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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差异、多样、竞争乃至对抗才是生命力之源”

—作家韩少功访谈录

高方 南京大学        韩少功 海南省文联

摘 要：韩少功的作品在国外译介起步早，影响广，其创作不断突变，受到了作品译介国媒体与研究界的持续关注。

2015 年 12 月，作家与我们就文学创作、文学翻译，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等问题进行了笔谈，他对翻译的

本质与使命，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学交流中“异”与“同”的辩证关系以及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

格局中的地位等问题有着清醒而冷静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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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方：韩少功先生，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接受我

的访谈，请先生就文学创作、文学翻译，特别是就中

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和

观点。实际上，关于文学交流与译介，您有着切身的

经验和持续的思考。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您的

作品被先后被译为法、英、西、韩、越、日、德、俄、

荷、意、波兰等十多国文字，在海外广泛传播，有很

大影响，能否请您谈一谈，您的第一部作品是在怎样

的语境下被翻译出去的？

韩少功：最早是一些作品被译成俄文，比如《月

兰》和《西望茅草地》，但俄方给两本样书就完事了，

没有更多联系。当时中国也没有加入国际版权条约。

后来，第一本法文版中短篇小说集《诱惑》出版。

那是 1988 年我到法国开会和访问，遇到了汉学家安

妮 · 居里安女士，她后来又介绍出版商与我见面，三

方共同敲定了这一件事。我的第二本法文版小说《女

女女》也是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也是安妮 · 居里安

女士译的。当时中国的国门初开，改革开始发力，法

国知识界和社会公众对中国的“文革”和改革开放

都不无好奇感，小说成为一个认识入口，大概是很自

然的。在西方国家中，法国的“多元文化”视野大

概最为开阔，也是重要条件之一。

高方：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新时期文学蓬勃

发展、多元共生的状态引发了外部的关注与兴趣，一

批代表性作家纷纷被介绍到国外，而您作为“寻根

文学”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得到汉学家、域外中国文

学研究者的关注是一个必然。必然之中，也有着相

遇的机缘，我们知道，您的作品最早被译成的外国语

言是法语，被译得最多的外国语言也是法语，这应是

离不开您的法译者，特别是安妮 · 居里安女士的持续

努力。她是学者型译者，对您每个阶段的写作探索

都有追踪和研究，通过翻译来进行介绍，所译的作品

包括《女女女》（1991）、小说集《诱惑》（1990）、《山

上的声音》（2000）、《马桥词典》（2001，节选发表）

和《暗示》（2004，节选发表）等。安妮 · 居里安为

推动中法文学交流做出了许多工作，您和她有着近

30 年的交情了，一直有着良好的互动，您也在不断

见证着中法文学之间的互动、交流与对话，因着您作

品在法国的影响以及您对中法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您于 2002 年获得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

士勋章”。能否请您谈一谈翻译在文学、文化交流中

所起到的作用？

韩少功：说实话，翻译是文化交流中的重中之

重，最实质性的工作。相比之下，开会、展演、旅游

等，要么是缺乏深度，要么是参与面小，充其量也只

是一些辅助形式。就说开会吧，一个人讲十几分钟，

讲给几十个人听听，可能还夹带不少客气话和过场

话，能有多大的信息量？翻译好一本书，其功德肯定

超过几十个会。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林纾、傅雷、

王道乾、李健吾、郑克鲁等翻译家，中国人心目中的

“法国”是个什么样子，将会何等的空洞和苍白。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特别感谢翻译家。你提到的安

妮 · 居里安女士，当然是我的朋友和优秀的合作者。

她对语言、文学、中国文化都有良好的修养，持续和

广泛的兴趣非同寻常。《马桥词典》全书也由她译完

了，最近将要出版。还有杜特莱先生，他翻译的《爸

爸爸》再版多次，可见译文质量不错，受到了读者欢

迎。这些汉学家隐身在作者身后，不大被一般读者

学术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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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其实是默默无闻的英雄。

高方：据我们的了解，除您的小说外，安妮 · 居

里安还曾译过沈从文、陆文夫、汪曾祺、史铁生、杨

炼等作家作品。您曾撰文《安妮之道》，专写居里安

女士，谈了您对安妮的认识，对安妮的翻译有着独特

而深刻的理解。文中，您说“如果说翻译也是创作，

那么法国人心目中的这些作家已非真品，其实有一

半是她的血脉，她的容颜”，这是否能够理解为您对

于原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

韩少功：当然是这样。一位西方学者说过，翻

译不是 production（制造品），而是 reproduction（再

造品），相当于二度创作，并不是照瓢画葫芦的那种

机械性转换。译者处在差异性很大的两种语言、两

种文化背景、两种生活经验之间，要兼顾“信达雅”，

实现效益最优化的心智对接，并不是外行想象的那

么简单。现在有了翻译软件，在商务、新闻、日常用

语的翻译等方面大体还行，可提供一定的帮助，但对

文学翻译基本无效，甚至往往坏事。原因就在于文学

的感受太丰富了，一词多义，一义多解，微妙意味的

变数太多，经常出现超逻辑或非逻辑的状态，很难固

化为机械性的线性编码。常见的情况是，有些好的

原作被译坏了，有些比较弱的原作则可能被译强了。

依据同一本原作，不同的译本也都面目各异，特别是

在语言风格上可能形同宵壤。最近有人拿不同译者

笔下的泰戈尔《飞鸟集》来比较，就吃惊得大跌眼镜。

这都证明，文学译者有“自选动作”的更大空间，有

很大的个人裁量权，说他们是半个作家并不为过。

高方：在当代作家群体中，您是为数不多的做

翻译的小说家。您曾倾力译过昆德拉的《生命中不

能承受之轻》和费尔南多 · 佩索阿的《惶然录》，通

过翻译实践，您对于语言也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在

不同场合您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大致归纳应是这

样：文学中的人物美、情节美、结构美等等大体上是

可译的，而对语言特别下功夫的作家，往往面临着美

不可译的挑战。那么，在您看来，在您自己的作品中，

有哪些语言或语言之外的因素有可能体现出一定的

或绝对的抗译性？

韩少功：一般来说，器物描写比较好译。但有

些器物在国外从未有过，比如蓝诗玲女士做《马桥词

典》英译时，我把一些中国特有的农具画给她看，她

也无法找到合适的译名。中国的成语更难译。外语

中也有或多或少的成语，但中文的成语量一定最大

和超大—这与中文五千多年来从无中断的历史积

累有关。一个成语，经常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实践案

例，离不开相关的具体情境和历史背景，要在翻译中

还原，实在太麻烦，几乎不可能。中文修辞中常有的

对仗、押韵、平仄等，作为一种文字的形式美，也很

难翻译出去—类似情况在外译中的过程中也会碰

到，比如原作者利用时态、语态、位格等做做手脚，

像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法国作家克洛德 · 西蒙那样的，

意义暗含在语法形式中，因中文缺少相同的手段，也

常常令译者一筹莫展。还有些差异，来自一种文化

纵深和哲学积淀，浓缩了极为丰富的意蕴，比如英文

中的 Being 很难译，中文中的“道”也很难译。把“道”

译成“道路”“方法”“态度”等都不对，都会顾此失彼，

离“道可道，非常道”的意境太远。因此，我们可能

不必对译作要求过苛。古人说“诗无达诂”，文学大

概也没有绝对的“达译”。我个人的看法是，能够把

损耗管控在一定的程度，就应该算成功。

高方：《马桥词典》是您创作历程中又一力作，

它以语言为叙述对象，阐述了一个中国文化寓言。

这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对传译都带来了极大的挑

战。然而，从接受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的英译本是

成功的。2003 年英国汉学家蓝诗玲推出了《马桥词

典》的英译本，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获得媒体广泛好评，一方面

是对您作品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对译者翻译质量的

认可；2004 年和 2005 年，该译本又相继由澳大利亚

的珀斯 · 哈林斯出版集团和美国的兰登书屋旗下的

矮脚鸡 - 戴尔集团再版，这也从市场的角度证明了该

书在英语世界的成功。2011 年，《马桥词典》获得

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译者蓝诗玲可谓功不

可没。不过，蓝诗玲在“翻译说明”中特别指出，原

文中有 5 个词条，因传译的困难，需增加大量补偿性

翻译信息，会影响读者阅读效果，得到您的允许后，

在翻译中得以略去，这五个词条是“罢园”“怜相”“流

逝”“破脑”“现”以及最后一个词条“归元”的最

后一段。我想，您精通英文，应能够理解翻译的具体

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翻译的本质是否是妥协

呢？除英译外，《马桥词典》还有荷兰、波兰、西班

牙、瑞典及越南等多个语种的译本，您和不同语种的

译者是否都有这样深入而有效的沟通？

韩少功：世界上的事物很难完美。实践者不是

相对超脱的理论家，常常面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

现实难题。在完全不交流和交流稍有折扣之间，可

取的恐怕是后者。我在《马桥词典》英译过程中同

意拿掉的五个词条，都比较短小，不是太重要，拿掉

了不影响全局，所以我就妥协了。翻译过程中的妥



中国翻译 
2016年 第2期

· 72 ·  · 73 · 

协或多或少难免，是否接受，要看情况，不能一概而

论。我的原则是保大弃小，以传达作品的主要内容

和艺术特点为底线。另一条是宁减不增，其意思是

译者要是难住了，可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少译一点，

但切切不可随意增加。我不能接受译者的改写和代

写，因为那样做涉嫌造假，搞乱了知识产权—中国

的有些原作者都碰到过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况，比如

已故作家周立波曾告诉我，他的英译本《暴风骤雨》

就被译者代写了不少。你提到的那些译本，其中西

班牙文、波兰文的版本是依据英译本转译的，可能那

里汉学家少，合适的译者不容易找到。其他版本的

译者都与我有过沟通，大体上沟通得都不错。特别

是蓝诗玲女士，她做得很谨慎很仔细，跟着我到“马

桥”现场考察了好几天，上山下乡，吃了不少苦头。

很多英文读者盛赞她的译文，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到

奇怪。

高方：学界有着一致的认识，《马桥词典》能够

在域外广受好评，广泛传播，主要在于这部作品的内

在价值，在本土文化书写中体现出世界诗意，是民族

文学走上世界之路的成功个案。文学走出去是近年

来的热点话题，您对这个问题很早就有着思考，也一

直有着冷静而清醒的认识。在您看来，就文化立场

而言，是不是越能体现出异质性的书写，就越能吸引

国外出版界和读者的关注？从世界文学这个角度来

看，您 30 年前写的《文学的根》是否还有着现实的

意义？

韩少功：重复总是乏味的，不管是重复古人还

是重复外国人。这就需要写作者扬长避短，各出新

招，形成个性，术业有专攻，打造特有的核心竞争

力，即你说到的某种“异质性”。30 时年前我写《文

学的根》，就是希望中国的写作者做好自己，用好本

土资源，形成“中国风”的美学气质和精神风范，不

能满足于“移植外国样板戏”式的模仿，不能满足

于做“中国的卡夫卡”或“中国的海明威”。但话分

两头说，所谓“越是民族的”，并不一定就“越是世

界的”。这个定律完全不能成立。长辫子和裹小脚是

民族的，但它们能是世界的吗？创造个性并不是猎

奇，不是搞怪，不是搞一些文学上的“民俗一日游”。

相反，在回应人类精神重大问题上，在思想和艺术的

创新贡献上，各国同行其实都有共同的价值标尺，几

乎是进入同一个考场应考，有同质性的一面，或说普

遍性的一面。“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人家做汉堡

包，你做阳春面，但不管做什么，口感和营养不能掉

到 60 分以下，否则你的标新立异就一钱不值。很多

中国写作者在这一点上恰恰还做得不够，常常把追

求特色变成了狭隘和封闭。

高方：目前，尽管我们的很多作家都拿过国际

性的文学奖项，各界对促进文学走出去也做出了很

多实质性、实绩性的工作，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

局中边缘化的地位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上个

世纪末，法国有学者对世界文学的等级性结构有过

论述，得到比较文学学界的广泛关注。她认为文学

间的中心 - 边缘关系，源自语言间的文学资本较量，

源自语言间的中心 - 边缘关系，而汉语与阿拉伯语和

印地语一道，虽然广泛被使用，但因着在国际市场上

很少被认可，被归入“小”语言和被统治语言的行列。

我想，她指的汉语，应是现代汉语。您对于这一论述

是如何看的呢？语言因素是否是影响中国文学走向

世界的最大障碍？

韩少功：“资本较量”是一个很清醒的说法。西

班牙曾代表第一代西方资本主义，因此西班牙语成

了全球性大语种。英、美代表了第二、第三代西方资

本主义，因此英语继而风行全球，在很多地方还抢了

西班牙语的地盘，比如在菲律宾。可见决定等级性

结构的，有语言所覆盖的人口数量，有语言承载的

文化典籍数量，但最重要的一条：还是资本的能量。

语言后面有金钱，有国力和国势。普通话以前在香

港边缘化，一旦内地经济强盛了，商铺、宾馆、公司、

机场、银行就都用普通话来吸引和取悦于内地客，普

通话教学成了热门生意。这是同样的道理。汉语、

阿拉伯语、印地语之所以是弱势语言，就是因为含金

量低，因为相关国家曾经很穷，或眼下依旧很穷。人

们学习语言首先是为了生存，为了吃饭穿衣，其次

才是为了艺术、宗教、哲学之类，因此“含金量”高

的语言会成为他们的首选，全球语种的等级性结构

也无法避免。如果你说这是人的“势利”，当然也无

不可，算是话糙理不糙。据说现在全球有一亿多外

国人在学中文，原因当然不用说，是因为中国发展

了，大量商机涌现了。但人们这样学的首要目的是

来做生意、找饭碗，比如签合同什么的，不是来读小

说和诗歌。将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有一条可以确

定：什么时候他们乐意读原版中国文学作品了，就

是中文最终摆脱弱势地位了，进入全球市场的语言

障碍最小化了。对这一过程，我们不妨抱以谨慎的 
乐观。

高方：有国内评论家称您为“考察中国当代文

学的标尺性作家”。在近 40 年的写作过程中，您一

直得到评论界的关注，国内的和国外的。请您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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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国外研究者对您的解读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透过来自异域的目光以反观自身的文学创作，是否

有所启示呢？ 
韩少功：两个读者的解读都不可能一样，不同

国家的读者群当然更难全面对齐。我有一个短篇小

说《暗香》，里面有一段描写俩老头之间的互相问候，

问遍了对方的全家老少，问得特别啰嗦，欧美读者觉

得非常有趣，但中国读者对此基本上无感觉。另有

一本《山南水北》，记录了很多乡村生活中的体验和

感受，在国内市场卖得很好，比《爸爸爸》更受读者

欢迎，但除了韩译本以外，进入西方市场并不顺利。

似乎很多西方读者更能接受《爸爸爸》的那种“重

口味”，更能接受神秘、痛苦、惨烈一点的中国—这

当然只是我的一种揣测。我了解情况有限，也没法

对双方差异做出一个像样的全面梳理。我的想法是，

写作者就像一个厨子，按理说不能不顾及食客的口

味，但一味迎合食客反而会把菜做砸。这是常有的

事。何况食客口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如果

一一顾及，哪是个头？这样，厨子最好的态度可能就

是埋头做菜，做得自己心满意足就行，不必把食客的

全体鼓掌当作一个努力目标；恰恰相反，应该明白

那是一个危险的诱惑。

高方：您曾多次出访国外，法国去得最多，应

该在不同场合和读者有直接的接触。能谈谈您对外

国读者的认识吗？法国汉学家程艾兰在谈中国思想、

文学、文化在法国接受时，有一段关于读者的描述，

她说：“对于法国读者，我觉得还要防备另一种性质

的双重危险。一方面要抵制猎奇的诱惑，这种猎奇

的渴望长期以来将中国变成一副巨大的屏幕，在这

屏幕上人人都可以投射出自己最疯狂的奇思异想；

另一方面也不能将自己封闭在过于深奥过于专门的

寓言中，以至于吓跑那些好奇而善意的读者。”您对

这段话有何感想？有无体会到类似的“危险”倾向？

韩少功：我理解她这一段话，是要提醒人们防

止那些关于东方的惯性化想象。这当然是很重要的

提醒。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对东方知之不多。

他们的知识界主流先是以基督教为“文明”的标尺，

后来又以工业化为“文明”的标尺，两把尺子量下来，

当然就把东方划入“野蛮人”的世界。在西方国家

多次举办的世博会，总是都找来一些原始人或半原

始人，圈起来一同展示，就是要反衬“文明”的优越，

“文明种族”的优越。连培根、孟德斯鸠、黑格尔、

马克斯 · 韦伯等很多启蒙精英也都是这样，多少有一

些“欧洲中心论”的盲区。这当然会长久影响部分

读者对文学的兴趣和理解。问题是有些中国写作者

也愿意把自己写得特别古怪。比如有一本书写到中

国女人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在缠足。另一本书

写到中国女人从未见过裙子，因此到西方后不能辨

认公厕门口那个有裙子的图标。如此等等，可见“疯

狂的奇思异想”也产于中国这一方，常常是某种里

应外合的结果。随着东、西方经济差距逐步缩小，甚

至后来者有“错肩”赶超的可能，我感觉近一、二十

年来双方舆论场上的情绪化因素更多了，不少人相

互“恶搞”的劲儿更足了。这当然不算什么。我们

要相信欧洲人的智慧肯定不会被偏见绊倒。“好奇而

善意的读者”，还有同道的作者和译者，最终能纠正

文明交流的失衡，化解很多过时的想象。

高方：您的写作有着深厚的思想深度和广度，

读您的文字，能体会到您对于文字、文学和文化的不

断思考。“异”是翻译，是文学交流的出发点，也是

交流的最大挑战。就我的个人理解，我觉得您在《马

桥词典》后记中的一段话能很好地揭示翻译的使命、

本质和所遭遇的悖论：“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

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希望交流成为一

种互相抵消和相互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

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这

正是一种良性交流的前提。”最后，能否请您为广大

翻译工作者提一点希望或者说几句鼓励的话 ?
韩少功：差异是交流的前提，否则就不需要什

么交流。之所以需要持续不断的交流，就在于即便

旧差异化解了，新差异也会产生。差异有什么不好？

依照物理学中“熵增加”的原理，同质化和均质化

就意味着死寂，只有差异、多样、竞争乃至对抗才是

生命力之源。即便我们实现了“地球村”式的全球

化，生活与文化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差异，并

且在文学上得到最敏感、最丰富、最直接的表现。在

这个意义上，翻译永远是一种朝阳事业，是各种文明

实现互鉴共荣的第一要务，是人类组成命运共同体

的强大纽带。作为一个读者和作者，我始终对翻译

家们心怀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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