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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國題材英文作品翻譯成中文時，出現了一種特殊翻譯現象：「回譯」。

本課題將源文本的「中國」視為在英文語境中形成的建構物，而回譯則是在

中文語境中對這個「中國」建構物進行的重構。本研究參考蒙娜．貝克的社

會敘事翻譯理論，將回譯理解為一種「重敘」，並借鑒敘述學「聚焦」概念，

進一步把重敘中國人物、事件的回譯現象具化為一種「重新聚焦」過程，意

在探究隨著聚焦者觀察中國人物、事件的視角轉變，聚焦者視野裡的「焦點」

如何變化，進而重構出不同於源文本的「中國故事」。在參考里蒙—凱南提出

的「聚焦側面」類型（即感知、心理、意識形態「聚焦側面」）的基礎上，本

研究構建出適用於探究語言標記變化的「重新聚焦」文本分析模式，通過考

察三種「聚焦側面」之間的相互轉化及「聚焦側面」的內部變化，分析中文

譯本投射出的「重新聚焦」模式，以此揭示回譯重敘機制。 

本課題圍繞中國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作品的中譯展開研究，選取美國

作者彼得．海斯勒「中國三部曲」（即《江城》、《尋路中國》、《甲骨文》）的

回譯進行案例分析。其中，簡體譯本為主要研究對象，而在台灣出版的繁體

譯本則用於對比與參照。本研究發現，在大陸譯本中，聚焦者屬性呈現出由

「局外人」到「局內人」的轉變。透過「局內人」聚焦者重塑出的「中國故

事」，折射出中國百姓對自身所處社會時空的集體認知，及中文譯者/讀者對

中國人物帶有的情感連結。回譯重構並不是一種單純的政治改寫，而關涉以

「局內人」聚焦者為主體的「敘事共建」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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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of works written in English on China, or China-related 

topics points to a specific translation phenomenon: ‘back-translation’. ‘China’ in 

the English texts is a construct and its back-translation involves re-constructing the 

‘China’ based on contextualised Chinese factors. In light of Mona Baker’s socio-

narrative theory, this type of back-translation is conceived as a form of ‘re-

narration’. With further reference to the narratological concept of ‘focalization’, the 

process of this back-translation is considered ‘re-focalization’ that takes place 

between the target and source narrative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shifting 

perspectives observed in original and translated narratives on thes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events and examines how the ‘focus’ as perceived through the 

original focalizer is re-developed in the back-translation process, thus giving rise to 

a different China story. Drawing upon Rimmon-Kenan’s three facets of focalization 

(i.e. perceptual, psychological and ideological), the project proposes an analytical 

model, which traces changes in linguistic markers, to analyse how one facet of 

focalization is altered into another and what changes are made within the same facet. 

The analysis contributes to the revelation of a re-narrating mechanism embedded in 

the back-translation phenomenon. 

 

Focusing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narrative journalism 

about China, this project use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Peter Hessler’s China 

Trilogy (i.e. River Town, Country Driving and Oracle Bones) for case studies, with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s as the main object of analysis,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s published in Taiwan as a point of comparison. It is found that the 

re-focalization mechanism in the mainland Chinese translations is characterized by 

changes in the status of focalizer from that of an ‘outsider’ to that of an ‘insider’. 

The China story, as re-focalized through an ‘insider’, aligns with ordinary Chinese 

people’s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s of the social space they belong to and reflects a 

sense of attachment that the Chinese translator(s)/readers may develop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reveals that the back-translation is not a fully politically-

motivated re-writing, but a narrative co-construction process that centres around the 

‘insider-focal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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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20 世紀 70、80 年代以來，以中國為題材創作的英文作品更迭湧現，從

不同角度解讀改革變遷時代的中國。隨著中國重新展開與世界的對話，這類

英文作品也開始陸續譯為中文。當這些由西方構建的「中國」回到中國社會，

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翻譯現象：「回譯」。在本課題中，「回譯」（back-translation）

並非指語言層面的回譯，即「將已譯成特定語言的文本譯回源語的過程」

（Shuttleworth & Cowie, 2004: 14-15; 譚載喜主譯, 2005: 19-20）。此狹義上的

回譯是一種「字面翻譯」（literal translation），其目的是為檢測譯文，揭示翻譯

過程中出現的變化（同上）。與此不同，本課題探究的「回譯」是一種翻譯現

象。在參照梁志芳對「回譯」所作定義的基礎上（2013: 51），本研究者將「回

譯」界定為：將某一國或某一民族人物與事件為題材創作的文本，從其他語

言翻譯為該國或該民族語言的過程1。在上述定義中，「回譯」被視為一種與

目標語社會文化緊密關聯的現象。 

回譯現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漸演變為一種常態。正如阿君·阿布度萊

（Arjun Appadurai）所言，我們生活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裡（1993: 219-220）。

透過新聞、小說、電影等媒體景觀（mediascape），人們可以構建出關於其他

國家或民族的想像，而這一想像又可通過不同途徑折返回到該國或該民族之

中，與本體社會文化產生碰撞。千禧年以前，中國大陸出版的回譯作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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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囿於歷史文化範疇下的「中國」，譬如林語堂的散文小品，或費正清等漢學

家的文史專著，並未觸碰關於「現當代中國」的議題。2010 年前後這一情形

出現轉變，中國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作品，經由回譯開始進入中文讀者的

視野。這類作品以中國百姓為主要故事人物，故事內容與中文讀者身處的社

會及日常生活存在緊密關聯。中文譯本推出後，引發讀者濃厚的閱讀興趣，

一改趙毅衡指出的回譯作品在中國往往遭受冷遇的情況（2007: 342）2。本研

究即圍繞中國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作品，以美國作家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創作的「中國三部曲」及中文譯本為案例，對回譯現象展開研究。 

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翻譯，回譯涉及一個由「異」到「同」的過程。源

文本描述的內容與所採用的語言往往存在「異質性」或葛校琴、季正明所說

的「錯位性」（2008: 216）。經由回譯後，這一錯位關係按理應不復存在，轉

而表現出「同質性」。 然而，這個由「異」到「同」的轉換，在更深的層面

上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回歸過程。從英中回譯現象來看，源文本描述的「中國」

並非是一種絕對客觀的寫照，而是在他者語境下形成的建構物。當這一建構

物返回中文語境時，中國主體又會透過自身視角來塑造「中國」，從而重構出

一個新的「中國」建構物。本課題故將回譯視為一種重構，通過考察目標文

本較之源文本的變化，以及相關變化與本體語境的關聯，以此討論本研究所

謂的「回譯作為重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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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與範圍 

中國翻譯話語中的回譯研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逐漸興起。大部份研究（如

王正良, 2006; 江慧敏, 2012; 王宏印, 2015, 2016）將回譯視為一種文化還原

的過程。所謂還原，即是將源文本中文化專有項、語言文體風格等中國文化

元素恢復本來面貌，使其與中國歷史文化背景相一致。然而，這類研究往往

將源文本描述的「中國文化」看作脫離社會文化語境制約的靜態產物。儘管

有研究提出應考量源文本作者對中國文化瞭解深淺，酌情「適度還原」（金聖

華, 1997: 149-150; 江慧敏, 2012: 322-323），但無論還原程度多寡，回譯往往

被看作一個單純地朝向本體文化運動的過程，這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回譯現

象的複雜性。 

近年來，有外譯中、非外譯中研究（如梁志芳, 2011, 2013, 2017; Pan L., 

2014a, 2014b, 2015; Polezzi, 2009）開始轉向重構視角來探究回譯現象，但這

類研究只佔少數。相較於還原視角，重構視角下的外譯中研究，不再把靜態

的中國文化看作檢視譯本的主要標尺，而側重考察源文本在他者語境下構建

的「中國」在回譯中出現的變化，譬如東方主義話語中的中國形象、英美霸

權話語中的中國政治敏感事件在中譯本中如何重構。然而，「回譯作為重構」

的現象目前尚缺乏專門討論，儘管上述研究關注的翻譯活動屬於回譯現象的

範疇，但其中的絕大多數並未將回譯現象本身當作研究的主要對象。 

此外，從大多數研究可以看出，回譯是一種受意識形態（政治）因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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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翻譯改寫活動。其中，外譯中研究發現，回譯主要圍繞政治意義上的「中

國」進行重構，且重構往往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意識形態（政治）因素

有關。然而，這一發現與相關研究所預設的前提有一定的關聯。這樣的預設

體現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之上，如側重考察負面色彩的中國形象、政治敏感事

件與人物如何在回譯中改寫（梁志芳, 2011, 2017; Pan L., 2015），或與選擇的

理論視角與分析方法有關，如有研究採用批評性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來考察中文譯本如何重構西方新聞報導對中國人權問題持有的立場

（Pan L., 2015）。以上述預設為出發點，這些研究反映出回譯是一種帶有明顯

政治傾向的重構活動。 

然而，回譯現象中的「重構」具有複雜的特性，除關涉政治意識形態立

場的衝突之外，還潛藏「他者」視角與「本體」視角的差異。換言之，包括

譯者、讀者在內的中國主體對「中國」的自我認識與親近關聯，亦可能影響

「回譯作為重構」的過程。因而，我們似乎並不能把「重構」單純地理解為

受政治意識形態因素驅動的改寫。出於上述考量，本課題圍繞千禧年來中國

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的回譯問題進行研究。這類回譯成中文的敘事新聞作

品，大多講述不同地域背景下中國百姓的故事，塑造出更為豐富立體的「中

國故事」。「中國」不再僅僅關於政治領導人物、異見份子、敏感事件，而更

多由尋常生活裡，不同面貌的中國百姓構成。 

英文敘事新聞出現於 19 世紀末的美國（Connery, 1990: 4; Hartsock,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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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而中國題材的早期英文敘事新聞創作則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 30、40 年

代，以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等戰時記者的作品為代表。其後 50 年代

至 60 年代，西方記者被拒於中國國門之外，這類體裁的創作一度受阻。直到

1972 年中美恢復外交關係，中國題材敘事新聞作品才再次湧現（Song & Lee, 

2014: 175, 2015: 3-4, 2016: 4464）。其中，2000 年後出版的中國題材當代英文

敘事新聞作品（見附錄）是回譯的主要對象，這些作品的中譯本集中在 2010

年前後出版3。 

英文敘事新聞書寫4是借用小說寫作手法來創作的新聞紀實作品。這類作

品取材自真實發生的事件：一方面，創作者進行細緻觀察與深入調研；另一

方面，有別於強調中立客觀的新聞傳統，敘事新聞並不規避創作者的主觀視

角，作者往往以親歷事件的第一人稱口吻來敘述人物與事件（Connery, 1990: 

5-6; Lounsberry, 1990: xi-xviii; Harbers & Broersma, 2014: 643-645）。那些在

2010 年前後回譯成中文的作品大多以中國百姓為敘述對象，這與更為人所熟

知的「大格局」中國問題專著形成反差，譬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的 On China（2011）（《論中國》）、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的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1）（《鄧小平時代》），後一類作品論及現

當代中國的政治領導人物及大事件，從宏觀視角分析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發生

的變革。相較而言，回譯成中文的當代英文敘事新聞作品則是從「小人物」

的生活日常和命運起伏來書寫現當代中國發生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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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中國題材當代敘事新聞書寫以中國農村、工廠或某一地域、社群為

著眼點，透過底層百姓的生活來窺探、解讀變遷時代的中國，在中國大陸、

台灣均有出版，包括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偉）的「中國

三部曲」之第一部 River Town（《江城》）與第三部 Country Driving （《尋路中

國》）、張彤禾（Leslie T. Chang）的 Factory Girl（《打工女孩》）、麥克爾．邁

爾（Michael Meir；中文名：梅英東）的 In Manchuria（《東北遊記》）等。而

有些作品則講述草根民眾或包括少數族裔在內的社會邊緣群體如何與政治現

狀抗爭的故事，目前在台灣、香港出版，譬如海斯勒所著｢中國三部曲｣的第

二部 Oracle Bones（《甲骨文》）、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中文名：張彥）

的 Wild Grass（《野草》）等。 

這反映出中國題材當代敘事新聞書寫具有的特別張力。儘管部份作品因

觸碰敏感政治議題未有中文簡體譯本，但那些回譯成中文的作品通常以尋常

百姓的際遇為故事主體。雖有研究指出這類作品不免仍包含西方理念（Song, 

2012: 798; Song & Lee, 2015: 4），但作品是以「人情趣味」（human interest）

的新聞價值為切入點來刻畫當代中國社會，故而，政治差異與矛盾在作品中

不再處於核心、突出位置。在這一張力的作用下，我們可以假設，儘管意識

形態（政治）因素仍可能是回譯過程中的潛在重要影響因素，但不再是產生

重構的單一主導因素，該體裁作品的回譯還可能關涉其他語境因素：中文（大

陸）譯者與讀者作為作品所述社會的一員，其對自身以及所處環境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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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亦可能被帶入到中文譯本中，從而參與重塑他者視野裡的「中國」。 

 

1.2 理論框架 

蒙娜．貝克（Mona Baker）基於社會敘事理論（socio-narrative theory）5

提出的（重新）敘述翻譯思想（(re-)narration）（2006, 2007, 2008, 2010, 2014, 

2016），為本課題詮釋「回譯作為重構」現象提供了理論起點。在社會敘事理

論中，「故事」指向一個動態的構建過程，即先前分散、獨立的人物與事件被

加以組合，而構建成包含開端、發展與結尾，並具有情節性的意義整體（Baker, 

2016: 247）。在以上思想觀照下，英文敘事新聞作品中的「中國故事」可被視

為包含一個對中國人物、事件的構建過程，而圍繞相應「中國故事」的回譯，

則是對中國人物、事件的重構，本研究因此將回譯視為一種「重新敘述」，或

簡稱為「重敘」，即通過考察「中國故事」在回譯中的重新轉化生成，來理解、

剖析回譯重構問題。 

在故事的構建中，「視角」具有重要作用。米克．巴爾（Mieke Bal）指出，

事件總是呈現在一定的「視野」（vision）之中——人們會選擇一定的「視點」

（point of view），按照特定的觀察方式，並依循相應「角度」（angle）來展現

「真實」或虛構的事件（Bal, 2009: 145）。通常，人們審視人物、事件採用的

視角，取決於一系列與觀察者相關的因素，包括觀察者所處地理時空，及觀

察者的思維與情感（Bal, 2009: 145），並不僅與其佔據的政治意識形態立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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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前文指出（見 1.1），中國人物、事件在回譯中的重構，似乎並不單純地

是一種政治改寫。因而，透過「視角」來審視中國人物、事件的重敘，有助

於考察回譯重構是否關涉超越政治框架的因素。然而，社會敘事理論及貝克

的（重新）敘述思想，還尚未圍繞「視角」對故事的構建與重構進行理論闡

釋，故而本研究借鑒敘述學（narratology）中與「視角」相關的「聚焦」

（focalization）概念，將重敘中國人物、事件的回譯現象，進一步具化為「重

新聚焦」（re-focalization）的過程，以此探究在回譯過程中伴隨時空、心理、

意識形態視角轉換，聚焦者視野中的「焦點」如何變化，進而重構出不同於

源文本的「中國故事」。 

 

1.3 研究目的、問題與方法 

本課題圍繞中國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作品的回譯問題，就其重敘機制

展開研究，並對「回譯作為重敘」的翻譯現象加以闡釋。這裡所說的「重敘

機制」指回譯對人物與事件的重構所表現出的特徵與規律，以及重構過程中

存在的動態關係。基於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將解答如下具體的研究問題： 

1. 參考貝克的（重新）敘述思想，可初步構想出一個怎樣的「重新

聚焦」理論模式，來闡釋「回譯作為重敘」的現象？ 

2. 圍繞「重新聚焦」理論模式，對海斯勒「中國三部曲」的回譯進

行案例研究，中文譯本呈現出怎樣的重構模式？目標文本聚焦者審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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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物、事件的視角如何改變？隨著視角改變，聚焦者視野中的「焦點」

如何變化？上述視角切換與焦點重構與中文敘事環境的關聯為何？ 

3. 以上案例研究的發現揭示出怎樣的回譯重敘機制？可如何深化

對回譯作為「重新聚焦」的理論認識？相比於一般情形下的翻譯重敘，

回譯重敘有何特殊性？「重新聚焦」理論模式對翻譯研究可以帶來怎樣

的啟示？ 

     

為解答上述研究問題，本課題採用宏觀理論與具體文本分析的方法，來

研究「回譯作為重敘」的現象。本研究首先在社會敘事理論以及貝克（重新）

敘述翻譯理論的觀照下，對敘述學中的「聚焦」概念進行重新解讀，以闡釋

人們透過「視角」構建人物、事件的具體模式。在此基礎上，嘗試模擬、構

想出回譯重敘中可能包含的「重新聚焦」過程，即隨著視角切換，中國人物、

事件生成不同顯著特徵（即「焦點」）的潛在機制。其後，借鑒施洛米絲•里

蒙—凱南（Shlomith Rimmon-Kenan）（2002）提出的「聚焦側面」思想（facet 

of focalization），來構建文本分析模式，以考察感知、心理、意識形態「聚焦

側面」在回譯中的相互轉化，並進一步分析中文譯本折射出的「重新聚焦」

模式。本研究假設，回譯重構不止限於一種受政治意識形態因素驅動的改寫，

故以上文本分析模式的考察重心，不在於因翻譯審查出現的文本結構性調整，

而側重於追踪文本中標示特定視角的「語言標記」（linguistic markers）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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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 

圍繞以上「重新聚焦」理論模式及文本分析方法，本研究以彼得．海斯

勒「中國三部曲」6及其中文譯本為案例文本展開研究。「中國三部曲」根據海

斯勒在中國十餘年間（1996 年至 2007 年）的經歷創作而成，講述變遷時代

背景下中國百姓的故事，塑造出保羅．柯恩（Paul Cohen）所說的，以「人」

為主體的「中國」（2013: 271）。其中，River Town（2001）依託於重慶涪陵的

地域文化，來講述當地居民的故事，同時亦透過文革、三峽大壩等事件，反

思小城居民在社會政治浪潮中的處境。Oracle Bones（2006）以甲骨文專家陳

夢家的經歷為主線，描畫出文革期間一批知識份子的命運沉浮，而陳夢家對

古時甲骨文的追索，又與當代中國社會的眾生百態遙相呼應，共同拼接出一

個跨越地域時空、文化族裔背景的中國謎題。Country Driving（2010）則將鏡

頭對準當代中國社會中的農民與農民工，通過講述這個群體的故事，刻畫飛

速發展變遷時代裡中國百姓的境況。千禧年以來，回譯成中文的中國題材敘

事新聞書寫當中，海斯勒的作品最為中文讀者熟知，而本研究選取「三部曲」

作為案例研究對象，原因還在於這三本書是從不同角度刻畫具有豐富、複雜

內涵的現當代「中國」，這一創作特點有助於分析回譯現象中政治意識形態因

素與其他語境因素交織下的動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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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文本 簡體譯本 繁體譯本 

第一部 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江城》 《消失中的江城》 

第二部 Oracle Bones: 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 

 

無 

《甲骨文：一次占卜

當代中國的旅程》 

 

Oracle Bones, The 

New Yorker 

<甲骨文> 

《奇石：來自東西

方的報導》 

 

無 

第三部 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from Farm to 

Factory 

《尋路中國：從鄉

村到工廠的自駕之

旅》 

《尋路中國：長城、

鄉村、工廠，一段見

證與觀察的紀程》 

表 一 「中國三部曲」源文本及目標文本 

 

 

「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及第三部有簡體和繁體兩種中文譯本，分別在中國

大陸和台灣出版，而 Oracle Bones 一書則僅有繁體譯本。從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對大陸出版社編輯的採訪中可知，該書由於觸碰政治敏感事件及民

族矛盾問題，難以在中國內地出版（2015: 8）。然而，該書英文原著問世前，

海斯勒曾以甲骨文學者的故事為素材創作一篇題為「Oracle Bones」 （2004）

的短文，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發表，其中文譯本<甲骨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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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在大陸出版的海斯勒短篇敘事新聞作品集《奇石》（2013）之中7。 

在本研究中，兩種中文譯本（即簡體與繁體譯本）均被視為回譯文本，

然而，由於回譯現象更多指向內容層面的回溯，即涉及目標語社會文化內容

回到目標語語境的過程，而「三部曲」的敘述對象在絕大部份情況下為中國

大陸的人物與事件，因此，本研究以簡體譯本為主要分析對象，著重探究簡

體譯本相較於英文源文本出現的變化。在分析得出簡體譯本「重新聚焦」模

式之後，本研究以繁體譯本對相應內容的翻譯為對比與參照，通過比較兩個

中文譯本，以進一步探析兩種中文譯本聚焦者觀察中國人物、事件的異同。

上述簡體譯本為主、繁體譯本為輔的分析方法，主要用於考察 River Town 以

及 Country Driving 兩部作品的回譯。由於「三部曲」第二部 Oracle Bones 沒

有簡體譯本，本研究對該作品不作詳細文本分析。然而，因紐約客同名短篇

故事「Oracle Bones」，同樣圍繞考古學家陳夢家的生平往事進行創作，相關

內容與貫穿在長篇 Oracle Bones 的主要故事線相似，故本研究以短篇「Oracle 

Bones」的簡體譯本為對象，圍繞語言細微變化折射出的「重新聚焦」過程展

開分析，以此對回譯重敘模式作補充性討論。 

 

1.4 章節佈局 

本課題圍繞中國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作品，從重構視角對回譯現象展

開研究，提出將回譯視為一種「重敘」。本章概述了「回譯作為重敘」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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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思路，包括研究範疇的劃定，理論框架的構成，以及個案研究對象的選

取。本論文其餘四個章節的內容作簡要介紹如下： 

第二章對以往的回譯研究進行回顧，首先綜述還原視角的主要觀點，討

論這類研究之所以佔據主流的緣由，並討論這一研究視角存在的局限性。其

後，回顧為數不多的重構視角下的回譯研究，分析這類研究帶來的啟示及可

以拓展的空間。最後，評述中國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的現有中譯研究，

並結合千禧年以來譯成中文的這類作品所具有的特點，闡釋「回譯作為重構」

研究的焦點及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第三章論述「回譯作為重敘」的研究框架與「重新聚焦」理論模式。首

先闡釋社會敘事理論中關於故事「構建性」的思想，以及早前的「翻譯作為

（重新）敘述」的研究，並進一步延伸討論「回譯作為重敘」的概念。其後，

在社會敘事理論的觀照下，對敘述學中的「聚焦」思想進行重新解讀，揭示

「聚焦」具有的構建功能。在此基礎上，就本研究由「重新敘述」概念引申

出的「重新聚焦」模式對回譯現象進行初步的理論闡釋，最後，論述本研究

構建的「重新聚焦」文本分析模式。 

第四章對海斯勒「中國三部曲」個案研究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前兩節

分別重點論述 River Town 與 Country Driving 之回譯，第二節最末圍繞短文

「Oracle Bones」之回譯作補充性分析。上述個案研究結果的闡述，主要包括

涉及大陸譯本折射出的「重新聚焦」模式，以及由大陸譯本與中文（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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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環境的關聯，所揭示出的聚焦者屬性及觀察位置變化。此後第三節，結

合案例分析結果，對「回譯作為重敘」的現象展開理論討論，包括闡釋回譯

重敘機制，反思「重新聚焦」理論模式對（重新）敘述理論的拓展，並進一

步討論「重新聚焦」理論視角下的回譯現象對翻譯研究帶來的啟迪。 

第五章總結「中國三部曲」個案研究的具體發現，並歸納本研究針對「回

譯作為重敘」現象得出的主要結論。其後，就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進行反思，

最後圍繞回譯重構研究的後續發展方向，作簡要分析與展望。 

 

第一章註釋：

1
 此表述在梁志芳提出的「文化回譯」的定義上作了一定調整。原定義為：將用 A 國語言描

述 B 國文化的跨國作品翻譯為 B 國語言。該定義在國家間層面討論回譯現象，將回譯視為

「跨國」作品返回本國的活動。然而，回譯現象也可能發生在民族之間或族裔之間，如將《蒙

古秘史》復原為蒙文的活動（王宏印、刑力, 2006），或將湯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

譚恩美（Amy Tan）等華裔美國作家作品譯回中文的情況。鑒於此，本研究在界定回譯時加

入民族這一變量。此外，回譯現象不僅關涉直接翻譯，還可能包括轉接翻譯（relay translation）

的情形，即由 A 國/民族語言創作、關於 B 國/民族的作品也可能經由 C 國/民族語言譯回 B

國/民族語言，譬如《馬可波羅行記》最初由中世紀法語寫成，其中一個中文譯本則譯自美國

學者編定的英文本（江帆, 2006: 35）。然而，無論涉及直接翻譯還是轉接翻譯，回譯都是一

種目標語文化現象，即指向目標語社會文化內容回到本體語境的情形。 
2 趙毅衡認為中國讀者傾向於將「西方性」等同於「普遍性」，因而中國題材的西方作品所

具有的「特殊性」打破了讀者對西方文化的期待，這是諸如馬爾羅《人境》、賽珍珠《大地》

的中文譯本不受讀者歡迎的原因所在(2007: 342)。 
3 從如下兩方面對 1972 年至 2016 年間，中國題材英文敘事新聞作品的中譯情況進行了整

理：其一，本研究以宋韻雅、李金銓（Song & Lee, 2014: 182, 2015: 7, 2016: 4464-4465）對

1972 至 2012 年間中國題材英文敘事新聞作品的統計為參照，查找相應作品的中文譯本。其

二，本研究以「中國」、「中國人」為關鍵詞，從「豆瓣讀書」（https://book.douban.com）

爬取截止至 2016 年 4 月（即本研究開題前夕），標題中包含上述關鍵詞的作品，以從中查

找英文敘事新聞作品的中文譯本。 
4 就這類體裁作品的命名問題，學界尚未達成一致，常見的表述包括「文學新聞」（literary 

journalism）或「文學紀實作品」（literary nonfiction）等（Hartsock, 2000: 6）。本研究選用

「敘事新聞」的說法，原因在於：其一，這類作品屬於新聞創作的範疇，創作者通過新聞調

研的方式收集素材（Connery, 1992: 15）。相較而言，紀實作品的范疇較為寬泛，在廣義上

還包括回憶錄、人物傳記、遊記等，易引起混淆。其二，「敘事模式」是這類新聞作品的創

作核心（Hartsock, 2000: 11），而本課題對這一體裁的回譯研究亦關注「故事」如何重構的

問題，而非作品所具有的「文學性」如何重構。鑒於以上兩點，故採用「敘事新聞」作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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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近年來的一批新聞研究（如 Harbers & Broersma, 2014; Song & Lee, 2015）亦開始採用「敘

事新聞」的說法。 
5 貝克引入翻譯研究的敘事理論具有跨學科的特點，在心理學、傳播學、歷史學、社會學均

有探討，但由於貝克主要借鑒社會學範疇內的敘事理論，蘇安·哈爾丁（Sue-Ann Harding）將

貝克運用的這一理論稱為社會敘事理論（Socio-Narrative Theory）（2012b: 286-290）。貝克

在 2014 年的文章裡也稱之為社會敘事學研究方法（Socio-Narrative Approach）（158）。此

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於「故事」在社會敘事理論中不具有固定的形態，且不局限於特

定的文本類型，因此，儘管本課題以敘事新聞的翻譯為研究對象，但社會敘事翻譯研究方法

不僅僅適用於分析敘事性文本的翻譯問題。 
6 本研究將 River Town、Oracle Bones、Country Driving 視為「中國三部曲」，是因為海斯勒

在訪談（Keene, 2010）中表示，其將以上三本描寫中國的作品設想為一個完整系列。在談及

三部作品時，他亦採用了「trilogy」的表述（Hessler, 2015）。海斯勒曾出版與中國相關的第

四本書，Strange Stone: Dispatches from East and West（2013），但與上述三部敘事新聞長篇

不同，該書為海斯勒紐約客文章的作品集，其中四篇文章並不關於中國或中國人，而是以其

他文化背景下的人物為題材創作。 
7 大陸出版的《奇石：來自東西方的報導》一書中，大部分文章譯自 Strange Stone（2013），

而部份文章則譯自紐約客（The New Yorker）。短篇作品＜甲骨文＞即屬於後一種情況。 



 

16 

 

第二章 回譯研究回顧：從還原到重構 

在漫長時間裡，西方視野裡的「中國」與中國社會保持著距離。直到晚

清時期，那個由他者想像、構建出的「中國」，才開始經過回譯之道，陸續返

回中國。不同於中國文學作品塑造的民族形象，經回譯文本塑造出的「中國」

代表的是一種透過他者視角呈現出的「『特殊』的自我形象」（梁志芳, 2011: 

28, 2017: 30）。其中，為人熟知的《馬可波羅行記》即於 1909 年首次譯成中

文（江帆, 2006: 35）。20 世紀 50 年代後，西方書寫的「中國」一度在中國大

陸地區銷聲匿跡，直到 80、90 年代，中國題材的外文作品才又重新回到中國。

中國翻譯話語中的回譯研究正是在上世紀 90 年代逐漸興起，相關研究將語言

「回譯」概念加以拓展，用以討論這一特殊翻譯現象。相較而言，國外學者

以往較少對回譯概念本身予以過多關注與詮釋，但 2000 年以來也從不同層面

增加對回譯現象的探索。本研究從以往翻譯研究中總結出兩個用於探究回譯

現象的視角，即在中國翻譯話語中佔主導的還原視角，以及近年來引起關注

的重構視角。圍繞這兩個視角，本章首先回顧論及回譯現象的國內外相關研

究，其次梳理中國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作品的現有中譯研究，並結合

這類作品的創作特點及中譯趨勢，對該題材回譯問題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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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回譯作為還原 

大部份外譯中視域下的回譯研究，都將回譯視為一種還原的過程。這類

研究認為，源文本以英語為載體，書寫的內容則關於中國文化事物，回譯即

是將源文本描述的內容帶回中文語境，使其恢復「原本面目」，故而有學者將

這一回譯現象稱為「復譯」（梁綠平, 1994: 71）。王宏印持有類似的觀點，認

為回譯是一種「文化上的返回」（2015: 1）。與前者不同，王宏印認為此回譯

現象的關鍵在於，沒有語言回譯中的源文本作為參照，而是讓「異語創作的

文本返回本體文化」，因而將這一回譯現象稱為「無本回譯」（2016: 8）。這兩

個概念在實際的回譯研究中被不同研究者採用，其研究的問題也有交叉重合

之處。然而，兩個概念實則有不同的側重點，總體上反映出兩個層面的還原

問題：梁綠平提出的復譯強調的是異語寫作中「文化專有項」（culture-specific 

items）的還原1，而「無本回譯」則更多地將文本視為一個整體，除探究文化

元素的還原問題之外，更關注語言風格、文體結構等文本特徵的還原。 

文化專有項的還原問題一直是外譯中回譯研究的焦點。其中，圍繞海外

漢學作品或海外中國文化專著展開的回譯研究對這個問題多有探討。這些文

化專有項通常包括人名地名、稱謂等專有名詞以及詩詞、引文等，源文本作

者通過音譯在內的翻譯手段將其帶入源文本中，因而回譯時，譯者需要找到

中文語境中對應的文化項目或文本，將經由翻譯過的文化專有項予以恢復。

這一過程涉及考證工作，有學者總結了造成還原困難的原因，包括譯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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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威妥瑪拼音、處理源文本中的節譯問題以及識別生僻的歷史文化典故等

（賈洪偉, 2015: 121-125）。亦有學者針對文化專著回譯表現出質量良莠不齊

的問題，對回譯文本進行勘誤，指出存在的缺憾及問題（王憲明, 1994; 張亞

權, 2005; 李平、冼景炬, 2009）。此外，研究者還結合自身的的回譯實踐經歷，

反思回譯過程中採用的考證方法及策略，包括查閱史料、網絡搜索、從源文

本尋找推理線索等（魏平, 2013: 106-107; 葉紅衛, 2012: 50-52, 2016: 40）。 

在這一類型的研究中，以王正良題為《回譯研究》的博士論文較為系統

全面。受翻譯《世界文學史》中國文學部份的啟發，他探究了專名、經典引

文等回譯還原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回譯模式，包括語境分析、直譯、至譯三

個過程（2006: 42-57），其中「至譯」指通過調整源文化因素，使譯本適應漢

語文化，並通過人工或機器檢索的方式找出中文語境中原有文化專有項的過

程（2006: 56）。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譯心及譯底的概念。譯心即為經過直

譯並加以修飾後的初級回譯文本（2006: 55），而譯底則為至譯的結果，即與

中文語境中原有文化專項的完全重合（2006: 56-57）。針對回譯中這一特殊的

還原現象，該研究分析了其中的機制，也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較系統的還原方

法。若參考譚載喜的論述，相應還原模式可概括為：首先通過語言回譯的方

式達成初步的目標文本，在此基礎上进一步分析「文化語境意義」，以恢復出

中文语境中某一既存文化專有項的「本來面目」（2018: 24）。 

另一些研究（王宏印, 2015, 2016; 江慧敏, 2012; 王宏印、江慧敏,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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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9）則從語言及文體特徵的還原來討論回譯現象。通過個案分析，王宏印

總結提煉出語言、文體、文化三個維度的還原標準（2016: 2-6）。具體而言，

他提倡將源文本的語言還原為符合中文讀者期待的地道中文，並根據具體的

文本特徵作相應調整，如在回譯英文創作的《大唐狄公案》時，應還原出中

文公案小說的語言、文體特徵。此外，他對張振玉翻譯《京華煙雲》時所採

用的章回體結構也予以肯定。在這類研究中，研究對象從異語創作中的某些

微觀成份，即文化專有項，轉化為文本的宏觀層面，如標題、目錄、副文本、

正文語言風格等。此外，相較於文化專有項的還原，語言文體特徵的還原不

再指向漢語文化語境中的某個「既存文本」，而是相應的某一類文本。 

總體而言，儘管如上兩種還原問題所關注的焦點有所不同，但相關回譯

研究具有一定共性，即通常把回譯視為一種「有文化依據或依歸的翻譯」（王

宏印, 2015: 3）。有學者把上述「文化依歸」的觀點推向一個極端，指出林語

堂、張愛玲等具有雙語創作能力的作家所創作的英文作品在回譯時，表現出

一種「文化內的翻譯現象」（Intra-cultural translation），意味著翻譯中文化差異

的消解與終結（何子章, 2009: 37-40）。 

當然，上述觀點有其限定的文本類型，也並非所有還原視角下的研究都

把回譯視為朝向本體文化的無限回歸。個別學者指出，源文本中國文化的還

原程度應取決於原作者的類型——是洋人、二代移民或是對中國文化多有鑽

研的中國學者，譯者需對原作者的「文化背景與思想認知」加以考量，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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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還原」（金聖華, 1997: 149-150）。這一主張在個別回譯研究中也得到呼

應，提出還原的同時應推敲原作者的創作意圖，注意保留異語書寫在審視中

國文化時的「異樣視角」（劉芳, 2005: 7-10; 王宏印, 2015: 5; 朱健平、周小琴, 

2016: 106）。 

儘管部份回譯研究以辯證的眼光看待還原問題，認為應依據特定的情形

對中國文化元素予以不同程度的還原，然而，這些以還原為出發點的研究不

可避免地把本體文化及本體文化讀者的期待視野作為檢視譯文的首要標尺。

陳志傑、潘華凌如此概括了這類研究的特點：「譯入語文化背景成了一個不可

或缺的參照系，只有與原來的落腳點相對比、照應，才能了解文本在往返的

旅行中所發生的變化」（陳志傑、潘華凌, 2008: 59）。此處的「變化」僅僅相

對於「本體文化」（即引文中所說「原來的落腳點」）而言，現有研究並未剖

析相對於「他者視角」下的中國文化，回譯文本表現出何種變化。 

以本體文化為標尺的回譯還原研究最初之所以引起學者關注，是因為回

譯帶來了一種特殊的翻譯難題。一方面譯者不能僅憑源文本翻譯，而需尋根

溯源，恢復出與中國文化相關的既有文本、表述或思想（思果, 2001: 139-145），

另一方面還需推敲原意把握還原的分寸（金聖華, 1997: 150; 思果, 2001: 148, 

151）。然而，這一研究視角在中國翻譯話語佔據主導，也與 20 世紀以來中國

社會文化背景及翻譯政策存在關聯。晚清時期，中西政治格局變化促使中國

引入西學以重構民族自我，在這一時期，西方關於中國的書寫開始譯介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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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帆（2006: 32-35）引用《馬可波羅行跡》譯者馮承鈞提出的「文化灌輸」思

想對這一現象做出詮釋，他把西方對中國的書寫看作中西文化相互灌輸形成

的產物，並指出這類作品的回譯意義重大，藉此可以「補充自身對本國歷史

文化的認識」（2006: 34）。他進一步提出回譯時應「使這些（中國）元素重新

恢復……和中國讀者和研究者固有的知識體系接上，才能談得上印證和補充」

（同上）。江帆的觀點從一個側面揭示了中國翻譯話語中回譯研究重視還原的

內在原因。 

此外，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在大量引入西方作品的同時，由政府推動

的文化典籍譯出活動開始興起（Wang B.R., 2011: 902-905）。有學者在回譯與

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之間建立關聯，認為通過回譯海外中國文化專著，

不僅可以掌握中國文化在外傳播狀況，還能了解他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接納

方式，從而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帶來啟示（賈洪偉, 2015: 121; 王宏印, 2015: 

1, 2016: 1）。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影響下，包括海外漢學在內的文化

專著被大量譯介回國，而從相關研究（葉紅衛, 2012: 49, 52）對作品的定位亦

可看出，部份中國題材的新聞、文學創作也被當作「涉華文獻」譯成中文。

當上述類型的作品成為外譯中回譯的主要對象，還原問題自然被放在了突出

位置：漢學著作等帶有學術性質的作品包含大量需加考證的文史內容，而另

一方面，只有將異語表述的中國文化還原出來，才能釐清哪些關於中國文化

的內容在海外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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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上因素影響下，大多數外譯中視域下的回譯研究採用規定型翻譯研

究途徑，旨在提出回譯策略或準則，以使回譯後的中國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向

本體文化靠攏。無論通過回譯來補充、完善固有的中國文史知識體系，還是

藉由回譯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謀取思路，這類回譯還原研究均傾向把源文本

當中的中國文化假定為可以直接提取和借用的靜態信息，而並非是受到源語

社會文化語境制約的產物。此外，儘管個別研究提出應注意保留源文本看待

中國文化的差異性視角，然而，這一差異更多地是研究者提出的一種設想。

對於實際回譯過程中他者視角下的中國文化多在大程度上予以再現的問題，

這些研究並未作出深入探討。 

孫藝風在分析華裔美國文學（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回譯現象時指

出，中文譯本通常試圖從源文本中「還原」出純粹的中國文化，然而，伴隨

這個「還原」過程的，實則是一種「再改編」（re-adaptation）——華裔作者筆

下與美國文化相互交織的「陌生」中國文化轉而由中國讀者熟悉的本體文化

內容與表述形式取代，從而抹去了英文源文本中經轉化、顛覆傳統文化後形

成的「特殊」中國文化（Sun, 2014: 109, 117）。孫藝風的上述觀點，可被視為

從另一視角對「還原」問題進行解讀，道出了回譯現象中隱藏的重構問題。

當把源文本描述的「中國」視為他者語境下的建構物，並把實際回譯過程中

他者與自我之間的動態關係納入考量時，回譯不再是一種簡單的還原，而是

一種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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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回譯作為重構 

少數中國題材異語作品的中譯研究採用描寫型翻譯研究途徑，側重考察

實際回譯過程中由「他者」塑造的「中國」如何在中文語境中被重新構建。

相較於還原視角，重構視角不再關注回譯後的中國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忠實於

中國文化歷史，而側重探究根據中國主體的認識所重構的「中國」較之「他

者」視野裡的「中國」所出現的變化。其他語言間的翻譯研究在論及回譯現

象時，亦大多闡述了譯本中有關本民族人物與事件的敘述較之源文本出現的

偏離。下文將首先從回譯重構的視角對中國題材外文作品的中譯研究進行梳

理，並分析這些研究存在的局限，其後回顧、評述非外譯中視域下涉及「回

譯作為重構」現象的研究。 

 

2.2.1 外譯中視域下的回譯重構研究 

梁志芳提出的「文化回譯」把回譯視為「對西方他者眼中的中國進行再

次描述、塑造的過程」（2013: 53）。她認為這一特殊的回譯現象折射出的不僅

是源文本與目標文本之間的關聯，更是源文化與目標文化的動態關係（2013: 

52）。梁志芳的「文化回譯」研究是回譯重構研究的重要代表，拓寬了外譯中

視域下的回譯研究。外國作家筆下的「中國故事」，尤其涉及中國政治問題的

作品如何回譯，開始受到學者的關注。然而，總體來看，圍繞重構問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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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譯中回譯研究仍不多見，雖然不少研究採用「文化回譯」的表述，但其

探索的對象仍是文化還原的問題。下文就外譯中視域下為數不多將回譯視為

重構的相關研究進行梳理。需要說明的是，儘管這些研究論及的翻譯活動屬

回譯現象範疇，但除梁志芳外，大多數研究並沒有對回譯現象展開專門分析。 

在中國大陸語境中，重構過程中一個重要步驟是過濾，即當他者眼中的

「中國故事」與中國本土文化政治形態發生衝突時，相關成份往往經審查加

以過濾。譚載喜在翻譯審查的研究中（2014; Tan, 2014, 2015, 2017），深入探

討了審查或自我審查在中國大陸翻譯活動中的不同運作機制。從這些研究可

以看出，其中一類遭受嚴格審查的作品類型即為中國題材的外文作品。這類

作品在回譯時，會出現「缺譯」（non-translation）、「部份譯」（partial translation）

或「全譯」（full translation）三种情形。譚載喜指出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環境變

遷，對出版管理條例的解讀亦會不同，上述三種模式在不同時期因而會出現

相互之間的動態轉換。然而，與政治意識形態發生衝突的作品，特別是觸碰

中國大陸政治敏感事件的作品，則往往是審查的固定對象（Tan, 2015: 335）。

譚載喜認為「部份譯本」或節譯本中的省譯、增譯及調適（modulation）通常

是譯者自我審查和政府審查雙重作用的結果。在談及與回譯現象的關聯時，

他指出，目標文本中的翻譯偏移及其他調整化解了譯本與目標文化政治體系

之間的矛盾，使「文化回譯」得以實現（譚載喜, 2018: 24）。以 On China 大

陸譯本《論中國》、The Good Earth 的 1960 年代中譯本《大地》等為例，譚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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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探究了上述譯本如何通過省譯和調適的手段重構源文本有關中國社會政治

問題的話語。 

譚載喜的研究反映出回譯中國政治敏感問題時的總體重構趨勢，即回譯

重構往往是在翻譯審查的驅動下進行的。這一趨勢在其他以個案分析為主的

研究中亦得到體現。這些研究通過考察「部份譯本」語言層面的調適，討論

了中國政治敏感人物與事件如何在回譯中重構。其中，王惠、朱純深（Wang 

& Zhu, 2009）圍繞希拉里．克林頓（Hilary Clinton）回譯錄 Living History 的

中譯本展開個案研究，著重分析了基於台灣繁體譯本改編的大陸簡體重譯本

《親歷歷史》。王惠、朱純深通過重點分析有關政治異己份子吳宏達的片段如

何譯回中文，論述了譯林出版社如何依據中譯本在目標語文化中承擔的社會

功能，將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投射到文本層面的「話語世界」之中（同上: 

688）。研究顯示，繁體譯本的重構主要表現在強化原作者對中國人權問題的

消極態度。相較而言，簡體譯本雖未將有關吳宏達的敏感話題完全過濾，但

譯本通過語言層面的微調，將原作者持有的政治立場由批判轉化為中立（同

上: 690-694）。王惠、朱純深進一步分析認為，大陸出版商通過自我審查與專

業讀者（即審查者）之間的合謀關係可以解釋在目標文本中出現的重構（同

上: 695）。 

在另一個圍繞大陸譯本《親歷歷史》展開的研究中，陳美紅（Chan, 2007）

亦發現該譯本通過省譯以及語言調適，將希拉里談及吳宏達事件的內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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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改寫，並通過標題中的「親歷」二字，將希拉里回憶錄中的「私人」成份

加以放大，從而改變了希拉里試圖通過回憶錄發表政治觀點的初衷。陳美紅

認為譯林出版社配合政府監管的自我審查可以部份解釋上述重構。然而，由

自我審查驅使的重構還變相受市場銷量等經濟因素的綜合作用，出版商很可

能出於保證市場銷量的考量，將源文本內容加以改寫，以緩和希拉里針對中

國政治問題的批判態度。 

此外，潘莉（Pan L., 2014a: 247-265, 2014b: 547-565, 2015: 215-237）圍繞

參考消息報社的翻譯活動，也研究了機構背景下關於拉薩騷亂、人權記錄等

政治敏感話題的新聞報導如何譯回中文的問題。其研究基於批評性話語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框架展開，首先就譯本的變化進行描述，其後

通過機構調研、社會背景分析對文本變化進行解讀與闡釋。潘莉重點考察中

譯本中用以描述人物、事件、背景信息的評價級差資源（graduation resources）

在翻譯中出現的偏移，發現譯本將源報導對中國政治持有的消極態度予以減

弱，並對源報導著重突出的敏感問題進行模糊處理，進而把在譯本中把意識

形態立場重構。她認為參考消息內部的翻譯運作模式易於譯者或編者介入翻

譯過程，使翻譯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偏離報社所堅持的翻譯忠實原則。她進一

步指出，由於中西方對敏感問題（如西藏騷亂）的歷史背景、產生緣由的認

識存在偏差，源語與目標語文化中的新聞機構故而傾向採用不同的報導視角

來建構（frame）「現實」（2014a: 262）。從根本上來講，這一偏差又歸結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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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化中個體、集體以及社會和諧觀存在的差異。潘莉認為無論源語報導還

是中譯報導，都在一定程度上與客觀中立的新聞原則相違背，中文譯本對源

文本評價意義的重構，一方面可以視為參考消息向其主管機構新華社所代表

的主流政治觀點的靠攏，另一方面也可視為對西方報導所持意識形態立場的

抵制以及對英美媒體霸權話語的對抗（2015: 233）。 

上述研究側重討論的，是西方關於中國政治問題的言論譯回中文時出現

的重構現象。除此之外，少數學者圍繞華裔文學、移民文學的中譯個案亦就

回譯重構現象進行探究。應雁（Ying, 2013）以嚴歌苓的英文小說 The Banquet 

Bug 為例，探討了族裔文學或流散文學為代表的「遷移文學」（migrating 

literature）（Ying, 2013: 304）在不同時空出版、再版或翻譯過程中出現的意義

流變現象。從應雁對 The Banquet Bug 的中譯分析可以看出，大陸出版社的自

我審查仍是翻譯重構的重要因素，她以譯本刪節關於社會、政治壓迫的故事

情節為例，闡述了由翻譯審查產生的重構。然而，與上述研究的不同之處在

於，應雁發現除滿足「專業讀者」的審查需求外，大陸、台灣譯本的重構還

與譯本面向的普通讀者群體有關。兩種中譯本通過語言調適，分別對涉及大

陸同胞或台灣同胞的負面描述加以部份重構，她認為這一重構是出於照顧普

通讀者「情面」的需求，以此保護讀者的「民族自尊」心理。 

在關於華裔作家韓素音自傳式小說的中譯研究中，王瓊（Wang Q., 2014）

討論了敘述者中國情結在中譯本中的重構。他發現大陸譯本傾向採用符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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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政治觀念的固有表述，並通過語言層面的調適，在增強敘述者的中國「鄉」

情之外，還將敘述者面對愛國主義浪潮表現出的質疑態度加以模糊，以此譯

本將敘述者對中國的個人情結轉變成集體愛國主義話語，並重構了敘述者對

新中國夾雜著冷靜思考的理性之愛。王瓊認為上述重構一方面是出於政治正

確的考量，一方面也出於關照中國內地讀者的民族情感。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回譯中的重構一方面與審查者維持政治穩定的目

的有關，而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維繫普通中文讀者的民族自尊、民族情感。前

文提及的梁志芳更進一步地在回譯與民族構建訴求之間建立了聯繫。在以賽

珍珠作品 The Good Earth 中文譯本《大地》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2011）

中，她將作品的中譯本置於中國內地的不同時代背景之下，探討了 1930 年代

及 1980 年代期間譯者如何以翻譯為渠道重構中國民族形象的問題。通過重點

關注中文譯本如何處理在隱蔽的東方主義話語中塑造的中國形象，譬如農民

形象、土匪形象、封建形象等，梁志芳發現不同譯者在不同時期會選擇特定

的翻譯策略來重新構建帶有負面色彩的中國形象，既有通過省譯、調適等手

段進行過濾後的版本，也有相對忠實的版本。結合不同時期自我與他者之間

的關係以及互文形象的分析，她認為不同政治背景下關於民族構建的宏大敘

事以及譯者的民族自我意識共同作用於中文譯本，影響了譯本對東方主義語

境下塑造的中國形象的重構。 

在對《大地》中文譯本進行個案分析的基礎上，梁志芳（2013）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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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回譯」研究方法，即首先考察源文化語境中塑造的中國形象有何特點，

其次結合特定時期內目標語境中翻譯主體對自我與他者關係的認識，來分析

他者視野裡的中國形象在譯本中的接納或否定，並進一步考察這一中國形象

與目標語境中特定時代中原有的中國形象之間的互文關係，以此解讀譯本所

重構的「客體中國」在目標語境中具有的「功能與意義」。這一研究方法有助

於系統地考察他者語境下的中國形象如何在中文語境中予以重構以及影響重

構的潛在因素。然而，梁志芳研究提出的回譯研究方法仍有值得進一步拓展

的空間： 

首先，其研究以民族形象為著眼點，把回譯看作參與民族構建的途徑，

這一研究思路與其關注的中文譯本所屬的特定歷史時期不無關係。研究中的

《大地》中譯本分別譯自 1930 年代及 1980 年代，這兩個時期都是中國重新

敞開國門、拯救民族於危亡的特殊時期，故而她將譯本視作民族構建全景敘

事中的一個片段，並在民族主義與美國東方主義對抗與協商的大前提下來討

論《大地》中譯本。然而，千禧年以來，返回中國的異語書寫大多反映現當

代中國的發展變遷，隨著時代背景轉變，儘管東方主義、民族主義的宏大敘

事依然有其影響力，但兩者是否還能完全代表時代主題還有待考察。此外，

在這些宏大敘事之下，還有其他動態變化的、反映不同中西視角的敘事，亦

會在回譯中產生作用。譬如中西方對「發展」與「進步」往往有不同解讀，

在審視中國改革開放、城市化進程時會採用不同的視角。若籠統地從翻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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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構建的角度來考察回譯現象，難免會忽視新時代背景下影響回譯重構的

其他複雜因素。 

其次，儘管梁志芳後期專門針對回譯現象提出了系統的研究方法，但由

於這一方法的提出主要參考她早期對《大地》中譯本的討論，故而不免仍側

重考察中譯本如何在中文語境中重新塑造中國形象的問題，借用梁志芳在論

文中的闡釋，此處由中譯本塑造的中國形象即指一種「民族自我形象」（2013: 

53）。由此一來，當把國家形象問題當作分析的著眼點，她提出的這一方法不

免仍是從民族主義的宏觀層面出發對回譯現象進行探討，並未完全跳脫她早

前圍繞翻譯與民族構建問題所提出的研究路徑。 

然而，必須再次肯定的是，梁志芳圍繞《大地》中譯本的討論，及在此

基礎上提出的「文化回譯」研究方法，無疑為回譯研究帶來了重要啟示，可

以視為外譯中視域下回譯研究的一個轉折點。由於集中探討「他者」塑造的

中國形象如何由「自我」加以重構，其課題開闢了新的回譯研究路徑，外譯

中視域下的翻譯研究轉而開始從重構視角出發對回譯現象加以剖析。 

 

2.2.2 非外譯中視域下的回譯重構研究 

非外譯中視域下的翻譯研究並沒有試圖拓寬原有的「回譯」概念，而是

通過其他方式來描述中國翻譯話語所涉的相關「回譯」現象。羅芮達娜．波

利茲（Loredana Polezzi）借助「旅行的理論」（travelling theory），將回譯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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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返程之旅」（travelling back）（2009: 269）；卡利奧皮･帕斯瑪茲（Kalliopi 

Pasmatzi）則提出「文化遣返」（cultural repatriation）的說法（2012: 116）。此

外，佐藤美希（Miki Sato）引入「自我回譯」（self-back-translation）的概念，

用以描述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將其日語作品的英文譯本自譯為日語的特殊現象

（Sato, 2013: 13）2。儘管表述方式不同，但可以看出，其他語種的學者同樣

也注意到了回譯現象。 

部份非外譯中的翻譯研究從民族主義、殖民主義的角力與協商來審視回

譯問題。在薩瑪．塞利姆（Samah Selim）關於殖民語境中阿拉伯語文學歷史

的研究中，她分析了哥特小說 Pharos the Egyptian（《埃及人法羅斯》）譯回阿

拉伯語的案例（2010: 325-334）。在回譯過程中，埃及譯者對源語小說內容做

了大量改寫，一方面通過重塑角色，將主人公法羅斯由迫害者變為復仇者，

對源文化中的殖民話語發起挑戰。然而，另一方面，埃及譯本將源語文化中

關於愛德華時期道德淪喪的話語投射到埃及社會當中，以喚起埃及人對自身

文化沒落的意識。 

從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本體文化借用回譯對殖民話語中「他者」所塑

造的「自我」作出反抗。但同時，研究亦揭示出回譯中的「自我」與「他者」

關係並不是單純地二元分野與對立，在某些回譯情形下，「自我」會挪用、甚

至接納「他者」塑造的形象。這一點在波利茲的研究中（2009: 262-275）亦得

到體現。在探討意大利題材的英文作品返回意大利的現象時，波利茲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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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返回不單單是目標文化中的孤立現象，也折射出目標文化與源文化之間

的複雜關聯。在英語源文化中，意大利的民族形象通過翻譯在內的改寫形式

得以構建，被認為擁有「輝煌的過去」以及「沒落的當下」，意大利文化也被

賦予「普適性」，視為歐洲文化共同享有的遺產。她認為英語源文化賦予意大

利這一特定形象，是出於鞏固英語文化的霸權地位。然而，當這一來自異域

的刻板形象通過翻譯等手段返回意大利時，卻與意大利「國家統一與復興」

的敘事不謀而合，目標語文化故而對此形象予以充分認可與接納，將這一形

象視為對「自我」的寫照與表徵。 

上述兩項研究是從民族主義、殖民主義等宏觀視角出發來剖析回譯文本

在目標文化中承擔的功能，與此不同，另一些翻譯研究則關注到源文化與目

標文化中更為微觀具體的敘事，即源文化與目標文化對某一人物與事件的不

同認識，以及由此產生的「回譯作為重構」現象。 

其中，蒙娜･貝克（2006: 131-132; 2014: 162-163）研究了埃及前總統英文

傳記的阿拉伯語譯本。她發現阿拉伯語譯本的標題及文本主體部份發生了不

同程度的偏移，將前總統富有遠見卓識的勇士形象重構為受假象蒙蔽的傀儡

形象。她認為埃及語境中與該總統有關的公共敘事可以解釋譯本中出現的重

構：在這一公共敘事中，前總統被認為受西方勢力裹挾，企圖按符合西方利

益的方式來促成巴以和平，故而譯本重構了前總統勇於挑戰反動勢力的故事。   

此外，米赫拉･巴爾多（Michela Baldo, 2008）在博士論文中也探討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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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文化中公共敘事對回譯產生的影響。通過分析由加拿大裔意大利作家創作、

關於意大利移民的三部曲及其意大利語譯本，她發現譯者傾向將源文本中「語

碼轉換」（code-switching）翻譯為無標記的意大利語形式。巴爾多認為源文本

是借用語言雜合特徵，來講述意大利移民在兩種文化之間游移的故事，而當

雜合特徵不復存在時，故事主人公的移民身份似乎也被抹去。結合對彼時意

大利語境的分析，她認為這一語碼轉換的重構策略與意大利「歡迎新舊移民

回歸故土」的公共敘事有一定關聯（2008: 221）。 

在關於希臘內戰題材英文作品回譯為希臘語的個案研究中，卡利奧皮･帕

斯瑪茲（Kalliopi Pasmatzi）（2012）也分析了目標文化中公共敘事與回譯的關

聯。與以上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公共敘事並非直接作用於譯本，而是在與

譯者慣習（habitus）的複雜關聯中共同影響譯者的行為，從而導致譯本的文

學性、角色塑造等方面偏離源文本。帕斯瑪茲發現譯者的文學訴求是影響譯

本面貌的其中一個因素，通過採用特定的文學修辭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表述，

譯者致力將譯本打造為可與希臘內戰題材文學歷史著作相比肩的作品。然而，

譯者將慣用文學創作手法融入譯本，並不僅限於實現文學抱負，而更與譯者

力圖維護的政治立場相關。通過重點描畫「反英雄」（anti-hero）式人物並加

入諷刺修辭，帕斯瑪茲認為譯者實則是借由回譯文本將原作加以挪用，以對

弘揚左翼黨派英雄主義的公共敘事發起挑戰。 

與中國翻譯話語中談及回譯重構問題的研究相仿，國外譯界尚未對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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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以及回譯現象中的重構問題展開系統的專題研究。以上回顧，是本研究

從回譯視角出發所作的總結與評論。縱觀上述外譯中以及非外譯視域下的翻

譯研究，本研究者發現，相關研究主要通過分析目標文本與源文本在語言層

面上不同程度的偏移，來探討回譯如何重構源文本對本民族人物與事件的敘

述。個別研究也發現重構幅度較小、相對忠實的譯本，如梁志芳（2011, 2017）

研究中 1980 年代的《大地》中譯本、波利茲研究（2009）中的意大利語譯本。

然而，本研究認為，儘管依據一定的評判視角回譯文本表現出某種意義上的

「忠實」，但隨著語境的轉變，譯本會與相關語境中的敘事產生新的關聯，從

而一定程度上改變源敘事。譬如 80 年代的《大地》譯本即通過借用中文語境

中關於民族構建的全景敘事來重新塑造賽珍珠筆下的人物與事件，轉而消解

了參與構建源文本的東方主義敘事。在本研究看來，這同樣在某個層面上涉

及重構。 

從現有對於「回譯作為重構」現象的討論來看，回譯似乎是一種單純地

受政治意識形態因素趨動的翻譯改寫活動。外譯中視域下的研究發現回譯文

本傾向於將源文本所述政治敏感人物與事件進行不同程度的省譯，並通過語

言調適對敏感問題進行模糊化處理，以此改變源文本折射出的政治立場。此

外，對於源文本涉及中國社會負面描述的部份，譯本亦通過省譯、調適的手

段，把消極態度轉化為中立或相對正面的表述，以塑造出民族自我形象。而

個別中國題材華裔文學作品的中譯本還通過語言微調，對源文本敘述者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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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個人情感加以挪用，將其轉變為愛國主義話語。同樣，在非外譯中的

研究中，回譯現象亦被看作一種帶有政治色彩的翻譯改寫活動。回譯藉由重

構與殖民話語、霸權話語中塑造的民族自我形象展開斡旋；在部份情況下，

重構亦使得回譯文本參與講述抑或背離、反抗本體文化中由政府機構或某一

黨派講述的公共敘事。 

然而，將回譯視為一種具有明顯政治傾向的改寫活動，這與相關研究（尤

其是外譯中視域下的研究）預先設置的前提有一定關聯。首先，大部份外譯

中研究對其所考察的文本對象與範圍進行了限定，譬如重點關注中文譯本如

何處理源文本中的政治敏感人物與事件、負面色彩的中國形象等，或是探討

如何翻譯有關敘述者「中國情結」的內容。在限定考察對象的基礎上，相關

研究顯示，回譯主要圍繞政治意義上的「中國」進行重構。此外，這些研究

採用的理論框架與分析方法也限定了研究者對回譯現象的解讀。如前所述，

梁志芳所採用的民族構建理論框架指引其重點考察民族形象在譯本中的重塑，

並通過分析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民族主義浪潮，來探尋影響重構的原因。潘莉

採用的批評性話語分析方法，也引導其基於機構背景以及政治意識形態因素，

來解讀中譯本中出現的改寫。在這些理論前提的限定下，相關研究反映出回

譯中的重構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以及其他政治意識形態因素有關。 

當然，上述研究之所以作出上述假設，是為呼應相應的研究目的，譬如

旨在探究翻譯審查問題或是某一機構在翻譯中的中介角色。但若從回譯視角



 

36 

 

來探討這類作品的中譯，僅關注政治敏感問題如何譯回中文，或採用帶有特

定意識形態前設的理論視角來考察這一特殊翻譯現象，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否

掩蓋了回譯中其他層面的重構，或忽略了影響回譯重構的其他複雜因素，這

些都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下節將討論本研究重點關注的中國題材（當

代）英文敘事新聞的回譯研究。如緒論所提及，這一體裁不再把政治敏感人

物與事件作為敘述核心，而是在意識形態上採取中間立場，這一意識形態立

場上的中間屬性，就為「回譯作為重構」現象的研究提出了新方向。 

 

2.3 中國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回譯研究 

大多數中國題材英文敘事新聞中譯研究集中討論 20 世紀 30、40 年代以

「紅色中國」為題材創作，講述中國共產黨革命歷程的作品，埃德加．斯諾

（Edgar Snow）、海倫．斯諾（Hellen Snow）的創作及其中譯是研究的主要對

象。其中，研究者討論最多的莫過於斯諾所著 Red Star over China（1937）及

其中文譯本《西行漫記》（又譯《紅星照耀中國》）。相關研究側重比較分析該

書不同時期的中文譯本（張小鼎, 2006; 石春蓉, 2014; 魏宇婷, 2016），並探討

譯者以及包括翻譯機構「復社」在內的譯史問題（梁志芳, 2010, 2012）。 

與上述針對早期中國題材敘事新聞的中譯研究相比，20 世紀 70 年代中

美恢復邦交以來出版的敘事新聞作品，其中譯研究則寥寥無幾。根據本研究

的整理3，20 世紀 70 至 90 年代期間出版的，關於現當代中國的敘事新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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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只有 3 部作品譯成中文，且僅在台灣出版，包括 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1982）（《苦海餘生》，1982）、The New Emperors（1992）《新皇朝 : 毛澤東

鄧小平的權力遊戲》，1992）、China Wakes （1994）（《驚蟄·中國》，1996），

而上述作品的中譯均未引起學界關注。2010 年前後，更多描寫現當代中國的

英文敘事新聞作品開始譯回中文。其中，2000 年來出版的這類作品中，共計

10 部被譯回中文（見附錄），部份作品有簡體、繁體的不同中文譯本，分別在

中國內地、台灣、香港出版，較之早前同類題材作品受到更多關注。然而，

目前僅少數研究圍繞海斯勒「中國三部曲」的中譯展開分析。除個別研究對

中文譯者的文化身份（萬瓊, 2014）加以討論外，大多數研究採用規定型翻譯

研究途徑，著重分析譯本採用的翻譯方法，譬如比較不同中文譯本如何處理

源文本中的敘事引語（李擴樺, 2014），或從信息傳遞、語言措辭等方面對譯

本優劣進行評價（付強, 2016），尚未有研究從回譯現象角度，來深入分析這

類題材作品的中譯問題。 

本課題從回譯的視角審視上述研究發現，中國題材英文敘事新聞作品的

回譯現象在大部份研究中被視為一種還原。其中，斯諾等人的作品被看作客

觀記錄中國革命的歷史資料。穆雷、劉禕在討論海倫．斯諾所著 My China Years

（《我的中國歲月》）的中譯時指出，中文譯本需要忠於史實，對「人名、譯

名、事件等認真考證，力求準確」（1994: 16）。在對董樂山及其譯本的評價中，

相關研究亦指出董譯本展現出斯諾作品的「歷史價值」，並對譯者勘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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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史實不符的嚴謹態度予以褒獎與肯定（廖莉, 2014; 羅倩妮, 2015）。在以海

斯勒為代表創作的當代敘事新聞作品的中譯研究中，儘管討論重心不再是譯

本是否忠實於中國歷史文化背景，研究者亦提出中文譯本應在語言、文化等

層面符合中國讀者的認知結構及期待視野（殷艷, 2015; 趙國月、高曉仙, 

2016）。此外，還有研究在談及簡體版《江城》譯例時，討論譯者如何根據其

在江城生活的親身經歷構建「譯敘空間」，以還原出小城涪陵地理風貌的問題

（王瓊, 2016: 15-16）。 

另外，少数研究採取與上述還原視角不同的做法，把這類作品的中譯解

讀為受政治意識形態操控的翻譯改寫。例如，針對斯諾作品 Red Star over 

China 展開的部份中譯研究（陳春莉, 2009; 徐煒, 2011; 李克莉, 2014），即運

用翻譯改寫理論，來解釋不同歷史語境下中譯當中的刪節變動與語言調適，

如討論 1938 年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由復社出版的《西行漫記》如何在國共聯合

抗日等多重歷史因素的影響下，重構斯諾對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活動的書寫。

由於這類作品或多或少依據西方的意識形態立場和文化腳本創作，本研究者

認為作品中的中國人物與事件很難被當作靜態的、可加以直接提取的歷史文

化資料。但是，另一方面，若簡單地從意識形態操控下的重構視角來闡釋中

國題材英文敘事新聞回譯現象，亦難免有失偏頗，尤其是考慮到這類體裁的

特殊性，以及 2000 年後陸續譯成中文的作品所表現出的下述特點： 

這類敘事新聞作品通常採用第一人稱展開敘述，透過敘述者的主觀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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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刻畫真實的人物與事件。這一創作特徵讓這類作品有別於機構背景下展開

的傳統新聞活動，後者傾向於對人物、事件進行「記錄」（record）、「報告」

（report），而避免投射出作者的個性化聲音（Connery, 1990: 6; Kramer, 1995: 

29）。此外，敘事新聞作品的作者通常採用「融入式報導」（immersion reporting）

的模式（Connery, 1990:16; Kramer, 1995: 22-23），對觀察對象進行長期追踪訪

問，通過對人物的細微刻畫，在作品中塑造出「活靈活現的生命」（felt life），

即那些面貌真實、內心世界豐富的個體人物（Kramer, 1995: 23; Mustain, 2011: 

viii）。2000 年後譯回中文的中國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也表現出以上特點，

這類作品雖不乏以社會大事件為創作素材，但作品更多把鏡頭對準了尋常生

活中的中國百姓。 

評論者指出，麥克爾．邁爾（Michael Meir）無論在講述北京胡同還是中

國東北村莊的故事時，都將生動有趣的當地人作為敘事的「支點」（Rohter, 

2015），而張彤禾在討論市場經濟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時，也把焦點放在呈現打

工女孩的個體面貌之上（Keefe, 2008; Hill, 2009）。此外，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以及歐逸文的作品儘管刻畫了挑戰政府權威的政治敏感人物，其中

文譯本僅在台灣出版，但作品仍是以個體際遇作為敘述的出發點。同樣，圍

繞尋常百姓展開創作，也是海斯勒「中國三部曲」的一個重要特點。與約翰

遜、歐逸文不同，海斯勒的作品中沒有出現政治異見份子，亦未將佔據西方

報導頭條的人權問題、民主改革作為寫作重心（Cohen, 2013: 271）。借用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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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Jonathan Spence）（2006）對海斯勒 Oracle Bones 一書的評論來說，海斯

勒是通過對個體百姓的描述，來剖析這些個體所處更大範疇內的「地理與歷

史空間」。誠然，上述當代英文敘事新聞書寫並不止於對某一普通個體、家庭

或群體的刻畫，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引人思考當代中國社會大局中的政治、

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問題，反映中國變革的時代主題。但是，以尋常百姓的

生活作為敘事的出發點，在揭示中國問題複雜性的同時，也賦予中國社會及

其變遷一個「人性化的視角」（Cohen, 2013: 266）。 

由上述分析可見，中國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具有一種特別的張力。大

部份作品並未把中西政治體制的矛盾放在突出位置，然而，作品以小見大的

創作思路，仍不免使得敘述者的觀察折射出西方價值理念。通常，美國的中

國報導會依據新聞界達成的「精英共識」（elite consensus）來解讀中國百姓及

其所處社會時空，譬如採用「利他民主」、「個人主義」、「負責的資本主義」

等西方讀者可辨識的價值符號來講述「中國故事」（Lee C.C., 1990: 19-20; 

Oksenberg, 1994: 212）。帶有西方印記的價值觀同樣體現在中國題材敘事新聞

作品中（Song, 2012: 798; Song & Lee, 2015: 4）。在分析張彤禾對工廠女孩的

塑造時，宋少鵬便指出，作者對這個群體的刻畫主要受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

講述的是這些女性的個體奮鬥經歷，這與內地類似題材作品《中國女工》形

成差異，後者關注工廠女性階級集體意識的覺醒（2013: 218-219）。儘管中國

國內研究者在評論海斯勒的「中國三部曲」時指出，作者在某些情況下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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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中國化了」（李娟, 2015: 46），認為海斯勒是「嘗試以中國的方式感知中

國」（申艷霞, 2015: 95），但上述評論是在主要參考海斯勒作品中文譯本的基

礎上做出的，相關研究並未分析翻譯在這一過程中起到的作用，尤其是中文

譯本在多大程度上轉換了源文本敘述者的個體視角及背後隱含的西方視角。 

結合在千禧年譯回中文的敘事新聞作品所表現出的上述特點，我們可以

推想，「中國故事」的回譯重構並不單純與中西政治意識形態立場的矛盾與衝

突相關，而還可能關涉源文本、目標文本敘述者所選擇的不同觀察視角。這

個觀察視角的變化，可能源自於前文所述中西價值觀念的差異，此外，還可

能指向英文原作者、中文譯者從不同社會文化時空出發，對中國百姓及其日

常生活可能產生的不同感受與認識。 

綜上所述，本章首先回顧中國翻譯話語中佔據主流的「回譯作為還原」

的研究狀況。在文化反哺、中國典籍對外傳播等翻譯思想與政策的影響下，

這些研究採用規定型翻譯研究途徑，提出如何將源文本中的中國文化加以還

原，以與中國歷史文化相符。然而，這類研究忽視了實際回譯過程中在「他

者」審視下的「中國」可能出現的變化。本文隨後討論到的、以梁志芳和波

利茲為代表的少數中外翻譯研究則另闢蹊徑，開始關注由「他者」塑造的民

族自我形象或與本民族相關的人物與事件如何經由回譯在本體文化語境中重

構。這些研究反映出回譯重構是一種帶有鮮明政治色彩的改寫活動。然而，

這一結論的得出，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這些研究所預先設定的前提，包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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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的研究對象以及所採用的理論視角。最後，本研究重點針對 2000 年後譯

成中文的中國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作品及其中譯展開文獻評述。這類作品

在意識形態層面表現出一種特別的張力，有助於進一步揭示回譯現象中重構

機制的複雜性。為探索這類體裁作品構建的「中國故事」在回譯成中文時，

隨著觀察視角轉變出現的重構，本研究在借鑒蒙娜．貝克翻譯敘事理論的基

礎上，結合運用敘述學中的「聚焦」（focalization）概念，以此構建出研究回

譯重構的理論模式。下一章將具體闡釋如何從上述理論入手對「回譯作為重

敘」的現象展開研究。 

 

第二章註釋：

1 文化專有項的還原也可稱為「原文復現」，由王宏印、江慧敏提出（2012: 65）。在實際的

研究中，研究者也會採用回譯或文化回譯的概念來探討文化專有項的還原問題，此處僅通過

復譯概念引出某一個層面的還原問題。 
2 這種「自我回譯」的現象由於存在日語的原始文本，與本研究所關注的回譯現象存在差異。

但就內容來看，該作品講述了日本人在德國旅行的故事，是以日本人為創作對象，故可部份

算作本研究所界定的回譯。此外，「自我回譯」亦有一定解讀空間，「自我」不僅可指譯者

這個小我，也可用來比喻更大範疇内的社會文化「自我」，本研究所關注的，把社會文化「自

我」帶回本體語境的回譯現象，也可算作一種形式的「自我回譯」。 
3 本課題對 1972 至 2016 年間，中國題材英文敘事新聞作品的中譯情況進行了整理，具體方

法參見第一章註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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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回譯作為重敘」的研究框架與「重新聚焦」理論模式 

從社會敘事理論及貝克的翻譯思想出發，本研究把回譯視為一種「重敘」，

即在中文語境中，目標文本將源文本中國人物與事件重新編織成故事的過程。

由於中國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作品，是以敘述者的個體主觀視角以及西方

價值觀念為著眼點，對中國社會及百姓進行書寫，本研究因此假設回譯重構

不單關涉意識形態立場的矛盾與衝突，而可能蘊含時空、情感、認知等方面

的差異，並產生觀察視角變化（另見 2.3）。為此，本研究提出「重新聚焦」

（re-focalization）的理論概念，進一步將「回譯作為重敘」理解為：在中文語

境中目標文本重敘源文本中國人物、事件時，隨著文本中的聚焦者採用不同

觀察視角，其視野中所生成「焦點」出現變化的過程。此處所說的「焦點」

指在聚焦者視域之中生成，且呈現出顯著特徵的故事人物與事件。當聚焦者

視野中的「焦點」出現變化，「中國故事」也會因此而重構。本章首先梳理貝

克基於社會敘事理論構建的翻譯理論，並結合回譯現象的特殊性，詮釋本研

究所謂「回譯作為重敘」的具體含義。然後，本章將進一步討論本研究參考

敘述學中的「聚焦」概念所構建的回譯理論模式，包括闡釋「回譯作為重敘」

現象中的「重新聚焦」過程以及文本分析模式。 

 

3.1 翻譯與（重新）敘述 



 

44 

 

貝克在參考社會敘事理論的基礎上，將翻譯視作一種（重新）敘述，以

強調翻譯所具有的「構建性」。她指出，在翻譯活動中，人們用另一種語言對

人物與事件進行敘述時，「不是對人物與事件的再現，而是一種構建」（Baker, 

2014: 159）。貝克這一翻譯思想為分析「回譯作為重構」現象提供了的參考思

路。下文首先簡要回顧社會敘事理論中關於「敘事」的基本概念和觀點，並

以此為基礎探討貝克建立的翻譯敘事理論。 

 

3.1.1 敘事的含義 

敘事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人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故事」（Baker, 2006: 3; 

趙文靜主譯, 2011: 3）。敘事通常按一定情節與時間順序構建而成，當中包含

開端與結尾，以及存在彼此關聯與互動的虛構、非虛構人物（Baker, 2016: 247）。

在敘述學中，敘事是對特定時空內人物與事件的「再現」（申丹、王麗亞, 2010: 

2）。相較而言，社會敘事理論則強調故事的「構建」功能，認為故事指向一

個動態的構建過程，即把包括人物、事件在內的故事成份組合成為一個意義

整體的過程。 

這一具有構建功能的「故事」不僅僅體現在小說、傳記等敘事文本的創

作之中，還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生活中的各個事件往往處於一種混

沌、無序的狀態，並不直接具有故事的形態（White, 1987: 4）。人們通過把分

散、獨立的人物、事件「敘事化」（narrativize），即組合成具有故事形態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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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整體（同上: 9），才得以理解、整理和描述自身經歷與社會現象（Mink, 1978: 

131; Somers, 1994: 606），並賦予它們意義。譬如，網民在社交平台上通過分

享一系列圖片，將自己的生活片段編織成故事，以讓他人了解「我是誰」；經

濟學家通過在信貸風險、資產泡沫、資產證券化等因素之間建立邏輯關係，

以整合出關於次貸危機的敘事，從而闡釋危機形成的原因；嘻哈歌手通過特

定的言行、妝容扮相來構建故事，以彰顯屬於該群體的特有文化。 

上述意義上的「故事」，可由語言或非語言的媒介講述，且任意個體或群

體都可成為故事的「敘述者」。故而，社會學家認為故事本質上不再是一種「文

本類型」（text type），而是一種「模式」（mode）（De Fina & Georgakopoulou, 

2012: 15-17）。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把敘事看作一種思維模式（mode 

of thought）。這一模式與邏輯科學模式相對應，是認識複雜世界時所採用的思

考方式（Bruner, 1991: 4-6）。換言之，人們通常以理解或講述故事的方式來構

建對世界的認知。貝克指出，故事是人們「經歷和感受世事首要而不可避免

的模式」（Baker, 2006: 9; 趙文靜主譯, 2011: 12）。她認為人們在與他人及身邊

世界展開互動時，總是以敘事作為中間介質，通過接收、傳播、編織故事的

方式得以感知「現實」。她進一步提出，由於我們生活的世界並不直接具有故

事形態，而人們往往需要通過「故事模式」來認識、感知世界，並指導自身

行為，因此所謂的「現實」世界不再是一種客觀存在，而是經故事構成的敘

事化「現實」（Baker, 2008: 20-21; 201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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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翻譯作為（重新）敘述 

在借鑒上述社會敘事思想的基礎上，貝克將翻譯視為一種（重新）敘述，

其對應的英文表述為「(re-)narration」。在敘述學中，「narration」一詞可指「信

息發出者將信息傳遞至接收者的過程」（Rimmon-Kenan, 2002: 2; 申丹、王麗

亞, 2010: 68），通常用於討論在故事話語中虛構的敘事交流模式，即敘述者、

受述者、隱含作者、隱含讀者等敘事要素在「敘事交流過程中的作用和相互

關係」（申丹、王麗亞, 2010: 68）。與此不同，貝克敘事理論中所言「敘述」

（narration）指以講述故事的方式對人物與事件加以構建。在她看來，翻譯即

一種參與構建、重構世界的（重新）敘述方式。 

在貝克的翻譯敘事研究（Baker, 2006, 2014, 2016）中，翻譯可通過不同

的途徑參與敘述及重敘，包括具體的翻譯文本、特定的翻譯行為，或於特定

時期、某一地域內形成規模的翻譯活動。部份研究從翻譯行為與活動著眼，

考察翻譯如何參與構建關於某一群體、機構的敘事。譬如，肖迪（Xiao, 2014）

針對 1980 至 2000 年間在美國和英國出版的中國題材英譯小說展開研究，著

重分析英美出版商對中文小說源文本的篩選、圖書推廣策略的制定，以及以

書評為主的外部副文本（epitext）的編排。研究發現，在英美地區的英譯中國

小說共同編織出以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為主要時間背景，凸顯「個體創

傷」（personal trauma）的敘事。此外，書目推廣信息以及書評往往將英譯中

國小說所具有的政治爭議，包括原作者的政治立場、原作遭受審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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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較為突出的位置，以此進一步引導英美讀者按照政治框架解讀相關敘事。 

在另一課題中，朱莉．博埃里（Julie Boeri）（2009）將研究重心放在翻譯

機構巴別塔（Babels）及其所屬口譯員的行為模式之上。博埃里指出，該翻譯

組織中的成員不只把自身視為客觀中立的口譯服務提供者，還同時承擔政治

角色：這些口譯員反對由大公司大企業主導的經濟全球化，而支持「另類全

球化」（Alter-Globalization）的敘事。通過分析該機構的運作模式、組織結構、

決策過程，包括考察網站、網上論壇和郵寄名單等檔案文件，她闡釋了在維

繫「另類全球化」敘事的過程中，該翻譯機構所做的協商及面臨的多重壓力。 

除探究翻譯行為與活動如何參與「敘述」特定的故事之外，不少研究側

重討論翻譯過程中，目標文本如何「重敘」由源文本所構建的故事。其中一

種重構方式涉及內部副文本的選取與編排，包括目標文本採用的標題、序言、

封面、封底等內容。這些副文本將人物、事件的重構限定在「框架」（frame）

之內，從而引導讀者按特定方式解讀譯語敘事。在關於阿拉伯地區薩義德

（Said）思想的傳播與翻譯研究中，阿爾-赫賽尼（Al-Herthani）（2009）對恩

艾尼（Enani）主筆的兩個譯本展開分析，討論譯本的封面設計如何參與構建

有關阿拉伯文化的公共敘事。他指出，目標文本封面由拼貼藝術（collage）

繪製而成，凸顯出阿拉伯文化具有的多樣性與複雜內涵，這一特徵恰與原著

封面中，單一視角下的阿拉伯人刻板形象形成對照與反差，從而抵制、消解

原著封面關於阿拉伯文化的「簡化」敘事（Al-Herthani, 2009: 192-202）。 

另一些研究則通過分析譯本主體部份的組合方式，包括結構安排、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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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等，以探究目標文本如何重構人物與事件。譬如，阿爾-謝里夫（Al-Sherif）

（2009）圍繞中東媒體研究院（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發

佈的英譯「報導」展開研究，探討相關報導如何參與構建關於巴勒斯坦人的

公共敘事。通過分析目標文本如何從多個源語新聞報導中對故事素材加以篩

選、重新組合，她著重考察了譯本構建敘事時的「選擇性採用」（selective 

appropriation）模式。研究發現，目標語報導傾向隱藏巴勒斯坦人遭受迫害的

故事內容，而有意凸顯巴勒斯坦極端分子及其家人喪失人性的一面，尤其將

巴勒斯坦女性塑造為「冷血母親」以及「恐怖分子」，從而構建出符合該機構

錫安主義（Zionism; 又譯猶太民族主義）立場的敘事。 

蘇安．哈丁（Sue-Ann Harding）（2009, 2011, 2012a, 2012b）也同樣圍繞

文本的組織合成方式，探究新聞網站發布的俄語報導及英譯報導如何構建、

重構別斯蘭（Beslan）危機中的人物與事件。在社會敘事思想的觀照下，她在

米克．巴爾（Mieke Bal）關於敘事的三個概念層面，即「素材」（fabula）、「故

事」（story）、「敘事文本」（narrative text）之間，建立起內在關聯，把故事看

作由素材轉化生成、體現在敘事文本中的一種「建構物」（construct）。通過分

析源文本、目標文本如何篩選、組合不同功能的文本（如敘事性、描述性以

及議論性文本）以及相應文本中的臨時敘述者（如政府官員、專家、目擊者），

哈丁發現，三個俄語報導分別構建出關於別斯蘭事件的不同故事：有媒體將

事件構建為一次「恐怖襲擊」；有的則構建為俄羅斯對車臣發動攻擊所引發的

「戰爭惡果」；而另有媒體將事件敘述為一場「人質危機」，以凸顯普通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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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當下的危險處境。然而，在相應英譯報導中，上述三個報導的篇幅均不

同程度受到壓縮。哈丁認為，上述第三個主流政治框架之外的敘事，在翻譯

中遭到的重構尤為明顯，有關別斯蘭事件複雜性的成份被一併抹去。 

從上述翻譯敘事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翻譯在故事的生成、傳播、維繫與

轉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中，翻譯文本更是重新敘述的主要「場所」，

其包含一個將源文本人物與事件加以重新組織編排的過程。在重構源文本中

具體情境內人物與事件的同時，目標文本還會參與講述目標社會文化語境中

關於某一群體、事件的敘事，不僅會認同、支持文本外的某些敘事，還會對

某些敘事發起挑戰或進行抵制。下一節將以本節所述翻譯敘事研究作為起點，

對「回譯作為重敘」的概念進行闡釋。 

 

3.1.3 回譯作為重敘 

在討論「回譯作為重敘」的概念之前，先簡要說明為何本研究選擇將回

譯視為一種「重敘」，而非「敘述」。在某種意義上，「敘述」與「重敘」在翻

譯活動中是並存的，譬如目標文本在「重敘」源文本中人物與事件的同時，

還會參與「敘述」文本外的某一故事。貝克或許是出於這一考慮，將

「(re-)narration」一詞中表示「重新」的英文前綴「re-」放在括弧之中。在實

際研究中，究竟將翻譯界定為「敘述」還是「重敘」，或仿照貝克進行模糊處

理，即將其寫成「（重新）敘述」，本研究者認為這主要取決於相關的研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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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研究致力考察由特定翻譯行為所構建的故事，而不側重分析伴隨翻譯

行為產生的敘事變化，翻譯可被看作一種「敘述」。但當研究焦點放在考察翻

譯如何將故事以另一種語言進行重新敘述，即著重探究從源敘事到目標敘事

的轉化過程，翻譯即為「重敘」。鑒於本課題重點研究由源文本構建的「中國」

在回譯過程中出現的變化，故視回譯為重敘。此處所言「重敘」指，在中文

語境中將源文本中國人物與事件重新組織合成故事的過程。 

借助社會敘事理論來看，源文本與目標文本分別指向「敘事化」與「再

敘事化」的動態構建過程。首先，在英文作者作出的安排下，源文本將中國

人物、事件等成份「敘事化」，從而構建出「中國故事」。而回譯則是對這個

「中國故事」進行重構，即按中文譯者作出的特定選擇，把源文本當中的中

國人物、事件等成份進行「再敘事化」。然而，回譯中的「再敘事化」具有特

殊性，可以通過以下圖示說明： 

 

圖 一 回譯作為重敘 

 

圖一實線箭頭表示由源文本到目標文本的重敘，可以看作發生在文本層

面的轉換過程。兩種不同類型的虛線箭頭表示文本構建過程中的內部運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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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包括「敘事化」以及「再敘事化」兩個過程，其揭示的是人物、事件與

敘事的內在關係。其中，源文本包含的「敘事化」過程由點狀虛線箭頭構成，

是一個單向運動的過程，即由人物、事件等成份轉化成敘事的過程。回譯中

的「再敘事化」，則蘊含更複雜的「雙重關係」，由分立左右的兩個線狀虛線

箭頭構成。首先，回譯由源文本「中國故事」出發，在源敘事的基礎上重構

中國人物與事件。在重構時，隱含一個將人物、事件等成份從源敘事中解構、

提取的步驟，可以看作由敘事到人物、事件的逆向運動。其次，在分解出相

關敘事成份的基礎上，回譯進一步將這些成份編織成故事，可以理解為由人

物、事件到敘事的過程。回譯的特殊性在於，其重敘的對象為中國人物與事

件，因而，在將中國人物、事件進行「再敘事化」的過程中，中文譯者很可

能會參考目標文化中的既有「敘事化」模式，即按照本體文化中中國人觀察

同胞的角度，來對相應故事素材進行重新組合編排。 

在此前的社會敘事理論中，相關研究（Bruner, 1991: 6-21; Somers, 1992: 

601-602, 1994: 616-617; Somers & Gibson, 1993: 26-27）提出了不同的「敘事

特性」（narrativity; narrative features），可用於揭示「現實」世界中人物與事件

被敘事化的具體模式。貝克進一步將其中的八個敘事特性引入翻譯研究，以

分析翻譯中的敘事構建與重構方式（Baker, 2006: 50-103, 2007: 61-71, 2014: 

166-171, 2016: 249-251; 趙文靜譯, 2011: 76-157）。譬如，「選擇性採用」

（selective appropriation），即敘事構建時，對人物、事件、時間、地點等不同

敘事成份的選擇、過濾、強化及弱化；「因果情節設置」（causal emplo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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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賦予人物、事件一定權重，以引導讀者對人物、事件形成關於是非對錯的

價值判斷；「特殊性」（particularity），即反映人類具體、特殊經驗的故事往往

參照某種「類型故事」（story type）或「類型角色」（character type）加以構建。 

鑒於中國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回譯現象中潛在的觀察位置變化，本研

究在結合部份「敘事特性」的基礎上，將重點圍繞「視角」的作用對回譯中

上述敘事化、再敘事化的過程進行分析。貝克在談及敘事的「構建性」

（constructedness）時指出，任何故事都是圍繞特定視角而敘述的，「敘事的構

建性假設意味著……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一個默認的、按時間順序或邏輯構成

的故事情節，可與已知敘述者的視角完全分離」（Baker, 2006: 17; 參考趙文靜

譯, 2011: 26）。此外，布魯納指出，人們通過敘事模式（narrative mode）看待

世界時，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相關經歷（Bruner, 1986: 37）。人們不僅

會以故事主人公的意識作為「濾鏡」（filter），循著主人公的眼光審視世界，

還會採用多重視角，對事件的各個側面進行觀察（同上: 26-27）。布魯納提出

上述觀點，主要是為印證敘事的主觀性，即敘事並不指向確切真相，但他的

論述也從一方面揭示出「視角」在人們與敘事化「現實」的往來互動之中發

揮的作用。 

然而，儘管布魯納、貝克等學者肯定視角在敘事構建中的作用，但較少

專門討論視角參與構建敘事的具體模式。相較而言，敘述學圍繞「聚焦」展

開的討論則紛繁複雜，且不乏研究將「聚焦」視為構建故事文本的一種重要

敘述技巧。大衛．赫爾曼（David Herman）指出，「熱奈特所說的聚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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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延展至故事世界的任意一個面向，並可參與到構築故事世界的整個過程之

中」（Herman, 2013a: 161）。本研究借鑒敘述學中的「聚焦」（focalization）概

念，用以描述、詮釋回譯現象中伴隨視角切換的敘事化、再敘事化模式。在

此基礎上，本研究提出「重新聚焦」的概念，構建出用於分析「回譯作為重

敘」現象的理論模式。下一節將首先討論「聚焦」的概念，然後就理論模式

進行闡釋。 

 

3.2 聚焦與敘事構建 

社會敘事理論側重考察故事如何參與構建「現實」世界，而通過借用敘

述學相關概念，我們可以進一步描述、闡釋敘事文本構建「現實」世界的不

同方式。在哈丁（Harding, 2009, 2011, 2012a, 2012b）的研究中（見 3.1.2），

她借鑒巴爾提出的敘述學理論，通過分析敘述技巧以揭示敘事文本如何將人

物、事件等素材構建為特定的故事，譬如討論敘事文本採用何種不同於自然

時序的方式，組織編排事件，或是賦予行動者（actor）何種特質，從而刻畫

出具有個性特徵的故事人物（character）。「聚焦」作為一種敘述技巧，同樣可

被視為一種構建人物與事件的模式。下文對敘述學中的「聚焦」概念回顧後，

將就聚焦具有的故事構建功能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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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敘述學中的「聚焦」 

「聚焦」（focalisation）的概念由傑哈德．熱奈特（Gérard Genette）（1980: 

89）創造，在敘述學中，通常用於指敘述時觀察人物與事件的特定視角（申

丹、王麗亞, 2010: 88）。由於這一概念與觀察視角的緊密關聯，敘事學家還使

用「視點」（point of view）一詞來表示類似的含義，因而一般情況下，敘述學

中會出現「focalization」與「point of view」並用的情況（申丹、王麗亞, 2010: 

89-90）。從中文詞義上看，「聚焦」與「視點」的含義相去甚遠，然而傅修延

指出，敘述學中的這一概念實際上與物理學中的「聚焦」（focusing）有所不

同，後者指「將光線或電子束聚焦於一點」（2013: 48），相較於此，熱奈特提

出的「聚焦」（focalizing）則強調「對觀察角度的限制」（申丹、王麗亞, 2010: 

89）。 

無論是「真實」還是虛構的事件，人們總是依照特定視角進行觀察。同

樣，在敘事文本中，敘述者亦會選擇特定的「據點」（vantage point）來觀察

故事人物與事件。從查特曼（Chatman, 1986:189-190）、圖蘭（Toolan, 2001: 

59）的論述來看，這裡所說的「據點」可簡單理解為觀察人物與事件的位置。

這一觀察位置可以是於時空上的概念，譬如，在一個關於足球比賽的故事中，

觀察相關賽事的位置可能設定為比賽現場，亦可能為比賽後二十年某一球迷

家中。而敘述學對以上觀察位置的討論，主要圍繞參與觀察的實體（entities）

1展開。巴爾（Bal, 2009: 149）、里蒙—凱南（Rimmon-Kenan, 2002: 75）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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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實體一定程度擬人化2，將這個隱含在文本之中的實體稱作「聚焦者」

（focalizor；focalizer）。在某些情況下，聚焦者可與敘述者合而為一，即敘述

者從自身的角度對人物與事件聚焦3。此外，敘述者還可選擇故事人物作為聚

焦者，即借用某個或多個故事人物的感知，來聚焦人物與事件（申丹, 2006: 

521）。例如，同樣一個「射失點球」的事件，敘述者可透過故事人物，如足

球運動員本人的眼光，來感知射失點球的瞬間；亦可採用自身角度進行觀察，

例如，新聞報導便可從記者在文本中的敘述代理（即敘述者）的視角出發，

來審視同樣的事件。簡言之，敘述者可被視為視角的控制者（Genette, 1988: 

73; 申丹, 2006: 516），它4可以選擇透過特定聚焦者，由一定的「據點」出發，

來觀察人物、事件，而這個「據點」既可能是故事人物，亦可能是敘述者自

身。 

此外，更為重要的是，人們腦海中的隱形位置，即「人們持有的準則、

態度、價值觀」等，亦能作為觀察人物與事件的始發點（Chatman, 1986: 189-

190; Peer & Chatman, 2001: 5）。里蒙—凱南即指出，聚焦者在觀察人物、事件

時，不單限於「感知」側面（perceptual facet），即聚焦者通過視覺、聽覺等感

官，在特定背景下進行直接觀察，還包含「心理」側面（psychological facet）

和「意識形態」側面（ideological facet），即通過認知、情感、意識形態立場

等對聚焦對象進行間接觀察（Rimmon-Kenan, 2002: 73-84; 姚錦清主譯, 1989: 

139-145; Toolan, 2001: 60）。當聚焦者採用一定的「聚焦側面」觀察人物、事

件時，相應的聚焦對象便會表現出不同特點。申丹、王麗亞（2010: 93）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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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例子可用於進一步說明： 

「岸上的兩千雙眼睛注視著這個濺潑著水花、震搖著前行的兇猛的河

怪的舉動……」 

其中，「兇猛的河怪」實則指透過岸上土著人的眼光所看到的汽船，申丹、

王麗亞（2010: 94）認為，土著人的這一視角折射出土著人在看待汽船時的「思

維風格」和「畏懼情感」。 

從以上綜述可以看出，「聚焦」是展示故事人物與事件的一種「中介」

（mediation）（Rimmon-Kenan, 2002: 72）：當敘述者選擇特定聚焦者，按其特

定的方式對人物與事件聚焦時，由此會塑造出截然不同的「故事世界」

（storyworld）（Herman, 2013a: 161; 2013b: 181）。結合社會敘事理論來看，「聚

焦」所具有的這一中介作用會對故事構建的過程形成影響，下節將對此作進

一步闡釋。 

 

3.2.2「聚焦」概念的再解讀 

首先，「聚焦」的中介功能體現在聚焦者對敘事成份的「選擇性採用」之

中。里蒙—凱南把聚焦者比作「棱鏡」（prism）或「透鏡」（perspective），認

為每一個敘述內容都經過聚焦者的過濾（Rimmon-Kenan, 2002: 72; 姚錦清主

譯, 1989: 128）。這是因為，敘述者講述故事時，往往面對紛繁複雜的敘事成

份，包括人物、事件、時間、場景等，而透過聚焦者在一定視角下進行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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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是將某些人物、事件等成份限定在相應的視域或感知範圍之內，而將某

些成份排除在外，從而實現對敘事成份的篩選（Li, 2006: 66）。其次，聚焦的

中介作用還與視角的主觀性有關。巴爾指出，在一定視角下構建生成的故事，

通常會「被染上主觀色彩」（Bal, 2009: 8）。聚焦者對人物與事件的觀察或感

知，歸根結底是一個受身心因素影響的過程（psychosomatic process）：聚焦者

所處時空，及具有的思維情感、意識形態立場等都會影響它看待事物的方式

（Bal, 2009: 145）。例如，《小王子》一書便展示了小孩特有的認知思維方式，

如何引導他們將一頂靜態的漁夫帽，想像成為「蛇吞大象」的生動場景（Saint-

Exupéry, 2000: 1-3）。此外，聚焦者與聚焦對象之間的親疏遠近關係，包括對

聚焦對象的認知多寡、持有的情感和態度，亦會對聚焦產生影響。在前文提

及例子中，土著人生活在遠離現代社會的環境中，現代文明產物於他們而言

是陌生和不尋常的，因此，當通過土著人進行感知時，感知對象汽船便呈現

出「河怪」形象（另見 3.2.1）。可見，聚焦者透過一定的視角，來觀察故事世

界時，人物、事件便會按特定方式被加以構建。 

鑒於聚焦表現出的這種「構建性」，本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對敘述學中的

「聚焦」概念予以拓展。巴爾認為，「聚焦」指涉聚焦者（subject of focalization）

與聚焦對象（object of focalization）之間形成的關係 （Bal, 2009: 149）。在曼

弗雷德．雅恩（Manfred Jahn）提出的視域（vision of field）模型中，雅恩亦

指出，熱奈特的「聚焦」概念實際上包含潛在的兩個焦點（focus），他把它們

分別稱為「焦點一」（focus 1）和「焦點二」（focus 2）。前者指調節眼睛晶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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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後形成的聚光點，可喻指「眼睛的主人」（the eye’s owner），後者則大致類

似於巴爾所說的聚焦對象，即聚焦者視域中的事物（1996: 241-243）。然而，

如上節（3.2.1）所述，以往的大部份文學聚焦理論，都側重討論敘述者透過

怎樣的聚焦者觀察故事世界，大多關注熱奈特所言「誰在看」的問題（Genette, 

1980: 186）。相比之下，這些理論較少關注觀察角度限制下，聚焦者視域中投

射出具有何種特徵的人物、事件。儘管熱奈特最初提出「focalisation」一詞與

視角的選取有更為緊密的關聯，但為凸顯「聚焦」所包含的構建性，本研究

進一步將「聚焦」界定為：在聚焦者所採用特定視角的限定下，聚焦者視野

中生成相應「焦點」的過程。這個「焦點」生成的過程，即指聚焦者將特定

人物、事件納入視域之中，並賦予相应人物、事件一定顯著特徵的過程5。 

下面，本研究者將通過圖二來詮釋，如何把「聚焦」概念應用於重新解

讀敘事構建的過程： 

 

圖 二 聚焦與故事構建 

 

圖二「眼睛」代表敘事文本中的聚焦者及其採用的觀察視角，聚焦者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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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相應視角進行觀察，可以看作聚焦的起點。圖中的兩條虛線代表聚焦的過

程：其中，兩條虛線開口一端，指向聚焦前未經處理的人物、事件等故事素

材（由虛線圓框中的「圓形」、「橢圓」及「六角形」代表），而兩條虛線框定

範圍內（即聚焦者視域內）的素材即為聚焦對象。兩條虛線交匯的那一端，

則指向聚焦的結果，即聚焦後生成的反映特定「焦點」的故事（由虛線方框

及其中的圖標表示），而所謂「焦點」，在圖中則由兩部份構成，包括聚焦者

視域內的故事素材，以及聚焦後呈現出特定形象的人物、事件。 

從圖上看，兩個聚焦者的差異似乎僅是空間意義上的，即一個在較高而

另一個在較低的位置。實際上，畫中處於不同位置的兩雙眼睛，還更多代表

具有不同身份屬性或特質（如小孩或土著人）的聚焦者，及其頭腦中的隱形

觀察位置，也即聚焦者在認知、情感、意識形態立場等主觀層面上可能表現

出的差異。 

首先，當不同屬性的聚焦者展開觀察時，會形成或開闊或狹小的視野範

圍（Herman, 2009: 130），如此一來，不同的敘事成份或素材會被篩選。圖中，

聚焦者（一）觀察到「圓形」與「六角形」，而聚焦者（二）則將「橢圓」和

另一個「圓形」納入視域之中。此外，篩選不單指敘事成份的選取或過濾，

同時還意味著產生「前景化」（foregrounding）或「背景化」（backgrounding）

的效果（Herman, 2009: 130），即某些人物、事件會被放大、凸顯，而另一些

人物、事件則會被虛化，而隱入背景之中。 

其次，聚焦者的身心因素還會影響它對聚焦對象的處理，從而使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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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呈現出更為具體的形象。例如，圖中的「橢圓」及「六角形」代表的故

事素材，在聚焦者透過視覺等感官系統的處理下，分別演變成「樹木」和「雲

朵」。而「圓形」則被投射為不同姿態的「人」：我們可把聚焦者（一）理解

為採用心理視角觀察「圓形」表示的故事素材，塑造出一個具有某種心理特

質（如精神煥發）的人物；聚焦者（二）可被比喻為採用一定的意識形態立

場觀察「圓形」故事素材，構建出一個缺乏自主行為能力的人物。 

概而言之，在聚焦者主觀因素的影響下，一定視域範圍內的人物、事件

等故事素材會呈現出不同顯著特徵，投射出具體形象，從而生成反映特定「焦

點」的故事。圖中的聚焦者（一）與聚焦者（二）實際上是由相應文本特徵

標示出的擬人化的存在，可被視為文本中的建構物（construct），或是里蒙—

凱南所說的「文本因素」（textual factor）（Rimmon-Kenan, 2002: 86）。透過分

析敘事文本，可以推斷出聚焦者的存在，以及相應聚焦對象（即聚焦者鏡頭

下的人物、事件）呈現出的特徵，並進一步還原出透過特定聚焦者構建生成

故事的過程。 

由於所謂的「聚焦」概念主要是用於分析單一敘事文本，而未涉及討論

文本之間的轉換問題，因此在此基礎上，本研究擬提出「重新聚焦」（re-

focalization）的概念，以探究涉及雙語轉換的翻譯重敘活動，尤其是本課題重

點研究的「回譯作為重敘」現象。此前，敘述學中的「聚焦」概念亦被運用

於翻譯研究。一些研究側重探究聚焦者的特徵在翻譯中出現的變化。例如，

李德超討論了與不具人格特徵的全知型敘述者相重合的聚焦者，如何在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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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被加以人格化，在中譯本裡呈現出類似中文白話小說中「說書人」的

形象（Li, 2006: 53-131）。王瓊則圍繞海倫．凱勒（Helen Keller）自傳，考察

了故事人物盲人凱勒充當的聚焦者及其特殊的限知視角，如何在中文譯本中

重現的問題（2015: 146-162）。此外，部份研究（Baldo, 2008: 39-115; Määttä, 

2004; Rouhiainen, 2000）探究了由特定文本特徵，如方言、語碼轉換（code-

switching）、間接式自由引語（free indirect discourse）所標示的聚焦模式在譯

本中出現的變化。其中，巴爾多的研究在分析語碼轉換及聚焦關係的基礎上，

還運用社會敘事理論對相關變化展開討論（Baldo, 2008：214-221）。然而，上

述大部份研究更多是將「聚焦」視為一種分析範疇（analytical category），在

結合運用其他敘述學概念（如「聲音」、「情節」）的情況下，來描述、分析目

標文本較之源文本的變化。與此不同，本研究不僅將「聚焦」視為一個分析

工具，還將「聚焦」視為一種啟發式概念（heuristic notion），用以從整體上對

回譯現象中故事人物、事件的重構過程進行詮釋。儘管麥克．博伊登（Michael 

Boyden）此前亦曾提議從「視角變化」（re-perspectivize）的角度（2014: 267），

來考察源文本與目標文本的差異，但他更多側重於探討敘述視角，較之敘述

聲音，如何能更好地詮釋譯者對譯語敘事產生的影響，與本研究的出發點並

不相同。下節將圍繞「重新聚焦」概念，就本研究構建的回譯理論模式展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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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回譯與重新聚焦 

前文（見 3.1.3）初步論述了「回譯作為重敘」的現象，把回譯理解為在

中文語境中，目標文本將源文本包含的中國人物、事件重新組織合成故事（即

再敘事化）的過程。為探究這一再敘事化過程中視角轉換的問題，本研究者

進一步提出將回譯視為一種「重新聚焦」，即在中文語境中，目標文本重敘中

國人物、事件時，隨著目標文本聚焦者採用不同觀察視角，其視野中的「焦

點」出現變化，從而令故事重構的過程。 

 

 

3.3.1「重新聚焦」回譯理論模式 

在具體討論「重新聚焦」理論模式之前，本節先簡要闡釋源文本把中國

人物、事件敘事化時包含的聚焦過程。結合拓展後的聚焦概念（見 3.2.2）來

看，聚焦過程包含三個主要成份，即聚焦者及其持有的觀察視角、聚焦對象

（包括人物、事件等素材）、反映出特定「焦點」的故事，如圖三所示： 

 

圖 三 源文本聚焦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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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類似凸透鏡的實心橢圓代表源文本聚焦者。仿照光學成像原理，

圖三將聚焦對象置於透鏡左邊，經聚焦後投射出的故事則置於透鏡右邊。源

文本聚焦者透過特定視角對中國人物與事件聚焦，故事素材（即「圓形」和

「六角形」）由此進入到該聚焦者的視野中，並在該聚焦者的主觀處理與加工

下，呈現出特定形象（即「樹木」和站立的「人」）。圖三以匯聚到一點的虛

折線表示上述聚焦過程，當該虛折線穿過凸透鏡後，方向產生偏折，由此表

示在源文本聚焦者主觀因素的作用下，素材轉化生成影像的過程。 

當透過源文本聚焦者生成的源文本「中國故事」譯回中文時，目標文本

聚焦者可轉而透過不同視角，對中國、人物事件進行重新聚焦。下面，本研

究者以圖四來對這個「重新聚焦」過程進行詮釋： 

 

圖 四 回譯與重新聚焦 

 

以上圖四左右兩邊分別表示源文本、目標文本包含的聚焦以及重新聚焦

過程。其中，圖四左半部份將圖三所示源文本聚焦過程左右顛倒，即聚焦後

形成的故事置於透鏡左邊，而右邊則為人物、事件等素材。這是因為回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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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源文本構建的「中國故事」為起點，隱含一個敘事解構的逆向運動過程（見

3.1.3）。在這個過程中，目標文本會從源文本「中國故事」中提取出人物、事

件等成份。這樣一來，源文本及目標文本聚焦者實際上會以大致相同的人物、

事件作為聚焦對象，因此，相關素材被放在圖四中間的同一個圓框中。 

可以看出，圖四左右兩邊、佔據不同觀察位置的源文本聚焦者及目標文

本聚焦者，是透過不同的視角，對中國人物、事件等成份進行聚焦。儘管聚

焦前的故事素材相同，但由於聚焦者及所採用觀察視角的差異，兩個聚焦者

視野內的聚焦對象並不完全相同，其中，目標文本聚焦者僅聚焦到六角形的

一部份，而經兩個聚焦者主觀加工後，人物、事件亦呈現出不同顯著特徵：

源文本聚焦者視野中往右直立行走的「人」，在目標文本聚焦者鏡頭下，演變

成朝左半蹲的「人」，而源文本中的圆柱形树冠經重新聚焦後，則在目標文本

中變成伞形樹冠。可以看出，在回譯過程中聚焦對象的根本屬性沒有發生變

化，但在不同聚焦者的鏡頭下，卻投射出不同形象。 

前文（見 3.2.2）指出，聚焦是一種帶有主觀色彩的行為活動，與聚焦者

的身心因素息息相關。反觀回譯現象，源文本、目標文本中具不同人格化特

徵的聚焦者，即在身心層面上，與原作者與譯者存在較為直接、密切的關聯。

換言之，源文本、目標文本聚焦者採用的差異化視角，實際上更多折射出的

是原作者與譯者在審視中國人物、事件時，帶有的不同思維、情感和持有的

意識形態立場。本研究者因此假設，源文本聚焦者對中國人物、事件的觀察，

可透露出原作者，作為一個中國社會文化時空之外的「他者」，對中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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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個人感受與認知，而這些具有「他性」的獨特感受與認知，還可在不

同程度上帶有西方價值理念的印記。經回譯後，目標文本聚焦者所採用的視

角，則可轉而傳遞出中文（大陸）譯者在內的中國（大陸）百姓的「自我」

意識，即他們對同胞及所處社會生活環境抱持的既有觀念與情感。 

在回譯現象中，原作者與譯者又是分別在英文、中文敘事環境之中來構

建「中國故事」，這兩個不同性質的敘事環境，可進一步解釋源文本、目標文

本聚焦者及其所佔據觀察位置的差異。「敘事環境」指由不同類型的「全景敘

事」（global narrative）構成的社會文化語境，主要由公共敘事（public narrative）

（Baker, 2006: 33, 2014: 161, 2016: 248; 趙文靜主譯, 2011: 49-50），以及元敘

事（meta-narrative）構成（Baker, 2006: 44, 2014: 161-162, 2016: 248; 趙文靜

主譯, 2011: 67）。其中，公共敘事包括由政府、媒體等機構講述的官方敘事，

以及在一定地區、群體內流傳、共享的集體敘事6。元敘事則是體現時代狀況

且有巨大影響力的敘事。 

考慮到由源文本、目標文本構建的「本地敘事」（local narrative）與相應

語境中的宏觀「全景敘事」之間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前者通常可視為後者

的一個片段（Baker, 2014: 160），本研究假設：源文本「中國故事」會在原作

者有意或無意作出的選擇之下，與英文敘事環境中的相應全景敘事形成呼應，

而當譯者將「中國故事」譯回中文時，則會有意、無意地參照中文敘事環境

中特定全景敘事，來重構「中國故事」。這些與本地敘事產生關聯的全景敘事

可被看作「框架性敘事」（framing narrative），即本地敘事嵌套在更為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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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敘事之中（Harding, 2012a: 348），對本地敘事的基本「形狀」和「邊界」

作出限定。借用貝克的比喻（Baker, 2008: 19），這類「框架性敘事」之於本

地敘事好比畫框之於畫，它往往會規定人們透過何種鏡頭（lens）審視人物與

事件。通過分析源文本、目標文本圍繞特定聚焦者分別投射出的「中國故事」

與英文、中文敘事環境中的何種「框架性敘事」產生呼應，可以考察兩個文

本聚焦者視野中的「中國故事」所呈現出的不同「形狀」和「邊界」，由此進

一步揭示出聚焦者所佔據的觀察位置及聚焦者身份屬性出現的變化。在大多

數情況下，回譯文本構建的本地敘事與中文敘事環境中特定框架性敘事所形

成的呼應，主要與譯者作出的特定翻譯選擇相關。然而，這類「框架性敘事」

還可在中文（大陸）讀者與譯本的互動之中與本地敘事產生關聯，也即中文

（大陸）讀者在特定官方、集體敘事的影響下，透過他們所熟悉的認知框架，

來審視中國故事中的人物與事件，從而間接地令目標文本聚焦者佔據的觀察

位置產生偏移。 

結合上述對圖四的闡述，可以看出，回譯作為「重新聚焦」的過程關涉

觀察視角的變化，以及隨之產生的觀察重心的偏移。目標文本中的「重新聚

焦者」（re-focalizer）在很大程度上與身處中文（大陸）敘事環境的譯者密切

相關。受其成長背景與所處社會生活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中文（大陸）譯

者與「中國故事」所述同胞及地域之間存在一種「親近關聯」，一方面，譯者

熟悉官方敘事所劃定的視域範疇，而另一方面，譯者又會將自身帶入一般中

文（大陸）讀者群的身心狀態之中，透過他們的眼光來感知、審視中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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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這種體現在認知、情感與意識形態上的「親近關聯」，在某種程度上會

使得譯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中國人物、事件的「重新聚焦」過程產生影響。

後文（見 4.4）會結合案例分析的結果，對以上理論觀點作更深入的討論。 

 

3.3.2「重新聚焦」文本分析模式 

本研究所構建「重新聚焦」文本分析模式，借鑒里蒙—凱南關於「聚焦

側面」的思想（Rimmon-Kenan, 2002: 78-84）。有關該思想的基本內容，前文

（見 3.2.1）已略作闡釋。里蒙—凱南的聚焦思想拓寬了狹義上「看」的含義。

一般情況下，「看」或者說「觀察」更多地被視為一種與視覺等相關聯的感知

活動。然而，里蒙—凱南認為「觀察」還通常蘊含人們的思維、情感以及意

識形態等內容（Rimmon-Kenan, 2002: 72）。鑒於此，她指出「看」這一行為

可涵蓋不同層面，故提出「聚焦側面」的概念，並將聚焦側面分為三類，即

感知側面、心理側面、意識形態側面。其中，又將感知側面進一步細分為「時

間」與「空間」，而心理側面分為「認知」與「情感」，下文將對此作具體闡

釋。以上三種類型的聚焦側面有助於本研究揭示蘊含聚焦者主觀因素的聚焦

過程，並描述、分析回譯現象中，源文本與目標文本聚焦者分別採用的具體

觀察角度，以及伴隨觀察視角轉變產生的焦點變化。 

里蒙—凱南在結合「外部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與「內部聚焦」

（internal focalization）概念的基礎上，對三種聚焦側面展開討論（Ri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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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an, 2002: 75-78; 姚錦清主譯, 1989: 139-148）。其中，「外部聚焦」指向位

於故事之外的聚焦者（通常為敘述者）展開的觀察，而「內部聚焦」則針對

位於故事之內的聚焦者（通常為故事人物）所作的觀察7。在「感知側面」上，

外部聚焦者具有無限的「視野」，可觀察到發生在不同時間、空間內的場景，

而內部聚焦者則受制於故事人物的觀察範圍，僅對當前時空內的情景有所感

知。這一視野上的「無限」和「有限」差異，也體現在「心理側面」之上：

外部聚焦者通常不受個體認知限制，對故事世界無所不知，而內部聚焦者對

故事世界的了解則相對有限。此外，外部聚焦者通常可以任意選擇在觀察時

是否融入主觀情感，或是透視觀察對象的內心活動，而內部聚焦者則受個體

限制而無法深入其他故事人物的情感世界。最後，就「意識形態側面」來說，

外部聚焦者與內部聚焦者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聚焦者觀察時所採用的「世界

觀」（world views）及其權威性之上。外部聚焦者的立場與態度，往往有更大

影響力，通常被視為一種「規範」（norms），會更大程度地左右讀者對相關人

物與事件做出相應價值評判。 

里蒙—凱南將三類聚焦側面看作研究內、外部聚焦的三個面向，側重分

析各個面向之上，內、外部聚焦模式分別具有的不同特徵，尤其是觀察範圍

的差異，故她對三類聚焦側面的討論是相互獨立的，而並沒有著重分析聚焦

者在觀察人物與事件時，會採用何種聚焦側面，以及聚焦側面之間可能出現

的相互轉化。 

結合里蒙—凱南的論述，本研究將「聚焦側面」的概念進行拓展，將其



 

69 

 

解釋為聚焦者觀察故事世界時所採用的「側面」，而此處所言「側面」，又可

以進一步引申為聚焦者所選擇的觀察視角。以下是本研究對三種視角作出的

界定：當聚焦者採用「感知視角」時，聚焦者在特定時空背景下，調動包括

視覺、聽覺等在內的感官系統，來觀察人物與事件。當採用「心理視角」時，

聚焦者透過某一個體或群體的思維、情感等，來理解人物、事件，或對人物、

事件作出特定的情感回應。而當採用「意識形態視角」時，聚焦者根據某一

群體所共有的價值觀念，來對人物與事件進行審視、評判，而相應價值觀往

往為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權力（dominant social power）服務（Eagleton, 2007: 29）。

通常，當聚焦者透過一定的視角進行觀察時，其視野中會生成特定「焦點」。

例如，當聚焦者通過感知視角來觀察某一條河流時，它可能突出冬天河水流

量的變化；當透過心理視角觀察時，河流則可能是童年記憶的載體；而當採

用意識形態視角時，河流可能被視為孕育生命的「母親河」，折射出某一國家

或民族共同的情感寄託。然而，需要說明的是，當聚焦者採用特定聚焦側面

時，並不意味著放棄其他側面。換言之，三種側面之間並非完全彼此獨立，

在某些情況下，還存在相互關聯。其中，個體層面上的感知、心理視角便可

能間接折射出，某一特定群體佔據的意識形態立場。例如，聚焦者眼中飽受

污染的長江，直接反映出它透過心理視角展開觀察，然而該觀察還可能間接

折射出，美國記者之中國報導中通常隱含的「反面框架」（counter-frame），即

借用包括環境衰退等社會問題，來表現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消極一面（Song & 

Lee, 2015: 9）。因此，本研究對三種視角類型的劃分，是為了便於描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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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本與目標文本存在的差異。當後文就文本特徵討論聚焦者所採用的聚焦

側面類型時，是指特定文本成份直接標示出的視角類型，即聚焦者優先透過

何種視角進行觀察。對於相應觀察中間接折射出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成份，

本研究者會在關於文本與敘事環境關聯的部份進行延伸討論。 

由於里蒙—凱南的理論主要用於分析單一文本，本研究對里蒙—凱南的

現有框架進行調整，以構建出適用於考察源敘事到目標敘事聚焦變化的翻譯

文本分析模式。此外，考慮到內、外部聚焦在本研究關注的非虛構作品案例

中並沒有表現出顯著變化，本研究提出的分析模式主要涉及聚焦側面之間以

及聚焦側面內部出現的變化，詳見以下圖五： 

 

圖 五「重新聚焦」文本分析模式 

 

圖中虛線表示，翻譯過程中聚焦側面可能出現的改變。其中，源敘事中

的感知側面，可能在目標敘事中轉化為心理側面：譬如，源文本聚焦者主要    

從感知（空間）視角切入，觀察老城區面積的縮小、街道的消失，而目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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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聚焦者則可能在觀察中融入對舊城區的依戀與不捨，轉而優先採用心理視

角。此外，「意識形態」側面可能轉變為「感知」側面：例如，源文本聚焦者

看到某一建築與特定政治歷史事件的關聯，而目標文本聚焦者則可能隱藏這

個聯想意義，凸顯建築物的外在特徵；又或者反過來，「感知」側面被轉變為

「感知」側面：源敘事中建築物的外在特徵在目標敘事中被賦予政治歷史內

涵。除上述聚焦側面間的相互轉換外，某一聚焦側面內部也會出現變化：譬

如，源文本及目標文本聚焦者均採用心理視角觀察一場比賽，但觀察中蘊含

的心理成份可能各不相同：源敘事可能側重呈現比賽的技術細節，而目標敘

事則更多展示比賽如何扣人心弦，由此把「心理」聚焦側面的成份由「認知」

轉為「情感」。聚焦側面可能出現的上述三種變化儘用作例子，在實際翻譯過

程中，聚焦側面的變化並不限於以上三種情形，而存在更為多元的模式。例

如，聚焦側面的內部變化除包含「認知」到「情感」成份的變化外，還存在

其他可能，後文（見 4.1.2.2）會分析，源文本聚焦者心理視角下對人「行為」

的觀察，如何在目標文本中被轉換為對相關「現象」的觀察。此外，聚焦側

面之間的變化還可能出現由一種側面變為另一種之後，繼而再過渡為第三種

側面的情形，譬如，源文本聚焦者感知視角下對河流物理特徵的觀察，在目

標文本中可能首先被重構為心理視角下對河流「性格」的主觀印象，該主觀

印象在特定語境中，還可被轉化為河流具有的民族象徵意義，從而進一步將

意識形態視角融入敘事之中（詳見 4.1.2.3）。 

在作具體文本分析時，本研究者通過考察源文本與目標文本中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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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verbal indicators; linguistic markers），以辨識源文本、目標文本聚焦者

所分別採用的聚焦側面。里蒙—凱南指出，「聚焦本身是非語言的；然而和作

品文本中其他任何東西一樣，聚焦也是靠語言表現出來的」，因而她提出「語

言標記」的概念，以識別聚焦者的存在及其變化（Rimmon-Kenan, 2002: 84; 

姚錦清主譯, 1989: 149）。之所以稱為「標記」，原因在於聚焦與語言特徵的關

係，是相對間接而微妙的。在通常情況下，模式化語言選擇（patterned linguistic 

choice）或文體特徵（stylistic features），所直接體現出的是敘述者的「聲音」

（voice），而反映聚焦的語言特徵或文體特徵則混雜其中，因此僅能把它們視

為某種「附加信號」（extra signal）8，以額外標示出文本中潛在的、具有某種

特徵的聚焦者。 

里蒙—凱南通過幾個簡單的例子，對「語言標記」的概念作了進一步說

明（Rimmon-Kenan, 2002: 84-86）。她把「稱謂」（naming）視為其中一種標

記，如拿破崙可能被喚作「L’empereur Napoleon」（拿破崙大帝）或「Bonaparte」

（波拿巴），前者反映出法國人的視角，而後者則是俄國人的視角（Rimmon-

Kenan, 2002: 84-85）。此外，她認為某些詞彙或表述亦能為識別聚焦性質提供

語言線索。例如，當敘事文本中既存在成年敘述者的視角，又存在敘述者幼

年時的視角時，帶有評價意義的形容詞「foolish」（愚蠢的），便揭示出它是透

過成年敘述者的眼光看待故事世界，而簡單的語彙，例如「yes or no」（是或

不是）則可能顯示出孩童的眼光（同上, 85）。本研究從上述里蒙—凱南關於

「語言標記」的概念及討論為出發點，擬提出以下四類標示聚焦側面的語言



 

73 

 

標記： 

第一類語言標記為標示時間或空間概念的詞彙。例如，表示時間長短（「十

年」）、快慢（「彈指一瞬」）、週期（「秋天」）的詞彙，或表示地理方位的詞彙

（「西北」、「沿海」）。在某些情況下，標示時空視角的語言標記會以詞群

（lexical cluster）形式出現，顯示出聚焦者是以某一時空框架為基礎進行觀察。

譬如，當文本使用下述詞群（「二十年前」、「此刻」、「來年」），即可能反映出

聚焦者是依循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軸進行觀察。此外，標示時空視角的

語言標記還可包括下述這類特殊變體，即隱含時空成份的詞彙，例如，「陳釀」、

「飚車」、「遷徙的鳥」。這類詞彙的特殊性，在於其並非指向純粹意義上的時

空概念，但會標示出聚焦者是圍繞某一特定時空維度，來審視所述事物或現

象。 

第二類為標示感知、心理視角的語言標記，包括描述事物性質、人物行

為活動與身份特徵的詞彙，主要包括形容詞、副詞、動詞及名詞等實義詞。

其中，標示感知視角的語言標記，通常指向聚焦者透過視覺、聽覺等感官，

對人或物外在物理特徵的觀察（如藍眼睛）。相較而言，標示心理視角的語言

標記則揭示出聚焦者對人物、事件的主觀印象和認知，通常還會傳遞出聚焦

者的態度：包括對人物、事件懷有的情感（如憂鬱的眼神），對人物、事件內

在屬性、價值的鑑定（如美麗動人的眼眸），或在倫理層面上對人物、事件的

評判（如不誠實地眨了眨眼）9。此外，這類標示感知、心理視角的語言標記，

還可進一步揭示出聚焦者對聚焦對象的認識深淺，與情感上的親疏關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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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次交通意外可被描述為一場「事故」，或形容為一齣「悲劇」，儘管以

上兩者都顯示出聚焦者的心理視角，但前者較模糊、籠統，而後者則呈現出

某一具體類別的的情感反應。在個別情況下，語氣助詞亦可能充當標示心理

視角的語言標記。本研究案例文本中出現的四川方言（例如「啥子」、「喲」），

即顯示出人物的情緒以及性格特徵（見 4.1.2.2）。此外，中文譯本中使用的四

字成語，由於會在中文讀者腦海中激活特定心理圖景，產生具有互文關聯的

聯想意義，亦被視為標示「心理」視角的一類特殊語言標記（見 4.1.2.1；4.1.2.3）。 

第三類語言標記涉及標示意識形態立場的詞彙。其中一類較易辨識的意

識形態視角標記，即反映中西主流價值觀（如民主、個人主義、社會主義）

的詞彙或短語，例如，「解放生產力」、「堅持改革開放」等與社會主義經濟建

設相關聯的表述；此外，還包括常見於大陸愛國主義話語的語彙，譬如，「祖

國大好河山」、「歷史源遠流長」等固有說辭。此外，在特定語境中，尤其是

意識形態標記出現的語境中，部份心理、感知標記亦可能被染上意識形態色

彩。譬如，當上下文中出現民族象徵意義的事物（如長城）時，原本分別指

示時間、心理標記的修飾詞「數千年」、「堅忍不摧」等，通過凸顯悠久文化

及民族氣節，即可能傳遞出承載愛國主義情結的意識形態視角。可見，某些

語言標記雖並不直接帶有意識形態屬性，但具有標示意識形態視角的潛在可

能，對這些標記的識別，需結合具體上下文進行判斷。 

在少數情況下，本研究還借助系統功能語法中包含心理過程的小句

（mental clause）（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197-210），來描述文本特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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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對應的視角屬性。這類標記包括由人稱代詞體現的「感知者」（senser）

以及由動詞體現的「過程」（process），具體包括「知覺過程」（perceptive），

如「她看到」；「認知過程」（cognitive），如「我知道」；「情感過程」（emotive），

如「她喜歡」；「意願過程」（desiderative），如「我想要」。在通常情況下，這

些包含心理過程的小句，可在一定程度上提示觀察的源頭為何，即解答「誰

在觀察」的問題。然而，申丹指出，上述感知詞彙不能被簡單作為判斷聚焦

的依據，而需結合上下文，區分「充當視角的人物感知」與「作為觀察對象

的人物感知」（2006: 517）。換言之，在某些情況下，儘管知覺過程小句「他

看到」標示出是人物「他」充當聚焦者，但人物觀察的內容及描述觀察內容

的語言標記則可能反映出，實際上人物的觀察仍嵌套在敘述者的觀察之中。

例如，在「他（中國人）看到一份包裹著艾葉的點心」這個句子中，儘管「他

看到」似乎顯示出人物視角，但該句對「點心」（即「粽子」）的描述，則透

露出實際上是不熟悉中國社會文化的敘述者（外國人）在進行觀察。鑒於此，

本研究對語言標記的分析，仍以前文所述三種類型為主體，而心理小句僅用

於參考，以輔助描述文本特徵。 

實際上，不同類型的文體特徵都具有標示「聚焦」的潛在可能（Rimmon-

Kenan, 2002: 85）。在里蒙—凱南分析的例子中，除詞彙或短語之外，句式的

複雜程度、修辭手法的運用，都可能標示出文本中聚焦者的存在及具有的特

徵（同上, 85-86），例如，成年人在講述童年往事時，使用包含頭韻的複雜句

式，則很可能標示出成年人的視角。本研究所提上述四種類型的語言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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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三種類型是以詞彙標記為主體，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本研究案例文本表

現出的特徵與變化規律所決定，但需指出的是，標示聚焦過程的語言標記並

非僅限於詞彙層面。此外，語言標記與聚焦側面或視角類型的關聯是流動變

化的，而並不存在一一對應的固定關係，例如，對語言標記所表示視角類型

的判斷需要考慮該標記與其他詞彙的搭配關係；又如，部份標記儘包含時空

視角成份，而並不指向純粹意義上的時空概念。因而，語言標記的分析，需

結合具體故事片段的上下文展開。 

本章以上討論首先梳理了貝克的社會敘事思想及相關的翻譯重敘研究，

以此為出發點，提出將回譯視為一種重敘，把回譯理解為對源文本「中國故

事」的重構，即對中國人物與事件的一種再敘事化。為著重研究這一再敘事

化過程中隨著視角變化出現的重構現象，本章引入敘述學中的聚焦概念，並

對這一概念加以一定重新詮釋，以凸顯聚焦所具有的構建故事的功能。在此

基礎上，提出「重新聚焦」回譯理論模式，闡釋了回譯過程中，聚焦者視野

裡呈現出的「焦點」如何隨著視角的轉變而變化，以及這一變化與聚焦者所

身處敘事環境的潛在關聯。最後，參考里蒙—凱南的聚焦側面理論，本章提

出探究翻譯作為「重新聚焦」的文本分析模式。本研究將這一分析模式運用

於分析彼得．海斯勒「中國三部曲」的源文本以及回譯文本，下一章將闡釋

透過上述文本分析模式，從該作品回譯中得出的「重新聚焦」規律，並將在

結合案例分析結果的基礎上，對本章初步提出的「重新聚焦」回譯理論模式，

作進一步延展與拓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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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註釋：

1 普林斯（Prince, 2001: 44）認為，這一觀察活動的參與對象不一定具有人的形態與特徵，故

而將其稱作觀察「實體」（entities），例如，故事世界中的「攝像機」即是其中一種可能的

實體。 
2 儘管提出了「聚焦者」的概念，里蒙—凱南對於將聚焦者完全加以人格化的問題持保留態

度（Rimmon-Kenan, 2002: 155）。她指出，在某些情況下，聚焦者的存在不過是一種「文本

立場」（textual stance），即讀者根據相關文本特征所作的推理與解讀（同上: 76）。鑒於此，

下文一般採用代詞「它」來指代聚焦者。 
3 敘述學關於敘述者是否可以同時作為聚焦者的問題多有爭議。查特曼、普林斯認為位於話

語層的敘述者僅能把人物的「所見」加以轉述（Chatman, 1986: 195-196, 1978: 155; Prince, 2001: 

46）。然而，熱奈特（Genette, 1988: 73）、里蒙—凱南（Rimmon-Kenan, 2002: 73）、費倫

（Phelan, 2001: 57）、雅恩（Jahn, 1996: 256-258）、申丹（2006: 515-516）則認為敘述者可

以充當聚焦者。上述學者的具體理由各不相同，其中的主要觀點在於「說」與「看」的行為

可由同一主體承擔，在敘事文本中，敘述者還通常是視角的操縱者，故而熱奈特（1988: 73）

提出：「如果有聚焦者，那也只能是對故事聚焦的人，即敘述者……」（申丹譯, 2006: 515）。

此外，費倫（Phelan, 2001: 57）指出，讀者往往通過敘述者才得以「瞥見」故事世界，敘述

者對人物與事件進行「報告」與表述會折射出特定的視角，從而會進一步影響讀者對故事世

界的觀察。 
4 巴爾認為，敘述者「是通過文本中的語言來展現的一個功能」（Bal, 2009: 15）。換言之，

在某些情形下，敘述者不具有人格化特徵（申丹、王麗亞, 2010: 79）。故而，本文採用代詞

「它」指代敘述者。 
5 布魯克斯、沃倫（Brooks & Warren, 1959: 659-664）曾提出「敘述焦點」（focus of narration）

的概念，然而這一概念與本研究所謂「焦點」的涵義並不相同。「敘述焦點」主要指，故事

透過哪個人物的眼光敘述，與熱奈特提出的「聚焦」較為類似。此外，王瓊（2015: 110）曾

提出「譯敘對焦」的說法，指「譯者針對人物塑造、故事情節與事件、情感表達等方面進行

『強弱程度』的調節」。對焦過程中「強弱程度」的變化與本研究所說人物、事件具有的顯

著特徵存在共通之處，然而，不同在於本研究認為焦點的形成與視角存在關聯，而王瓊將視

角從「對焦」概念中加以分離，而單獨列為一種譯敘技巧。 
6 貝克認為集體敘事的說法較籠統含糊，與公共敘事不盡相同（Baker, 2006: 33; 趙文靜主譯, 

2011: 49）。與貝克對公共敘事的界定方式略有不同，本研究將在集體敘事歸入公共敘事的

範疇，以此與反映政府立場的官方敘事加以對照。 
7
此處里蒙—凱南所言「故事」指向敘事性虛構文本「所描述的事件」（represented events）

（Rimmon-Kenan, 2002: 76; 姚錦清主譯, 1989: 134）。通常敘述者位於（represented events）

所描述事件之外，而故事人物則位於（represented events）所描述事件之中。然而，在社會敘

事理論中，人們生活的世界由「故事」構成，包括敘述者、故事人物在內的參與者都被視為

這個「敘事化」現實的一部分，因此，從上述意義上看，參與者與「故事」的關係不存在內

外之別。 
8 儘管我們將語言標記視為「附加信號」，但并不意味著「聲音」與「視角」的完全對立

與分離，標示出視角的標記在大部分情況下仍是敘述者聲音的一部份。提出「附加信號」

的觀點，是為凸顯語言與敘述之間的直接關係，而與聚焦存在間接關係。此外，還有助於

揭示回譯現象的特殊性（見 4.4.4）。 
9 此處我們主要參考蒙代引入翻譯研究的評價理論（appraisal theory）（Munday, 2012: 22-24），

來討論心理視角中可能包含的三種成份，即情感（affect）、鑑定（appreciation）和評判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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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於回譯「重新聚焦」理論模式的個案研究 

本章前兩節集中討論 River Town 及 Country Driving 之回譯，首先就中文

簡體譯本折射出的「重新聚焦」模式進行分析，隨後闡釋回譯重構與敘事環

境的關聯，並在此基礎上闡釋聚焦者性質及觀察位置的變化。由於「三部曲」

之一 Oracle Bones 僅有繁體譯本，而本研究又重點圍繞簡體譯本展開分析，

為做到分析的一致性，加之篇幅有限，本研究僅在本章第三節，針對《紐約

客》同名文章「Oracle Bones」之簡體譯本的結果作簡要分析，以作為對「重

新聚焦」模式討論的補充。其後，將圍繞個案研究的結果，對中國題材當代

敘事新聞的「回譯作為重敘」的現象展開理論層面的探討，闡釋回譯重敘機

制，並論述本研究所提「重新聚焦」模式帶來的譯學意義。 

 

4.1 案例一：回譯 River Town 

4.1.1 作品背景與分析方法 

River Town（2001）是海斯勒「中國三部曲」之首曲1。1996 至 1998 年，

他以「和平隊」（Peace Corps；另稱作「中美友好志願者」）成員的身份，前

往重慶涪陵，在當時的涪陵師範專科學校教授英文，River Town 便主要根據

他在涪陵的經歷寫就。全書十二章大致按時間順序記敘了海斯勒在中國小城

的生活，從初來時的陌生疏離到最後的融入與理解。各章節之間穿插十篇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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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前五篇關於涪陵的自然、人文景觀，後五篇則著重刻畫涪陵居民。在作

者說明中，海斯勒談及，這部作品是關於特定時刻裡，中國一個小地方的故

事（Hessler, 2001）。在書中，他主要透過文本中「我」（即敘述者）的視角，

描畫這座濱江小城附近的山川河流，並記述兩年來結識的形形色色的涪陵當

地人，有他的學生、漢語老師、也有開餐館的老闆、鄉野裡的村婦、長江上

的船工或是街市上聚集的群眾，作品因而具有濃厚的地域色彩。 

然而，在講述涪陵的個體、家庭或群體故事時，海斯勒亦把眼光投向中

國近現代歷史中的大事件，以社會政治環境為依託，來刻畫這群人的命運起

伏。其中，三峽大壩工程是 River Town 中著墨較多的大事件之一。海斯勒在

涪陵生活期間，大壩尚在建設之中，若干年後，涪陵的部份區域將為水淹沒。

結合這一特殊的時間背景，海斯勒探討了大壩建設的爭議，並記敘了當地人

的處境以及作出的反應。由大壩工程的建設，作者還進一步引申出有關人與

自然關係的討論，並將相關思考投射在涪陵自然風物的書寫之中。此外，1949

年以來的中國歷史事件，包括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等亦貫穿

文中，在刻畫筆下人物時，他屢次寫及這些事件延續至今的影響，以及在這

些人身上遺留的痕跡。儘管如海斯勒所言，這部作品僅以一個小地方及生活

在其中的普通人作為書寫對象，但這一帶有地域色彩的故事也折射出海斯勒

對中國社會全景的理解。可以說，人與環境（包括社會、自然環境）的關聯

是 River Town 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 

目前，River Town 有兩種中譯本，其一為簡體譯本《江城》（2012），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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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譯，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在中國大陸出版。此外，另有繁體譯本，名為《消

失中的江城》（2006，2012），吳美真譯，分別由九周文化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社先後在台灣出版。其中，簡體譯本的譯者來自涪陵，任職於涪陵師範

專科學校（先後更名為涪陵師範學院、長江師範學院），現為該校外語學院教

授。海斯勒在涪陵教書期間，李雪順作為國際交流處工作人員曾與他共事。

由於作品中的學生、小鎮居民和他們生活的土地都是李雪順較熟悉的事物，

在某種意義上，他與海斯勒筆下的江城故事之間存在親密關聯，他還以名為

阿爾伯特（Albert）的角色在書中簡短登場（Hessler, 2015）。李雪順作為江城

居民的身份讓這部作品的回譯平添一分特殊：譯者與故事所述地域之間的親

近關係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這一「中國故事」在回譯中的重構，並以怎樣的

形式介入到回譯過程之中，是本節案例研究討論回譯重敘問題所關注的其中

一個面向。 

本研究運用了第三章（見 3.3.2）提出的「重新聚焦」文本分析模式，從

感知、心理、意識形態「聚焦側面」的轉化出發，對上述兩種中文譯本展開

探究，並主要通過以下兩個步驟探尋「聚焦側面」的規律性變化：其一，從

整體上對譯本進行考察，關注連續出現的語言標記變化，或有關文本內容的

連續刪減；其二，對部份故事片段加以細緻分析。由於 River Town 是關於小

城涪陵及其居民的故事，細緻分析的選段主要涉及文本開頭、結尾部份當中

關於涪陵人的概括性書寫，以及文本中間部份的個體、家庭、群體敘事，以

及有關涪陵城市、自然景觀的特寫。在找到「聚焦側面」變化規律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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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一步總結、闡釋回譯過程中的「重新聚焦」模式（pattern），即隨著

「聚焦側面」改變，敘事主體內容（即人與環境的敘事）如何被加以重構。 

此外，本研究把簡體譯本作為主要分析對象，而與簡體譯本同時期出版

的繁體譯本（即 2012 年八旗文化版本）則用作輔助性討論。在總結簡體譯本

「重新聚焦」模式的同時，本研究以繁體譯本相應部份的翻譯作為參照，進

一步對比兩種譯本在部份選段翻譯中表現出的異同。其後，結合兩種譯本的

文本分析結果，重點圍繞大陸簡體譯本中的視角及焦點變化規律進行解讀，

並在考察大陸譯本與敘事環境關聯的基礎上，就回譯現象中聚焦者屬性變化

展開討論。 

 

4.1.2 回譯文本的「重新聚焦」模式 

大陸譯本對源文本「中國故事」的重構存在多重維度。由於江城故事是

以中國歷史政治事件為背景講述，與之前的回譯重構研究（見 2.2.1）相似之

處，在於大陸譯本亦存在針對政治敏感信息的刪改。這些不同程度的改寫主

要涉及政治敏感事件（如大躍進的具體死亡情況、天安門事件等）或敏感人

物（如個別異見份子的遭遇），以及敘述者或故事人物對國家領導人、政治思

想（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民主專政）

所做的負面評價或諷刺調侃。海斯勒在個人主頁（www.peterhessler.net）上，

亦公佈了大陸譯本中出現的部份改寫，並將之界定為「被檢查刪除的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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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運用「重新聚焦」文本分析模式的基礎上，圍繞關於個體、家庭和

群體的故事片段展開細緻分析，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政治敏感信息的刪節以

及語言上的調適僅僅是造成重構的其中一個方面，除此之外，還存在其他類

型的語言標記變化及隨之出現的聚焦變化。本研究總結出下述三個方面的「重

新聚焦」模式，包括「歷史過往」的重構、「涪陵群眾」的重構以及「人與自

然關係」的重構。 

 

4.1.2.1 「歷史過往」的重構 

海斯勒筆下的涪陵人生活在 20 世紀 90 年代，然而，源文本中與敘述者

合而為一的聚焦者往往透過中國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政治歷史事件，如「大躍

進」運動、文化大革命等，來觀察生活在 1990 年代的涪陵人及其所代表的中

國人，並尤為關注這些政治歷史事件在普通百姓身上遺留的影響。這類觀察

出現在文本開頭、結尾有關涪陵百姓的概括性書寫中，亦出現在文本中間部

份以個體敘事為主體的章節或選段裡。 

在描述這些政治歷史事件時，文本採用了諸如「horrible」（恐怖的）、

「disastrous」（災難性的）、「overwhelming」（難以承受的）、「terrible」（可怕

的）等語言標記，以凸顯中國人在歷史過往中遭受的苦難。在這類語言標記

出現的上下文（co-text）中，這個與敘述者重合的聚焦者，偶爾以美國歷史為

標尺對中國歷史進行比較。在部份情況下，還直接提及相關政治歷史事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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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或政治領導人物（如毛澤東）。鑒於這類標記揭示出相應歷史時

期的集權專政特徵，本研究者認為，源文本敘述者主要圍繞負載西方（民主）

理念的「意識形態」聚焦側面，來審視涪陵百姓所經歷的歷史過往。 

在回譯時，大陸譯本集中調整了描述歷史過往特徵的語言標記。除刪除

這類標記外，譯本傾向將相關標記進行調適。其中一種調適方式，即採用中

性表述，如「坎坷」、「艱難」、「動盪」，或譯成四字成語，如「排山倒海」、

「眼花繚亂」。上述表述語義較為籠統、含糊，沒有揭示歷史時期的具體性質，

而四字成語還會在讀者腦海中形成特定心理圖像（mental picture），指向人們

對相應歷史時期的模糊印象。由此，目標文本語言標記不僅抹去歷史過往的

集權專政屬性，還呼應了中國百姓自身對這段歷史過往的集體認識（詳見

4.1.3），從而將「意識形態」聚焦側面轉化為「心理」側面。 

上述變化出現在大陸譯本開頭、結尾部份，還集中體現在個體敘事之中。

下面，本研究者將通過下述譯例，對語言標記出現的上述變化作具體闡釋。

譬如，在第一章最末，當與敘述者重合的聚焦者透過西方（民主）觀念，來

呈現它對涪陵學生及其家人的第一印象時，大陸譯本對標示歷史過往的語言

標記進行了調整： 

 

例 1  

源文本： 

…their parents had come of age during one of the most horrible periods 

in Chinese history…There was the same sense of future glory in China, b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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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 was far more brutal than anything that had ever happened in America, 

which complicated things… (p.23) 

大陸譯本： 

……他們的父母成長在中國歷史上最艱難的年代……說到中國未來的

繁榮，這具有同樣的意義。但她的過去比美國的過去要坎坷得多，這就常

常使問題變得復雜起来……（頁 25） 

台灣譯本： 

……他們的父母在中國歷史上最恐怖時期成年……在中國，人們也同樣

感覺到未來的榮耀，但是，他們的過去遠比美國歷史上的任何事件粗暴而

殘酷，於是，事情就變得複雜了……（頁 66-67） 

 

在上述例子的源文本中，修飾詞「horrible」和「brutal」透露出中國現代

歷史的殘酷。下劃線部份進一步揭示出，敘述者是以美國人的過往經歷為參

照，來審視中國學生及其家人。鑒於源文本在中美兩國之間構建的對照與反

差，以及「horrible」和「brutal」二詞凸顯出的「殘暴」屬性，可以推斷，源

文本敘述者是從負載美國（民主）理念的意識形態視角出發，來聚焦中國的

歷史過往。 

在兩種中文譯本中，台灣譯本將「horrible」與「brutal」譯為「恐怖」及

「粗暴與殘酷」，與源文本相仿，凸顯歷史過往對人的傷害。相比之下，大陸

譯本則採用中性表述，二詞被分別譯為「艱難」與「坎坷」，從而將歷史過往

刻畫為發展進程中一段波折的「時期」。這樣一來，大陸譯本敘述者對中國歷

史過往的觀察，似乎不再以美國歷史及民主觀念為基礎。即使敘述者對美國

背景知識一無所知，它同樣可將相應中國歷史理解為「艱難」、「坎坷」。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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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敘述者的這一觀察，實際上呼應了 1990 年代以來，大陸民間有關文革等

政治歷史過往的集體回憶（詳見 4.1.3）。當透過中國百姓的集體認知進行聚

焦時，源文本敘述者採用的「意識形態」聚焦側面，在目標文本中便被轉化

成「心理」側面。 

除中性表述的使用之外，大陸譯本聚焦側面的類似變化還與四字成語的

使用有關，下面以例 2 進行詮釋： 

 

例 2 

源文本： 

Instead, he is calm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so many other Chinese are 

strangely placid in the midst of changes that seem overwhelming to outsiders. 

Quite simply, he has seen far worse. (p. 290) 

大陸譯本： 

相反，他的平和心態跟其他許許多多中國人一樣，在外人看來排山倒海

般的種種變革面前，他們保持著出奇的平靜。原因非常簡單，他曾經歷過

的，比這還要糟糕。（頁 312） 

台灣譯本： 

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雖然身處巨變—外人認為令人吃不消的巨變，但

他出奇地平靜，因為他們都曾經歷過更可怕的狀況。（頁 364） 

 

例 2 談及 1990 年中國國企改革產生的社會「變化」（changes）。從下劃

線短語「to outsiders」可看出，敘述者在觀察孔老師等中國百姓面對這一巨變

的心態時，與「外來者」的立場進行了對比。其中，「overwhelming」一詞凸

顯出變化之大，讓人徬徨無措、難以應對，儘管「overwhelming」並沒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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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專制、暴政等概念，但暗示出中國百姓面對這一巨變時可能遭受的重創，

故可能會引導英文讀者認為，敘述者仍採用了包含西方（民主）理念的意識

形態視角。 

台灣譯本把「overwhelming」譯為「令人吃不消的」，凸顯社會變化對人

造成的衝擊，可見，敘述者仍佔據「他者」立場進行聚焦。大陸譯本則將

「overwhelming」譯為「排山倒海般的」。「排山倒海」一詞「極言勢大力猛」

（何偉漁, 2004: 557）。當用以描述「變革」時，表現出人們對變革聲勢之浩

大的總體觀感與印象，而不再指向社會變化對人實實在在產生的消極影響。

另外，「排山倒海」還會激活心理圖像，在中文（大陸）讀者腦海中形成「推

開高山、翻動大海」（同上）的畫面。這一心理圖像，可能引導大陸譯本讀者

聯想到九十年代國企改革造成的社會波動，及人們對相應事件的集體心理反

應，從而構建出不同於源文本「外來者」透過西方理念所揣測出的劇變。 

從上文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大陸譯本通過使用中性表述、四字成語，令

殘酷歷史過往演變成面目模糊的歷史時期。此外，大陸譯本反映出的聚焦變

化，還與口語體（colloquialism）等非正式表述（informal expression）的使用

有關。這些表述，諸如「煩心事」、「糟糕」，消解了隱含在源文本敘述者觀察

中的意識形態成份，轉而傳遞出中國百姓對於歷史過往的私人心理感受，可

通過如下例 3 作進一步闡釋： 

 

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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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本： 

But still it seems strange that in his office he can look up and see the 

photograph of Mao Zedong, who made a three-decade hole in Father Li’s life 

as a priest…While talking about the trials of the past, he glances at it 

repeatedly, and every time there is the sudden flash in his eyes. (p. 225) 

大陸譯本： 

不過，在他的辦公室裡，抬頭就能看見毛澤東像，似乎有些奇怪，

因為這個人在他的神甫生涯中曾經留下了三十年的空白……說到過去的

種種煩心事，他會反復地抬頭看這幅畫像。每看一次，他的眼神就會為

之一閃……（頁 242-243） 

台灣譯本： 

但我還是覺得非常奇怪，因為在他的辦公室裡，他可以抬起頭，看

著讓他的神職生涯出現三十年空白的毛澤東的照片……李神父常常看著

那張照片。談論過去的苦難時，他不斷地看它一眼，而每次看它，他的

眼睛總是突然閃閃發光……（頁 290） 

 

這個例子關於江城涪陵一個神甫的命運，他在 1950 年來的三十年間被迫

終止神職生涯。當描述神甫口中的過往遭遇時，源文本使用「trial」一詞，該

詞通常指人遭受的磨難。我們看到上下文中，還提及政治領導人毛澤東，這

便暗示出神甫的個體命運，即神甫神職生涯 30 年來的空白與中國政治運動存

在的關聯，因此，「trial」刻畫出神甫所面臨的嚴酷考驗，尤其是政治運動對

個體帶來的難以磨滅的影響。可見，源文本敘述者同樣採用帶有西方民主色

彩的意識形態視角，來聚焦中國現代歷史中，以神甫為代表的普通個體。 

台灣譯本將「trial」譯為「苦難」，凸顯出歷史事件給人帶來的痛苦和災

難。大陸譯本則將這一語言標記譯作非正式表述「煩心事」。該詞通常用於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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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日常瑣事帶來的煩擾，指向私人層面的心理感受。當大陸譯本敘述者轉而

採用心理視角聚焦神甫的遭遇時，神甫口中的過往轉而更多指向這個個體，

他自身的一段人生際遇，而不再是源文本聚焦者鏡頭下的殘酷考驗，因此，

可以看出，神甫的遭遇與政治運動的關聯遂被切斷，而歷史政治運動對個體

帶來的創傷遂被模糊，似變為尋常生活中的一段插曲。 

此外，除改變源文本敘述者對歷史過往的觀察之外，大陸譯本還調整了

人物對話中故事人物對歷史過往的感知。在源文本中，說話人反复以「terrible」、

「worst」、「bad」等表述形容過去的遭遇，揭示出人物在回望過去時的心理視

角。然而，由於「terrible」及「worst」強調過往際遇的殘酷程度，故事人物

的心理視角與源文本敘述者採用的西方意識形態視角形成呼應。在台灣譯本

中，「terrible」、「worst」大多被譯為「可怕」、「惡劣」，而大陸譯本則傾向將

上述語言標記譯為「艱難」、「糟糕」等更為含糊、籠統的中性表述或口語形

式，故使得故事人物的視角與目標文本敘述者採用的心理視角形成呼應。 

到作品最後，大陸譯本中「意識形態」到「心理」的聚焦側面變化表現

出新特徵。隨著涪陵之行臨近尾聲，敘述者逐漸意識到與涪陵人的短暫相處，

不足以讓它評判人們所承受的漫長過往（Hessler, 2001: 316）。源文本最後三

章不再採用諸如「brutal」、「terrible」等標示殘酷歷史過往的標記，而是選擇

不帶有鮮明意識形態立場的含糊表述，來描述歷史事件於人的影響，譬如

「dizzying past」、「all of that (force)」。在處理這類語言標記時，大陸譯本除繼

續選擇中性、籠統表述外（如把「dizzying past」譯為「眼花繚亂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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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賦予相關表述積極的價值評判意義（如將「all of that」譯為「豐富的經歷」）。

這樣一來，目標文本不僅模糊了歷史對人造成的消極影響，還進一步轉移了

觀察焦點，凸顯出故事人物在歷史際遇中表現出的主動性或正面性。例如，

作品最後一章，敘述者對涪陵學生及其家人再次作出概括性評價，大陸譯本

對這段話的回譯，即表現出上述變化： 

 

例 4 

源文本： 

I saw the steady quiet struggle that had taken the students to where they 

were now, and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it would probably look much the same. 

(p.365) 

大陸譯本： 

我看到的，是他們一以貫之的無言的奮鬥歷程，正是這樣的奮鬥使學

生們成就了今天。對他們的下一代來說，也許還會如此。（頁 393） 

台灣譯本： 

我看到過去那些持續而安靜的掙扎如何塑造了今日的學生，而下一代

對父母的看法也是大同小異。（頁 448） 

 

例 4 中，敘述者採用「struggle」一詞描述學生行為，該詞可引導讀者對

其標示的聚焦側面作出兩種解讀，具有模棱兩可的特點：一方面，「struggle」

表現出人物為克服困境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顯示出敘述者透過心理視角來聚

焦人物的內在行為特徵；另一方面，「struggle」突出的是人物所面對的外部處

境之艱困，將人物置於被動的位置，因此，「struggle」同時還可引導讀者認為

敘述者仍採用負載美國民主理念的意識形態視角，來審視學生的際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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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中文譯本選擇不同方式來處理上述模棱兩可的視角。其中，台灣譯

本選用偏向意識形態視角的語言標記，將「struggle」譯為「掙扎」，刻畫學生

與外在艱難處境的竭力抗爭，突出人物的被動性或負面性。相形之下，大陸

譯本把「struggle」譯為「奮鬥」，且重複兩次出現。該詞與「成就」搭配，強

調人在內力驅動下，為掌控自身命運所做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績，凸顯人的

主動性或正面性。由此，大陸譯本完全抹去源視角中潛在的意識形態成份，

目標文本敘述者全然從心理視角出發，對學生行為進行觀察。 

綜上，源文本敘述者主要採用隱含美國（民主）觀念的意識形態視角，

來聚焦涪陵人的過往遭遇，並以此審視涪陵居民為代表的中國百姓所面臨的

現實處境。此外，故事人物的心理視角亦與敘述者採用的意識形態視角形成

呼應。由此一來，源文本聚焦者，其視野中呈現的「焦點」，是涪陵人在相應

歷史境遇中遭受的苦難。儘管聚焦者懷著悲憫、同情之心看待相應歷史背景

中的涪陵百姓，然而，與此同時，故事人物也在無形之中被賦予了受害者與

倖存者的形象。 

在兩種中文譯本中，台灣譯本較大程度上保留了反映意識形態視角的語

言標記，個別情況下，譯本還將介於心理、意識形態視角之間的語言標記，

調整為具有意識形態傾向的標記，以顯化歷史對人的負面影響。大陸譯本則

通過採用中性表述、具有互文關聯的四字成語、口語體等非正式表述，折射

出中國百姓對歷史過往的心理反應，從而將「意識形態」聚焦側面轉換為「心

理」側面。伴隨上述聚焦側面的轉化，大陸譯本聚焦者視線內生成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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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變化：政治歷史事件的影響被模糊、消解，源敘事中災難性的歷史過往

演變為模糊的歷史「時期」或是個體生活的「片段」。在作品結尾部份的回譯

中，大陸譯本聚焦者的觀察焦點還出現進一步轉移：人物不再被視為被動承

受歷史變故的受害者或倖存者，而是努力掌控自己命運的奮鬥者，從而被賦

予正面特質。 

 

4.1.2.2 「涪陵群眾」的重構 

在依託於社會政治環境對涪陵人展開觀察的同時，源文本敘述者亦集中

反思了涪陵群眾面對社會政治事件與變動時，表現出的群體心態。與敘述者

重合的聚焦者主要採用「心理」聚焦側面對這群人展開觀察，投射出這群人

面對他人遭遇或公共事件時，表現出的冷漠姿態，以及公共道義之心的匱乏。

上述心理視角集中反映在源文本頻繁使用的「mob」一詞中，傳遞出敘述者對

涪陵群眾言行的批判。上述意義上的「涪陵群眾」主要出現在文本中的兩個

關鍵部份，其中一處穿插在關於三峽大壩的討論中，另一處在作品最後一章，

涉及敘述者臨別之際與市集人群之間發生的一次衝突。此外，在敘述者的聚

焦之下，某些個體人物也呈現出涪陵群眾（mob）具有的特質。源文本敘述者

心理視角下的涪陵群眾在兩種中文譯本中被不同程度重構，這一重構主要體

現在語言標記「mob」一詞的翻譯之中。此外，四川方言2在大陸譯本中的運

用也間接影響了聚焦者對個體人物的觀察。下面，本研究者首先圍繞「m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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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譯對「重新聚焦」模式進行闡釋。 

據《牛津字典》（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定義，「mob」通常指

「一大群人，尤其是毫無秩序，且有意製造事端或有暴力行為的群體」（a large 

crowd of people, especially one that is disorderly and intent on causing trouble or 

violence）。在源文本中，「mob」一詞被用來描述以下兩種類型的涪陵群眾：

其一，在公共場合為一己私利而亂作一團的人群，或是跟風起哄，致使事態

矛盾升級的人群。其二，對他人遭遇袖手旁觀、無動於衷的冷漠人群。 

在回譯時，大陸譯本通過以下三種類型的語言標記重構了原作者筆下的

「mob」，包括採用中性表述（如「整體」、「一大群人」），帶有比喻性修辭的

成語「烏合之眾」，以及具有互文關聯的短語「圍觀人群」。其中，中性表述

完全消除了「mob」一詞的負面價值評判，化解了源文本敘述者透過心理視角

對涪陵群眾的批判性觀察。成語「烏合之眾」也產生類似效果。「烏合之眾」

把混亂的人群比作聚合在一起的烏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

室, 2005: 1434），這一比喻修辭以烏鴉為喻體，模糊了源文本敘述者對「人」

的批判。個別情況下，大陸譯本在使用「烏合之眾」時，還添加雙引號，從

而使敘述者以批判眼光審視的對象，不再是擁有具體面孔的人群，而演變成

一個抽象概念。 

除上述兩種情況外，大陸譯本還較頻繁地使用「圍觀人群」這個表述來

翻譯「mob」。當「圍觀」被用來描述混亂、無秩序的人群（即前文所述第一

種類型的涪陵群眾）時，譯本將製造衝突的「當事者」，轉變成被動的「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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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從而令敘述者所採用「心理」聚焦側面產生內部變化，下面以例 5 進行

闡釋： 

 

例 5 

源文本： 

…The mob grew. The buzz of the mob rose, shifting into a roar…Hands 

grabbed at him…and the bulk of box forcing the mob to give away…We 

were free of the mob now, starting to run, and I turned quickly to see who 

had kicked me. (p.385-386) 

大陸譯本：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人群中的喧鬧聲越來越大，逐漸變成了

吵鬧……他魁梧的身軀，還有那個笨重的金屬盒子迫使圍觀人群讓出了

一條路……掙脫圍觀的人群之後，我們就迅速地跑了起來。我快速地扭

頭看了一眼，希望看清是誰踢打了我……（頁 416-417） 

台灣譯本： 

……暴民越來越多……暴民的吱吱喳喳聲聲高，變成怒吼了……

他高大的身材和龐大的盒子迫使那些暴民不得不讓路……現在，我們脫

離暴民了，所以我們開始跑。我迅速回頭看看是誰踢我……（頁 471-472） 

 

臨別之際，敘述者與同伴在涪陵的一處集市攝影留念，卻遭兩位不明身

份的市民強行阻止，在這一突發事件的煽動下，原本友好的人群突然騷動不

安，與敘述者及他的同伴產生肢體碰撞。例 5 中密集出現的「mob」一詞反

映出敘述者透過心理視角聚焦到的人群，即那些不明就裡更風起哄，盲目從

眾的人群。 

台灣譯本將「mob」譯為「暴民」。據《台灣國語辭典》（台灣教育部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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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委員會, 1998）釋義，「暴民」通常指「以違法或暴力行為引起社會動亂

不安的民眾」。鑒於譯本多在人群出現肢體碰撞、局面混亂的情境中使用「暴

民」一詞，與源文本相仿，這一語言標記凸顯出該群體的暴力傾向。大陸譯

本除將一處「mob」譯為中性表述「人群」之外，重複三次使用「圍觀」修飾

人群。「圍觀」描述出人群聚攏在一起觀看事故的畫面，突出人群「看」的行

為。這樣一來，目標文本敘述者眼中的人群不再是事件的行為主體，而變作

觀看事件的人，而這場事件，亦演變成敘述者與個別市民之間的摩擦，而不

再是它與更大範疇內的涪陵人群之間的衝突。 

在中文語境中，「圍觀人群」還具有互文關聯，常會引人聯想到魯迅等作

家筆下的「看客」形象，即那些置患難同胞於不顧、麻木不仁的人群。海斯

勒也曾在作品中直接提及兩者之間的照應關係（Hessler, 2001: 113）。當源文

本使用「mob」來形容對他人遭遇置之不理的冷漠人群（即上文提及第二種類

型的涪陵群眾），大陸、台灣譯本均未將這一語境當中的「mob」直譯為漢語

中諸如「亂民」、「暴民」等表述，而是使用「圍觀」等表述來修飾人群。由

於這個意義上的「mob」與「看客」形象存在相通之處，而中文譯本中出現的

「圍觀」等語彙，恰又激活這一互文關係，目標文本繼而產生更為微妙的視

角變化，如下例所示： 

 

例 6 

源文本： 

The same instinct led to the mobs that gathered around accident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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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ing passively but doing nothing to help. Crowds often formed in Fuling, 

but I rarely saw them act as a group motivated by any sort of moral 

sense…(p.112) 

大陸譯本： 

出於同樣的本能，一大群人可以圍觀事故的受害者而不出手相救。在

涪陵，經常有人圍觀張望，但卻很少看到他們出於某種群體的道義而有

所行動……（頁 124）。 

台灣譯本： 

聚集在車禍受害者周圍的群眾，也被同一種本能驅使著。他們只是漠

不關心地看著，不想動手幫忙。涪陵常常可見人們聚集成群，但我很好看

到他們在道德感的驅使下集體行動……（頁 166） 

 

例 6 描畫出一群旁觀事故發生而無動於衷的涪陵群眾。儘管此例所述人

群並未招致事故發生，也沒有觸發混亂局面，但源文本仍採用「mob」來描述

人群，傳遞出源文本敘述者審視涪陵人群的心理視角，即它把涪陵群眾的不

作為看作對受害者施加的一種隱性傷害。 

在兩種中文譯本中，大陸譯本把「mob」譯為「一大群人」，並搭配動詞

「圍觀」。此外，譯本還把描述人群「看」的動詞短語「stare passively」譯為

「圍觀張望」，由此，「圍觀」這一行為在大陸譯本中被放在較顯眼的位置。

台灣譯本在此例中並未直接使用「圍觀」這一表述，但短語「聚集……在周

圍的人群」同樣描述出圍觀的場景。 

誠然，源文本塑造的冷漠人群與中國文學作品中的「看客」存在相通之

處，但由「mob」與「圍觀」等語言標記分別折射出的視角卻存在差異。「圍

觀」等語言標記顯示出中文讀者對特定文學形象（即「看客」）的集體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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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mob」則直接指向敘述者從個體立場出發對涪陵人群的責難。如此一來，

源文本敘述者個體層面的心理視角似乎被中文讀書所熟悉的「集體眼光」所

過濾。隨著視角轉變，兩種中文譯本敘述者聚焦的對象繼而不再是特定的涪

陵群體（mob），而演變成抽象的文學形象，或是「圍觀」這一在中文語境中

廣為人知的「現象」。 

從上述分析可見，面對「mob」這一敏感表述，大陸譯本通過譯之為中性

語彙、四字成語、「圍觀人群」等，轉移、消解了源文本中與敘述者重合的聚

焦者心理視角下對涪陵群眾的批判性觀察，使得「人」不再是聚焦者視野裡

的「焦點」，從而出現「心理」聚焦側面的內部變化。此外，大陸譯本在個體

人物對白中使用的四川方言，也參與到了類似的「重新聚焦」過程之中。 

源文本中的人物對白多為標準英文，僅在如下兩種情況下隱約透露出方

言使用的痕跡：其一，個別對白中包含四川方言的直譯，例如「son of turtles」

（龜兒子）（Hessler, 2001: 369），或是包含方言的音譯，如敘述者以四川方言

發音的中文名便寫作「Ho Wei」（霍偉，按普通話發音即「何偉」）（同上, 237）。

此時，敘述者會在人物話語引文前後說明，對白中的某一對應表述在漢語中

實為四川方言，並對方言的含義進行解釋。其二，儘管對白使用標準英文，

但敘述者會在少數情況下，對人物使用的語言作出提示，譬如介紹王朝素時，

提及她受教育程度不高，只會講涪陵方言，性格幽默（同上, 299）。大陸譯本

在回譯時，除將上述兩種情況下的人物話語以方言形式表達之外，還在敘述

者沒有作出明確提示的情況下，將方言標記添加至譯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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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添加到大陸譯本當中的四川方言主要出現在底層民眾的對話中，例

如，農民、船主、飯館老闆或疑似從事特殊行業的「小姐」。譯者李雪順作為

涪陵居民在多數情況下並未使用涪陵特有的方言，而是採用大陸讀者熟識的

四川方言，主要包括代詞「啥子」；語氣助詞「哦」、「喲」；動詞「曉得」；副

詞「好」等。這類文學作品中使用的四川方言一般能為大陸讀者識別，且會

引導讀者不自覺按照四川方言的發音在腦海中復現人物的話語（王中, 2015: 

229-230）。 

固然人物話語中的方言直接指示的是人物的「聲音」，即人物說話的風格

或腔調，但方言的選用也可間接反映出與敘述者重合的聚焦者觀察人物的視

角。在對川味小說的分析中，王中提出，通過在人物對白中使用四川方言，

作品往往透露出四川地域環境中人物特有的性格特徵、思維方式等（2015: 

218-219）。她指出，經由四川方言藝術加工的對白讀來往往令人覺得人物在

逗趣調笑，偶爾還會形成一種類似「爭吵」的效果（2015: 202; 219-220; 226）。

以王中的觀點看，這一具有川味風格的人物對白，體現出四川地域中人骨子

裡熱衷於「調侃」的生活態度，反映了他們身上樂天、幽默、狡黠等性格特

徵（2015: 219）。從這個意義上看，故事人物對白中使用四川方言，可以在某

些情況下折射出聚焦者對說話人物的心理活動、性格特徵的觀察。當然，在

人物對白中使用方言，亦可能傳遞出其他效果，譬如，福克納小說中，黑人

角色對白中使用的「非標準文學方言」（non-standard literary dialect），通過戲

謔性地仿擬帶有異域口音的英文話語風格，把黑人角色塑造為文化上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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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加深了對於該群體的刻板印象（Määttä, 2004）。但是，結合王中對川味小

說的上述分析，以及譯者李雪順作為重慶涪陵當地人的特殊文化身份來看，

本研究者更傾向於認為，四川方言在大陸譯本中的使用是一種呈現、塑造人

物地域性格的方式。 

從River Town之回譯來看，當聚焦者關注到說話人物的情绪或者性情時，

四川方言的使用僅產生了相對微小的視角變動。譬如，在方言的加工下，帶

有調笑性質的四川方言對話，使得聚焦者眼中自得其樂的農婦形象更加鮮明；

同樣，當大陸譯本在其與「小姐」的對話中分別使用四川方言時，對話呈現

出聚焦者眼中笑聲輕浮的「小姐」形象，以及敘述者與「小姐」逗趣的畫面。 

然而，當聚焦者以批判性眼光審視涪陵群眾時，方言的使用則導致源敘

事的視角出現了相對顯著的變化。前文談及，群體敘事中出現的「mob」一詞

標示出聚焦者對冷漠人群的負面心理評判。在個體敘事當中，聚焦者亦對人

物作出類似觀察，譬如對三峽命運漠不關心的船夫、對政治不聞不問的餐館

老闆黃小強、或是對傳統文化不感興趣的孩子戴梅等。當這些人物的對白中

出現四川方言時，大陸譯本聚焦者轉而注意到說話人的情緒、性格以及內在

品質，從而干擾、轉移了聚焦者心理視角下對人物的批判性觀察。下面以例

7 進行說明： 

 

例 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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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本： 

“The three Gorges aren’t too risky if you understand the river, though. Of 

course, if you don’t know the river, it’s difficult, but we’ve been through there 

many times. And after all those trips it’s not so interesting anymore.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of course, but I’ve seen it many, many times.” …But this 

Fuling boatsman is still a boatsman; his interest is shipping, not the lore and 

history and poetry of the river. (p.129) 

大陸譯本： 

“不過，如果熟悉水情，三峽也沒啥子危險。當然，如果不懂，那就

難開多了。不過，我們都走過好多次了。走來走去，也沒啥樂趣了。風

景確實好看，但我看過太多、太多遍了。”……不過，這個涪陵船夫總

歸只是個船夫，他感興趣的是運貨，而不是這條江河的知識、歷史和詩

意。（頁 141-142） 

 

（二） 

源文本： 

Rarely does Huang Xiaoqiang talk about politics in the restaurant. One 

evening, when asked about the government, he shrugs his shoulders and 

says that with regard to China’s policies he has no guanxi. “Jiang Zemin is 

very big,” he says. “And I am very small.” (p. 251) 

大陸譯本： 

在麵館裡，黃小強極少談論政治。一天晚上，有人問他對政府的

看法，他聳了聳肩，說中國政府跟他沒有關係。“江澤民好大喲，”

他說道，“我好小哦。”（頁 270） 

 

在上述兩個片段中，故事人物話語前後的內容直接反映出敘述者對人物

行為的觀察，尤其是人物對自然環境或時事政治的漠然態度。上述觀察與人

物話語的內容形成呼應：片段（一）中，船夫的言論側面反映出他對三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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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意；而片段（二）中，飯館老闆的評價則折射出他對政治的不關心。然

而，大陸譯本中的四川方言將說話人的情緒融入到話語之中：片段（二）中

的副詞「好」、語氣詞「哦」、「喲」在傳遞出感嘆語氣的同時，還透露出打趣

和自我調侃的意味。片段（一）中，代詞「啥」、「啥子」亦有類似作用：「啥

子」在四川方言中表示「甚麼」，可用於指一切抽象意義上的事物（李丹陽, 

2014: 1），譯例中的「沒啥子危險」即表示沒有任何危險。當船夫以四川話喊

出「沒啥子危險」時，大陸譯本似將船夫對航行狀況的陳述（「aren’t too risky」）

轉化成他面對長江急流險灘時無所畏懼的心態。而表示「往、到」的動詞「走」，

則把航船活動變換成無甚稀奇的日常行為，顯示出船夫行船多日，船技嫻熟。

這樣一來，儘管對話前後部份的心理視角並未改變，但人物話語中的四川方

言間接調整了聚焦者看待說話者的眼光：在評判對身外世界漠不關心的涪陵

群眾時，聚焦者也留意到人物的情緒、性情及其他內在特徵，譬如逗趣的老

闆或是經驗豐富的船夫。可以說，源文本聚焦者更為關注涪陵人與其他中國

百姓具有的共性，人物被視為一種抽象的「類型」（type）：他們往往被視為中

國社會某一群體的縮影，而他們的言行則折射出更大範疇內的社會議題。然

而，大陸譯本中四川方言的使用，則把源文本中的類型化人物轉變成富有鮮

活個性或地域特徵的人。 

綜上，大陸譯本通過調整語言標記「mob」，並通過在人物話語中融入四

川方言，令源文本中與敘述者重合的聚焦者所採用的「心理」聚焦側面出現

內部變化：一方面，譯本消解了源文本聚焦者個體層面對涪陵人的批判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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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在部份情況下，某一抽象概念、文學形象、社會現象轉而變為上述觀察

的焦點。另一方面，當源文本個體敘事包含敘述者對人物不問時事的隱晦指

責時，大陸譯本中人物話語中方言的使用，還牽制了相應聚焦者心理視角的

傳遞，具有鮮活個體特徵或四川地域特徵的人物轉而呈現在聚焦者的視野之

中。 

 

4.1.2.3 「人與自然關係」的重構 

源文本敘述者對涪陵城市、鄉野的觀察貫穿在作品之中，包括作品開頭、

結尾的概括性書寫，以及作品中間部份以河流、山巒為主體的特寫。在對江

城的概括性書寫中，敘述者圍繞時間層面，呈現了涪陵鄉野在農民的耕作下

表現出的緩慢變遷，與涪陵城市的過度發展形成對比。在作品中間部份有關

自然風貌的描寫中，源文本傾向採用鑑定自然之物屬性的語言標記，即標示

山川河流物理特徵的表述，例如形容水質、山形的詞彙（「murky」、「steep」、

「rugged」），如此則呈現出敘述者感知視角下自然的「本來面目」。透過敘述

者的上述「事實性」觀察，源文本構建出人與自然的特定關係，即自然是獨

立於人的存在，而自然的本體特徵才是界定自然的標尺。與此同時，敘述者

亦從它對人、自然關係的上述認知出發，來審視正在建設中的三峽大壩工程

以及與之相關的人物。通過頻繁使用「harness」、「tame」、「control」等語言標

記，源文本展現了敘述者透過心理視角對三峽工程的評判，即把這類水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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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視為人企圖凌駕於自然之上的越界之舉。 

大陸譯本在回譯上述內容時，重置了源文本中人與自然的關係：人成為

了關係中的主體，而自然表現出的特徵則印證、烘托出人具有的品質。首先，

在江城的概括性書寫中，大陸譯本植入了標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視角的語言

標記，例如「勞動」、「勞動改造大地」，將敘述者對漫長時間裡農民勞作「過

程」的觀察，轉變成對農民這一勞動「主體」的觀察。其次，譯本較頻繁地

使用了漢語中形容自然的慣用表述，例如「深邃」、「雄踞」、「崇山峻嶺」。不

同於源文本中呈現山川河流物理特徵的語言標記，大陸譯本中的標記將人具

有的特質（包括人的性格、精神）投射到自然之中，傳遞出人對自然的主觀

印象。在特定語境中，這些標記還反映出中國人對祖國山河的熱愛，進一步

將源文本敘述者個體層面採用的「心理」聚焦側面切換為承載民族情感的「意

識形態」側面。下文將結合例子對上述兩個層面的聚焦變化作具體闡釋。以

下例 8 涉及作品開頭、結尾部份的回譯，其中，標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語

言標記被帶入到大陸譯本之中： 

 

例 8 

源文本： 

The city is different from the land in that, apart from the small old district, 

there is no sense of the past. To travel through the Sichuan countryside is to 

feel the history, the years of work that have shaped the land, the sheer weight 

of humanity on patches of earth that have been worked in the same way for 

centuries…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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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terrace has been shaped by human effort, by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the same clan, by decades and perhaps centuries of work. All 

of it consisted of the simple labor of hands and feet and basic tools, and the 

terrain has been changed so gradually that the work of the peasants seems as 

inevitable as a force of nature—something as determined and powerful as the 

river itself. (p.359) 

大陸譯本： 

這座城市與她所在的土地不大相同，差別在於，除了一小片老城

區，毫無歷史感。到四川的鄉下去遊玩是去感受歷史，去感受那些通

過勞動改造大地的歲月，去感受人類世世代代以來和土地相互較勁的

過程……（頁 31） 

…… 

每一塊台地都靠人力壘成，也許經過了一個家族世世代代幾十年、

幾  百年的艱苦勞動。這一切全都有賴於手工勞作、肩挑背扛、工具

簡陋，但極其緩慢的地形變化正說明，農民們的勞動跟大自然的力量

一樣早已注定—一如門前那條大江，毅然決然，力量無限。（頁 387-

388） 

台灣譯本： 

涪陵和周圍土地的差異就在於，除了那一小塊舊城區，這個城

市似乎沒有過去。如果你去到四川鄉下，你會感覺到歷史，感覺到

多年來塑造這塊土地的工夫，感覺到幾百年來以相同方式被耕作的

那一塊土地上人性的重量……（頁 74） 

…… 

每一塊梯田都是同一個家族一代接一代、經歷數十年或數百

年塑造 出來的。這一切都是由手、腳和基本工具的簡單勞力換來

的，而這些地形的改變是漸進的，因此，農民的作為似乎和大自然

的力量一樣是無可避免的，這是一種像河流一樣堅決而有力的東

西。（吳美真, 2012: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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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劃線部份可以看出，源文本兩個片段均使用了與時間相關的語言標

記，包括「years of」、「for centuries」、「successive generations」、「gradual」。這

些語言標記呈現出漫長時間裡農民勞作塑造鄉間土地的緩慢「過程」。上述時

間視角下的觀察實際上隱含著敘述者對人、自然關係的特定認識，集中體現

在第二個片段的最末一句。句中，農民的耕作被類比為自然之力，被認為與

文中所述河流（即長江）一樣，兩者都以漸進但堅決的方式塑造大地的形態。

可見，敘述者是以自然之力為標尺，來審視農民的勞作。 

儘管大陸譯本保留了大部份時間標記，然而，譯本穿插使用了與社會主

義意識形態相關聯的語言標記。「勞動」在譯本中反復出現，其中一處，還與

添至文中的「艱苦」一詞相搭配。相比之下，台灣譯本則採用「工夫」、「勞

力」、「農民的作為」等字眼。此外，大陸譯本中的兩個短語「勞動改造大地」、

「與土地較勁」，亦與社會主義話語呼應：「改造」、「較勁」展現出農民竭盡

全力將自然資源加以利用的主觀能動性。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視角介入到目

標敘事中，時間標記的作用也出現變化。這些標記不再僅僅指向時間之長，

而凸顯出世世代代勞動者的堅持不懈，以及在漫長時間裡付出的艱辛勞動。 

在源文本中，農民一定程度上是隱形的，在描述農民的行為活動時，源

文本採用短語「labor of hands and foot and basic tools」。台灣譯本譯之為「手、

腳和基本工具的簡單勞力」，通過借代手法，凸顯出勞作程序的簡易。大陸譯

本則譯之為「手工勞作、肩挑背扛」，雖未直接寫出勞作的主體為何，但農民

在田間耕作的形象躍然而出。伴隨以上段落所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視角的介



 

105 

 

入，大陸譯本敘述者的觀察焦點出現變化：目標文本中的農民成為敘事中的

主體，而片段最後一句所述自然之力，似乎只為印證勞動者所具有的「無限

力量」，由此，大陸譯本便倒置了源文本構建出的人與自然關係。 

上述社會主義語言標記的植入，以較直接的方式改變了源文本敘述者採

用的感知視角，而成語等慣用表述的使用則以間接、隱蔽的方式影響了回譯

過程中的聚焦側面的轉化，可通過兩個片段以作闡釋： 

 

例 9 

        片段（一） 

源文本： 

            …one can look upriver and see wild steep mountains in the distance. They 

crowd against the narrow airspace above the river…(p. 126) 

大陸譯本： 

……一抬眼就能遠遠地看到烏江上游那些粗曠而陡峭的崇山峻嶺。

這些山巒雄踞在烏江岸邊……（頁 138） 

台灣譯本： 

……只要往上游望去，你就可以看到遠處陡峭、杳無人煙的山巒。

這些山擠在河流上方狹窄的空中……（頁 181） 

 

片段（一）中，源文本採用一組反映山川河流物理特徵的語言標記來描

述烏江上游，例如，形容山勢、山形的詞（steep、rugged）、描述群山分佈的

詞（crowd against）以及形容河道寬窄、水流速度的短語（narrow swiftness）。

這些語言標記展現出敘述者感知視角下烏江上游的「本來面貌」。此外，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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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還以「wild」一詞（由斜體標記）形容烏江上游，揭示出這片土地鮮有人類

涉足的原生態面貌。這恰與上述描述山河物理特徵的語言標記形成呼應，共

同映襯出烏江上游的原始狀態。 

大陸譯本儘管仍使用了表現山形、山勢的詞彙，如「粗曠而陡峭」，但短

語「crowd against」被譯為「雄踞」，而該短語在台灣譯本中則被直譯為「擠

在…..」。「雄踞」一詞指以「强而有力」（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

輯室, 2005: 1530）的方式「盘坐、占据」（同上: 742），在描述山巒地理位置

的同時，還展現出群山的氣勢，標示出「人」對於自然的主觀心理感受。儘

管源文本中「crowd」一詞亦帶有擬人色彩，似將山巒比作擠在一起的人群，

但「crowd」是以人群的外在特徵為喻體，仍突出的是群山密集分佈的狀態，

而大陸譯本中的「雄踞」二字，則更多以「人」（在某些情況下「軍隊」）的

內在精神氣節為喻體，凸顯的是群山巍峨雄偉的形象。大陸譯本採用的表現

群山高大險峻的成語「崇山峻嶺」，即與「雄踞」形成呼應，共同表現出山在

人心中的威武形象。大陸譯本由此凸顯的，不再是烏江上游的原生態面貌，

而是敘述者心理視角下聚焦到的自然形象。 

敘述者上述心理視角下的觀察，實際上與中國人對自然持有的集體認知

存在關聯（詳見 4.1.3）。在特定語境中，這一集體認知，還會與歌頌祖國壯闊

山河的民族情感相呼應，使得「感知」聚焦側面進一步轉換成「意識形態」

側面，下面結合片段（二）作具體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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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 

片段（二） 

源文本： 

…the boat floating out into the heart of the great wide Yangtze…and  

suddenly it is clear that everything in this landscape has been shaped by the 

steady power of the Yangtze. For the river here has strength. Sometimes it 

widens to several hundred feet, and sometimes it is pinched close between 

steep hills, but always the current is powerful. The Yangtze carries snowmelt 

from the western mountains, and it has already been joined by most of its seven 

hundred tributaries, and so it slips quickly through the hills…The boat draws 

southward until it is out of the main current of the river, until the great force of 

the Yangtze has been left behind, and then it docks. (p.358-361) 

大陸譯本： 

……輪船朝著浩瀚長江的江心搖搖擺擺地駛了過去……霎時之間便

一目了然，沿途的風景也是由長江水持久的作用力一點一點造就而成。

這裡的長江氣勢磅礴。江面時而寬達數百米，時而被兩岸的陡坡緊緊鎖

住，但它的水流總也勢不可擋。長江裹挾著西部高山融雪，一路上吸納

了七百多條大小支流，奔騰激盪在崇山峻嶺之間……終於，輪船擺脫長

江水流的巨大牽掣，靠岸了。（頁 386-390） 

台灣譯本： 

……而船漂流到寬闊的長江江心時……突然之間，乘客們清楚地感

覺到，這篇風景的一切都是長江那股沈穩的力量所塑造出來的。因為這

裡的河流具有一種力量。有時它寬達數百公尺，有時則擠在陡峭的山丘

之間，但水流一直是氣勢澎湃的。長江挾帶著來自西部山區的融雪，在

此，它的七百條支流大都已匯入，因此，它湍急地流過山丘之間……最

後，長江那股巨大的力量就被拋在後面了。（頁 442-445） 

 

從源文本黑體部份可見，敘述者側重觀察江河的物理特徵，主要體現在

如下語言標記中，包括形容河面寬窄的詞彙「wide」、「widen」、「pinched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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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描述水流狀態和速度的短語「slips quickly」。此外，源文本還使用一組具

有重複、近義關係的詞群（如斜體所示）來描述長江，即「power」、「powerful」、

「strength」、「the great force」。一方面，這組語言標記指向感知視角，呈現敘

述者對長江流速、流量等特徵的觀察，展示出長江的流量之大、水勢之猛。

另一方面，「power」、「strength」等詞展現出江河具有的一種抽象意義上的「力

量」，折射出敘述者對長江的主觀印象。當上述描述長江物理特徵的語言標記

與「power」等詞組合在一起時，源文本表現出長江具有的「力量」是一種發

端於自身，且獨立於人之外的原始力量。 

大陸譯本在翻譯有關河流物理特徵的詞語時，採用了漢語中描述自然的

慣用表述：表示江面寬度的形容詞「wide」被譯作「浩瀚」，而形容水流速度

的短語「slips quickly」則被譯為「奔騰激盪」，兩者共同反映出長江水勢之盛

大。此外，由「power」、「strength」等構成的詞群則部份被譯為成語，即「氣

勢磅礴」以及「勢不可擋」，進一步凸顯出江河的氣魄，似將長江擬人化，還

可引人聯想到志氣昂揚的軍隊。大陸譯本的上述變化與台灣譯本形成鮮明反

差，後者更多將「power」等詞直譯為「力量」，而僅有一例表述被譯為成語

「氣勢澎湃」。 

在本例中，大陸譯本中的成語等慣用語，凸顯出長江在中國人心目中壯

闊、偉岸的形象，而由於長江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民族象徵意義，即往往被喻

為「母親河」或中華民族誕生的「搖籃」，對長江的上述集體認識還會被進一

步借用，而與民族情感形成呼應：人們通過頌揚長江，來彰顯中華民族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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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氣節，並表達對祖國山河的熱愛。如此一來，大陸譯本敘述者的觀察焦

點出現微妙轉移：自然的力量不再由自然本身的特點所界定，而反受制於人

賦予自然的價值。 

大陸譯本對人與自然關係的重構還集中反映在有關三峽大壩工程的論述

部份，及以此為背景講述的個體故事之中。在源文本中，敘述者採用不同觀

察位置來審視即將動工的三峽水壩工程：它既從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立場出發，

將大壩視為集權專制下的政治產物，又借用中外專家的觀點，從心理認知層

面，審視大壩對自然生態、文化遺產的潛在威脅，與此同時，它還站在涪陵

本地人的立場上，試圖理解水壩可能帶給當地的積極改變。在圍繞不同角度

討論三峽大壩時，敘述者透過它個體層面的認知，對三峽工程的聚焦亦穿插

其中。這主要體現在一組描述人對自然施加控制與約束的語言標記中，包括

「harness」、「tame」、「control」等。 

在回譯三峽工程的有關內容時，大陸譯本的重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中一方面在於政治敏感信息的刪減與調適，包括以下幾種情況：刪除與大

壩形成類比關係的中國政治歷史事件，如大躍進、文革；刪節大壩建設反對

者（即記者戴晴）被捕入獄的相關內容；對支持、推動大壩建設的政治機構

（如人民代表大會）與政治領導人物的負面評判進行調適，如將「獨裁者」

翻譯為不負載價值判斷的人稱代詞「這兩個人」（李雪順譯, 2012: 116）。由此，

大陸譯本消解了源文本敘述者意識形態視角中包含的西方民主理念：儘管大

壩仍被視為國家政策的產物，但不再被視為集權專政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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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的重構即表現在，大陸譯本改變了源文本敘述者個體心理視角

下對大壩的觀察。當源文本從專家的角度分析水壩對三峽自然環境的負面影

響時，語言標記如「threaten」、「finish off」在大陸譯本中被譯為「威脅」、「滅

絕」，直接反映出大壩工程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然而，在敘述者由個人角度出

發對三峽大壩及相關現象作出解讀、評價時，語言標記（如「harness」、「tame」）

所指向的視角在回譯中則出現細微改變。引起這一變化的，不僅在於譯本對

語言標記本身作出的調整，還關乎上下文中與上述標記存在搭配關係的語言

標記的變化。本研究者發現，儘管譯本將「harness」、「tame」直接譯為「駕

馭」、「馴服」等，但大陸譯本傾向在上下文中採用表現人物主動性或正面性

的詞彙或短語，如「付出……努力」、「搏擊」，或標示中國悠久歷史的語彙，

如「豐富的歷史」。這樣一來「harness」、「tame」等語言標記產生了不同的搭

配意義，凸顯出的不再是人對自然的控制，而是人在面對自然時表現出的勇

氣與智慧，下面以例 10 進行具體討論： 

 

例 10 

源文本： 

The country has been controlling and harnessing water for centuries— 

no other civilization on earth has such a long and successful history of turning 

rivers to man’s use.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Sichuan province was 

originally spark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Dujiangyan, a brilliantly designed 

irrigation project that was constructed twenty-three centuries ago and even 

today still functions perfectly, turning the Chengdu Basin into one of the most 

fertile rice-growing regions in the country. Even the Yangtze has been t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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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albeit on a much smaller scale; the Gezhou Dam was completed in 1981 

on a site down-stream from the location of the current project. (p.115) 

大陸譯本： 

這個國家有數千年駕馭和馴服河水的歷史—人類文明史上，還沒有

哪個國家具有這樣的歷史記錄，可以把一條條大小河流成功地加以持久

利用。四川中部的都江堰，設計巧妙，修建於兩千三百多年之前，時至

今日依然正常地發揮著灌溉功能，把成都平原變成了全國肥沃的魚米之

鄉。此前，長江也被馴服過，縱使規模較小。1981 年，在目前修建的三

峽大壩的下游，人們修建了葛洲壩。（頁 127） 

台灣譯本： 

幾百年來，這個國家一直在控制和約束水。關於如何讓河流為人類

效力，地球上沒有其他文明有著這樣一段悠久而成功的歷史。四川中部

的發展原先是由都江堰的建造所觸發的。都江堰是一個設計精良的灌溉

系統，建造於兩千三百年前，直至今日仍完美無缺地運作著，將成都盆

地變成中國最肥沃的產稻區之一。即使長江也被馴服過，雖然規模小。

一九八一年，位於目前三峽工程所在地往下游方向的葛洲壩完工了。（頁

169） 

 

此例中，敘述者圍繞中國水利工程進行觀察，從源文本下劃線標記的詞

匯可以看出，敘述者基於時間框架，來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水利項目，從數百

年前的都江堰，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葛洲壩。文中黑體顯示的語言標記（即

「controlling and harnessing」、「turning rivers to man’s use」、「tamed」）則標示

出，敘述者透過人、自然關係的認知展開觀察—它將這些水利工程視為人控

制自然的途徑，以實現人類的需求。其中，「tame」這一帶有比喻意義的表述，

形象地顯示出敘述者心理視角下人與河流的關係：它將人視為「主人」，而河

流則是人試圖制服、約束的對象，如此一來，人對河流的「馴服」，實則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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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收斂自身的天性，從而歸順、聽命於人。 

在回譯上述兩個片段時，儘管大陸譯本大體保留了時間框架，然而，譯

本構建了與時間相關的新詞群，包括「歷史」、「人類文明史」、「歷史記錄」，

并將「for centuries」譯為「數千年」。在中文語境中，上述圍繞「歷史」構建

的語言標記不再單純地表示時間長短，而指向漫長時間裡，中國文化的積淀

及所達成的成就。當敘述者透過上述意義上的「歷史」角度審視中國水利工

程時，這類工程反被看作中國悠久文化的寫照。此外，標示心理視角的短語

「turning river to man’s use」被譯為「持久利用」，該短語消解了人與河流之

間控制與被控制的不對等關係，突出人在轉化自然資源方面的作為，與上述

時間層面的變化形成呼應。由此一來，儘管大陸譯本同樣採用包括「馴服」、

「駕馭」在內的語言標記，然而，這些比喻性表述的語境意義在譯本中出現

變化：人對自然的「馴服」不是人對自然的操縱，而相反，是人對自然的有

效利用。與此不同，台灣譯本在翻譯標示心理視角的語言標記時，一方面採

用諸如「控制」、「約束」等語義明晰的表述；另一方面，譯本將短語「turning 

river to man’s use」譯為「如何讓河流為人類效力」，從而凸顯出人凌駕於河流

之上的不對等關係。 

從上述分析可知，大陸譯本似偷換了「馴服」、「駕馭」等詞的含義：「馴

服」指向的不再是人對河流天性的束縛，而是人對自然難題的征服。在某些

情況下，譯本對「馴服」行為的挪用，還彰顯了中國人這一集體在面對自然

時的智慧以及對自然資源持久利用的悠久文化。由此，譯本將源文本敘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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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層面上採用的「心理」聚焦側面進一步轉變成負載民族情感的「意識形

態」側面。 

綜上，源文本與敘述者重合的聚焦者主要從感知、心理視角出發對涪陵

的地域環境及即將動工的三峽工程進行觀察。這一觀察蘊含它對於人、自然

關係的思考，即自然獨有的力量不以人的意志、需求、價值為轉移。台灣譯

本以直譯手法翻譯描述農民勞作的語言標記以及修飾自然特徵的標記。此外，

在處理「tame」、「harness」等標記時，譯本注意突出人對自然的控制。然而，

大陸譯本通過採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標記，將「勞動者」改造自然的能力轉

變成聚焦者的觀察焦點。此外，譯本通過使用四字成語在內的慣用表述將自

然擬人化，在部份情況下，還彰顯出中華民族這一集體所具有的品質與精神。

這一變化規律同樣體現在「tame」、「harness」等語言標記的翻譯中：通過改

變上述語言標記的上下文，大陸譯本轉而表現出中國人在利用自然資源方面

的智慧及面對自然險境的勇氣，從而將意識形態視角引入到目標敘事之中。

伴隨視角變化，「人」成為了大陸譯本聚焦者視野中的「焦點」。 

 

4.1.3 聚焦者屬性及觀察位置變化 

在 River Town 的回譯重敘過程中實際上隱含著聚焦者觀察位置的改變，

及隨之產生的聚焦者屬性變化。在大部份情況下，這個聚焦者與敘述者重合，

即敘述者選擇自己對故事進行聚焦，而少數情況下，敘述者則採用故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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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聚焦者。從三個「重新聚焦」模式來看，大陸譯本聚焦者的屬性主要表現

出「局外人」至「局內人」的轉變。源文本敘述者坦言，它在江城彷彿有兩

個身份，一個是叫「何偉」的「中國自我」（the Chinese self），另一個是名為

「彼得．海斯勒」的「美國自我」（the American self）。在江城四處遊走的是

「中國自我」，而伏於案頭記敘故事的則是「美國自我」（Hessler, 2001: 238-

239）。然而，儘管敘述者表示在涪陵的時空中存在一個「中國自我」，從前文

分析可見，無論敘述者是以「美國自我」還是「中國自我」對中國人物、事

件進行聚焦，還是借用中國故事人物的感知，聚焦者觀察時體現出的價值觀

和意識形態立場都呈現出「局外人」的特徵。 

聚焦者的這個「局外人」屬性，首先體現在它對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殘

酷歷史過往的觀察之中。自天安門事件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發生變

化，政策重心由關注中國八十年代的市場經濟改革，轉向中國政治專制體制

存在的弊病，中國的負面形象由此成為美國媒體報導中國的主流（Dorogi, 

2001: 38-39; Lee, 2010: 344）。在眾多負面報導中，最為常見的類型以「人權

侵害及專政政治體系」（human rights abuses and a repressive political system）

為主題，其中不乏有關政治異見份子遭受鎮壓的新聞故事（Liss, 2003: 306-

307）。約翰遜在反思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時，亦把政治異見份子、派系權

力爭鬥等視為負面中國報導的常見內容（Johnson, 2015: 5）。上述與中國相關

的公共敘事，實際上折射出蘊含在美國新聞中的理念，也即赫伯特．甘斯

（Robert Gans）所說的「恆久價值」（enduring value）(Gans, 1979: 42-52)，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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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利他民主」（altruistic democracy）以及「個人主義」。前者默認民主制

度比起獨裁專政具有不言自明的優越性，而後者則強調「個體對自由的捍衛，

以抵抗國家和社會的侵犯」（同上, 43-45; 50-51）。 

反觀 River Town，該敘事新聞作品與約翰遜所言「傳統（美國）的中國報

導」（traditional coverage of China）（Johnson, 2015: 6）有所不同，文本中聚焦

者的觀察對象不再是對抗政府的個體（即政治異見份子），而是江城中的普通

百姓。然而，通過呈現殘暴歷史及普通人的悲慘際遇，源文本聚焦者的觀察

仍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美國新聞中隱含的上述「恆久價值」，且與英美敘事環

境中指涉中國人的公共敘事存在關聯。肖迪指出，1980、1990 年代的英譯中

國小說共同編織出有關「個體創傷」（personal trauma）的公共敘事。這類公

共敘事以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政治事件為背景，重點敘述中國人遭受的迫害，

以及政府壓制歷史記憶的企圖（Xiao, 2014: 125-133）。於 1990 年代末創作的

River Town 便在一定程度上與這類公共敘事形成呼應：聚焦者不僅看到江城

百姓在歷史過往中的苦難，還關注殘酷歷史際遇延續至今的影響，也即藍詩

玲所說的，這段歷史給中國帶來的「心理遺產」（psychological legacy）（Lovell, 

2011）。 

此外，源文本聚焦者個體心理視角下對涪陵群眾作出的批判性觀察，同

樣反映出「局外人」屬性。作品中，涪陵群眾兩度被視為缺乏公共道義之心

的「亂民」（mob）。甘斯指出，美國新聞故事往往關注「草根活動」（grassroots 

activity），鼓勵個體公民對公共社會事務的積極參與（Gans, 1979: 44），而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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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群眾面對他人危難和社會事件的不作為，即恰好有違「利他民主」的價值

理念。另外，與「crowd」、「group」等中性詞不同，「mob」這一語言標記還

凸顯出人群的暴力傾向。在美國媒體關於文革的報導中，紅衛兵便被描述為

「Mao’s mob」（Hsiao & Yang, 1994: 314）。「mob」一詞在行文中的反復使用，

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英文讀者聯想到有關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缺乏獨立思

考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即面孔模糊，任憑政治勢力擺佈的集體形象。 

此外，源文本聚焦者在觀察大壩工程及三峽風光時，屢次透過心理視角，

呈現人類馴服、控制自然的企圖。對人、自然矛盾的刻畫，亦見於其他中國

題材當代敘事新聞作品，如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這類作品在敘述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往往會揭露發展過程中的

「瓶頸」（bottlenecks）或存在的弊端與問題，而「環境退化」便是其中一大

主題（Song & Lee, 2015: 9）。這個創作思路與蘊含「小城鎮田園主義」（small-

town pastoralism）價值觀的美國新聞報導存在共通之處，兩者均側重講述自

然環境與人為發展之間的衝突（Gans, 1979: 49）。 

隨著江城故事回譯為簡體中文，源文本聚焦者的「局外人」屬性在大陸

目標文本中被轉變為「局內人」屬性。前文指出，大陸譯本聚焦者對江城及

其居民的觀察折射出中文讀者對本體文化人事物的集體認識，而這一集體認

識一方面與政府宣傳的官方敘事存在關聯，而另一方面還呼應了中文（大陸）

敘事環境中流傳的特定集體敘事。 

在「歷史過往」的重構中，大陸譯本聚焦者便彷彿依循著官方敘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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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回憶所構建的視域框架，來重新審視源敘事中的殘酷歷史。在大陸官方

文獻「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

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1981）中，當述及「大躍進」、文革等政治歷史事件時，

文獻較為頻繁地採用了「挫折」、「困難」、「錯誤」等字眼。儘管將文革定性

為「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但史艾米指出，這一官方

敘事實際上缺乏對個體創傷經歷的記錄（2015: 286）。同樣，River Town 大陸

譯本推出前後，在有關建國以來「前三十年」的公共敘事中，相應歷史被解

讀為國家發展進程中的「嚴重挫折」（金衝及, 2009），而並未凸顯政治歷史事

件對人造成的傷害。可以說，大陸譯本未如源文本一般採用「brutal」（殘暴）、

「horrible」（恐怖）等語言標記，協調了本地敘事與大陸官方敘事的潛在衝突，

反映出目標文本聚焦者是依照官方視角解讀相應歷史。 

此外，大陸譯本中的語言標記還呼應了普通百姓有關歷史過往的集體回

憶，即一種帶有消遣、懷舊意味的「回顧型集體記憶」（徐賁, 2007: 931-934）。

徐賁提出，在 20 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文革追想」中，人們往往藉由對「蹉

跎歲月」的感嘆、調侃，來應對自身所處的現實困境。這一記憶出現在人們

的日常對話之中，且記憶指向的通常不是具體的歷史政治事件，而是「模糊

不清的時期」（同上, 933-934）。在分析文革實物記憶時，徐賁還指出，文革記

憶表現出「日常（生活）化」的特徵，即特殊歷史時期的「專制統治印記」

被予以消除，而演變成一種有關過往的「無害」記憶（同上, 998）。這一「無

害」記憶固然受到了來自官方敘事的影響，但也體現出普通民眾試圖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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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實之間達成和解的心理。回看大陸譯本，可以發現，譯本用於形容歷史

「時期」的語言標記（如「坎坷」、「艱難」），或是描述日常心理反應的籠統

表述（如「糟糕」），即與承載上述集體記憶的敘事形成呼應。另外，許子東

指出，以文革記憶為題材的當代中國小說，儘管講述了百姓在文革期間的悲

慘經歷，但其中一種類型的作品通常採用「『因禍得福』的意義結構」，譬如

包含主人公歷經苦難，終獲幸福的情節（2000，209-210）。大陸譯本在作品臨

近尾聲部份，使用描述人物正面性或主動性的語言標記（如「奮鬥」、「鑄就」、

「豐富的經歷」），塑造出「奮鬥者」的形象，便與上述文革記憶小說形成呼

應。從上述討論可見，大陸譯本聚焦者似乎不只是單純地受制於官方劃定的

視域範疇，而同時還在集體視角的牽引下，來審視江城居民歷經的過往。 

與上述情形相仿，在「涪陵群眾」的重構中，大陸譯本除把部份「mob」

譯為「人群」、「整體」外，還較頻繁使用「圍觀」、「圍觀人群」等詞，將源

文本聚焦者所看到的「亂民」（mob）轉化成消極圍觀的「看客」及其所代表

的圍觀現象，從而與魯迅等中文作家筆下的故事產生互文關聯。這些在中文

語境中流傳的文學性集體敘事，講述了群眾對革命運動無動於衷、助紂為虐

的故事。而由於這些敘事往往以喚醒民族覺醒為目的，中文譯本繼而消解了

源文本「局外人」聚焦者透過「個人主義」、「利他民主」等美國價值觀對亂

民的觀察，轉而呈現出「局內人」聚焦者眼中對家國命運麻木不仁的群眾形

象。 

此外，在「人與自然關係」的重構中，聚焦者對涪陵山水的觀察，亦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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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出蘊含在中國（大陸）官方、集體敘事中的自然觀。其中，社會主義語言

標記的使用（如「勞動改造大地」）便易於讓人聯想到毛澤東時代當中，與社

會主義發展建設息息關聯的自然觀，即號召勞動者成為自然的「主人」，「革

地球的命」，以發展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新國家的官方敘事（轉引自武善彩, 

2005: 50-51）。儘管毛澤東時代形成的特定自然觀在大陸敘事環境中也開始逐

漸被以批判的眼光加以重新審度（武善彩, 2005: 50-51），但上述自然觀仍代

表了毛澤東時代當中成長的一輩人，對人與自然關係的集體認識，而生於 20

世紀 50 年代的譯者李雪順對上述語言標記的採用，即反映出這一自然觀在某

種程度上對普通民眾產生的潛移默化影響。 

然而，目標文本聚焦者對人、自然關係的觀察並不簡單地受到上述政治

思想的支配，與此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的自然

觀。艾凡赫（P.J. Ivanhoe）指出，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學思想秉持「人類中心主

義」（anthropocentric point of view）的理念，認為自然原本處於混亂、無秩序

的狀態，需在聖人先賢智慧的引導下賦予自然「良好秩序」（good order）

（Ivanhoe, 1997: 158）。「良好秩序」的建立便部份體現在人對自然的合理引

導與利用之上。這一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何大陸譯本聚焦者，將

三峽大壩等人造工程視為社會文明、進步的寫照，而非對自然的侵害。另外，

中國文化還慣於把人與自然進行相互類比，即借用自然的特質來評鑑人的行

為（如智者樂山、仁者樂水）（Ivanhoe, 1997: 156-157），與此同時，人也將其

嚮往的理想品質寄託於自然，如將螞蟻、蜜蜂視為「義」（duty）的化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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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62）。我們看到，大陸譯本聚焦者，即通過使用慣用語、四字成語（如深

邃、氣勢雄偉），把中國文化中人對自然的集體印象投射於對山川河流的觀察

之中，似乎延續了中國文化中人、自然之間的類比傳統。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大陸目標敘事與中文（大陸）敘事環境中的集體、

官方敘事存在關聯，顯示出大陸譯本聚焦者是佔據「局內人」的觀察位置，

來審視江城及其居民。這一「局內人」身份在某些情況下帶有政治屬性，即

目標文本聚焦者往往依循官方敘事劃定的視域範圍展開觀察。然而，聚焦者

的觀察與中文（大陸）敘事環境中集體敘事的關聯則揭示出：它彷彿與中文

（大陸）讀者處於同樣的社會時空之中，轉而透過中文（大陸）讀者的集體

認識，來看待本體文化中的人物與事件。與此同時，聚焦者還採用「內省視

角」3，即通過呈現人物的性格、秉性等內在特質，來凸顯出里蒙—凱南所說

的「內在生命力」（inner life）（Rimmon-Kenan, 2002: 82）。以上，本節以大陸

譯本為主要文本，分析了 River Town 回譯中的「重新聚焦」模式，並在此基

礎上，就聚焦者屬性及觀察位置的變化展開討論。下一節將圍繞「中國三部

曲」中的另一部作品 Country Driving，對「回譯作為重敘」現象展開進一步

討論。 

 

4.2 案例二：回譯 Country Driving 

4.2.1 作品背景與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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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Driving（2010）是海斯勒「中國三部曲」之尾曲。該作品根據

作者 2001 年至 2007 年間在中國的經歷創作。在此期間，海斯勒駕車前往中

國西北以及東南沿海，並在毗鄰北京的一處村莊安家，四處遊歷的過程中，

他從沿路的點滴見聞出發，來窺探當代中國發生的巨變。講述這一巨變時，

Country Driving 與 River Town 採用的角度有所不同，它關注的不再是建國以

來政治動盪的歷史歲月，而更多地觸及改革開放背景下，中國社會經濟的快

速變遷，尤其是席捲全國的城市化進程。從這個意義上看，作品敘述的駕駛

之旅更像是有關於「變革中國」的一場紀實歷程。 

全書共分為三卷，分別為「The Wall」、「The Village」以及「The Factory」。

在上述三卷中，海斯勒主要圍繞敘述者「我」的視角，來記敘他遊歷、生活

過的三個區域各自呈現的面貌：在沿著長城遺跡的尋踪之旅中，他看到年輕

人紛紛離開的西北農村；在北京近郊三岔村的生活裡，他留意到汽車發展浪

潮影響下村莊的變遷；在東南沿海經濟開發區的考察中，他目睹了浙江麗水

市工廠的興起。在三段紀實歷程中，海斯勒往往將沿路遇到的人與事當作引

子，由此對中國社會當中更大的議題展開討論，涵蓋宗教信仰、民族身份、

政治體制等多個範疇的話題。這一以小見大的創作手法使得作品論及的社會

議題具有多樣性，但改革開放背景下中國社會的變遷仍是貫穿在作品中最為

重要的主線。 

我們若將上述三段歷程進行關聯，可以發現，三段歷程實際上共同編織

出海斯勒眼中，中國社會變遷的大致脈絡，即西部農村的沒落、東部沿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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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城鎮的湧現。在具體刻畫上述變遷時，作者亦將鏡頭對準了城市化進程中

的主角——那些由農村向城市遷移的打工者以及農民出身的創業者，亦即作

者所說的「移民」（migrants）。通過講述這一群人的群體故事，並對群體中的

個別人物（如搭順風車的旅客、工廠裡的師傅）以及家庭展開特寫，作品反

映出變化漩渦中普通百姓的處境，並揭示出作者關於中國改革時代的思考，

尤其是這一進程中存在的隱憂與矛盾。 

儘管 Country Driving 是「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但它是三本書中最早在

中國大陸翻譯出版的作品。簡體譯本《尋路中國——從鄉村到工廠的自駕之

旅》由李雪順譯，於 2011 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此外，繁體譯本《尋路

中國——一段見證與觀察的紀程》（初版；二版）則由吳美真譯，分別於 2011

年、2013 年由八旗文化出版社在台灣出版。本研究以簡體譯本為主要研究對

象，並以 2013 年較新出版的繁體譯本為參考。對 Country Driving 的中文譯

本進行分析時，本研究運用了與研究 River Town 中譯本相同的「重新聚焦」

文本分析模式（另見 4.1.1）。通過追踪目標文本相較於源文本的語言標記變

化，以考察感知、心理、意識形態「聚焦側面」在回譯過程中的規律性變化，

並在此基礎上，剖析簡體譯本的「重新聚焦」模式，即隨著「聚焦側面」改

變，譯本圍繞源敘事主體內容（即中國社會變遷）的哪些方面展開重構。 

在作具體文本分析時，本研究一方面考察貫穿在三卷內容中語言標記的

連續性變化，另一方面則關注卷首卷尾的綜述部份，以及各卷中個體、集體

敘事，剖析其中的語言標記變化。如上文所述，社會經濟變遷是貫穿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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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的重要議題，而作品中有關中國百姓的敘事又以打工者以及創業農民

為主體，故而，本研究重點分析的個體、家庭、群體敘事，主要涉及城市化

進程中的主體，具體包括第一卷中西北離家農民的故事，第二卷中北京市郊

農民魏子淇一家創業的故事，以及第三卷中沿海工廠打工者的故事。 

 

4.2.2 回譯文本的「重新聚焦」模式 

Country Driving 在重點關注當代中國社會經濟變遷的話題之時，還偶有

論及不同面向的社會問題。當回譯帶有政治敏感性的社會議題時，大陸譯本

仍然存在將敏感信息審查刪改的情況。其中，當源文本述及蒙漢歷史爭議、

法輪功興衰過往、土地改革失敗等問題時，大陸譯本出現較大幅度的刪改。

然而，通過運用前文所述「重新聚焦」文本分析方法對中文譯本展開分析，

本研究者發現，除審查刪節所產生的內容縮減外，大陸譯本對敘事主體內容

（即中國社會變遷）的回譯，亦存在語言層面的細微調整，及由此產生的聚

焦變化。大陸譯本不僅調整了源文本聚焦者對中國社會整體變遷格局的觀察，

還重塑出聚焦者視域中的農民工形象以及當代農村的發展處境，具體包括以

下幾種「重新聚焦」模式，即「快速變遷」的重構、「農村移民」的重構以及

「農村新舊反差」的重構。 

 

4.2.2.1「快速變遷」的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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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述行車途中的「中國故事」時，Country Driving 呈現了敘述者對改

革開放背景下中國社會整體變遷的觀察。在作品三卷開頭部份，即每一場歷

程之前，敘述者會就行車線路或目的地，對不同地域所發生的變化作大致評

述。此外，由於行車經歷是貫穿作品的一條主線，在闡釋中國變遷這一宏大

問題時，敘述者將觀察重心放在「汽車潮」（auto boom）之上，往往以汽車市

場及其影響為切人點，來投射出中國社會中的整體變遷格局。源文本敘述者

對中國變遷的聚焦實際上隱含著一個時空維度，换言之，它傾向於透過「感

知」聚焦側面中的時空成份，尤其是「時間」成份，來審視中國社會發生的

劇變：它看到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裡中國社會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尤其是

沿海地區，工廠與城鎮彷彿在頃刻間湧現而出。源文本中反復出現的「boom」、

「rush」、「wave」等語言標記雖不是純粹的時間概念，但包含有關「快速變

化」的時間成份，即展示出汽車、工廠、高速路等新生事物霎時間爆發式地

迅速興起與成長。 

在回譯時，源文本語言標記中所包含的時空成份往往被大陸譯本消除或

挪用，以凸顯出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譬如，譯本借用「boom」、「rush」、

「boomtown」、「instant city」等詞中標示「急速」變遷的語義成份，將上述標

記分別擴展為「大發展」、「快速發展」、「發展迅猛的城鎮」、「快速崛起的新

興市鎮」等。儘管以上標記中仍包含「速度」成份，如「快速」、「迅猛」中

之「迅」字，但「發展」凸顯的不再是短時內的快速變化，而是長時內相對

穩定的積極變化過程，當與「迅猛」、「崛起」等語彙搭配在一起時，敘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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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焦點出現偏離：變遷的速度被轉變為發展的態勢。 

這一變化尤為明顯地表現在「auto boom」的翻譯中。「auto boom」在源

文本中主要用於描述中國的汽車市場，更多指向汽車需求量自千禧年以來的

激增，包括汽車銷量、汽車款式、駕駛員數量等在短時間內的快速變化。台

灣譯本敘述者將類似的變遷視為一時之間興起的浪潮，譯本傾向於將含有

「boom」、「rush」的短語譯為帶有「潮」字的短語，如「汽車潮」、「建築潮」，

或動詞短語「大量湧現」。據國語辭典（台灣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1998），

「……潮」通常指向某一事物「如潮水般洶湧起伏的形勢」，儘管仍反映出事

物或現象所具有的能量或勢頭，但這一趨勢並不具有持續性，而只是一時興

起或流行。 

與台灣譯本不同，大陸譯本敘述者則把「發展」作為觀察焦點。當「auto 

boom」第一次出現時，大陸譯本譯之為「汽車工業大發展」，隨後則反復譯之

為「汽車大發展」。「汽車工業大發展」這一表述，較為明顯地改變了源文本

敘述者對中國汽車行業的聚焦：首先，該詞將敘述者對汽車「需求」的觀察

轉變成對汽車「供給」的觀察；其次，「發展」往往意味著循序漸進、較為系

統的變化，尤其是「從低級到高級的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

編輯室, 2005: 369），不僅隱去「boom」一詞中包含的有關「快速變化」的時

間維度，還表現出更為積極、正面的內涵。當與汽車工業搭配時，該表述展

現的是中國汽車製造業的發展水平，還可能會引導讀者聯想到汽車生產產能

的擴大或生產技術的進步等。雖然大陸譯本將往後出現的「auto boom」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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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汽車大發展」，省去了「工業」二字，但這一表述並未揭示「汽車」與「發

展」之間的關聯，故而可能引導讀者依據前文出現的「汽車工業大發展」來

進行解讀，從而使敘述者的觀察焦點出現連續性的偏移，而有關中國汽車製

造業蓬勃發展的印象則被不斷強化。大陸譯本與台灣譯本對「auto boom」的

不同譯法，說明英漢語言差異並不是產生標記變化的絕對影響因素。大陸譯

本敘述者以「發展」為核心的觀察，實際上呼應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相關

公共敘事（詳見 4.2.3），從而將意識形態視角帶入了大陸目標敘事中。 

類似的語言標記調整，還主要出現在第一卷以及第三卷開頭。在相應部

份，源文本敘述者圍繞中國東西部的差異，或基於過去、現在、未來的大體

框架，來聚焦中國總體上的發展變遷格局。這一時空層面的觀察由於出現在

卷首部份，通常為後續故事側重展現的主題作下鋪墊。大陸譯本在回譯上述

內容時，挪用了源文本語言標記中的時空成份，以此展現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視角下，經濟蓬勃發展的局面，下面通過兩個例子來進行具體闡釋： 

 

例 1 

源文本： 

Since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the period of free-

market economic changes initiated by Deng Xiaoping since 1978, 

development has been most intense in the coastal regions…But the north 

and the west were still home to vast stretches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the maps of those regions had a sense of space that appealed to me. (p.7) 

大陸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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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 1978 年提出以發展市場經濟為目的的改革開放政策，

自那以來，沿海地區的發展非常快……可在北部和西部，很多地方

仍舊以農業為主，因此在地圖上看來仍留有發展空間，也因此吸引

著我。（頁 5） 

台灣譯本： 

自從｢改革開放｣——由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提出的市場經濟

改革——以來，沿海地區的的發展十分迅速……但西部和北部仍有

廣袤的農田，那些地區在地圖上呈現的空間感對我很有吸引力。（頁

15） 

 

例 1 出自第一卷開頭，在該片段中，敘述者針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東

西部地區展開觀察。其中，在審視西北地區時，敘述者側重採用空間視角。

它看到寬廣的農田（vast stretches of agricultural land），以及這片區域帶給人

的空曠感覺，也即文中所謂「空間感」（a sense of space）。西北地區展現出的

「空間感」與工廠、城市密集分佈的沿海地區形成鮮明對比，這也為該卷後

文有關西北地區人口流失、村莊消失的敘事埋下伏筆。 

在兩種中文譯本中，大陸譯本調整了上述包含空間成份的語言標記，賦

予相關表述以經濟發展內涵。其中，「agricultural land」在大陸譯本中被譯為

「農業」，而在台灣譯本中則被直譯為「農田」，可見，源文本敘述者對「田

地」的觀察在大陸譯本中被轉換為對「經濟產業」的觀察。這一轉換與後文

「the sense of space」的翻譯形成呼應，該語言標記在台灣譯本中被直譯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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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感」，而在大陸譯本中則被譯為「發展空間」。在添加「發展」二字後，源

文本中地理空間帶給人的抽象感覺，被重構成一種承載實用價值的空間，暗

示出西北地區的發展潛力。這樣一來，大陸譯本敘述者轉而從經濟發展層面

來審視中國的西北部，而東西部的區域性反差隨之被淡化，隱藏在「space」

一詞中有關西北地區走向蕭條的伏筆也被一併抹去。 

 

例 2 

源文本： 

Years ago, my first long driving trip had followed relics of the past, 

the stretches of the Great Wall that went through dying villages; and I 

had found a home in Sancha because I wanted some link to the 

countryside of today. But here in Zhejiang I was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In southern China, nothing changes the landscape faster than a 

new expressway: farmland disappears, and factories sprout out, and 

entrepreneurs and migrants pour into town. I was curious about this 

early rush—I wanted to know what life is like for the pioneering 

factory owners and workers.（p. 283） 

大陸譯本： 

幾年前，我沿著長城廢墟進行了第一次長途自駕游，一段段長

城經過的農村正在逐漸逝去。我在三岔找到了一個家，因為我很想

建立起跟現代農村的某種聯繫。到了浙江，我思考的則是未來。在

中國的南方，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像高速公路那樣迅速地改變著地區

面貌：農田消失，工廠冒出來，創業者、打工者湧進城來。對於早

年的這一輪熱潮，我頗感好奇—我想弄明白，在那些開拓型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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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老闆和工人們過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頁 268-269） 

台灣譯本： 

多年前，我的第一次長途駕駛延循著歷史遺跡，那條穿越一個

垂死村落的長城；我還在三岔安了一個家，為的是和農村的現在建

立某種聯繫；但在浙江這裡，我想的是未來。在中國南部，沒有什

麼可比一條全新的高速公路更能快速改變景物了：耕地消失，工廠

拔地而起，企業家和民工大量湧進。我對著早期的移民潮十分好奇，

我想知道前來拓荒的工廠老闆和工人們如何生活。（頁 304） 

 

例 2 源自第三卷開頭，敘述者主要從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軸，來審

視它在中國的三段歷程。在將目光投向即將開始的第三段歷程時，敘述者著

重圍繞兩個時間維度，來聚焦中國南部沿海地區：一方面表現該地區變化速

度「快」，包括新修高速路帶來的「快速」（faster）變遷，以及突然湧現的大

量工廠和勞動力（由「sprout out」、「pour into」、「rush」所指示）；另一方面

則突出時間上的「早」，可以看出，敘述者關注的是南方地區「早期的」（early）

變遷，包括「最早一批」（pioneering）南下的工廠老闆以及工人。圍繞時間角

度展開的上述觀察提示出，第二卷隨後要講述的故事主要側重於工業開發新

區的初始興起階段。 

在大陸譯本中，上述包含時間成份的語言標記，再度被轉化為標示經濟

發展態勢的詞語。其中，時間上的中性詞「today」被譯為「現代」，在大陸語

境中，「現代農村」不單指「當下的農村」，還可能引導大陸讀者聯想到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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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水平先進的現代化農村。與之相比，台灣譯本則注意保留源文本時間標

記的中立性，將「countryside of today」譯為「農村的現在」。此外，「rush」

一詞在兩種中文譯本中亦表現出微妙差異。儘管大陸、台灣譯本均採用包含

「潮」字的表述，以描述霎時之間興起的某一現象，但大陸譯本中的「熱潮」

以及台灣譯本中的「移民潮」指向大不相同的對象。其中，「移民潮」將敘述

者眼中的這一現象局限於外來人口迅速增多的趨勢，而「熱潮」則以「熱」

為喻體，通常指「蓬勃發展，熱火朝天的形勢」（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詞典編輯室, 2005: 1141），從上下文看，該標記更多反映出隨著人口湧入、工

廠興建，南方沿海新區繁榮發展的大體局面。同樣，「pioneering」一詞所隱含

的時間線亦出現變化。「pioneering」不是純粹的時間概念，但該詞通常用以描

述最早開啟某種狀態的人或物，往往意味著其他行為活動都在之後才相繼出

現。根據《韋氏字典》（https://www.merriam-webster），「pioneering」可指引領、

開創新思想或新方法的人或物，也可指「最早前往某地定居的人」（one of the 

first to settle in a territory）。從源文本上下文看，「pioneering」與「early」具有

搭配關係，且與前文中所提湧入城鎮的老闆與打工者相呼應，因而，該詞在

這個語境中更多指向時間意義上，最早去往沿海新區的人。台灣譯本將

「pioneering」譯為「拓荒的」。「拓荒」字面含義為「開墾荒地」（台灣教育部

國語推行委員會, 1998），突出人物對所述環境（即無人定居狀態）帶來的改

變，更多是從空間層面出發，來描畫這群人開闢新領地的行為動作。而該標

記在大陸譯本中則出現更進一步改變：「pioneering」被譯為「開拓型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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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表示某一類型的事物所具有的屬性，且該詞不再用於修飾人物，而

用於修飾工廠。當「開拓型的」用於描述工廠時，該標記不再單純地表示時

間上的「早期」，而更多指向工廠生產模式具有的特徵，令讀者聯想到先進與

創新等概念，繼而從側面反映出沿海新區的發展實力。 

從該例可以看出，台灣譯本在大部份情況下採用了與源文本中的時間標

記相同的標記，相較而言，大陸譯本則傾向賦予時間標記以價值評判意義。

通過上述三方面語言標記的調整，大陸譯本敘述者的觀察焦點在例 2 中出現

變化：它不再僅透過「感知」聚焦側面中的時間成份，來觀察剛剛起步階段

的沿海新區，而是圍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意識形態」聚焦側面，來審視

沿海新區良好的發展態勢。 

綜上，源文本與敘述者重合的聚焦者對中國變遷的觀察包含時空的維度，

它注意到在變遷過程中的區域性差異，並尤為關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急速

變化。在兩種中文譯本中，台灣譯本在大部份情況下採用包含類似時間成份

的語言標記，從而在很大程度上令聚焦者視野中同樣呈現出中國社會的劇變。

大陸譯本則通過隱去或挪用源文本標記中的時空成份，使得目標敘事的觀察

焦點出現偏移，聚焦對象不再是中國的「變遷」而是中國的「發展」，尤其是

中國社會經濟欣欣向榮的發展格局。 

 

4.2.2.2「農村移民」的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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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指出（見 4.2.1），農村人向城市遷移的現象是原作著重講述的故事，

而故事的主角則是那些離開農村、去往城市的「移民」（migrants），即中文語

境中所謂的「農民工」、「外來務工人員」等。其中，第一卷可被視為這場遷

移的「起點」。敘述者在順延長城遺跡考察西北地區的過程中，發現一大批農

村年輕人紛紛離去，而一個個村莊逐漸走向沒落。原作第一卷有近三分之一

的小節4敘述了以「移民」為主體的故事，而多數小節還包含敘述者對上述遷

移現象（尤其是農村人口流失現象）作出的評論。而第三卷則是這場遷移的

「終點」：內陸農民來到沿海的新興工廠或創業或打工，試圖在城市裡尋求新

的機會與財富。在第三卷中，「移民」通常以工廠打工者或老板的身份出現，

作品著重講述這些人在新興城鎮裡謀生闖蕩的故事。 

從對上述內容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與敘述者重合的聚焦者主要透過「感

知」聚焦側面中的空間成份對這個群體進行觀察，將他們視為「出走者」。首

先，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敘述者將這群人稱為「migrants」，而並沒有採用西

方新聞報導對這群人的慣用稱謂，即「migrant workers」。兩種稱謂實際上反

映出敘述者觀察重心的微妙差異。「migrant workers」側重從社會階層與職業

身份的角度來界定該群體，相較而言，儘管根據《韋氏字典》

（https://www.merriam-webster）釋義，「migrants」一詞可指為尋找工作（尤

其是豐收時節）而定期遷移的人群，但該詞更多地反映出這個群體所具有的

流動屬性，即人們從 A 地遷往 B 地，由熟悉環境去往陌生環境的空間位置變

動。此外，在講述農村「移民」的故事時，源文本還較頻繁地使用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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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離開」行為與動作的語言標記，包括「migrate」、「migration」、「move」、

「leave (the village/the countryside/home)」、「be gone」。這些標記與「migrants」

相互配合，共同反映出敘述者眼中這個群體的特徵，即他們是一群離開農村、

遠離故土的人。 

    到了第三卷，與敘述者重合的聚焦者仍在某些情況下從空間變化的角度

對這群「移民」展開觀察，它提及這些人的背景出身，尤其是從何處遷移而

來，以及這些人與故土、鄉下親人分離的處境。然而，在審視這群人如何在

新興城鎮打拼奮鬥時，敘述者則更多地採用西方「意識形態」聚焦側面，將

這些打工者視為「中國版工業革命」（China’s vers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essler, 2010: 355）中的資本家式人物。它不僅注意到這些人身上展露出的

個人主義苗頭，還關注到以小龍、劉宏偉、羅師傅一家、陶師傅一家等為代

表的打工者們，不顧一切對物質財富的追求以及對成功的熱切渴望。由小龍

的個體敘事出發，敘述者談到這群人讓他聯想到狄更斯筆下的人物，並指出

他們身上反映出「一種毫無忌諱的資本主義」（no-holds-barred version of 

capitalism）（同上）。 

大陸譯本在回譯上述內容時，源文本敘述者眼中具有上述兩種特質的農

村「移民」發生了變化，即「出走者」以及部份情況下的資本家式人物被重

構成社會主義話語中的「勞動者」。這裡，本研究者首先圍繞「出走者」的重

構展開分析，而引起這一重構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在於，標示空間視角的語

言標記「migrants」大多被譯為「外出/外來/進城務工人員」，間中被譯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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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務工者」、「流動務工人員」、「在外做工的人」等。儘管上述譯語標記中的

「外出」、「進城」、「在外」等修飾詞仍體現出源語標記中包含的空間變化成

份，但目標文本敘述者的觀察焦點仍然出現不小的偏移：它主要從這個群體

的勞動屬性出發來界定該群體，其中，「務工」指從事工業或工程方面的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2005: 1448），凸顯這個群體所從事

工作的體面程度，暗示這群人是通過合法正當途徑在城市就業謀生。此外，

「人員」二字進一步透露出這些打工者的群體身份，敘述者似乎把他們看作

隸屬於某一機構、體制中的成員，從而消解了「migrants」一詞中隱含的漂泊

流散意味。 

此外，在大陸語境中，「務工人員」或「農民工」還通常被視為參與社會

主義建設，尤其是為城鄉發展做出貢獻的群體（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

起草組, 2006）。故而，該表述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色彩。

當大陸譯本較頻繁地使用「外出務工人員」一詞時，無形中便將社會主義視

角帶入目標敘事，而源文本敘述者空間視角下的「出走者」，繼而被重構成社

會主義話語中的「勞動者」。相比之下，台灣譯本傾向將「migrants」譯為「農

民工」，儘管沒有體現源標記中含有的空間變化成份，但凸顯出這個群體介於

農民與城市工人之間的中間屬性。相較於「農民工」的說法，「務工人員」則

隱去這群人的農村戶籍身份，而將重心完全轉移至城市務工的現狀之上。 

「出走者」形象的重構以更微妙的形式，進一步體現在標示「離開」行

為的語言標記翻譯之中。在有關農村人口流失的語境中，大陸譯本傾向採用



 

135 

 

一組描述日常行為的詞群，來翻譯有關標記，即把「migrate」、「leave」、「be 

gone」等詞譯為「來到」、「來了」、「出去」、「去了」、「外出」等。於是，農村

人向城市的遷移被轉化成平日裡的尋常活動，而他們的離開似乎只是暫時性

的，而不再意味著長時期內的一去不返。這一空間視角的內部調整，可由下

述幾個例子來說明： 

 

例 3 

（一） 

源文本： 

Nearly all of Wei Ziqi’s peers were gone. The local school that he 

once attended had been shut down, and of his eleven former classmates, 

only three still lived in the village. (p.135) 

大陸譯本： 

魏子淇兒時的夥伴差不多都外出了。他曾經上過的那所學校已

經關閉，從前的十一個同學裡，還有三個住在村子裡。（頁 126） 

台灣譯本： 

魏子淇的同輩幾乎全離開了。他曾經就讀的當地學校已經關閉，

十一個老同學中只有三人還住在村子裡。（頁 150） 

（二） 

源文本： 

A few years ago she had migrated to Jingbian, which was the 

nearest township, and recently her grandfather had joined her in the small 

city. “All of the young people leave our village,” she said. “Nobody st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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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anymore. I’m not planning to go back.” (p.90) 

大陸譯本： 

幾年前，她來到了靖邊，那是離家最近的城鎮。最近，她的爺

爺跟著她來到了這個小鎮。“我們村所有的年輕人都出去了，”她

說，“沒人願意呆在這個地方。我也沒有打算回去。”（頁 84） 

台灣譯本： 

她幾年前已經移居靖邊，那是最近的城鎮，她的祖父近也來到

這個小城市。｢所有年輕人都離開了我們的村子｣，她說，｢沒有人留

在那裡了，我也沒打算回去。｣（頁 103） 

 

片段（一）中，「be gone」意為某人已經離開，尤其指曾經存在的人現已

不復存在的狀態，呈現出敘述者感知視角下，農村裡年輕人已然不見踪影的

畫面。片段（二）中，「migrate」、「leave…village」則分別標示出敘述者以及

故事人物觀察時採用的空間視角。其中，「migrate」描述距離上相對較遠的遷

移，並刻畫出農民外走他鄉的行為；而「leave our village」則不僅標示離開的

行為，還點明離開的對象（即「our village」）。 

兩種中文譯本在處理上述語言標記時出現差異。片段（一）中，「be gone」

在大陸譯本中被譯為「外出」，在台灣譯本中則被譯作「離開了」。相較於「離

開了」，「外出」通常指因某事去到外地，隱含人們離開後還會返回的意思，

故該詞不再指向農村年輕人消失不見的狀態。片段（二）中，「migrate」、

「leave…village」在大陸譯本中被分別翻譯為「來到」、「出去」。儘管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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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標記仍標示空間視角，但空間變化被濃縮為一來一去、一進一出的簡單

動作，而離開的起點（即村莊）亦被隱去。相形之下，台灣譯本則將「leave 

our village」直譯為「離開我們的村子」，而把「migrate」譯為「移居」，突出

生活環境的改變。對比上述兩種中文譯本可以看出，大陸譯語片段中的敘述

者更多地採用外出打工者自身的知覺來進行聚焦：對這群人而言，從農村去

往城鎮並不是旁人眼中的大舉遷移，而是一個稀鬆尋常、自然而然的活動。

當遷居城市演變為日常生活裡的「外出」，大陸譯本便淡化了源文本農村人的

「出走者」形象。 

在翻譯表示「離開」行為的語言標記時，大陸譯本還傾向添加「打工」、

「務工」等字眼，即把相關標記譯為「外出務工」、「離家外出/進城打工」等，

從而使得目標文本敘述者的觀察焦點由農村人離開的「行為」轉變為外出的

「目的」。隨著務工目的被強化，這群離開農村的人在目標敘事之中不再是單

純意義上的「出走者」，還顯露出「勞動者」的特質。當源文本敘述者對農村

人離開的心理動機進行觀察時，上述語言標記的調整產生了尤為明顯的聚焦

變化，可通過例 4 中的幾組例子作進一步闡釋： 

 

例 4 

（一） 

       源文本： 

           She was right: What were the options? People either fought the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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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they left, and in this part of the country it was hard to imagine why any 

young person would stay. (p. 43) 

       大陸譯本： 

她說的沒錯：此外還有別的選擇嗎？人們要么跟土地較勁，要么

離家外出打工。在這樣的地方，很難想像有什麼理由讓年輕人能夠留

下來。（頁 43） 

台灣譯本： 

她是對的：還有什麼選擇呢？人們若不和這片土地鬥爭，就只能

離開，很難想像年輕人為什麼會選擇留在此地。（頁 55） 

      （二） 

源文本： 

…where the farming had always been tough and the lure of migration 

was all but irresistible. Sometimes it felt as though people had left in a rush. 

(p.127) 

大陸譯本： 

這些地方一直很難種植莊稼，人們對外出務工的誘惑幾乎難以

抗拒。在有些地方，人們似乎離去得匆忙。（頁 119） 

台灣譯本： 

那裡難以耕種，而遷居外地的誘惑讓村民無法抗拒。有時感覺

村民離去得倉促。（頁 142） 

 

在上例中，敘述者不僅透過外在的空間變化，來觀察這群離開農村的年

輕人，還關注到這群人離開的內在動機：片段（一）討論這群人面臨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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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options」），而片段（二）則談及農村人去往外地的誘惑（「lure」）。值

得注意的是，在兩個片段中，敘述者的觀察重心，都關乎驅使年輕人離開的

客觀原因：或與惡劣環境對抗（「 fought the land」），或克服耕種難題

（「farming…tough」），然而，上述觀察並沒有展現這些人離開後的具體去向。

於是，源文本中兩個表示離開的語言標記（「left」和「migration」）更多表現

出農村人在外界環境影響下出於無奈的逃離：人們因為原住地勞作條件艱困，

所以被迫選擇出走。 

在兩種中文譯本中，台灣譯本分別將「left」和「migration」譯為「離開」

和「遷居外地」，儘管同樣傳遞出空間視角，但「遷居外地」凸顯出的是這群

人定居外地，生活環境改變的結果。相較而言，大陸譯本則顯化這群人離開

後的去向，分別將上述兩個標記譯為「離家外出打工」和「外出務工」。「外

出打工/務工」的表述，更為符合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下人們對離開農村外出打

工群體的慣有認識，但與源文本不同，大陸譯本聚焦者不再單純地從空間變

化審視農村人的離開，而是凸顯出離開的内在動機。這樣一來，人們不再是

出於無奈遠離故土，而是主動去往城市尋求務工機會。當農村人外出務工的

動機被強化後，目標文本所塑造的農村年輕人，因此呼應了前文所述「務工

人員」這一稱謂背後所包含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形象，這在一定程度上會

引導中文讀者聯想到這一群體在城鄉發展建設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從而使

得文本所述人物進一步跳脫源敘事空間視角下的「出走者」定位。 

大陸譯本中與勞動者相關的語言標記，還進一步參與重構源文本中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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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式人物。前文指出，敘述者將前往中國沿海新興城鎮的「移民」類比為

西方社會中追逐財富的個人主義者。在具體呈現上述資本家式人物時，源文

本一方面傾向在綜述評論中使用直接標示西方意識形態的語言標記，例如，

「capitalism」、「individualism」；另一方面在個體、家庭敘事中則採用與資本

主義、個人主義間接相關的標記，譬如，「entrepreneurial」、「self-invention」。

儘管在回譯時，大陸譯本沒有完全刪改「capitalism」、「individualism」等直接

標示西方意識形態視角的標記，但譯本引入了標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視角的

慣用表述，這類慣用表述主要包括以下兩種類型。 

第一類型涉及社會主義用語的使用，如「外出務工人員」（migrants）、「勞

務大軍」（able workers），這類譯語標記在語義上明顯偏離於源語標記。第二

類型則與回譯過程中語境的轉變有關。本研究者注意到，源文本會使用

「worker」、「laborer」等詞指代這些移居城市的打工者，並以「work」等詞描

述他們的行為動作。大陸譯本往往將以上表述譯為「工人」、「勞動者」、「勞

動」等看似與英文標記直接對應的中文表述。然而，由於上述標記時常出現

在社會主義話語中，當隨著源文本返回至大陸語境中時，原本沒有意識形態

傾向性的英文表述，在回譯成中文後卻不免染上社會主義色彩。 

此外，社會主義標記的使用還對上下文中間接標示西方意識形態視角的

標記產生影響。在部份情況下，大陸譯本將相關標記省譯，以此凸顯社會主

義視角。譬如，在關於陶氏一家的集體敘事中，「entrepreneurial pioneers」被

譯為「開路先鋒」。從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報導5可以看出，「開路先鋒」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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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描述在大陸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起到引領作用的某一企業、經濟產業或勞

動人員，此處譯本通過省略標示經商屬性的形容詞「entrepreneurial」，強化了

該表述帶有的社會主義傾向。而在個別情況下（如以下例 5 所示），社會主義

標記還可能隱去上下文裡其他標記當中的西方意識形態成份，並使之反與社

會主義意識形態成份形成呼應。 

當上述標示勞動者身份（如工人、務工人員）的社會主義標記進入到大

陸譯本中，這些標記在一定程度上干擾、牽制了上下文中敘述者從西方意識

形態立場出發，對這些人行為特徵的觀察。儘管大陸譯本保留了源文本綜述

評論中直接標示西方意識形態視角的標記（如 capitalism、individualism），但

個體、集體敘事中所使用的有關社會主義勞動者的標記，則使得譯本中的打

工者形象與綜述評論中的資本主義人物出現分離。下面，本研究者將通過以

下譯例，來進一步闡釋由上述社會主義標記引起的聚焦變化： 

 

例 5 

源文本： 

Master Luo often talked about Liu Hongwei, referring to him as “the 

worker who tricked three bosses.” The story had the ring of myth, a 

laborer’s legend, and finally, out of curiosity, I flew to Shantou to try to 

confirm it. (p. 302) 

大陸譯本： 

羅師傅經常提到劉宏偉，說他這麼一個工人“騙了三個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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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講的那些事充滿了神秘，是一個勞動者的傳奇。最關鍵的時，它

吊起了人們的好奇心。於是，我飛到汕頭去求證此事。（頁 287） 

台灣譯本： 

羅師傅經常說到劉宏偉，稱他是「騙了三個老闆的工人」。這個

故事有點杜撰的味道，像是個勞動者的民間傳說；終於，出於好奇，

我飛到汕頭想去求證這故事是否為真。（頁 324） 

 

本例出自關於劉宏偉的個體敘事。在故事中，劉宏偉憑藉記憶力偷畫機

器圖紙，再將圖紙賣給工廠老闆們，並通過一而再、再而三的跳槽，從不同

買主處獲取巨額利益。在例 5 中，敘述者先借用人物羅師傅的個體心理視角

觀察「工人」（worker）劉宏偉，再轉向敘述者自身的視角審視劉宏偉，將他

看作從事低端技術工作的「體力勞動者」（laborer），並凸顯這一個體身上表

現出的，形似於美國夢式的「迷思」（myth），即那些散發傳奇色彩，有關普

通人從赤貧走向巨富的故事6。這一透露出美國意識形態色彩的觀察，在後文

圍繞打工群體的綜述中進一步得到印證，其中，敘述者將劉宏偉比作 19 世紀

向英國人偷學機器構造而發跡的美國人羅威爾（Hessler, 2010: 355）。 

大陸、台灣譯本均把「worker」、「laborer」分別翻譯為「工人」以及「勞

動者」，但兩種中文譯本中的敘述者對這名工人的聚焦卻不盡相同。其中，大

陸譯本敘述者採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觀察立場。「工人」一詞在譯本中被置

於引號之外，標示出敘述者似乎不再借用人物羅師傅的個體眼光來審視劉宏

偉的工作身份，而更多從大陸社會語境中對「工人」的一般認識出發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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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宏偉。此外，譯本將「myth」譯為「傳奇」，並與帶有社會主義聯想意義的

相搭配，透露出的不再是美國夢式的個體奮鬥歷程，而可能反映出這名勞動

者憑藉自身力量與剝削階級對抗的不尋常際遇，從而反與彰顯勞動者之不平

凡的社會主義話語形成呼應。相比之下，儘管台灣譯本亦採用「工人」、「勞

動者」的表述，但在一般語境下，這兩個表述並不會如中國大陸譯本一般傳

遞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視角7。此外，譯本還將與美國夢存在間接關聯的標記

「myth」、「legend」分別譯為「杜撰的」以及「民間傳說」（如下劃線所示），

從而揭示出敘述者主要從個體心理層面出發，將劉宏偉視為一個在謠傳中被

神化的虛構人物。 

本節闡釋了農村「移民」在兩種中文譯本中出現的變化。在回譯關於「出

走者」的內容時，大陸譯本中與敘述者重合的聚焦者，其觀察重心出現了偏

移。一方面，敘述者借用打工者的眼光，將從農村到城市的遷移視為日常生

活裡的一來一往；另一方面，它凸顯遷移者前往城市務工的目的與動機，將

這群人視為外出務工人員。在社會主義話語中，外出務工人員往往與城市發

展建設緊密聯繫在一起。如此，大陸譯本轉移了源文本聚焦者視野中的「焦

點」：來自農村的｢移民」不再是空間視角下的「出走者」，而成為社會主義視

角下的「勞動者」。與大陸譯本有所不同，在有關農村人口流失的語境中，台

灣譯本則將相應標記譯為「離開」、「移居」、「遷居外地」，以此突出生活環境

改變的結果，而並沒有顯化外出打工的目的8，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同樣令聚焦

者的視野裡投射出農村「出走者」的形象。此外，大陸譯本中的社會主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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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標記還重構了源文本聚焦者眼中的資本家式人物。這些標記所揭示出的社

會主義勞動者身份，部份掩蓋了源文本聚焦者從西方意識形態立場出發對工

廠打工者所作的觀察。相較而言，台灣譯本中的重構，往往是因為譯本在個

別情況下沒有採用間接標示西方意識形態視角的語言標記。 

 

4.2.2.3「農村新舊反差」的重構 

「尋路中國」第一卷、第三卷分別側重講述中國西北以及東南沿海的變遷，

而在第二卷中，敘述者則將目光投向北京郊區一處名為「三岔」的村莊。該

部份以魏子淇一家的創業經歷為主體內容，記述了魏家人由務農到經營餐館

生意的轉變過程，並以此反映三岔村自千禧年以來發生的變遷。在刻畫這一

變遷時，敘述者一方面注意到農村中出現的新事物，譬如，新修的道路、新

建的餐館以及城裡來的新遊客。另一方面，它又留心農村舊時的習俗、信仰，

並往往以此為參照，與農村中的新事物展開對比。敘述者對農村新生事物與

舊時風俗同時展開的觀察，形成時間層面上的新舊反差，這一觀察貫穿在該

卷中的個體、家庭敘事之中，并具體體現在包含時間成份且存在反義關係的

語言標記裡，譬如「old」、「new」、「modern」、「tradition」、「historical」等。

需指出的是，人們對於新與舊的判斷往往具有相對性，還在一定程度上與人

的認知及其價值觀念有關，並不完全取決於時間層面上的先後順序，因而，

此處基於對時間的寬泛理解，以此來審視新與舊，而並非把它們視為嚴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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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上純粹的時間概念。 

在源文本中，敘述者對上述新舊反差的觀察，在其中一個層面上揭示出

中國當代農村面臨的特殊境遇，本研究者將這一境遇歸納為農村的「新舊悖

論」。所謂「新舊悖論」，是指農村出現的「新生事物不新、舊時事物不舊」

的矛盾現象。換言之，源文本敘述者注意到，農村的新生事物往往可能包含

舊時觀念，而舊時事物卻又可能為人利用以滿足市場的新需求。通過將表示

「新」與「舊」的語言標記並置起來，源文本由此構建出如上悖論，具體包

括兩種方式：其一，文本採用「new」等標記來修飾農村中新出現的事物，並

使用「old」、「tradition」等來修飾或描述舊日的行為與思想，以此揭示出儘管

當代農村表現出新面貌，但在某種程度上仍局限在舊時的觀念與做法之中。

其二，文本採用「new」、「old」等具有反義關係的標記來修飾同一事物，構

建出矛盾修辭法（oxymoron），譬如「new tradition」、「historical soap opera」，

「new Great Wall」，以此展現農村新事物與舊傳統交織雜糅的局面，尤其是

舊時傳統在新時代中表現出的不同程度的失真與扭曲。 

此外，源文本敘述者對農村新舊反差的觀察，還投射出農村發展過程中

的「另一面」。源文本在提及農村表現出的「現代進步」（modern progress）時，

在部份情況下，會採用舊時事物或觀念與之進行對照或類比。敘述者會談及

「現代」與「過去」表面上存在的關聯，亦會凸顯兩者之間存在的差異，在

部份情況下，還會論及普通個體在面對現代進步時，轉而投身舊時信仰的情

形。儘管「現代」與「過去」並不全然表現出矛盾或對立關係，但當敘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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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舊時事物或觀念來反觀現代跡象時，不免展現出與發展、進步等主流趨

勢相對而言的「不同」狀態。源文本往往通過將「old」、「age-old」與「modern」、

「progress」等語言標記並置，以此將農村中的舊時習俗構建成農村現代化進

程中的「另一面」。 

在回譯魏家人及三岔村的故事時，大陸譯本重敘了源文本敘述者時間視

角下的新舊反差：一方面，譯本化解了當代農村的「新舊悖論」；另一方面，

譯本重構農村現代進步呈現出的面貌，將舊時習俗所代表的「另一面」重塑

為現代進步的「對立面」。 

我們首先就上述第一方面的重構進行論述。當源文本按照前文所述方式

將「new」、「old」等語言標記並置，以呈現農村中的新舊矛盾時，大陸譯本

除將個別時間標記省譯處理外，還往往把「new」、「old」等時間範疇內的中

性詞調整為具有價值評判的表述，尤其是帶有積極、正面內涵的語言標記。

通過將源文本敘述者的時間視角切換為個體或集體層面的心理視角，大陸目

標文本因而削弱或隱藏了源文本語言標記所構建出的新舊反差，下面通過例

6 對上述重構作進一步闡釋： 

 

例 6 

源文本： 

In recent years the foreign breed was introduced to the big fish farms 

down in the valley, and it became the standard meal for weekend visitors: 

practically every rural family that opened a restaurant had a sign that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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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bow Trout.” The new Chinese cuisine is full of such transplants and 

fabrications. In Beijing, the upper classes enjoy going to restaurants that 

serve “authentic” dishes from various parts of the country…But it’s natural 

in a country where living standards have risen so fast: the market demands 

new traditions, even ones of rural simplicity. (p.194) 

大陸譯本： 

最近幾年，這一外國物種已經被引入到了山溝裡的魚類養殖場，

逐漸成了週末遊客們特定要點的一道菜：實際上，農民開的所有餐館

都在招牌上寫上了“虹鱒魚”這幾個字。這一全新的中式美食包含了

很多技術移植和技術虛構。在北京，那些上層人士喜歡到來自全國各

地的餐館享用所謂的“地道”美食……不過，在一個生活水平快速提

高的國家，出現這樣的現象十分自然：市場需要新傳統，即使這樣的

新傳統就是農村的簡單樸實也行。（頁 186） 

台灣譯本： 

最近幾年，這個外國魚種引進到下面山谷的大魚場，成為週末遊

客的標準菜色：基本上所有開餐館的農家都有一個牌子，上面寫著｢

虹鱒｣。中國菜裡有很多此類移植或虛構的東西。北京的上層社會喜

歡去｢道地｣的地方菜餐館……但這在一個生活水準如此迅速提高的

國家裡是非常正常的：市場要求新的傳統，甚至是農村樸素的傳統。

（頁 212） 

 

例 6 提及近年在農村流行的農家菜「虹鱒魚」，由於「虹鱒魚」實際上是

外國魚種，而非真正意義上傳統的農家菜餚，敘述者由此聯想到在北京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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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宗」地方菜餐館。源文本中的「new」以及「new tradition」反映出，

與敘述者重合的聚焦者對上述農家菜和地方菜的觀察包含時間意義上的反差

關係。前一處「new」與介詞短語「in recent years」形成呼應，從時間層面上

指示出這類菜餚的屬性：它們是新近出現的，不同於往日的中國菜或中式菜

餚。而後文中，「tradition」則指向一代人傳給另一代人的習俗，由此，包含矛

盾修辭法的短語「new tradition」進一步揭示出新舊雜糅的怪象，即這類菜餚

代表了新興的舊時傳統。 

上述兩個指示「新」與「舊」的語言標記，在兩種中文譯本中均出現變

化。其中，台灣譯本將「new tradition」譯為「新的傳統」。由於譯本省卻了前

文中一處「new」，用以修飾「傳統」的語言標記「新的」與「虛構」、「移植」

等詞語形成更為緊密的關聯，凸顯出以中國菜為代表的新傳統，其最大特徵

在於以假亂真，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源文本敘述者圍繞時間反差層面展開的

觀察。同樣，大陸譯本將「new tradition」譯為「新傳統」。但此處的「新」亦

不再指向時間範疇內與舊時傳統形成反差的「新近」傳統。這是因為，大陸

譯本將上下文中的「the new Chinese cuisine」譯為「全新的中式美食」。與台

灣譯本裡的「中國菜」不同，「中式美食」突出的不再是「中國」這一相對於

敘述者「外國人」身份而言的空間概念，而更多表示按中式手法烹飪出的各

類菜餚。故而，修飾詞「全新的」與該短語中的「美」類似，更多揭示出心

理視角，指向敘述者從個體層面出發對不同類型中式菜餚的私人評判，似乎

還暗示出中式菜餚所具有的創造性。當「新」被賦予上述積極的價值評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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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時，後文的「新傳統」也就演變成一種富於創造性的傳統，而源文本中時

間意義上的反差也隨之被消解。 

此外，在回譯涉及新舊悖論的敘事時，大陸譯本還傾向於把「old」譯為

「古老的」、「（歷史）悠久的」。其中，「古老的」或「（歷史）悠久的」在中

文語境中不再單純地指向時間維度，而還暗示相關活動或思想在漫長時間裡

文化層面上的累積，更多標示出中文語境中一般民眾對於民族自我文化持有

的一種集體認同心理。同樣，｢傳統」在指涉歷史的語境中亦不再是時間上的

中性詞，而通常會引導中文讀者聯想到某一事物流傳至今的文化價值。本研

究者發現，台灣譯本亦表現出類似特徵，即傾向將「old」譯為「古老的」，而

把「tradition」譯為「傳統」。由此一來，源文本中的新舊悖論在兩種中文譯本

中演變為新興事物與文化傳統之間的相通與延續，可通過例 7 對這個變化作

進一步闡釋： 

 

例 7 

源文本： 

In 1998, after returning to the village, he’d taken a correspondence 

course in law, and he had a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thirty books, mostly 

legal guides to the Reform era: Economic Law, International Law, A 

Survey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Compil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Common Use. These were new books, but they reflected 

an old tradition in rural China. Even as far back as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rinted books could be found in villages, where literate peas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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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en kept guides that showed them how to write up simple legal 

documents. (p.138) 

大陸譯本： 

1998 年，回到村裡之後，他參加了法律函授課程的學習，因此

收集了三十多本法律書籍，大多數都可以當作改革開放時代的法律

指南：《經濟法》、《國際法》、《中國憲法縱覽》、《常用法律法規集成》

等。這都是些新書，但也反映了中國農村地區的一種傳統。早在 17

世紀，農村就有了印刷而成的書籍，稍微識點字的農民常常把這樣

的書籍當作指南，教會他們怎樣寫一些簡單的法律文書。（頁 130） 

台灣譯本： 

一九九八年回到村裡後，他報讀了法律函授課程，他有超過三

十冊藏書，大部份是改革時代的法律指南：《經濟法》、《國際法》、

《中國憲法概述》和《常用法規彙編》。這些都是新書，但它們反映

了中國農村的一項古老傳統。即使遠在十七世紀，農村裡都能見到

印刷書籍，有文化的農民通常留有教他們如何寫簡單法律文書的指

南。（頁 152） 

 

此例中，敘述者由文中農民（即「他」）對法律書籍的興趣，引申出對改

革時代背景下農村的觀察：一方面，文本以「new」以及「the Reform era」來

修飾或限定法律指南，凸顯出這些法律書籍代表著「新」時代中的「新」事

物。另一方面，文本將農村撰寫法律文書的習俗描述為「old tradition」，其中，

「tradition」表現出這一習俗由來已久（從上下文看，源自 17 世紀），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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贅敘手法（tautology），即以「old」來重複修飾具有類似時間意義的表述

「tradition」，源文本進一步突出這是一種「舊時的」習俗，由此與前文中「新」

時代的「新」事物形成對比。上述反差揭示出敘述者眼裡當代農村的新舊矛

盾：儘管從表面上看，農村開始出現代表革新跡象的法律書籍，但實際上卻

反映出舊日風俗。 

兩種中文譯本通過調整源文本中包含時間成份的語言標記，重構了源敘

事中農村的新舊悖論。其中，大陸譯本省譯了「old」一詞，並將「the Reform 

era」譯為「改革開放時代」，儘管「改革開放時代」在大陸語境中具有時間上

的分水嶺性質，但「改革開放時代」還更多地讓人聯想到這一時期經濟體制

的改革以及對外貿易的開放，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源文本標記「Reform」所指

向的「革新」含義。伴隨如上變化，目標文本消解了源文本在「old」、「new」、

「Reform」之間的反義關係。此外，「tradition」在大陸譯本中被譯為「傳統」。

在本例上下文中，「傳統」一詞指示出，目標文本敘述者不再將農村法律文書

的撰寫視為舊時的產物，而是中國農村自 17 世紀以來一直保持的風俗，反映

出農村特有的文化積澱，從而投射出較為正面、積極的意義。由此，改革開

放時代的新書似乎是這一文化傳統的延續，而傳統亦不再與新生事物相對而

立。換言之，兩者不再是彼此矛盾的，而恰恰相反，它呈現出一種彼此相通、

融合的關係。在本例中，台灣譯本同樣將「tradition」譯為「傳統」，並將「old」

譯為「古老的」。與大陸譯本相仿，這兩個語言標記的變動使得時間視角轉化

為集體心理視角，而修飾語「古老的」還進一步突出農村這一習俗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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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歷史，從而同樣削弱了源文本構建的新舊反差。 

從以上分析可見，兩種中文譯本通過消解「old」、「tradition」、「new」等

標記之間的反義關係，不同程度地消解了源文本敘述者眼中當代農村的新舊

悖論。此外，在回譯有關新舊反差的內容時，兩種中文譯本，尤其是大陸譯

本，還重構了有關當代農村發展進步的「另一面」。如前文所述，源文本往往

以時間範疇內的「old」等標記描述舊時的風俗或信仰，並通過「old」、「modern」、

「progress」等標記之間形成的反差關係，來展現相較於現代進步而言的不同

或相反狀態。在回譯時，本研究者發現，大陸譯本在部份情況下賦予時間標

記以負面、消極的評價意義，如將指示年代久遠的修飾詞「age-old」譯為「老

掉牙的」，從而將時間視角轉換為心理視角。當大陸譯本中與敘述者重合的聚

焦者從心理層面出發，將與現代進步相對應的傳統風俗視為已經過氣的陳年

舊物時，農村的現代進步便成為符合時代潮流的趨勢，具有了正面、積極的

意義，而過時的傳統則成為這一趨勢的「對立面」。在同類型語境中，儘管大

陸譯本在部份情況下仍將「old」等標記，譯為指示集體心理的表述（如「古

老的」），但譯本在描述與農村現代發展相背離的人物行為時，則採用消極、

負面的語彙，從而同樣產生類似重構，下面將以例 8 來對此作詳細討論： 

 

例 8 

源文本： 

For her, religion was partly a retreat. Even as the village bec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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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ssed with materialism and modern progress, there were people like 

Cao Chunmei who moved in the other direction, toward older 

traditional beliefs. (p.242) 

大陸譯本： 

在她看來，宗教只是逃避的方式之一。即便全村人都已經沉迷

於物質條件和現代化進步的時候，還是有像曹春梅這樣的人反其道

而行之，一心嚮往古老的傳統觀念。（頁 232） 

台灣譯本： 

對她來說，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避世之所。即使當村莊變

得痴迷於物質主義和現代進步，仍然還有像曹春梅這樣朝反方向走

的人，走向更古老的傳統信仰。（頁 264） 

 

此例中，敘述者依託於農村的大環境來觀察曹春梅的行為。其中， 

「modern progress」、「materialism」描述出當今農村追求物質發展的主流趨勢，

而「older traditional belief」則關涉曹春梅皈依傳統信仰（佛教、風水、算命

等）的個體選擇。可以看出，「modern」與「older」、「traditional」存在時間層

面的反差關係，後兩者表示過去的、舊時流傳下來的，指向「現代」的反面。

透過這一新舊反差，敘述者將曹春梅與村裡其他大多數人區隔開來，並將曹

春梅視為農村現代進步潮流中的一個異類。上述觀察還進一步體現在標示時

空視角的短語「move in the other direction」之中，展現出曹春梅往現代進步

相反方向行進的狀態。 

源文本敘述者在透過新舊反差，來審視曹春梅的行為時，突出她與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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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差異，而並未明確地對這一行為作出價值評判。然而，在回譯上述片

段時，兩種中文譯本均不同程度地把價值評判成份融入敘述者的觀察之中。

其中，台灣譯本將「older」譯為「更古老的」，從而將源文本裡的中性概念（時

間上更久遠的、更早的）轉換為集體心理視角下帶有積極文化內涵的表述，

而譯本前文提及的「現代進步」在與「物質主義」一詞的搭配下，則表現出

相對負面的色彩，似乎暗示其他多數農村人一味追求物質財富，從而在精神

文化層面表現出缺失與匱乏，相比之下，曹春美追從古老信仰的言行則值得

肯定。在大陸譯本中，「older」同樣被譯為「古老的」，然而，與台灣譯本不

同，大陸譯本將空間範疇內的表述「in the other direction」譯為「反其道而行

之」（如下劃線部份所示），該短語在與「逃避」一詞的搭配下，折射出敘述

者對曹春梅行為的負面評價：在敘述者看來，曹春梅的行為是一種違背現代

化進程的退縮之舉。此外，時間標記詞「modern」被譯為展示社會發展態勢

的語彙「現代化」，進一步反映出敘述者是佔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立場，

來審視曹春梅的行為。可見，兩種中文譯本通過在敘述者的觀察中融入價值

評判成份，均把傳統構建為現代進步的「對立面」。在台灣譯本中，這一「對

立面」更多帶有積極的文化內涵，而在大陸譯本中，則展現出負面、消極的

色彩，人物信奉舊時習俗的行為被視為與時代潮流相違逆的舉動，而大多數

農村人對物質主義、現代進步的熱衷，在大陸譯本中則成為合情合理的訴求。 

以上，兩種中文譯本重構了與源文本敘述者重合的聚焦者，其時間視角

下有關中國當代農村的新舊反差。其中，大陸譯本傾向於將「old」、「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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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標示時間視角的語言標記，轉換為帶有正面評價意義、標示心理視角的語

言標記，在消除時間層面新舊反差的基礎上，化解了源文本聚焦者眼中，中

國當代農村的「新舊悖論」。此外，在回譯有關現代進步的內容時，大陸譯本

則傾向賦予「old」等時間標記或與之相關的心理標記以負面的評判意義，轉

而將敘述者採用的包含「時間」成份的聚焦側面，切換為包含社會主義「意

識形態」成份的聚焦側面，從而令舊時習俗演變為現代化進程的「對立面」。

台灣譯本也將某些時間標記調整為帶有積極文化內涵的心理標記，譬如，「old」

被譯為「古老的」，在部份情況下，譯本中所使用的「傳統」一詞亦隨著語境

遷移產生意義流變的現象，從而同樣部份消除了源敘事中的「新舊悖論」。然

而，在其他情況下，台灣譯本則凸顯農村新興現象中存在的隱憂（譬如物質

追求與精神生活的失衡），繼而與大陸譯本形成相反對照。 

 

4.2.3 聚焦者屬性及觀察位置變化 

大陸譯本中存在的上述視角切換以及焦點變化，再次揭示出回譯過程中

聚焦者由「局外人」向「局內人」的身份轉變。在審視中國的崛起時，「主流

西方文獻」（mainstream Western literature）傾向於採用由「機遇」與「威脅」

組成的「雙焦鏡」（bifocal lens）（Pan C., 2012: 39）進行觀察，將當代中國視

為西方的合作夥伴或是潛在勁敵。從針對西方媒體展開的中國形象研究中

（Dorogi, 2001: 50-61; Liss, 2003; Peng, 2007; Yang & Liu, 2012; Zhan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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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看出，西方媒體在觀察 1990 年代以來的中國時，也側重以「機遇」或「威

脅」作為認知框架，來解讀這個崛起之中的國家。這一點十分鮮明地體現在

以下論述中： 

「儘管在 1990 年代前半程，中國作為美國的出口市場，其對外開放

的形象充斥在雜誌的各個版面之中，但與此同時，先前一度擱置的人權

問題、政治敵對等話題，卻再次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這個十足的矛盾

現象構建出具有雙重形象的中國：中國既是經濟富足之地，又是在未來

數年之內的潛在威脅。」（Dorogi, 2001: 51） 

西方媒體同時採用看似相互對立的兩種認知框架來解讀當代中國，表現

出複雜、模棱兩可的態度，故有研究指出（Peng, 2007: 57），這些報導描畫出

「一個灰色中國」（a grey China）。本研究者認為，無論把中國看作機遇、威

脅，還是賦予中國介於兩者之間的形象，上述報導的相似之處在於，西方媒

體往往站在西方「自我」的立場來評判中國「他者」。換言之，它們所呈現的

「中國」是基於西方關切與利益而言的「中國」。 

海斯勒在刻畫中國的發展變遷時與上述西方報導存在差異。約翰遜曾直

言：「海斯勒的作品挑戰了西方有關中國的傳統報導」（Johnson, 2015: 6）。在

他看來，海斯勒在講述「中國故事」時，並不意圖「剖析問題」（dissect problems），

即揭露中國政治體制存在的弊病或社會生活中的陰暗一面（同上, 5-6）。除上

述約翰遜提及的特點（尤其是作品的政治取向）之外，以 Country Driving 為

代表的海斯勒作品對西方報導的「挑戰」還在於，在審視快速變遷的中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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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的聚焦者並沒有選擇從國際關係角度出發，關注中國崛起給西方社會

（尤其是政治外交決策）帶來的潛在影響，而是側重探尋、解讀這一巨大變

遷於中國百姓以及中國社會本身而言，其意義何在。保羅．科恩指出，當人

們已經熟知中國自 1980 年代開始的「工業革命」時，卻絲毫不知中國人自身

的所思所想，而海斯勒的作品則讓人們深入了解中國人的內心世界，以此窺

見「這個國家裡不同年齡、不同地域中的人如何面對過去三十年的驚天改變」

（Cohen, 2013: 271）。 

然而，儘管 Country Driving 文本中聚焦者所採用觀察據點與歐美主流媒

體立場存在差異，但源文本聚焦者對中國的觀察仍舊表現出「局外人」痕跡。

本研究者發現，源文本聚焦者（在大部分情況與敘述者重合的聚焦者）往往

借助美國文化腳本，讓英文（美國）讀者能夠依據其既有的知識體系，來認

識、理解「中國」。其中，聚焦者即以美國 19 世紀下半葉的社會形態（即所

謂的「鍍金時代」）為比照對象，來審視中國的「改革時代」，尤其是東南沿

海地區的飛速變遷。中美上述時期之間的類比關係，既直接體現在聚焦者針

對兩個時代作出的對比評價裡（Hessler, 2010: 355-356），還間接折射在聚焦

者從時空層面出發，對中國社會整體變遷格局的觀察之中。美國「鍍金時代」

的一大特徵，在於工業城市的快速興起及歐洲「移民洪流」的湧入（丁則民, 

1990: 1-8）。上述特徵恰恰與源文本所著重展現的，中國社會「急速變遷」的

格局（包括頃刻間出現的新興城鎮）以及奔向東部地區的農村「移民」形成

照應關係。另外，源文本聚焦者在觀察工廠新區的打工者時，亦借鑒 19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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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中的類型化人物，既有窮盡手段、追逐物質利益的資本家式人物，

又包括美國夢式的奮鬥個體。約翰遜寫道，海斯勒筆下那些由農村去往城市

的打工者目標明確、充滿抱負，有關他們的書寫往往傳遞出樂觀向上的人生

態度，與美國讀者所熟知的霍雷肖．阿爾杰（Horatio Alger）一樣的美國夢傳

奇並無二致（Johnson, 2015: 7）。可見，上述書寫與 River Town 相仿，亦傳遞

出美國新聞中蘊含的「恆久價值」。 

此外，源文本聚焦者圍繞「新舊反差」對中國當代農村處境展開的觀察

亦融入了西方（美國）文化腳本。這一透過「新舊反差」展開的觀察實際上

反映出在中國遊歷的西方（美國）人審視當代中國時所採用的固有模式，即

他們往往通過構建現代與傳統、城市與農村、人類與自然等「二元對立話語」

（binary discourse），來呈現他們所看到的，存在矛盾、對立關係的當代中國。

從相關研究（Qi & Chao, 2010: 392-394）可知，這一二元對立的觀察模式可

追溯到中國題材的歐美遊記中，此外還多見於美國人有關當代中國日常見聞

的網絡博文之中（如 Sinosplice; The Opposite End of China），以此作為理解文

化「他者」的方式。Country Driving 中出現的新舊反差亦傳遞出源文本聚焦

者作為「局外人」，對中國「他者」的特定理解，揭示出改革開放時代中存在

的怪象以及異於現代化進程的「另一面」。 

當上述「局外人」眼裡的中國變遷隨著大陸譯本回到本體環境時，目標

文本聚焦者視域裡所呈現出的中國發展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與大陸中文語境

中有關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公共敘事形成呼應，從而令「局外人」視角被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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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成「局內人」視角。 

在「快速變遷」的重構中，「變遷」在目標文本中轉而被聚焦者視為「發

展」，而變遷的速度亦被挪用，以凸顯發展態勢良好。「發展」這一主題在有

關改革開放的公共敘事中通常處於核心位置。從《新京報》關於「政府工作

報告 30 年詞彙變遷看中國社會發展」的社論（2008）中可以看出，改革開放

三十年期間，歷次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語彙均為「發展」。中國國

家前總理溫家寶（2008）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於達沃斯論壇發表的講話

中，亦將改革開放視為促進「經濟社會大發展」的進程。「發展」通常指向一

個由低級到高級的演進過程，在溫家寶的發言中，1978 年即被解讀為國民經

濟瀕臨崩潰的時間節點，也以此為之後三十年裡國民經濟的「大發展」作下

鋪墊。此外，改革開放時代中的相關變化之所以被視為帶有正面經濟內涵的

「發展」，其內在原因還植根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該理論中，中國正

處於物質基礎薄弱的社會主義起步階段，因而一切工作都以經濟建設為重心。

中國國家前主席胡錦濤（2008）在關於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講話中亦指出，改

革開放的目的在於「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改革開放

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緊密關聯，使得「發展」成為審視當代中國變遷的著眼點。

這一由政府推動的「發展」敘事，也折射在目標文本聚焦者作出的觀察中，

它更多地將中國的快速變遷視為繁榮發展的正向趨勢。 

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主體相關的公共敘事，同樣反映在大陸譯本聚焦者

對農村「移民」的觀察裡。在關於進城務工群體的公共敘事中，這些離土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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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的農村人所具有的勞動屬性，通常被視為界定其身份的重要方面，而他們

身上所肩負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使命，也被放在突出位置。在由國務院研究

室牽頭起草的「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中，這個群體被視為「新型勞

動大軍」，也即「一群推動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變革的巨大力量」（中國農民

工問題研究總報告起草組, 2006）。與此同時，這個群體在社會經濟建設方面

做出的貢獻，亦得到一一肯定，包括實現農村人口脫貧致富、帶動城鄉發展、

推動工業化以及改革進程（同上）。可見，在政府推動的關於農民工的公共敘

事之中，這群人被塑造成參與社會主義發展建設的「勞動者」。與此相仿，大

陸譯本聚焦者作為「局內人」亦將這個群體視為「務工人員」，在隱去空間視

角下「遷移」特質的同時，還凸顯出他們的勞務屬性。 

此外，大陸譯本並未像台灣譯本一樣，採用「農民工」的說法，而是選

擇「外出/外來/進城務工人員」等措辭。儘管大陸官方文件中通常使用「農民

工」指代相應群體，並採用「務工」描述其行為動作，但出現「農民工」或

「務工人員」的新聞故事卻不盡相關。通過考察《人民日報》、新華社等相關

報導9，本研究者發現，與「務工人員」相關的新聞通常側重於講述政府為務

工人員排憂解難，或政府對務工人員實施有效管理、維護其權益的故事。這

些故事通过突出務工者得到的政府支持與政策保障，折射出他们作為體制內

一員的社會屬性。相較而言，農民工的新聞儘管也會論及上述問題，但部份

報導還會談及農民工所面臨的社會歧視，以及其身份的「兩棲狀態」10。自

2004 年以來，便有學者、新聞媒體開始針對「農民工」稱謂的不妥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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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立人, 2005: 58）。鑒於此，大陸譯本擇用的「務工人員」這一語言標記，

即很可能引導中文讀者避開有關農民工邊緣化的敘事，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

出大陸譯本聚焦者的「局內人」特質：聚焦者的觀察不僅符合有關社會主義

勞動者的官方敘事所劃定的視域範疇，還與本地敘事環境中更符合主流價值

觀的敘事形成呼應。 

農村「新舊反差」的重構則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存在關聯。在這個由

政府倡導的公共敘事中，「新」是焦點所在。從「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

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2005）以及後續胡錦濤的講話（2006）中可

以看出，新農村的概念屬於現代化建設的範疇，而在其中一個層面上，「新」

字即在於改變農村發展滯後、城鄉矛盾突出的「舊」問題，而通過引入發展

新思路（譬如「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統籌發展模式），在長期內實現農村

經濟發展水平提升，農民增收的「新」面貌。除經濟意義上的「煥然一新」

之外，新農村的敘事還倡導「健康文明的新風尚」（胡錦濤, 2006），或是通俗

說來，營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即通過豐富文化資源、開展精神文明建設，

向農民傳遞新的價值觀念，從而改變包括迷信活動在內的舊式生活方式（王

國發, 2006: 45）。上述有關新農村的敘事，引導大陸譯本聚焦者，將農村中的

新興設施（如新修道路）以及農民創收的新模式（如農家餐館）看作一種符

合現代化建設趨勢的積極改變，而將個別農村人寄託於舊時信仰的行為，視

為有悖於現代發展的「對立面」：一旦舊時信仰或觀念出現在「現代進步」的

語境中，大陸譯本聚焦者往往會對舊時信仰或觀念作出相對負面的評判，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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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譯本呈現出相反趨勢。此差異說明大陸譯本的相關重構，不可避免地

與意識形態因素存在著關聯。然而，大陸譯本通過使用「傳統」、「古老」等

語言標記，使得農村新舊悖論得以消解，又與台灣譯本表現出一致性。這反

映出，源文本「中國故事」的重構還在某種程度上，與中文譯者共同擁有的

文化心態有關。 

綜上，聚焦者原先觀察中的時空成份，在大陸譯本中被轉換成社會主義

意識形態成份，揭示出聚焦者觀察位置的改變：它轉而透過「局內人」的眼

光，將這一變遷解讀為中國改革開放背景下的現代化進程。表面上看，這個

「局內人」聚焦者似乎與承擔政治功能的「看門人」（gatekeeper）類似，通過

挪用、重組源文本聚焦者觀察中的時空成份，目標文本聚焦者視野中重新呈

現出符合官方視角的中國式變遷。然而，這個「局內人」聚焦者，又並不僅

限於一個純粹的政治角色。與 River Town 大陸譯本當中的「局內人」類似，

目標文本聚焦者的觀察實際上還折射出大陸百姓所持有的集體心理視角。換

言之，聚焦者透過官方視角呈現出的社會經濟發展圖景，實際上蘊含著中國

百姓對自身生活水平提高、境遇改變的共有認識。正是這種融合意識形態成

份與集體心理成份的觀察視角，體現出大陸譯本聚焦者所具有的「局內人」

特性。對此，後文（見 4.4.1）會另加闡釋。 

 

4.3 案例三：回譯故事短篇 Oracle B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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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 Town 與 Country Driving 之大陸譯本表現出的「重新聚焦」模式及

聚焦者屬性變化，亦體現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所刊載文章 Oracle 

Bones: A Wandering Poet, a Mysterious Suicide, and a Battle over an Alphabet 的

大陸譯本中。鑒於前文所述故事長篇 Oracle Bones 大陸譯本從缺等原因（另

見 1.3 以及本章開頭），本研究圍繞故事短篇 Oracle Bones 進行分析，並在本

節簡要闡述分析結果，以此對「中國三部曲」的回譯重敘模式作補充性討論。 

故事短篇 Oracle Bones 的主人公是甲骨文學者及詩人陳夢家，文中敘述

者以解答陳夢家在文革期間離奇亡故的謎團為起點，通過尋訪與他相識之人，

拼畫出他的生平往事，包括他反對文字改革的特殊經歷及隨之引來的禍端。

與 River Town 相仿，源文本中與敘述者重合的聚焦者亦採用包含西方（民主）

理念的「意識形態」聚焦側面，來審視中國百姓在歷史過往中的遭遇，構建

出有關「個體創傷」的敘事。然而，與前文所述兩個案例文本不同，該短文

還以較多篇幅，呈現出敘述者圍繞「感知」（時間）、「心理」聚焦側面對中國

文化的觀察。 

在回譯時，大陸譯本重構了上述西方意識形態視角下，陳夢家等知識份

子的歷史際遇。其中，標示歷史動亂的語言標記（如「upheaval」）被譯為模

糊、籠統的中性表述（如「混沌歲月」），而指向政治遭遇的標記（如「political 

problems」）則被譯為口語體（如「（政治）麻煩」）。與「歷史過往」在 River 

Town 回譯中的重構（見 4.1.2.1）類似，短文 Oracle Bones 之大陸譯本聚焦者，

同樣透過中國百姓對文革的集體心理認知，以「局內人」的立場進行重新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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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相較而言，雖然台灣譯本（其源文本為故事長篇 Oracle Bones）亦採用標

示歷史動亂的語言標記，但譯本在部份情況下與大陸譯本相仿，同樣將

「political problems」譯為口語體「（政治）麻煩」。台灣譯本中的上述調整從

側面印證出，中文譯本的聚焦變化不單受制於政治體制差異，而還與相似文

化背景下人們持有的集體心理存在一定關聯。 

此外，短文 Oracle Bones 之大陸譯本另將源文本聚焦者透過時間、心理

視角呈現出的中國文化加以借用，以彰顯中國歷史文明的悠久與傑出。譬如，

在源文本如下句中「a practice that has been a centerpiece of Chinese culture for 

thousands of years」（Hessler, 2004），時間狀語「for thousands of years」反映出

源文本敘述者是從時間層面出發，來觀察先祖崇拜這項活動。大陸譯本則將

該句譯為「後者正是延續數千年的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李雪順, 2014: 429），

可見譯本通過調整語序，即用「數千年的」來修飾「中國文化」，以此凸顯出

中國文化之源遠流長。在另一譯例中，大陸譯本將形容漢字書寫體系的短語

「a unique ability to transcend time and space」（Hessler, 2004）譯為「超越時間

和空間的非凡能力」（李雪順, 2014: 428）。隨著上述內容回到大陸中文語境，

「非凡能力」與弘揚民族文化的話語形成直接呼應，於此，大陸譯本將源文

本敘述者個體層面的心理視角變換成集體心理視角，反映出大陸一般民眾對

本民族文化懷有的集體認同感。類似聚焦變化，同樣體現在其他兩個案例文

本的回譯中：River Town 之大陸譯本的聚焦者把時間視角切換成歷史視角，

將三峽大壩等水利工程視為中國悠久文明的寫照（見 4.1.2.3）；而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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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之大陸、台灣譯本的聚焦者在審視改革時代的農村時，則將時間視角

下的「舊」傳統重塑為反映集體認同心理的「古老」傳統（見 4.2.2.3）。本研

究發現，除以上語言標記的細微調整外，Oracle Bones 之台灣譯本還存在對

文化信息的增補。例如，在翻譯關涉秦始皇建造長城的文化背景時，如下句

子「he command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version of the Great Wall」

（Hessler, 2006: 33），在目標文本中被擴譯為「他……把戰國時秦、越、燕三

國北邊的長城連結起來」（廬秋瑩, 2015: 42），關於秦長城具體構成的描述被

增補至譯中，反映出聚焦者是透過符合民族自我意識或文化知識結構的視角，

來審視中國傳統文化。 

綜上所述，在以 River Town 及 Country Driving 之大陸中文譯本為主體的

案例研究中，聚焦者觀察位置表現出由「局外人」到「局內人」的轉變，而

這一變化趨勢也同樣體現在短文 Oracle Bones 的大陸譯本中。在下一節，圍

繞「中國三部曲」案例分析的相應結果，包括「重新聚焦」模式及聚焦者屬

性變化，將進一步從理論層面對「回譯作為重敘」的現象展開討論。 

 

4.4 回譯重敘理論探討 

圍繞海斯勒「中國三部曲」英中翻譯展開的案例研究，證實了第三章提

出的理論模式，即回譯重敘的過程，在本質上可被視作一個「重新聚焦」的

過程。結合案例研究發現，本節將從三個方面對回譯重敘機制展開理論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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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包括：（一）闡釋集體視角與知識語域轉換的關係；（二）探析焦點

變化背後中文（大陸）譯者/讀者與敘事間潛在的情感連結；（三）在此基礎上

論述回譯中依託本體語境的「敘事共建」（co-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模式。

隨後，對本研究所提「重新聚焦」理論模式，作理論層面的進一步反思，討

論該理論模式與此前譯論的關聯，以及對翻譯研究可能帶來的新啟思。 

 

4.4.1 集體視角與知識語域轉換 

回譯過程中一個顯著的視角切換模式，在於大陸譯本聚焦者傾向採用「集

體視角」觀察本體環境中的人物與事件。所言「集體視角」，是指大陸譯本聚

焦者往往透過某一群體共有的思想、情感和價值觀念，來觀察人物與事件。

這種帶有「局內人」性質的集體視角，不僅包含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成份，

還與中文（大陸）百姓的集體回憶、認識與想像等心理成份形成呼應。在回

譯現象中，「集體視角」的特殊性還在於，該性質的視角是在托馬斯．庫比切

克（Tomáš Kubíček）所說的「互為主體性空間」（inter-subjective space）（Kubíček , 

2009: 190），也即文本與讀者的互動之中生成：一方面，目標文本採用的語言

標記，會引導讀者依據中文（大陸）敘事環境中流傳的官方敘事、集體敘事

來觀察中國人物、事件，另一方面，讀者亦可將其對中國社會文化的既有認

識投射到對文本的解讀之中，從而將集體視角引入目標敘事。上述「集體視

角」的介入，消解了源文本聚焦者所持有意識形態視角中的美國價值理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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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個人主義），此外，還取代了源文本聚焦者採用的感知（時空）視角以

及個體層面的心理視角。可見，回譯過程中的視角切換，不單意味著中西兩

種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碰撞與角力，還蘊含從個體認知到群體意識，或是從

西方價值理念到中國大陸平民心態等複雜變化。 

回譯過程中的上述視角切換，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視為「知識語域」

（knowledge register）（Bruner, 1991: 11）的調整。布魯納指出，當故事講述

者與接收者擁有不同的背景知識時，接收者在解讀敘事時，會不自覺地彌合

兩者在背景知識上存在的落差。譬如，律師在聽取委託人的故事時，會將委

託人採用的非專業知識語域轉換為法律知識語域，從而自動重寫委託人的故

事，並提出相應訴訟建議（同上）。上述知識語域的類似調整同樣出現在回譯

現象中。源文本「中國故事」由「局外人」聚焦者呈現，故事傳遞出的知識

語域，與大陸譯本讀者對本體社會文化（包括特定時代、歷史事件、社會群

體、地域文化）的認識存在不同程度的落差與不平衡。大陸譯本譯者有意或

無意地通過變化語言標記，令目標文本聚焦者採用符合中文（大陸）讀者認

知的集體視角觀察中國社會，這一行為即可被視為對知識語域的調整，或是

說對知識語域差異的化解。 

在其中一方面，大陸目標敘事中融入的集體視角，起到「填補缺口」（fill 

in the gaps）的作用。布魯納認為，成年人與小孩在認知水平高低上存在差別，

成年人在聆聽小孩講述的故事時，會不自覺地協調小孩與其在認知上的差異，

從而理解孩子們口中的故事（Bruner, 1991: 10）。在回譯現象中，譯者在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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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本「中國故事」時，亦可不自覺地彌合源文本聚焦者在中國社會文化背

景知識方面存在的缺口，從而在重敘故事時對知識語域作出相應調整。譬如，

大陸譯本（及部份情況下的台灣譯本）便把源文本聚焦者個體心理視角下的

「亂民」（mob），重構成廣為人知的文學形象「看客」（見 4.1.2.2）；或把空間

視角下的「移民」，重構成中文（大陸）語境中人們熟悉的「農民工」或「外

出務工人員」（見 4.2.2.2），從而使目標文本「中國故事」的知識語域與中文

（大陸）讀者的背景知識趨向一致。 

布魯納關於「填補缺口」的說法，所假定的是背景知識多寡的差異，但

回譯現象中知識語域的調整還更多關涉立場轉變，即源文本與目標文本分別

是透過「誰」的背景知識來敘述「中國故事」，在這一情形下，背景知識的差

異不再僅僅關乎程度高低，而在於知識結構的不對稱。譬如，源文本講述江

城居民歷史過往的故事時，是以佔據西方（民主）意識形態立場的「局外人」

聚焦者的背景知識作為敘述「語域」，強調歷史政治事件於人的迫害，在大陸

譯本中，該「語域」被轉換成「局內人」聚焦者的背景知識，指向普通百姓

關於模糊歷史歲月的集體回憶。伴隨集體視角的融入，目標文本揭示出中文

（大陸）讀者對自身所處環境的內在認識，包括其對待本體人物與事件共有

的印象、回憶、價值評判等，從而消除了源文本「中國故事」所隱含知識語

域與上述內在認識之間的不對稱問題。 

回譯中知識語域的轉換，在某些情況下可被看作一種預設選項（default 

choice），即譯者下意識地把這種調整視為最合理、恰當的選擇。布魯納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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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敘事通常由於「格外符合社會常規，為人熟知，並與經典範式相一致」，

很容易產生「敘事平庸化」（narrative banalization）的現象，即這類敘事會驅

使人們採用「自動生成的解讀套路」（automatic interpretive routine），而自覺

規避其他可能的解讀方式（Bruner, 1991: 9）。大陸譯本「局內人」聚焦者透過

集體視角展開的某些觀察，即與布魯納所言「敘事平庸化」現象存在關聯。

譬如，在 Country Driving 的回譯中，大陸譯本將源文本中的快速「變遷」重

構成帶有積極內涵的「發展」局面，便與中文語境中關於改革開放的經典敘

事形成呼應。無論是在中國政府推動的官方話語中，還是民間百姓的固有認

識裡，中國二十世紀 70、80 年代以來的這段時期，都通常與進步、發展、復

興等帶有正面歷史內涵的概念自動關聯在一起。大陸譯本的上述重構，即可

能參照了中文（大陸）語境中關於改革開放的經典敘事。換言之，譯者彷彿

按照為中文（大陸）讀者所熟知、認同的既定解讀套路，「自動」對源文本知

識語域作出調整，以此對「中國故事」進行重新解讀與敘述。 

通常，大陸譯本讀者是在語言標記轉換的引導下，按照「局內人」的認

知來解讀重敘的故事。然而，當語言標記在翻譯中並未出現明顯變化，而是

「平移」至目標文本時，譯本讀者在個別情況下，亦會不自覺地參與到知識

語域的調整中。其中一個典型例子涉及標示勞動者身份的標記平移。當這類

標記（如「worker」、「laborer」）被譯為「工人」、「勞動者」後，便可能隨著

大陸讀者對社會主義語境下工人的認識而產生變化，從而傳遞出意識形態視

角（見 4.2.2.2）。類似視角調整，還見於修飾或指涉中國文化的語言標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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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年」、「傳統」（見 4.2.2.3; 4.2.3），或是描述水利工程的動詞「馴服」、

「駕馭」（見 4.1.2.3），當這些標記平移至大陸或台灣譯本後，中文讀者可能

依照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的集體認識，來解讀「中國故事」。 

標記平移產生的視角變化進一步揭示出回譯現象的特殊性。庫比切克把

讀者對文本意義的解讀視為一種「認知統一行動」（cognitive unifying operation）

（Kubíček, 2009: 193）。他指出，讀者往往會結合自身經歷及相關語境因素，

對文本中所隱含的「作者意圖」（ authorial intention）加以「具像化」

（concretization）（同上: 189）。他故而提出，用於解讀文本意義的視角，是在

文本活動及讀者對文本活動的反應之中生成，即該視角的形成不單取決於文

本中敘述者選擇的視角，還取決於文本接收者的視角（同上: 190; 192-193）。

在回譯現象中，視角的轉化與生成，具有更為明顯的互動性。由於所述人物

與事件是本體文化一部份，中文（大陸）讀者與目標文本「中國故事」之間

有著較小的認知距離，讀者更可能把自身經歷或是對中國社會文化的認識投

射到故事之中，憑藉既有知識體系，或是庫比切克所說的「文化百科知識」

（cultural encyclopedia）（2009: 193）來解讀回譯後的「中國故事」，從而使得

集體視角以另一種方式融入目標敘事之中。 

 

4.4.2 焦點變化與譯者/讀者-敘事情感連結 

隨著帶有「局內人」屬性的集體視角融入目標文本「中國故事」，聚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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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裡的「焦點」隨之出現變化。孫藝風指出，視角的切換往往伴隨距離11改

變，而距離遠近又會「影響我們觀察的過程和結果」（2003: 74）。在本研究案

例文本的回譯中，聚焦者與被聚焦人物、事件的距離，總體上呈現出由遠及

近的變化，源文本聚焦者佔據外在於中國社會時空的觀察位置，在目標文本

中，該觀察位置由外部轉移至內部。當出現上述位移時，目標文本聚焦者視

域中的「焦點」便呈現出變化。前一節指出，隱含「局內人」聚焦者的大陸

譯本，是以符合中文（大陸）讀者集體認知的語域來重敘「中國故事」。目標

文本聚焦者視線內重新生成的「焦點」，折射出中文（大陸）讀者對相關人物、

事件的既有認識，包括在中文（大陸）敘事環境中流傳的，符合經典範式的

集體、公共敘事。然而，大陸譯本的焦點變化不單與背景知識的調整相關，

還反映出中文（大陸）譯者及讀者與故事人物情感上的親疏遠近變化。 

總體而言，回譯中聚焦者視野中的「焦點」呈現出由負面/中性至正面的

轉化，這個變化不單關涉某一社會事件或現象（如社會變遷格局），還體現在

人物由被動到主動的變化之中。當目標文本聚焦者轉而由內在於中國社會時

空的位置出發，來觀察中國人物時，人與環境的關係隨之改變。在源文本中，

聚焦者透過環境（社會、自然環境）觀察人物，人物在環境中處於相對被動

的位置，如被視為歷史事件的「受害者/倖存者」，或是只顧營生、對長江生態

命運漠不關心的船主。目標文本聚焦者則傾向把人物當作觀察起點，展示出

人物的性格、思想意識、精神品質。例如，背負歷史創傷的人物在敘事最末，

被重塑成直面厄運的「奮鬥者」，而不問時事的人物則演變成無懼激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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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川江船夫。可見，人物在目標文本中成為了有血有肉、形象豐滿的主

體，不再僅僅被動從屬於環境。River Town 大陸譯本在人物對白中使用四川

方言的情況，更細化了人物特徵，展示出人物樂天幽默的性情，從而重構出

具有內在生命力的人。儘管在個別情形下，大陸譯本反而賦予個體人物負面

色彩（見 4.2.2.3），但當觀察對象為某一群體時，譯本都傾向賦予他們正面、

積極的形象。 

上述與人物相關的焦點變化，除關涉源文本、目標文本在知識語域選擇

上表現出的差異之外，還反映出中文（大陸）譯者/讀者與「中國故事」之間

的情感連結。換言之，譯者/讀者不僅對所述中國人物、事件相對熟悉，具備

關於「故事世界」（storyworld）的背景知識，還在情感上更為靠近故事中的中

國人物。要理解譯者/讀者可能對所述人物產生的情感連結，可從回譯現象中

的價值轉化談起。當源文本聚焦者對中國人物作出批判性觀察時，大陸譯本

聚焦者傾向淡化、隱藏人物的負面特質。譬如，譯本將部份用於描述涪陵群

眾的「mob」一詞翻譯成中性表述「人群」、「整體」。大陸譯本之所以抹去語

言標記「mob」中帶有的負面感情色彩，很可能是考慮到所述人物與譯本讀者

之間的親近關聯。在先前研究中，類似調整即被理解為譯本對中文讀者「情

面」的照顧，或避免傷害讀者的民族情感或族裔情感（Ying, 2013: 319-320; 

Wang Q., 2014: 231 ）。 

上述情感連結，在表面上看，是譯者/讀者與故事人物之間，因共同文化、

政治身份而產生的彼此關聯。中文譯本通過過濾中國人物的負面特質，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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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維繫中文（大陸）譯者/讀者與人物之間潛在的情感纽带。然而，在更

深層面上，這種情感連結，還體現為譯者/讀者與所述人物之間形成的某種形

式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馬克．柯里（Mark Currie）指出，敘

事會構建出特定「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可引導讀者與之建立認同。

而所謂認同，是指讀者把自身代入敘事中，而使得敘事「得以證實、形成或

改變對自我的認知」（Currie, 1998: 29）。例如，男性觀眾便可與電影敘事中作

為凝視（gaze）主體的男性角色建立認同，而把敘事中女性角色視為凝視對

象（1998: 30-31）。柯里的以上論述，主要述及敘事具有的操縱屬性，尤其是

敘事的召喚（interpellation）功能。故而，該意義上的「自我認同」具有相當

的被動色彩。然而，在回譯現象中，中文（大陸）譯者/讀者與中國人物之間，

還存在一種更具主動性的「自我認同」。具體而言，大陸譯本通過重塑出具有

主動性、正面性的人物，賦予在源文本中處於被動位置的觀察客體（即中國

人物）一定程度上的主體性，彷彿譯者是把中國主體對「自我」的認識投射

到故事人物中，從而主動地與故事人物建立認同，並同時鼓勵大陸譯本讀者

將中國人物視為與其自身類似的，同樣具有能動性（agency）的行為主體。譬

如，大陸譯本便將歷史過往的「受害者/倖存者」重塑成具有正面內涵的「奮

鬥者」，由此反映出，譯者似是主動地將人物「他」與「自我」等同，以呈現

出具有能動性的中國主體在類似情境中會作何反應，並會如何審視自身行為。

與此相仿，大陸譯本通過使用四川方言，重構出性格鮮明的涪陵百姓，似是

呼應了包括譯者在內川渝百姓對自身的認知。簡而言之，經回譯重構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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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主動性與正面性的人物，反映出中文（大陸）譯者/讀者與中國人物之間的

自我認同心理，並由此揭示出在更深層面上，譯者/讀者與中國人物間潛在的

情感連結。 

 

4.4.3 本體語境下的敘事共建 

科琳．斯奎爾（Corinne Squire）認為，敘事具有根深蒂固的社會屬性。

這種社會屬性，體現在即使人們是對自己講故事，「亦是以一個社會人的口吻

進行敘述，並把故事說給一個想像之中，能聽懂故事的社會『他者』」（2013: 

50）。換言之，當人們在講述故事時，往往離不開故事潛在的接收者，尤其是

接收者所身處的社會環境。故斯奎爾進一步指出，通過研究故事文本與「觀

眾世界」（audience worlds）之間的交集，可使研究者關注到「敘事共建」（co-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的現象（同上: 66）。正如在對話訪談等互動性情境

中，對話雙方會共同參與構建口頭敘事一般，斯奎爾認為故事接收者所處社

會文化環境，同樣可作為敘事構建的參與者（同上）。以上斯奎爾言及的「敘

事共建」現象，同樣發生在回譯過程中。前兩節闡釋了「局內人」聚焦者採

用的集體視角及所折射出的知識語域變化，並論述了聚焦者觀察中反映出的

譯者/讀者與故事人物間的情感連結。可以說，以上內容已為「敘事共建」模

式的討論作下鋪墊。 

「敘事共建」在其中一個層面上，指向敘事與敘事外世界的關聯。在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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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曼針對虛構敘事文本的分析中，他便曾談及有關歷史事件的記述，如何被

投射到故事文本中，從而參與構建虛擬故事世界（Herman, 2013b: 191）。在他

的一個案例分析裡，斯皮爾伯格所導電影，在刻畫火星人入侵地球使用的熱

線威力時，便借鑒了美國 9/11 事件中雙子塔坍塌的畫面（同上: 185）。這個

意義上的「敘事共建」，與貝克理論對文本內與文本外敘事之關聯的闡釋存在

相通之處。貝克認為，特定敘事在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後，可能吸收、引入目

標敘事環境中全景敘事（global narrative）包含的敘事成份（Baker, 2006: 22）。

在回譯現象中，由於「中國故事」是返回到本體社會文化語境，第三章故作

出假設，目標文本在重構「中國故事」時，會參照中文（大陸）敘事環境中

的既有敘事化模式（見 3.1.3），來重構「中國故事」。本案例研究確實揭示出，

大陸譯本與大陸敘事環境中的官方敘事、集體敘事等公共敘事形成呼應。然

而，本研究發現，大陸譯本並不是簡單地將全景敘事中的成份直接「移植」

到「中國故事」之中，而是透過以「局內人」聚焦者為中心，關涉不同參與

者的「敘事共建」模式，使得目標敘事與本體敘事環境中的全景敘事建立關

聯。 

總體而言，上述意義上的「敘事共建」指向不同敘事參與者對中國社會

的共有認識，以及參與者之間的情感連結。借用貝克關於敘事「參與者」

（participant）的論述（Baker, 2006: 132-139），聚焦者可被視為本地敘事內的

一個重要參與者，而本地敘事外的參與者則主要包括譯者、讀者等。在回譯

重敘中，目標文本聚焦者處於「敘事共建」的中心位置，目標文本正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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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聚焦者對敘事成份的篩選以及主觀加工，重新構建出不同於源文本的「中

國故事」。如前文所述，大陸譯本聚焦者傾向採用帶有「局內人」屬性的集體

視角進行觀察，其觀察往往與中文（大陸）百姓對中國社會的共有知識形成

呼應。一方面，聚焦者對特定社會現象、事件或群體的觀察，在大體上與官

方敘事劃定出的視域範圍、價值取向趨向一致。另一方面，聚焦者的相應觀

察，又與中國百姓之中流傳的集體敘事形成呼應，反映出中國百姓自身，對

其過往遭遇、時代變遷、自然人文環境抱有的看法。除此之外，「局內人」聚

焦者視野裡生成的具有內在生命力的人物，還透露出中文（大陸）譯者/讀者

與中國人物之間的自我認同心理與情感連結。這種情感連結，為「局內人」

聚焦者對中國社會的觀察，提供了另一個層面的參照。 

在以上「敘事共建」過程中，本地敘事內外的參與者，尤其是「局內人」

聚焦者與中文（大陸）譯者/讀者之間，结成了認知與情感層面上的同盟關係

——「局內人」聚焦者彷彿與包括中文（大陸）譯者、讀者在內的中國百姓

處於相同的社會時空之中，似透過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認識以及對中國人物的

情感來審視故事世界裡的「中國」。這個同盟關係進一步揭示出中文（大陸）

譯者、讀者作為敘事共建的「參與者」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中文（大陸）

譯者一方面會參與到知識語域的轉換中。在解讀、重敘源文本「中國故事」

時，譯者可重新設計語言標記，有意無意地按照中文（大陸）讀者對中國社

會的認知對敘述「中國故事」的知識語域進行調整。另一方面，譯者似將中

文（大陸）讀者與故事人物的潛在情感連結投射到故事中，通過採用標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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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動性、正面性的語言標記，調動讀者與故事人物達成自我認同。在個別

情形下，上述同盟關係是在中文（大陸）讀者與大陸譯本的互動中生成。當

語言標記出現平移時（見 4.4.1），中文（大陸）讀者在解讀看似與源文本對等

的語言標記時，可聯想、激活中文（大陸）敘事環境中的特定公共敘事，從

而引導目標文本聚焦者採用「局內人」的觀察立場。 

在上述模式中，中文（大陸）譯者、讀者是與「局內人」聚焦者密切相

關的敘事共建「參與者」。這個呈現出擬人化特質的「重新聚焦者」（re-

focalizer），似乎是擁有類似人格特徵、身心狀態的中文（大陸）譯者在目標

文本中的「化身」（另見 3.3.1），其對中國人物、事件的觀察，投射出了中文

（大陸）譯者、讀者所共同歸屬群體的主體意識——他們對同胞及本體社會

懷有的情感，或是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固有認識。然而，儘管中文（大陸）

譯者、讀者在敘事共建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並不排除該模式中可能存在

其他與「局內人」聚焦者間接相關的敘事共建「參與者」，譬如，出版社、出

版編輯、審查者等。實際上，這個作為譯者「化身」的「局內人」聚焦者在

一定程度上可被視作一個「雜合體」（composite）。本研究發現，目標文本的

「重新聚焦者」透過中國百姓共有知識所作的觀察，在呼應集體敘事的同時，

亦與官方敘事趨向一致，不可避免地透露出社會教化（socialized）的痕跡。

這個「重新聚焦者」似乎並非完全是譯者個體翻譯選擇下的產物，而還可能

關涉出版編輯、審查者作出的安排。然而，以上敘事共建模式著重凸顯了「重

新聚焦者」與中文（大陸）譯者及其所歸屬群體的關聯，是考慮到：儘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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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聚焦者」身上可能雜糅了本體語境中敘事共建各方「參與者」的意志，但

與面目模糊、從屬於特定機構的「看門人」不盡相同，回譯現象中的「重新

聚焦者」與所述「故事世界」存在親近關聯，是與中文（大陸）譯者所歸屬

群體相仿的，擁有具體情感與心理反應的「局內人」。 

總而言之，這個以「局內人」聚焦者為中心的上述「敘事共建」模式，

反映出本體語境，以及本體語境中的參與者在回譯現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並揭示出「中國故事」經由回譯回到本體社會文化環境時產生的特殊重構模

式。 

 

4.4.4「重新聚焦」理論的進一步反思 

本節將進一步討論圍繞回譯現象提出的「重新聚焦」模式，在更大範疇

內的翻譯研究中具有的理論意義。「重新聚焦」理論模式從（重新）敘述理論

（以下簡稱重敘理論）延伸、拓展而來，兩者都可用於闡釋翻譯過程中出現

的重構問題，這在某種程度上與此前安德烈．勒弗維爾（André Lefevere）

（1992a, 1992b）提出的翻譯「改寫」（rewriting）理論存在關聯。下面，將首

先對比分析「重敘」理論與「改寫」理論，闡釋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此基礎

上，論述「重新聚焦」理論模式對翻譯改寫理論，尤其是翻譯「重敘」思想

作出的補充與拓展。隨後，將進一步討論「重新聚焦」模式還可從哪些方面

對譯學中的其他命題帶來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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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改寫」理論與「重敘」理論都適用於闡釋目標文本較之源文本的

變化與差異。然而，前者關注文學作品在目標文化中投射出的文本「形象」

（image）發生的變化（1992a: 9），即目標文本在目標文化讀者心目中，如何

傳遞出與源文本所不同的意義與價值；後者則關注「故事」的重構，即由不

同體裁的文本塑造出的人物、事件如何在翻譯過程中以不同方式被重新組合

編排。誠然，與文本關聯的故事發生變化，同樣可令文本生成不同的意義與

價值，但兩個理論對重構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有著不同落腳點：改寫理論立足

於文本本身，側重考察文本「形象」的變化，而重敘理論則側重討論由文本

所塑造出的不同人物與事件。 

上述差異更進一步反映在兩個理論解釋翻譯重構問題時，所採用的不同

思路之上。改寫理論是從文本與目標文化系統的關係出發，來審視文本形象

的變化。勒弗維爾（1992a, 1992b）認為，翻譯改寫受到來自目標文化文學系

統內外贊助人、專業人士的影響，是詩學、意識形態等因素制約下形成的產

物，服務於目標文化中當權者或新興勢力的利益。相較而言，翻譯重敘的理

論重心則在於文本內外敘事的關聯，該理論把翻譯重構視為敘事互動下的產

物：翻譯既可能呼應當權者的敘事，鞏固權力，也可能參與講述特定敘事，

挑戰權力。換句話說，文本外的敘事既可對翻譯形成制約，亦可成為翻譯加

以利用的資源（Baker, 2006: 66）。從上述兩種思路可以看出，翻譯改寫理論

更多關注翻譯與目標文化社會結構之間的穩定關係，而翻譯重敘理論則強調

翻譯對社會權力關係的動態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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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兩種理論亦從不同角度詮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具有的「能動性」

（agency）。由於強調目標文本與目標文化系統的關係，在改寫理論中，翻譯

中的改寫或操縱被看作「一種文化上的必然」（譚載喜, 2016: 243）。在翻譯過

程中，譯者被認為不可避免地受制於目標文化因素，或多或少地會對源文本

的形式或內容進行調整，從而使得目標文本能為目標文化所接納。相較而言，

重敘理論則凸顯敘述或重敘主體具有的能動性：譯者主動地作出選擇，建立

目標文本與相關敘事的關聯，以試圖實現其自身或其所屬群體期望達成的政

治意圖（political agenda）。而這些與目標文本產生關聯的文本外敘事，不一

定局限於目標文化系統範疇內——文本外敘事既可以是作為政治運動家

（activist）的譯者，所試圖講述的群體敘事（Baker, 2014: 164-165），亦可能

關涉在全球語境內流傳的元敘事，譬如反恐敘事（Baker, 2006: 45）。總之，

改寫理論側重討論譯者受到的來自外部環境的制約，而重敘理論則凸顯譯者

的主體訴求。 

相較而言，本研究進一步提出的「重新聚焦」理論，是圍繞翻譯過程中

的視角變化對故事重構展開分析，同樣把翻譯重構解讀為敘事互動下的產物。

但是，本研究者發現，翻譯中出現的變化與特定敘事形成呼應時，所反映的

不竟然是改寫理論中，譯者全然被動地受制於目標文化因素的情形，或是重

敘理論中，承擔政治角色的譯者主動地參與權力關係轉化的情形。在上述認

識的基礎上，下文將進一步闡釋重新聚焦理論模式對上述兩個理論，尤其是

重敘理論作出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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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貝克來看，不同個體或機構，「無論權力大小」，都可成為故事的敘述

者（Baker, 2014: 159）。而人們通過講述特定敘事，來傳播、合法化他們對「現

實」世界的特定認識，從而爭取或維繫各自利益。在這個過程中，翻譯便是

這些「相互衝突、彼此競爭的敘事」實現「話語協商」（discursive negotiation）

的一個渠道（Baker, 2006: 1）。在以上思想觀照下，研究者大多傾向探究翻譯

如何在政治衝突的語境之中參與協商權力各方（如政府、新聞機構、邊緣社

會群體）所推動的敘事（Baker, 2006, 2007, 2014; Harding, 2008, 2011, 2012a; 

Al Sharif, 2009）。道格拉斯．羅賓遜（Douglas Robinson）指出，社會敘事翻

譯研究，實際上更為關注譯者做出的「受意識形態支配的集體性選擇」

（Robinson, 2011: 161），而非譯者個體層面的抉擇（同上, 14）。 

與以上社會敘事翻譯研究圍繞「敘述者」展開的分析不同，本研究所提

「重新聚焦」理論模式，更為關注源文本、目標文本透過特定「聚焦者」構

建、重構的敘事，而非權力關係中佔據不同位置的敘述者所編織的故事。當

我們審視敘事的側重點，從上述意義上的敘述者轉變成聚焦者時，蘊含在（重

新）敘述思想中的「政治含義」（political import）不再具有同等重要性。正如

第三章（見 3.2.2）所述，人們對人物、事件的觀察歸根結底是一個「受身心

因素影響的過程」（psychosomatic process）（Bal, 2009: 145）。也就是說，人們

對事物的聚焦可能取決於所處環境的物理特徵（例如光線明暗、距離遠近），

或是先驗知識，包括對聚焦對象的熟悉、親近程度等（同上, 145）。意識形態

立場固然是影響聚焦的潛在因素，但聚焦者的屬性，還與時空、認知、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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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存在密切關聯。因而，當我們側重透過聚焦者，或者說聚焦過程，來

審視敘事的構建與生成時，敘事不再僅僅指向政治功能，而還會傳遞出人們

對自身及所處環境的主觀感受與認識。翻譯活動涉及時空變遷，還關涉社會

文化環境的轉變，這些變化或多或少地會對聚焦者的身心因素產生影響。在

所處環境中佔據特定位置的原作者與譯者，從而可能會在源文本與目標文本

中構建出不同性質的聚焦者，引導其採用特定方式來感知、審視人物與事件。

誠然，源敘事與目標敘事折射出的不同觀察視角，可能會揭示出意識形態因

素的作用，但透過「重新聚焦」來審視「翻譯作為重敘」的現象，意味著翻

譯中可能隱含的政治意圖不再是審視翻譯活動的唯一路徑。從圍繞「重新聚

焦」展開的回譯研究可以看出，翻譯還關涉聚焦者認知思維的轉換，或是情

感親疏的變化。 

儘管回譯是與目標文化密切關聯的現象，但與翻譯改寫理論不同，本研

究在論述依託於目標文化的回譯重構時，側重點並不在於目標文本及其投射

出的形象在目標文化系統中所承擔的功能，而在於譯者及其所歸屬群體的認

知與情感，其與目標文化之間存在的親近關聯如何融入目標文本之中，從而

參與重塑人物與事件。對譯者所擁有的「能動性」的肯定，是重敘理論以及

本研究所提重新聚焦理論模式，對翻譯改寫理論的一個重要補充。此外，儘

管重敘理論強調譯者作為「能動者」（agent）扮演的角色問題，但在很大程度

上，翻譯是被看作一種政治協商活動，而譯者則更多地被視為政治實體

（political entity），但是，以上協商過程中譯者對待自身及所處環境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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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反應問題，卻較少予以充分考量。本研究所提「重新聚焦」即在這個層

面上，拓展了（重新）敘述思想對翻譯行為的闡釋空間。 

此外，本課題圍繞「重新聚焦」理論模式對回譯現象的討論，還可延伸

出譯者研究中尚未充分探索的問題。早前依託翻譯文本展開的譯者中介

（mediation）或干預（intervention）研究，如巴塞爾．哈蒂姆（Basil Hatim）

和伊恩．梅森（Ian Mason）（1990; 1997），以及傑里米．蒙代（Jeremy Munday）

（2012）的研究，通常側重考察譯者如何解讀源文本作者的特定「選擇」，並

對相應「選擇」進行重新編碼，以引導目標文本讀者作出特定解讀（Munday, 

2012: 16）。這些折射在文本中的「選擇」可能關涉源文本試圖實現的「交際

目的」（communicative intentions）（Hatim & Mason, 1990: 142），或是反映出

源文本作者對所述事物的「評價」（evaluation），即持有的情感、觀點或立場

等（Munday, 2012: 21）。在譯者的協調之下，源文本得以在新語境下實現與

接收者的交流，但同時，源文本隱含的意圖或評價亦可能隨著譯者的介入而

發生偏離。簡言之，在上述由譯者、源文本、目標文本讀者之間構成的三角

關係中，譯者通常位於源文本與目標文本讀者之間，居中協調。 

然而，透過上述三角關係展開的譯者中介/干預研究，實際上更為偏重討

論譯者與源文本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蒙代即把譯者的干預理解為一種「價值

介入」（value insertion），即譯者將對源文本所述事物的主觀評價投射到目標

文本的過程（Munday, 2012: 40-41）。他認為，儘管在譯本讀者看來，譯者是

將源文本的內容及包含的價值原原本本地傳遞給他們，但譯者心中有數，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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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字與觀點其實歸屬於其他人，即源文本作者。在面對蘊含特定價值評價，

由他人敘述的源文本時，譯者可能採取不同的「閱讀位置」（reading position），

以此構建自身與源文本的關係——或順從，或抵抗，或有策略地周旋於上述

兩者之間（同上, 158-159）。在蒙代借鑒「評價理論」（appraisal theory）的文

本研究（2012）中，他通過分析源文本中存在意義協商可能的「關鍵點」（critical 

points）的翻譯，進一步揭示出譯者在審視源文本所述事物時，持有的「價值

立場」（auxological position）與意識形態立場（2012: 155）。與蒙代的上述觀

點類似，哈蒂姆和梅森亦把譯者的中介作用，理解為譯者將「他們自身的知

識、信仰灌注到文本處理的過程之中」（Hatim & Mason, 1997: 147）。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在譯者、源文本、目標文本讀者的關係鏈中，讀

者似乎只是一個隱身幕後的存在。在考察譯者的中介/干預問題時，目標文本

讀者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被動的接收者，相關研究通常側重探究譯者與源文

本之間所形成的關係對讀者解讀譯本產生的影響。此外，在論及翻譯決策過

程中譯者對讀者因素的考量時，「讀者」大多被簡化成潛伏在譯者腦海中的抽

象概念，譬如讀者的期待視野、文化背景，或是布瑞恩．摩梭普（Brian Mossop）

所說的「腹語聲音」（the ventriloquizing voice），即隸屬某一語言群體（linguistic 

community）的讀者/聽者（如病患、醫生）具有的語言風格（Mossop, 2007: 20-

21）。然而，在圍繞「重新聚焦」理論對回譯現象的案例研究則揭示出，譯者

與目標文本讀者的關係，並非是間接而隱蔽的。由於譯者與讀者同屬於源文

本所述社會文化的一部份，兩者在認知與情感層面存在緊密連結，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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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前文（見 4.4.3）所討論的「敘事共建」過程中。在這一情形下，譯者在回

譯重敘過程中實施的干預，不僅僅在於譯者單方面對於源文本所述事物的態

度，而更多源自於譯者與目標文本讀者所屬社群（community）之間的「同盟

關係」。 

當透過譯者與目標文本讀者的關係，來重新審視譯者的中介/干預問題時，

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干預，並不全然是一種話語行為。此前研究指出譯者會

以被動或主動的方式參與協調社會中流傳的話語與譯本之間的關係。例如，

哈蒂姆與梅森便引入譯者「話語歷史」（discursive history）的概念（即譯者所

累積的關於特定體裁的知識），來討論在關於墨西哥文化遺產的回憶型歷史作

品的翻譯。他們發現，譯者在西方傳統歷史書寫潛移默化的影響之下，對源

文本實施了「大型干預」（maximal mediation）（Hatim & Mason, 1997: 127-132; 

Mason, 2010: 83-95）。此外，包括貝克（2006; 2007: 151-169; 2010: 348-364）、

艾貝．馬克．諾恩斯（Abé Mark Nornes）（2010: 96-112）在內的研究，亦討

論了譯者如何有意識地操縱目標文本，以使該文本支持或挑戰蘊含特定政治

立場的話語。無論上述哪種情形，譯者的介入通常被視為社會教化的產物。

然而，「重新聚焦」理論視角下的回譯研究，揭示出譯者干預行為的另一面：

當譯者與目標文本讀者，因與源文本作者筆下中國社會的共同親近關聯，而

結成同盟時，譯者作為目標文本讀者所屬社群的一員，不再僅僅是抽象的話

語協商者，而是擁有具體情感、心理反應、思維認知等人格特徵的行為主體。

當譯者依據他自身或中文讀者對本體社會的認識、情感，來解讀、重構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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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中國人物、事件時，譯者成為了羅賓遜在討論譯者主體性時談及的「導

引者」（channeler）——在羅賓遜看來，譯者是導引不同類型「他者聲音」（Other 

voices）的媒介（Robinson, 2001: 12）。然而在本研究中，譯者所導引的對象，

並不全然是源文本作者帶有他性的「文字與思想」（同上），而更多是譯者與

譯本讀者所共同歸屬群體的「自我」意識。在這種情形下，儘管譯者的干預

並不全然是一種無意識的自發之舉，但也未必完全等同於譯者理性做出的話

語決策。譯者與目標文本讀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共通之處，或是在其他情境之

中，兩者可能存在的差異與矛盾，即為研究譯者的干預/中介問題提供了一個

新視角。 

除此之外，「重新聚焦」理論模式還可為研究譯者的話語存在（discursive 

presence）帶來啟示12。此前翻譯研究（Bosseaux, 2007:9-24; Lee, 2010:22-100; 

Munday, 2008:11-41），大多透過譯本的文體特徵（stylistic features），來分析

與源文本作者聲音交織在一起的「譯者聲音」，以此考察譯者如何在文本中現

身。與此不同，本研究則以標示觀察視角的語言標記作為分析起點，由此進

一步討論隱藏於文本中的聚焦者所具有的特徵。具體而言，源文本與目標文

本敘述者可能發出不同聲音，但它通常會呈現出統一「面貌」（persona），即

可被視為具有相同形象的同一主體。然而，在回譯現象中，上述情形發生了

微妙變化：儘管目標文本敘述者發出的聲音仍來自一個外國人，敘述者在讀

者腦海中仍呈現出外國人的面貌，但這個聲音背後卻折射出，敘述者採用了

截然不同的觀察視角，它彷彿是透過中國百姓的眼睛在看「中國」，於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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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者關聯的聚焦者不再相同。關於敘述者出現的上述「分身」現象，敘述

學中亦有討論。里蒙-凱南談及，敘述者在回顧童年往事時，會不時透過年輕

的自己，或是年長的自己進行觀察，似乎因時間距離（temporal distance）而

分離出兩個不同的聚焦者。對翻譯現象而言，以上「分身」則更多與空間距

離，以及隨之出現的心理距離（cognitive distance）存在關聯。上文所說的認

知深淺、情感親疏之別，都可能驅使敘述者採用不同的觀察立場與觀察方式，

從而在源文本與目標文本中分離出不同性質的聚焦者——本研究提出的「局

外人」聚焦者與「局內人」聚焦者即是其中一種可能。而目標文本中這個從

敘述者中分離出的，具有不同性質的聚焦者，即可從另一個角度揭示出譯者

在譯本中的「話語存在」。 

本節圍繞「重新聚焦」理論視角下的案例研究結果，從三方面對回譯的

重敘機制展開理論討論，把「回譯作為重敘」的現象理解為一種包含知識語

域轉換，反映譯者/讀者與故事人物情感連結，且依託於本體語境的「敘事共

建」過程。本研究所提「重新聚焦」理論模式，在對回譯重敘內在機制作出

闡釋的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重新）敘述理論：與該理論對翻譯政

治含義的強調不同，本研究所提「重新聚焦」模式，則更為關注翻譯活動中

與心理、情感等相關的身心因素。透過該理論視角揭示出的「敘事共建」模

式，還進一步延伸出一個關於譯者與目標文本讀者關係的研究命題。在本節

最後，圍繞案例研究中折射出的讀者—譯者同盟關係，本研究者闡述了以上

命題可能對譯者的干預/中介研究帶來的啟示，並簡要論述了「重新聚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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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對審視譯者話語存在可能帶來的新思路。 

 

第四章註釋：

1 作品推出同年（即 2001 年），躋身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並獲得奇理雅瑪環太平洋圖書

獎（Kimiyama Pacific Rim Book Prize），該獎項主要表彰以環太平洋及南亞地區為題材創作

的虛構以及非虛構書寫。 
2 英文源文本中交替提及四川方言、重慶方言、涪陵方言等。然而，由於大陸譯本主要使用

了四川方言中的常用表述，而四川方言又包括了重慶話等次方言（張紹誠, 2005: 3），故而，

本文在談及源文本及目標文本有關方言的使用情況時，主要採用了「四川方言」這一表述。 
3 「內省視角」通常指聚焦者對人物「內心活動的透視」（申丹, 2006: 523）。此處我們借用

該表述來描述目標文本聚焦者對中國人物內在特質的觀察。 
4 Country Driving 每一卷下設三到四章，各章又可進一步細分為不同的小節，通常以星號

或空行區隔。 
5 相關報導取自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我們首先搜

尋包含「開路先鋒」的報導，再在此基礎上對「開路先鋒」所出現語境進行考察。 
6 美國夢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內涵。隨著 19 世紀後期美國社會步入城市化、工業化階段，

美國夢所承載的價值觀與 19 世紀前期出現了分化，以霍雷肖．阿爾杰（Horatio Alger）為代

表創作的美國夢人物展現出了「複雜、道德界限模糊」（complex and morally ambiguous）的

特徵（Jillson, 2016: 119;123）。 
7 在蔣介石實施「戒嚴」期間，馬克思主義和左翼思想一度在台灣處於「缺位」狀態。自 20

世紀 70 年代台灣解除「戒嚴」與黨禁後，儘管台灣曾出現代表工人利益的第三政黨，如共

黨、勞動黨，但於 90 年代逐漸式微（鄭谷雨, 1995; 許陳品, 2018）。此處我們所說「工人」、

「勞動者」在台灣不竟然帶有社會主義色彩是針對台灣一般民眾的認識而言。 
8 需要指出的是，在有關人口流失的語境中，台灣譯本在處理諸如「leave」等標記時未突出

「打工」目的，但我們發現，在翻譯第三卷有關工廠新區的故事時，譯本仍在部份情況下將

包括「leave」在內的標記譯為「離開外出打工」等。 
9 相關報導取自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考察方法與前

文註釋 4 相同。 
10 該表述引述自《中國農民工》（沈立人, 2005: 52）。 
11 孫藝風言及的「距離」包含不同維度，涉及源文本與目標文本的距離、讀者與文本之間的

閱讀距離、文本中能指與社會文化環境中所指的距離等（2003: 73-110）。 
12 有關「重新聚焦」現象與譯者話語存在的探討另見本研究者所發表論文（Wu, 2017: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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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結論 

本課題圍繞中國題材當代敘事新聞作品的「回譯作為重構」現象展開研

究。通過參考貝克（重新）敘述翻譯理論，本研究將回譯重構理解為一種「重

敘」，即在中文語境中對源文本中國人物、事件的「再敘事化」。在此基礎上，

本研究拓展了貝克的（重新）敘述思想，進一步提出「重新聚焦」的理論概

念以及相應的文本分析模式，以研究上述「再敘事化」過程中，聚焦者視野

裡的「焦點」如何隨視角切換而出現變化，繼而重構出不同於源文本的「中

國故事」。其後，本研究將上述「重新聚焦」理論以及分析模式，運用於考察

美國作者海斯勒所著「中國三部曲」的回譯。在以簡體譯本為主、繁體譯本

為輔的案例研究中，本研究對大陸簡體譯本折射出的「重新聚焦」模式進行

闡釋，並就回譯重敘機制展開了理論討論。以下是本研究的具體發現與結論。 

    首先，在圍繞「中國三部曲」的案例研究中，本研究發現，大陸譯本相

較於源文本語言層面的細微變化，折射出感知（時空）視角、心理視角、意

識形態視角之間的相互轉化。其中，視角轉換的主要規律在於，源文本聚焦

者觀察中國人物、事件時採用的以上三種視角，在大陸譯本中被切換成呼應

中國（大陸）百姓認知的「集體視角」。這種集體視角既包含社會主義、爱国

主義等意識形態成份，又透露出下述集體心理成份，譬如中國（大陸）百姓

對歷史歲月、社會經濟發展變遷、人與自然關聯的共有認知。相較而言，台

灣譯本聚焦者則同樣採用負載西方（民主）價值理念的意識形態視角。這一

點說明大陸譯本的「重新聚焦」現象並非由英漢語言差異造成，而更多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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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兩種中文譯本聚焦者佔據的不同意識形態立場。然而，個別情況下，台灣

譯本與大陸譯本也表現出一致性，譬如，台灣譯本同樣採用描述「圍觀」現

象的語言標記。兩種中文譯本因兩岸共同文化而產生相似的聚焦模式，這又

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大陸譯本聚焦者帶有集體性質的觀察，並非僅包含意

識形態成份，而還融入了集體心理成份。 

此外，本研究發現，當回譯後的「中國故事」投射出上述意義上的「集

體視角」時，大陸譯本聚焦者視域中的「焦點」呈現出從消極到積極，被動

到主動的變化。其中，社會現象中存在的矛盾、悖論或負面影響被不同程度

地消解，而抽象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或社會主義勞動者也在部份情況下被「前

景化」。然而，上述價值評判轉化，不單指向具有政治內涵的社會事件或群體，

還關涉以中國（大陸）百姓為藍本塑造出的故事人物。隨著大陸譯本凸顯出

故事人物的正面特質，人物不再被動地從屬於環境，或是被視為某種抽象「類

型」，而被重塑為擁有鮮明性格特徵、形象豐滿、表現出內在生命力的主體。

例如，大陸譯本便將歷史過往中的「受害者/倖存者」重塑成「奮鬥者」（見

4.1.2.1）；另將社會變遷浪潮中的農村「出走者」，重構成前往城市謀生就業的

「務工者」（見 4.2.2.2）。此外，人物對白中四川方言的運用，還使得對政治

時局漠不關心的類型化人物，演變成為逗趣、幽默的川江百姓（見 4.1.2.2）。 

其次，本研究發現，「中國三部曲」的回譯重構，涉及聚焦者性質由「局

外人」到「局內人」的改變。在源文本中，聚焦者佔據外在於中國社會時空

的「局外人」立場進行觀察。儘管該聚焦者並沒有套用西方報導中國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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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框架（如中國威脅論），來審視中國人物、事件，但其觀察仍傳遞出美國

精英媒體所秉持的個人主義、（利他）民主等「恆久價值」，或是反映出美國

19 世紀「鍍金時代」、美國夢等文化腳本。本研究發現，當「中國故事」回譯

成中文後，上述西方理念被不同程度消解，而聚焦者的觀察則與中文（大陸）

環境中的公共敘事形成呼應，從而令聚焦者的屬性由「局外人」演變成「局

內人」。一方面，該「局內人」聚焦者對社會事件或現象的觀察，尤其是建國

後三十年的歷史過往，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進程，往往符合中國大陸政

府推動的官方敘事，譬如，建國以來三十年黨和國家歷經「嚴重挫折」的敘

事（見 4.1.3），或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發展」敘事（見 4.2.3）。另一方面，

該聚焦者對相應社會背景下中國百姓的觀察，又與社會中流傳的集體敘事形

成呼應，例如，中國（大陸）百姓對二十世紀下半葉歷史過往的集體回憶（見

4.1.3），中國古代哲學中的自然觀（見 4.1.3），或是由文學互文關聯產生的對

特定群體（如圍觀人群）（見 4.1.3）的認知。這樣一來，目標文本聚焦者彷彿

借用中國（大陸）百姓的「眼睛」來審視他們的經歷及其所處社會時空。此

外，聚焦者的「局內人」屬性，還體現在聚焦者視野中的中國人物從消極到

積極，從被動到主動的變化，這一變化反映出譯者/讀者與中國人物之間主動

達成的一種自我認同心理，以及潛在的情感關聯。前文所述由「受害者/倖存

者」到「奮鬥者」的轉變，即是反映這種自我認同心理的典型譯例（見 4.4.2）。

總的來說，大陸譯本「局內人」聚焦者不僅在認知上與中國（大陸）百姓保

持一致，還在情感上對中國人物懷有同理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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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中國三部曲」的案例研究相關發現，本研究認為，中國題材當代

敘事新聞的回譯實質上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重新聚焦」，而這個「重新聚焦」

過程反映出「回譯作為重敘」的現象不單是一種受意識形態（政治）因素驅

動的改寫。在本研究提出的「重新聚焦」理論假設中，隨著聚焦者觀察視角

的改變，聚焦者視野中的「焦點」會出現變化，從而令故事重構。結合案例

研究發現，本研究認為，回譯重敘確實可被具化為一種「重新聚焦」的過程

——目標文本將「局外人」聚焦者的個體視角與價值觀進行過濾，轉而透過

中國（大陸）百姓共有的思維、情感，及其佔據的意識形態立場，以「局內

人」聚焦者的視角來重構「中國故事」。聚焦者透過特定視角對人物、事件展

開觀察，這實際上是一種帶有聚焦者主觀色彩，受個體或群體身心因素影響

的活動。當「局內人」聚焦者與中國（大陸）百姓佔據同一觀察立場時，實

際上是把自身投射到中國（大陸）百姓的身心狀態之中，因此，「局內人」聚

焦者的觀察，往往會折射出中國（大陸）百姓對中國社會的集體認知，及其

對中國人物存在的情感連結。鑒於此，本研究認為，儘管意識形態（政治）

因素，仍是研究回譯作爲「重新聚焦」過程的其中一個重要考慮因素，但除

此之外，還需考察認知、情感因素。在譯者影響下產生的重構，并非全然出

於譯者對於意識形態（政治）因素的理性考量，而還可受到譯者身心因素的

影響，包括譯者的身心因素，其所歸屬群體的認知方式與情感訴求。因此，

回譯重敘機制並不能被單純地理解為政治改寫，而應被視為與目標文化觀察

主體思維、情感等身心因素相關聯的重構。 



 

193 

 

此外，本研究認為，相較於一般情形下的翻譯活動，回譯重敘機制的特

殊性在於，回譯指向目標文本譯者/讀者與「局內人」聚焦者之間形成的同盟

關係。在回譯現象中，中文（大陸）譯者與讀者同為故事所述社會的一員，

譯者在回譯時，會有意或無意地把自身帶入到讀者的位置，來重敘關於中國

（大陸）百姓及其所處社會的故事。一方面，譯者會參與到「知識語域」的

轉換中，即下意識地按照自身及中文（大陸）讀者所有的背景知識，或是其

對中國社會固有的認知模式，來解讀源文本中國人物、事件，從而引導目標

文本聚焦者在認知層面上與譯者/讀者構建同盟關係。另一方面，由於中文（大

陸）譯者/讀者在情感層面上與「中國故事」所述故事人物存在近親關聯，譯

者會傾向於賦予聚焦者視野裡的中國人物以主動性或正面性，從而引導譯本

讀者與故事人物主動地達成一種「自我認同」。一般情況下，中文（大陸）讀

者是透過「局內人」聚焦者的鏡頭，來觀察中國人物、事件。但在部份情況

下，讀者亦會將其對本體社會文化的集體認知帶入目標文本，從而以另一種

形式調動聚焦者與其結為同盟。譬如，在語言標記的「平移」現象（見 4.4.1; 

4.4.3）中，中文（大陸）讀者在解讀「工人」（worker）、「傳統」（tradition）

等標記時，便可能不自覺地聯想到關於社會主義勞動者的話語，或是中文語

境下人們對於悠久、古老中國文化的集體認知，從而使得目標文本投射出「局

內人」視角。本研究認為，回譯作為「重新聚焦」的現象，揭示出一個由目

標文本譯者/讀者共同參與的，圍繞「局內人」聚焦者展開的「敘事共建」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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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本研究通過提出「重新聚焦」理論以及分析模式，圍繞「中

國三部曲」的英中翻譯，對「回譯作為重敘」現象展開了深入研究。然而，

本課題在以下幾個方面還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中一個問題具潛在爭議性，即

涉及本研究所採用定性分析方法的問題。本研究之所以採用定性分析而未採

用定量分析，主要原因在於語言標記與視角之間存在複雜關聯。第三章（見

3.3.2）指出，語言或文體特徵（linguistic/stylistic features）通常直接標示的是

敘述者的聲音，而本研究對視角的判斷往往來自於這些語言標記所傳遞出的

「附加信號」（見 3.3.2），這些信號會標示出敘述聲音之外的潛在觀察視角，

例如，大陸譯本中的四川方言除傳遞出川渝地區人物具有的特殊「聲音」外，

還透露出敘述者對故事人物心緒、性格的觀察（見 4.1.2.2）。因而，語言標記

與視角之間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具穩定性的。儘管本研究嘗試對標示感

知、心理、意識形態視角的語言標記進行分類與歸納總結（見 3.3.2），但本研

究發現，詞性、語態或語體等語言特徵與不同視角類型之間並不存在固定對

應的關係，往往會因語境以及語義不同而出現動態變化，故而，這在很大程

度上需要依賴於「人」的判斷與解讀。若運用語料語言學（corpus linguistics）

等定量方法，依據固定類別的語言或文體特徵展開分析，則難免存在簡化分

析結果之嫌。相較而言，本研究採用的定性分析，則有利於再現並揭示語言

標記與視角間的複雜關聯，譬如，由段落中的詞群而非單一語彙所標示的視

角，或是由特定語言標記傳遞出的具有模棱兩可屬性的視角。當然，這種定

性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使本研究在分析上有所側重，儘管對「中國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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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及中譯本展開從頭至尾的考察，但分析重心放在了案例文本中語言標記

的持續性變化，以及文本主體內容的回譯重構之中，這一定性分析模式似乎

很難運用於涉及更大樣本量的研究。 

    此外，本研究是以「中國三部曲」之回譯展開案例研究，同類型中國題

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作品還包括 Factory Girl（《打工女孩》）、In Manchuria

（《東北遊記》）、Wild Grass（《野草》）等。本研究對回譯成中文的這類作品

進行了梳理，並就作品總體特徵展開了討論，但這些作品的中譯本有待於具

體分析，除作品主體部份的回譯外，中譯本當中的內部副文本（paratext），包

括封面、封底、腳註、序言等內容亦應作進一步考察。另外，本課題圍繞回

譯現象展開研究，故把大陸譯本作為主要分析對象，然而，部份中國題材當

代英文敘事新聞作品在中國大陸尚未翻譯，而相關作品中譯本則在台灣出版

發行。若研究以台灣譯本為核心，或可揭示出這類書寫中譯之中存在的其他

性質的重構模式。 

    對於本研究提出的「回譯作為重敘」現象，本研究者認為後續研究還可

圍繞下述話題，作進一步拓展。首先，後續研究可圍繞中文讀者對作品的認

知與解讀，考察趙毅衡提出的「二次敘述化」問題，即探究在「中國故事」

的接收過程中，中文譯本讀者如何回顧故事的情節，並「追溯出情節的意義」

（2014: 122）。通過在讀者群中展開訪談調查，或分析豆瓣（www.douban.com）

等網絡平台上的留言及書評，研究者可探究讀者如何根據譯本所述內容，從

他們的角度把中國人物、事件再次編排成意義整體的過程。通過比較分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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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與目標文本讀者在「二次敘述化」方面表現出的差異，並進一步探究相

關差異與中文譯本折射出的重構有何關聯，相關研究可揭示出「中國故事」

在回譯中的重構，如何影響中文讀者理解自身所處社會「現實」。 

    此外，研究者還可進一步拓展回譯重敘的外延。在本研究中，回譯重敘

主要指向目標文本對源文本「中國故事」的重構，而本研究尚未以目標文化

為著眼點，來探索經回譯回到中文語境的「中國故事」對本體文化的重構問

題。譬如，當迪斯尼影視作品 Mu Lan（《花木蘭》）譯介回到中國文化中時，

凝結在迪斯尼版「木蘭」身上的西方個人主義儘價值觀可能被消解，但回譯

重構後的迪斯尼版「木蘭」仍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與《木蘭辭》等作品中木蘭

的原本形象存在差異。研究者通過分析這個差異，可揭示出中國題材異語作

品的譯介對本土文化的重構。本研究認為，上述以目標文化為參照的回譯重

構討論，可拓展「回譯作為重敘」現象蘊含的維度，並揭示出兩種文化之間

以回譯為渠道實現的動態「往來」與互動。 

當海斯勒等西方作家通過講述他們在當代中國的所見所聞，來描述、理

解快速變遷的「中國」時，中文讀者亦試圖通過獨立於自身之外的第三只「眼

睛」，來解讀、反思自身所處社會「現實」。然而，當上述意義上的「中國故

事」通過回譯折返回到中國社會時，「中國故事」中的「局外人」觀察立場卻

已悄然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並不僅僅與政治意圖明確的審查過濾有關，而更

多源自包括譯者、中文讀者在內的「局內人」重新敘述「自我」的本能——

人們藉由「他者」講述的「中國故事」，不自覺地傳遞出他們對自身人生際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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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土地和社會文化時空所共同擁有的認識、回憶與情感。本研究即揭示出

了回譯現象中上述意義上的微妙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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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翻譯作為「重敘」與「重新聚焦」主要術語表 

術語 釋義 

敘事 

由一定情節與時間順序構建而成的意義整體，當中包

含開端與結尾，以及彼此關聯、互動的虛構、非虛構人

物。（Baker, 2016: 247） 

敘述者 

文本中的敘述代理，是語言範疇內的主體（linguistic 

subject）（Bal, 2009: 15）。在翻譯作為「（重新）敘

述」理論中，可引申指文本外構建敘事的個體（如譯者）

或群體（如新聞媒體）（Baker, 2006）。 

翻譯作為「（重

新）敘述」 

翻譯可通過講述故事的方式，參與構建或重構「現實」

世界的人物與事件（Baker, 2006）。在本研究中「回譯

作為重敘」指目標文本在中文語境中將源文本人物、事

件（重新）組織合成故事的過程。 

聚焦 

聚焦者透過特定視角對人物、事件進行觀察，其視野中

生成相應「焦點」的過程。「焦點」生成的過程，指聚

焦者將特定人物、事件納入視域之中，並賦予相应人

物、事件一定顯著特徵的過程。 

聚焦者 

由文本特徵標示出的建構物，即文本中被擬人化的，具

有思維、情感的觀察實體（Bal, 2009: 149; Rimmon-

Kenan, 2002: 75）。源文本、目標文本聚焦者分別與原

作者、譯者具有直接、密切的關聯，並與其他文本創作

參與者（如編輯）存在間接關聯。 

聚焦對象 
聚焦者視域中的故事人物、事件等故事素材（Bal, 2009: 

149）。 

焦點 
焦點由兩部份構成：聚焦者納視域中的故事素材，以及

在聚焦後呈現出顯著特徵和具體形象的人物、事件。 

翻譯作為「重新

聚焦」 

目標文本重敘源文本人物、事件時，隨著目標文本聚焦

者採用不同觀察視角，其視野中的「焦點」出現變化，

從而令故事重構的過程。回譯作為「重新聚焦」的特殊

性，在於目標文本在中文語境中進行重敘時，其聚焦者

是以中國人物、事件等素材作為聚焦對象。 

聚焦側面 

人們的觀察蘊含不同層面：透過視覺等感官的直接觀

察，以及透過思維情感以及意識形態的間接觀察，具體

包括「感知」聚焦側面、「心理」聚焦側面以及「意識

形態」聚焦側面(Rimmon-Kenan, 2002: 78-84)。在本研

究中三種聚焦側面被理解為聚焦者可能採用的三種類

型的觀察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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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中國題材當代英文敘事新聞作品及中文譯本 

作者 英文源文本 中文譯本 出版社 出版地 

Peter Hessler 

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2001) 

《江城》（2012） 上海譯文 大陸 

    

《消失中的江城：

一位西方作家在長

江古城探索中國》

（2006） 

九周 台灣 

    
《消失中的江城》

（2012） 
八旗文化 台灣 

  

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 (2006) 

《甲骨文：流離時

空裡的新生中國》

（2007） 

九周 台灣 

    

《甲骨文：一次占

卜當代中國的旅

程》（2011） 

八旗文化 台灣 

  

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from Farm 

to Factory (2010) 

《尋路中國：從鄉

村到工廠的自駕之

旅（2011） 

上海譯文 大陸 

    

《尋路中國》（初

版） 

（2011） 

八旗文化 台灣 

    

《尋路中國：長

城、鄉村、工廠，

一段見證與觀察的

紀程》（二版）

（2013） 

八旗文化 台灣 

Ian Johnson 

Wild Grass: Three 

Storie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 

(2004) 

《野草：底層中國

的緩慢革命》

（2016） 

八旗文化 台灣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2008) 

《打工女孩：從鄉

村到城市的變動中

國》（2013） 

上海譯文 大陸 

    
《工廠女孩》

（2012） 
樂果文化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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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Meyer 

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 Life in  

the Vanishing 

Backstreets of a City 

Transformed (2009) 

《再會，老北京：

一座轉型的城，一

段消逝的老街》

（2013） 

上海譯文 大陸 

    

《消失的老北京：

陪老北京走過最後

的日子》（2013） 

八旗文化 台灣 

  

In Manchuria: 

Journeys Across 

China's Northeast 

Frontier (2015) 

《東北遊記》

（2017） 
上海譯文 大陸 

    

《在滿洲：探尋歷

史、土地和人的旅

程》（2016） 

八旗文化 台灣 

Philip P. Pan 

Out of Mao's 

Shado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New China 

(2008) 

《走出毛澤東的陰

影》（2018） 

新世紀出

版社 
香港 

Evan Osnos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2014) 

《野心時代 : 在新

中國追求財富、真

相和信仰》

（2015） 

八旗文化 台灣 

David Eimer 

The Emperor Far 

Away: Travels at  

the Edge of China 

(2014) 

《被隱藏的中國：

從新疆、西藏雲南

到滿洲的奇異旅

程》（2015） 

八旗文化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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