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乐仁谈典籍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
口受访人 费乐仁

口访问人 可 凡 姚裙玲

长着一张典型的欧洲人面孔 ,却穿 中山装 母语 不是 中文 ,

却用中文大声宣布我是 中国人 。这些看似十分矛盾 的现象 ,在

费乐仁教授身上却显得那么和谐 。每一位走近他 的人都不由得

被他周身散发着的对中华文化 的热爱之情深深感染 ,这就是费

乐仁 ,一位在美 国出生的瑞士人 ,一个有着多学科背景的学 者 ,

一个可以被称为历史学家 、比较哲学家 、比较宗教学家 的学者 。

费乐仁 ,美 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 比较哲学博 士 , 年迄

今在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任教 。费乐仁教授苦心钻研汉

学 ,对 中国语言及文化有着深厚的造诣 。除了说一 口流利 的英

语 、粤语 、普通话 、西班牙语及德语外 ,费乐仁教授还精通其他多

国语言 ,包括法语 、菲律宾语 、日语 、古 希腊语 、希伯 来语等 。他

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哲学史 、 世纪欧洲汉学 、中国基督教史 、

跨文化连释学等 。 又年 出版的他 年间从跨学科 、跨文化 、

多角度 阐释汉学家理雅各 抉 , 一 及其 中国

古代经典翻译的学 术专著 南̀ ￡ 叭 。 妙 被

评为美国 年度有关传教研究 的杰 出著作 。费乐仁教授近

期研究 的课题包括德国来华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

, 一 及其翻译 、 世纪中国诊释学 、耶儒对话 等 ,

由于他精通中西语言并具有深厚 的哲学及历史学根基 ,多次应

邀为 《哲学词典 》等撰写有关中国哲学 的条 目 ,还主持了冯友兰

《中国现代哲学史 》的英译项 目 ,英译本将于 年年 内出版 。

目前 ,费乐仁教授正在主持 《理雅各 文集 》项 目 ,为影印再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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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经典翻译作序 一部有关卫礼贤生平与著述的专著将于近年出版 。他在研

究中常有新见 ,发表的学术论 文计 余篇 , 自编教材 种 ,在德国波恩大学 、英 国

牛津大学访学 ,并在瑞士伯尔尼大学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等世界各地知名学

府开设讲座 。

年 月 日 ,费乐仁在北京外 国语大学逸夫楼作了题 为 “中国典籍西译

之三巨擎 — 重温理雅各 、顾赛芬 、卫礼 贤的翻译经典 ”的报告 ,他 以开 阔的视野

将其多元文化视角下对翻译的独到见解娓娓道来 。本刊记者借机采访 了他 。

访 问人 可凡 、姚玛玲 ,以下简称 “访 ” 我们应该怎样称呼您 汉学家 哲学

家 还是别的什么称呼 您的中文名字有什么特殊 的意思吗

费乐仁教授 以下简称 “费 ” 我觉得 ,我首先是历史学家 ,然后才是哲学 家 、

宗教学家和人文学者 。我的名字最初是根据我的原名的发音而来 ,我很喜欢我 的

中文名字 “乐仁 ”。我会告诉别人 ,快乐的 “乐 ” ,仁爱的 “仁 ” ,这个名字体现 了我

对儒学感兴趣 ,也表现出了我的精神 。

访 您祖籍瑞士 ,在美国出生 ,在我们看来 ,您具有典型的欧洲外表 ,眼神里透

出的热情和对多元文化的接纳态度无一不体现 出美国 “特色 ” ,可是您却始终在谈

论中国 ,说中国话 ,吃中式菜 ,而且已经成 为香港公 民 ,您 真的认为 自己是 中国人

吗

费 在我看来 ,不一定吃中式菜 、穿中式服装就是 中国人 。我接触 中国古代 和

现代的历史已经 年 了 ,会普通话和粤语两种中国语言 ,我参与 、认 同中国的文化

和智慧 , 中国人也接纳我 。 与此同时 ,我又是香港政府认可 的永久居民 ,我认为我

在精神上是一个中国人 。

访 您除母语英语外 ,能说和使用的语言还有普通话 、粤语 、德语 、西班牙语等 。

您对于语言学习 ,特别是对于汉语学习 ,有什么窍门吗

费 我认为学习的动机很重要 。 我的窍门就是爱加上足够 的练习 。 年到

年 ,我在菲律宾时 ,看到很多华人崇拜 毛泽东 。 以我所接受的美国教育 ,对这

种现象很不理解 ,为了想搞清个中原 因 ,所 以就产生 了学习汉语 的念头 。我 岁

才开始学习汉语 ,刚开始时觉得汉语真的很难 ,可为 了达到 自己的 目标 ,还是克服

了困难坚持下来了 。

语 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 。一个人经过语言的培养 ,可以达到一种新的文化 ,文

化也因此扩大 了 。 比如我学汉语 ,就会尝试用汉语来说 ,用中国礼仪来做 。 我学习

西班牙语 ,就会尝试用西班牙语来说 ,按照西班牙礼仪来做 。 我一直 以语 言为媒介

来 自觉实现 自己到另外一种文化的转化 。 在这一过程 中一定要有 自觉性 , 因为进

人一种语言很不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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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我们是通过您对理雅各 、何进善和王韬 的研究认识您 的 。即使在 中国 ,真

正阅读过理雅各中国古代经典译本的人也很少 ,而逐字对照阅读 中文原文 以及理

雅各的若干英译本 的人就更少 了 ,这也是 国内外学者对您的研究尤其佩服的原 因

之一 。当理雅各翻译中文经典时 ,他有王韬这样优秀的助手与其合作 您在研究 中

如果遇到困难 ,对 中文原文不太理解时 ,有谁帮助您吗 您在研究 中是如何与中国

学者展开合作的

费 合作应该是在真诚讨论基础上达成的合作 。以理雅各和王韬的合作为例 ,

诗经 》是王韬最擅长的 ,理雅各在 《诗经 》译本 的注释里提到王韬 多次 ,并且解

释 了他为什么同意或者不同意的理 由 。两人 的分歧点在于理雅各觉得王韬对 《诗

经 》的理解过于传统 ,他更偏爱朱熹 。

学术交流应该互相帮助 ,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对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 。所以 ,一

个可靠的合作者是需要经过精心挑选的 。我认为翻译不只和语言水平有关 ,翻译

还和一个人的历史背景和世界观有关 。因此 ,如果有可能 ,翻译应该是建立在对话

的基础上 ,经过一个可靠 的学术对话 ,找到一个文本 的精神所在 ,这对翻译是很有

必要的 。例如 ,我在处理一些和历史有关的东西时 ,有时我只可 以了解一些字面的

意思 ,对于其内在的意义我需要借助合作伙伴 的帮助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 ,翻译不

只是翻译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是一个合作的过程 。

访 从您的文章 、讲座以及谈话中 ,我们发现您总是强调要以一种历史 的 、动态

的发展观去理解或评价理雅各的译本 。对于同一部 中国典籍 ,例如 《诗经 》 ,为什

么理雅各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译本 在您看来 ,评判理雅各不 同时期译本的高下有

没有一个标准

费 理雅各译经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 ,有许多中文经典理雅各至

少 翻译过两次 ,像 《大学 》和 中庸 》 ,理雅各分别 翻译并出版过 四个版本 。我 以三

个 《诗经 》译本中的两个为例说明这个 问题 ,第一版 年的 《诗经 》译本是从字

义翻译 的散文体 。 年后 ,理雅各 开始反省 ,认识到做一首诗最重要的不是字义 ,

所 以又重新 以苏格兰诗歌的风格和语体特征翻译 《诗经 》。当然 ,大部分人不会像

理雅各那样将一部书换一种文体重译 。理雅各 的多数经典译作并没有像 《诗经 》

那样大规模地改头换面 ,他主要修改的是注解部分 ,通常是改正其中的错误或者增

加新材料 。

至于如何评价不同版本的高下 ,我 的建议是不要评 价一个文本 的不 同版本 。

如果你问画家他所有 的画作 中最好的画是哪一个 ,画家会说 “请你告诉我 。”画家

真诚地表达了 自己的感觉 ,观看者如何理解是画家无法把握 的 。

对我来讲 ,理想的译作应该有译 者的风格 和创意 在里面 。我 译 者 是 它们

译著 的口 ,它们是我的脑 ,我愿意通过它们来说话 。研究理雅各 的不同译本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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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 ,要动态地追踪各个译本的发展变化 ,从解释学的角度

对其进行 阐释和分析 。我认 为这个过程虽然复杂 、有挑战性 ,却更加有趣 。

访 中国典籍有许多被译介到海外 ,其中有些典籍在历史上存在数量众多的译

本 ,您认为该怎样评价一部经典的多种译本 是否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评价标

准

费 一部经典有多种译本是一件很好的事 。至于评价 ,这 与翻译 的本质有关 。

我认为 ,翻译是一种 “传译 ” ,不是一种简单 的技术 。

例如翻译佛教经典时 ,就不能随便 翻译 ,因为其 中很多东西是不可译的 。 《华

严经 》需要阅读多种注释后才能 明白文本的意义 。翻译 不讨论抽象 的办法 ,讨论

的是文本 ,所以一定要根据文本来确定具体 的翻译办法 。经文就要 以经文的方式

来翻译 ,如果用俗语和 口语来翻译是不行的 。理雅各 曾经在 年以散文体翻译

了 《诗经 》 ,受到了苏格兰知识分子的批评 ,因为他们从他的译文 中读不到中国诗

的味道 。中国的经典经过翻译家的翻译 ,马上成为另外一种语言的经典 ,这就是翻

译的经典 。

翻译要清楚文本 ,要 自觉地了解 自己的工作对象是什么 ,翻译要达到的 目的是

什么 ,是 以 “文字漂亮 ”为标准 ,还是 以别的标 准来判断 。理雅各 的英文不那 么漂

亮 ,然而他忠实原著 ,所以同样是一种好 的翻译 。

目标决定翻译 的表现 。有些译著的翻译非常漂亮 ,并因此影响 了很多人 。如

果你将原文和译文对照 ,却经常发现译文 中很漂亮 的句子在原文 中找不到 。这种

翻译同样可以成为最有名的译著之一 ,但是无法成为最好 的译著 。我认 为翻译的

态度要谦卑 ,要先看原著和文本 ,然后再做判断 。

访 以您跨文化的经历 ,您怎样理解和诊释 “文化 ”一词 您是否认为 中西文

化存在差异 中西文化之间应该怎样进行对话

费 许多人在谈文化时 ,更多关注的是 “文 ” ,而忽略了 “化 ” ,即就是 “转化和突

破 ”的过程 。

我在接触不 同的文化时 ,一直在问自己 , “为什 么在这种文化 中会产生这样的

思想 ”我通过 自己的头脑来思考 ,看世界中的现象 ,然后通过这些现象想 到一个

概念 ,努力思考怎样把别人的 “化 ”为 自己的 。就像农 民种一粒种子 ,经过辛苦 的

耕作 ,使其长成一个新 的植物 。经过这样的转化 ,把另外一种智慧为己所用 。中国

人接纳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参与了他们 的智慧 ,实质是我们对彼此的文

化互相认 同 。

文化和人一样都是活着 的东西 ,可以活 ,也可 以死 。文 化是 指一种 内在的认

同 。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有价值的精神的循环 。通过传 承可以产生智 慧 ,而非

仅有知识 。智慧显示的是内在的领悟和灵感 ,知识是属于基础层面的 ,它们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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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循环和更新的过程 。如果从教育的过程来看待这个过程 ,教师将有价值的东

西传给年轻人 ,以及年轻人怎样利用这些知识形成智慧就是一个更新 的过程 。问

题在于文化本身非常复杂 ,是多元动态 的整体 ,包含对过去传统的认 同 、对内在价

值观的肯定 、对未来 的渴望和挑战等多个方面 。

多种文化可以并存 ,中西政府的观念可能不 同 ,可是从历史上看 ,中国文化本

身也是多元的 。限制我们智慧的可能是以国界的划分谈文化 。

不同文化之间的人怎样进行对话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比如 ,面对其他能接纳

我的人或者是反对我 、与我对立的人时 ,首先要选择好与其对话的内容 。朋友不是

一种 自然的关系 ,是在尊敬和倾听的基础上努力达 到的一种心灵 的沟通 。当不 了

解一个 民族 的文化和生活时 ,别人听懂你的话和理解你 的话完全是两码事 。这时 ,

你必须努力抛开 自己的文化尝试进人异国的文化 ,建立一种新 的关系 。文化是可

以转化的 ,虽然很困难 ,可是很重要 。我 自己有过这样 的体验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

力 ,经过真诚 的商榷 ,最终通过转化取得 了对话 的成功 。经过艰难 的转化过程之

后 ,我开始体验到中华文化的精髓 ,实现了精神上的突破 。

我本人以为中西文化的概念属于 世纪 ,是一个过时的概念 ,而使用 “中 ” 、

“西 ”有其政治因素在里面 。在 世纪 ,我们应该讲 “多元文化 ”。

置身于一个颇似书房的咖啡馆 ,我们沉 浸在与费乐仁教授轻松而愉快 的对话

中 。他 的妻子梅乐诗 耐心地在一旁等候 ,时不时地 与费乐仁教授交换一

个会心的眼神 、一个甜蜜 的微笑 。今年 以来 ,费乐仁教授辗转上海 、北京 、青岛 、瑞

士 、英国 、香港等地 ,当费乐仁教授谈到旅行中遇到的人或事情 ,一时想不起人名或

地名 ,用英语询问梅乐诗时 ,她总能立 即提示 出名字 ,费乐仁教授笑着说 ,瞧 ,这就

是我 的贤妻 。看到这样的情景 ,我们打消了为什么他没有像许多汉

学家娶中国妻子的疑问 ,还有什么比耐心聆 听丈夫两三个小时用外语侃侃而谈 ,而

始终陪伴在他身旁的妻子更令人感动的呢 ,这个问题 已经被爱消融了 。如果说每

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我们就更加理解 了费乐仁教授的成

功 。在采访结束之际 ,我们 向费乐仁夫妇致以了最衷心的祝福 ,费乐仁教授通过与

内地学者的合作与交流 ,他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

作者单位 可凡 北京外国语 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姚堵玲 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