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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在文革那瘋狂歲月，他的「罪

行」不斷升級，但「四人幫」的垮台，

不是被說成是人民的「第二次解放」

嗎？難道他不應該被平反嗎？事實

上，王申酉不是被「四人幫」殺害

的，而是被所謂的新政權處決的。

王申酉的遭遇說明，對於人

權，對於法治，對於思想自由而

言，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前和文革

之後，並沒有截然的界限，並沒有

本質的區別。

人們習慣於把文革說成是一場

噩夢，習慣於把文革稱為荒唐歲

月，這不經意地包含g這種意思：

文革固然可怕，但它已成過去，它

是一去不復返了。我希望如此，但

讀了有關王申酉的文字，我發現尚

沒有充分理由相信這一點。對於文

革的研究還是禁區，使人更沒有理

由相信這一點。我知道，要真正告

別文革，還需要我們努力，這種努

力包括與讚美文革的傾向和呼喚文

革的企圖鬥爭。

林中空地：翻譯中生成的現代性

● 談火生

劉禾著，宋偉傑等譯：《跨語際

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

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

（北京：三聯書店，2002）。

「現代性」概念自二十世紀90年

代以來可謂是中國學術界的寵兒，

對「現代性」問題的研究和西方「現代

性」理論的譯介成為近十年來學界常

盛不衰的主題，不同學科、不同學

派的學者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

捲入這場討論。當他們各自借助不

人們習慣於把文革說

成是一場噩夢或荒唐

歲月，其意思是：文

革固然可怕，但它已

成過去，一去不復返

了。我認為要真正告

別文革，還需要我們

努力，這種努力包括

與讚美文革的傾向和

呼喚文革的企圖鬥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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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理論資源來界定「現代性」，特

別是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時，遠在

異域的劉禾積十數年功力，在這

片喧鬧的理論叢林中開闢出一塊

林中空地：翻譯中生成的現代性

（translated modernity）。

但此處所謂的「翻譯」並非通常

意義上的翻譯，劉禾在《跨語際實

踐》一書中明言：「我對跨語際實踐

的研究重心並不是技術意義上的翻

譯，而是翻譯的歷史條件，以及由

不同語言間最初的接觸而引發的話

語實踐。總體而言，我所要考察的

是新詞語、新意思和新話語興起、

代謝，並在本國語言中獲得合法性

的過程」。劉禾對翻譯的關注及其重

心的轉移來源於其獨特的問題意識

及其對不同理論資源的反思，可以

說，跨語際實踐這一概念本身就是

在其獨特問題意識的引導下，通過

與不同理論資源的對話而建立起來

的。

作為一名從小生活在大陸，直

到文革以後才留洋求學的中國人，

劉禾被現代漢語形成過程中發生的

一切所深深吸引。然而，現代漢語

的形成不僅是對古代漢語的借用與

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在與英

語、現代日語及其他外國語言的衝

撞與挪用過程中誕生的，我們今天

所用的現代漢語無論在語彙還是在

表述模式上，都與這些外國語言有

g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聯。不

僅是文學，思想、歷史同樣如此，

正是在翻譯的過程中，人們才建立

起了關於傳統與現代、世界與中

國、西方與東方等種種想像，並由

此開啟了我們的現代性的大門。離

開了翻譯，我們很難清晰地觀察近

代中國興起的種種話語，以及這些

話語是在一種甚麼樣的特定歷史場

景中相互遭遇，更難以說明不同的

話語類型在相互競爭的過程中，為

甚麼某種類型的話語能得以勝出，

並最終取得合法性的地位。正是在

這樣的思考中，劉禾發現了翻譯的

重要性。

然而，我們的文學研究、歷史

研究卻並不將翻譯視為一個獨立的

歷史事件。傳統語言學中的翻譯理

論由於學科的限制，僅局限於技術

意義上的精益求精，根本意識不到

這一點。即便是頗具啟發性的後殖

民理論家在面對這一問題時，雖注

意到話語和理論在從歐洲向其他世

界旅行的過程中，被創造性地借

用、挪用的事實，但由於他們賦予

理論以來去自由的主體性，而忽略

了作為理論旅行所必須依賴的交

通工具——翻譯。同時，由薩伊德

（Edward W. Said）首倡的「理論旅行」

（traveling theory）說，還暗含g一種

東西方之間主從關係的預設，即西

方作為主動的理論輸出方，而非西

方則作為被動的理論輸入方。因

而，他們基於印度等典型殖民地經

驗建立起來的後殖民理論範式，無

法很好地回應中國近代以來的具體

歷史場景，而常常陷入了西方統治

與本土抵抗的老套。

正是在反思這些理論資源的基

礎上，劉禾挑起「翻譯中生成的現代

性」這樣一個極富啟發性的話題，為

我們構造了一個新的觀察近代中國

的視角。不僅如此，她還進一步追

溯了造成人們忽視翻譯的認識論根

源，她指出，導致我們忽視翻譯在

中國現代性生成中的作用的認識論

現代漢語的形成不僅

是對古代漢語的借用

與反抗，在很大程度

上更是在與英語、現

代日語及其他外國語

言的衝撞與挪用過程

中誕生的，我們今天

所用的現代漢語無論

在語彙還是在表述模

式上，都與這些外國

語言有ÿ剪不斷、理

還亂的複雜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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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象，二是語言的透明性幻象。前

者認為語言只是反映社會現實，而

否認語言建構現實的主體性作用。

但福柯（Michel Foucault）告訴我們，

知識與權力是密不可分的，知識不

僅反映g權力的部署，它本身就是

權力部署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

的一部分。後者以為概念、範疇、

理論等思想的東西可以原封不動地

以本來面目平滑地進入另一種語言

和文化；或另一種文化原本就有與

之相對應的語詞和意義，翻譯不過

是起了一個中介作用，把對應的意

義找出來而已。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認為，翻譯並不是「某一

絕對純粹的、透明和明確的可譯性

的視野內」語言之間意義轉換的問

題。原文和譯文相互補充，可以創

造出比單純的翻版或複製更為豐富

的意義。劉禾則進一步指出，語言

之間透明地互譯是不可能的，不同

語言的詞語之間想像性的對應關係

並不是自明的，而是歷史地、人為

地建構起來的。

由此，問題就進一步轉換為：

不同語言的詞語之間想像性的對

應關係究竟是如何從無到有地生

產出來的？「文化」何以等同於

cul ture？「個人主義」何以等同於

individualism？「國民性」何以等同於

national character？這些想像性的對

等關係究竟是在歷史上的哪一個特

定時刻、以甚麼方式建立起來的？

不同語言的兩個詞語之間的多種想

像性關係在相互競爭的過程中，為

甚麼這一種取得了優勢地位，而另

一種卻衰落了？隨g問題的轉換，

關注的重心也隨之發生偏轉，在跨

語際研究中值得予以首要關注的，

是話語實踐與權力的各種形式。翻

譯不再是中性的、遠離政治及意識

形態鬥爭的行為，它恰恰成為這種

鬥爭的場所。新詞語和新意義的出

現，不僅會在話語領域引起衝突和

波瀾，而且會經過種種中介進入社

會實踐，甚而成為社會變動的思想

動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不同

語言的詞語之間想像性對應關係的

跨語際研究，不能被等同於威廉斯

（Raymond Wil l iams）的關鍵詞

（keyword）研究。一方面，關鍵詞研

究仍然建立在反映論的認識論基礎

之上，另一方面，關鍵詞研究雖然

在研究中引入了歷史的維度，關注

詞語、概念以及話語含義的變化，

但卻無視這些含義在具體歷史場景

中的用法，更不用說其所依存的表

述框架以及語言與權力之間的複雜

勾連。

為了更好地展開跨語際研

究，劉禾構造了自己的術語，其中

最核心的就是用「主方語言」（host

l a n g u a g e）與「客方語言」（g u e s t

language）來代替當下西方翻譯理論

或後殖民理論中流行的「本源語」

（source language）和「譯體語」（target

language）這一對分析概念。因為

「本源語」和「譯體語」的二分在跨語

際研究中不僅不合適，而且會有誤

導作用，它往往依賴於本真性、本

原、影響等諸如此類的概念，其基

本預設是：譯體語只有與本源語保

持一致，才能獲得自身的合法性。

這種理念一旦落實到具體的歷史情

境中，往往要麼變成了強調原文本

意的權威性，而落入西方中心的窠

臼，使非西方國家陷入「失語」的境

人們是在翻譯的過程

中建立起了關於傳統

與現代、世界與中國

等種種想像，並由此

開啟了我們的現代性

的大門。但我們的文

學研究、歷史研究卻

不將翻譯視為獨立的

歷史事件。劉禾指

出，導致我們忽視翻

譯在中國現代性生成

中的作用的認識論根

源有二：一是語言的

反映論幻象，二是語

言的透明性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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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麼像後殖民理論一樣，將非

西方文化的能動作用簡化為一種單

一的可能性：抵抗，從而落入「東

方」、「西方」的二元框架而不自覺。

這樣的研究路徑會從兩個方面遮蔽

我們對歷史的認知，一方面，它以

本源語為標準，忽視了輸入方的翻

譯者從中選擇、組合乃至重新發明

新詞語、新意義的可能性；另一方

面，它也遮蔽了輸入方在翻譯過程

中被輸出方改變，亦或侵犯乃至篡

奪輸出方之權威的可能性。

「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這一

對概念的提出正是為了敞開這種種

的可能性。在新的分析框架的觀照

之下，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的互

動，總是由主方語言的翻譯者或其

他實踐者從客方語言中邀請、選

擇、組合乃至重新發明各種詞語和

文本而開始的，當概念從客方語言

走向主方語言時，意義與其說是發

生了「改變」，不如說是在主方語言

的本土環境中發明創造出來的。由

此，劉禾賦予了主方語言以前所未

有的重要性，並通過翻譯在主方語

言和客方語言之間的中間地帶，開

闢出一個新的歷史空間，非傳統的

並不必然是西方的，而所謂現代的

也並不必然是非中國的，從而跳出

傳統／現代、東方／西方的二元陷

阱，消解對於現代性的本質主義理

解。在這種理論關懷下，嚴復的《天

演論》就不會簡單地被視為對原著的

歪曲，而會被視為一種極富創造性

的努力。

跨語際的實踐就是要考察新的

詞語、意義、話語以及表述模式，

如何通過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的接

觸與衝突，而在主方語言中興起、

流通並獲得合法性。這樣的考察要

求我們將注意力從現代歷史的連續

性或過渡這樣一些抽象的問題，轉

移到各個民族以及不同的人群之間

每一對抗的關頭所存在的各種事件

的偶然性、鬥爭以及意外的扭曲和

轉折；關注那些歷史偶然性的關鍵

時刻，西方和中國過去的思想資源

究竟是怎樣被引用、翻譯、挪用和

佔有，從而使被稱為變化的事物得

以產生。

當然，這並不意味g劉禾的工

作已經盡善盡美了，事實上，已有

人指出其後殖民主義的視角導致她

在某些具體材料上的誤讀，我在閱

讀過程中也發現其在具體論述過程

中對於一些重要材料的遺漏，如她

在第三章「個人主義話語」中特別提

到：「我覺得他（指高一涵）論點中很

特別的一點倒不是『人民』這個概

念，而是他對個人individual一詞的

譯法——『小己』」，實際上，早在十

數年前，嚴復翻譯《群學肄言》和《群

己權界論》時就已經用「小己」來翻譯

individual，但「小己」與individual之

間的想像性對等關係即使在嚴復那

â也沒有固定下來，因為嚴復本人

還曾用「小己私行」來譯private life，

有時也用「民」來翻譯 individual。然

而，到了五四，「小己」與individual

之間的想像性對等關係開始獲得了

某種程度的穩定性，而且被置於「小

己／大己」這樣的語言機制之中。這

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正是跨語際研

究所關心的問題，但劉禾對此似乎

有些失察。

然而，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此，

跨語際的實踐是要考

察新的詞語、意義、

話語以及表述模式，

如何通過主方語言與

客方語言的接觸與衝

突，而在主方語言中

興起、流通並獲得合

法性。這樣的考察要

求我們去關注在歷史

偶然性的關鍵時刻，

西方和中國過去的思

想資源是怎樣被引

用、翻譯、挪用和佔

有，從而使被稱為變

化的事物得以產生。



在我看來，關鍵還在於如何進一步

將其他理論資源整合到跨語際實踐

的框架中，並在操作過程中將其落

到實處。其實，《跨語際實踐》的後

三章已經在這麼做了，在其中我們

就不難發現福柯、布迪厄（Pier re

Bourdieu）等人的影子，但也僅只

是一個模糊的影子而已，離劉禾給

自己設定的目標——考察新的詞語

和意義在主方語言中被創造出來以

及其在主方語言的權力結構中傳

播、操縱、部署並最終獲得統治地

位的過程——似乎還有一段距離。

不過，學術本來也不是一人一時就

能鑄就完美的，劉禾自己不就聲

明，希望跨語際實踐的概念可以最

終引生出一套詞彙，協助我們思考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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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本刊增設網絡版月刊（http://www.cuhk.edu.hk/ics/21c），以突破

印刷紙媒的版面限制。網絡版所刊文章，同樣經過本刊審稿程序評審，本刊從

8月號起，刊登了1-4期網絡版中首發文章的目錄。本期，我們刊佈未在《二十

一世紀》刊出文章的今年第5、第6期網絡版目錄，敬請讀者和作者留意。

——編者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2 第5–6期

第5期　2002.8.31

康曉光 90年代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

研究（原文版本）

謝　岳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政治

學之爭

翁賀凱 1927-1934陶希聖之史學研究

與革命論──兼論其與國民

黨改組派之關係

劉相平 金問泗與關貿總協定

毛正天 精神分析學與中國現代性愛

題材文學理論批評──二十

世紀上半葉中國性愛文學與

理論批評研究

王力堅 有關知青文學話語質疑的思

考──為知青文學一辯

吳理財 農村稅費改革對鄉鎮財政的

影響及其後果──以安徽省

為例

孫傳釗 從二元經濟論到篩選理論──

讀多爾的《文憑病──教育、

資格和發展》

陳岩鋒 湮沒的真相

第6期　200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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