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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几点思考＊
谭载喜
（香港浸会大学 英国语言文学系，香港）
摘 要：包括西方翻译理论史在内的外国译论研究，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研究领域一项十分有意义的
工作，需要予以持续的重视。本文根据作者对拙著《西方翻译简史》的修订扩充和研究所得，对西方译
论发展史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西方译论本身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脉络，尤其是对自２０世纪中、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来的当代西方译论发展状况与前景，从几个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以期引发对西方译
论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关键词：译论；西方；历史；发展；学科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West:
Thoughts on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Study
TAN Zai-xi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to mature as a distinct discipline, continued efforts would be both meaningful
and necessary in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 across cultural borders. For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scholars, the stud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has been and will remain a subject of immense
interest. Assuming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offers a discuss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is best studied as well as the ways in whic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has developed both in the
modern and postmodern era, and down through all previous centurie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uch as the Western, will not simply imply differences but, more importantly, could
offer insights concerning more innovativ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in a Chinese context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Translation theory; West; history; development; discipline

一

大的是当代翻译理论部分。笔者希望通过修

拙著《西方翻译简史》（下称《简

订扩充，能更好地反映出西方翻译理论的发

史》）自1991年出版以来，受到了翻译学界

展脉络，尤其是20至21世纪蓬勃发展的最新

的重视和欢迎，并于2000年重印。最近在教

面貌。

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的主持下，经专家、

西方翻译史的系统研究，20世纪80至90

学者审定通过，《简史》一书被推荐为“研

年代之前在我国几乎还是空白，即使在西

究生教学用书”，从而有机会增订再版。增

方，当时也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有关著作

订的重点所在，除了在原有基础上更新书中

和文章并不很多。自80、90年代以来，译界

引文编排格式以与国际学术惯例接轨之外，

对西方翻译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

还对全书进行了扩充。其中修订扩充幅度最

在西方，先后出版了里纳[1]、鲁宾逊[2]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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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比较丰富的西方翻译理论史书。这些资

列。相反，当某个思想或主张被某人在某地

料和书籍对我们的研究无疑是十分有价值

提出来之后，这个思想或主张可能很快得到

的。但我们在截然不同的汉语言文化环境里

其他学者的响应和支持，而这些追随者和支

去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对于资料的搜

持者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对有关思想主

寻、挖掘以及梳理、分析，始终困难重重，

张的追随或支持完全是出于思想一致，而非

而要在这种种艰难之中比较全面而准确地勾

出于来自同一国度或同一地方。例如，提出

勒出两千多年波澜壮阔的西方翻译画图，可

“翻译即交际”以及“翻译即科学”主张的

以说是难上加难。然而，主要包括西方翻译

奈达是美国人，而赞成并追随这些主张的卡

理论史在内的外国翻译及其理论研究，是作

德、威尔斯却是德国人。因此，如果从思想

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研究领域一项十分有意

流派的层面来研究和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特

义的工作。它是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别是现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也许更能反映

是比较译学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需

出新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要予以持续重视，把它推向前进。
二

当然，以思想流派来划分西方翻译理论
只是多种方法当中的一种。尤其是从描述历

在西方翻译理论史的研究过程中，我们

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更为传统的方法，是以

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采取何种方式来

发展时期和国别为基线的方法。这个“历时

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分类，或者说采取何种

研究”方法的长处之一是，它能对史料作出

方式来对两千多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状

层次清晰的梳理，便于人们对西方主要国家

况进行描述。特别是对于现当代西方译论的

和地区的译论传统和特点进行有益的比较，

分类或描述，现在较为流行的一个做法，是

进而可以较为客观地认识西方译论的分布状

按翻译研究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或思想流派的

况及其发展趋势。另一长处正如南木先生在

基本特色，将其划分为翻译的文艺学理论、

《简史》代序中所言，它“一方面可以揭示

语言学理论、交际学理论、社会符号学理

历史因素对翻译事业的影响。举其要者，如

论，或翻译的语言学派、翻译科学派、翻译

由于罗马征战的胜利所产生的优越感，竟视

研究派、翻译文化派、翻译目的派、翻译功

希腊文艺为可以任意‘宰割’的‘战利

能派、翻译解构派、多元系统派等等，如奈

品’，以至提出‘与原作竞争’即‘超过’

达[3]、根茨勒[4]、陈德鸿、张南峰[5]等人采

原作的主张……等等。另一方面，这种写法

用的即是这种方法。

也描述了西方译事本身的分合变迁过程。如

无疑，立足翻译理论和思想的基本特

直译与意译之争，折中派继之出现，意译终

点，以划分流派的方法来描述西方翻译理论

占上风；由最初以词为翻译单位逐渐依次转

发展史，自有可取之处。随着西方社会经济

变为以句子、话语以至整个作品为翻译单

发展的现代化、一体化，西方翻译理论也开

位；由为少数文学家和神学家占领译坛，译

始进入跨越国家民族界限、逐渐趋向共同发

事与译论多限于《圣经》和文学作品及其

展的崭新时期，因而很难把某个翻译思想、

序、跋，发展为一项由千万人参加、内容涉

某些翻译理论家狭义地划归为某一国家或地

及各个领域的专门职业……等等。”[6：2]然

区。例如，低地国家翻译研究派的创始人霍

而，对于西方翻译理论史的研究，采取任何

姆斯并非荷兰本国人，而是来自美国；至于

单一的方法都不是最佳的途径。完全以划分

在西方翻译研究界受到广泛注意的图里，其

思想流派的方法来描述西方译论的发展，可

生活工作场所则更是在欧美地区以外的以色

能会模糊翻译理论与促使其发展的特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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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环境的“历时”（纵向）和“共时”

在中世纪，有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

（横向）关系，模糊译论发展的历史性、层

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译者

次性；而如果纯粹采用分时期、分国别的传

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有但

统方法处理西方译论发展史，那么我们的研

丁的“文学不可译”论。在文艺复兴时期，

究与描述难免不陷入缺乏译论主体连接的泥

有伊拉斯谟的不屈从神学权威、《圣经》翻

坑。要避免诸如此类的不足与弊端，就必须

译靠译者的语言知识和路德的翻译必须采用

采取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在按国别、按

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观点；有多雷的译者必

地域来叙述历史的基础上，充分增加按译学

须理解原作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字

思想流派来讨论的成分。换言之，在研究和

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究译作风格的“翻

描述西方译论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考虑翻译

译五原则”。在17至19世纪，有巴特的“作

理论和思想发展的内部历史联系，又要考虑

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

它与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互文”关系。只

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有德莱顿的

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比较全面而客观地

“词译”、“释译”、“拟译”的翻译三分

描绘出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面貌来。

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有泰特勒的优秀译

三

作的标准和“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

从以上考虑出发，我们可以从两个侧面

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

来审视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史。首先是从历

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等翻译

史发展的侧面、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审视，

三原则，有施莱尔马赫的口译与笔译、文学

从而作出如此陈述：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

翻译与机械性翻译的区分；有洪堡的语言决

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他从修辞学家、

定世界观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有阿

演说家的角度看待翻译，首次把翻译区分为

诺德的所谓“评判译作的优劣要看专家的反

“作为解释员”（ut interpres）和“作为演说

应”、以及纽曼“评判标准在于一般读者而

家”（ut orator）的翻译。所谓“作为解释

非学者”的观点。在20世纪，有费道罗夫的

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而“作

翻译理论首先“需要从语言学方面来研

为演说家”的翻译则是指具有创造性、可与

究”、翻译理论由翻译史、翻译总论和翻译

原著媲美的翻译。这样，西塞罗实际上提出

分论三部分组成的观点；有雅各布森的“语

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并因此而开拓了翻

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

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自西塞罗以来，

三类别；有列维的“翻译应当使读者产生错

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词

觉”、“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和加切奇拉

译与自由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

泽的“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

的问题，被一条绵延不绝的线贯穿起来。

“文艺翻译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文学翻译理

继西塞罗之后，西方翻译史拥有一大批

论；有弗斯、卡特福德的翻译在于“语境对

优秀的翻译理论家。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从

等”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有奈达的“翻译即

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

科学”、“翻译即交际”和“读者反应对

点。在古代，除西塞罗的“直译”和“意

等”论；有穆南关于翻译理论问题的现代语

译”的两分法外，还有昆体良的“与原作竞

言学观；有霍姆斯的“翻译研究学科论”；

争”和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

有勒弗维尔、巴斯内特的“翻译受制于社会

直译”之说；有奥古斯丁的《圣经》翻译凭

文化因素”的观点；有斯内尔霍恩比“翻译

“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

研究即跨学科研究”的观点；有弗米尔、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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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德“翻译须为目的服务”的主张；有

的译语文本，并力求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

纽伯特的“翻译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想；

结构等各个语言层面去产生这种对等文本。

有塞莱丝柯维奇、勒代雷把翻译视为一种解

这两条理论线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

释过程的释意观；有图里的“翻译规范”与

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线强调翻译的目的和结

“翻译描写”观；有韦努狄“译者在译文中

果，从宏观上强调译品的艺术效果，但它不

必须有形可见”的“异化翻译”主张；有哈

甚研究翻译的实际过程和语言的操作技巧，

蒂姆“翻译必须重话语、语篇分析”的观

不甚关心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结构特征上是否

点；有赫曼斯的“文本由译者操纵”和鲁宾

对等的问题，也忽略非文艺作品的翻译和文

逊“轮到译者‘主事’”的译者中心论；还

艺作品翻译中的非创造功能。语言学派翻译

有低地国家的“出声思维记录”等各式各样

理论线的缺陷是，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

的翻译实证研究方法；等等。可以说，所有

能，忽视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把主要关注

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或观点，都是构成整个

点放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上，理论分析也往往

西方庞大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局限于单个的字词、句子或句法现象，而忽

其次，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也就是

略文本主题结构以及文本的话语和语篇结构

从思想流派的侧面来审视，从而作出如下陈

这一更广阔的内容，忽略更大范围的文化因

述：西方的翻译理论体系主要是由两条清晰

素，以及这些因素对目标文本的生成和接受

可见的路线串联起来的。一条是文艺学翻译

所产生的影响。

理论线，另一条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文艺

当然，这里所说的两条线是对西方翻译

学派翻译理论线第一古老。它从泰伦斯等古

理论传统一种较为宽泛的、粗线条的描写，

罗马早期戏剧翻译家开始，一直延伸到当代

是说两条“古老的”、“主要的”理论线。

(捷克的)列维和(苏联的)加切奇拉泽，以及20

除此之外，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还可以分辨

世纪、21世纪其他形形色色的文艺学派理论

出其他性质的路线。例如，英国翻译理论家

家。按照这条路线，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文学

斯坦纳[7]和加拿大翻译史学家凯利 [8]就指

艺术，翻译的重点是进行文学再创作。理论

出，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德国形成了以施莱

家们除不断讨论忠实与不忠实、逐词译与自

尔马赫为主要代表的解释学(亦曰诠释学)翻译

由译、或直译与意译的利弊外，对翻译的目

理论发展线。解释学派理论与语言学派理论

的和效果尤其重视。他们或强调突显原文和

不同，它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文本的客观本

原文语言的文学特色，或强调在翻译中必须

性，而是解释者(读者或译者)对文本意思的主

尊重译文表达习惯和译文语言的文学传统；

观猜测和理解。也就是说，解释学派理论认

他们特别讲究文本的风格和文学性，也特别

为，译者赖以作为翻译基础的，并非原作在

要求译者具有天赋的文学才华；等等。语言

“客观上”本来存在的意思，而在于译者对

学派翻译理论线第二古老。它自古罗马后期

文本的解读，在于译者(即解释者)、而非原作

奥古斯丁等传统语言学或语文学派人物开

者给文本注入的意思。应该说，这一解释学

始，一直延伸到20及21世纪形形色色的现代

派的翻译观自施莱尔马赫时代以来，在翻译

语言学派。这条路线的基本特点是，它关注

哲学和思想领域已经发生、并且今时今日仍

的核心所在，始终是语言。它把翻译理论和

在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它是构

语义、语法功能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

成西方翻译思想史上文艺学和语言学翻译理

言的结构特征和语言的操作技巧上论述翻译

论主线之外的第三发展线。

问题，认为翻译的目的在于产生与原文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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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不论是文艺学翻译理论线，还是

语言学翻译理论，抑或解释学翻译理论线，

由梦想和设想变为了现实，学者们就开始从

彼此之间并非完全隔离，而是相互渗透、相

科学的、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来探视翻译问

辅相成的。虽然如前所述，文艺学翻译理论

题。从非科学的、随感的、经验式的、不够

发展线在语言学分析手段上有所短，语言学

系统的研究视角，发展到用现代语言学的、

翻译理论发展线在处理文本的艺术功能方面

科学的、系统的新视角来审视翻译问题——

也失之欠缺，但自古至今却没有哪一位立足

这就是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一个

于文艺学翻译理论的人是可以完全脱离语言

真正“质”的飞跃。

问题来谈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的；也没有哪

这个飞跃的起始标志是什么？按照德国

一位立足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人在谈论文学

翻译理论家威尔斯[9: 52]的观点，就是奈达于

翻译时，是可以百分之百专注于文本的语言

1947年发表的著作《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

结构，而完全不涉及美学问题的。而撇开起

序》，因为这部著作被认为是奈达1964年成

始于19世纪的所谓解释学派的特定解释理论

名作《翻译科学探索》一书的早期版本，他

不谈，在宽泛的意义上，无论何种类型的翻

在书中率先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方

译，也无论何时何地的翻译，都离不开对文

法，对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问题作了较为

本的理解和解释，因此“解释”因素从来都

系统的探讨。当然，我们也可以不无道理地

是伴随着一切翻译理论而存在的。

把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于1953年发表

四

的《翻译理论概要》看作这个飞跃的起始标

回顾两千多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史，特

志，因为费氏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思想和方

别是回顾构成西方翻译理论体系的上述主要

法，对翻译的普遍理论进行“科学”阐释，

发展路线，我们不难发现：从古罗马时期，

其“科学性”和“系统性”明显地更胜1947

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近代，再到现

年奈达版本一筹。奈达也好，费氏也罢，虽

代，虽然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发展高

然他们的“科学”分析和阐释如前面所说，

峰，但就整体而言，自20世纪中期、二次世

有偏重单个字词、句子和句子结构分析而忽

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则可视为迄今西方翻

略 话 语 、 语 篇 分 析 的 缺 陷， 但 它 们 的 翻 译

译理论发展的最高峰。

“科学”和“现代语言学”观却把翻译研究

之所以如此认为，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时

带进了科学发展的新时代。于是，在20世纪

期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之多是以往任何时

40 、 50 到 70 年代 的20多 年 里 ， 翻 译 研 究 的

期无法比拟的，而且更因为翻译理论的发展

“语言科学”地位被确定了下来。理论界一

出现了两大“质”的飞跃。这里所说之

般认为，翻译研究属于语言学范畴，是比较

“质”，是指翻译研究的“性质”，指研究

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义学的一个分支，

界对这个“性质”的认识。在20世纪中叶之

与社会语言学、社会语义学、符号学、逻辑

前漫长的西方传统翻译研究时期，虽然我们

学、哲学等学科有着密切关系[11: 5-8]。

前面已经说到它的确拥有极为丰富的理论遗

然而，把翻译研究定位于语言学或应用

产，但千百年以来人们对翻译问题的研究基

语言学的范围内，并未能真正反映出翻译研

本上都是随感的、经验式的、不够系统的。

究的实质所在。经过60至70年代的持续研究

在传统翻译学者的眼里，所谓“翻译研究”

和探索，西方翻译学术界逐步有了一种明显

即是“对翻译问题的研究”，仅此而已。

的共识，就是不应当满足于把翻译研究当作

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随

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应当把它当作一门

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机器翻译

独立的学科来对待。于是，当代西方翻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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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又一次出现“质”的飞跃。催生这第

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

二次飞跃的是美籍荷兰翻译理论家霍姆斯，

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

他于1972年在一次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

议翻译某部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

表题为《翻译研究的名称与性质》的论文，

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

提出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构

不光指的是译文的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

想[12]。虽然像所有的学科一样，翻译研究的

的接受环境）身上”；第三是，“研究者开

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霍姆斯的文章无

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

疑标志着翻译研究又开始有了更新的目标。

的因素”，而“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

后来，正如巴斯内特与勒弗维尔在评述

语境中去审视”[17：24-26]。

翻译研究学科发展历程时所说，西方到了

然而必须指出，翻译理论或研究上的

“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

“飞跃”也好，“突破”也罢，它们都是在

独立学科”［13: xi］。当然必须指出，巴斯内

继承了传统的基础上才出现的；没有先期传

特与勒弗维尔作此宣示时，并未深入阐释他

统的理论积累，也就无从谈起后期的理论创

们是根据什么来断言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是

新和飞跃。古罗马的戏剧翻译家和西塞罗等

80年代确立的。但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

先哲的思想是当代西方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的

“翻译研究是独立学科”的理论意识，已经

源点，奥古斯丁的语文观则奠定了现代语言

较为广泛地出现在理论家们的著述当中。例

学派翻译理论发展的基础，而各式各样的当

如，巴斯内特[14]、图里[15]、威尔斯[9]、斯

代其他译学流派也都能在传统中寻找到各自

内尔霍恩比[16]等人在各自的作品里，都是在

的某种意义上的根源。今天的翻译理论呈现

翻译研究为独立学科的基本框架内来论述翻

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飞跃”和“突破”，那

译的。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西方

是相对昨天而言。迄今的西方翻译理论也并

翻译研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译学思想或流

非尽善尽美，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尽善尽美

派，如翻译研究派、翻译科学派、文化学

（何止翻译理论，也何止西方？世界上万事

派、操纵学派、目的学派、功能学派、交际

万物，没有任何东西是尽善尽美的，这自是

学派、语篇语言学派、话语结构学派、释意

一个不必多言的道理）。审视当今的发展状

学派、解构学派、多元系统学派等等，其实

况，西方翻译理论至少仍可在两个方面进一

都是在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共识下

步有所作为。首先，正如西方的翻译理论值

得到发展的。反过来说，也恰恰因为学派纷

得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的翻译传统借鉴一

呈的蓬勃局面，翻译研究亦即翻译学的独立

样，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的翻译传统中好

学科地位才真正得到了确立和巩固。

的经验和思想也同样值得西方学习。西方翻

结

语

译研究重理论建设，中国翻译研究重实践经

谢天振在评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特

验的总结，如何使二者相得益彰，依然既是

征时，指出当代西方译论研究中有“三个根

中国理论界也是西方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其

本 性 的 突 破 ” ： 第 一 是 ， 自 50年 代 以 来 ，

次，即使发展到今天，尽管翻译研究或翻译

“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对两种语

学已被学界，尤其是翻译学界接受为一门独

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

立学科，并出现了流派林立、百花齐放、百

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

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但学科的建设并不完

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

善，许多领域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开发，例

的等值问题”；第二是，“当代西方的翻译

如比较译学、译学理论应用以及翻译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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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之间根本关系的研究等等。即使是对于
翻译学的学科地位的承认，也仍然主要局限

[10] Nida, Eugen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Leiden: E.J. Brill, 1964. Reprint in 2003.

于翻译学界内部。如何使这种承认真正扩宽

[11]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到整个学术界和整个社会，似乎前面仍有路

[M]. Oxford and London: Pergamon Press,

要 走 。 但 我 们 相 信， 作 为 译 学 发 展 的 一 部

1981. Reprint in 1988, New York: Prentice Hall

分，我们对西方翻译及其理论的研究工作必

International.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影印

将继续向纵深发展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版,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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