 。 

更重要的是，《月界旅行》中还出现了许多带 

有陌生化效果的新体白话 ，如： 

我最勇敢的同盟社员诸君!请观这苍穹 

上，不是一轮月吗?今晚演说，就为着这“夜 

之女王”可做一番大事业的缘故。这大事业 

是什么呢?请诸君 勿必惊疑 ，就是搜 索这众 

人还没知道的月界 ，要 同哥伦波发见我邦一 

般。然而做这大事业，断不是一人独力可以 

成功的，所以报告诸君，想诸君协力赞助，精 

查这秘密世界，把我合众三十六联邦版图中， 

加个月界给大家看。 

这里除了“这大事业是什么呢”之类的口语 

外，还有许多像“我最勇敢的同盟社员诸君”这样 

的在汉语中十分少见的白话句子。细心的读者在 

阅读这段引文时，恐怕与读《红楼梦》等小说的感 

受不大一样。然而，在《地底旅行》中，却几乎没 

有类似的表达；相反，章回体小说之类的语言恰是 

其最主要的白话样态。 

总之，在语体方面，《月界旅行》不仅白话的 

比重更高，而且还存在大量具有陌生化效果的新 

体白话。从这个意义上讲 ，《月界旅行》不仅是鲁 

迅的第一次 白话实践 ，同时也是其在《狂人 日记》 

以前仅有的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白话作品。 

那么，鲁迅何以会在《月界旅行》中频繁地使 

用一种新体 白话 呢?笔者认为 ，这与他的翻译方 

式不可分割。《月界旅行》中那些读起来略感不 

① 李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 80—81页。 

② 卜立德：《凡尔纳、科幻小说及其他》，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 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0年版，第 130页、第 134—135页。 

③ 王风：《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上)》，《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 12期。 

④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一)》，第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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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的白话句子，许多都是其按照原文句序逐字翻 

译不加改动造成的，试看以下三例： 

(a)有名的麦 思敦 ，把 树胶作 的头盖骨 

且搔且说道(第48页) 

高名 否r世 一厶 灭、手一、7 灭 卜、／ 

氏八树醪 老以 作 『j 为顼盖骨老搔 墨 

谓 日<(叶八) 

(b)我们大炮震动天地 的时候 ，在几年 

之后，是不能豫料的了。(第50页) 

我等 大石包一何扎 时南，) 又霹麈天 

地 老震勤世 L 为匕八畿年 後 老待，) 

到来亨弓 豫 知否 加岛矿(叶一八) 

(c)著者也是美国人，那有名的亚波就 

是 了。(第 52页) 

著述世 L八米囫人6二 有名 为著者 

“工  
、7， 一” })(叶二三) 

在《月界旅行》中，由于鲁迅坚持对原语语序 

进行最大程度的保留，因此无暇顾及读者是否能 

够理解通畅 ，甚至一些句子还会 给人一种不知所 

云的感觉。对于句子的内容，鲁迅或许有所省略； 

但他完全不调整译文的语序或句子结构，如： 

1 16 

(a)到今日，月界交通的事情，我美国人 

实地研究的结果，同勇敢不挠的精神，应该 自 

任(第 52页) 

今 c二到为迄地球 彼 月世界 匕 同c： 

於 一佃 定约 屯岛L允为二 聋闻加亨 

今 此 月世界c：通路卺阳<(土米圆人 赏 

地研究 结果匕生赏勇敢 为精神 老以 

自加 岛任 墨所 })(叶二五) 

(b)我于此事，常 自问自答，精细研钻， 

才晓得把 弹丸用第一速力每秒走一万二千码 

的时候 ，可以射入 月界 ，是确 实无疑 的。(第 

52页) 

余f 此 事桨}二付墨曹 自加 问 自 

加 答 精攻细讨 L 终c：碓乎不拔 计算 

老以 弹丸 第一速力老L 一秘峙每c二一 

莴二千 ，L，I．o L彼 月世界 6二向 放 

，) 墨c耋之才1，c：逮亨为聋得为 必然允为匕 

老碓定世 L 为老得 『)(叶二六、二七) 

(C)我们今 日，应把炮术学来决这最紧 

要的问题，第一次会合时，于论定所用器械为 

第一 步 的意 见，已经都 无异 议 的。(第 57 

页) 

我等八今施衍 贵重 为学老以 至紧 

至要 否同题 老决定世 为 加 岛 最初 

合合c二於 八此大柴c二用 墨器械老榆定 

寸弓老以 先 第一着手 为 L匕 意思 

c二晷c 浃定 L 为 如 L (叶五九) 

有时，鲁迅不仅不改动原文的顺序 ，也不调整 

原文的句法。这使《月界旅行》的译文中有特别 

多的否定句和表示双重否定含义的句子，如： 

(a)然鄙 意并不 以为炮 术之学，今 不如 

古，无非因中世时古人做的事业，颇可惊奇， 

却像令人远不及的样子。(第 59页) 

然札共我意 为决L 砘衍学桨 今 

古／、、6：如加 云泰c二c耋非 只 中世c：於 

古人 岛L得允弓巧桨c二付寅c二骛< 墨事 

跻南})恰屯今人 逮<及c 为如墨屯 拐 

f)墨(叶六七) 

(b)他不从兵卒渐渐升等，是不能做大 

将的。不是 自造铁炮 ，是不能打 的。(第 48 
— 49页) 

其初 兵卒土I)渐々异等世 尢f 决L 

大将 匕 为老得 又 自岛绒砘 老铸造世 

尢c 打岛得 为屯 (叶一o) 

(c)社 长道：“此疑 问未经确定，亦不能 

援 引定理，惟由个人思之 ，自不能不生月球及 

惑星中，能否栖居之 问题耳。”(第79页) 

此疑 罔允为 未 雏匕L 是 c二明辨碓 

答老下寸屯 <亦 定理 依为 墨 L 

故c：唯 罩l二人 思考之引加允 幻c二彼 

月世界及 惑星c 人颖 栖 得 妻埸虑 

rj 匕同e土 否老得 是老(叶一四六) 

(d)还有一层不能不用 巨大弹丸的缘 

故，从我地球启行，直达月界，旅路 甚遥，所以 

我们不可不时时了望的。(第 58页) 

最宅巨大 L 尢c 得 何尢 

扎c 其弹丸 我射的 为彼 月世界 逮亨 

为 畏距雄 问不断我 r)之扎 老注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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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力、 扎c I)(叶六四) 

固然，汉语中亦不乏否定句与双重否定的表达方 

式，但一般来说，使用的频率不会太高。而《月界旅 

行》中频繁出现的否定式的话语，则是与源语体的 

日语本身有关。日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尽量避 

免用明确的表达方式。由于追求含蓄的效果，日语 

文章喜欢以否定的形态来展开。有的语言学家称 

之为“日语的非断定性”，他们认为这种特点与其 

说是 日语的性格 ，不如说是 日本人 的习惯。① 鲁迅 

在翻译时基本上保留了这种源语的特征，如： 

难道以后就没有改良火器的事情吗?就 

没有试验我们火器的好机会吗?难道我们的 

炮火，辉映空中的时候，竟会没有吗?同大西 

洋外面国度的国际上纷争，就永远绝迹 了吗? 

或者法国人把我们的汽船撞沉 了，或者英 国 

人不同我们商量竞把两三人缢杀了，这宗事 

情，就会没有吗?(第49页) 

最早以後火器老改良寸弓}二盍方世 否 

目的 为 又此後弹道老斌 为 好械合 

L 思／、、为加又我等 胞火空中c二辉加寸 

峙 L 寸为加又大西洋外 或为圆 交除 

上纷纭老起 L戟孚老起寸等 事 墨宅 匕 

寸为加又佛固人 我邦 蒸汽船老一艘沈没 

世L 6加又英圆人 我人民 榷理老短尢 

二三人老缢投寸为等 事八生世 亨为力 

(叶一 o、一 一 ) 

引文中，鲁迅翻译前两个问句时将否定词提前了， 

而后面三个问句的译文都保留了原文中否定词置 

后的语序。这就造成 了一种陌生化的语言效果 。 

其实这也反映出了 日语 的一个重要 特点，即 日语 

的最关键部分根据 日语语法规则 ，往往放在一句 

话的最后 。有的语言学家也把这一点称为“句子 

的最后决定意思”②。 

由上可知，鲁迅翻译的态度对于《月界旅行》 

新体白话的形成而言，关系甚大。然而，令人疑惑 

的是，同时期翻译的且同为科学小说的《地底旅 

行》的语体为何没有像《月界旅行》那样存在很多 

的新体白话呢?笔者认为，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 

鲁迅翻译二者时 ，采取的翻译方式不尽相 同。 

目前，学界通常将《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 
一 并视为不忠实原著的“意译”。从宏观上看，这 

种说法固然合理；但具体来说，又会遮蔽较为重要 

的问题 。实际上 ，在鲁迅的回忆中，他提到这两篇 

翻译时所用的描述是不同的：说起《地底旅行》时 

表示“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却称《月界旅行》 

是“编译”。在鲁迅看来，二者都是“不肯直译”的 

结果，但程度有差异：《地底旅行》已经不能算作 

“译”，而是“改作”，这意味着其在相当程度上脱 

离了原作；至于“编译”仍可算在“译”的行列。 

分别对照《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它们的 

日文原本来看 ，情况也 确实如此。鲁 迅译《月界 

旅行》时的改动主要在“编”，变换其结构方式，即 

《辨言》所谓的“《月界旅行》原书，为日本井上勤 

氏译本，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记。今截长补短，得 

十四回”。鲁迅在实际操作时，并不是将两章删 

改合并为一回，而是有的章节基本保持原貌，有的 

是将二至四章的内容部分删节后合并，原作的第 

五、六两章被完全删去。③ 对此，卜立德指出，鲁 

迅“态度比较认真”，“即使大规模删掉原文，他还 

保留了扼要的科学 内容 ，篇 幅颇长 的讨论和争论 

他也如实交代了每个论点，总算完成了他 ‘使读 

者⋯⋯获一斑之智识 ’的任务。他 自己为了适合 

中国说部的习俗所作的增删也无伤大雅，至少他 

没有学当时翻译 界通行 的可恶做法 ，打着 ‘不失 

其精神’的幌子，借题发挥，通过小说人物表达他 

自己的见解”。④ 他还说道：“《月界旅行》既可酌 

情过关 ，随后出来的《地底旅行》应该更够水平，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在《月界》刚出苗的怪异现象 

变本加厉 了。”就笔者对 照 日文原本和鲁 迅译 作 

的感受来看 ，卜立德 的判断是较为可靠的。 

《月界旅行》大体按照 日文原本的叙述来翻 

① [13]金田一春彦著，潘钧译：《日语概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397—398页；于吟梅：《日语表达方 

式上的特点——介绍金田一教授的论述》，《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 4期。 

② 于吟梅：《日语表达方式上的特点——介绍金田一教授的论述》。 

③ 关于《月界旅行》翻译过程中结构调整的详细情况，可参见顾钧：《鲁迅翻译研究》，第 51—52页。 

④ 卜立德：《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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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而在译《地底旅行》时，鲁迅 自由发挥的程 

度明显增大 。就语体方面来说 ，也是如此。王 风 

曾言：“到了《地底旅行》，似乎已经完全不管文言 

白话，只照方便。”①然而，经过前文的日汉对照， 

不难发现，鲁迅译《月界旅行》时，对 日文原作常 

常亦步亦趋，不轻易窜改。毕竟“编译”受到的束 

缚多一些，而“改作”相对来说更加随意，“译”之 

外 ，还包含创作的成分在里面。既然作品的基本 

内容都可改换，语句上 自然也不大会较真。这亦 

是两篇作品语体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月界旅行》的“欧化”特征 

通过上一节的讨论，我们可以确定《月界旅 

行》在鲁迅白话实践历程上的特殊性及其重要 

性。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月界旅行》中的白话 

语体，具有十分明显的欧化倾向；具体来说，主要 

表现在 以下 四个方面 ： 

(一)复音词使用频繁 

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指出：“复音词的 

创造”是“欧化的语法”的重要表现，“中国本来是 

有复音词的，近代更多，但是不像现代欧化文章里 

的复音词那样多”。② 翻看《月界旅行》，可以发 

现，鲁迅对复音词的使用非常频繁。除去汉语固 

有的复音词之外，他还在翻译中借用了源语文本 

的数十个 日语词汇，如：发明、发见、联邦、会社、精 

神 、试验 、机会 、汽船、教育 、自由、同盟、直 径、组 

织 、杂志 、新 闻、职员、代理 、投票 、选举 、方 法、机 

械、经济、说明、义务、参观、空间、论理学、化学、物 

质、理论 、作用、反对 、运动 、电报、内容、想 象、卫 

生、劳动者、政府、原理、思想、工业⑧，等等。此 

外，鲁迅的《月界旅行》中也出现了许多音译词。 

仅以第一回为例，即有“亚美利加”、“麦烈兰”、 

“拔尔祛摩”、“坡茵”、“伊大利”、“安脱仑格”、 

“排利造”、“波留”、“毕尔斯排”、“欧罗巴”、“爱 

洱噶拟沙”等十余处。 

(二)注重保持句子的完整性，不轻易省略可 

以省略的句子成分 

王力认为 ：“依中国语的习惯 ，主语可 以因承 

说而省略(如 ‘他～他们’之类)，也可以因习惯 

而省略(如‘我一你’之类)。”④鲁迅在翻译《月界 

旅行》时，常常保 留 日文原文的主语，不加 省 

略。如： 

社长 立住 问道 ：“君是 谁?”其 人 答道 ： 

“余臬科尔也。”社长大声道：“余欲见君，已 

非一日，今乃相遇于此，何幸如之!”臬科 尔 

道 ：“余 亦如是 ，故来见君。”社长道 ：“君 曾侮 

我。”臬科尔道：“然。”社长道：“余将举轻侮 

三条件以问君 ，君能答乎 !”⋯⋯君如与余 同 

意，则余亦来觅君。(第86页) 

社长乃与同 日 <／君八何人 I) ／ 

答／＼、 日 <／余八“ 于 、／、二 一，L／” 

I)／大肇呼 日 <／余c 汝 老待，)_二 大旱 

霎霓6二於c于为 如 L然札 屯不幸c二L 

未 曾 汝老见 今幸6：汝c：合亨为老得 

将c：榆鬣寸否所 南否 L／／“二 j一，L／”氏{土 

欣然 L 日<／余 屯亦允，谕蕺世尢 亨弓 

目的电以 此c二来 君老见为 })／社畏 

日 <／君 曾 余扎 老轻侮 L 『)／答／、、 日 

<／然I)／同 日<／汝八彼 轾侮 L 为 

僚件c二付余 疑 同c：答／、、得 为加⋯⋯汝若 L 

我 意 如 <南墨 余八同畸c：於 他方土 

})林中c：入 汝c二合寸 L／(叶一八一至一 

八 三 、 

由引文可以明显地看 出，鲁迅译 文所用 的主语基 

本上是遵照原文的。其中，“君”、“余”、“汝”等 

倘若置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中，部分可省略。类 

似情况还有 ： 

我想⋯⋯我等到此过迟，彼等必已决斗 

了，君 以为 然否? 

① 王风：《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上)》。 

②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 334—335页。 

③ 这里笔者判断的依据为《<汉语外来词词典 >日语借词一览》、《<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 >日语借词一览》、《< 

现代汉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 >日语借词一览》；何华珍：《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版，第 266—281页。 

④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第 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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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亦认不 清么?”麦思敦道 ：“哦 ，我 看 

清楚 了，他 亦遥 望我 等，彼 ⋯⋯ 彼 臬科 

尔也 。” 

汝何意?噫 ，汝何 意!汝真可谓猛烈如 

野狮 了 ! 

余发见我的良友了。噫，社长，君在此何 

为 耶? 

(三)经常使用长句进行表达 

王力曾说：“试把《红楼梦》一类的书和现代 

欧化的文章相比较，则见前者的长句子很少，后者 

的长句子很多。这并不是偶然的。西洋的句子本 

来就比中国的句子长。中国人如果象西洋人那样 

运用思想，自然得用长句子；翻译西洋的文章，更 

不知不觉地用了许多长句子。因此，句子的延长 

也是欧化文章的一种现象。”①就《月界旅行》观 

之，较多的一种类型是定语长的句子 ，如 ： 

(a)汉佗忽然记起麦思敦新发 明的第一 

回就 打死 三 百七 十三人 的 大炮 

r卜厶、八 、／夕 氏八之扎 老明 墨曾 

r手一 、7灭 1-、／J氏 螯明c： 最初试 l： 

三百三十七人 老投 L允为屯 老思 出L 

(b)所以议决铸造哥仑 比亚 巨炮该在地 

球上什么所在的问题，亦颇紧要。 

故l二r了，L，5-" 巨砘 踌造八 地 

球上如何 位置l二於 南亨 誊 老载浃亨 

弓老要寸 

(c)然而我等在可生活的月世界中，能 

否保全生命的问题，却还要质之听众诸君子。 

然扎 毛)我等 此}二生活L得为如 <彼 

月世界c二於 生命老保存L得为 罔题 

c二至}) c土之老蟪承 诸君c二赁芑尢匕寸 

(d)把华盛 顿独 立战争 时，在硝 烟 弹雨 

中，指挥大军的手段，施展出来。 

猫c土莘盛顿 猸立戟争c二除L硝烟弹雨 

同c二立岛大军老指挥亨为窝真 如L 

(e)欲与君言者，系以人 为诞妄不足取 ， 

以事为虚伪不能成，而不学无识之一人也。 

今君c二向 明泰所南岛允 亨弓屯 

c主人 忘毵取弓c二足岛--~ L又成功亨 

喜事}二南岛守 亨为所 月世界旅行 大桨 

c：参舆 L 弓集学不馘 一人 }) 

在所举五例中，第一句是由主谓与偏正两个短语 

联合构成了定语，第二句是特指疑问句作定语，第 

三句是反复疑问句作定语，第四句是主谓句作定 

语，第五句是复句作定语。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长定语不仅仅是指字数 

偏长，还包括修饰语本身句法结构的复杂。如 

《月界旅行》中有一句“有黄金色笸缘似的东西圈 

着山麓的青山”，读起来并不感觉十分长，但句子 

修饰成分的内在关系却比较缠绕。“黄金色”与 

“笸缘似的”作为递加式的定语修饰“东西”，而 

“东西”又与“圈着山麓 ”构成主谓句来作 “青山” 

的定语。这也是由翻译造成的现象。其 日语原句 

为“黄金色 笸缘 如 善屯 老以 山麓 老境 

L 7：二弓青 山南 I)”。而在传统的中国白话小说 

中，虽然也会出现长定语的情况，但一般是“那些 

极度形容语(如‘胡子苍白了又做了官的’，‘天打 

雷劈五鬼分尸 的’)”才会放到宾语前 ，使文气更 

生动些。从用语习惯上看，如果修饰宾语的成分 

过长，则会将其放在所修饰词的后面②。可在《月 

界旅行》里，不论是否极度形容语，都会有长定语 

来修饰宾语。类似情况还有： 

直有除却华盛顿，便算巴比堪的样子。 

便是 以弹丸之 巨大，令 月界居 民惊惧的 

意思。 

则蕞 尔一弹丸，宁能 支百六十 万磅 火药 

所生气质之压力乎? 

今晚演说，就为着这“夜之女王”可做一 

番大事业的缘故 。 

故抑制因游戏而殃及全球人民之事业， 

不得谓非我政府之义务也 ! 

后来社长见大众热心欲狂，仿佛有仅入 

石丘，尚未满意；苟能一 游炮膛 ，则 虽死无憾 

①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 346—347页。 

② 王力曾举出例子来说明：(A)你可有法办这件事么?(很象是说“你可有 ‘办这件事’的法子么?”)(B)我有本事 

叫凤 丫头弄出来咱们吃(很象是说“我有叫凤 丫头 ‘弄出来咱们吃 ’的本事”)。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 107—108页。 

1 19 



宋声泉 鲁迅早期翻译活动与其新体白话文经验的生成——以《月界旅行》为中心 

的情况。 

(四)频繁使用连接词 

王力曾说：“欧化的文章里，就普通说，联结 

成分总比非欧化的文章里多。”①在中国传统白话 

小说中，联结成分的应用往往是比较随便的，如 

“和”、“而且”、“或”、“因”、“虽”、“纵”、“若”等 

时常省去，而欧化文章则一般需要加入连词。鲁 

迅翻译《月界旅行》时，很注意连接词的使用，甚 

至一句之内用多个连词，如： 

若把这会社社员题名簿一翻，不是写着 

战死，就是注着阵亡；即偶有几个生还，亦复 

残缺 不 完 

然而棉花却内含许多原质，若浸入冷硝 

强水时，便生出难熔，易烧，爆发等性 

若讲大略 ，则大炮的抵抗力，同火药的弹 

拨力，没有限量的道理 ，已经确 凿明白，所 以 

据这原理 ，用装置精巧的弹丸，能否到达月界 

的问题 ，自然因此而起 了。 

虽是古来大炮 ，总没越过二十五尺，我们 

却不必拘此为例。况且大炮短小，则弹丸在 

空气中飞路加长，故总以非常长大为妙 。 

这里，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致使译文连词增多，一 

是原文本身连词较多；二是原文句式复杂，逻辑严 

密，当鲁迅将其拆解为短句来翻译时 ，需要补充连 

词，以使句意通畅，如： 

且若不幸而弹丸不入月界，复堕地球 ，则 

地球 虽不至于破裂，而世界人 民，因是而蒙如 

何之 巨灾，实有难于逆料者。 

且，)巨大 弓弹丸若L月世界c：速亨为 

能八 为 不幸c：逢 再 地球c二堕落亨为 

匕墨八地球幸c二破裂世 为毛)世界各虑 人 

民c二如何 为炎害老生守为 知为可加I=) 

引文中，“且若”即是合并原文中的“且”、“若”， 

“则”、“而”、“因是而”是配合句意的理解增添 

上的。 

四、《月界旅行》的价值定位 

有学者曾精辟地指出在研究近代中国翻译小 

说时需要规避的误 区，“不能和不应将原文和译文 

对 比，然后作出是否忠于原著的判断⋯⋯即使能够 

确定原著，但只要稍为翻阅一下，便可以肯定当时 

绝大部分的译文都是不忠实的。面对着这普遍地 

‘不忠实 ’的翻译现象，态度应该怎样?把整整一 

代的翻译小说草率地贬斥为‘胡译’、‘乱译’，对于 

理解这时期的翻译 活动 ，会有多大的作用?因此， 

如果我们的结论只停 留在这些现象上的对比，显然 

意义不大”②。目前，学界关于《月界旅行》的讨论 

亦是如此，研究者很容易在译文中找到许多可以证 

明鲁迅“不忠实”或是 “意译”的地方，但这无益于 

对鲁迅翻译活动存在价值的认识。 

有鉴于此，在从原著与译文的关系人手进行了 

初步探讨之后，下文将着重剖析《月界旅行》的翻 

译之于鲁迅文学革命时期白话写作的意义所在。 

首先，在翻译《月界旅行》的过程中，鲁迅体 

验到了一种新 的语 言经验并 习得 了新 的表达方 

式。如前两节所分析的那样，鲁迅以不修改原文 

语序与句法以及从日语原文中借用日语词汇等方 

式，对译出来了欧化色彩浓厚的新体白话。这类 

白话与五四后的汉语书面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接 

近性 ，如主谓分 明，脉络清楚 ，主语与连接词不轻 

易省略 ，句子之 间关系紧密 ，逻辑性增强 ，表意也 

更加严密。 

虽然，鲁迅在文学革命以前都没有继续以新 

体白话的语体来翻译 ，有些可惜 ；但仅从欧化的角 

度上看，《月界旅行》的地位也不可小觑。目前， 

学界普遍重视《域外小说集》的界标性作用。在 

这方面，王风的说法颇可注意。他发现，《域外小 

说集》中，周氏兄弟两人的风格 自身就不尽一致： 

周作人“选择 了骈散夹杂 的文体，伸缩比较 自 

①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359页。 

② 王宏志：《导言：教育与消闲——近代翻译小说略论》，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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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鲁迅则“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 

王风还说道，与周作人相异，鲁迅“坚决不去‘解 

散原来的句法 ’，反倒像是因此而解散了译文的 

句法。或者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状态，使得鲁迅 

形成其终生的语言习惯。即便是没有原本牵制， 

由己之意的写作，照样追求语句的极限，这种不惜 

硬语盘空的姿态正根植于他此时强迫性的语言改 

造”①。其实，当我们仔细研究了《月界旅行》的翻 

译之后，可以认定所谓造成鲁迅终生语言习惯的 

“解散了译文的句法”在《月界旅行》中已经大量 

存在。只是《域外小说集》时期，鲁迅已经 自觉意 

识到“造译亦期弗失文情”，而《月界旅行》仅部分 

段落做到了这一点。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中对原作的“亦 

步亦趋”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肯定。《月界旅 

行》虽然没有整部都与原作完满贴合，但称得上 

“亦步亦趋”的译文也有很多。且造成它们对原 

文在态度方面相近的原因是二者都是在鲁迅尚未 

充分掌握一门外语的时候来翻译的。鲁迅在 回忆 

其《斯巴达之魂》与《说鲴》时，称“我那时初学 日 

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 

急于翻译”②。《斯巴达之魂》最初发表于 1903年 

6月 15日和 11月 8日的《浙江潮》第五期、第九 

期上。《说鲴》则首发于 1903年 10月 10日的 

《浙江潮》第八期。这两篇与《月界旅行》基本上 

是同一个时间的作品。可知，鲁迅翻译《月界旅 

行》时的日语掌握的情况。《域外小说集》中的三 

篇鲁迅译作是他由德文翻译的。鲁迅修习德文是 

1906年夏秋以后才开始的。据周作人回忆说： 

“有一个时期 曾往‘独逸语学协会 ’所设立 的德文 

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 

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 自己阅读。”③至 1909年 

春，《域外小说集》已经出版了。可知，鲁迅是在 

主要靠字典的状态下完成的翻译。1929年，鲁迅 

在《<小彼得 >译本序》中说，初学外国文字的人 

开手翻译时 ，“容易拘泥原文 ，不敢意译”④。这似 

乎是经验之谈 。对于鲁迅 自己来说 ，他 接触外语 

不久就上手翻译的《月界旅行》与《域外小说集》 

都有着“拘泥原文”的问题。 

由于《域外小说集》异常古奥的语体与《月界 

旅行》中的新体白话差别太大，且二者面对的源语 

语言本就不 同，很难直 观地看 出译文思维的承续 

性。这里，不妨引入鲁迅后来在教育部工作时翻译 

的同样是译 自13语的例子，来看鲁迅在《月界旅 

行》中尝试的翻译方式在其后来译作中的延续，如： 

推上述原理于艺术之玩赏，则浅人玩赏 

之法，主在事物之空间形象。认识其形，较重 

于玩赏其 色，乃发 生次第所必然之倾向。顾 

此倾向，又因关的经验而愈 著。吾侪 自幼年 

所经验之造形 美术，以手法上之关 系，每于形 

态轮廓，多所重视。 

以上 原理老婪衍玩赏 埸合c7-曹 箝 

幻 考 见为 、素人 玩赏 仕方c主事 

物 空同形式 老主 L 居 为。即岛色 玩 

赏土 屯形老热裁寸6方 主c二 ，) 居为 

南为。二札 c 餮生的c二见 、墨 j 亲 

自然 倾向电有 居为二 c 前述 通 }) 

南为 。二 倾向c耋更l二美的经验}二土 

更c二著 L< 为 南为。即 我  々 幼 

少 2二墨加 短验寸弓所 造形美衍c耋手法 

上 阕保加 岛多 <c土形您又c 翰廓 老重视 L 

居 为 

将句子翻译的情况对照观之，不难看出其与《月 

界旅行》中采用的“逐句译”的方式何其相似。 

其次，《月界旅行》的翻译有助于激活鲁迅通 

过阅读所获得的白话资源。陈平原曾指出：“对 

于从小读古书作古文的这一代作家来说，很可能 

如《(小说海)发刊词》所表白的，‘吾侪执笔为文， 

非深之难 ，而浅之难 ；非雅之难 ，而俗之难 ’。采 

用文言简捷便当，一挥而就；采用白话反而劳神费 

心 ，‘下笔之 难 ，百倍于文话 ’。”⑤梁启 超 即是 一 

例。他翻译《十五小豪杰》时感慨道：“参用文言， 

① 王风：《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上)》。 

② 《(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 ·第七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4页。 

③ 《再是东京》，钟叔河编订 ：《周作人散文全集(12)》，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4—615页。 

④ 《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55页。 

⑤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68页。 

l21 



宋声泉 鲁迅早期翻译活动与其新体白话文经验的生成—— 以《月界旅行》为中心 

劳半功倍。”梁氏纯用白话翻译时，“每点钟仅能 

译千字”，当“参用文言”后，“译二千五百字”。① 

鲁迅早年长期生活在吴语方言区，情况或与梁启 

超类似。从《月界旅行·辨言》来看，鲁迅也确实 

嫌俗语“冗繁”，此亦可佐证。 

由于白话写作能力有限，想让鲁迅写出明白 

晓畅的白话 当是较为困难 的事情 。鲁迅拟用 “俗 

语”来翻译时，只能通过将白话阅读经验转化到 

写作实践上来。鲁迅幼时接受的是正统的书斋教 

育，他很早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周礼》、《仪 

礼》以及《尔雅》等古书。②幸运的是，鲁迅的祖父 

虽然出身翰林，但“对于教育却有特殊的一种意 

见，平常不禁止小孩去看小说，而且有点奖励”④。 

鲁迅的父亲也给孩子们讲《聊斋》的故事④。与家 

庭环境相关，鲁迅少年时期曾阅读过大量的传统 

小说⑤，其中便不乏白话作品。然而，至鲁迅在南 

京读书前，“他住在家里，只买些古书来看”，直到 

进入新式学堂后，特别是留学 日本使鲁迅“广泛 

的与新书报相接触”，他读到了《清议报》、《新民 

丛报》及《新小说》，尤其后两者上载出的翻译文 

学对鲁迅的影响很大，因其所刊科学小说《十五 

小豪杰》和《海底旅行》大受欢迎，使得鲁迅“决心 

来翻译《月界旅行》”。⑥可知，《新小说》上的白 

话译文也作为鲁迅编译《月界旅行》时能借用的 

话语资源。但阅读与写作之间毕竟还是有着相当 

大的距离。《月界旅行》的翻译实际上推动了鲁 

迅 白话经验由阅读 向书写的转移 。 

直到鲁迅写作《狂人 日记》以前，他再也没有 

像翻译《月界旅行》时那样来操练自己的白话。在 

《月界旅行》中，鲁迅在不照搬原文表达的情况下， 

有时也可以自发地写出新体白话式的句子，如： 

(A)凡读过世界地理 同历史的，都晓得 

有个亚关利加的地方。至于亚美利加独立战 

争一事，连孩子也晓得是惊天动地；应该时时 

记得 ，永远不忘的。(第 46页) 

(B)若竞跌落演坛，则身负重伤，是不消 

说 ；便是喋喋辩论的无空间说 ，也可惜从演坛 

落至地面的实有空间，而大悟彻底 了。(第 

78页) 

若 L不幸c二L 堕落 L 岛尢c：c土彼雄 

辩者 今迄舌老桓幻 距雒c二虚集 为老就 

墨 为毛)足 老挫伤 L 以 始 距雒 高座 

土地 雨同5二於 虚矣 岛 弓老悟 })允 

为 弓 L(叶一四三) 

A为 日文原文 中没有 的句子。B是译文与原文之 

间缺乏明显的对应关系，作者据 日文原文句意的 

同时有自我发挥的成分。尽管在《月界旅行》中 

上述引文一类的句子并不多，但毕竟已经开启了 

鲁迅 自主的新体 白话的尝试 。这对于后来鲁迅的 

白话写作而言，具有着重要的原点意义。 

近年来，一些学者着力从传教士的方面探讨 

欧化白话文的起源问题 ，提出西方传教士的欧化 

白话文是新文学的语言先驱，“当时有读者是因 

为先看到了西方传教士的欧化 白话文译本 ，在这 

个基础上才接受或者反对新文学的，而对这些读 

者来说，新文学的欧化白话已经不是新鲜事”⑦。 

这无疑有利于丰富与加深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演 

进的认识。但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对于新文学发 

生发展的作用也不宜夸大。从内在层面看，新文 

学欧化白话的形成更为关键的主要还在文学革命 

主将们的身上。故而，对“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 

绩”的鲁迅翻译活动与其白话文经验生成关系的 

讨论 ，显然更具意义。 

(责任编辑 ：素微 ) 

① 《十五小豪杰》第四回“译后语”，《新民丛报》，1902年第 6号。 

② 《鲁迅读古书》，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2)》，第 621页。 

③ 《老师二》，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3)》，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260页。 

④ 《父亲的病中》，钟叔河编订 ：《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 167页。 

⑤ 周作人在《关于娱园》中说，与鲁迅非常谈得来的“友舅舅”家中，凡是那时通行的小说在他那里都有，鲁迅即在 

那里借看。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 153页。 

⑥ 《鲁迅与清末文坛》，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2)》，第 646—648页。 

⑦ 袁进：《重新审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试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对 中国文学的影响》，《文学评论》，2007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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