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魯述筆下的西化被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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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作品中 ，模雜繁多，主要的有之三攪成分:文吉、白話，以及大多接

雄於白話的西化文字(或稱歐化文字)。劉家鳴《魯總代我作〉說: r魯迅小說的文舉餾膏，

最多種語吉或好的有機合成:既是繼承了經樓夢子、《儒林外史〉等以市井白話為特色的

文學語吉;又選用于文古文的成分學讓其精確說輩輩;聽聽取了外醫語(按:

的某學譜法、句式與諮體. ~ . . . .器;尾麓，魯迅小說的文學鵲富，表現主主清新獲撩要

賞，揉胡曉陽， r吉近謂當主義，難接琵義深卜成洛文體言語當現代化的典範 o J l 崗 j龍河

3 魯迅作品之所以成為現代文學的典範，四1[:文寧爾在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不蝠，魯迅的西化文字，卻非盡善盡美，可脅論的總方其實不少，如被字句就是。

所謂被字旬，是被動旬的一纜，是自介詞 f被j引出路釀成將「被J直接姆在謂語動繭鷗表

示敬麓的句子。 2 被字句大約草草芽於戰醫末期 3 草草了漢代，麓普還應用起來，主

F詩j是廣ft以後的事。 4 雖然如i紀事被字句t泣如莫能被數均一樣多使島率大大抵授主動特多

間且用遠較為猿害，多限於不詩意或不知章的事，諧，如覺智、 3是攝、受騙等等。 5 聾樹、

的叔湘《現代漢語語法講話?指出: r就傳鏡的用法說， r側字句主要是說明主器有所纜

，還更覺自然不是自麒的，關此只能表示有損害或不愉快、不願意一類的行為。 J6

豆豆於印歐語吉如英語，情說卻大大不同。被動何使用率繭，用遠也不限於不幸戚本

i 兒JIj家嗎《魯迅代表作) ，河南人民也級技署一九九二年一丹，爽口。

2 兒楊漓權、屑一民《現代漢艙，北京飾能大學出版社多一九九至三年第…紋，頁312 。

3 兒〈漢語譜法史)，(主力文集至第十一卷 3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p …九九0年三月第一-紋，真391 辱

4 縛，總愚說: r被動式在漢語中主義劍宙就可穹的。但用『個表示的被動式卻是後起的，它的廣泛遵照主義在鑽以

後。 j兒蔣紹恩《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品，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九九四年十一月，頁222 。

5 三反力以為「被」字旬在唐代以前，有時候憊不帶任何感情色彩，接受有「被知過」、「被禮遇J 的說法; {ê.學

3說過只是絕大多數的例外。見《溪吉普譜法的，同(註3) 所引番， Ji4帥。

6 兒γ蓋章樹、呂叔湘等纜代漢宮發譜法論艙，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九年十月第六吹印刷多的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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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的事情。原因正立自己五讓毛英語和襪攏的鼓動傅說的: í英語敏動旬的使罵鎮率大大扭

過漢語幌字句使用的頻率是肯定無疑的。英訝的主動句和被動句是對閱一件事隔離

看法，並不牽涉說話人或當事人對整個事件的評f賣或受寧是青遭受不本刊7 此外，動作

的承受者比動作的數行者更有品、要強調時，被動式使自撥出現了。自

間以擾，中文和印歐語吉接蟬顛繁，被字甸的傳統用法建黨打破，轉向西北發

展。朱梅熙《作文拇酪說: í現代中屬語受了翻譯的影響多被動式的用燒擴大了。許多話

本來應該思主動式的，蓮在龍舟被動式了。 y 朱先誠的?是指以控對立日意、麓，撓的事

情，只會馬主動式表達，現在醬替效印歐諸盲，用這是激動式來。被動式中，又暇接字句

用得最普蠅。被字句之所以多舟，在按英語被動旬，一般都有介詞句，不少譯者往往用

「被泉之相對應，你吉普被動旬的吉普法標諒。趙元任編鸝譚中能建雅的倍的鱗慶幸說: í英

文被動式用旬，譯者每故看見激動式就用 f瓣，忘了中文平常被動式多半用在不好的事

糟上的。可主義道種起頭兒覺得怪的護法請參了聽多了，那就不但夜顯禪外語時候，擅自

己說話作文挪用這樣句法了。 J 10 事實上，諸如「就噶教堂入尊稱為詩聖心 f獄之被上

可稱讚卜「李四被任命為校長j支農類表建立自意、 i會快事情的教字旬，常常見於辭文學家的

作品。魯迫身為新文學家的一分子，筆下臨然少有立了這無句式。街如:

1.中騁的小說作者龍還是重盟萃，噩噩，且現鹿三三種;需鑫過是單控為蠣輯的。

({中關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11 

2. …九一三年革命後， (魯主義)讓任為紹興師範學校校餒。({自傳)) 12 

3. 這年青的降薩克的名字，才始出現對俄國的文藝界，現在且攏認為薪權最有夫才

的作家棚中的一個了。({f靜靜的頓河J後言ê)) 13 

4. 鵰是藍轉為鳥類之玉的。(續麗的心))14

7 見楊白儉、李端著表編在英漢對此研究論文集>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肢，一九九九年十二月，頁的9 0

8 兒李家樹《祿文研究和語文教學:> '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1l: I09 0

9 見〈朱德照文如第訟悉，北京 商務印發金會，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紋，頁的。

10 晃中獨翻譯工作者協會總譯通知編輯部鱗鱗譯研究論文集:>(1949欄冷戰，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

，一九八四年十…月第一紋，豆豆412 0

11 兇位介亭雜文二船.<;魯迅全券發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一版，一九九六年第

問rx印刷，豆豆250 。

12 克線外集:> ' <;魯迅全主義〉第七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多一九八一年第一版，一九九六年第閉狀!ÕP

戚，頁斜。

13 兒練外集拾遺).向土耳的1番，頁359 0

14 兇《愛羅先寫童話喲. <;魯迅全齡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J頁 3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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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這樣的做成一鸝以豆豆一幫多是可以讓輯海 品。(你文趣，設Ø) 15 

當然，魯迅籬下的簡化被宇旬，並不只限按表示如:藍、?當快的事情。有時候 9 也會

用按其他場合。制如:

6. 在某大學裳，聽說尤其厲害，看看《語絲::} ，就要要讓稱為「語錯振J ;和我總擻，就

要誰叫~r魯迅撮j 的。(敏那當})16

7. 動物畫畫甚至分為饒的，淺的意麗的。 ('J、約翰何?

8.現在我盪托付為該在這本小說前面，寫一點4哼!的辦色。從不走正路的女得論》

小哥拉 IB

9. 我常是並質間，誰考驗，並且並命權連當時的苦諦。(~傷逝:}) 19 

10. 明天，小學校的學生們護教師領到悔過來了。((池邊:}) 20 

此外，魯堪的被字旬，也有類{~í碗被打破了J ' í館教寫好了j這種背化說法。本

來多中文的傳統習費，句中主語是無生命的，只要;r;引起誤解，無論駕于是主動器態或

是被動諾態，都會寫威主動句 f碗打破了j 、 7倍寫好了J 0 1且是，魯迅的被動旬，總少不

71t-詞?被j 字，顯然龍主義商化的結果。倒如:

1 1.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獄，到清朝末年才盟黨新攤紹。((隔盼) 21 

眩，有些讀者們，苦按不知道甚麼是必要的番，研以往往以為盪選堂皇叢書主黨的，總

該是必要的書籍。({害的總魂鞘趕建設)22

話，累是喜生1霉的一皆東囂，便都受了彭式往，轉業化需蠹擴大。倚重懇全接與第

式齡) 23 

15 克《兩艘北調集}，{魯迅全錄。第問老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九八一年第一版，一九九六年第閥l'X

印刷，真612 。

悶兒《而已集> ' <:魯迅全黨》第三三是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九八…年第一版，一九九六年第四次印

側，真449 0

17 5!(!J\約翰)，(魯迅乎是聾。第十捌譽，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九七三年，衷的。

1惡臭線外集拾遺:> ' I灣這位 2)所引發，都衍。

的兒《彷懷}，(魯迅全集》第三三悉，北京:人民文學也放杖，一九八…年第一般金一九九六年會彰街l'X印椒，

豆豆 113 。

如兇《愛羅先河童話集主多

21 泣介等雜文)，同(註i

22 兇《鼠介亭雜文)，悶(註 11)所守|脅 ， J,ï 231 0 

23 兇。在代笑術史潮論)'<:魯純金榮》第十1i卷 1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頁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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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嘉ßr位扒在黨辦出康的難誌上，是讓譯盤了的。({麗於中蠱的稽之支持尋嘉軒 24

話，享樂著笑的時餘，雖然幾乎並不想對功舟，但可自科學度分析摺議發琨 o ({r藝

備論J譯本序))25

雖然表示如隸、愉快事情這一類被字旬，在現代中文襄相當活躍，但不見得遍類句

式是妥貼惜當的 e 嘉興寬磁盤話都失之生硬，建成了中文的生態(或叫常態) 0 26 中文的生

態就在主寄:主動句玄學妻間為主動句比被動向乾灘。 27 那使還到不幸至是不如麓的事，講，也

本一定非m被動均表壞不可。朱先導警告業觀聾發擺出: r撥動語集在曹文護照等等膀，在中

文襄吾吾不常免會依中文釋?贅，在意該用敏章第語策時，我們的思主動語議。劉如:能挨打

了(他被打了) ，都密讓人發現了(都密被發現了) ，房子4翰火燒了(房子被火擺了) 0 J 28既
然不幸或不如意的事情，尚且可用主動旬表墟，那麼對如:霞、愉快的事情，丟在攤按鐘眼

中文本色，使用主動句。

由此高難，換!一單儕萃，蘊幾句蘊含使意的話，去是建反中文常態，欠缺自然的。其

，這樂句話的樹芋，閱覽宇替代，或乾鸝去 2 從琵還原磊主要語句。如: r中麗

的小說詐者也還是葉鸝蟲 p 盎益多車瓷晨三個;醋豔議獲推舉磊攝輯j 、

命後， (薑益)護委任為紹興師範學校校長j 、「攝年會的哥韓克的名字，才始部現於故國

的文藝界，現在已是大家企認為新俄最有天才的作家們中的一個了」、「鵰稱為鳥類之

、「這樣的做成一篇以單一部，是可以稱為『學者』的J 0 

模i六至事tl十，詞蝶結賓和以上各飼梧爵的毛病，說是生硬指夷。這幾特話表示餘，

嘩然無畏謂如意惑不部鑫 9 槍換護不當誤的事，窮; ~踐是也不權宣使駕護豔諾毒案。會u六、

劉七的?接J字?磕可離去 3 車是麓寫為 1'" ...看看婦聯 3 稱為 1萬轉讓JJ ;和我認撮，嘉定要

叫為『魯迅謙』的j 、 f動物臨分為跪的 2 飛的和騁的J 0 樹七點掉了介諒「被j卒，總不會叫

人誤會為「跳的，飛的和爬的，是由動物區分的J 0 咧八、例丸，分別把「被J改成

海為主動句「現在我覺托付為核租這本小說前面 s 寫一點小引的腳色」、「我常是受對間，

受考驗，並且受會權誰當時的宙語h 彈不是更自然?倒十用上了?接」字，文愈顯轉很難

妞，故 f被H主 IEBJ '寫成 I/J、學校的學生們自數歸頓到梅還是束了打不是給當嚼蠟嗎?

2尋覓.也介亭雜力，情很11)歸引發， J'{9 0 

25 兇《二心集:> '同(詮 15)所引發， J達2的。

26 兒余光中《從徐霞客到梵谷:> '合~t :九歌出版社 3 一九九閥年二月初版，頁262 。

27 見見潔梅《漢英語法手冊:>'北京:知識出版社，一九人二年第…版，一九八八年第四吹印刷，真361 • 
28 兇朱光潛f該文學:>'台北:灣海機關書有限公司，一九九間年初版之刷，頁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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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十一歪倒十五 p 各旬中的1r論「被j字?其實都無讀龍舟 2 盟海 f文字之獄j 、「函、要

的書J 、「一場東摺j 、 、「功摺h 均非有生命之輯，即使沒有7被j芋，也不會引起較

義多堅持人誤以為是「提j 、 f劃、「擴j 、 f譯」、[發現」的雄事者(或叫施行者agent}。冊上

順序，在全增累贅冊巴。李家樹續謂的天秤如何讓章。觀: í中文是一種飽擠語富多注重

駕護，凡在句子聽不起作用的成分都要轉i掉，以免造成完贅。韓如『倩寫好了卜 f我的望著

丟了』…...在翻譯時為了雕捕鎚強加上表敬重色的的司闕，改豆豆措被寫好了i 、識的

筆被丟了J '就敏壞了漢語的幣2黨住。 J 29 瑞典知名漢學家跨世然瞥提至目中文轟濫用「被J

字的不嘗。她說: í我曾經幫摸一個中餾詩人挖一些當代端典詩歌觀譯成中文。我熱討論

到一個句子的翻譯嗨，我的中雷艇友堅持要把句子鸝成『披荊礁石頭上掰宇J '問我認為

「被j字是多餘的，譯成f錯在石頭上的字j說可以表示自被動難態。但我很難說跟飽，直

到最後我幫他， ~.接生在北京j錯不是一句好中文，總才算接受了我的意見。戶。其實，

玉力早在《棋譜語法講饗》襄說提出: r主器為無生之物，無研謂不如意接不金蠶的事，則

喇字必不能用。 J 31 既然嘉、不能用，例十一掛十五「被」字主義旗蛇足 p 理應研掉。

以上十五個倒旬，都是典型的問化教宇旬，封閉l見按魯器的小說、雜文、聽譯文

章。每句都期上 f被j芋，無擺義建了被動意義，只是弄得文意呆滯 s 毫無吉普軸，可講得

不聽失。除例十外，每旬?按j字之後 p 都沒有施學者，權正手B詩3獻語盲的彈?黨籍符。英

語的被動旬，雄事者不由現，是常有的事。街賣自:

1. The house is already sold. 

2. The problem is being studied. 

不出現的原峙，吳潛誠在也曾院安全新7!>瓏，有適碟的說明: í省略了鐘行者，有助於

建立客觀、 1無我的語調扣impersonal tone) ，顯得比較婉轉。高于觀科學、技備的報導，為

符合科學精神，多舟被動語態。 J 32 本來，傳統中文襄 3 早期的被字句多都沒有把攝毒草

草安寫出來。例如:

1. ~戰國策-賽第 f閣一日被破，雖說學棄，不可得也。 j

2. <(史記-酷史列傳H錯卒以被載。 j

29 見李家蠻、謝耀發《漢語的特性和運用) ，香港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初餒，頁的。

如兒《窩窩灣的藝j驗，發港啊~l報月刊，之二000年七月， J{61 0 

31 豆豆豆漢語語法綱要)，(乏力文舞。第三卷 2 濟南:山東教育出綴柱，一九人五年之五月第 A紋，真253 c 

32 兇吳潛誠《中英鞠譯. ，對比分析法> '台北-文錢出版有限公筒，一九九0年二月再版，J{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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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末以後，輸事者才出琨;南北暫時，就還漸增多。宜豆豆現在，被字句大多書攤事

者。主力《漢語搪瓷哨聲》說: ["有了?翻字會普過塘、得容一館體館位(按:即施事者) ，倒

如 f我們被欺負j接類的句子是很少見的，實價上憊說成?我們被你欺負』成f我們被偏數

負』等。至少也加上一體『人』字，如『我輛被人欺負』。除弄被動式轉成了沒品調語影式，

如『老爺可知誼被賢的丫聽是雄 ?J才可以不馬關係位。 J 33 呂按期、朱德觀《諾諾修辭講

話》也指出: ["被鸝式的應用，在過去學有相當嚴格的限制的。在形式上，關字底下一

般聲有3夜譚，表示主動者:不能光說被打破，品得說明是被鞭打破。 J 34 由此起兒，魯

述的嚮化被豔旬，沒容滿學者，間又保自介搞?被」字，主與中文的傳統習慣相悸。

間然，被動銬在現代中文襄接用多了，範聞擴大了，但不見得任何時輯都可以患

上。英器人卜立謗、(日且Polla站在《被動》一文襄提出: ["現代漢語誠然受歐換!語言影響很

深 2 被動式巴盤不限蓋全受害的清說，但是還權遠沒有英文用得普題。有好幾種動詞，英

文能用被鸝式，中文卻不能妓法，官也 play was probably written by Shakespeare.只能譯為

:造劇本樣可能是沙翁瀉的~ ，不能說 r......是被涉翁諧的~ ;…..此舟，像f龍被當做一個

專家i這種句子雖然在書上可以碰到，但聽來很生硬，很胡題是1觀譚體J '是根據英文

He was regarded as an 叫倒錯遁的;地遁的中文大的是?他算是f圍著專家J 0 J 35 魯想在翻

譯上，一直主張車諱，主張?事倌焉不}I酌， 36 刻意模的外旗誨的程層結構，難怪他會寫

下「那時剖，在黨辦!出版的雜誌上，是被譯載了的j耀類東施敷葷的句子，賠禮樂鏡華譽

之為?不喝達的惡性禮化J 0 37 

總需言之?被動何還是少用海佳。其實，被動式在英文租不是隨處使用書長得嘴，要

先了解被動式蓋自竄擺供毒農麼便制。鴻因此，凡被動語氣可以用主動吉普氣替代，就用主動

旬，畢竟主動句總吃被動句直截了當、自然顯楊。陳躍南{應用文概說〉指出: ["如非品

要參不可罵被動式或『非人格J (impersonaJ)語氣，這在英文，今日已覺冷酷森嚴，不盡可

獸，中文尤其如此。 J 39 部搜有~\要用上， m並非一定要用?按」字有三耳。余光中C健醫高

33 JH漢語譜法，綱要堅} ，持(詮31)所引番，頁252 0

3吾兒目叔梅、朱德熙《譜法修辭講話}，北京;中路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北京第二版，真的。

幼兒←凶惡的.E.Pollardl 佛是我知，香港 天地樹種寄宿限公筒，…九九六年，英兒。

36 兇《二心策}，閱(詮15)所引發﹒真382 。

37 梁錫議書E{魯i益與現代中文》單是說: r雄J字一般用在不知意事情之前，如被殺、教據、被劉等等 e 破壞中

文的智慎的可更將英文的被動式照搬人中文且燈照?謝字，是不遮蓋章的惡性茜忱。 j克總續使驗，香港:

耨江出版公司，一丸八七年，真的。

38 閱(詮35)所引發，豆豆56 0

39 見陳耀南《應用;文機說}，香港:山碧藍杖，一九九一年第六版，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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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化到西而化之》說﹒「除了『闕，阻， w為』之外，尚有『受J ' W遭J ' W闕， w.船，

『教J ' W讓J ' W任』等字可以表示被動，不必處處用『被J 0 ......中文襄被動觀念原來很

梭，西化之後，凡事都要分出主客之勢，也是自討麻煩。」曲事實上，還有「叫、獲、由」

等字，都能表示被動語態。上述十五個例子，之所以生硬覺扭，毫不自然，就在於魯迅

濫用被動旬，濫用「被」字而已。

其實，魯迅的西化被宇旬，非其個人獨有，自五四以至現在，不論是名重士林的學

者，或望重杏擅的教授 3 或稱譽文苑的作家，或引車賣漿的小民，其筆下或多或少總有

這類西化被字句。足見西化對中文影響之深，稱得上「無遠弗屆」。不過，以下例子，也

常見於魯迅的著作。

l.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謹「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後，又亟「學者」之流殺

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革首動}) 41 

2. {;精忠說岳全傳》說張俊陷害忠良，盟軍人咬死，人心為之大快。(命且神和咬人))

42 

3. 這些東西，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注意，雖然很盟有些批評家所排斥，而至今終於

沒有消滅。({漢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43

4. 倘使少年們靈了感動，要來模仿他。({登錯的文章})科

5. 可惜「美的書店」竟遭禁止。({書籍和財色.) )45 

由此可見，魯迅寫的被字旬，並非全不妥當。符合中文傳統習慣，既有施事者，又

表示不幸或不愉快事情的被字旬，或以主動形式表達被動語態的句子，在魯迅的筆下，

還是可以寬尋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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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見余光中。全水嶺上}，台北﹒純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二月，頁I鉤。

41.見《而已知，同(註16)所引書，頁的l 。

42 見《花邊文學} , <:魯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人一年第一版，一九九六年第四次

印刷，頁547 0

43. 見傑外集拾齡，同(註12)所引書，頁390 。

44. 見《且介亭雜文末編}，同(註11)所引書，頁5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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