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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保持地方文化必要的內容。東

亞社會像飲食結構一樣，處於急劇

的變化之中——沒有不可改變和原

生的文化系統。例如，香港的飲食

以及香港的地方文化就是一個正在

移動的目標。《McDonald's成功傳

奇》正是立足於麥當勞與地方文化的

一書兩譯話土匪

● 徐有威

相互交融來解釋麥當勞在東亞的成

功，這一角度避開了全球化及全球

文化，但並沒有否認跨國化過程所

帶來的文化衝擊。東亞社會在跨國

化公司的引領下，在接受流行文化

的同時，也改造了自己的地方文

化。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鄭明萱

譯：《盜匪：從羅賓漢到水滸英

雄》（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1998）。

埃瑞克．霍布斯鮑姆著，李立

瑋、谷曉靜譯：《匪徒：秩序化

生活的異類》（北京：中國友誼出

版公司，2001）。



書介與短評 159英國著名學者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大名及其名著《土匪》

（Bandits），筆者早在13年前就知道

了，因為當時正開始翻譯英國學者

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教授的

《民國時期的土匪》（B a n d i t s  i n

Republican China）。貝思飛對於這

本著作讚不絕口：「儘管此書篇幅不

大，卻成為後來很多學者研究土匪

活動的專題的指南。」這一著作「開

拓性的內涵不僅使它具有神話般的

特性，而且確定了它成為人們從各

個方面考察和研究的對象。自從此

書面世以來，學者們已經考察了世

界各地的土匪活動的現象」。貝思飛

教授後來告訴筆者，60年代他在英

國讀書時，見過這位當時已經鼎鼎

有名的教授。在貝思飛的記憶中，

霍布斯鮑姆太聰明了，以致恃才傲

物，對一些學術界同行不太客氣，

但對貝思飛這位年輕的研究生，卻

是相當客氣，一副循循善誘的夫子

形象。其實這位學生的表現也不

俗，20年後他沿õ老師的足¹，將

老師筆下的國際性土匪研究發揚光

大，寫成了《民國時期的土匪》一

書。八年後，這一著作已經擁有了

日文本、韓文本和兩種中譯本，而

老師筆下的《土匪》在出版29年後才

有了中譯本，但同樣的是一口氣出

了兩種中譯本。

這年頭，一種外文原著有兩種

中譯本已是司空見慣，而如果發生

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就更可以理

解了。1998年《土匪》先在台北「登

陸」，這就是《盜匪：從羅賓漢到水

滸英雄》（以下簡稱鄭譯本）。三年

後，《土匪》又「殺」到了北京——《匪

徒：秩序化生活的異類》（以下簡稱

李譯本）面世了。如果僅僅只看書

名，也許有人還以為這是兩本不同

的書呢。而仔細比較這兩種不同的

譯本，看看它們的異同，應該是有

趣的事情——因為在這一文化現象

的背後，往往可以折射出海峽兩岸

文化和經濟發展的現狀。

鄭譯本根據1969年初版譯出，

而李譯本所依據的則是2000年的最

新版本即第四版。據霍布斯鮑姆於

1999年6月為第四版寫的「作者序」解

釋道，他對這一版做了相當大的擴

充和改寫，其中只有首版九個章節

的文本和附錄A〈女人與匪徒〉的內

容變動不大。第四版主要增加的內

容有下面三部分：（1）一篇引言——

〈一個匪徒的肖像〉；（2）第一章〈匪

徒、國家與權力〉；（3）附錄B〈匪徒

的傳統〉和一篇修改過的後記，主

要回答對其作品的批評等；除此

以外，略去了早期版本þ的序言（李

譯本「作者序」，頁1-4）。序言對

於讀者理解著作是具有特別意義

的，對研究作者思想的變化也有非

常重要的涵義。鄭譯本擁有第一版

和1981年美國第三版的序言，而李

譯本的第四版則更有價值。讀者

如果有興趣的話，這無疑是研究霍

布斯鮑姆學術思想本身的重要資料

了。

分析出版者的角度，即研究它

們為甚麼出版中譯本，也是值得關

注的題目。鄭譯本按照台灣的出版

慣例，在封底有一段集內容簡介和

廣告詞為一身的文字，而大陸出版

界也引進了這種做法，因此李譯本

的封底也有類似的文字。從格式上

看，李譯本不但寫了一段這樣的文

字，還轉引了美國的《紐約客》和《時

代》的書評文字，藉此以壯聲勢。從

內容上看，李譯本突出了「這部充滿

貝思飛沿´老師霍布

斯鮑姆的足æ，將老

師筆下的國際性土匪

研究發揚光大，寫成

了《民國時期的土匪》

一書。這一著作有了

日文本、韓文本和兩

種中譯本，而老師筆

下的《土匪》在出版

2 9年後才有了中譯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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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的著作把原始的暴力作為一

種社會運動的古老形式加以研究」，

指出這本書「通過分析他們（指土匪）

與俠盜之間的區別和共性，深入研

究古典傳統與行為方式在當代工業

社會的繼承和發展」。而鄭譯本指

出，土匪的魅力不但流傳在傳統

的農業社會，更活躍於今天的工業

文明的社會，「吸引無數的知識份子

重新開發挖掘」。它們都特別提及

昔日農業社會的土匪在目前工業社

會中的地位，大有古為今用的味

道。這也許是出於商業的目的，希

望吸引更多讀者購買這本書。李譯

本的這一文字寫得沒有鄭譯本的流

暢明了，顯得有些故弄玄虛的晦

澀。

其實，從兩種譯本的副標題又

可以看出不少名堂。這些副標題是

原著沒有的，完全是譯者或出版者

根據自己的意願加上去的。鄭譯本

的副標題「從羅賓漢到水滸英雄」似

乎在提醒讀者不但要懷念綠林中彼

邦的洋豪傑，而且也要注意我們自

己的土英雄，其實這也表明了譯者

對於土匪性質的某種暗示——「一夥

好漢」。這樣的副標題凸現出了譯者

的歷史文化底蘊。而李譯本的副標

題和這套「另類叢書」的主題直接有

關，尤其顯出譯者的苦心。據叢書

主編石濤先生聲稱：

多年來，我們對譯介主流思潮和經

典學術所傾注的熱情，使我們對其

他有趣的思想和知識閉上眼睛。讀

書人渴望從書中獲得享受，一板一

眼的論述和陳舊龐大的主題令人望

而生畏。此套叢書，力求從這兩個

方面給讀者以樂趣和滿足。（李譯本

前言）

按照主編的這一思路，李譯本

有了一個有些不同尋常的副標題「秩

序化生活的異類」。它大概是想提醒

讀者，土匪是秩序化生活即正常生

活以外的人群吧。據筆者推斷，石

濤先生將非「主流思潮和經典學術」

的涵義套在《土匪》上是有些問題

的。首先，從60年代末開始，西方

許多史學家開始懷疑過去一味地僅

僅留意大人物的做法，提出要關心

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的歷

史。霍布斯鮑姆可謂是領風氣之先

的人物，正如他自己講的：「以作為

一項歷史研究領域的創始人而自

豪。」（李譯本「作者序」，頁2）那時

開始撰寫博士論文的貝思飛就曾回

憶道：「我對中國土匪的研究，就是

在這種尋求新的民眾史的時代精神

中開始的。」1994年9月的一天，筆

者在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的電腦上

輸入“BANDIT”這一主題關鍵字

後，只見500多種世界各國各地的土

匪研究著作爭先恐後的奔來眼底，

令人目不暇給、興奮不已。七年過

去了，土匪研究又有了不少新進

展。據筆者自己的個人經歷，這種

以土匪研究為主題的論著既有學術

價值又引人入勝，是頗得國際性學

術雜誌青睞的。由此可見，土匪的

研究從60年代開始，已經逐步成為

西方學術界的主流思潮之一了。其

次，如上所述，霍布斯鮑姆的著作

已經在英美出了四版，成為世界各

國研究土匪的學者必讀和必引之

書——不管是捧還是駁。由此斷言

它是經典學術大概是恰如其分的

吧。據此看來，中國大陸學術界對

於國際學術界的「行情」的了解，還

是要好好努力。

第三，插圖、註釋、索引和作

《土匪》兩種中譯本的

副標題是原著沒有

的，完全是譯者或出

版者根據自己的意願

加上去的。鄭譯本的

副標題「從羅賓漢到

水滸英雄」似乎表明

了譯者對於土匪性質

的某種暗示——「一夥

好漢」。這樣的副標

題凸現出了譯者的歷

史文化底蘊。



者介紹這些出版物的基本內容，鄭

譯本和李譯本也有不少可圈可點之

處。據統計，鄭譯本有大大小小的

各種插圖63幅，李譯本有57幅；鄭

譯本的插圖比較精美考究。鄭譯本

保留了原來的註釋，而且凡是外文

資料的出處，一律保留原貌，容易

使讀者按圖索驥地找到原文。鄭譯

本還保留了原著的「延伸閱讀」部

分，提供了一系列的參考書目，自

然有助於讀者進一步閱讀和研究之

用。而李譯本對原來註釋進行了大

規模的刪節，但是它有不少精心準

備的「譯註」幫助讀者理解原著的內

容，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鄭譯

本有完整的索引，這是李譯本所無

的。大陸出版物沒有和國際出版物

「接軌」，在註釋和索引方面是最明

顯的。兩種譯本都有作者介紹，但

是鄭譯本比較詳細，還有一作者的

照片，同時還有譯者的介紹，這些

都是很不錯的。也許李譯本策劃中

的讀者是一般的普通讀者，而不是

甚麼研究者。但是不見得鄭譯本就

是特別準備給學者們看的。讀者是

需要出版者引導的，出版者有責任

幫助提高讀者的品味，當然書價可

能因此提高。令人遺憾的是，兩種

譯本都沒有導讀性質的諸如「譯者前

言」的東西。導讀可以幫助讀者更好

地理解原著，既可以由譯者自己

寫，也可以請有關專家寫。

另外，霍布斯鮑姆第四版所增

加的〈一個匪徒的肖像〉一章中，注

意到了貝思飛對於中國土匪的研究

成果，但是李譯本將「民國」譯為了

「中國」，Phil Billingsley的中文名字

也沒有出現（李譯本第13頁）。如果

譯者對中國大陸近年來土匪問題的

研究稍加留意，這些就可更加完美

了。

正如貝思飛說過的：「土匪，

當人們聽到這個使人浮想聯翩的名

詞時，很少有人會無動於衷。」無論

如何，霍布斯鮑姆的《土匪》都是值

得一讀的，至於讀何種譯本，筆者

認為可以比較õ讀——如果您有時

間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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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60年代末開始，西

方許多史學家開始懷

疑過去一味地僅僅留

意大人物的做法，提

出要關心佔人口絕大

多數的普通民眾的歷

史。霍布斯鮑姆可謂

是領風氣之先的人

物，正如他自己講

的：「以作為一項歷

史研究領域的創始人

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