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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論文從互文性視角研究《狼圖騰》和《塵埃落定》的英譯，通過建立

文本內部的話語與文本外部的話語之間的互文聯繫，分析源文內部的話語與

源語系統中相關話語的互文性，及英譯內部的話語與目標語系統中相關話語

的互文性，進而闡釋源文的文本意義和英譯的文本意義。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為緒論，介紹本文的選題背景、研究範圍與研究

問題、研究方法、文獻綜述、理論框架和章節佈局。第二章是對《狼圖騰》

及其英譯 Wolf Totem 作文本分析。本章通過分析在源文和英譯中圍繞蒙古族

草原生態觀而展開對話的四類話語，建立每一類話語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

統中的互文聯繫，發現《狼圖騰》的文本意義是強調借蒙古文化的元素使中

國變強大的話語，而其英譯 Wolf Totem 則重在彰顯內蒙古的蒙古文化，弱化

了中國崛起的話語。第三章是對《塵埃落定》及其英譯 Red Poppies 作文本分

析。本章通過分析在源文和英譯中圍繞嘉絨族群身份認同而展開對話的五類

話語，建立每一類話語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進而發現《塵

埃落定》的文本意義是借追尋族群身份來彰顯嘉絨藏族的主體性。其英譯 Red 

Poppies 文本產生的意義則不在於尋找嘉絨族群身份，而是更突出了這一文本

與英語世界裡西藏觀的既有話語的互動。第四章為結語部分，總結本論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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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對本論文運用的理論和方法進行批判性反思，最後是對後續研究

的方向作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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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provides an analysis from an intertextual perspective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Lang Tuteng and Chen Ai Luo Ding, two Chinese novels set in 

China’s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published since the 1990s. It is argued that these 

Chinese novels derive their meaning from a dialogue with various discourses 

circulating around them, and that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se novels derive their 

meaning from a dialogue with various discourses circulating around the 

translations and their source texts. This thesis is organized into four chapters. 

Chapter One detail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delineates the scope of study, sets 

out the research questions, specifies methodology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d provid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hapter Two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from an intertextual perspective of 

Lang Tuteng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Wolf Totem. Four discourses concerning 

the characters’ attitudes towards the Mongolian ecology are identified in Lang 

Tute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shows that, whereas 

the source text privileges the discourse of ‘strengthening China through learning 

from the Mongolian culture’, the target text puts the emphasis on the Mongolian 

culture itself, and that the concern with China’s nation building is much less 

pronounced in the target text than in the source text. 

Chapter Three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Chen Ai Luo Ding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Red Poppies. Five discourses concerning the identity of the 

Jiarong people in relation to China and the Tibetan region are identified in Chen 

Ai Luo D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show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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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as the source text highlights the issues of identity concerning the Jiarong 

people, the target text engages effectively in dialogue with existing discourses 

concerning the Tibetan regio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The Chinese novel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acquire additional layers of meaning when their 

intertextual relations are teased out and read in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contexts. 

Chapter Four provides a summary of the findings of the thesis,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ase studies. 

Both novels are set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in mainland China, depict cultures 

of ethnic minority groups, and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ajority Han 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Lang Tuteng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an Chinese, positions the Mongolian culture as the other,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from the other; however, Wolf Totem 

stresse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Mongolian culture, rather than issuing an 

appeal for the Han Chinese to enrich their culture and contribute t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en Ai Luo Ding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Jiarong people, 

positions foreign cultures as the other, and highlights the narrator’s quest for an 

identity of the Jiarong peopl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novel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shows the ways in which Red Poppies adheres to the 

discourses in the source text and enters into dialogue with dominant discourses on 

the Tibetan regio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Chapter Four also includes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methodology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is thesis, and suggests possible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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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論文研究 20世紀 90年代以來以中國“少數民族”1邊地為背景的兩部

中文小說的英譯。這兩部中文小說是《狼圖騰》和《塵埃落定》，它們的英

譯分別是 Wolf Totem 和 Red Poppies。本論文選此題目的原因是此類中文小說

內部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關係的呈現，折射出源語系統中相關話語的互

動關係，而英譯對此複雜結構的呈現，亦可折射出英譯所在英語世界中相關

話語的互動，分析這樣的互動關係對翻譯的作用，能夠進一步瞭解翻譯文本

產生意義的過程。此研究的宏觀意義在於中國“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背景、

社會規範和習俗以及價值觀都有自身的特點，在中文小說裡涉及少數民族的

話語表述和英譯的對應表述，通過建立互文聯繫，可以顯示其在源語系統和

目標語系統中的意義，進而為更廣闊的人文命題——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做出

貢獻。 

近現代中國文化的主流話語是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漢文化話語，而處於

地緣空間和文化意義的邊地少數民族，其民族文化相對漢文化呈現弱勢。中

原地區的漢文化對周邊少數民族文化的強大輻射，使得用中文書寫的以少數

民族邊地為背景的小說，無論是傷痕、尋根、以至新世紀之後的創作，在呈

現少數民族文化時，均受到漢文化話語的過濾和介入。此類中文小說內部有

漢族反思自我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所發出的聲音，也有少數民族分析自我文

化和漢族文化所發出的聲音，這些聲音彼此對話，使小說內部呈現了多種聲

音對話的複雜結構。社會歷史語境中多種相關文本指涉的狀況與小說內部的

對話結構，構成了源語系統中的互文體系，這正是研究此類中文小說的價值

所在。源文中多種聲音對話的複雜結構在英譯中的再現是本論文分析的重點。

在目標語系統中，多種相關文本與這些聲音彼此聯繫構成了另一套互文體系。

在英美文化的凝視中，這套互文體系介入到英譯中，形成了英譯中多種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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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結構。本論文比較源語系統的互文體系和目標語系統的互文體系，進而

分析、解釋互文關係對於翻譯產生作用的機制。 

本章由四部分構成。第一部分為論文概述，將介紹本論文的選題背景、

研究範圍、研究問題、研究方法等專項內容。第二部分為文獻綜述，將分別

梳理目前學界對《狼圖騰》、《塵埃落定》以及對其英譯本的研究成果。第

三部分為理論框架，第四部分將闡述本論文的章節佈局。 

1.1 概述 

1.1.1 選題背景 

1.1.1.1 對於中國內地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邊地的認知 

在當前中國的版圖區域中，不同族群長久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

後，從 1953 年到 1979 年，官方識別並認定了中國有 56 個民族，漢族之外的

55 個民族皆被稱為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中有五個民族的集中居住地被設置為

民族自治區。分別是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廣西

壯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 

研究中文對少數民族文化和其與漢文化互動的書寫，需梳理中國主流話

語儒家文化對中原以外族裔的看法。在儒家典籍中，記載有中原以外族裔是

在淵源流長的歷史中自然形成的。在《禮記·王制》2中有這樣的論述：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

身，有不食火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食火者矣；西方曰戎，

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

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

不通，嗜欲不同。 （陳澔，198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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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這一論述，可知先秦時期有夷、蠻、戎、狄，配合東、西、南、北

四方，與中國諸侯共被稱為“五方之民”，共成“天下”的局勢。“天下”

之局，以自我為中心，周邊為他者，是一個向外聯繫的結構，並非自成一體

的封閉結構。同時可以看出，儒家典籍對古代中國四周的族裔使用“夷、蠻、

戎、狄”的名稱，依照蔡元培所說，古代中國人信奉人種的“天人感化”，

認為蠻、貉、羌、狄 ，“乃犬、羊、狼、鹿之遣種”，“不可同群”（蔡元

培，1959：2）。可見，這些名稱含有動物後代之意，用動物之名指稱中原以

外的族裔，不乏含有蔑視。自西漢武帝以來，儒家學說一直佔據歷代王朝和

近代中國的主流話語地位，故而儒家典籍中的此類記載一直影響著大眾對中

原以外族裔的認知。 

近代“民族”一詞在中文裡有較複雜的發展。中國民族研究學界認為，

“民族”這個詞語最早是在 1902 年，由梁啟超從日語引進，他在《新民叢報》

的文章〈東籍月旦〉中提出了這一詞語。在辛亥革命中，使用“民族”一詞

最多、影響最大的，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1905 年孫中山在《中國同盟

會總章》中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革命綱領，

號召“光復我民族的國家”
 3，顯然這是從漢族民族主義出發的話語，“民

族”單指當時的漢族。1912 年孫中山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

轉而提出了“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

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孫中山，1912），此為歷史上“五族共

和”的出處。在這段話中，孫中山把當時中國的各族群稱為“族”，將合在

一起的國家政治體稱為“民族”。所以，孫中山對於“民族”的闡釋，前後

是有差異的，在 1905 年，他單指漢族，在 1912 年，他提出“五族共和”時

則是把“民族”改指為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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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學術界對於定義“民族”的主要依據是

史達林（俄語：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於 1913 年在俄語版的《馬

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俄語：Марксизм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中提出

的“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

以及表現于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史達林，1913:294）。根據

此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官方認定了在漢族之外的55個少數民族，

強調“多元一體”4的格局，著力構建中華民族一體化的認同。 

1.1.1.2 以內蒙古、新疆和西藏為背景的邊地文學 

20 世紀 80-90 年代，袁行霈的著作《中國文學概論》在香港和中國內地

出版，他在書中提到中國文學呈現地域性的現象，強調文學地域研究的重要

性，認為可以借此研究中國文化的形成和中國文化中心的變遷（袁行霈，

1990:33）。嚴家炎主編了“20 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是 20 世紀

90 年代較早大規模從區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學的書籍，其中涉及湘楚文化和西

藏文化。區域文學概念的提出，對解讀和研究以少數民族邊地為背景的中文

小說提供了理論支持。 

少數民族邊地的文化不同於中國的主流話語，在中華文化中居於邊緣位

置。徐新建在其論文〈邊地中國：從“野蠻”到“文明”〉中首先確立“邊

地”是個相對的概念，出現在“中心”的確立過程中，邊地就是中央、中原

以外的“四方”（徐新建，2005：25）。他認為從費孝通提出的“多元一體”

理念的角度來看，“邊地”標誌著國家內部各族群之間的文化界限：隔邊相

望，互為“他者”（徐新建，2005：25）。本論文採用徐新建的觀點，所涉

及的少數民族邊地，既是地緣空間，也是文化意義上的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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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中國當代文學評論家雷鳴的分析，多數中文書寫中國少數民族邊地

文學往往呈現出以下特點： 

中國邊疆地區如新疆、內蒙古、西藏、東北、雲南等地，是少數

民族聚居區域，從地理和文化意義上來說，相對于中原漢文化，具有

邊緣性和異質性。當代中國文學慣有的敘事邏輯，是偏重于對中原文

化區域內人們生活的觀察和開掘，如革命歷史小說、傷痕小說、反思

小說、改革小說、先鋒小說等，大多是回應中國主流文化區域內社會

發展的情況與內地人的精神需求。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雖然有大

量邊疆革命題材小說湧現，但這些小說大多以建設和開發邊疆為主題，

作家們依然是把主流漢文化預設為敘事的起點，從主流文化的視角觀

察“邊疆”，帶有明顯的集體敘事風格。（雷鳴，2014：82） 

可見，在中文書寫的中國少數民族邊地文學中，主流漢文化往往對“邊

地”進行著“導化”，很多中文書寫建構出主流漢文化眼中或是落後，或是

神秘，或是需要扶助的“他者”少數民族文化。所以，在以中國少數民族邊

地為背景的中文小說中，少數民族文化與主流漢文化之間的關係具有深入探

尋和研究的空間。 

就本論文選擇研究的以少數民族邊地為背景的小說來說，由於中國境內

的少數民族眾多，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少數民族邊地為背景的中文小

說數量非常龐大，而所有研究均在有限規模內進行，本論文初步擬選以內蒙

古、新疆和西藏為背景的中文小說及其英譯做個案研究。原因如下： 

第一、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域劃分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蒙古

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在地理意義上處於邊疆，是中國三個比較大的民族自治

區，總面積達 405 萬平方公里，占中國陸地面積近一半，這三個少數民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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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區對中國來講有重要的地緣空間意義。還有，西藏在不同的中文文本中指

涉的範圍有所差異，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寬泛性，西藏一方面可以指地理與

行政意義上的中國西藏自治區，另一方面，可以指中國境內藏族聚居區，包

括西藏自治區，還有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等省份的藏族聚居區。本論文

提到的西藏就是使用中國境內藏族聚居區這一寬泛的概念。 

第二、從民族形成上看，內蒙古地區與新疆，尤其是北疆的諸民族都處

在亞歐草原帶上，歷史上民族遷徙和融合較為頻繁。長期以來，內蒙古、新

疆和西藏這三個地區的少數民族大多都經歷過遊牧生活，是北方遊牧民族最

主要的流動遷徙之地。從宗教信仰的角度看，新疆民族眾多，大多信仰伊斯

蘭教，蒙古族和藏族大多信仰藏傳佛教。從語言和文字上看，內蒙古的主要

少數民族——蒙古族，西藏的主要少數民族——藏族和新疆的主要少數民

族——維吾爾族都擁有自己民族的語言和文字，並使用至今。再有，在這三

個邊地生活的主要少數民族在歷史上都曾建立過政權，民族身份較早得到識

別和認可。 

第三、這三個民族的重要性和獨特性，在孫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構想中

可見一斑。他提出“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孫中山，1912）

中，“漢”、“滿”之外就是“蒙、回、藏”了，其中“回”是泛指當時被

稱作“回疆”的新疆地區以維吾爾族為主信奉伊斯蘭教的各民族，也包括現

代意義上的西北回族。這樣看來，可以說現代意義上的內蒙古、新疆、西藏

這三個地區主要少數民族的民族特徵和文化都非常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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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年成立後以內蒙古、新疆和西藏為背景的中文

小說發展脈絡 

以下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十七年、文革時期、文革後新時期，尋

根文學時期、後尋根時期中以內蒙古、新疆和西藏三個少數民族邊地為背景

的中文小說的綜述。 

（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十七年（1949 年-1966 年）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七年（1949 年-1966 年）中，中國共產黨的“社

會主義建設”全民思想改造運動對中文文學影響至深。處於這一時期以少數

民族邊地為背景的中文小說，雖有體現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的特點，但因為

受構建新國家政權敘事的意識形態制約，總體呈現一體化的國家建構和認同，

同時強調階級鬥爭矛盾，淡化民族差異。 

在此期間，以內蒙古為背景的中文小說較有影響的有蒙古族作家瑪拉沁

夫創作的《茫茫的草原》上部（出版於 1957 年），講述抗日戰爭勝利之後，

生活在察哈爾草原上的蒙古族人們選擇接受共產黨領導。這是最早一部反映

蒙古族生活的現代中文長篇小說。維吾爾族作家柯尤幕·圖爾迪的《吾拉孜爺

爺》講述 20 世紀 50 年代的新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故事。哈薩克族作家郝

斯力汗·胡孜巴尤夫用哈薩克語創作的短篇小說《起點》，描寫新疆哈薩克牧

區合作化運動，隨後被譯為中文，1958 年由《人民文學》轉載，曾在全國範

圍內產生不小的影響。而藏族文學在這一時期幾乎全是用詩歌表達翻身農奴

的喜悅，劉克的《古堡的烽煙》則是以少有的小說形式，講述藏族女奴隸蒼

姆深受奴隸主的迫害和拉薩藏兵的欺侮，在解放軍的幫助下，她成為了農場

工人並協助解放軍消滅叛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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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小說與反映這一時期中國的革命小說都採用相似的革命故事敘述策

略，說明了這個時期漢族革命小說和以少數民族邊地為背景的中文小說都在

構建一體化的革命歷史集體記憶。 

（2）文革時期（1966 年-1976 年）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把階級鬥

爭擴展到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當時執政派的權威話語扼制了中文

文學的創造性和多樣性，使文學創作受到巨大創傷。所以，在此期間，以少

數民族邊地為背景的中文小說數量驟減。在文革後期出現的以內蒙古為背景

的小說《騎駱駝的人》和以新疆為背景的小說《阿依汗的新故事》就是以激

烈的階級鬥爭為主題，呼應彼時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 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以西藏為背景的中文小說創作基本處於停滯狀態當中。 

（3）文革後的新時期（1976 年-1985 年） 

1976 年，文革結束後，中國文學出現了“傷痕文學”，表現文革帶給人

們的傷痛，有“反思文學”對文革的惡劣影響做出反思。之後隨著“改革開

放”政策實施，“改革文學”出現，這類中文小說描述改革中人們的思想開

始發生變化。從 1970 年末到 80 年代初，中國文學有了“知青小說”，反映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坎坷命運。中國中文文學創作的演進，體現出當時人們

的思想剛從被極度鉗制狀態中解放出來，開始迸發出生機，而且文學的思辨

色彩也在逐步增強。在此期間，以這三個少數民族邊地為背景的中文小說，

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其中，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下部出

版，著重宣傳中國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性。 藏區作家降邊嘉措的《格桑

梅朵》是藏族首部長篇中文小說，隨後有益希單增的《倖存的人》，藏族女

作家益希卓瑪的《清晨》和班覺的《松耳石》等等，這些中文小說開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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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民族自身的現實生活和歷史。但是，在中國內地文學已經擺脫階級鬥爭話

語控制的同時，以上藏區小說還是把民族文化與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聯繫在

一起，這與西藏解放後中文文化在藏區的傳播和革命教育二位一體是密切相

關的。不過，在此期間，扎西達娃發表了一些小說，類似傷痕文學。《白楊

林·花環·夢》，這部小說算得上是“傷痕文學”的翻版。小說講述一對藏族

和漢族的青年男女因文革的坎坷遭遇而被迫分開，文革後兩人再次相遇，卻

已難續前緣，小說以兩人悠長難解的失落而結束。這能說明，當時部分以藏

區為背景的中文創作，也處在內地文學影響的輻射圈內。新疆哈薩克族作家

賈合甫·米爾劄汗的《理想之路》是哈薩克族第一部長篇小說，1982 年被譯

為中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講述解放前夕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

三個地區哈薩克族人的覺醒和革命鬥爭。同為哈薩克族的作家艾克拜爾·米吉

提使用中文創作小說，他的作品《努爾曼老漢和獵狗巴力斯》、《木筏》、

《遷墓人》等突顯了哈薩克族的民族特色。在此期間，新疆維吾爾族作家創

作的中文小說數量不多。維吾爾族作家祖爾東·薩比爾用中文創作了《刀郎青

年》、《探親》等小說，深入刻畫了新疆維吾爾族人的生活。王蒙，作為書

寫新疆的漢族作家代表，1982 年到 1983 年之間出版的《在伊犁》系列小說

如《哦，穆罕默德·阿麥德》、《淡灰色的眼珠》、《好漢子依斯麻爾》和《虛

掩的土屋小院》，都表現出對新疆各民族的民情以及對伊斯蘭文化的關注。 

（4）尋根文學時期（約從 1985 年-1989 年） 

1985 年韓少功發表了文章〈文學的“根”〉，其主要觀點是說一個民族

的文學源頭在於本土的民族文化中，是在對民族的地理、歷史、民性考察的

基礎上，尋找民族的過去和探求未來。汪曾祺於 1982 年在《新疆文學》發表

文章〈回到民族傳統，回到現實語言〉，他認為用傳統文化思想進行文學評

論是很有價值的，文學創作要回到對外來文化的精華兼收並蓄的民族傳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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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到容納各種流派的現實主義中。與韓少功的觀點相比，汪曾祺認為對於

中國的文學創作和評論都可以回到傳統文化中進行探索。鄭萬隆的〈我的根〉5、

阿城的〈文化制約著人類〉6和李杭育的〈理一理我們的根〉7都強調要重視

民族的自我，重新認識民族文化。 

在尋根文學時期的前後，以少數民族邊地為背景的中文小說出現了在少

數民族文化中尋找民族之根的熱潮。回族作家張承志創作的以內蒙古為背景

的中篇小說《黑駿馬》，寫出對現代文化衝擊草原傳統文化的反思。蒙古族

作家劄拉嘎胡在1986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說《嘎達梅林傳奇》，

敘述 20世紀 20年代末至 30年代初科爾沁草原上蒙古族英雄嘎達梅林起義的

故事，並展示了內蒙古的地理風貌、民俗民情、宗教信仰和神話傳說。內蒙

古的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在 20 世紀 80 年代出版的中文小說《七岔犄角的

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講述大興安嶺地區的鄂溫克狩獵文化。藏區作家

則以扎西達娃的短篇小說《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為標誌，與尋根文學

遙相呼應。藏區中文小說在探索民族之根的同時，還借用拉美魔幻現實主義

的神秘色彩來展現民族傳統文化與現實生活衝突的痛苦。藏區作家扎西達娃

的小說《西藏，隱秘歲月》，意西澤仁的《大雁落腳的地方》和《松耳石項

鍊》把對藏民族歷史、宗教的領悟與魔幻現實主義結合起來，展現對民族自

我的認識和思考。在這一時期，以新疆為背景而創作的中文小說有漢族作家

趙光鳴的《西邊的太陽》、董立勃的《黑土紅土》、王剛的《柏格達童話》、

胡爾樸的《蝶之灰》、蒙古族作家巴岱的《奔騰的開都河》、錫伯族作家郭

基南的《不朽的功勳》等，這些小說運用不同的視角展現了他們對新疆這片

土地的感情。對於新疆當地少數民族文化而言，漢族作家主要運用“他觀”

的角度講述，著墨不多。 

（5）後尋根時期（約從 1990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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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的社會環境發生很大改變，市場經濟

快速發展，消費主義構成新的主流話語，人們原有的價值觀念受到衝擊。中

文小說受到尋根文學影響，但又不同於之前的尋根文學，一部分中文小說通

過探尋少數民族文化的根，希望找到有別於消費主義話語的價值觀。陳思和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提出了“後尋根”現象（陳思和，1999:306）。

他認為‘新寫實小說’與‘先鋒小說’可以看做是“後尋根”現象，即捨棄

了“文化尋根”所追求的某些過於狹隘與虛幻的“文化之根”，否定了對生

活背後是否隱藏著“意義”的探尋之後，又延續著“尋根文學”的真正的精

神內核。（陳思和，1999:306）周引莉的博士論文〈從“尋根文學”到“後

尋根文學”〉 對“後尋根文學”進行了界定與分類，她認為尋根文學有“尋

找”意識（周引莉，2010:41），後尋根文學是對尋根文學基本精神的繼承和

發展， 包括小說、散文的創作, 也包括詩歌、戲劇等文學樣式。（周引莉，

2010:50） 

結合上述觀點，本論文把這段時期稱為後尋根時期。在此時期，以少數

民族邊地為背景的中文小說，面對主流文化和全球化的影響，出現了對人性，

對少數民族文化和對西方文明的思考。以內蒙古草原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狼

圖騰》，借蒙古民族文化和草原狼的精神這些元素來警示中國的農耕文化和

傳統儒家思想的弱點。此書自 2004 年出版，就引發了中國社會的眾多關注和

爭論。藏區作家扎西達娃的《騷動的香巴拉》，女作家央珍的《無性別的神》、

梅卓的《太陽部落》，這些長篇小說以多元化的形式表現對藏族部族文化的

探尋和對現實社會的反思。藏族作家阿來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於 1998

年出版，此書在一定程度上結合了魔幻現實主義，講述民國時四川省嘉絨地

區的麥其土司家族與外來漢文化、拉薩和西方文化進行接觸和隨之而來的變

化。最後塵埃落定，看似歸於虛無的結局，流露出對自我族群身份認同的焦

慮和追尋。此小說獲得中國的第五屆茅盾文學獎。阿來隨後出版的小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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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塵埃飛揚》等作品都在其自我族群意識和現代化的雙重影響下，表

達了對文化碰撞的思考。漢族作家范穩于 2004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水乳大地》、

2006 年的《悲憫大地》和出版於 2010 年《大地雅歌》書寫了藏區少數民族

的宗教信仰， 以及其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衝突和融合。在此期間，新疆的漢

族作家董力勃創作了長篇小說《白豆》，講述在新疆兵團發生的感情故事。

漢族作家王剛以自身的成長經歷創作了長篇小說《英格力士》，把新疆烏魯

木齊市作為故事的發生地，以傳統中原文化、烏魯木齊的少數民族文化以及

西方現代化之間的聯繫和衝突，反襯文革時期中國內地政治對人性的扭曲和

摧殘，從而思考和批評中國文化中的負面因數。 

1.1.2 研究範圍 

通過梳理以上五個時期以內蒙古、新疆和西藏為背景的中文小說的發展

脈絡，可以看出，處於尋根文學時期和後尋根文學時期的此類小說呈現多元

性特點，對少數民族文化和民族關係有更多深層思考。處於這兩個時期以內

蒙古、新疆和西藏為背景的中文小說被翻譯成英文的有《黑駿馬》、《扎西

達娃小說選》、《狼圖騰》、《塵埃落定》和《英格力士》。中篇小說《黑

駿馬》的英譯本 The Black Steed 是由中國文學出版社在 1990 年作為“熊貓

叢書”中的作品出版，譯者是斯蒂芬·弗雷明（Stephen Fleming）。《黑駿馬》

作為一部中篇小說，其故事的豐厚度和內部對話關係的複雜度不及長篇小說，

還有其英譯本是由中國政府對外譯介中國文學作品的國家級出版社發行， 有

中國對英語世界推廣文化的官方色彩，非英語世界的主動選擇，故不入選本

論文的研究範圍。中國文學出版社和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在 1999 年共同出

版了英漢對照的《扎西達娃小說選》（Selected Stories by Tashi Dawa）。休

頓·米夫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在 2002 年推出了《塵埃落定》

的英譯本 Red Poppies，由美國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林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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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ia Li-chun Lin）共同翻譯。企鵝集團（Penguin Group）在 2008 年出版

了由葛浩文翻譯的《狼圖騰》英譯本 Wolf Totem。在 2009 年出版了《英格力

士》的英譯本 English，譯者是馬丁·莫茲（Martin Merz）和潘維真（Jane Weizhen 

Pan）。其中《狼圖騰》、《塵埃落定》和《英格力士》都是長篇小說，在表

現各自邊地文化的同時，也有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文化以及英美文化的交織、

碰撞。英美的大型出版公司選擇出版這三部小說的英譯，說明這三部小說受

到英語世界的一定關注。 

但是，以新疆烏魯木齊為背景的中文小說《英格力士》，英譯為 English，

主要記敘文革時期隨父母支援新疆的漢族孩子們在烏魯木齊的成長故事，涉

及當地少數民族人物和文化的內容極少，並不足以用來研究少數民族文化在

中文小說和英譯中的呈現。 

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範圍就是選取兩部中文小說《狼圖騰》、《塵埃落

定》及其英譯，結合源語系統中相關文本所構成的互文關係、目標語系統中

相關文本所構成的互文關係，分析中國少數民族邊地文化和民族關係在源文

和英譯中的呈現，並探討互文關係在翻譯學研究中的運用和意義。 

1.1.3 研究問題 

本論文將要解決的研究問題是： 

（1） 這兩部小說作為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由中文寫就的以內蒙古和西藏

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在呈現這些少數民族的文化和民族關係時，涉及了不同

民族文化的相互交織和碰撞，而當這兩部中文小說被翻譯成英文的時候，當

地少數民族文化和民族關係如何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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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源語系統中有哪些與源文呈現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和民族關係相關

的互文本？通過建立互文聯繫，中文小說呈現出怎樣的文本意義？在目標語

系統中有哪些與英譯呈現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和民族關係相關的互文本？通

過建立互文聯繫，英譯呈現出怎樣的文本意義？ 

（3） 通過這項研究，我們能對文學翻譯做怎樣的反思？ 

1.1.4 研究方法 

互文性和文本分析法 

本論文將綜合運用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的理論，從互文性的角度研究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以中國少數民族邊地為

背景的兩部中文小說的英譯。將源文和英譯置於歷時和共時的維度中，從社

會、歷史演變中理清其相關的話語脈絡。本論文選取的兩部長篇中文小說——

《狼圖騰》和《塵埃落定》，正體現了巴赫金的複調小說特點：小說中有多

種聲音展開對話，既有中國內地漢族如何看待當地少數民族的聲音，也有當

地少數民族如何看待自我和漢族而發出的聲音。結合巴赫金和克利斯蒂娃的

理論，把每一類聲音/話語視作文本，每一類聲音都有各自的立場和操縱它的

意識形態，分別有外在的社會歷史環境中相關文本的指涉和介入，這幾類聲

音彼此對話，形成了此源文內部的互文和與源語系統中相關文本的互文，從

而構成一套互文體系。而英譯的內部，這幾類聲音彼此的對話和與目標語系

統中相關文本的互文聯繫，也構成了一套互文體系。與傳統的翻譯研究採用

的源文對照譯文的方法不同，本論文將採用源文在源語系統中所形成的互文

體系，與英譯在目標語系統中所形成的互文體系進行對照分析，去探索互文

關係對於翻譯的影響運作機理。前人所做的互文性翻譯研究，主要探尋目標

語系統中狹義的文本在英譯中產生影響的痕跡，或者聯繫到目標語系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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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本對翻譯產生的作用，但尚未有過對源文內部的互文關係以及英譯內

部的互文關係進行分析，沒有過把源文內部的互文與源語系統中源文外部相

關文本的互文建立成互文體系，也不曾把英譯內部的互文與目標語系統中英

譯外部相關文本的互文建立成互文體系。本論文將就這兩套互文體系的運作

去考察源文在源語系統中的意義以及英譯在目標語系統中的意義，進而對源

文和英譯達到更宏觀的理解和比較。 

1.2 文獻綜述 

1.2.1 中國後尋根文學時期文學英譯的研究成果 

因為本論文研究的兩部中文小說處於中國後尋根文學的譜系中，所以針

對這一文學時期文學英譯的研究可提供重要的共時參照。 

對中國後尋根文學時期文學英譯的研究可以集中分為以下兩類：首先是

對中國文學英譯在海外的傳播和接受所作的研究。馬會娟指出針對中國文學

作品在英語世界的翻譯，原作往往會被出版社編輯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改寫

（馬會娟，2013:68），她還認為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作在英語世界的接受情況

或者說銷售情況都不容樂觀（馬會娟，2013:68）。吳贇和顧憶青經過統計，

發現中國文學英譯的銷量較低，而其中有一定影響力的英譯，如《狼圖騰》

的英譯 Wolf Totem 則存在以英語世界的本土需求為依歸的改寫，以迎合西方

主流價值觀的喜好（吳贇、顧憶青，2012:92）。 

其次是針對具體的中國文學英譯案例進行分析。邵璐從敘事學角度對莫

言的《生死疲勞》英譯進行分析，她認為葛浩文的英譯體現了轉敘特色（邵

璐，2012:101）。她又分析了莫言作品英譯者葛浩文翻譯中的“忠實”和“偽

忠實”，通過考察葛浩文英譯風格中表現出的矛盾特徵，即葛氏同時採用刪

減文化負載詞的文化調適法和極端忠實于源文詞句的“偽忠實”兩種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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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得出結論認為譯者的翻譯風格具有文化特殊性和不穩定性，譯者自己

表述的翻譯理念有時與其翻譯行為或翻譯策略並不一致，甚至尖銳對立（邵

璐，2013:62-66）。蔣驍華撰文分析葛浩文翻譯莫言的《紅高梁家族》，他

認為英譯中的刪節和改寫是“以讀者為中心”的歸化翻譯（蔣驍華，2015：9）；

他又認為英美對中國文學基本只認同和接受他們認為的優點，不能容忍其眼

中的缺點，對異質性的認同和接受很少，所感興趣的異質性主要是東方情調

和負面政治背景（蔣驍華，2015:9）。 

本論文通過梳理以上文獻資料，能夠發現，對於後尋根文學時期的中國

文學英譯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國文學英譯的接受情況並不樂觀，而其中

《狼圖騰》的英譯 Wolf Totem 則被視為其中接受狀況較好的案例。針對具體

案例莫言作品英譯的研究則發現葛浩文英譯風格具有不穩定性，改寫與極端

“忠實”的翻譯策略都存在。聯繫本論文選擇的兩個案例，《狼圖騰》的英

譯明顯體現了改寫這一翻譯策略，而《塵埃落定》的英譯則使用了非常“忠

實”的翻譯策略；不過，本文並不滿足於技巧性的觀察，因此將於下文借助

互文性理論對這些翻譯現象作更深入的文本意義上的探索。 

1.2.2 關於《狼圖騰》及其英譯 Wolf Totem 的研究成果 

迄今為止，中國內地針對這部中文作品的文學評論眾多。而目前整理的

研究結果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是從《狼圖騰》中提出的“狼精神”為切入點，探討其在中華文

化、國家和民族層面的意義。陳國恩認為在歷史和現實的夾縫中出現的“狼

性”反抗精神有助於中國的民族振興（陳國恩，2012：116-119）。陸超偉從

宗教、哲學、民俗和社會心理方面分析了狼圖騰蘊含的精神，提出《狼圖騰》

的人類學意義在於警示人類生存危機和引導文化反思（陸超偉，2007：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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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利瓊認為《狼圖騰》讚頌狼的精神，揭示了草原生態萬物的內在聯繫，對

國家和民族的強盛有重要意義（羅利瓊，2005：169-171）。本研究認為，以

上論文對“狼精神”的肯定，表明在新的情況下，希望從少數民族邊地的文

化資源中尋找幫助中國主流漢文化的振興之路。李小江則分析了“民族/國家”

和民族主義的概念，認為“狼精神”是一種後烏托邦情結，並不切合現實（李

小江，2009：5-17）。上述論文對於“狼精神”的不同理解，是結合當前中

國的現實，評估“狼精神”對中國主流漢文化的實用價值。羅利瓊的另一篇

論文〈《藏獒》與《狼圖騰》之比較——文學與文化層面〉認為這兩部小說

都是動物啟蒙人類，《藏獒》對獒性的處理比《狼圖騰》宣講“狼性”更適

可而止（羅利瓊，2007：128-134），從中可以看出，羅利瓊認為《狼圖騰》

宣揚“狼性”確有不妥之處。2005 年楊志軍的小說《藏獒》作為《狼圖騰》

的反駁者出現，這部小說借用藏獒的忠誠精神反駁桀驁不馴的狼性思維方式

和行為。時至今日，學術界、大眾讀者仍對“狼精神”有褒貶不一的激烈討

論，這正是目前中國社會思想多語雜陳的體現。本論文認為，“狼精神”對

於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有著不同的意義，若分別從中國漢文化的角度，蒙古

族文化以及英美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則會得出迥異的價值判斷。 

第二、是考證狼作為蒙古民族的圖騰是否確實。蒙古族學者那木吉拉發

表的兩篇論文〈蒙古、突厥語民族狼鹿神話傳說——“蒙古先民以‘鹿’為

圖騰”，‘狼’是突厥人的圖騰說質疑〉以及〈額爾古涅——昆傳說的神話

原型——蒙古、突厥民族狼圖騰神話傳說討論〉，從《蒙古秘史》以及民間

史料中考證了蒙古和突厥的神話傳說，認為這兩個同屬阿勒泰語系的民族，

歷史上都曾有崇拜狼或曾視狼為母系始祖的現象，說明蒙古民族以狼為圖騰

的現象，有其歷史淵源。本論文認為目前學術界對於蒙古民族的圖騰確有爭

論，但是草原狼對蒙古族文化具有重要性，這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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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從生態批評的角度分析《狼圖騰》的文學價值。這一類型的評

論文章用《狼圖騰》中保護草原生態的主題作為切入點來闡述蒙古文化的生

態特點。柴華分析了《狼圖騰》中的生態文學元素和與生態文學的聯繫，認

為《狼圖騰》是在探索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柴華，2008）。衡慶娟將姜戎

的《狼圖騰》與傑克·倫敦的《白牙》進行比較，她認為從作者背景來看，兩

位作者都是去邊疆地區接觸到狼，激發出創作靈感。在內容方面，兩部小說

都重視生態，但《狼圖騰》的生態意識比《白牙》更為成熟，是針對整個生

態系統的（衡慶娟，2010）。栗麗認為從生態批評的角度來看，《狼圖騰》

的生態觀比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更有整體觀，體現了史懷澤（Albert 

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理論（栗麗，2011）。上述論文以《狼圖騰》對整體

生態平衡的關注為著眼點，肯定了這篇小說中的生態觀。喬幪（Meng Qiao

音譯）和歐瑪·諾瑞塔（Noritah Omar）發表于《文學與語言研究》（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上的文章〈草原生態：從生態學角度對《狼圖騰》

的分析〉（“Grassland Ecology: An Analysis of Wolf Totem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從生態哲學的角度論述了《狼圖騰》展現的蒙古族文化，認為

草原蒙古族人重視生態平衡，盡力保護草原物種多樣性的行為體現出《狼圖

騰》的生態觀。這篇論文分析了這種生態觀的成因，認為是薩滿教和喇嘛教

對蒙古族文化的影響，讓蒙古族人做事不會趨於極端。另外，由於蒙古民族

長期在草原上遊牧生活，使他們與自然環境和動物之間形成了彼此依存的關

係（Qiao and Noritah, 2011: 35-40）。本論文認為，生態觀是表現《狼圖騰》

中蒙古族文化的焦點，以上論文比較和分析了宗教和文學對《狼圖騰》中生

態觀的影響，為本論文提供了尋找、建立互文聯繫的部分線索。 

第四、是將同樣以蒙古民族為題材的小說與《狼圖騰》作比較研究。刊

登於《中國民族》期刊上的文章〈《黑駿馬》·《狼圖騰》〉8（作者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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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張承志的中篇小說《黑駿馬》與《狼圖騰》作比較，認為這兩部小說都是

以蒙古民族為題材的小說，兩位作者在內蒙古草原的生活經歷相似，都以蒙

古文化作為小說的重點。但是《黑駿馬》是在蒙古文化內部寫就的，而《狼

圖騰》則是在蒙漢文化比較的視野中進行的。本論文認為針對《狼圖騰》的

討論仍在繼續，範圍和深度將會擴大和深入，這部小說的意義也將不斷發展

下去。 

在中國，針對《狼圖騰》的英譯本 Wolf Totem，有以下論文進行分析研

究。王穎沖以《狼圖騰》中蒙古族老人與知識青年陳陣之間的稱謂——“阿

爸”和“孩子”為切入點，對源文和英譯的語用功能和文化內涵，進行了分

析（王穎沖，2009：68-70）。但是這篇論文僅局限于中文的語境，未涉及到

這種稱謂是蒙古族傳統文化的特點，沒有進行深層分析。高鬱芬認為譯者因

不同翻譯目的而採用了歸化和異化結合的策略，在翻譯蒙古族文化時主要運

用了異化翻譯策略（高鬱芬，2010）。本論文認為對於《狼圖騰》的英譯本

中文化碰撞的現象，僅用歸化和異化的翻譯策略分類，未免有簡單化的趨向。

賈楠從譯者、讀者、出版社和西方評論界的角度分析了英譯本所採用的翻譯

策略（賈楠，2012）。此論文的分析結果對本研究在目標語系統中建立英譯

的互文聯繫提供了部分線索。明海英針對英譯對源文進行的刪改，文化過濾

和文化誤讀的變異現象，對於狼形象，詞彙和敘事話語做了梳理，認為在後

殖民語境下，翻譯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不停碰撞、協商和爭鬥的場所，這種爭

鬥的必然結果就是翻譯文本的變異（明海英，2010）。李慧敏分析了蒙古族

文化的呈現，將英譯中蒙古族文化的呈現與源文作比較，認為英譯中的蒙古

族文化是相對正面並經過了簡化，從文化規範角度看，這是為了形成對目標

語讀者而言可接受的翻譯（李慧敏，2009）。本論文認為目前中國對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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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騰》英譯的研究缺少對於英譯中呈現蒙古族文化的深入研究，針對英譯中

對民族文化間的交流碰撞尚未有研究成果。 

在中國以外，對《狼圖騰》英譯本的分析主要是以書評形式呈現的。2008

年 5 月，在《狼圖騰》的英譯本出版不到兩個月的時候，《澳大利亞週末》 （The 

Weekend Australian）用近三個版面為 Wolf Totem 做書評。 羅文·凱立克

（Rowan Callick）採訪作者呂嘉民（姜戎）之後，發表書評介紹呂嘉民，強

調了其政治方面的背景。凱立克用〈自由的頌歌〉（“Hymn to Freedom”）為

這篇書評命名，認為這部小說的核心就是“狼的獨立精神”。在這篇訪談中，

呂嘉民說蒙古族具有接近西方世界的精神，是在競爭、奮鬥、努力和團隊協

作方面的獨立精神，更重要的是自由的精神，而這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頭號

敵人（Callick, 2008：4）。書評中提到了譯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

譯者筆記中寫到小說中的狼既為人所恐懼，但又是這部小說真實和隱喻的核

心（Callick, 2008：4）。本論文認為《狼圖騰》不僅通過展示“狼的獨立精

神”來宣導自由之精神，同時運用對中國蒙古族文化和英美文化的分析與中

國主流漢文化進行比較，凸顯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和碰撞。潘卡伊·米舍

勒（Pankaj Mishra）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對英譯 Wolf Totem 發

表評論文章。他認為中文小說在講述遊牧文化的優越性與現代性所帶來的危

險，還有葛浩文的翻譯是一如既往的流暢。米舍勒還認為作者姜戎在中文小

說借陳陣這位敘述者著重顯示了蒙古草原的悲傷（Mishra, 2008）9。 

美國的《國家地理旅行者》（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er）雜誌在 2008

年 4 月刊登了唐·喬治（Don George）對英譯 Wolf Totem 的書評，此書評稱讚

了作者姜戎的細緻觀察和葛浩文的翻譯 10。此評論對於英譯本在英語世界的

銷售、激發讀者興趣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

發表了對 Wolf Totem 的評論，認為譯者葛浩文以質樸的語言表現出小說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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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衝突，並認為外來移民開墾草原，迫使當地人改變傳統放牧生活方式，

這是在隱喻地緣政治的悲劇 11。 

對《狼圖騰》的文學評論主要探討小說中“狼精神”和生態觀，雖有對

此小說中蒙古族文化建構的分析，但比較寬泛，缺少對於蒙古族人物形象和

話語的分析，也沒有對民族關係以及對於蒙古族文化和漢文化之間碰撞、融

合的分析，而比較源文和英譯所構建的蒙古族文化話語以及民族關係，則是

本論文將要分析和研究的重點。現有關於《狼圖騰》的英譯 Wolf Totem 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具體的翻譯策略上，尚未涉及對民族文化之間對話關係的分析，

深入分析蒙古文化在英譯中的體現還沒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關於 Wolf Totem

的書評，注意到了英譯中的生態主題和蒙漢民族關係，但尚未進行全面深入

的探尋和分析。 

1.2.3 關於《塵埃落定》及其英譯 Red Poppies 的研究成果 

首先，針對中文小說《塵埃落定》，中國學術界有以下的研究成果。楊

豔伶認為阿來是在漢藏兩種異質文化之間穿行的藏族作家，他的小說展示了

藏民族在歷史變遷中所經歷的蛻變（楊豔伶，2012）。楊豔伶將阿來的創作

置於文革之後藏地漢語小說創作的大格局中進行研究，運用民族學中“自觀”

和“他觀”的方法去分析藏地漢語小說中的藏文化。將“他觀者”——漢族

作家的藏地小說和“自觀者”——藏族作家對母族文化和現代性的解讀後創

作的小說進行比較，說明漢藏文化交融對阿來及其作品的獨特影響（楊豔伶，

2012）。楊豔伶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源語系統中與《塵埃落定》可以建立聯

繫的文本的線索，對本論文進一步建立源語系統中的互文體系有重要的參考

意義。董曉霞將阿來與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相比，找到了兩者的相

似性，他們都以自己族裔的身份，書寫本民族生存狀態和文化記憶的文學（董

曉霞，2011:118-123）。董曉霞認為兩位作者都描述了在現代性的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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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民族被強勢的外來文明衝擊，民族文化因此發生的變化，同時作者的身

份認同都出現了“非此非彼”的中間狀態（董曉霞，2011:118-123）。阿來

在他的文章〈文學表達的民間資源〉中說明了書寫《塵埃落定》中主要人物

傻子的緣起和小說的文體，強調是藏族民間文化給予他靈感（阿來，2000：

3-5）。阿來不否認自己受到漢語文學和世界文學的滋養，但他更想表達對於

藏族民間文化長期被忽略的擔憂（阿來，2000：3-5）。從中能夠看出，身處

多種文化影響之下的阿來，他創作的小說《塵埃落定》表現出強勢文化對弱

勢文化的包圍和改變。小說構建的嘉絨藏族人物的不同話語，體現了多種文

化之間的角力。吳道毅分析了《塵埃落定》中嘉絨部族的土司制度、文化生

活和歷史生活，討論權力與歷史、知識之間的關係，認為《塵埃落定》對權

力的敘述使它從民族敘事引出了普遍的人類學意義，展現了人類的生存命運

（吳道毅，2006：155-159）。以上文章對這部小說中嘉絨藏族的政治、歷史、

文化的分析，對本論文建立源語系統中源文與外部文本的互文關係具有啟發

作用。 

中國內地學者對於《塵埃落定》的英譯本 Red Poppies 做出了一定的研

究成果。賀娜使用賴斯（Katharina Reiss）的翻譯批評框架，通過分析“文化

矩陣”（culture matrix），即含有深層文化資訊的詞彙、場景、事件或行為、

氣氛、人物特徵及敘事風格，去把握藏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氣質，用譯例

闡釋了翻譯文化矩陣中不同因素的翻譯方法（賀娜，2010）。曲夏瑾使用勒

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的改寫理論對葛氏夫婦翻譯《塵埃落定》進行研究（曲

夏瑾，2013）。郭超對《塵埃落定》及其英譯本 Red Poppies 的中外讀者評論

作了話語分析，他使用費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話語理論分析讀者評論，發現中西方大眾讀者和學術研究者對待

文本的視角差異，以及中西方讀者透過文本解讀藏文化存有因文化話語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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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導致的偏見（郭超，2012）。以上研究對本論文為《塵埃落定》和英譯 Red 

Poppies 分別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中建立互文聯繫有一定的啟發和參考

作用。 

在英語世界，有以下評論家和學者撰文評論並分析了英譯 Red Poppies

和《塵埃落定》。 

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2002 年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發表評論文章〈傻子講述的一個藏族部落傳說〉（“Tale of a Tibetan 

Clan, Told by an Idiot”）。她認為葛浩文和林麗君熟練的翻譯展現了一個遙遠

神秘的地方，英譯對於時空的描述讓人信服。角谷美智子認為阿來運用了一

種特別的語言，是從魔幻現實主義和相似的故事傳說中借鑒而來的，他用這

樣的語言展現了這個藏族部落的生存狀態（Kakutani, 2002）。 

樂鋼（Gang Yue）認為英譯展現了嘉絨地區的土司制度和那裡的藏民族

與外界接觸的過程，同時展現出在中國的民族權力結構中，中心與邊緣的關

係。樂鋼對於英譯題目 Red Poppies 的理解是，它既有美麗的誘惑，兼有使人

毀滅的危險，而這種特性正是源文題目《塵埃落定》蘊含的深意（Yue, 2005）。

樂鋼認為嘉絨藏文化具有特殊性，它不屬於藏族主流文化——以拉薩為中心

的格魯教文化，它有自己的方言，與中原文化的接觸較多（Yue, 2005）。譯

者在處理這些負載嘉絨藏文化的詞彙時，考慮到了英、漢、拉薩藏文化與嘉

絨藏文化的差別，儘管源文是由中文寫就的，但譯者沒有使用中文拼音系統

對這些詞彙進行音譯（Yue, 2005）。樂鋼對於藏文化的複雜性和國家內部民

族權力結構的看法可以啟發本論文分析英譯本內部話語的類型。 

樂鋼於 2008 年發表於《當代中國》（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

文章〈在香格里拉的塵埃落定之時：處於中國全球化時期的阿來的西藏〉(“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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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st Settles in Shangri-La: Alai’s Tibet in the era of Sino-globalization”) 認

為英譯通過傻子這位預言者的敘述，表現出非常強的機智和距離感（Yue, 

2008:544）。同時，樂鋼認為不能用對香格里拉傳說的簡單解讀去理解嘉絨

部族的複雜歷史，要用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混血的話語理論去描繪當地文化。

樂鋼提到英譯體現出正是嘉絨土司們所處的地緣位置決定了歷史上他們與東

邊的漢族皇帝和達賴喇嘛的政治關係，並且英譯還說出未來西邊的雪域會倒

向英國，而東邊的土司們則會歸順漢人政府的內容（Yue, 2008:549）。他認

為譯者葛浩文和林麗君的英語翻譯展示給讀者們一個更為豐富和複雜的西藏，

要比在英語世界裡常見到的香格里拉式傳說更為真實（Yue, 2008:553）。樂

鋼還指出，中文小說的題目《塵埃落定》有作者流露出的知識深度和難以言

說的憂鬱情感，但是，英譯採用了“紅罌粟”（Red Poppies）作為題目，則

掩蓋了作者的深意（Yue, 2008:553）。中文小說的題目“塵埃落定”在小說

中經主人公傻子之口，多次出現，這也是傻子對於嘉絨土司制度結束之後的

想像，這個成語為他的想像留下了極大的空間。“紅罌粟”（Red Poppies）

這個英譯是用一種帶有現代性和掠奪色彩的事物，取代了有很大想像和對話

空間的原題目，以及傻子這個人物所持話語的重要內容。樂鋼還分析了作者

阿來在當地民族構成中所處的窘境，他認為阿來是位傑出的藏族作家（Yue, 

2008:544）。 

尼若德·巴若諾維奇（Nimrod Baranovitch）發表了文章〈西藏歷史的文

學解放：阿來《紅罌粟》中的另一種聲音〉（“Literary Liberation of the Tibetan 

Past: The Alternative Voice in Alai’s Red Poppies”），這篇文章指出 Red Poppies

對舊西藏做了人文主義式的描寫，不再像中國早期拍的電影《農奴》表現舊

西藏農奴制的殘酷和黑暗，而是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做了人性化的解讀，敘

述者最先也最多地使用人性來打動讀者。Red Poppies 與過去中國普遍的漢人

中文敘事把舊西藏描述為黑暗地獄相比，形成了具有創意和思辨性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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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novitch, 2009:173-177）。巴若諾維奇還講到 Red Poppies 描述了一個

有暴力的世界，但是，在這裡也有崇高的價值觀和典範，例如，這裡對榮譽、

勇氣、忠誠和正義感有很強的價值推崇。Red Poppies 展示的舊西藏是一個正

常的地方（Baranovitch, 2009:184），英譯幫助體現了豐富、多層面的西藏社

會和文化（Baranovitch, 2009:184）。 

蔡元豐（Howard Y.F. Choy）在其論文〈探尋（質疑）‘我’：阿來的

《塵埃落定》中身份與癡傻〉（“In Quest(tion) of an “I”: Identity and Idiocy in 

Alai’s Red Poppies”）提出主人公自稱傻子是要為自己找到一個混合的身份狀

態，或者說是一個中間狀態，而不是被限定在一個固定的身份中。蔡元豐指

出就中文小說主人公提出 “我在哪裡？（Where am I?）”和“我是誰？

（Who am I?）”的問題，作者阿來既沒有決定，也沒有否定自我的立場，就

主人公的身份而言，阿來有多重的立場（Choy, 2008:117-132）。蔡元豐認為

阿來遭遇了身份危機，他代表著解放後的一代人在中國人與西藏人之間探尋

對自我的認識（Choy, 2008:119）。本論文的研究包括源文和英譯中傻子對自

我族群身份認同的話語，結合蔡元豐的文章，本論文認為源文和英譯中傻子

的身份和立場是在各自社會歷史環境中的互文網絡中形成的，傻子混雜的身

份正是不同民族文化間碰撞出來的產物。蔡元豐還認為《塵埃落定》中麥其

土司的權力合法性來自東面，是與其有密切政治聯繫的中國，而不是西面的

宗教中心——拉薩，正是土司們所處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他們邊緣附屬的政治

傾向（Choy, 2008:121）。 

羅鵬（Carols Rojas）認為在阿來的家鄉，民族構成非常複雜，可以考慮

把阿來當做是在西藏和中國之間的“內部離散者”（internal diaspora）（Rojas, 

2010:115-132）。此項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啟發本論文去分析《塵埃落

定》中的內部話語，以及主人公傻子的族群身份認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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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燕（Wang Yiyan）指出，阿來的小說體現了嘉絨這個地區，由於地

緣政治的原因，這裡與藏區的中心是有差異的（Wang, 2013:108）。阿來的

《塵埃落定》傳遞了比國家認同更為複雜的訊息，他用了一個遙遠的地方和

部族來建構當地的藏族文化區域，他把嘉絨當做一個特別的地區和社群來建

構當地藏文化，其實，阿來最終關注的還是他本人所屬的社群（Wang, 

2013:102）。王一燕認為如果把阿來的敘事看做是整個西藏文化的代表，那

麼就會失去阿來視他家鄉為西藏文化一部分這一理念的意義（Wang, 

2013:102）。 

對源文《塵埃落定》的研究顯示了藏漢民族文化之間的碰撞和融合，構

建出中文小說內部複雜和多層次的話語。而針對英譯的研究成果，則呈現出

英、漢、拉薩藏文化和嘉絨藏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本論文將進一步研究源

文和英譯中不同民族文化話語之間的對話關係，以及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

統中建立互文聯繫。 

1.3 理論框架 

1.3.1 對話理論、互文性理論之探源 

本論文採用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和克利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論對《狼圖騰》

和《塵埃落定》的英譯進行分析，研究第一個案例《狼圖騰》中各類話語之

間的對話關係，及其英譯中相應各類話語的對話關係，建立源文內部每一類

話語在源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以及英譯內部每一類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的

互文聯繫；以及第二個案例《塵埃落定》中的各類話語之間的對話關係，及

其英譯中相應各類話語的對話關係，構建源文內部每一類話語在源語系統中

的互文聯繫，以及英譯內部每一類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進而比

較兩大套互文聯繫，分析互文聯繫對翻譯文本在意義產生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雖然針對兩個個案的研究方法一樣，但因為兩部中文小說及其英譯涉及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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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英譯採用的翻譯策略有非常大的差異，相應的互文體系又有各自

的獨特性和複雜性，所以可用作分析互文性對翻譯的作用機制。 

俄國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對話的想像：巴

赫金的四篇文章》（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M. Bakhtin）中，

闡述了長篇小說（novel）是多種社會話語（discourse）的集合和對話。小說

中的話語都與外部的雜語共生（heteroglossia）相關聯。對話理論（dialogism）

是巴赫金在哲學、藝術、和小說理論的核心觀點，也是朱麗亞∙克利斯蒂娃

（Julia Kristeva）的互文性思想的根源。 

克利斯蒂娃的“互文性” （英文: Intertextuality，法文: Intertextualité）

理論建基於巴赫金的對話理論（dialogism）和複調小說(polyphonic novel)。

克利斯蒂娃參照巴赫金的動態對話思考方式，發展了文本之間相互對話、相

互交涉的互文性理論。 

文本之間的相互關係不僅是被用於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且可以被用

在翻譯研究中。克利斯蒂娃對這種文本間互相聯繫，彼此交織的現象進行了

理論的探索，並做出重大貢獻。她在 20 世紀 60 年代提出了“互文性”理論，

克利斯蒂娃認為每個文本的建構都是一種源自其他文本的拼接。她認為巴赫

金介紹到文學理論中的一種觀點是，每個文本都是由馬賽克式引文拼接而成

的，都有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換（Kristeva, 1980:66）。因此，每個文本都

可被看做是互文本，處於已經存在或將要寫成的文本網絡之中。一個特定文

本是幾種不同文本的拼接，是幾種不同文本之間的關聯， 在一個特定文本裡, 

有其他關聯文本相互交織，彼此作用。 

克利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論是將社會和歷史插入到文本中，同時把文本放

置於歷史之中（Kristeva, 1980:68）。由此，克利斯蒂娃發展了巴赫金在文本

內部從言語、小說敘事結構等方面探討多種形式的對話功能， 發展了相互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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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的動態研究。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源自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小說的研究。從 1920 年的《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人公》（Author and Hero in 

Aesthetic Activity），到 1929 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1935 年的《小說話語》（Discourse in the Novel），再到

1961 年《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的修訂》（On the Revision of the Book on 

Dostoevsky），經過逐步補充、深化和拓展，巴赫金建立了小說敘事結構的對

話關係，探討作者與主人公，主人公與主人公，作者與讀者等諸多的對話關

係。在他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複調小說之所以不同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之

前的歐洲小說，就在於作者沒有支配小說中的各種聲音，而是讓具有不同價

值觀的各種聲音進行對話，組成複調，並且對話的雙方始終都處於平等的地

位，眾多地位平等的聲音連同各自的意識形態都能結合在一部小說中。克利

斯蒂娃特別強調巴赫金談到的語言固有的對話性質、敘述結構中的多種對話

關係，她用“互文性”這一術語去探索不同文本之間的對話關係。克利斯蒂

娃依據巴赫金的對話性、文本與社會歷史語境的彼此介入，提出在文本的內

部空間和外部空間，詩性語言具有對話性（Kristeva, 1980:69）。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主張把克利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聯繫到閱

讀活動中思考。巴特認為文本的意義是在後人的閱讀和重寫中不斷建立的。

這使得一個現有文本的意義也成為了後來眾多讀者的創造過程，讀者的閱讀

活動成為積極的生產行為（Barthes, 1977）。本論文認為，針對翻譯研究，巴

特的互文性理論中所謂“作者死亡”並不等同于無視作者和譯者的主體性，

他強調讀者在互文網絡中的重要性，認為文本的意義是無止境的。可以說，

在互文網絡中，人的主體是由不同文本相互聯繫組成，進而發揮作用。讀者

的接受情況是文本意義的組成部分，有關該文本的互文聯繫包含讀者對文本

的評論 。 

巴特的互文性理論強調了文本的無限延展性和開放性，認為不存在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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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封閉性解釋或限定性闡釋。巴特認為文本與作品兩個概念的差異在於，

作品，這概念強調的是已完成的封閉物質實體，而文本則是開放的、動態的

過程。文本和作品絕對不可以混淆（Barthes, 1977:156-164）。巴特的文本理

論認為所有的表意實踐都可以生產出文本，如繪畫實踐、音樂實踐、電影類

的實踐等等（Barthes, 1981: 41）。本論文將借鑒巴特的文本理論，在本論文

中，中文小說和英譯都是存在的作品，而它們的內部空間則存在不同文本構

成的互文關係，在它們的外部也有相關的文本構成互文關係，內部的互文與

外部的互文再次形成互文網絡，比較中文小說和英譯各自形成的互文網絡將

是本論文研究的重點。 

萊姆克（Jay Lemke）認為在語言符號系統（a linguistic semiotic system, 

Lgs ）中，語言類的系統網絡內部和外部彼此有聯繫，並且這類聯繫會拓展

至在社會行為符號系統 （the social action semiotic, AcS）中。社會行為符號

系統（AcS）是定義人們各種各樣的社會實踐內部和外部之間聯繫的一套符

號系統（Lemke, 1985：283）。哈蒂姆和梅森（Basil Hatim and Ian Mason）把

萊姆克提出的互文性聯繫總結為兩類：文本內部各因數之間的關係和文本之

間的互文聯繫。他們認為以這樣的方式運用互文性，可以引入意識形態、權

力和文化規範等社會符號進行研究（Hatim and Mason, 1990:125）。本論文在

分析中文小說和英譯的少數民族文化以及民族關係時，將使用中文小說內部

和英譯內部的互文聯繫與它們在外部空間與其他相關文本構成的互文聯繫結

合，探討小說的互文體系與英譯的互文體系，進而剖析互文體系對翻譯的作

用。 

諾曼∙費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將互文性與福柯（Michel Foucault）

的話語和權力關係和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理論結合，他認為採

用此種方式可以闡述霸權鬥爭過程中互文聯繫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還可以在

話語的範圍內，將互文聯繫與對話語秩序的質疑、重建過程理解為霸權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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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Fairclough, 1992:103）。本論文分析少數民族話語的互文網絡時可考

慮費爾克拉夫的這一觀點，去探尋相關文本的聯繫。 

費爾克拉夫將互文聯繫分為顯性的互文聯繫（manifest intertextuality）和

構成式的互文聯繫（interdiscursivity or constitutive intertexuality）（Fairclough, 

1992:117-118）。他所說的顯性互文聯繫是指一個文本明顯使用了其他具體的

文本，而構成式的互文聯繫則是指一種話語類型是如何由諸種話語秩序的各

種因素組合而成的（Fairclough, 1992:117-118）。 

針對構成式的互文聯繫，費爾克拉夫提出了三種互文聯繫的模式： 

1. 連續式互文：在一個文本裡，不同的文本或話語接連出現。 

2. 嵌入式互文：一個文本所處的社會環境中清楚得包含某一個文

本或一類話語。 

3. 混雜式互文：文本和話語以一種更為複雜和更不易分隔的方式

合併在一起。 

（Fairclough, 1992:118） 

韋努蒂（Lawrence Venuti）針對互文性與翻譯，認為互文聯繫可以是定

義清楚的形式，如：引用、典故、戲仿。但是，互文聯繫也可能更加微妙、

含蓄和普遍。比如一個言語行為參照以前使用語言的範式，一部文學作品參

考以前同一個流派的作品。（Venuti, 2009:157） 本論文認為韋努蒂的看法與

費爾克拉夫的三種互文聯繫模式的後兩種比較相似。 

結合以上分析，特別是借鑒巴特的文本理論，本論文視文本為社會表意

實踐的產品，是動態的、開放的、多種因素交織而成的場域。文本這一概念

將涵蓋書籍、學術文章、媒體資訊、相片、電影、音樂、繪畫、建築物等有

形載體所承載的思想話語。在分析互文聯繫時，本論文將按照中文小說和英

譯中少數民族文化和民族關係這類主題，以其為線索，在小說和英譯的內部

空間，外部的社會歷史語境中，去建立相關文本的彼此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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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運用互文性理論進行翻譯學研究的成果 

在當前翻譯學界中，已有多位學者採用互文性理論進行翻譯學研究。其

中頗有影響力的有蔣驍華的論文〈互文性與文學翻譯〉，他將互文性理論梳理

為三種互相聯繫而又不同的情況：後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觀，每個文本都是

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歷時和聚合觀，互文性被看做是不同文本之間的

關係，即外互文性（extratextuality）；共時和組合觀，互文性被看做是同一文

本內有關因素的關係（蔣驍華，1998:21）。蔣驍華的此篇論文梳理出三種情

況對本論文應用互文性理論進行翻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線索。羅選民運

用互文性理論建立了一條應用互文性進行翻譯研究的途徑，強調了作者、譯

者、讀者三者之間的主體性關係，說明了互文的視角融合與語境化重構是決

定互文性能否成功移植到翻譯研究的關鍵，並提出以互文性理論指導翻譯理

論和實踐的可能性（羅選民，2006）。這篇論文在做早期的理論探索，是從宏

觀角度分析互文性翻譯研究的。 

安芳則對互文性與翻譯的關係展開進行了理論探討，針對翻譯實踐中如

何進行互文指涉進行了實例分析（安芳，2007）。王少娣在〈林語堂的東方主

義傾向與其翻譯的互文性分析〉中運用互文性理論探究了林語堂的自身東方

主義傾向和他翻譯活動之間的關係（王少娣，2009:55-60）。而高巍、徐啟媧

和徐晶瑩的論文〈從互文性角度覓《京華煙雲》的翻譯痕跡〉將林語堂用英

文創作的《京華煙雲》與《紅樓夢》形式和內容的傳譯，中華風俗與稱謂的

傳譯，莊子哲學思想的傳譯和對中國歷史事件與文化事件的傳譯聯繫起來，

置文本於中國的文化、社會和歷史環境之中，分析相關文本對英文版的《京

華煙雲》的作用（高巍、徐啟媧、徐晶瑩，2010:69-70）。本論文認為，以上

兩篇論文推進了運用互文性理論進行翻譯個案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分析了英

文版的《京華煙雲》與社會歷史環境中的相關文本的聯繫和置換，對本論文

建立文本內部的少數民族文化與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中相關文本的聯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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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作用。 

倪若誠（Robert Neather）運用互文性理論分析香港博物館雙語環境中文

本間互相作用的現象。他分析了互文性理論與語言學的語域理論中三個社會

變數——語場、語旨和語式的聯繫。結合香港博物館的情況，倪若誠將互文

性聯繫分為主題式聯繫、同一個宏觀流派下的互動式聯繫、雜語式聯繫。他

對互文性聯繫類別的重新調整，適用於香港博物館的具體情況。（Neather，

2012：197–218） 由此可知，互文性被應用在具體個案時，另行調整互文性

聯繫非常有必要。 

本論文選擇的兩部以中國少數民族邊地為背景的中文小說內部有人物之

間、作者與人物之間進行的對話，每種聲音都有各自的立場和意識形態，這

兩部中文小說體現了巴赫金所說的複調小說的特點。中文小說和其英譯中

“話語文本”的對話關係也是互文的聯繫，小說中的每一種聲音都與小說外

部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中的相關文本有互文聯繫，英譯中每一種聲音都

與英譯外部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中的相關文本有互文聯繫，所以，本論

文是將對話理論與互文性理論結合運用，去分析中文小說及其英譯。 

1.3.3 對話理論、互文性理論在本論文中的應用 

本論文將結合對話理論、互文性理論，研究以中國少數民族邊地為背景

的中文小說《狼圖騰》和《塵埃落定》中圍繞各自主題，不同話語之間的對

話關係，也就是小說內部的互文關係，通過建立每一種話語在源語系統中與

相關文本所形成的互文體系去理解此話語在源語系統中的意義；還有，研究

《狼圖騰》的英譯 Wolf Totem、《塵埃落定》的英譯 Red Poppies 中與源文對

應話語之間的對話關係，通過建立每一種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與相關文本形

成的互文聯繫，去理解此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的意義，進而闡釋源文與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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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自語言文化系統中所產生的效果和意義。具體運作將在下兩章的文本分

析中逐步呈現。 

1.4 章節佈局 

本論文共分四章。本章即第一章為緒論，前文已闡述本論文研究的主要

內容，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範圍、研究問題、文獻綜述、理論框架和章節佈

局。 

第二章討論《狼圖騰》源文內部多種聲音所形成的互文關係與源文外部

社會歷史環境中的相關文本再形成的互文關係，和英譯內部多種聲音形成的

互文關係與英譯外部的社會歷史環境中相關文本再形成的互文關係，進行對

照和分析，用互文關係去剖析源文內部的對話關係在英譯中的再現，從而研

究互文關係對英譯的作用。 

第三章探討《塵埃落定》展現嘉絨藏族文化與中國中原漢文化、西藏拉

薩文化以及英美文化之間圍繞嘉絨族群身份認同的對話關係，並分析它們在

英譯中的再現，再進一步分析源文外部社會歷史環境中的相關文本所形成的

互文體系和英譯外部的社會歷史環境中相關文本形成的互文關係對英譯的作

用。 

第四章為結論。這一章首先對本論文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歸納，還有對

本論文的理論運用作批判性反思，進而對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進行展望。 

 

第一章注釋：

1 “少數民族”一詞，是實行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區別對待政策的國家的差別用語，是多民

族國家中主體民族以外的民族群體，其人口比例占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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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見: 陳澔（注），1986，《禮記集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三，頁 74。 

3 參見：黃彥（編），2006，《孫文選集》，中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頁 158。 

4 參見：費孝通，1989，《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5 參見：鄭萬隆，1985，〈我的根〉，《上海文學》，第 5 期，頁 44-46。 

6 參見：阿城，〈文化制約著人類〉，《文藝報》1985 年 7 月 6 日。 

7 參見：李杭育，1985，〈理一理我們的根〉，《作家》，第 9 期。 

8 該文刊於 2008 年第 11 期《中國民族》，頁 45-46，作者不詳。 

9 參見: Pankaj Mishra. 2008. “Call of the Wild”. 

http://www.nytimes.com/2008/05/04/books/review/Mishra-t.html?pagewanted=all&_r=0  

讀取時間：2012-12-01。 

10 參見: Don George. 2008. “Book of the Month: Wolf Totem, by Jiang 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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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取時間：2012-12-01。 

11 參見: Kirkus Reviews. 2008. “Wolf Totem”. 

https://www.kirkusreviews.com/book-reviews/jiang-rong/wolf-totem/.  

讀取時間：201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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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對《狼圖騰》和 Wolf Totem 的文本分析 

2.1 關於《狼圖騰》和英譯 Wolf Totem 的介紹 

2.1.1 《狼圖騰》的出版和接受狀況 

本章運用對話理論和互文性的研究方法對《狼圖騰》和其英譯 Wolf Totem

中針對中國內蒙古的蒙古族文化，分析代表不同意識形態的話語/聲音之間形

成的對話關係。在《狼圖騰》一書中，代表蒙古遊牧文化的當地牧民的聲音、

代表外來漢農耕文化的外來戶聲音、支持蒙古遊牧文化的知青的聲音，支持

漢農耕文化的知青的聲音，主要圍繞草原生態觀這一主題展開“對話”，即

巴赫金的對話理論（dialogism）所指的對話關係。這部中文小說所講的狼圖

騰崇拜是指蒙古牧民借助草原狼的精神去維護草原生態平衡，這被視為草原

遊牧生活的基本理念。而草原生態正是小說中在草原上生活的人們的利益和

當地社會矛盾集中的焦點，本章分析此中文小說和英譯中上述四類話語的呈

現，以及每一種話語在源語系統中形成的互文體系和目標語系統中形成的互

文體系，進而分析源文在源語系統中的意義，以及英譯在目標語系統中產生

的意義。 

《狼圖騰》一書於 2003 年底定稿，在 2004 年 4 月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

版發行。截至 2014 年 4 月，《狼圖騰》中文版在中國內地再版 150 多次，正

版發行近 500 萬冊，盜版大約有 1600 萬冊 1。由此可見，這部小說在中國社

會的影響較大。《狼圖騰》自出版之後，就是一部有爭議的小說，它激發中國

各類讀者在傳媒界、學術界進行大量觀點迥異的討論，顯示在源語系統中，

帶有不同意識形態的話語進行對話與交鋒。其英譯 Wolf Totem，由企鵝出版

社出版發行，並由美國文學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譯，其銷量

超過了其他華語文學英譯作品。因此，本論文選取這部小說和其英譯進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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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分析。 

此書作者本名為呂嘉民，筆名是姜戎，滿族，他生於南京，在北京長大。

1967 年，呂嘉民自願下鄉去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草原插隊，他在

滿都寶力格牧場生活了十一年，1978 年返回北京。呂嘉民考上了中國社會科

學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研究生院，畢業後在中國工運學院（今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任教。在 1989 年學生運動中，呂嘉民因參加學運而被捕，

至 1991 年初被釋放（莊新眉，2008:146-165）。 

呂嘉民使用春秋時期西戎遊牧民族的一支姜姓部落的姓氏，加上“戎”

之遊牧精神，所以取“姜戎”作為筆名來創作《狼圖騰》這部小說。呂嘉民

作為當前中國 55個少數民族之一的滿族，少數民族背景是他關注蒙古族文化

並可能促其產生同理心的原因。同時，滿族曾有作為清朝統治民族的經歷，

清末國力衰弱，是這個民族歷史記憶的傷痕，呂嘉民似有從現代的民族——

國家這一概念框架下的文化中心出發到邊緣尋找幫助國家振興的方法。在小

說中，他採用一名北京漢族男性知青，即當時中國主體民族的青年知識精英

的視角，觀察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內蒙古草原生活的當地蒙古族人、外來戶和

漢族知青，分析當地蒙古傳統遊牧文化與外來的漢農耕文化之間的衝突與碰

撞。2004 年，《狼圖騰》一書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出版社進行了市

場化運作，對此書的銷售和社會影響力起到非常大的推動作用。此書編輯安

波舜在《狼圖騰》的首頁〈編者薦言〉中寫到這部小說是世界上迄今為止唯

一一部描寫蒙古草原狼的奇書，並邀請中國社會的各界名人撰寫讀後感。在

《狼圖騰》封底列有四段簡短的書評：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張瑞敏認為商戰

可以借鑒狼的戰術；蒙古族歌唱家騰格爾說《狼圖騰》讓他感受到悲壯、憂

鬱和深沉的蒙古長調，還有蒙古蒼狼對親情的呼喚，帶著幽怨和孤獨；作家

兼評論家周濤指出此書重新展示了遊牧民族的生存哲學，並能正視儒家文化

的弱點；文學批評家孟繁華說這部小說既有歷史傳說，也有虛構和想像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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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情節，是個奇異的存在。此類書評屬於長江文藝出版社的行銷策略，出版

社有意選擇中國商界、藝術界、文學界的相關代表人物撰寫評論，說明這部

小說的重要性和意義，以期吸引來自不同領域的讀者進行閱讀，可見，這類

書評之主要目的是為推動中文小說的市場銷量。 

2004 年 8 月，評論家白燁發表了題為〈獨一無二的《狼圖騰》〉的評論 2，

認為《狼圖騰》這部小說思考了民族在演進中的缺失和歷史在演進中的缺環

（白燁，2004: 22）。2004 年 12 月 15 日，中國當代作家張抗抗在《北京青年

報》上發表題為〈關於姜戎《狼圖騰》的細節饗宴〉的文章，積極評價《狼

圖騰》緊湊的故事節奏和小說情節，認為此書是在尋找中華民族“狼圖騰”

精神回歸的道路 3（張抗抗，2004）。以上文章分析《狼圖騰》中狼之精神，

引發討論中國人的國民性格需借狼的精神進行反省和強化。至此，在改革開

放後的中國大陸，有關中國的國民性需要狼精神改造的聲音開始出現在源語

系統中。 

《狼圖騰》這部小說被改編為電影，由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紫

禁城影業、法國荷貝拉藝公司（Reperage）等共同出品的同名電影《狼圖騰》，

由法國導演讓·雅克·阿諾（Jean-Jacques Annaud）執導，於 2015 年 2 月 19

日在中國上映。根據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將翻譯分為符際翻譯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語際翻譯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語內翻譯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的思想（Jakobson, 1959: 114），對於此電影的研究

屬於符際翻譯的範疇，而本章主要研究中文小說《狼圖騰》和其英譯 Wolf 

Totem，屬於語際翻譯，所以對此電影的具體分析不在本章的研究範圍之內。 

2.1.2 英譯 Wolf Totem 的出版和接受狀況 

2005 年 9 月，企鵝出版社以 10 萬美元預付款，10%的版稅，購得在全

球發行《狼圖騰》英文版版權 4。企鵝出版社邀請翻譯過眾多現當代華語文

學作品的美國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進行英文翻譯，《狼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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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譯 Wolf Totem 在 2008 年 3 月首次出版發行。 

Wolf Totem 的英語譯者葛浩文在美國以翻譯華語文學聞名。劉再複稱讚

葛浩文是“把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最積極、最有成就的翻譯家”，

是“中國文學的指引和積極傳播者”
 5。葛浩文亦被夏志清譽為“公認的中

國現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6。他曾翻譯過中國的作家蕭紅、張潔、楊絳、

莫言、蘇童、王朔、阿來、畢飛宇等作家的作品，還有臺灣作家黃春明、白

先勇、王禎和、朱天文、朱天心等作家的作品。 

葛浩文 1939 年出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長堤市（Long Beach）。1962

年，23 歲的葛浩文從美國海軍軍官訓練學校畢業，被派到台灣工作。他在台

灣學習中文，曾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修。葛浩文回到美國先在舊金山州立

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攻讀中文並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師從

柳無忌（其父為柳亞子）在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isty)攻讀東亞語言博

士學位。他於 1974 年完成關於蕭紅的畢業論文，成為後來所著《蕭紅評傳》

的基礎。《蕭紅評傳》於 1979 年譯成中文在香港出版，次年在台灣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葛浩文是中國作家莫言絕大部分中文小說的英譯者，莫

言在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與葛浩文英語翻譯的積極推介作用密不可分，

葛浩文曾為莫言向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遞交過提名信。 

葛浩文自 1970 年代至 2014 年翻譯了大約 46 部華語文學作品，其中翻譯

最多的是莫言的十部長篇小說，其次蕭紅和蘇童，各四部作品；畢飛宇的三

部長篇小說；劉恒、王朔、阿來、賈平凹、劉震雲的長篇小說各兩部；張潔、

張煒、姜戎、韓寒等人的長篇小說各一部；台灣作家李昂的兩部長篇小說和

三部短篇小說；黃春明、朱天文、王禎和的長篇小說各一部；還有新加坡以

及海外華裔作家的文學作品，其中部分作品是葛浩文與他的妻子林麗君共同

翻譯的，餘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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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葛浩文的英譯為華語文學在英語世界的接受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正如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於 2005 年 5 月 9 日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上題為〈苦竹〉（“Bitter Bamboo”）的評論文章中寫道，“在美

國，中國當代小說翻譯差不多成了一個人的天下，這個人就是葛浩文。”
7
 

《狼圖騰》是由企鵝出版社選定後，再找到葛浩文進行翻譯。2008 年 3

月 13 日，企鵝集團在故宮禦膳房舉行了《狼圖騰》英文版的全球首發式，中

國新聞出版總署對外交流合作司官員，長江文藝出版社總編輯安波舜，英文

版譯者葛浩文，以及小說主要人物的生活原型都出席了該首發式。葛浩文在

現場發言，他認為書中體現的第一是環保，聚焦於對生態的破壞；第二是文

化的衝突，漢人、蒙人的衝突。8 而民族文化衝突，或族群文化衝突，目前

對全世界而言，這都是很大的問題。葛浩文所說的這兩個要點與本論文對源

文和英譯的關注點是一致的，將在本章第二節中進行詳細分析。 

2007 年 11 月 10 日，憑藉著英譯 Wolf Totem 的面世，《狼圖騰》一書獲

得亞洲曼氏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ture Prize）。評審團主席阿德里安娜·克

拉克森（Adrienne Clarkson）評論這是一部全景式的小說，展示中國文革時

期內蒙古草原的生活。克拉克森對牧民與農民，動物與人類，自然與文化的

複雜關係進行解析。他認為小說娓娓道來整個故事，敘述得細緻活潑，逐漸

形成強大效應。這本書與眾不同，讓人難以忘懷（Clarkson, 2007）9。從中可

見，英譯為小說的獲獎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2007 年 11 月 22 日，喬納森·沃茨 （Jonathan Watts）在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發表對作者姜戎的訪談——〈與狼生活〉（“Living with wolves”）。

該訪談認為小說最後部分提出了是漢族人帶來的現代化生產開墾草原，破壞

植被，摧毀了狼的棲息地，把草原變成荒漠，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最為

嚴峻的生態危機。在訪談中，作者姜戎希望他的小說能影響中國的文化根基

（Watts,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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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 月，柯利弗德·庫南（Clifford Coonan）在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刊登書評——〈姜戎的《狼圖騰》：狼年〉（“Jiang Rong’s ‘Wolf 

Totem’: The year of the wolf ”），討論《狼圖騰》英譯的出版，並轉述了企鵝

出版社的中國區經理周海倫（Jo Lusby）的看法，周海倫認為可以從多層面

去解讀這本書，簡單地讀，就能看出這本書在講真正的自由，以及在真實自

然中的生活。同時，周海倫解釋就英國而言，出版社是把這本書的銷售定位

于普通讀者 11。 

2008 年 5 月，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周日書評》（Sunday Book Review）上發表對於 Wolf Totem

的書評——〈曠野的呼喚〉（“Call of the Wild”）。米什拉批評了漢族沙文主義，

認為中國迅猛而魯莽的現代化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沙漠化和沙塵暴，他指出作

者姜戎化解了中國對農耕文明的驕傲，甚至貶斥孔子的思想 12（Mishra, 

2008）。 

迄今為止，精裝版 Wolf Totem 在英語世界的銷量近八萬冊 13，對於中國

文學作品英譯在英語世界的接受狀況而言，此銷量目前是最高的。 

2.1.3 《狼圖騰》的結構和內容 

《狼圖騰》小說，全書由三十五個章節、尾聲以及最後的〈理性探掘——

關於狼圖騰的講座與對話〉這三個部分構成，整部中文小說共五十四萬字。

小說主體故事由前面的三十五個章節和尾聲部分構成，每章的正文之前都引

用文獻資料為小說的故事內容提供佐證。 

中文小說每章前面引用的文獻資料可分為五類。第一類是引述現當代史

學書籍、雜文集中的段落，介紹與小說內容相關的歷史記錄。如范文瀾《中

國通史簡編·第一編》、張傳璽《中國古代史綱》、孟弛北《草原文化與人類

歷史》、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韓儒林《穹廬集》和《成吉思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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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翼考》、魯迅《而已集·略論中國人的臉》、富育光《薩滿論》。第二類是

引用中國古代漢文化史書的文獻，如《漢書·匈奴傳》、《魏書·蠕蠕匈奴徒

何高車列傳》、《史記·大宛列傳》、《周書·突厥》、《資治通鑒》、《黑

韃事略》、《後漢書·西羌列傳》。第三類是西方涉及到匈奴、蒙古人的史學

書籍，如赫·喬·威爾斯《世界史綱》（英國）、勒尼·格魯賽《草原帝國》（法

國）。第四類是波斯史學家撰寫的關於匈奴、蒙古人的史書， 如志費尼的《世

界征服者史》、刺失德丁的《史集·窩闊台合罕記第三部分》、拉施特的《史

集·第一卷》。第五類是被譯為漢語的蒙古史書，如《明初音寫、譯注本，〈蒙

古秘史〉總譯》、道潤梯步的《新譯簡注《明初音寫、譯注本，〈蒙古秘史〉》、

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總體而言，每章正文之前引用這些資料主要是為

《狼圖騰》的小說內容提供史書文獻記載作為佐證。 

《狼圖騰》小說的正文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 20 世紀 60 年代的中國，

一位名叫陳陣的北京男性青年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14中，選擇去內蒙古

的額侖草原。陳陣抱著避世的想法，期望在遙遠的內蒙古草原過寧靜的生活，

遠離當時中國內地日益複雜的政治鬥爭。到了草原之後，他與當地蒙古牧民

默認的精神首領——畢利格老人非常投緣。隨著時間推移，陳陣與畢利格一

家人深入交往，他逐漸瞭解當地蒙古人以草原狼為圖騰的原因。 

陳陣來自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首都北京的漢族知青，他以中國主體

民族——漢族青年知識分子的身份進入到草原傳統蒙古文化的內部。陳陣使

用外來者的視角思考為什麼當地會有崇尚狼精神的傳統。在小說的前半部分，

陳陣孤身一人在草原上遇到了狼群，他用畢利格老人教的方法才得以脫離險

境。此後，陳陣、楊克和當地蒙古牧民們一起去捕獵因被狼群追趕而陷在雪

湖裡被凍住的黃羊群，畢利格老人告誡他們不可貪心，必須留一部分黃羊給

狼群做冬天的食物，這樣狼和人就能相安無事，草原也會平安。畢利格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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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維持平衡的草原邏輯，讓陳陣理解畢利格等當地牧民們與草原狼共同生

存的規則，當地蒙古人既敬畏狼，又打狼，最終目的是讓草原在生態平衡中

長期保持水草興盛，草原上的人可以世代生活下去。 

在小說的後半部分，陳陣對草原狼的興趣日漸濃厚。他去狼洞掏狼崽，

得到一隻幼崽，從此開始悉心餵養小狼。同時，以復員軍人包順貴接替老場

長烏力吉管理牧場工作為標誌，外來戶 15接管了牧場的權力，從此額侖草原

當地蒙古人的生活方式開始發生劇烈變化。因為此前外來戶們無視畢利格老

人的勸誡，把雪湖中原本留給狼群的凍黃羊全部挖走去換錢，所以憤怒的狼

群出於報復襲擊了額侖牧場的軍馬群，給牧場帶來極大的損失並招致上級的

批評。隨後，畢利格老人帶領著蒙古牧民們還有陳陣等幾個知青一起圍狼打

狼，經此一役，陳陣更深地理解了草原牧民和草原生活。陳陣在撫養小狼的

過程中，他和小狼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是小狼本屬於草原和大自然，

所以它極度渴望恢復自由。當陳陣遛小狼的時候，小狼因想逃跑而咬傷了陳

陣， 陳陣只好拔掉小狼最具傷害力的牙齒免得它再傷到人，這一舉動引發了

對小狼生命力的損耗。不久之後，牧場需要搬遷，但小狼堅決不肯被套上鐵

鍊帶走，它拼命掙紮，致使喉嚨嚴重受傷。最終，小狼因為想要回歸狼群和

自由，嘗試掙脫鐵鍊逃跑，導致傷重不治。無奈之下，為了給小狼保留草原

狼的尊嚴，陳陣用鐵釺結束了小狼的生命。小說的後半部分講到隨著生產建

設兵團 16的到來，額侖草原青草繁茂的牧場被開墾、耕種，那裡的野生動物

被兵團的人和外來戶們大量獵殺，草原昔日的美景逐漸消失，草原的蒙古傳

統文化也被當時牧場的實權人物——復員軍人包順貴和外來的知青斥為“四

舊”，受到蔑視。額侖草原的生態環境和蒙古傳統文化都遭到嚴重破壞。小

說中代表蒙古文化的靈魂人物畢利格老人親眼目睹了這些巨大變化後，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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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卻又無法阻止，他極度傷心，直至去世。畢利格老人的死亡標誌著草原

傳統遊牧文化在農耕文明的包圍和擠壓下走向衰落。 

小說的最後一部分以〈理性探掘——關於狼圖騰的講座和對話〉為題，

這一部分是採用兩個主要人物陳陣和楊克的對話形式去進一步闡述小說的深

層寫作目的——通過分析狼圖騰、狼精神與華夏文化的歷史淵源，證明中國

文化本就有強悍、自由、獨立的元素，主張當前中國社會要借助狼圖騰的精

神去改變國民性格，進一步為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助力。在這一部分，

敘述者陳陣以學者的身份，梳理和分析歷史上北魏、北齊、北周、隋、唐、

五代十國、北宋、南宋、元、明、清的政權與遊牧民族精神的聯繫，強調遊

牧民族的血液曾不斷地輸入給中原民族，所以在這一部分，小說借陳陣之口，

主張要在中國人心中樹立狼圖騰以改變華夏民族因農耕生產方式而形成的軟

弱性格，使中國成為勇猛進取、自由、民主的“世界文明人”（姜戎，

2004:402）。 

2.2 《狼圖騰》和 Wolf Totem 中圍繞草原生態觀呈現的四類話語 

2.2.1 《狼圖騰》和 Wolf Totem 中的草原生態觀 

本章主要分析《狼圖騰》和 Wolf Totem 中圍繞蒙古草原生態觀的四種類

型話語的呈現，並為這四類話語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中建立互文聯繫，

進而分析源文文本在源語系統和英譯文本在目標語系統中產生的意義。 

《狼圖騰》主要借內蒙古草原上傳統的蒙古遊牧文化去反思中國主流文

化——漢農耕文化和傳統儒家學說的弱點。小說中多次出現的文字段落表明

要將蒙古傳統文化中狼圖騰的精神特質輸送給中國漢文化，借此改變中國的

國民性格，是為了讓中華文化得到振興，進而實現國家的強盛。《狼圖騰》是

從中國相對邊緣的蒙古民族文化中，為中國尋找轉變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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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小說的敘述者採用第三人稱講述故事，敘述者的聲音與作者隱含的

聲音基本重疊。敘述者陳陣從“自我”的角度，身處“他者”——當地傳統

蒙古族群之中，採用在內部對焦的方法觀察和分析蒙古傳統文化和歷史，是

以外來者“漢族知識青年”的話語闡述草原上圍繞草原生態的蒙漢文化交

鋒。 

2.2.2 《狼圖騰》中圍繞草原生態觀呈現的四類話語 

《狼圖騰》小說中主要有四類話語圍繞草原生態觀，通過蒙古遊牧文化

與漢農耕文化的比較，展開彼此間的對話，表達不同立場和看法。小說中的

對話關係呈現了在中國內蒙古草原上蒙古牧民們傳承的傳統生態意識，還有

蒙古遊牧文化和漢農耕文化之間的交流、碰撞的狀態。 

本章梳理出《狼圖騰》小說中的第一類話語是針對畢利格老人為首的當

地蒙古族人，其核心理念是認為長生天騰格裡和草原是蒙古人得以生存的根

本，草原上各種生命在相互制約，彼此聯繫的狀態中共存。這一類話語不僅

是由畢利格等蒙古牧民表達，陳陣、楊克等知青在《狼圖騰》中多個場合裡

同樣持有這一類維護草原生態觀，支持蒙古遊牧文化的話語立場。 

第二類話語是針對軍代表包順貴、外來戶們諸如老王頭等人，還有之後

來到額侖草原的建設兵團。他們以人的利益為中心，追求短期經濟效益，使

用粗放的農耕方式在草原進行所謂的“建設”，無視保護草原生態的話語，

造成巨大破壞，他們與畢利格等當地蒙古人的立場截然相反，代表漢農耕文

化與蒙古遊牧文化出現多次衝突與碰撞。 

第三類話語是針對陳陣、楊克、張繼原等知青，他們經過在額侖草原的

放牧生活，與畢利格等人的深入交往，支持畢利格等當地蒙古牧民的草原生

態觀。並且，陳陣、楊克和張繼原希望借蒙古傳統遊牧文化和草原狼之精神

去警示漢農耕文化的弊端，進而改變中國人當前的國民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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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類話語是知青中反對陳陣等人的聲音。李紅衛、王軍立等人受中國

文革時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意識形態影響，提出用鬥爭的方式處理當時草原

上的事務。 

本章研究的是圍繞草原生態觀，上述四類話語在源文和英譯中的呈現。

小說中不同話語之間的對話，主要展現蒙古傳統遊牧文化和漢農耕文化之間

複雜的角力關係。本章通過在源語系統中建立源文中四類話語的互文體系，

以及在目標語系統中建立英譯中相應四類話語的互文體系，進而分析源文文

本和英譯文本在各自語言文化系統中的意義。 

2.3 對《狼圖騰》和 Wolf Totem 中四類話語的分析 

2.3.1 畢利格等蒙古牧民的話語在源文、英譯中的呈現，以及在源語系統、目

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2.3.1.1 畢利格等蒙古牧民的話語在源文和英譯中的呈現 

《狼圖騰》講述的蒙古傳統生態觀是以蒙古民間薩滿教的萬物有靈論為

基礎，是把騰格裡當父，草原為母，萬物皆有靈的生命意識。額侖草原的傳

統蒙古人，都在盡力維護本民族歷代相傳的生態觀。薩滿教的生態觀和生命

倫理在蒙古族民間文化裡有深厚綿長的影響力。在中文小說中，畢利格老人

闡述了蒙古傳統生態理念，即草原是蒙古人的大命。他還講出當地蒙古人以

草原狼為圖騰的原因。首先，在現實層面上，草原狼幫助維持草原生態的平

衡。其次，在心理層面上，草原狼獨立、自由和堅韌的特質引領和塑造了當

地蒙古人的集體精神。畢利格老人是守護傳統草原生態觀的代言人，他對於

草原狼的辨證態度和保護草原生態的行為都是在實踐他的核心理念，即長生

天騰格裡和草原是蒙古人賴以生存的根本，草原上的各種生命在相互制約，

彼此聯繫的狀態中共存。草原需要保持動態平衡，而人只是整個生態系統中

的一環，所以需要突破人類中心主義，著眼於整個草原生態系統，才能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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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系統保持穩定，不至於失去平衡。中文小說中的畢利格老人、烏力吉、嘎

斯邁、巴圖、蘭木劄布等當地蒙古人對於草原生態觀所持的立場具有內在統

一性，烏力吉、嘎斯邁、巴圖、蘭木劄布等人的話語主要是在不同的場合補

充和強化畢利格老人的聲音。 

畢利格等蒙古牧民的話語表達了既要滿足人們的物質生活需求，也要保

護草原的生態平衡。他們反對在草原開墾耕種，發展農業，因為草原表層薄

薄的營養物質一旦被破壞，沙化就會接踵而來。畢利格老人反對無節制捕殺

狼和其他野生動物，因為這類短視無知的行為會使環環相扣的生態系統失衡，

最終導致荒漠取代青草繁茂的草原。 

以下例子將用來分析畢利格老人等當地蒙古牧民維護草原生態觀的話語

在源文和英譯中的呈現。 

首先，畢利格老人面對初到額侖草原的陳陣，首次講出了他心中草原上

萬物共生，彼此相依的生態理念。 

例一： 

源文： 

老人瞪著陳陣，急吼吼地說：難道草不是命？草原不是命？在蒙古

草原，草和草原都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

連狼和人都是小命。吃草的東西，要比吃肉的東西更可惡。你覺著黃羊

可憐，難道草就不可憐？黃羊有四條快腿，平常它跑起來，能把追它的

狼累吐了血。黃羊渴了能跑到河邊喝水，冷了能跑到暖坡曬太陽。可草

呢？草雖是大命，可草的命最薄最苦。根這麼淺，土這麼薄。長在地上，

跑，跑不了半尺；挪，挪不了三寸；誰都可以踩它、吃它、啃它、糟踐

它。一泡馬尿就可以燒死一大片草。草要是長在沙裡和石頭縫裡，可憐

得連花都開不開、草籽都打不出來啊。在草原，要說可憐，就數草最可

46 

 



憐。蒙古人最可憐最心疼的就是草和草原。要說殺生，黃羊殺起草來，

比打草機還厲害。黃羊群沒命地啃草場就不是“殺生”？就不是殺草原

的大命？把草原的大命殺死了，草原上的小命全都沒命！黃羊成了災，

就比狼群更可怕。草原上不光有白災、黑災、還有黃災。黃災一來，黃

羊就跟吃人一個樣…… 

老人稀疏的鬍鬚不停地抖動，比這只黃羊抖得還厲害。 

（姜戎，2004:29） 

在這段源文中，畢利格老人面對陳陣講出他心中大命小命共同生存的理

念。“老人瞪著陳陣，急吼吼地說：難道草不是命？草原不是命？在蒙古草

原，草和草原都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連狼和

人都是小命。”，上述幾句話表明畢利格老人認為植物、動物、人類，都是

生命，都同樣值得尊重和敬畏。 不過，承載動物和人類生存的草原卻很脆弱，

源文中畢利格老人接著說，“草雖是大命，可草的命最薄最苦。根這麼淺，

土這麼薄。長在地上，跑，跑不了半尺；挪，挪不了三寸；誰都可以踩它、

吃它、啃它、糟踐它。”，因為草原上的草如此脆弱和寶貴，所以保護草原

極為重要，正是各類生命彼此制約所達成的動態平衡支撐起草原的長盛不

衰。 

英譯： 

Glaring at Chen, the old man said angrily, “Does that mean that the 

grass doesn’t constitute a life? That the grassland isn’t a life? Out here, the 

grass and the grassland are the life, the big life. All else is little life that 

depends on the big life for survival. Even wolves and humans are little life. 

Creatures that eat grass are worse than creatures that eat meat. To you, the 

gazelle is to be pitied. So the grass isn’t to be pitied, is that it? The gazelles 

have four fast-moving legs, and most of the time wolves split up bloo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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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austion trying to catch them. When the gazelles are thirsty, they run to the 

river to drink, and when they’re cold, they run to a warm spot on the 

mountain to soak up some sun. But the grass? Grass is the big life, yet it is 

the most fragile, the most miserable life. Its roots are shallow, the soil is thin, 

and though it lives on the ground, it cannot run away. Anyone can step on it, 

eat it, chew it, crush it. A urinating horse can burn a large spot in it. And if 

the grass grows in sand or in the cracks between rocks, it is even shorter, 

because it cannot grow flowers, which means it cannot spread its seeds. For 

us Mongols, there’s nothing more deserving of pity than the grass. 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killing, then the gazelles kill more grass than any mowing 

machine could. When they graze the land, isn’t that killing? Isn’t that taking 

the big life of the grassland? When you kill off the big life of the grassland, 

all the little lives are doomed. The damage done by the gazelles far outstrips 

any done by the wolves. The yellow gazelles are the deadliest, for they can 

end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here.” The old man’s wispy goatee quivered, 

worse than the gazelle at their feet. 

(Goldblatt, 2008:57-58) 

英譯完整地傳達了畢利格老人的理念，畢利格老人講述大命和小命的句

子被譯為“Does that mean that the grass doesn’t constitute a life? That the 

grassland isn’t a life? Out here, the grass and the grassland are the life, the big life. 

All else is little life that depends on the big life for survival. Even wolves and 

humans are little life.”。他強調草原脆弱性的句子被譯為 “Grass is the big life, 

yet it is the most fragile, the most miserable life. Its roots are shallow, the soil is 

thin, and though it lives on the ground, it cannot run away. Anyone can step on it, 

eat it, chew it, crush it.” 。可以看出，表現畢利格老人生態觀的重要句子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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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忠實翻譯。不過，英譯把源文第一段最後講述草原上過多的黃羊會形成

災害的句子，“黃羊成了災，就比狼群更可怕。草原上不光有白災、黑災、

還有黃災。黃災一來，黃羊就跟吃人一個樣……”，做了刪除，這一處理方

式並不影響在英譯中畢利格老人闡述他的基本話語立場。 

源文中畢利格老人以行動實踐他的傳統生態理念，他視草原狼為圖騰的

同時，亦會採取措施控制狼的數量過多增長，所以他用傳統的方法放置狼夾

子進行捕狼。小說中畢利格老人在自家蒙古包裡用肉湯煮狼夾子，以便放在

草原上用肉味引誘狼過來，就在此時，陳陣趕到這裡。他對畢利格老人把草

原狼當做圖騰崇拜，同時又捕狼的做法感到不解，所以他向畢利格老人發問。

以下源文和英譯就是畢利格老人和陳陣對於狼和蒙古人在草原上的共存關係

所做的討論。 

例二： 

源文： 

老人看著陳陣說：孩子啊，我看你是被狼纏住了。我老了，這點兒

本事傳給你。只要你多上點兒心，能打著狼。可你要記住你阿爸的話，

狼是騰格裡派下來保護草原的，狼沒了，草原也保不住。狼沒了，蒙古

人的靈魂也就上不了天了。 

陳陣問：阿爸，狼是草原的保護神，那您為什麼還要打狼呢？聽說

您在場部的會上，也同意大打。老人說：狼太多了就不是神，就成了妖

魔，人殺妖魔，就沒錯。要是草原牛羊被妖魔殺光了，人也活不成，那

草原也保不住。我們蒙古人也是騰格裡派下來保護草原的。沒有草原，

就沒有蒙古人，沒有蒙古人也就沒有草原。 

陳陣心頭一震，追問道：您說狼和蒙古人都是草原的衛兵？ 

老人的目光突然變得警惕和陌生，他盯著陳陣的眼睛說：沒錯。可

是你們……你們漢人不懂這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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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陣有點兒慌，忙說：阿爸，您知道，我是最反對大漢族主義的，

也不贊成關內的農民到草原來開荒種地。 

老人臉上的皺紋慢慢鬆開，他一面用馬鬃擦著狼夾，一面說：蒙古

人這麼少，要守住這麼大的草原難啊。不打狼，蒙古人還要少；打狼打

多了，蒙古人更要少…… 

老人的話中似乎藏有玄機，一時不易搞懂，陳陣有些疑惑地把問話

咽下。 

（姜戎，2004:77） 

源文中畢利格老人對陳陣進一步闡述草原生態觀，特別是畢利格老人提

到，“可你要記住你阿爸的話，狼是騰格裡派下來保護草原的，狼沒了，草

原也保不住。狼沒了，蒙古人的靈魂也就上不了天了。”，講明騰格裡
17
、

草原狼、蒙古人三者共存在一個系統中。這也在解釋傳統蒙古遊牧文化中的

生命意識，是超越人類中心主義，以眾生一體和平等的生命觀念維護自然環

境。此處源文講述狼與人同樣都是草原的守護者，如果狼的數量過多，就需

要打狼，以保持草原上的生態平衡。在源文中畢利格老人多次強調他秉承和

堅守這一觀點，狼與人是共同生存、平等的關係。隨後，陳陣再次追問，“陳

陣心頭一震，追問道：您說狼和蒙古人都是草原的衛兵？” 畢利格老人的回

答顯示出他對陳陣的外來者身份有疏離感，“老人的目光突然變得警惕和陌

生，他盯著陳陣的眼睛說：沒錯。可是你們……你們漢人不懂這個理。”。

畢利格老人對漢族知青能否理解這一觀念存有疑慮，顯示出因民族文化背景

的差異他對陳陣產生了距離。 

這段源文強調了畢利格老人的傳統生態觀，還有他對草原狼、蒙古人和

騰格裡共存關係的認識，還透露出他對漢族知青陳陣的信任會因民族身份和

民族文化背景的差異而發生變化。 

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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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fellow,” Bilgee said, “I think the wolves have got you in their 

clutches. I’m an old man, so I’m passing what knowledge I have on to you. 

Learn it well, and you’ll get your wolves one day. But don’t forget what I 

told you, the wolves are sent by Tengger to safeguard the grassland. Without 

them, the grassland would vanish. And without wolves, we Mongols will 

never be able enter heaven.” 

“Papa, since wolves are the divine protectors of the grassland,” Chen 

asked, “Why kill them? I understand you agreed to the hunt at the 

headquarters meeting.” 

“If there are too many of them, they lose their divine power and turn evil. 

It’s all right for people to kill evil creatures. If they killed all the cows and 

sheep, we could not go on living, and the grassland would be lost. We 

Mongols were also sent by Tengger to protect the grassland. Without it, 

there’d be no Mongols, and without Mongols, there’d be no grassland.” 

“Are you saying that wolves and the Mongols protect the grassland 

together?” Chen asked, moved by what the old man said. 

A guarded look came into the old man’s eyes. “That’s right,” he said, 

“but I’m afraid it’s something you…you Chinese cannot understand.” 

“Papa, you know I’m opposed to Han chauvinism and that I oppose the 

policy of sending people here to open up farmland.” 

The old man’s furrowed brow smoothed out and, as he rubbed the wolf 

trap with horse’s mane, he said, “Protecting the grassland is hard on us. But if 

we kill too many of them, there’ll be even fewer.” 

An almost mystical truth seemed hidden in the old man’s words, one not 

easily grasped. Chen swallowed the rest of his questions, feeling a sen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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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y. 

(Goldblatt, 2008: 159-160) 

英譯對畢利格老人闡述騰格裡、草原狼和蒙古人是共存關係的句子進行

了基本忠實的翻譯，“But don’t forget what I told you, the wolves are sent by 

Tengger to safeguard the grassland. Without them, the grassland would vanish. 

And without wolves, we Mongols will never be able enter heaven.” 這兩句英譯

就準確表達了三者依存在一個共同系統中的狀態。 

源文中陳陣發問的句子也被準確翻譯出來，“‘Are you saying that wolves 

and the Mongols protect the grassland together?’ Chen asked, moved by what the 

old man said.”。畢利格老人對陳陣的立場表現出疑慮的這句話則被譯為，“A 

guarded look came into the old man’s eyes. “That’s right,” he said, “but I’m afraid 

it’s something you…you Chinese cannot understand.”，從中可以看出，源文中

畢利格老人稱呼陳陣為“你們漢人”，此時畢利格是作為中國內蒙古額侖草

原的蒙古族人對漢民族使用的指稱，而英譯對“你們漢人”，並沒有用“you 

Han” 翻譯，而是改寫為“you Chinese”。英語裡的“Chinese”是指中國人，可

以推測出英譯在這裡沒有把蒙古族與漢族放在一個國家的範疇之內。所以，

此處英譯基本忠實地呈現畢利格老人的傳統生態觀，但與此同時，英譯有意

強調蒙漢兩個民族彼此身份的異質性，以致於把畢利格老人放置在國家框架

之外去展示蒙漢的民族關係。 

2.3.1.2 源文中畢利格等蒙古牧民維護生態觀的話語在源語系統中形成的互

文聯繫 

在源語系統中，20 世紀 80 年代，與姜戎一樣，也曾在內蒙古草原做過

知青的張承志發表中篇小說《黑駿馬》，小說以一匹黑駿馬和名為〈黑駿馬〉

的蒙古歌謠作為敘事線索，講述蒙古族青年白音寶力格在內蒙古草原上與老

奶奶、初戀索米婭的故事。老奶奶曾把快要凍僵的小馬駒摟在自己懷裡，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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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它，並把它養成草原上最漂亮和最強壯的黑駿馬。奶奶用草原古老的生

存邏輯去珍惜自然界的每一個生命，始終把寶貴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如同她

救助當年的小馬駒一樣，她精心呵護索米婭被惡棍希拉強姦後生的女嬰。主

人公白音寶力格選擇遠離家鄉草原，不願接受索米婭和她的女兒，而他在步

入中年之後回到草原去探望索米婭，實則是在內心深處展開他對索米婭、奶

奶和索米婭女兒其其格的懺悔之旅，顯示他心理成熟後對草原生命意識的尊

重和回歸。《黑駿馬》中奶奶的話語象徵蒙古文化中柔性的生命意識與《狼圖

騰》中以畢利格為首的當地牧民們的眾生一體生態觀話語彼此呼應，共同代

言珍惜生命、呵護所有生命的意識，形成互文聯繫。 

現居北京的內蒙古蒙古族作家郭雪波針對現實中內蒙古草原的沙漠化，

他寫作並出版了中篇小說集《沙狼》、中短篇小說集《沙狐》、《沙祭》這些展

現生態意識和蒙古族宗教文化的中文小說。此類文本都表現出對蒙古文化的

載體——草原，因嚴重沙化影響到人和動物的生存而產生的憂慮。特別是郭

雪波的小說《沙葬》，展現出沙漠步步緊逼，人類步步後退的生態危機。在《沙

葬》中，雲燈喇嘛闡述的眾生平等觀與《狼圖騰》中畢利格等人的傳統草原

生態觀形成互文關係。 

內蒙古的漢族作家里快從 2007 年到 2009 年陸續出版的兩部小說《美麗

的紅格爾塔拉河》和《狗祭》都以內蒙古草原為背景，展現草原文化與工業

發展的衝突和生態危機，支持蒙古牧民們與自然彼此依存的理念和對草原文

化的守護。在源語系統中，這兩部小說在呼應和支援以畢利格老人為首的牧

民們維護草原生態觀的聲音。 

特別是 2009 年出版的《狗祭》一書中，巴圖老人闡述了守護草原遊牧民

族的精神家園，維護草原生態環境平衡發展的話語，可是面對強大工業文明

的侵入，巴圖老人與阿如漢祖孫倆代表的草原文明傳承者力量弱小。巴圖老

人與阿如漢的話語與《狼圖騰》中的畢利格等人的話語形成互文聯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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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的理念相似，均表現出面對內蒙古草原生態環境被破壞的嚴重焦慮。 

還有漢族作家遲子建 2005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這是

一部描述中國東北少數民族鄂溫克的一個部落歷經百年滄桑的長篇小說，於

2008 年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這部小說寫出弱小民族以時間為軸線艱難生存

的一曲挽歌。在東北原始森林中以放養馴鹿為生的鄂溫克人，被視作中國最

後一支遊獵民族，面對外來人對原始森林大規模的破壞性開發，鄂溫克人處

於生存困境。小說中鄂溫克族人表達的人、動物與森林、河流互相依存的生

態意識與《狼圖騰》中畢利格等人的生態話語形成互文聯繫。 

綜上所述，在源語系統中，《狼圖騰》中畢利格等人表述的眾生一體，彼

此共存的生態理念與眾多中國少數民族題材的文學作品中的內部話語形成互

文聯繫，正是與這類社會話語的互動和發展，使得《狼圖騰》這一文本產生

了重要的社會意義。 

2.3.1.3 英譯中畢利格等蒙古牧民維護生態觀的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形成的

互文聯繫 

英譯 Wolf Totem 對於這類描寫畢利格老人生態觀話語的文字，關於生態

觀的語句，英譯都是基本忠實翻譯，而當文字涉及蒙漢民族關係時，英譯則

把畢利格對陳陣的指稱做了改寫，源文在中國框架內看待彼此的民族關係，

英譯改寫成把畢利格這一方放置在了中國單一國家框架之外。 

就草原生態觀的話語來說，在目標語系統中相似的生態觀早已存在，有

些文本更是直接關注內蒙古草原。首先，英語世界自 20 世紀以來，有以下的

學術著作宣揚生態意識。1962 年出版的瑞吉兒·路易絲·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的著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講到人類使用殺蟲劑，這

些藥劑影響了許多物種，藥劑通過食物鏈向上積累，會導致大量物種滅絕，

並威脅到人類。此書引發了世界範圍內人們對於農藥和生態的密切關注。1993

年出版的阿爾·戈爾（Al Gore）的《瀕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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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in the Balance-Ecology and the Human Spirit）一書，講述人們日常行

為的選擇會影響到地球的氣候、水質、土壤和動植物的多樣性，環境問題目

前已處於公眾意識的前沿和中心位置，是時候思考我們星球的命運，為了我

們的未來去保護環境。還有，在英語世界中，表現此類生態意識的文學作品

數量不少，如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 1854 年出版的隨筆集《瓦爾登湖》

(Walden)，此書是梭羅兩年多林中生活的記錄，他宣導人們過物質簡樸、精

神崇高的生活，以對抗物質主義對人類精神的侵蝕，工業文明對自然的摧殘。

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動物小說《曠野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Wild)講述

曾經是寵物狗的巴克在經歷種種磨難後，潛意識裡感受到曠野對它的呼喚，

巴克在大自然的洗禮中完成了它向狼的回歸。庫伯（James Fenimore Cooper）

的西部小說《獵鹿人》(The Deerslayer)和《拓荒者》 (The Pioneers) 等，這

類小說表現的生態意識都與 Wolf Totem 中所傳遞的生態意識彼此關照，提示

人們生態平衡的重要性，形成呼應的互文聯繫。其次，在目標語系統中學術

界對於中國境內的內蒙古草原生態和文化問題保持關注和進行研究。迪·馬

克·威廉（Dee Mack Williams）所著的《越過長城》（Beyond Great Walls）一

書，運用人種學的方法調查了內蒙古的生態和文化環境，此書的結論認為內

蒙古的生態問題非常嚴重，還有當地的蒙古文化正面臨著消失的威脅

（Williams, 2002:204）。所以，這些生態關懷的話語與英譯傳遞的畢利格等人

的生態觀吻合，英譯 Wolf Totem 中的蒙古傳統生態意識基本符合目標語系統

中的注重生態保護的主流意識形態。 

針對源文中畢利格老人稱呼陳陣為“你們漢人”被英譯改寫為“you 

Chinese” 的現象，源文中的“漢人”與英譯中的“Chinese”都有源語系統和目

標語系統中相關文本互涉的特點可供分析。在源語系統中，自 1949 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立，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於 1947 年）就被視作現代民族國家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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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蒙古族成為 55 個少數民族中的一個，因此，自建國以後所有涉及到中

國內蒙古的蒙漢民族關係的文本都在一個國家的框架內展開敘述。 

而在目標語系統中，英語世界對於蒙古人的認識通常會基於 12 世紀成吉

思汗帶領軍隊遠征歐洲的歷史記載。近代法國學者勒內·格魯塞（René 

Grousset）1939 年出版的《草原帝國》（L'Empire des Steppes）分析了蒙古人

形成過程，13 世紀蒙古的對外擴張以及在 15-18 世紀最後蒙古汗國的消失。

勒內指出從歷史角度看，蒙古人的民族身份構成是複雜的，主要經由匈奴、

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和契丹等民族的不斷融合而成。13 世紀忽必烈征服

南宋，建立元朝，被視作是蒙古統治時代，14 世紀明朝滅元之後，蒙古人建

立了不同的汗國，有的對抗明朝，有的臣服于明朝。而在清朝，這些汗國政

權逐漸消亡，歸屬清王朝。《草原帝國》一書顯示出，歐美文化視歷史上的蒙

古政權是遊離在中國框架之外的，直至歸於清王朝。 

在有關當代蒙古文化這一方面，近年來蒙古國輸出的民族文化得到了英

語世界的認可與肯定。蒙古國自建國後，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

都借鑒蘇聯經驗，深受蘇聯模式影響。20 世紀 90 年代蘇聯解體之後，蒙古

國向私有化、市場經濟過渡，提倡民主、人權、多元化思想和實行多黨制，

逐漸恢復蒙古民族的傳統習俗和文化，並推廣人們學習英語，更多地瞭解歐

美世界。同時，蒙古國積極向西方國家輸出本國的民族文化。比如，在電影

方面，蒙古國的導演琵亞芭蘇倫·戴娃（Byambasuren Davaa）執導，由德國

和蒙古國合作拍攝的電影《駱駝，駱駝不要哭》(The Story of the Weeping Camel)，

上映於 2004 年，表現蒙古人與動物之間充滿感情的文化特色。這部影片獲得

2005 年第 77 屆奧斯卡最佳記錄片的提名，德國 2004 年巴伐利亞影展最佳紀

錄片電影的獎項以及三藩市國際影展影評人費比西獎，2004 年布宜諾賽勒斯

國際獨立電影節最佳外語片獎、2005 年美國導演公會大獎“傑出導演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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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 Guild Award）。同樣由琵亞芭蘇倫·戴娃執導，2005 年上映的影片

《小黃狗的窩》（The Cave of the Yellow Dog），講述一隻野外長大的小狗被一

戶蒙古人家接受的故事，寓意生命輪回，展現蒙古草原上人和動物彼此依存

的關係。此片獲得了坎城電影節的“金棕櫚狗狗獎”（Palm Dog Awards）最

佳影片、2005 年布拉索夫國際電影節大獎、2006 年德國電影節最佳青少年影

片金獎、2005 年漢普敦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海星獎、2005 年慕尼克電影節

觀眾獎和導演獎、2005 年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特別提及獎。這兩部電影

均展示了蒙古大草原的自然風貌和蒙古遊牧生活，體現出蒙古文化對動物和

自然的深厚感情，成為歐美國家瞭解現代蒙古國文化的橋樑。琵亞芭蘇倫·

戴娃還執導了紀錄片《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Two Horses of Genghis Kahn）， 

由德國製作發行，於 2009 年開始在歐洲多國的影展上映。此影片講述一位中

國內蒙古的歌手烏日娜（Urna）去蒙古國的尋根之旅，她為了實現自己對奶

奶的諾言而踏上蒙古國的土地，去修復遭損壞的馬頭琴和尋找古老歌謠《成

吉思汗的兩匹駿馬》遺失部分。此片展示出內蒙古的蒙古族人與蒙古國人在

文化血緣上的聯繫，以及分屬兩國所造成的疏離。同時顯示了烏日娜的蒙古

人身份在中國框架邊緣遊離的狀態。此電影文本為英、美、歐等國家眼中的

內蒙古蒙古族與蒙古國、中國的微妙聯繫做了一定程度的闡釋。 

在目標語系統中，以上歷史和文化兩個方面的文本，形成了代表傳統文

化的蒙古人，更接近蒙古國所塑造的“純正”蒙古人身份這樣的話語，與此

呼應，英譯將畢利格老人放置在中國框架之外，強調蒙漢兩個民族彼此身份

的異質性。 

2.3.2 陳陣、楊克等人的話語在源文和英譯中的呈現，以及在源語系統和目標

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2.3.2.1 陳陣、楊克等人的話語在《狼圖騰》和 Wolf Totem 中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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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狼圖騰》中，陳陣、楊克、張繼原等知青圍繞草原生態觀的話語主

要包括兩個層次。第一是支持畢利格等人的蒙古傳統生態觀，突破人類中心

主義，以維護草原生態平衡為核心。第二是通過蒙古遊牧文化和漢農耕文化

兩者在內蒙古草原上的角力，去批評以農耕文化為本的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

局限性，並且在中文小說最後部分〈理性探掘——關於狼圖騰的講座與對話〉

中，陳陣和楊克進一步說出他們主張為國家利益服務，期望中國人使用狼圖

騰的精神去改變因農耕生產而軟化的中國漢民族性格，打擊保守和倒退的勢

力，推動中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得以前行。 

本研究以文本細讀的方法對源文和英譯做了詳細考察，發現針對第一層

次的內容，強調保護環境和生態的文字，英譯進行了完整和基本忠實的翻譯。

而針對第二層次的內容，源文批評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和農耕文化的文字，英

譯並沒有全部譯出，出現不少刪減。特別是最後一部分〈理性探掘——關於

狼圖騰的講座與對話〉，聲明發掘狼圖騰的精神是為中國的經濟、政治改革助

力，以期實現中國強大的內容，英譯對此部分全部刪除，所以英譯 Wolf Totem

中並沒有最後一部分的長篇議論去闡述此部中文小說深層目的，即借蒙古的

狼圖騰之力去推動國家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因此，源文之敘述目的是為

使中國強盛，而英譯則改變成側重為內蒙古草原的蒙古人和蒙古文化發聲。 

下文就針對陳陣、楊克等人支持當地蒙古傳統生態觀及批評農耕文化的

話語在源文和英譯中的呈現做出分析。 

在源文中，陳陣因同情草原上的黃羊被狼捕殺，認為狼可惡可恨，但在

聽畢利格老人講完草原上“大命”、“小命”的生命觀之後，陳陣出現這樣

的心理活動。 

例一： 

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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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陣心頭猛然震撼不已，老人說的每一個字都像戰鼓的鼓點，敲得

他的心嗵嗵嗵嗵地連續顫疼。他感到草原民族不僅在軍事智慧上，剛強

勇猛的性格上遠遠強過農耕民族，而且在許多觀念上也勝過農耕民族。

這些古老的草原邏輯，一下子就抓住了食肉民族與食草民族、幾千年來

殺得你死我活的根本。老人的這一番話，猶如在蒙古高原上俯看華北平

原，居高臨下，狼牙利齒，鏗鏘有力，鋒利有理，銳不可當。一向雄辯

的陳陣頓時啞口無言。他的漢族農耕文化的生命觀、生存觀、生活觀，

剛一撞上了草原邏輯和文化，頓時就坍塌了一半。陳陣不得不承認，煌

煌天理，應當是在遊牧民族這一邊。草原民族捍衛的是“大命”——草

原和自然的命比人命更寶貴；而農耕民族捍衛的是“小命”——天下最

寶貴的是人命和活命。可是“大命沒了小命全都沒命”。陳陣反復念叨

這句話，心裡有些疼痛起來。突然想到歷史上草原民族大量趕殺農耕民

族，並力圖把農田恢復成牧場的那些行為，不由越發地疑惑。陳陣過去

一直認為這是落後倒退的野蠻人行為，經老人一點撥，用大命和小命的

關係尺度，來重新衡量和判斷，他感到還真不能只用“野蠻”來給這種

行為定性， 因為這種“野蠻”中，卻包含著保護人類生存基礎的深刻

文明。如果站在“大命”的立場上看，農耕民族大量燒荒墾荒，屯墾戍

邊，破壞草原和自然的大命，再危及人類的小命，難道不是更野蠻的野

蠻嗎？東西方人都說大地是人類的母親，難道殘害母親還能算文明嗎？ 

（姜戎，2004:29-30） 

在源文中，陳陣聽過畢利格老人講蒙古生態觀中的核心理念之後，此時

陳陣的心理活動是在回應畢利格觀點，這也是他的話語背後所持的意識形態

與畢利格老人話語所持的意識形態的對話。其實，陳陣是通過與畢利格老人

所代表的意識形態進行對話，進而重新認識自我，反思自我。 

觀察源文可以看出，“他的漢族農耕文化的生命觀、生存觀、生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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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一撞上了草原邏輯和文化，頓時就坍塌了一半。陳陣不得不承認，煌煌天

理，應當是在遊牧民族這一邊。”這兩句話顯示出陳陣認為草原民族在生態

整體觀上優於農耕民族。草原民族維護生態的整體平衡，有強烈和廣博的生

命意識，而農耕民族秉持的立場主要是從人類中心主義出發，認為人類的生

存和利益比其他生命更為重要，“對於自然有一種浮士德精神式的宰製”（杜

維明，2008:4）。所以，通過與畢利格老人的討論，陳陣改變了原有看法，

“陳陣過去一直認為這是落後倒退的野蠻人行為，經老人一點撥，用大命和

小命的關係尺度，來重新衡量和判斷，他感到還真不能只用‘野蠻’來給這

種行為定性，因為這種‘野蠻’中，卻包含著保護人類生存基礎的深刻文明。” 

此句體現了陳陣從前認定的草原民族所謂的野蠻行為，其實是突破人類中心

主義，守護草原所有生命平衡發展的行為。源文中的這段話，“如果站在“大

命”的立場上看，農耕民族大量燒荒墾荒，屯墾戍邊，破壞草原和自然的大

命，再危及人類的小命，難道不是更野蠻的野蠻嗎？東西方人都說大地是人

類的母親，難道殘害母親還能算文明嗎？” 這兩個反問句顯示出陳陣措辭強

烈，進一步批評農耕民族大量燒荒墾荒，屯墾戍邊，破壞草原和自然，他認

為這類行為恰是文明的反面。 

英譯： 

Chen Zhen was deeply moved by the old man’s monologue; it beat on 

his heart like a war drum, persistent and painful. The inhabitants of the 

grassland were far ahead of any race of farmers not only in terms of battle 

strategies and strength of character but in their modes of thought as well. 

This ancient logic went to the core of why, over millennia, there has been 

constant and violent conflict between the carnivores and the herbivores. The 

old man had delivered his monologue as if he were standing on the Mongol 

plateau and looking down on the plains of Northern China: comm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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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 fangs bared, forceful and resonant, pointed and convincing. Chen, who 

had been a skilled debater, could say nothing. Much of his worldview, based 

on the Han agrarian culture, crumbled in the face of the logic and the culture 

of the grassland. The nomadic inhabitants safeguarded the“big life”-the 

survival of the grassland and of nature were more precious than the survival 

of people. Tillers of the land, on the other hand, safeguarded “little 

lives”-the most precious of which were people, their survival the most 

important. But, as Bilgee had said, without the big life, the little lives were 

doomed. Chen repeated this over and over, and it pained him somewhat. But 

then he was reminded of the large-scale slaughter of tillers of the land by 

nomads throughout history, and the actions they took to return croplands to 

pastureland, and the doubts returned. He’d always considered these actions 

to be backward, regressive, and barbaric. But he was forced to reconsider his 

position after being scolded by the old man, who had employed the yardstick 

of big and little life. Both Easterners and Westerners all refer to the land as 

the mother of humanity. How then can anyone who does injury to Mother 

Earth be considered civilized? 

(Goldblatt, 2008:58-59) 

首先，英譯中陳陣說遊牧文化改變了自己的價值觀，認為天理是支持遊

牧民族一方的，源文裡的句子是“他的漢族農耕文化的生命觀、生存觀、生

活觀，剛一撞上了草原邏輯和文化，頓時就坍塌了一半。陳陣不得不承認，

煌煌天理，應當是在遊牧民族這一邊。”，英譯對這兩句的翻譯是“ Much of 

his worldview, based on the Han agrarian culture, crumbled in the face of the 

logic and the culture of the grassland.”， 源文中“他的漢族農耕文化的生命觀、

生存觀、生活觀”這句話被英譯壓縮為 “Much of his worldview,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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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agrarian culture, ”，而“陳陣不得不承認，煌煌天理，應當是在遊牧民族

這一邊。”，他表態支持遊牧民族的這句話被英譯刪除了，此句較感性的話

刪除後，因為英譯中仍有大量語句表現陳陣的態度，所以並未動搖陳陣的話

語核心立場。還有，陳陣在英譯中的這兩句話，“He’d always considered these 

actions to be backward, regressive, and barbaric. But he was forced to reconsider 

his position after being scolded by the old man, who had employed the yardstick 

of big and little life.” 基本忠實呈現出陳陣對畢利格老人生態觀的肯定和尊重，

但對以下源文中陳陣批評農耕民族在邊疆開墾荒地的句子，“如果站在‘大

命’的立場上看，農耕民族大量燒荒墾荒，屯墾戍邊，破壞草原和自然的大

命，再危及人類的小命，難道不是更野蠻的野蠻嗎？東西方人都說大地是人

類的母親，難道殘害母親還能算文明嗎？”英譯對此句進行了刪除和簡化，

成為“Both Easterners and Westerners all refer to the land as the mother of 

humanity. How then can anyone who does injury to Mother Earth be considered 

civilized?”。所以，英譯中陳陣的話語與畢利格老人的話語進行對話時，陳陣

對畢利格老人的觀點表示認同，但是陳陣批判農耕文明的激烈程度卻減輕了。

英譯構建的對話關係並沒有對農耕文明顯出嚴厲批評的態度。 

在源文的第 23 章，主要講述外來戶農民工們在草原上獵殺天鵝，挖野生

芍藥根，破壞當地環境，造成支持遊牧文化的人與支持農耕文化的人之間激

烈的衝突。英譯在這一章通過刪減，弱化了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衝突的劇烈

程度。 

在源文的這一章，從農區來的民工們在一片原本保護完好的草場上建土

房，包順貴命令他們趕工程進度，在雨季前建好臨時庫房和藥浴池。陳陣和

楊克目睹曾被當地蒙古牧民們精心保護的草場轉瞬變成雜亂的工地，於是他

們討論了在草原上進行農墾的破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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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源文： 

楊克和陳陣這些日子經常討論中國古代漢族政府實行“屯墾戍

邊”，“移民實邊”，以及以後清朝後期的“放荒招墾”的政策。這些

蠶食草原，擠壓遊牧的政策竟然一直持續到現在。楊克弄不懂，為什麼

報紙廣播一直在批判赫魯雪夫濫墾草原，製造大面積的沙漠，給草原人

民造成無盡的災難，卻不制止自己國內的同樣行為？而“軍墾戰歌”在

近幾年倒是越長越凶了。楊克沒有去東北、新疆等農墾兵團，而最終選

擇了草原，因為他是看俄羅斯森林草原小說、電影、油畫和舞蹈，聽俄

羅斯歌曲長大的。俄羅斯偉大的作家、導演、畫家、音樂家和舞蹈家對

俄羅斯草原的熱愛，已經把楊克薰陶成森林草原的“動物”了。他沒有

想到逃脫了東北新疆的農墾兵團，卻還是沒有逃脫“農墾”。看來農耕

民族墾性難移，不把全國所有的草原墾成沙漠是不會甘心的。 

（姜戎，2004:224-225） 

    在這段文字中，陳陣和楊克討論了清朝對內蒙草原的“放荒招墾”，對

文革時期越來越嚴重的草原農墾政策表示不滿，在結尾處他們再次批評農耕

民族的農墾性。 

英譯將這一段落全部刪除，源文中楊克和陳陣在這裡批評農耕民族和農

耕文化，表達對兵團的農墾行為和擠壓遊牧的政策的不滿都消失了。 

在《狼圖騰》第 23 章的最後部分，陳陣、楊克和高建中因聽到老王頭買

的牛拴在房前被狼吃了，於是他們討論狼這是在報復外來戶們破壞草原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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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隨後他們再次討論到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矛盾和衝突， 陳陣與楊克認

為農耕文明對遊牧文明的破壞非常殘酷。 

例三： 

源文： 

第四天傍晚，高建中趕牛回家。他神神秘秘地對楊克和陳陣說：老

王頭買的那頭病牛讓狼給掏了，就在他們房前不遠的地方。 

兩人聽了都一愣。楊克說：對了，工地上那幫人沒有狗，這下他們

虧大了。 

高建中說：我去他們房前看了，那頭牛就栓在房前十幾步的柱子旁

邊，只剩下了牛頭牛蹄子牛骨架，肉全啃沒了。老王頭氣得大罵，說這

頭牛是用伙房半個月的菜金買來的，往後工地上又該吃素了。高建中笑

道：其實這頭病牛也沒啥大毛病，就是肚子裡有寄生蟲。老王頭懂點兒

獸醫，他弄來點兒藥，把牛肚子裡的蟲子打了，想利用這兒的好水好草，

把牛養肥了再宰。可沒想到剛養胖了一點兒，就喂了狼。 

楊克深深地出了一口惡氣說：這幫農區來的盲流哪有牧民的警覺性，

夜裡睡得跟死豬似的。額侖的狼群也真夠精的。它們一眼就能看出這是

些外來戶，就敢在民工的家門口掏吃牛。楊克解恨地說：這不是欺負貧

下中農嗎？這年頭誰也不敢，就狼敢。 

陳陣說：這不叫欺負，這叫報復。 

楊克忽又長歎：在槍炮時代，狼群已經沒有太大的報復力量了。內

蒙古草原上最後一個處女天鵝湖還是失守了。如果我以後還有機會回北

京的話，我可再也不敢看舞劇《天鵝湖》了。一看《天鵝湖》，我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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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鍋天鵝肉，還有醬油湯裡的那個天鵝頭，它活著的時候是多麼高

貴和高傲…… 我過去認為中國的農耕文明總是被西方列強侵略和欺負，

可沒想到農耕文明毀壞遊牧文明，同樣殘酷猙獰。 

高建中打斷他說：別扯那麼遠，狼群都殺到家門口了，咱們包尤其

得小心，要是狼群一拐彎，聞見小狼在咱們包門口，那咱們的兩群牛羊

就懸了。 

（姜戎，2004:235） 

這一段源文之前的情節是陳陣、楊克等人見到老王頭等外來戶們獵殺天

鵝，甚至還用醬油燉天鵝肉吃，因此，畢利格等當地牧民與陳陣幾個知青一

起，與外來戶們爆發了一次劇烈衝突。這次衝突因包順貴出面制止而平息，

但包順貴和外來戶們都認為獵殺天鵝沒有錯，所以陳陣、楊克等人氣憤難平，

楊克便說出這句話“我過去認為中國的農耕文明總是被西方列強侵略和欺負，

可沒想到農耕文明毀壞遊牧文明，同樣殘酷猙獰。”。小說中他們議論老王

頭的牛被狼群報復，其實是借此繼續抨擊農耕文明對遊牧文明的負面效應，

同時引出中國曾受西方國家侵略的歷史記憶。 

源文的這部分文字在英譯中被完全刪除。陳陣、楊克等人對外來戶們獵

殺天鵝的憤怒，對中國農耕文明的嚴厲批評在英譯中都不見了。 

源文中，陳陣和同為知青的張繼原討論在草原上狼群、馬群和草場之間

辯證共存的關係，他們一致贊同草原千百年來的生存法則——控制平衡。同

時，他們對農區來的幹部和移民在草原上發展農業，只追求短期經濟利益的

做法非常不滿。在這裡陳陣再一次闡述他對中國儒家思想、農耕文明的反思

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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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 

源文： 

張繼原說：那咱們就管不著，也管不了了。億萬農民拼命生，拼命

墾，一年生出一個省的人口，那麼多的過剩人口要衝進草原，誰能攔得

住？ 

陳陣歎道：正是攔不住，心裡才著急啊。中國儒家本質上是一個迎

合農耕皇帝和小農的精神體系。皇帝是個大富農，而中國農民的一家之

主是個小皇帝。“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水可載舟，又可覆舟”。

誰不順應農耕人口汪洋大海的潮流，誰就將被大水“覆舟”，遭滅頂之

災。農耕土壤，只出皇帝，不出共和。“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實際上

就是“農可載帝，又可覆帝”，載來覆去，還是皇帝。幾千年來，中國

人口一過剩就造反，殺減了人口，換了皇帝，再繼續生，周而復始原地

打轉。雖然在農耕文明的上升階段，軍民上下齊心以農為本，是螺旋上

升的進步力量，但一過巔峰，這種力量就成為螺旋下降，絞殺新生產關

係萌芽的打草機…… 

（姜戎，2004:253） 

源文中，陳陣將中國儒家文化的本質與農耕生產關係聯繫起來，他說到

“中國儒家本質上是一個迎合農耕皇帝和小農的精神體系。”這一論述是把

儒家思想縮小到只為農耕經濟和皇權服務的範圍。他說的這句“雖然在農耕

文明的上升階段，軍民上下齊心以農為本，是螺旋上升的進步力量，但一過

巔峰，這種力量就成為螺旋下降，絞殺新生產關係萌芽的打草機……”也是

重申農耕文明塑造的思想不利於社會生產關係的進一步發展。這類語句都是

把中國的儒家思想和農耕文明視為一個體系，批判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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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 

“W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that,” Zhang replied. “Millions of peasants 

keep having babies reclaiming the land. The population equal to an entire 

province is born every year. Who can stop all those people from coming to 

the grassland?” 

Chen sighed. “No one, which is why I worry.” 

(Goldblatt, 2008:483) 

英譯保留了張繼原用反問句表達對農區大量移民湧入內蒙古草原的擔憂，

而對陳陣的發言則只保留了第一句簡單附和。陳陣借此話題批判他心目中的

儒家思想和農耕文明的語句都被刪除了。 

緊接著，陳陣繼續發表議論，這段議論是切合小說主題——狼圖騰與儒

家文化的關係。 

例五： 

源文： 

陳陣說：狼圖騰的精神比漢族的儒家精神還要久遠，更具有天然的

延續性和生命力。儒家思想體系中，比如“三綱五常”那些綱領部分早

已過時腐朽，而狼圖騰的核心精神卻依然青春勃發，並在當代各個最先

進發達的民族身上延續至今。蒙古草原民族的狼圖騰，應該是全人類的

寶貴精神遺產。如果中國人能在中國民族精神中剜去儒家的腐朽成分，

再在這個精神空虛的樹洞裡，移植進去一棵狼圖騰的精神樹苗，讓它與

儒家的和平主義、重視教育和讀書功夫等傳統相結合，重塑國民性格，

那中國就有希望了。只可惜，狼圖騰是一個沒有多少文字記載的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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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草原民族致命的弱點就是文字文化上的落後。而跟草原民族打了

幾千年交道的中國儒學史學家，也不屑去記載狼圖騰文化。我懷疑，那

些痛恨狼的儒生，也許有意刪除了史書上記載下來的東西。所以，現在

咱們從中國史書上查找狼圖騰的資料，就像大海撈針一樣難。咱們帶來

的幾百本書太不夠用了，下回探家，還得想法子多弄一點兒。 

（姜戎，2004:253） 

在源文的這一段議論中，特別是這句話，“如果中國人能在中國民族精

神中剜去儒家的腐朽成分，再在這個精神空虛的樹洞裡，移植進去一棵狼圖

騰的精神樹苗，讓它與儒家的和平主義、重視教育和讀書功夫等傳統相結合，

重塑國民性格，那中國就有希望了。”，陳陣把他推崇狼圖騰的目的完全表

達出來，他希望把狼圖騰與儒家文化結合在一起，去掉儒家文化中不合時宜

的部分，加入狼圖騰的核心精神，這些都是陳陣一再提過的想法。不過，陳

陣在這裡還提到了儒家的和平主義，以及儒家重視教育的傳統，他希望將這

些元素與狼圖騰的核心精神結合起來，以改造和重塑國民性格，使中國發生

改變。陳陣在這裡對儒家文化的評述相對之前的議論，顯得較為客觀。此處

他不再提及國家的擴張，而是談到重塑國民性格需結合儒家思想的和平主義。

可以說，這是《狼圖騰》一書中，陳陣主要觀點的集中展示，並且比較平和、

理性。 

英譯： 

“The wolf totem has a much longer history than Han Confucianism,” 

said Chen, “with greater natural continuity and vitality. In the Confucian 

thought system, the main ideas, such as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are outdated and decayed, but the central spiri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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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 totem remains vibrant and young, since it’s been passed down by the 

most advanced races in the world.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one of the truly 

valuable spiritual heritages of all humanity. There’d be hope for China if 

our national character could be rebuilt by cutting away the decaying parts 

of Confucianism and grafting a wolf totem sapling onto it. It could be 

combined with such Confucian traditions as pacifism, an emphasis on 

education, and devoting to study. It’s a shame the wolf totem is a spiritual 

system with a scant written record. The fatal weakness of the grassland 

race is its backwardness in written culture. Chinese Confucian scholars and 

historians were not interested in recording the culture of the wolf totem, 

even though they were in contact with grassland rac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 wonder if Confucian scholars, who hated wolves with a passion, 

intentionally deleted everything related to wolves from the history books. 

It’s like finding a needle in a haystack to read anything about wolf totems 

in Chinese history books. The books we brought don’t help, so we’ll have 

to try to find more when we’re back home.” 

(Goldblatt, 2008:483-484) 

在英譯中，源文的這段文字被完整譯出。特別是表達陳陣核心理念的句

子被完整譯出， “There’d be hope for China if our national character could be 

rebuilt by cutting away the decaying parts of Confucianism and grafting a wolf 

totem sapling onto it. It could be combined with such Confucian traditions as 

pacifism, an emphasis on education, and devoting to study.” 從這句英譯可以看

出，此處陳陣的議論能夠反映全書主旨，特別是源文強調要用狼圖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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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傳統儒學中的和平主義、重視教育和讀書功夫的句子都被忠實翻譯出來，

英譯對源文所講的狼圖騰精神和儒家文化結合的闡釋與源文一致。 

英譯刪除了《狼圖騰》的最後一部分〈理性探掘——關於狼圖騰的講座

與對話〉。在中文小說的這一部分，是小說敘述者陳陣通過與楊克的對話力推

自己的觀點。他們回顧歷史，把中文小說每章之前引用的史料典籍融合在這

一部分的議論中。同時，陳陣和楊克分析漢族和草原遊牧民族雙方的優缺點，

指出漢民族的族源與遊牧民族有密切聯繫，他們討論了歷史上遊牧民族與農

耕民族的碰撞、融合和彼此的角力。陳陣列舉歷史典籍記載的資料，證明若

干遊牧民族都曾有過狼圖騰崇拜，他認為世界強國都曾受過遊牧精神的指引，

據此他提出華夏民族的性格需要強化，適度釋放並且駕馭好人性中的狼性。

在這一部分，陳陣由探討狼性轉到討論改變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他認為需把

遊牧文明的進取性與農耕文明中的儒家思想精華結合在一起，改變中國人軟

弱和馴順的國民性格，繼續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挫敗保守和後退的

勢力，進而實現中國的強盛。 

英譯把這一部分完全刪除，從結構上看，是去掉了與小說故事聯繫並不

緊密的長篇議論，但與此同時，敘述者陳陣的聲音也因此弱化。陳陣是把蒙

古遊牧民族視為“他者”，把對“他者”遊牧文化的觀察和分析，當做是對

中國漢文化的啟發和警示，最終為中國漢文化所用。這樣是為了成就一個更

為強大的“自我”，在意識形態層面上，是對中國實現崛起的思想宣傳。這

樣的論點在〈理性探掘——關於狼圖騰的講座與對話〉說得非常清楚，但在

英譯中卻完全消失了。 

綜上所述，英譯處理陳陣、楊克、張繼原等人的話語時，其處理範式是，

首先，完整保留他們支持草原生態觀的話語。其次，針對第二類話語，通過

刪減來弱化他們對農耕文化和中國儒家思想的嚴厲批判。再有，對中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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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後一部分〈理性探掘——關於狼圖騰的講座與對話〉，則全部進行刪除，

減弱關於中國崛起的思想宣傳。 

2.3.2.2 源文中陳陣、楊克等人的話語在源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1） 源文中陳陣、楊克等人支持傳統蒙古生態觀的話語的互文聯繫 

在源語系統中，支持蒙古遊牧文化的聲音不少，其中使用外來觀察者角

度深入描述和發聲支持草原遊牧文化的人當數回族作家張承志 18。2007 年，

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 3 卷本張承志自選集中的第 1 卷，就是以《草原》命名，

收錄了以內蒙古草原為描寫對象的 10 篇小說和 22 篇散文。在這一系列文章

中，張承志讚美在草原生活中給予他溫暖和照顧的奶奶、額吉、艾洛華哥哥、

索米婭、奧雲娜等人。他把內蒙古草原當做心靈的棲息地，幫他驅散城市生

活累積的疲憊和煩擾。張承志是把自己當做草原文化的守望者而對草原遊牧

文化進行詩化描寫，他把內蒙古草原當做遠離城市的淨土，去反襯都市文明

的複雜和沉重。他視自己為蒙古遊牧文化的代言人，為蒙古牧民們在漢語系

統中爭取表達的權利和空間。張承志可以被視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他使用自

己的草原書寫去抗擊強勢民族文化對弱勢民族文化的歧視和偏見，為弱勢民

族文化爭取話語權和闡釋權。張承志為蒙古遊牧文化代言的話語，與《狼圖

騰》中陳陣維護蒙古遊牧文化的話語有微妙的互文聯繫。就張承志的草原書

寫而言，張承志選擇為草原遊牧文化代言的目的更為單純和直接，並沒有借

遊牧文化的某種因素加以發揮，再回過頭來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漢文化服務。

與張承志的草原書寫不同的是，陳陣稱頌蒙古遊牧文化，批評漢農耕文化的

弊端，是要激發中國人（特指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人）的反思，通過宣

揚他認可的狼圖騰精神去推動中國實現強大，這一點與中國進入新世紀後謀

求大國崛起的主流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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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陳陣、楊克等人支持傳統蒙古生態觀這方面的話語與畢利格等人

的話語非常近似，所以在建構互文聯繫這方面，在源語系統中其互文聯繫也

比較近似。 

（2） 源文中陳陣、楊克等人通過批判農耕文化和儒家思想來振興中國的話

語的互文聯繫 

《狼圖騰》其實並不僅是為當今在中國處於弱勢的蒙古遊牧文化發聲，

更重要的是，它對強勢的漢農耕文化和植根於此的儒家學說進行了反思和激

烈的批評。《狼圖騰》中陳陣批判的儒家是他心目中與皇權政治結合的儒家

思想，是以迎合農耕文化的皇帝和小農的精神體系為主的思想統治工具。 

陳陣期望通過批判這種傳統儒家思想來啟發和改變他認為是軟弱和馴順

的中國國民性格，進而推動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是期望中國的國力變

強，實現在世界範圍內的崛起。所以，陳陣最終關注點是中國的國家民族利

益。這樣的話語範式是受20世紀80年代中國“尋根文學”中啟蒙話語影響。

在 1985 年出版韓少功的中篇小說《爸爸爸》以一種象徵、寓言的方式，描寫

一個原始部落——雞頭寨的歷史變遷，展示了一種封閉、凝滯、愚昧和落後

的文化形態。使用楚文化的鄉土書寫去批評中原文化的儒家傳統對人們思想

的禁錮。1988 年，中國中央電視臺製作播放的紀錄片《河殤》，則在反思中

國傳統“黃土文明”，並表達對西方民主文明的嚮往。陳陣和楊克等人的話

語實際上是承接並發展了中文語境裡的這一話語脈絡，陳陣以蒙古遊牧文化

中狼圖騰的精神去批判作為中國思想統治工具的傳統儒家思想，進而表達重

建中國文化價值基礎的精神訴求。 

2.3.2.3 英譯中陳陣、楊克等人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1）英譯中陳陣、楊克等人支持傳統蒙古生態觀的話語的互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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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標語系統中，首先針對陳陣、楊克等人支持傳統蒙古生態觀的話語，

與本章的 2.3.1.3部分為英譯中畢利格等當地蒙古族人圍繞生態觀的話語在目

標語系統建立互文聯繫是基本相同的，此處不再贅述。 

（2）陳陣、楊克等人借狼精神批判傳統儒家思想、漢農耕文化而宣揚振興中

國的話語的互文聯繫 

陳陣、楊克等人通過褒揚蒙古遊牧文化的狼圖騰精神去批判中國的傳統

儒家思想，進而期望重建中國文化的價值基礎，振興中國的這一話語，其脈

絡沿襲中國 20世紀 80年代的有關國民性批判的啟蒙話語，而這一範式在目

標語系統中實難找到立場一致的互文聯繫。再有，英語世界的大眾對於中國

的儒家思想，長久以來懷有一定程度羅曼蒂克的想像。在目標語系統的學術

界，研究儒家思想的學者們不遺餘力地推動儒家學說在英語世界的積極傳播。

在美國，余英時、杜維明等人對於儒學具有思辨分析的態度，他們認為儒家

思想的內涵、外延以及變化都很豐富和複雜，並不可以簡單理解成隻為皇權

政治服務的思想。特別是在 1949 年以後，重要的儒學研究是在海外進行。“在

臺灣，在香港，甚至在新加坡，在海外華人世界有非常大的發展，就這段時

間的發展（而言）是跨時代的。”（杜維明，2008：5），儒家思想體系豐厚

複雜的內涵正是儒家思想研究在海外、在英語世界發展的基礎，對其負面的

理解和批評並非主流看法。英語世界中研究儒家學說的話語，沒有對儒家學

說做簡單化的價值判斷，儒家研究學者們的著述呈現了儒家學說的複雜內涵，

這類話語已長期存在於英語世界。 

雖然漢農耕文化作為傳統儒家思想的立身之本，有小農經濟的種種局限

性和弊端，但是傳統儒家思想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研究並不像在源語系統中

以反思中國國民性和啟蒙重建中國文化價值基礎為目的，在英語世界不存在

這種類型的話語，所以，在英語世界中反思、批判農耕文化和傳統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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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性並沒有強調的必要性。因此，在目標語系統中這一話語范式互文聯

繫的空白，對應了英譯刪減對農耕文化、傳統儒家思想的批判。 

在目標語系統中，這類符合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與英語世界的主流

文化存在衝突。通過觀察近現代的世界政治格局，可以看到，在 20 世紀 40

年代至 90 年代的冷戰期間，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陣營和以蘇聯

為首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之間存在長期的政治對抗。1990 年前

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而中國經歷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後，

全面轉入經濟建設和改革，中國經濟實力變強，並與西方國家逐步加強經濟

往來和貿易。與此同時，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以及政治、經濟利益的

糾葛和衝突，使得英語世界的主流文化並不期待一個擁有不同社會制度和意

識形態的國家宣傳自己未來崛起的話語，這也是英語世界中為什麼沒有這類

通過批判中國傳統漢文化而激發改革，實現中國崛起的這類話語的現實基

礎。 

2.3.3 源文和英譯中包順貴和外來戶們的話語呈現，以及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

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2.3.3.1 源文和英譯中包順貴和外來戶們的話語呈現 

《狼圖騰》中塑造了一類被稱為“外來戶”的蒙古族人，他們以包順貴、

道爾基和老王頭等民工為代表，來自內蒙古東北農耕區。因為他們在東北老

家已經放棄牧業生產方式，轉而進行農耕生產，所以持有農耕文化的思維方

式，被以畢利格為首的當地蒙古人叫做“外來戶”。他們從農區搬到額侖草

原，用農耕生產方式去改變草原，破壞當地草原的生態平衡。這些人受文革

時期階級鬥爭思潮影響，以政治正確為先的理念，摒棄傳統的蒙古宗教和文

化。這一類聲音代表漢農耕文化的立場，儘管中文小說並沒有為這些人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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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使用漢族的身份，但是實質上，他們持有漢農耕文化的核心理念，與陳陣

等人批判的傳統儒家思想屬於同一脈絡。 

所以，他們與額侖草原當地蒙古人以及陳陣、楊克等人在保護蒙古傳統

文化和維持草原生態平衡的焦點問題上彼此觀點對立。 

在《狼圖騰》中，他們的話語代表漢農耕文化的立場，站在傳統草原遊

牧文化的對立面，視額侖草原傳統遊牧生活為落後的生產模式。他們主要依

照在中國文革時期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做價值判斷，認為額侖草原的傳統文

化是“四舊”，理應打破“四舊”，還認為當地蒙古人保護動物和草場是缺

乏政治覺悟的表現。基本上他們這個群體，是以追逐短期經濟利益加階級鬥

爭的思維方式來評判和處理草原的事務。他們從農區搬到額侖草原，用農耕

生產方式去開墾草原，視佔有土地用於農耕和農業收成為最重要的經濟利益。

他們在草原開墾耕地，無限制地獵殺狼和其他動物，破壞了當地草原的生態

平衡，在他們眼中，獲取經濟利益遠遠高於維持生態平衡的重要性。 

《狼圖騰》小說中包順貴被塑造為一個在東北農區長大的蒙古族人，他

當過兵，退伍後來到額侖草原牧場做管理工作。他最初是以軍代表的身份出

場，代表文革時期的國家意志和權威。隨後因為牧場軍馬被狼群報復襲擊的

事件，老場長烏力吉被上級撤職，包順貴就此接管了額侖牧場，成為額侖草

原上掌握現實權力和話語權的人物。 

在《狼圖騰》一書中，剛當上額侖牧場場長的包順貴對被撤職的老場長

烏力吉說了這番話，基本呈現出他話語的核心立場。 

源文： 

又翻過一個山坡，包順貴終於開口：老烏啊，你對草原的感情誰也

不會否認，你這十幾年的成績更不能否認。但是，你的思想趕不上趟了。

你說的事都是從前的事，現在時代不同了，都到了中國原子彈爆炸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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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還停留在原始時代想問題，是要出大問題的。我到這個牧場，也想

了很長時間。咱們一個牧場，比內地一個縣的面積都大，可是只養活了

千把人，還沒有內地一個村子的人多呢。這是多大的浪費！要想給黨和

國家多創造財富，就一定要結束這種落後的原始遊牧生活。前些日子我

也做了些調查，咱們場的南面有不少黑沙地，有好幾大塊，每塊地都有

幾千畝，還有一塊地有上萬畝。我用鐵鍬挖過，那裡的土很厚，有兩尺

多深，這麼好的地用來放羊太可惜了。我到盟裡開會的時候，徵求過一

個自治區農業局專家的意見，他說這種地完全可以用來種小麥，只要不

是大面積連片開墾就沒事，幾百畝一兩千畝的小規模開墾是不會造成沙

害的。 

包順貴見烏力吉不吭聲，又接著說：我還調查了水，那裡的水也方

便，挖條小渠就能把河裡的水引來澆地。咱們牧場有的是牛羊糞，那都

是上好的肥料。我敢說，要是在那兒種小麥，頭一年我就能讓畝產過黃

河，不出幾年，咱們牧場的農業產值就上來了，以後沒准還能超過牧業。

到那時，不光全場的人畜的糧食和飼料可以自給，而且可以支援國家。

現在全國的糧食這麼緊張，在我老家，戶戶糧食不夠吃，家家一年至少

缺三個月的口糧。到了牧場，我看著這麼好的黑土地荒著，一年就讓這

些牛羊在這些地上吃一個多月的草，我真心疼啊。我打算先開幾塊地試

驗試驗，等成功了以後再大搞。聽說南邊幾個公社牧場草場不夠，牧業

維持不下去了，他們決定劃出部分厚土地來搞農業，我覺得這才是內蒙

古草原的出路。 

（姜戎，2004：163） 

包順貴從農耕生產的角度出發，認為當地蒙古人的思想和經濟生產方式

落後，他要用自認為是先進的農業生產來改變額侖草原的現狀。尤其是包順

貴剛被任命為額侖牧場的新場長，他急於用農業生產業績、打狼的數量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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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他的工作能力，完全無視額侖草原環境脆弱的承受能力。包順貴對烏力吉

說，“要想給黨和國家多創造財富，就一定要結束這種落後的原始遊牧生

活。”，清楚表明了他的立場，他特別順應文革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以在

草原上為黨和國家創造盡可能多的經濟利益為重，在這個邏輯前提下，他眼

中當時額侖牧場的牧業生產方式就是落後和原始的，而農業生產方式則是先

進和現代的。這句話是包順貴為在草原上推行農耕而擺出的理由。 

接著他用這句話，“聽說南邊幾個公社牧場草場不夠，牧業維持不下去

了，他們決定劃出部分厚土地來搞農業，我覺得這才是內蒙古草原的出路。”， 

把他對草原的規劃講給烏力吉聽，聯繫中文小說講述外來戶們對草原生態的

破壞，這裡偏偏由包順貴說他這是在為內蒙古草原尋找出路，帶有反諷意味。

這句話再次強調包順貴支持在草原上進行農耕生產的立場。 

還有，在烏力吉與包順貴的對話關係中，可以看出在文革的時代背景下，

不瞭解草原真實情況的一方卻掌握著調配資源的權力和強勢話語權，而畢利

格、烏力吉等當地人，熟悉草原遊牧生活的這一方卻處在失語和失去權力的

狀態。 

英譯： 

After they crossed another ridge, Bao finally spoke up: “Uljii, no one 

will deny the depth of your feelings for the grassland or what you’ve 

accomplished. It’s your politics that get you into trouble. You talk about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but this is a new age, an atomic age for 

China. Using primitive forms of thinking to deal with current needs is a big 

problem. I’ve thought long and hard since coming to the pasture. In terms of 

size, it is, as you say, the equivalent of a whole county down south, and a 

population of a thousand people is less than one of our villages. That’s 

incredibly wasteful. In order to create the greatest wealth for the par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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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 we must bring an end to this backward, primitive nomadic way of 

life. I did a little exploring a few days ago. There’s quite a bit of land with 

black soil south of us, each section thousands of acres in size. I dug with a 

hoe and found that topsoil was two feet thick. It seems a shame to devote 

good soil like that to graze sheep. At a league headquarters meeting, I asked 

an agricultural expert from an autonomous area about the land, and he said it 

was ideal for wheat. If we don’t attempt a large-scale reclamation project, 

only a few hundred acres, maybe a thousand or two, there’s no danger of 

desertification. 

Uljii said nothing, so Bao continued. “I looked into the water situation 

too. It’s easy to get to. We dig a trough and bring the river over. We have 

plenty of cow and sheep manure, which makes ideal fertilizer. If we plant 

wheat there, I’ll bet that in the first year we’ll produce more per acre than 

they do in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If we keep at it, in a few year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uld outstrip livestock. When that happens, not only 

will we supply all our own food and animal feed, but we’ll assist the rest of 

the nation, where grain is in short supply. In my hometown the people don’t 

have enough to eat; on average they come up short by three months’ supply 

every year. Now, when I see all that good black soil left fallow and turned 

over to sheep to graze on for more than a month, it pains me. I’m going to 

plant an experimental plot, and if it’s successful, we’ll go all out. I hear that 

some communes down south are running out of grazing land and may have 

to stop raising livestock. They’ve decided to set aside land for crops, and I 

think that’s where Inner Mongolia’s future lies.” 

(Goldblatt, 2008:3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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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把包順貴說明自己立場的句子“要想給黨和國家多創造財富，就一

定要結束這種落後的原始遊牧生活。” 譯為 “In order to create the greatest 

wealth for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we must bring an end to this backward, 

primitive nomadic way of life.”。包順貴用農耕生產為草原規劃未來發展的句

子，“聽說南邊幾個公社牧場草場不夠，牧業維持不下去了，他們決定劃出

部分厚土地來搞農業，我覺得這才是內蒙古草原的出路。” 也被完整譯為 “I 

hear that some communes down south are running out of grazing land and may 

have to stop raising livestock. They’ve decided to set aside land for crops, and I 

think that’s where Inner Mongolia’s future lies.”。英譯對顯示包順貴立場的句子

進行完整翻譯，把他負面的話語立場亮出來，與畢利格等當地蒙古牧民，陳

陣、楊克等支持草原遊牧文化的知青們的立場做鮮明對比。 

2.3.3.2 源文中包順貴和外來戶們的話語在源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在源語系統中，結合歷史史實，早在清末和民國年間的“移民實邊”政

策使內蒙古地區人口構成以及農耕與遊牧結構發生了很大轉變，漢族移民逐

年增多，進而改變了內蒙古地區蒙漢民族人口比例。自清末以來大量無序開

墾以及其它不合理的開發活動導致內蒙古草原面積銳減和沙漠化。有學者針

對這一歷史現象以及近年內蒙古草原生態惡化狀況撰寫文章，文章分析的狀

況與《狼圖騰》中包順貴所代表的話語可形成互文聯繫。 

根據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的蒙古族學者恩和於 2005 年發表的文

章〈內蒙古草原荒漠化問題的文化學透視〉分析，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

來，內蒙古草原出現過三次大的開墾高潮。第一次是 1958-1962 年的“大躍

進”
19
運動期間，國家強調“以糧為綱”的政策，在牧區和半農半牧區開墾草

原，大辦農業和副食基地。第二次是 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提倡“牧

民不吃虧心糧”的口號，盲目開墾草原。在此期間還有眾多生產建設兵團、

部隊、機關、學校、廠礦企業單位相繼到牧區開墾草原，亂占牧場。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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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58-1976 年的 18 年間全區開墾草原達 206.7 萬公頃，其中部隊、兵團、

機關、學校、企業等單位在 16 個牧業旗開墾草原 93.3 萬公頃 20。第三次是

1980 年代末開始並持續近 10 年的草原開墾高潮。儘管目前還沒有官方關於

這次開墾的正式資料，最近一項調查成果表明，其“開墾強度和開墾面積遠

大於前兩次，大興安嶺兩側新開墾的面積逾千萬畝”21。在此期間部隊、兵

團等單位濫占草原的現象繼續加劇。一項研究成果指出：在 1980 年代初，僅

部隊系統就有 3 大軍區、6 個省軍區、4 個兵種的 229 個單位在 9 個盟 63 個

旗縣建了 446 個生產單位，占草原面積 890 萬畝，其中開墾 135 萬畝 22（恩

和，2005：140）。 

還有，衣保中、張立偉的文章〈清代以來內蒙古地區的移民開墾及其對

生態環境的影響〉對內蒙古草原因移民開墾而造成的生態破壞進行了深入研

究。該文梳理了漢族移民到蒙地的歷史進程，提出自清代以來，以漢族為主

體遷入蒙地的移民數量遠遠超過了當地的蒙古族人。移民們帶來農耕生產技

術，打破了該地區長期以來較為單一的畜牧業經濟形態，雖在一定程度上豐

富了蒙古牧民的物質生活，滿足了蒙古牧民對糧食的需求，但對蒙地的大量

粗放開墾，極大破壞了草原生態（衣保中、張立偉，2011：88）。而且使內

蒙古從東到西出現了農牧爭地的局面，結果往往都是農進牧退（衣保中、張

立偉，2011：94），粗放開墾出現的後果包括：林木資源的破壞，水土流失

嚴重，野生動物數量減少，甚至滅絕，風沙災害頻繁（衣保中、張立偉，2011：

95）。這篇文章以批評的角度從側面印證了小說中包順貴等外來戶在內蒙古

草原進行農耕生產的話語。 

源語系統中以上文章顯示現實中的內蒙古因過度農耕開墾確實承受了草

場大量退化和畜牧業衰退的後果。 

還有，源語系統中存在的經濟開發、建設類的主流話語，這類話語與包

順貴等人的話語核心立場有所呼應，主張使用草原的自然資源製造更大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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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效益。 

英譯完整翻譯了包順貴的話語，清晰再現他的立場，把當時草原上農耕

文化對遊牧文化的排擠狀況盡顯無餘。持農耕文化思維的人認為從事遊牧生

產落後，他們以農耕文化的價值取向去“改造”當地遊牧的牧民。在權力關

係中，顯然當時持農耕文化立場的人擁有更強勢的話語權，而持蒙古遊牧文

化立場的人們則沒有權力主導草原事務。這兩段無刪改的英譯，把包順貴的

話語核心立場以及在文革時期中國用農業生產改造草原的國家意志充分呈現

出來。 

2.3.3.3 英譯中包順貴和外來戶們的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在目標語系統所在的區域中，地理環境、歷史人文都與源語系統中所在

的區域不同，並沒有像在中文小說《狼圖騰》中發生過的主流、強勢的農耕

文化在草原上擠壓傳統遊牧文化的現象，而且把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設置為

二元對立式的結構只能描述特定區域的生產和生活，並非一個可廣泛接受的

討論模式。在目標語系統中，很難找到與包順貴等人以農耕文化擠壓遊牧文

化這一立場接近的話語。 

但是，在學術界有學者進行相關的研究，卡洛琳·韓弗理（Caroline 

Humphrey）與大衛·斯尼思(David Sneath)所著，由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遊

牧生活的結束？》（The End of Nomadism?）一書，指出 20 世紀早期在內蒙

古草原上擴張的農田開始取代昔日的牧場，能給牧民們使用的牧場面積大量

減少。在 1959 年至 1982 年之間，內蒙古的人口大量增加，其中絕大多數是

漢族移民（Humphrey and Sneath, 1999: 91）。可見，在英語世界中，對於內

蒙古在中國文革時期，面臨農耕生產大舉挺進和遊牧生產退化的局面，有相

應的學術分析的話語存在。 

可以說，通過互文聯繫能看出，英譯把包順貴等人的話語忠實翻譯，其

實是為目標語系統中注入關於中國的內蒙古草原上在特定歷史時期曾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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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強勢話語，顯示強勢民族文化對弱勢民族文化出現過的擠壓。 

2.3.4 在源文和英譯中李紅衛和王軍立的話語呈現，以及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

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2.3.4.1 李紅衛和王軍立的話語在源文和英譯中的呈現 

在中文小說《狼圖騰》中，除了陳陣、楊克、張繼原、高建中等知青之

外，還有另一些北京知青，李紅衛和王軍立，儘管他們在小說中所占篇幅很

小，但是他們的話語代表了當時很多知青們的價值觀，與陳陣、楊克和張繼

原形成了立場相反的對話關係。 

李紅衛在北京曾做過陳陣等人極為反感的紅衛兵小頭目，他帶著文革時

期的階級鬥爭和造反思想來到額侖草原，採用此種思維方式看待和處理他身

邊的草原事務。 

以下是在《狼圖騰》中幾個知青從談論狼會殺死受重傷的同類，轉而談

到對狼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完全消滅狼，進而要堅決批判草原的傳統文化。

陳陣就此與李紅衛進行的一番爭論。 

例一： 

源文： 

人群的一邊，幾個知青爭論不休。三隊的初中生，原北京“東糾”

紅衛兵小頭頭李紅衛情緒激動地說：狼真是階級敵人，世界上一切反動

派都是野心狼。狼太殘忍了，屠殺人民財產馬群牛群羊群不算，竟然還

屠殺自己的同類，咱們應該組織群眾打狼，對所有的狼實行無產階級專

政。堅決、徹底地把狼消滅乾淨。還要堅決批判那些同情狼、姑息狼、

死了還把屍體喂狼的草原舊觀念、舊傳統、舊風俗和舊習慣…… 

陳陣一看他要把矛頭指向畢利格老人，就急忙打斷他說：你這話太

過頭了吧。階級只能在兩條腿的動物中劃分，如果把狼劃進階級裡來，

那你是狼還是人？你不怕把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也劃到同狼一類的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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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裡去？再說，人殺人是不是屠殺同類？人殺人要比狼殺狼多得多，一

戰二戰一殺就是幾百萬，幾千萬。人從周口店北京猿人起，就有殺同類

的習性，從本性上來講人比狼更殘忍。你還是多看點兒書吧。 

李紅衛氣得舉起馬鞭，指著陳陣的鼻子說：你不就仗著老高三嗎，

有他媽的什麼了不起！你看的全是資、封、修。壞書！毒草！你受你狗

爹的影響極深，在學校裡你不吭氣，當逍遙派，到這個最原始最落後的

地方你倒如魚得水了，你跟這兒的四舊臭味相投！ 

陳陣熱血沖頭，真恨不得像餓狼一樣地沖上去一口把他咬下馬來。 

但他又想起了狼堅毅的忍耐性， 便瞪了他一眼，又狠狠地抽了兩下自

己的氈靴，扭頭便走。 

（姜戎，2004:65） 

在這段源文中，李紅衛的發言和他對陳陣的反駁，都顯示出李紅衛以文

革時期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方式。他說“狼真是階級敵人，”，這樣的句子

不無諷刺意味，李紅衛把動物都劃分成階級敵人，還要“咱們應該組織群眾

打狼，對所有的狼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由此可見，他的階級鬥爭二元對立

式思維，與當時陳陣、楊克等人理性思考不同文化的彼此作用，形成鮮明對

比。 

李紅衛把額侖草原看做是“最原始最落後的地方”，把當地的傳統蒙古

文化當做“四舊”，認為陳陣與“這兒的四舊臭味相投”。顯然，這透露出

他個人對陳陣和當地傳統蒙古文化的侮辱意味，同時，在文革時期的中文語

境裡，顯示出強勢的漢文化對蒙古文化的偏見。 

英譯： 

Off to the side, some of the students were having a heated discussion. A 

Team Three middle school student, a minor Red Guard leader of the Beijing 

Dongjiu faction named Li Hong wei, said emotionally, “Wolves are th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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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enemies. Reactiona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all ambitious wolves. 

Wolves are cruel. Putting aside their slaughter of people’s property---our 

horses, cows, and sheep---they even slaughter their own. We need to 

organize the masses to hunt them down and apply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against all wolves. We must resolutely and thoroughly wipe them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We must also subject all old ideas, customs, and 

habits---such as sympathy for wolves, appeasement of wolves, and feeding 

wolves with the corpses of our dead---- to severe criticism.” 

Certain that the fellow was about to point the finger of accusation at 

Bilgee, Chen cut in before he could finish: “That’s taking things a bit far, 

isn’t it?  Class distinctions apply to two-legged animals. If you insist on 

bringing wolves into the class system, then what are you, man or wolf? 

Aren’t you afraid of including our great proletarian leaders in the same 

category as wolves? When men kill other men, isn’t that slaughtering your 

own kind? Men kill other men far more often than wolves kill other wolves.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the dead numbering in the tens of millions. The 

habit of creatures killing their own kind began with Peking Man.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instincts, man is crueler than the wolf. I 

advise you to catch up with your reading. ” 

The Red Guard angrily pointed his whip at Chen and said, “You think 

you’re so clever just because you finished high school! Those books you 

read, filled with capitalist, feudal, revisionist garbage. Nothing but poisonous 

weeds! You’re like that dog-father of yours. At school you kept to yourself, a 

member of the leisure class, but out there in the most primitive, backward 

spot in the world, you’re like a fish in water. You fit right in with the 
84 

 



stinking Four Olds!” 

Feeling the blood rush to his head, Chen wanted to run over and, like a 

wolf, sink his teeth into the Red Guard and drag him down off his horse. But, 

reminded of the wolves’ unswerving patience, he merely glared at the man, 

slapped the sides of his boots loudly, turned, and rode off. 

(Goldblatt, 2008:133-135) 

英譯對源文的這一段文字，進行了基本完整的翻譯。特別是源文中提到

李紅衛所講的“狼真是階級敵人，”以及“咱們應該組織群眾打狼，對所有

的狼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被譯為“Wolves are the true class enemies. ”，“ We 

need to organize the masses to hunt them down and apply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against all wolves.”。可見，英譯基本是字字對應地翻譯出李紅衛

的原話，對於屬於中國文革時期特定的政治話語“階級敵人”和“無產階級

專政”，英譯完整傳遞了它們的含義。 

英譯把李紅衛認為額侖草原是“最原始最落後的地方”譯為“but out 

there in the most primitive, backward spot in the world”以及“你跟這兒的四舊

臭味相投！”譯為“You fit right in with the stinking Four Olds!”。在詞的層面上

的對應翻譯把李紅衛的階級鬥爭思維，以及無知、帶有偏見的價值觀完全呈

現出來。 

在中文小說裡，另一名知青王軍立也與陳陣發生過激烈爭論，他們就遊

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優劣做了一次這樣的交鋒。 

例二： 

源文： 

知青們都聚到陳陣楊克這裡看狼皮筒子，大家撫摸著皮筒好生羡慕。

王軍立說：要不是你們包的這條野狗，咱們知青的臉就丟大了，簡直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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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蒙古騎兵的僕從軍了。陳陣說：自古以來，咱們漢人的武功和勇氣就

是不如遊牧民族，不如人家就應該向人家學習，能當上僕從軍跟牧民實

地學習打獵打仗，這種機會上哪找去啊。王軍立不屑地說：遊牧民族雖

然經常入主中原，還兩次統治全中國，但是最後還不是被中華先進文化

所征服了嗎？草原民族雖然是一代天驕，但終究只識彎弓射大雕，徒有

武功而已。 

（姜戎，2004:127） 

從劃線句子可以看出，在與陳陣的爭論中，王軍立用看待“他者”的目

光，認為蒙古遊牧文化落後，流露出作為來自主流漢文化的知識青年的自大

和優越感。王軍立說的這句話，“但是最後還不是被中華先進文化所征服了

嗎？草原民族雖然是一代天驕，但終究只識彎弓射大雕，徒有武功而已。”，

顯示出王軍立在邏輯上預先設定中華漢文化為先進的文化，故直接判斷遊牧

文化是落後和被征服的對象。还有，他引用毛澤東的詩《沁園春·雪》的句子，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亦可看出他的價值觀和話語

立場受當時中國政治領袖毛澤東的思想影響，毛澤東的詩句作為政治正確和

審美的符號滲透在王軍立的言語之中，顯示出文革時期這類知青對毛澤東思

想的崇拜。 

英譯： 

The Chinese students crowded around Chen Zhen and Yang Ke to look 

at their pelts and touch them enviously. A student named Wang Junli said, 

“If you two hadn’t taken in this dog, we students would have no face at all. 

We’d be nothing but a bunch of retainers to the Mongol caval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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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said, “We Chinese have never had the fighting skills or courage of 

nomads, and when others are your betters, you do well to learn from them. 

We’ve been given the rare opportunity to serve as retainers to the herdsmen 

when they fight wolves.” 

With a superior tone of voice, Wang said, “Sure, nomads have made 

many incursions into the Central Plain. But both times they ruled the nation 

they eventually surrendered to the advanced culture of the Chinese, didn’t 

they? The grasslanders have had their moments of grandeur, but in the end 

they haven’t moved beyond the talent of shooting birds out of the sky with 

bows and arrows, and can display only military might.” 

(Goldblatt, 2008:261) 

英譯對王軍立的話語，採用基本忠實的翻譯策略，“But both times they 

ruled the nation they eventually surrendered to the advanced culture of the 

Chinese, didn’t they?”，“The grasslanders have had their moments of grandeur, 

but in the end they haven’t moved beyond the talent of shooting birds out of the 

sky with bows and arrows, and can display only military might.” 將王軍立的話

語立場完整傳遞給目標語系統中的讀者。 

2.3.4.2 源文中李紅衛和王軍立的話語在源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在源語系統中，馬波使用筆名“老鬼”發表了長篇小說《血色黃昏》。

主人公林鵠是一名來自北京的知青，他初到內蒙古草原，就按照中國文革時

期階級鬥爭宣傳的做法，去抄牧主 23貢哥勒的家。貢格勒一家無力反抗，林

鵠在抄家的時候，打死了貢哥勒家的大黃狗，貢哥勒因為嘗試保護他的狗，

結果也被林鵠暴打。林鵠把貢哥勒看做階級敵人，儘管貢哥勒的家已是一貧

87 

 



如洗，並且他還是一位年邁老人，但仍不能阻止林鵠頭腦中對所謂“階級敵

人”的仇恨。可見，文革時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對年輕人，特別是對知

青們意識和行為的重大影響。 

而林鵠、雷夏這些知青對草原上牧民們的描述，比如他們叫當地蒙古族

為“老蒙”，用簡單、粗糙的方式描述當地蒙古牧民們的外貌、衣著和生活

方式，顯示這些知青們是帶著主體民族優越感去看待“他者”的生活和文

化。 

《血色黃昏》中的主人公林鵠初到內蒙古巴彥孟和牧場，開批鬥會時他

與蒙古牧民接觸，形容牧民們呆漠地望著他，其實是他潛意識中把當地蒙古

人、蒙古文化陌生化和他者化的示例，而這類知青們的優越感是建立在城市

生活和農耕生活基礎之上，使用所謂現代化的線性發展標準判定當地蒙古牧

民的生產、生活和文化落後。 

這種話語與《狼圖騰》中李紅衛、王軍立的話語形成了關照的互文關係。

可見在文革時期持這樣立場的話語在內蒙古草原上的知青們中間並不少見。

還有，李紅衛、王軍立所代表的這類聲音在文革時期是很常見的話語，而在

文革後，這種聲音是有負面意義並受到批評的話語。 

2.3.4.3 英譯中李紅衛和王軍立的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在目標語系統中，珍·埃斯梅（Jean Esmein）在 1973 年出版的法語書《中

國人的文化大革命》（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chinoise），由傑尼佛（W.J.F. 

Jennifer）將其從法語譯成英語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在 1975年出版。

此書提到在中國文革期間，學生們認為自己在領導這場運動，如果沒有他們

去實現目標，那麼運動就會發生改變（Esmein, 1975:88）。這些學生被政治

化了，他們被文革時期的領導人當做是運動中的政治力量（Esmein, 19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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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書籍針對中國文革時期學生們思想的研究，顯示出在目標語系統中，

有此類話語說明中國文革早期大部分知青們面對彼時中國官方的威權政治意

識形態，缺乏冷靜、客觀分析的態度和反思能力，他們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

思想控制，其話語往往是在直接傳遞當時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帶有負面意義。 

英譯 Wolf Totem 忠實翻譯了這一類在文革中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立場知

青們的話語，可以看出，在目標語系統中，與這類話語形成互文關係的文本

展現了對這些現象分析後的結論，與《狼圖騰》源文對此類話語的態度非常

近似。與此同時，英譯的忠實翻譯也呈現了這些漢族知青們來到蒙古草原，

持文化等級觀念去看待當地的蒙古文化，顯示文革時期強勢漢文化對弱勢蒙

古文化的偏見。 

2.4 本章小結 

在《狼圖騰》這部中文小說中，關於草原蒙古文化與農耕漢文化之間二

元對立式的辯論降低了小說在詩學層面的複雜性。小說從開始到結尾，雖然

故事情節在推進，但是各類人物的話語與他們出場之時的話語基本保持一致，

只有陳陣和楊克等人的觀點逐漸變得更為明確和清晰。所以，人物們的話語

主要是圍繞各自立場平鋪直敘。《狼圖騰》用狼性聯繫蒙古遊牧文化，用羊

性聯繫漢農耕文化，借強烈對比凸顯蒙古遊牧文化中推崇狼性的優勢，進而

說明如能借鑒這些元素將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有推動作用，但是這種二分法

並不足以對蒙漢民族文化複雜內涵進行解讀。本章的關注點不在詩學層面的

文學性，而在於中文小說和英譯對四類話語的呈現，以及通過分析在源語系

統中每類話語的互文聯繫，瞭解這類話語在源語系統中的意義；同理，通過

分析在目標語系統中每類話語的互文聯繫，瞭解這類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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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小說和英譯中四類話語的對話關係展現出在中國文革期間內蒙古草

原上，這個特定時空中，蒙古遊牧文化和漢農耕文化相遇、交流、碰撞的狀

態。陳陣借讚揚傳統蒙古遊牧文化對草原生態的積極作用，警示漢農耕文化

的弱點，同時展現漢農耕文化對蒙古遊牧文化的包圍和改變，致使蒙古草原

的生態迅速惡化。 

英譯 Wolf Totem 完整和基本忠實翻譯畢利格等當地蒙古牧民的話語，呈

現出傳統蒙古生態觀。本論文通過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中建立與此類傳

統蒙古生態觀話語的互文聯繫，能夠看出，這類話語在近現代的源語系統和

目標語系統中都屬於主流文化，受到大眾的關注和支持。所以，《狼圖騰》和

Wolf Totem 呈現的傳統蒙古生態觀這一類話語，所產生的意義是積極的、與

主流文化態度一致。 

英譯對於源文中對於陳陣、楊克他們支持傳統蒙古生態觀的話語，基本

忠實翻譯，完整呈現；陳陣、楊克借蒙古遊牧文化的狼圖騰精神批判中國的

漢農耕文化以及建基於漢農耕文化之上的儒家思想，英譯對這類話語進行刪

改，弱化了源文中陳陣等人對儒家思想、漢農耕文化的批判，對中文小說最

後一部分直接闡述陳陣等人理念的〈理性挖掘——關於狼圖騰的講座與對話〉，

則作了全部刪除。 

通過建立陳陣、楊克等人的話語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體系，

能夠發現，他們支持傳統蒙古生態觀的話語，與畢利格等人的話語一樣，與

英語世界主流文化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對持此類立場話語的完整翻譯，在

目標語系統中產生的意義和源文中這類話語在源語系統中產生的意義比較接

近，都是對主流文化價值觀的認同和支持。而針對陳陣、楊克等人的第二類

話語，源文中的大量文字在英譯中被刪改，通過在源語系統中建立互文聯繫，

可以看到這類話語存在一個話語體系中，是借反思和批判中國的農耕文明，

以探索和實踐進一步的改革，進而實現國民集體意識裡中國崛起的想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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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在目標語系統中建立互文聯繫，可以看到，英語世界中並沒有此類話語體

系存在，也沒有此類話語體系存在的現實基礎，所以在目標語系統中是沒有

這樣的話語去呼應和關照此類話語的。英譯對此類話語刪改後的效果，並非

簡單呼應英語世界的主流文化，還傳遞了陳陣等人期望以遊牧精神結合儒家

的和平主義等積極因素，重塑中國國民性格的話語。所以，英譯呈現出的效

果使陳陣、楊克等人的話語整體變得平和、理性，減輕了源文中二元對立式

思維的簡單和偏執。 

對於源文中以包順貴為首的外來戶們的主要話語， 英譯選擇了基本忠實

的翻譯。通過在源語系統中建立此類話語的互文關係，可以看到，有學術類

文章梳理歷史和現實中在內蒙古草原上以農耕生產方式改變遊牧生產的現象，

並解釋不合理的農業開墾與草原生態惡化之間的聯繫。互文聯繫還說明了在

源語系統中包順貴等外來戶們的話語的立場是受當今中國主流文化批評的。 

通過在目標語系統中建立與包順貴等人話語相關的互文聯繫，能夠看出，

英譯對包順貴所代表的話語作基本忠實翻譯，可為目標語系統中注入一種在

文革時期中國的內蒙古草原上，曾存在過的一種強勢話語，擠壓當地弱勢民

族文化和傳統遊牧生產方式，並給當地生態帶來了負面影響和災難。 

第四類話語是指李紅衛和王軍立等知青們在文革時期批評傳統蒙古遊牧

文化是四舊，認定蒙古文化落後和原始的一類聲音。在源語系統中，以內蒙

古草原為背景的知青題材小說出現過十分類似的話語，可與之形成互文聯繫。

在文革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此類話語是由當時國家政治主流意識形態塑造

而成，具有集體性特徵。 

而在目標語系統中，在學術界有學者研究中國文革時期學生們的行為和

意識，能與此類話語形成互文聯繫。英譯對此類話語的忠實翻譯，傳遞了這

種反面話語，此類話語為文革時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所左右，是以漢農耕文

化為中心，歧視當地蒙古傳統文化和生態觀，英譯對這類話語的完整呈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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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襯畢利格老人、陳陣等人話語合理性的作用。 

本章通過互文聯繫，可看出《狼圖騰》、Wolf Totem 呈現的四類話語在各

自所屬文化系統中產生的不同意義。在源文中圍繞蒙古族的草原生態觀，漢

農耕文化和蒙古遊牧文化進行角力，有多次激烈衝突，而源文展現衝突有啟

發國家改革之意，促使國家強大，在源語系統中有相似的話語體系與之呼應；

在目標語系統中，並無這樣的話語體系和現實基礎去關照中國國家民族富強

和崛起之話語，英譯保留了以蒙漢文化間衝突表達蒙古遊牧文化受到漢農耕

文化擠壓，刪除了中文小說關於中國富強和崛起的重要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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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對《塵埃落定》和 Red Poppies 

的文本分析 

3.1 對《塵埃落定》和 Red Poppies 的介紹 

3.1.1 關於《塵埃落定》作者阿來的介紹 

《塵埃落定》的作者漢語名為楊永睿，阿來是他的筆名，他的藏語名為

科奇阿裡（音譯），嘉絨藏族，1959 年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壩藏族羌族自

治州馬爾康縣馬塘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山口守，2014:148）。阿來的母親是

嘉絨藏族，父親是回族和漢族的混血（阿來，2013：37）。阿來所屬的嘉絨

藏族 1，是指生活在大渡河上游和岷江上游部分地區的藏族，即今甘孜州東

部的康定、瀘定、丹巴、雅安地區的寶興、阿壩州的金州、小金、馬爾康、

壤塘、理縣、黑水、茂縣，汶川等縣境內的藏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

區劃中，嘉絨屬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州。就嘉絨族群而言，

在 1954 年之前一直被稱為“嘉絨族”（李茂、李忠俊，2011：1），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立後對全國各民族進行官方識別，1954 年中國官方認定“嘉絨族”

為古老藏族的一個支系（李茂、李忠俊，2011：:1）。所以，“嘉絨”既是

一個地域概念，也是一個族群名稱（李茂、李忠俊，2011：354），作為地域

概念，它指的是嘉絨藏族聚居的地區，作為族群名稱，嘉絨是藏族的一個組

成部分，嘉絨文化是藏文化體系中極具地域特色的一個亞文化（李茂、李忠

俊，2011:354）。 

阿來從進入小學開始接受中文教育，他使用中文進行寫作。在日常生活

中，阿來能夠用嘉絨語 2進行口頭交流。1980 年，阿來從馬爾康師範學院畢

業後，被分配到馬爾康地區一個山寨小學當老師。1981 年，他被調到馬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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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中學擔任畢業班的歷史老師。自 1983 年起，阿來開始在《西藏文學》雜誌

上發表詩歌，彼時適逢以西藏為背景的文學在中國文壇興起，如扎西達娃的

《西藏，隱秘的歲月》、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等小說紛紛問世。1984 年，

阿來被調到阿壩州文化局下屬的《新草地》雜誌社做編輯。在此期間，他不

斷發表短篇小說和詩歌。1986 年 12 月，阿來的短篇小說《阿古頓巴》在《西

藏文學》雜誌發表，這是他早期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也是他小說創作中最重

要的作品之一，而他之後創作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中的主人公傻子身上

就有《阿古頓巴》的影子。1989 年，作家出版社在“文學新星叢書”出版了

阿來的短篇小說集《舊年的血跡》。1990 年，阿來憑藉他的第一部小說集《舊

年的血跡》獲得了第四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3。在進入 20 世

紀 90 年代後，阿來不斷地發表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和詩歌。1996 年，阿來

辭去《新草地》的編輯一職，應聘至成都的《科學世界》雜誌做編輯，後成

為總編輯、社長。 

《塵埃落定》是阿來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寫於 1993 年下半年到 1994 年

1 月，但由於這部書稿曾被十餘家出版社拒絕出版，擱置四年後，才於 1998

年在《當代》雜誌的第二期發表，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成書。 

2006 年，阿來辭去《科幻世界》雜誌社的所有職務，正式調入四川省作

家協會，成為一名專業作家。2008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阿來的長

篇小說《空山》三部六卷。2009 年，阿來當選為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同年，

重慶出版社出版了阿來的長篇小說《格薩爾王》。2014 年 1 月，阿來最新的

長篇小說《瞻對：終於融化的鐵疙瘩——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由四川文

藝出版社出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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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埃落定》這部作品，先後獲得巴金文學獎特等獎、第五屆“茅盾文

學獎”和第六屆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長篇小說獎。1999 年，香港明鏡出

版社出版了《塵埃落定》。 

阿來是第一位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藏族作家，他的獲獎長篇小說《塵埃落

定》得到了中國主流中文文學獎項的認可與肯定。 

3.1.2 《塵埃落定》出版和接受狀況 

《塵埃落定》自1998年出版之後，在2000年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從市場角度看，迄今為止，《塵埃落定》的銷量已過百萬冊。 

2002 年，《塵埃落定》被改編為同名電視劇，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檔時間

播出。2003 年，該電視劇獲得第 21 屆中國電視金鷹獎的長篇電視劇優秀作

品獎。這部電視劇的主要演員為漢族，結局相對中文小說有較大改動，重在

展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為嘉絨族人帶來幸福生活，進而建構和強

化國家認同。 

2006 年，香港舞蹈團把《塵埃落定》改編成舞劇在香港上演，並於 2007

年再次上演，2014 年 9 月，該舞劇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進行第三度公演。

舞劇《塵埃落定》著重表現家族情仇式的衝突，相對於小說，該舞劇是從微

觀的家族角度切入去表現嘉絨末代土司們的生活。 

2009 年，《塵埃落定》由四川省川劇院改編為川劇上演，阿來免費贈送

了川劇改編版權，同時擔當該劇的文學顧問。 

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小說《塵埃落定》獲得中國社會主流文化界的認

可並得到廣泛傳播。這一中文小說經過改編進入到影視、舞蹈、戲劇領域，

在此過程中，小說影響力和知名度得到進一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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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研究焦點是中文小說《塵埃落定》和英譯 Red Poppies，屬於語際

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研究《塵埃落定》的電視劇、舞劇和川劇版

本都屬於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本論文不涉及符際翻譯的範

疇，所以對這些版本的具體研究不在本論文研究範圍之內。 

3.1.3 Red Poppies 的出版和接受狀況 

（1）對 Red Poppies 出版的介紹 

《塵埃落定》的英譯 Red Poppies: A Novel of Tibet 是由休頓·米夫林公司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在 2002 年出版，由美國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林麗君（Sylvia Li-chun Lin）共同翻譯。 

該英譯的封面上有《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書評家角谷美智子

（Michiko Kakutani）的推薦，她寫道，“這部書呈現出一個遙遠的世界……

從內部做了全景展示”。而封底則有《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的

評論，講道“這是一部整體高水準的小說，是一部 20 世紀生動的、電影般的

史詩，Red Poppies 聚焦於中國共產主義上升時期中一個藏族部落領主的奢侈

生活和無情統治。故事由土司的兒子用嘲諷的語氣講述，而他認為自己是一

個‘傻子’，他揭露了血腥的世仇、誘惑、秘密和家族權力鬥爭背後的陰謀。

當土司同意種植由國民黨帶來的罌粟種子時，他把自身引入了鴉片貿易當中，

不知不覺地埋下了衰敗和毀滅的種子。”。同樣在 Red Poppies 的封底上有《紐

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評論說這是一部驚心動魄的

小說，Red Poppies 是一個政治寓言，是一首令人感動的挽歌，講述了失落的

西藏王國那裡的殘酷、美麗和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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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譯的封底上還有《費城詢問報》（Philadelphia Inquirer）的評論，

說這本書是“對權力、殘忍、和腐敗一次不留情面的觀察，一次前往另一個

時空的奇異之旅。” 

《現代西藏的形成》(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一書的作者湯姆·格朗

菲爾德（A. Tom Grunfeld）在 Red Poppies 的封底上寫道，“這是一個關於逝

去的文化和時代極為誠實、尖銳和引人入勝的傳說，而這種文化和時代註定

再也不會回來。” 

英譯的封底上有對作者阿來的介紹，說他是居住在中國四川省成都市的

一名藏族作家，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即這部英譯的中文小說在中國是暢銷

書，並獲得中國最高的文學獎項——茅盾文學獎。 

譯者葛浩文和林麗君在 Red Poppies 的前頁寫有譯者筆記。他們提到《塵

埃落定》的作者阿來出生於四川西部馬爾康縣的一個小村莊，在小說故事發

生之時，他的家鄉處於西藏自治區的東北部位置，是幾百年前藏人遊牧部落

在這裡定居形成的，這個地區的權力和合法性很大程度上都來自東邊的中國，

中國冊封當地最強大和最富有的家族為貴族。這些貴族與西邊的藏傳佛教中

心拉薩和日喀則的宗教聯繫很脆弱，政治聯繫艱難複雜，各個方向的政權對

當地的侵蝕一直以來都是威脅。在抗日戰爭期間，這裡免於和侵略者作戰，

但是各個部落和土司們之間一直都有權力鬥爭。在中國國共內戰結束之時，

邊界線被重新劃分，這個地區失去自治權，土司的統治時代也走向了終點。 

譯者筆記還提到，在 20 世紀 80 年代，阿來發表了一個短篇小說講述一

位傳說中的智者——阿古頓巴的故事。譯者筆記說作者認為這個人物“代表

了藏人的渴望和口頭傳統”， 但阿來沒有聚焦于阿古頓巴被人讚頌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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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更願意展示他貌似愚蠢背後的智慧。”十年之後，阿古頓巴成為了 Red 

Poppies 中敘述者的原型。 

譯者筆記對 Red Poppies 中故事發生地點作了說明，尤其是講到此地與拉

薩和漢地的地緣政治關係，展示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對當地土司統治的影響。

譯者筆記通過把傻子這個人物與阿來之前創作的阿古頓巴聯繫起來，進而說

明傻子其實是由這位傳統藏族智者發展而來的，傻只是表像，睿智才是他的

真實本相。 

英譯出版之後，英語世界的各大報端都有關於它的書評。美國的新聞週

刊雜誌《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刊登關於 Red Poppies 的書評，

簡略介紹了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還有以傻子為主的重要情節，特別提到了

傻子這個人物與藏族民間傳說中的智者阿古頓巴的聯繫。同時，書評在預告

中特別提到這部中文小說在政治上是敏感的，1998 年在中國出版之後，收到

褒貶不一的評論，還成了暢銷書 5。 

在亞馬遜的圖書銷售網站，《出版者週刊》的這篇書評就出現在 Red 

Poppies 的銷售網頁上，可見此書評對目標語讀者會構成一定的影響力。 

（2）英譯 Red Poppies 的接受狀況 

本論文對英譯 Red Poppies 的研究型書評和論文已在第一章的文獻綜述

部分做過分析，下文是對 Red Poppies 在英語世界的接受情況進行梳理。 

Red Poppies出版之後， 隨即在2002年4月，《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就刊登了書評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的文章，〈時代的書籍：一

個傻子講述的藏族部落的故事〉 (“Books of the Times：Tale of a Tibetan Clan, 

Told by an Idiot”)。這篇文章認為英譯 Red Poppies 展示了一個遙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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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神秘的色彩，又有嚴峻的歷史。夢境、前兆和預言在人物們的生活中發

揮了重要的作用。在這個故事裡面，自然災害和一些事件是政治命運的預示

（Kakutani, 2002：1）。 

2002 年 5 月，《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上刊登

了芭芭拉·克羅賽特（Barbara Crossette）的文章，〈山的另一邊——一部由中

國藏人寫的小說〉（“Other Side of the Mountains-A novel by a Tibetan living in 

China”）。這篇文章強調了虛構文本背後的歷史意義，同時指出在閱讀小說

的過程中，要分清文學話語和歷史話語的不同，不能完全把文學文本代入實

際的歷史中（Crossette, 2002：18）。 

在 2003 年 6 月，喜馬南亞（Himal Southasian）6，其網站上刊登了卡布·

曼賽·漢姆薩斯（Kabir Mansingh Heimsath）的文章〈鮮花與塵埃——西藏文

學中的反諷與機智〉（“Flowers and Dust: Irony and brilliance in Tibetan 

Literature”）。這篇文章指出葛浩文和林麗君的英譯忠實反映了中文小說的創

新式技巧，Red Poppies 看似一部簡單的小說，實則不然，敘事者的傻氣和他

智慧的火花，有意構成對於政治、典故、風格和作者意圖方面的不協調。同

時，文章表明，如果 Red Poppies 起初被當做發生在封建社會的高原上關於愛

情和戰爭的故事，那麼這個故事逐漸發展，不知不覺地成為了當代西藏文學

的傑作（Heimsath, 2003）。 

3.1.4 《塵埃落定》的結構和內容 

《塵埃落定》總共有十二個章節，49 個小節。整部小說是以麥其土司家

的傻子少爺的視角去觀察和評述他所處世界中發生的故事。每個章節，都是

傻子以第一人稱圍繞一個主題講述一個次故事，而每一個小節則都是以一個

事件的關鍵字為題，若干事件構成一個章節的故事，十二個章節構成了《塵

埃落定》整個起承轉合的小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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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埃落定》的故事取材于藏民族中嘉絨部族的一段歷史。主要描寫從

民國時期的抗日戰爭再到國共內戰期間在四川省馬爾康地區嘉絨部族的土司

們統轄下，當地社會生活制度的變化和瓦解，展示了末世土司們在權力、愛

情、宗教的紛爭中升騰失落，最終卻都無法抗拒制度更迭的歷史宿命。 

《塵埃落定》沒有採用易操作的全知全能型敘述模式，而是借土司家二

少爺“傻子”之口，用第一人稱“我”推著故事向前發展直至終結。小說主

人公和敘述者講述從他少年時期到青年時期，他的家族和當地人們的生活變

遷。就其身份而言，他是麥其土司家的二少爺，是藏漢混血，他的母親是一

名漢族女子，小說中沒有交代他的名字，他從小就被叫做“傻子”或者“少

爺”，而且他常處於身份認同的困惑之中。傻子從小看似資質愚鈍，實則擁

有超越世俗的智慧，他能洞察到身邊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的實質，可以預見

嘉絨部族和土司制度的未來命運。 

《塵埃落定》從開端到結尾，以外來的力量引發嘉絨地區土司們的權力

和利益爭鬥為主旨的故事情節，呈線狀延展，逐步向前推進。小說有兩條線

索，第一條主線是外來事物（如白色漢人、罌粟、軍隊裝備、妓院、梅毒、

紅色漢人）紛至遝來，引發整個嘉絨地區的社會結構以及土司們生活的巨大

改變。第二條主線是傻子少爺的感情線，其中有傻子情智的成長和歷練，這

樣的複綫式格局，表現為直線運動，發展到小說結尾，主要人物分別以不同

的方式結束了生命，所有的一切歸於空寂，塵埃落定。 

首先，就第一條主線——外來力量引發的在嘉絨地區土司們的權力和利

益爭鬥，去看小說情節發展。嘉絨地區的土司們之間本就長期存在領地和利

益的爭奪，麥其土司因和鄰近的汪波土司之間有爭鬥而前往四川省民國政府

求助，如此一來，國民黨的黃特派員和他的隨員、四川省民國政府軍隊作為

小說的第一批外來者介入到嘉絨部族內部的事務中，麥其土司的人馬由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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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民國政府的軍備武裝起來，打敗了汪波土司。隨後，黃特派員給麥其土司

家帶來了罌粟種子，說服他們種植罌粟，製成鴉片再賣給黃特派員。麥其土

司家族因此獲得大量金錢。看到此番情景，當地的其他土司們爭相採用各種

方法取得罌粟種子，嘗試效仿麥其家種植罌粟獲利。但是由於他們使用大量

人力和土地來種罌粟，不再種糧食，使得各個土司部族都出現人為原因造成

的饑荒。可麥其家卻是唯一的例外，因為傻子少爺建議他的父親及時改種糧

食，所以麥其土司家族憑藉寶貴的糧食一舉成為土司們中的贏家。隨後，在

領地擴張和貿易經營中，麥其土司聽從傻子的建議，使家族勢力進一步壯大。

同時，傻子在邊界進行貿易，獲得屬於自己的權力和金錢。黃特派員在四川

省民國政府失勢後選擇投靠在邊界的傻子少爺，成為黃師爺，他幫助傻子建

立具有現代意義的稅收體制，開辦銀號，在邊界建成了當地僅有的現代市場。

在麥其家族的勢力和經濟實力都到達頂峰的時候，傻子並沒有像他的父親和

兄長沉浸在戰勝其他土司的快樂中，他心裡明白眼前的一切只是末日狂歡。

與此同時，妓院和梅毒也跟著來到邊界。從罌粟和槍炮開始打開嘉絨部族改

變的大門，到梅毒的傳播，顯示了外來的人和事物給嘉絨部族帶來的各種衝

擊。在小說結尾，麥其土司家族已變得空前強大，在紅色漢人進入這裡的時

候，傻子自願選擇被麥其土司仇人之子所殺，當他的靈魂遠離軀體之時，他

祈禱如真有輪回，下一世仍要回到這個美麗的地方。最後，在炮火聲中土司

們和官寨全都消失不見了。 

而第二條主線，則是圍繞傻子的感情線索展開，其中包括親情和愛情。 

傻子對父親和同父異母的哥哥懷有親情，可是土司之位的爭奪使他們父

子三人提防、猜忌和傷害彼此。只有當某個人對土司位置不能構成威脅時，

其他人才會對他恢復心底的親情。所以在大少爺旦真貢布被他父親的仇人之

子刺殺身亡時，他與傻子之間的兄弟情義才充分流露出來。麥其土司對自己

的兩個兒子既有呵護之情，但亦有防備之心。大少爺被麥其土司仇人之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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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在為大少爺舉行葬禮的時候，麥其土司卻煥發了生機，對自己的生命力

和土司權力恢復了信心。當傻子在邊界建立市場和貿易，獲得成功，擁有了

大量金錢並贏得人心時，老土司為保護自己的權力隨即召回傻子。直到最後

紅色漢人用大炮攻打麥其家官寨的時候，父子才回歸真情，傻子為父母的離

世深感心痛。 

傻子對自己的母親——出身漢族的土司太太，懷有親近而陌生的感情。

在土司太太維護傻子，幫助傻子爭取土司繼承權的時候，傻子感激母親，而

當土司太太說著漢語，展露漢地生活習俗的時候，在傻子眼中，他的母親則

成為了陌生的他者。 

在傻子十三歲時，侍女卓瑪成為他的性啟蒙老師，儘管後來他們各自成

婚，但卓瑪一直都是傻子心中重要的精神支柱。成年後的傻子見到茸貢土司

的獨生女——塔娜之後，被塔娜的美貌所吸引，決心娶她為妻。第一條主線

發展到此時，嘉絨部族的其他土司因為種罌粟而遭遇饑荒，茸貢土司也陷入

困境，傻子用麥其家的糧食和武器幫助茸貢土司母女，從而娶得美妻。塔娜

和傻子作為兩個土司家族的候選繼承人，兩人婚後有愛情、衝突、懷疑和背

叛，他們之間既親近也疏離的關係正是利益與權力結合的寫照，就像這裡的

土司們之間，需要彼此依靠，但同時保持各自的獨立性。 

3.1.5 《塵埃落定》中的五類話語 

本論文圍繞中文小說《塵埃落定》中有關嘉絨族群身份認同的主題，梳

理出五類話語，分別是傻子；傻子的叔叔；麥其土司和大少爺旦真貢布；四

川省民國政府的黃特派員（小說後半部分中的黃師爺）；傻子的漢人母親——

土司太太所代表的話語。關於族群身份的認同是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和民

族關係的重要母題，也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關注點。《塵埃落定》中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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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話語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圍繞嘉絨族群的身份展開對話，呈現出不同視角

中嘉絨族群身份的面貌。 

（1）小說的主人公兼敘述者——傻子（二少爺）的話語 

在中文小說中，傻子對自己的身份反復提問，借此尋找自我族群身份的

定位，傻子的“傻言癡語”，在小說中很有力量，他分析中原政權和嘉絨當

地土司制度的關係，尋找自己和族人們的精神歸宿。傻子代表的是一種尋找

和思考嘉絨族群身份認同的聲音。 

（2）傻子的叔叔的話語 

叔叔是麥其土司的弟弟，他沒有繼承土司權力，選擇遠離家鄉，前往漢

地、印度、英國等地做生意。叔叔擁護和支持九世班禪的政治立場，他代表

的是一種親近南京國民政府，認同國家，同時堅持自我嘉絨族群身份的聲音。 

（3）麥其土司和大少爺的話語 

麥其土司緊緊掌握手中的權力，警惕並防範嘉絨地區的其他土司侵犯他

的利益，同時擔心自己的兒子會奪去他的土司權力。麥其土司作為四個土司

中最有權勢的一位，家族早在清朝就已經和清政府建立聯繫，當他和汪波土

司發生衝突時，麥其土司選擇去四川省民國政府告狀討救兵。他對外界的好

惡態度主要取決於對其土司統治權力的影響，他選擇結交能幫助鞏固他土司

權力的人，如果意識到有人可能會冒犯他的權力和權威，他會採取行動以示

態度，或者懲罰對方。大少爺作為麥其土司長子，他對嘉絨族群，特別是對

家族的土司統治權力有自我中心意識和優越感。麥其土司和大少爺代表的是

一種對嘉絨族群身份和其統治者身份強烈自我認同的聲音。 

（4）小說中前後身份發生轉換的黃初民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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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初民以四川省民國政府的特派員身份來到麥其土司家，他提供武器裝

備幫助麥其土司打敗汪波土司，隨後留下罌粟種子要求麥其土司在他的領地

種植罌粟，以便將來製造鴉片賣給四川省民國政府。可以說，此時的黃初民

是以征服者和保護者的姿態登場的。隨後，因為黃初民反對白色漢人攻打紅

色漢人，他被四川省民國政府免去特派員的官職，於是他選擇投靠傻子，成

為傻子的黃師爺，此時的黃初民變成了被保護者。黃初民的最終結局是被紅

色漢人當做人民敵人而實行了槍決。無論他的身份如何變化，他的立場始終

未變，黃初民代表的是一種對中國強烈認同的聲音。 

（5）小說中土司太太的話語 

作為麥其土司的太太和傻子的母親，她的話語帶有藏漢兩種文化交織和

碰撞的特點，更重要的是，她對自己的身份由漢族弱勢女子變成強勢的嘉絨

部族麥其土司太太，這一轉變令她深感滿意和自豪。這位漢族女性實現了身

份由漢到藏，由卑到尊的轉換，而她對嘉絨族群身份的認同在她選擇自殺的

時候達到了頂點。土司太太代表的是漢族人對嘉絨族群身份產生強烈認同的

聲音。

3.2 對《塵埃落定》和 Red Poppies 中五類話語的分析 

《塵埃落定》一書展示了馬爾康地區嘉絨部族微妙、複雜的民族志故事。

這部小說採用傻子少爺個人的視角，敘述圍繞馬爾康地區土司制度隨歷史洪

流和外界力量推進而走向消亡的故事。 

本章聚焦于在源文和英譯中，麥其土司家族與外來人物圍繞對嘉絨部族

身份認同這一主題，各類話語之間展開的對話關係，通過對源文和英譯中對

應內容的分析，為每一種話語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中建立互文聯繫，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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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互文性的角度更深層地理解中文小說和英譯在各自所屬語言文化系統中

的意義。下文將對中文小說和英譯中這五類話語進行分析。 

3.2.1 傻子的話語在《塵埃落定》和 Red Poppies 中的呈現，以及在源語系統

和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3.2.1.1 傻子的話語在源文和英譯中的呈現 

從生理意義上講，傻子是藏漢混血，是麥其土司和漢族土司太太的孩子。

傻子自身就是一個融合、雜交（hybrid）的綜合體，他內在的混血血統和其

部族所處的邊緣交界的地理位置形成傻子對他族群身份認同的迷茫與困惑。  

在中文小說的前半部分，他被周圍人當作是一個父親醉酒後和母親生出

的傻子，小說運用反語的手法表現他的大智若愚，在一群世俗的聰明人中間

襯托出傻子才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智者。傻子的心思敏銳，他對嘉絨土

司們與漢地、拉薩的權力博弈有自己獨立的認知和判斷，同時，他預料到土

司制度將走向滅亡這一命運。正因為傻子對時局、對嘉絨土司們處境的思考，

所以他對自我族群身份認同產生困惑，進而開始尋找的過程。 

傻子把來自西藏聖城——拉薩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傳教者翁波意西視為知

己。翁波意西剛到此地，一心想在麥其土司的領地弘揚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教

義，因為他對麥其土司的諫言，觸犯到麥其土司的權威，被先後兩次行刑割

去舌頭，此後他雖不能言語，但還是用手中的筆去忠實記錄和表達他的所見

和所想，因此傻子要求麥其土司讓翁波意西來做麥其家的書記官，秉筆直書，

忠實記錄在麥其土司的領地上發生的每一件事。翁波意西是中文小說裡理想

化的人物，他是反射傻子內心的鏡子，顯示出拉薩對傻子的身份認同具有向

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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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對嘉絨這裡的各方面力量有深刻思考，所以他的族群身份認同具備

複雜性。以下例子將分析傻子對自我族群身份認同的話語。 

在《塵埃落定》中，傻子向自己發問，“我在哪裡？”，“我是誰？”，

這兩個標誌著身份追尋的問題常出現在傻子的內心獨白中。 

例一： 

源文： 

     說老實話，我的腦子真還有些毛病。這段時間，每天醒來，我都不

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我睜開眼睛，看到天花板上條條木紋像水上的波

紋曲曲折折，看到窗子上射進來的光柱裡懸浮著細細的塵土，都要問自

己：“我在哪裡？”然後，才嘗到隔夜的食物在樓裡變酸的味道。然後，

再自己回答：是在哪裡哪裡。弄明白這個問題，我就該起床了。我不怕

人們說我傻，但這種真正有的毛病，我並不願意要人知道，所以，我總

是在心裡悄悄地問自己，但有時也難免問出聲來。我原先不是這樣的。

原先，我一醒來就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在哪一個屋頂下，在哪一張床

上。那時，我在好多事情上還沒有變得現在這麼聰明，所以，也就沒有

這個毛病。一點也沒有。這樣看來，我的傻不是減少，而是轉移了。在

這個方面不傻，卻又在另一個方面傻了。 

我不想讓人看我已經在原來傻的方面變聰明了，更不想叫別人看出

我傻在哪些方面。最近這種情況又加劇了。大多數時候，我只問自己一

個問題，有時，要問兩個問題才能清醒過來。 

第二個問題是：“我是誰？” 

問這個問題時，在睡夢中丟失了自己的人心裡十分苦澀。 

還好，這天早上只出現了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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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來，1998:179） 

源文中，傻子在清晨如夢初醒的狀態中對自己連續發問，“我在哪裡？”

和“我是誰？”正是關於身份認同的兩個主要問題。他回答得出自己所在的

具體地點，可實際上，傻子回答不出他身份歸屬的答案，而針對“我是誰？”，

傻子就完全不回答，只用“在睡夢中丟失了自己的人心裡十分苦澀”來表達

自己追尋身份而不知答案的痛苦。 

英譯： 

         To tell the truth, there really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head. 

During those days, I often woke up in the morning not knowing where I was. 

When I opened my eyes and looked up at the patterns on the wooden ceiling, 

like ripples on the water, and saw dust motes floating in the rays of sunlight 

streaming in through the window, I’d ask myself, “Where am I?” Then I’d 

sense a sour taste from the previous night’s dinner. I’d answer my own 

question: “I’m at such and such a place.” Once I’d finally straightened that 

out, it would be time to get up. I’d never been afraid of people saying that I 

was an idiot, but I didn’t want anyone to know about this particular problem. 

So I made a point of asking myself silently, although sometimes the words 

slipped out of my mouth. 

  I’d never had that problem before. I’d always known exactly where I 

was, under which roof and in which bed, the moment I woke up. But back 

then I hadn’t proved myself to be so smart about so many things, so the 

problem never arose, not once. I assumed that instead of diminishing, my 

stupidity had merely moved in new directions; that is, I was stupid in regard 

to some things, but not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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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idn’t want people to know that I’d become smart in certain areas, and 

definitely didn’t want them to know the areas in which I was still stupid. But 

the situation had worsened lately. Most of the time I had to ask a question, 

and sometimes two, before my head cleared completely. 

         The second question was “Who am I?” 

         This second question was torture for someone who had lost himself in 

a dream. 

         Fortunately, I needed to ask myself only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morning. 

(Goldblatt and Lin, 2002:204-205) 

     英譯使用“Where am I?”，還有“Who am I?”的句子準確翻譯了傻子的兩

個問題，呈現出傻子尋找自我身份而不得答案的困境，還有源文中傻子面對

第二個問題“我是誰？”的內心獨白，“問這個問題時，在睡夢中丟失了自

己的人心裡十分苦澀。”，英譯將其譯為“This second question was torture for 

someone who had lost himself in a dream.”，可見，英譯在詞的層面上基本對應

地翻譯了這個句子，只是把“十分苦澀”譯為“torture”，更深切點明身份認同

的困境對傻子內心的折磨和煎熬，顯示傻子這個人物的聲音，其深層目的是

找尋自己和族人的身份定位。 

在《塵埃落定》中，傻子用民間傳說的形式講述了麥其土司家族從西藏

遷到四川馬爾康地區的歷史，隨後，他接著解釋了當地土司的封號來自中原

政權的冊封。 

例二： 

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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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以前——到底是多少年以前，我們已經不知道了。但至少是

一千多年前吧，我們的祖先從遙遠的西藏來到這裡，遇到了當地土人的

拼死抵抗。傳說裡說到這些野蠻人時，都說他們有猴子一樣的靈巧，豹

子一樣的兇狠。再說他們的人數比我們眾多。我們來的人少，但卻是準

備來做統治者的。要統治他們必須先戰勝他們。祖先裡有一個人做了個

夢。托夢的銀須老人要我們的人次日用白色石英石作武器。同時，銀須

老人叫抵抗的土人也做了夢，要他們用白色的雪團來對付我們。所以，

我們取得了勝利，成了這片土地的統治者。那個夢見銀須老人的人，就

成了首任“嘉爾波”——我們麥其家的第一個王。 

後來，西藏的王國崩潰了。遠征到這裡的貴族們，幾乎都忘記了西

藏是我們的故鄉。不僅如此，我們還漸漸忘記了故鄉的語言。我們現在

操的都是被我們征服了的土著人的語言。當然，裡面不排除有一些我們

原來的語言的影子，但也只是十分稀薄的影子了。我們仍然是自己領地

上的王者，土司的稱號是中原王朝賜給的。 

（阿來，1998:89-90） 

源文中傻子的這段敘述，說明了自己的家族以及當地土司們的族源來歷，

他們的祖先來自西藏，在征服了當地土著人之後，成為這裡的統治者。傻子

還指出，他們的土司封號來自中原政權，他使用部族的歷史記憶建構出他們

與西藏內陸、漢地的聯繫。 

英譯： 

Many years ago-we don’t know exactly how many years ago, but it was 

at least more than a thousand-when our ancestors came here from far-off 

Tibet proper, they met with strong resistance from the natives, whom our 

legends described as sprightly as monkeys and ferociously as leopards.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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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many of them, and few of us, but we were there to be their rulers, so we 

had to conquer them first. One of the ancestors had a dream in which a 

silver-bearded old man told him that they had to use white quartz as a 

weapon in the next day’s fight. The old man also gave the natives a dream in 

which he told them to fight us with snowballs. And that was how our 

ancestors became the rulers of this land. The person who dreamed about the 

silver-bearded old man became our very first gyalpo, the first king of the 

Maichi family. 

Later, when the Tibetan kingdom fell, nearly all the aristocrats who had 

come here had forgotten that Tibet was our homeland. And we gradually 

forgot our mother tongue. We spoke the language of the conquered natives. 

Of course, there were still signs of our own language, but they were barely 

perceptible. We were the rulers of our territory with the title of chieftain, 

bestowed upon us by the Imperial Court in the Central Plains. 

(Goldblatt and Lin, 2002:101) 

英譯做了完整翻譯，並略加解釋和強調。特別是傻子說他們的部族來自

西藏，英譯譯作“Tibet proper” ， 這是用“proper”一詞強調是嚴格意義上的西

藏本身。對於一些貴族忘記了自己的族源，英譯譯為“had forgotten that Tibet 

was our homeland”，強調西藏是這些嘉絨貴族們的故鄉。至於源文最後交代

當地土司們是他們領地的王者，而這一權力來源則是中原政權，英譯譯為“We 

were the rulers of our territory with the title of chieftain, bestowed upon us by the 

Imperial Court in the Central Plains.”，顯示出土司們在自己領地的統治者地位，

以及這一統治地位的合法性是源自中原王朝政權的冊封。英譯並無刪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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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源文裡傻子口中部族來源的歷史記憶，還有其部族與中原政權的隸屬關

係，但是英譯比源文更為強調西藏是他們部族的故鄉。 

傻子確定了自我族群的來源和當地土司們的統治者身份後，他進一步指

出他們這個族群的土司統治是受到漢地和藏域政權制約的。 

當傻子和麥其土司討論要免除他們領地的百姓一年貢賦時，傻子面對父

親的問題“你不想麥其家更加強大嗎？”他的回答顯示出他對自己家族處理

與藏域政權和漢地政權關係的立場，那就是他的家族只能在一定範圍內發展

實力，不能強大到讓藏域政權和漢地政權不安的程度。 

例三： 

源文： 

我說：“對一個土司來說，這已經夠了。土司就是土司，土司又不

能成為國王。” 

書記官當時就把我這句話記下了。因此，我知道自己這句話沒有說

錯。麥其家強大了，憑藉武力向別的土司發動過幾次進攻。如果這個過

程不停頓地進行下去。有一天，天下就只有一個土司了。拉薩會看到，

南京也會看到。而這兩個方向肯定沒人樂意看到這樣的結果。所以，麥

其家只要強大到現在這樣，別的土司恨著我們而又拿我們沒有一點辦法

就夠了。在我們家裡，只有哥哥願意不斷發動戰爭。只有戰爭才能顯示

出他不愧為麥其土司的繼承人。但他應該明白歷史上任何一個土司都不

是靠戰爭來取得最終的地位。雖然每個土司都沿用了國王這個稱謂，卻

沒有哪一個認真以為自己真正是個國王。在這些雪山下面的谷地裡，你

不能太弱小，不然，你的左領右舍就會輪番來咬你，這個一口，那個再

一口，最後你就只剩下一個骨頭架子了。我們有一句諺語說：那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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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喝水都找不到嘴巴了。而我哥哥好像從來不想這些。他說：“趁那

些土司還沒有強大，把他們吃掉就完事了。” 

父親說：“吃下去容易，就怕吃下去屙不出來，那就什麼都完了。” 

歷史上有過想把鄰居都吃掉的土司，結果漢人皇帝派大軍進剿，弄

得自己連做原來封地上的土司都不行了。因為沒有很好的道路通向漢地，

所以，總有土司會忘記自己的土司封號是從哪裡來的。腦子一熱，就忘

記了。過去有皇帝，現在有總統的漢地，並不只是出產我們所喜歡的茶、

瓷和綢緞。哥哥是去過的漢地的，但他好像連我們這裡是一個軍長的防

區都不知道，連使我們強大的槍炮是從哪裡來的都記不住。 

好在父親對自己置身的世界相當瞭解。 

（阿來，1998：156-157） 

傻子與他父親對話時，傻子的回答和心理活動反映出他對地緣政治的思

考，即對於當地土司權力與藏域權力中心、漢地權力中心關係的認識。他們

所在的馬爾康地區位於藏域和漢地的交界處，即兩個地區的邊緣地帶，麥其

土司家族的權力不可能無限擴大，因為他們受到來自西藏的權力中心——拉

薩，以及漢地民國政府權力中心——南京的制約，處於漢地和藏域之間的地

理位置，決定了麥其家族只能在兩大權力中心的夾縫中生存。“有一天，天

下就只有一個土司了。拉薩會看到，南京也會看到。而這兩個方向肯定沒人

樂意看到這樣的結果。”，此句體現出傻子對於地緣政治牽制當地土司權力

的認知。 

在源文的這段話中，“所以，麥其家只要強大到現在這樣，別的土司恨

著我們而又拿我們沒有一點辦法就夠了。在我們家裡，只有哥哥願意不斷發

動戰爭。只有戰爭才能顯示出他不愧為麥其土司的繼承人。但他應該明白歷

史上任何一個土司都不是靠戰爭來取得最終的地位。雖然每個土司都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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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這個稱謂，卻沒有哪一個認真以為自己真正是個國王。”，傻子講明麥

其土司家族有擴充實力的意圖，但不能打破當地早已形成的土司權力格局。

同時，傻子解釋了當地土司們的權力不是只靠戰爭得來的，雖然土司們在自

己的領地高高在上，但實際上他們的權力是受到限制的。或者說，傻子表明

其態度，他反對依靠戰爭不停地擴大自身力量，因為他明白土司們的權力來

源，是來自漢地政權的冊封。“雖然每個土司都沿用了國王這個稱謂，卻沒

有哪一個認真以為自己真正是個國王。”，這句話顯示傻子認為土司們的領

地並非獨立王國，所以他要區分自己和哥哥的兩種態度。與傻子比較，大少

爺處理與周邊土司們關係的方式就比較簡單、武斷，他想憑武力和戰爭獲勝，

而不從全局考慮漢地政權對他們的約束和牽制。 

以下源文中的這段話，傻子借此說明漢地與他們部族的權力關係。“歷

史上有過想把鄰居都吃掉的土司，結果漢人皇帝派大軍進剿，弄得自己連做

原來封地上的土司都不行了。因為沒有很好的道路通向漢地，所以，總有土

司會忘記自己的土司封號是從哪裡來的。腦子一熱，就忘記了。過去有皇帝，

現在有總統的漢地，並不只是出產我們所喜歡的茶、瓷和綢緞。哥哥是去過

的漢地的，但他好像連我們這裡是一個軍長的防區都不知道，連使我們強大

的槍炮是從哪裡來的都記不住。” 

在這段話中，傻子道出了當地土司們在經濟上依賴與漢地的貿易才能換

來他們喜歡或者是必需的生活物品，他們的權力保障和武裝的裝備來自漢地，

同時，他們又是漢地一個軍長麾下的防區。這說明漢地政府在經濟和政治方

面對當地的土司們是支持又防備的態度。 

英譯： 

I said, “This should be enough for any chieftain. A chieftain is a 

chieftain; he can never be a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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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historian copied down my words, so I knew I hadn’t said anything 

wrong. The Maichi family had waged several wars against other chieftains 

and had grown powerful in the process. If that continued, one day there 

would be only one chieftain left in the world, which would not escape the 

attention of Lhasa or Nanking, and neither would be happy with that. But in 

the valleys beneath the snow mountains, one could not be too weak either, or 

his neighbors would take turns picking him apart. A bite here, another bite 

there, and pretty soon he would be nothing but a skeleton. Then, as one of 

our sayings goes, you could not even find your mouth to drink water. So the 

Maichi family had to be powerful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other chieftains 

hated us but could do nothing about it. Yet none of this seemed to register 

with my brother, who should have known that throughout history not a single 

chieftain had ever succeeded in inheriting the title through wars. In my 

family, he alone sought constant warfare, since war was the only way he 

could show he was the chieftain’s worthy heir. “Before the other chieftains 

grow strong,” he’d say, “we should gobble them up and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Gobbling them up is easy,” Father said. “But is we can’t shit them out, 

we’re done for.” 

There was once a chieftain who had tried to gobble up all his neighbors. 

So the Han emperor sent an army to squash him, and in the end he wasn’t 

even chieftain of his own land. The lack of decent roads to the Han territory 

made some chieftains forget where their titles came from, and when their 

brains heated up they forgot all about reality. The Han area, ruled by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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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in the past and a president now, wasn’t simply a place that produced 

our favorite tea, china, and silk. My brother had been there, but he seemed to 

be ignorant of the fact that our land was part of a joint defense district 

overseen by an army commander. He even forgot where our powerful 

weapons came from. 

Fortunately Father ha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we lived in. 

(Goldblatt and Lin, 2002:177-178) 

英譯對這句話，“有一天，天下就只有一個土司了。拉薩會看到，南京

也會看到。而這兩個方向肯定沒人樂意看到這樣的結果。”的翻譯是基本忠

實的。“If that continued, one day there would be only one chieftain left in the 

world, which would not escape the attention of Lhasa or Nanking, and neither 

would be happy with that.” 英譯把麥其土司家族以及馬爾康地區土司們的權

力狀況做了相對源文基本忠實的說明，顯示出馬爾康地區土司們夾在藏域政

權和漢地政權之間生存的特殊性。 

但是，英譯把傻子以下的這番話刪除了，“所以，麥其家只要強大到現

在這樣，別的土司恨著我們而又拿我們沒有一點辦法就夠了。在我們家裡，

只有哥哥願意不斷發動戰爭。只有戰爭才能顯示出他不愧為麥其土司的繼承

人。但他應該明白歷史上任何一個土司都不是靠戰爭來取得最終的地位。雖

然每個土司都沿用了國王這個稱謂，卻沒有哪一個認真以為自己真正是個國

王。”，這樣的刪除減弱了傻子對戰爭的否定態度和對土司制度依附于漢地

政權的認知。英譯刪除了源文否定土司認為自己擁有國王的權力，以及暗示

其權力具有依附性的內容。 

英譯呈現出馬爾康地區的土司們在藏域政權和漢地政權夾縫中的生存狀

態，他們在兩大權力板塊之間維持土司統治制度的運轉。這樣的呈現與源文

117 

 



比較，已經把傻子要表達的核心內容傳遞到目標語系統了，所以刪除的部分

並未影響到傻子話語的基本立場。 

源文中的這段話，“歷史上有過想把鄰居都吃掉的土司，結果漢人皇帝

派大軍進剿，弄得自己連做原來封地上的土司都不行了。因為沒有很好的道

路通向漢地，所以，總有土司會忘記自己的土司封號是從哪裡來的。腦子一

熱，就忘記了。過去有皇帝，現在有總統的漢地，並不只是出產我們所喜歡

的茶、瓷和綢緞。哥哥是去過漢地的，但他好像連我們這裡是一個軍長的防

區都不知道，連使我們強大的槍炮是從哪裡來的都記不住。”，在英譯中也

被完整譯出。“There was once a chieftain who had tried to gobble up all his 

neighbors. So the Han emperor sent an army to squash him, and in the end he 

wasn’t even chieftain of his own land. The lack of decent roads to the Han 

territory made some chieftains forget where their titles came from, and when their 

brains heated up they forgot all about reality. The Han area, ruled by an emperor 

in the past and a president now, wasn’t simply a place that produced our favorite 

tea, china, and silk. My brother had been there, but he seemed to be ignorant of 

the fact that our land was part of a joint defense district overseen by an army 

commander. He even forgot where our powerful weapons came from.” 

英譯基本忠實翻譯出了源文，清楚呈現出傻子眼中當地土司們與漢地政

權之間的權力博弈。土司們在經濟和政權上都需要漢地政權的支援，與此同

時，漢地把土司們當做軍事防備的對象。這種經濟、政治利益的複雜聯合機

制經英譯中傻子的這番話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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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源文中傻子的話語在源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源文中傻子的話語主要講述傻子尋找自己與族人的身份定位，馬爾康地

區土司制度與藏域政權和漢地政權的聯繫，特別是與漢地政權的依附關係。 

在源語系統中，相關文本更多強調的是藏人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

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藏人獲得新生的感激之情。通過比較能發現

《塵埃落定》中傻子的話語具有相對豐富的層次感。傻子認可嘉絨與中原的

緊密聯繫，包容多種文化在這裡的共存和碰撞，同時，他強調保持自我的族

群身份，表現出對家鄉故土強烈的依戀情結。可以說，傻子的話語並沒有作

出結論，審視身份認同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並且不斷尋找，這是傻子的話

語在源文中的主要立場。 

在源語系統中，以下文本可與傻子的話語構成互文聯繫。 

2007 年，藏族導演萬瑪才旦執導完成了電影《尋找智美更登》，此片使

用藏語配音的對白和中文字幕，用公路電影的形式，以一位導演和他的朋友

們為傳統藏戲《智美更登》尋找扮演王子智美更登的演員為主線，使用兩個

愛情故事進行穿插講述。其中，一位能夠扮演智美更登妻子的藏族姑娘蒙著

面巾，跟隨這位導演一行人，一路追尋她從前的戀人，那個曾和她一起配合

演過《智美更登》的藏族小夥子。但是一路遇到的人和事，以及最後找到在

城鎮教書的藏族小夥子所引發的思考，使導演對於曾經執著的藏戲《智美更

登》的傳統價值產生了質疑，使那位藏族姑娘放下了從前執念的愛情。該片

展示了藏人對傳統民族文化的找尋歷程，而藏民族傳統文化正是建構其族群

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這部電影含有探尋當今中國藏民族身份認

同的話語，與《塵埃落定》中傻子的族群身份追尋的話語彼此呼應。電影《尋

找智美更登》中的導演和藏族姑娘對現實生活發起詰問，電影的結局依然還

是尋找，並未給出一個明確的結果。傻子的話語和該片中導演、戴面巾的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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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姑娘的話語都聚焦於民族身份的尋找歷程，結尾都未給出答案，體現了藏

民族特有的思考方式，自我言說，自我詰問的能力和權力。 

這種自我詰問的能力，在源文系統中比較少見，正如周根紅的文章〈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西藏題材電視劇的文化書寫〉所分析，“90 年代以來的西

藏題材電視劇就是以革命歷史敘事建構國家這一‘裝置’，突出西藏從農奴

制到抗日到解放的近現代變遷過程，從歷史的角度回顧西藏與民族國家的關

聯。”（周根紅，2012: 60）。即使是改編自小說《塵埃落定》的同名電視劇，

製作和播出時間處於 20 世紀 90 年代之後，也是以加強西藏與國家民族的聯

繫為目的，呼應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而不是與源文中傻子的話語一樣富有

尋找的不確定性和自我詰問的能力。 

3.2.1.3 英譯中傻子的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傻子的話語主要是追尋其嘉絨藏族的族群身份，而在目標語系統中，對

於藏人的族群身份認同，主要是由流亡藏人書寫的作品和英語世界製作的影

視作品呈現。同時，在目標語系統中，少數族裔尋找族群身份的話語非常普

遍，可與傻子的話語形成互文聯繫。 

20 世紀 50 年代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的達蘭薩拉（Dharamsala），隨他同

去的藏人們創作的作品和電影，大多體現了追尋族群身份的意識。 

旦增索南（Tenzing Sonam）和他印度裔的妻子瑞圖·薩仁（Ritu Sarin）

在倫敦成立了白鶴電影公司（White Crane Films），他們製作了一系列關於

西藏和達賴喇嘛的作品。在 2005 年出品了以海外藏人為題材的電影《夢想拉

薩》（Dreaming Lhasa）。此影片講述一位來自紐約的年輕女性藏人，前往

印度的達蘭薩拉尋找自己的根，她在流亡藏人社群中進行採訪製作紀錄片，

對自我的族群身份有了深層認識，進而對拉薩產生嚮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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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上映的由旦增茨坦·儔克雷（Tenzin Tsetan Choklay）執導的影片

《把西藏帶回家》（Bringing Tibet Home）是由這位身在紐約的導演本人講述

他父親想要重回故土的臨終願望，展示了流亡藏人心中的共同意識。導演通

過一個藝術課題把西藏的兩噸泥土帶到印度，以此象徵將故土與印度的藏人

相連。這部電影從西方化的流亡藏人視角展示他們對共同的族群身份和對故

土的眷戀，用西藏的泥土象徵了他們共同的族群身份和歷史記憶。 

以色列的製片人那提·巴若茨（Nati Baratz）編劇並執導了紀錄片《沒有

弄錯的孩子》（Unmistaken Child），該影片在 2008 年的多倫多電影節首次

亮相。影片講述了尼泊爾的一位流亡藏人僧侶旦增佐巴（Tenzin Zopa），尋

找他師傅的轉世靈童的歷程。在這一過程中，旦增佐巴堅持按照藏傳佛教的

傳統一路追尋，最後在尼泊爾和中國邊界的一個村莊裡找到了轉世靈童。流

亡藏人僧侶對彰顯藏人身份的藏傳佛教傳統的執著在這部紀錄片裡得到印證，

在英語世界中提供了一種流亡藏人使用宗教傳統來維護其族群身份認同的話

語。 

在目標語系統中，流亡藏人表達追尋其族群身份的這類文本往往帶有國

際化的色彩，體現出在東西方文化的多重影響之下，流亡藏人對其族群身份

的叩問和建構。 

同時，在英語世界中，以少數族裔尋找自我族群身份為主旨的話語非常

普遍。 

傻子不斷地提出“我是誰？”和“我在哪裡？”這兩個問題，暗合了薩

義德（Edward Said）在《最後的天空》(After the Last Sky)一書中寫的“身份”

問題，即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方，我們是什麼？(Said, 1986: 16)  

非洲裔美國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創作的小說主要對美國

黑人女性的複雜身份進行勘察。莫里森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最藍的眼睛》（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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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st Eye）於 1970 年出版，這部小說是以她的家鄉羅瑞恩作為背景，展現

一個性別、階級、年齡都處於弱勢的美國黑人小女孩彼柯拉的命運。彼柯拉

渴望得到一雙白人的藍眼睛來拯救自己深黑膚色所代表的醜陋，揭示出她面

臨的身份困境。小說中彼柯拉陷入精神錯亂的結局指出正是她所處的困境導

致了其身份認同的嚴重危機。這部作品以悲劇性的故事情節發出黑人女性對

其族裔身份的詰問和對白人主流文化的質疑。 

在目標語系統中，通過這類互文聯繫，能看出英譯中傻子的話語以他處

於藏漢文化邊緣的立場，顯示他執著尋找自我族群身份的歷程，而目標語系

統中尋找藏族身份的話語也不著意給出確定的結局，表明尋找還在路上；這

種對少數民族身份認同的叩問，放置於源語的文化環境中，是非常創新和破

格的。目標語系統中另一些以族群身份認同為主旨的文本則把關注點放在對

現實的詰問和對未來的思考。在目標語系統中，關於尋找族群身份的話語是

很普遍、常見的，可以說傻子的話語符合這一主流話語。 

3.2.2 叔叔的話語在《塵埃落定》和 Red Poppies 中的呈現 

3.2.2.1 叔叔的話語在源文和英譯中的呈現 

小說稱呼他為叔叔，並沒有給予他確切的名字，他是麥其土司的弟弟，

中文小說借“叔叔”的稱謂來說明他與傻子的親緣關係，他與傻子都是家族

中的次子，他的價值觀影響到傻子對外面世界的認知。在麥其土司繼承了土

司位置之後，叔叔選擇去印度的加爾各答經商，他與中國漢地的聯繫更多，

同時他對印度和英國都有很深的瞭解，與其他家族成員相比，叔叔是見過世

面，瞭解外部世界的人。他支持九世班禪喇嘛的政治立場 7。當他回到麥其

土司家時，他會規勸麥其土司和指引麥其家族未來的發展。 

叔叔這個人物，在面對嘉絨與漢地的關係時，首先就指出種植罌粟和土

司之間的鬥爭不利於麥其家族發展。其次，他提出未來土司制度會消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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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預先做好打算，或許有利於後代子孫。再有，他認為未來這裡的土司們

會歸順東邊的漢地政權。 

傻子崇敬他的叔叔，把叔叔列為他欽佩的幾位聰明人行列之中。傻子在

家裡遭遇身份危機，對自己的身份不斷發問，而他叔叔在外面的世界闖蕩數

年之後也對自己的身份產生疑問。例如，叔叔會在和傻子的交談中說：“我

會變成一個英國人嗎？我會變成一個印度人嗎？不，我要回來，至少是死的

時候，我想在這片天空下合上雙眼。”（阿來，1998:164），叔叔的自問自

答，透露出他視嘉絨為人生的安息之地。就叔叔的話語而言，叔叔對於他們

與漢地政權的關係有較明顯的傾向，他追隨九世班禪親近南京國民政府，以

下例子能說明他的政治立場。 

傻子欽佩他的叔叔，在他叔叔帶著傻子已經嫁給英國男爵的姐姐回來時，

小說中傻子的這段描述講明他叔叔的立場和對土司們未來的判斷。 

源文： 

他們回來時，漢地的國民政府和共產黨都跟日本人打起來了。那時

的中央政府已不在我們祖先去過的北京，而在我們不熟悉的南京。班禪

活佛也去了那裡，所以，我們認為國民政府是好政府，藏族人的偉大活

佛不會去沒有功德的地方。我叔叔做印度到西藏做生意時常去日喀則，

偉大班禪的扎什倫布寺就在那裡。因為這個原因，他的生意也跟著做到

了南京。叔叔還捐了一架飛機給國民政府，在天上和日本人打仗。後來，

國民政府失去了南京。叔叔出錢的飛機和一個俄國飛行員落到了一條天

下最大的河裡。叔叔是這麼說的：“我的飛機和蘇聯小夥子一起落在天

下最大的河裡了。”班禪活佛想回西藏，叔叔帶上資財前去迎接，順便

回來看看家鄉。我看得出來，這時，就是父親讓位給他，他也不會當這

個麥其土司了。當然，他對家裡的事還是發表了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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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第一，從鬥爭的漩渦裡退出來，不要再種鴉片了； 

第二，他說，麥其家已經前所未有地強大，不要顯得過於強大。他

說，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土司不會再存在多久了。總有一天，西部雪

域要倒向英國，東邊的土司們嘛，自然要歸順於漢人的國家； 

第三，在邊境上建立市場是再好沒有的想法，他說，將來的麥其要

是還能存在，說不定就要靠邊境貿易獲得財富了； 

第四，他帶侄女回來是要一份嫁妝。 

（阿來，1998:161-162） 

源文清楚表明了麥其家族中的重要成員——叔叔與九世班禪活佛 8關係

親近，還有他傾力支持九世班禪的活動。因為當時九世班禪與南京國民政府

關係良好，所以傻子的叔叔支持國民政府抗日。同時，通過傻子的叔叔對麥

其家族事務提出的建議，可以看出，他認為當地的土司制度已處於最後階段，

而未來的命運將是歸順於漢人的國家。 

小說的這部分內容是結合歷史事件書寫的。1915 年，即民國 4 年，十三

世達賴在日喀則設立基宗（相當於中國內地的行政專員公署），基宗的職權

不僅管轄達賴喇嘛的轄區，還管轄班禪喇嘛的轄區，這就降低了班禪喇嘛的

固有地位及職權。之後，基宗就向班禪轄區的百姓徵收和攤派軍糧、稅款和

烏拉（牙含章，1987：235-236）。這導致了十三世達賴喇嘛和九世班禪的關

係失和，並日趨惡化，1923 年 11 月 15 日，九世班禪選擇出走內地，進入青

海境內（牙含章，1987：237-238）。十三世達賴喇嘛派古覺大堪布羅桑丹增

為扎什倫布寺的扎薩喇嘛，代理班禪的職務，管理扎什倫布寺的政教事務，

班禪轄區則完全由噶廈政權直接統治（牙含章，1987：237-238）。班禪喇嘛

經青海到達甘肅的蘭州，當時北洋政府大總統曹錕派李乃芬為“迎護專員”，

率衛隊百人由北京前往蘭州歡迎，並宣佈大總統賜給九世班禪“致忠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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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號。1924 年，九世班禪由蘭州東下到達西安，時值直奉戰爭，九世班禪

發表了一份通電，向不同派系的領導人呼籲停止內戰，團結救國，這是九世

班禪到內地後，第一次公開表明他對中國時局的態度。九世班禪從 1923 年

11 月 15 日到內地，至 1937 年 12 月 1 日在青海玉樹大寺甲拉頗章宮內圓寂，

享年五十四歲，最終未能再回到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 

結合歷史背景分析，九世班禪喇嘛在西藏統治階層的政治權力鬥爭中居

於下風，故選擇到內地尋求民國政府的支持。所以，九世班禪喇嘛是西藏宗

教領袖中比較親近民國政府的人。而《塵埃落定》中這段內容顯示傻子的家

族支持九世班禪喇嘛，九世班禪的政治立場影響到了傻子的叔叔以及整個家

族的立場，《塵埃落定》中傻子是通過叔叔的話語来表明其家族認同大一統

國家的意識。 

英譯： 

On their way home,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sts 

had united to fight the Japanese in the Han area. By t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moved from Beijing, a place our ancestors had visited, to 

Nanking, a place totally unfamiliar to us. The Panchen Lama had also moved 

to Nanking, so we believed that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was good. The 

Great Tibetan Living Buddha would not live in a place with no virtue. My 

uncle’s business trips between India and Tibet often took him to Shigatse and 

the Tashihunpo Monastery of the Great Panchen Lama, so his business 

connections extended to Nanking. He even donated an airplane to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to fight the Japanese. Later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lost Nanking, and the airplane bought with Uncle’s money, along 

with its Russian pilot, crashed into the biggest river in the world. Tha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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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Uncle put it: My plane and the Russian lad fell into the biggest river in 

the world.” 

When the Panchen Lama decided to return to Tibet, Uncle went to meet 

him with money and supplies, and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visit his family. I 

could tell that even is Father abdicated, Uncle would not want to become 

Maichi chieftain. But of course he still voiced his opinions on family matters. 

First he said we should with draw from the quagmire of war and stop 

growing opium. 

Second, even though the Maichi family was stronger than ever, we 

should not appear to be too powerful. Everything had changed, and chieftains 

would not last long on this land. Someday the western land of the Snows 

would align itself with England, while the eastern chieftains would surrender 

to the Han government. 

Third, setting up a market at the border was the perfect strategy. If 

future Maichis were to survive, they would have to rely on border trade for 

their wealth. 

Fourth, he had brought his niece back to receive her dowry. 

(Goldblatt and Lin, 2002:183-184) 

英譯對叔叔的這番話做了基本忠實的翻譯，再現了這段源文中叔叔和九

世班禪的緊密聯繫，表明叔叔追隨九世班禪的政治立場以及他的立場對麥其

家族的影響。英譯特別用“The Great Tibetan Living Buddha”，“the Great 

Panchen Lama”，以詞與詞對應的方法翻譯了“藏族人的偉大活佛”，“偉大

班禪”顯示九世班禪對麥其家族的重要性，表明麥其家族支持九世班禪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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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立場，他們與九世班禪和叔叔的態度一致，認同國家和民國政府。還有，

源文中叔叔預言了嘉絨地區的這些土司們的未來，將來“東邊的土司們嘛，

自然要歸順於漢人的國家”，英譯將其譯為“the eastern chieftains would 

surrender to the Han government”，完整表達出叔叔預感嘉絨族群未來會依附

於漢地的國家政權。 

3.2.2.2 源文中叔叔的話語在源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塵埃落定》中以叔叔為代表的麥其土司家族支持國家、支持民國政府

以及幫助國家抗日的話語，與源語系統中的主流意識形態相契合，與當代諸

多以中文書寫西藏的作家們所表現的國家認同的思想互為參照。 

中國的藏族學者降邊嘉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人，他創作的小

說《最後一個女土司》於 2008 年出版，講述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孔薩

土司德欽旺姆與她的丈夫孔薩益多支持紅軍過雪山草地，以及人民解放軍進

軍西藏。他們影響了九世班禪返藏行轅的命運，進而影響到九世班禪轉世靈

童的認選過程，也因此影響到西康和西藏地區的政治局勢發展。這篇小說中

的女土司德欽旺姆表達的話語是支持共產黨政權，同時內心尊崇藏傳佛教，

在宗教上有對拉薩的向心力，希望去拉薩朝佛。比較《塵埃落定》中傻子的

叔叔的話語，能夠看出，他們都與漢地政權聯繫密切，不同的是，傻子的叔

叔主要是追隨九世班禪的政治立場，認同大一統的國家意識。而《最後一個

女土司》中孔薩土司和她丈夫，則直接表達了他們一直支持紅軍和解放軍，

為配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做的努力。 

中國甘肅省的藏族作家尕藏才旦，青海人，他出版了兩部長篇小說《首

席金座活佛》和《紅色土司》，兩部小說均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政治敘事意味，

表達了強烈的國家認同意識。2005 年出版的《首席金座活佛》以宗教人物為

敘述對象，主要人物吉塘倉活佛既是藏區德高望重的活佛，又是一個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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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還是個頗具經濟頭腦的商人。三重合一的身份使吉塘倉活佛超越了宗教

生活而登上了政治平臺發言，表明其強烈的國家認同意識。2009 年出版的《紅

色土司》則是屬於革命歷史題材類小說，描繪了甘南藏族人在土司的帶領下

全力支持紅軍革命的歷史場景，體現此類小說的一貫主題，也就是中國共產

黨愛護人民和藏漢團結的深厚民族感情。 

漢族作家秦文玉在 1985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女活佛》，講述西藏丹甯寺

女活佛吉尊桑姆的成長過程，成年後的女活佛在 1959 年選擇跟著雪山獅子旗

出走，當她和隨從流浪在噶倫堡，才發覺自己受到欺騙和威脅，所幸的是他

們到達印度後在中國外交人員的幫助下回到了中國。這部小說隨後被改編為

電影，於 1986 年上映。這部小說和電影均表現出強烈的國家認同和愛國主義

的意識形態。 

源語系統中此類國家認同意識規約下的小說和電影文本在故事的層面下

深蘊著明確的政治敘事指向，表達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認同和支持，因此，此類文本面貌相對清晰，文本主題相對明確。與《塵

埃落定》中叔叔的國家認同話語形成彼此呼應的互文關係，只是叔叔對於國

家認同的話語是基於九世班禪的政治態度，當時九世班禪與民國政府親近，

因此叔叔選擇支持民國政府。最後，叔叔的生命在抗日戰爭中終結，他被日

本飛機炸死了。死亡使叔叔不必從漢地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中做出選擇，

所以小說主要表現叔叔認同國家的話語意義而不是他對政權的選擇。 

3.2.2.3 英譯中叔叔的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在目標語系統中，中國政府對外宣傳機構的話語和叔叔的話語彼此呼應，

但是，在英語世界中占主流地位的西藏觀卻是另一番面貌。 

中國的新華通訊社（簡稱新華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國家通訊

社，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漢語通訊社。新華通訊社同時使用英文、法文、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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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文、俄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和日文發稿，主要面向國際社會進行新聞

報導的國際傳播。新華通訊社主辦的新華網上設有英文版網頁對西藏進行專

門報導，該網頁名為“西藏：它的過去和現在”（Tibet：Its Past and Present）9，

講解西藏的歷史和目前的社會狀況，網站上發表的文章面向英語世界進行介

紹，強調西藏是中國領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說明西藏當前社會發展狀況，

此類話語幫助強化國家認同和維護國家利益。 

而英語世界中占主流的“西藏觀”主要是由英語世界的學者、傳媒等對

西藏地區的認知建構而成，特別是由學者構成的思想庫會進一步影響到其他

領域。 

當代歐美學界對西藏地區的研究，在強調西藏人文價值的同時，還重視

其對國家間政治戰略博弈的作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羅伯特·巴勒特

（Robert Barnett），開設“理解現代西藏”（Unerstanding Modern Tibet）課

程。他編輯了《西藏現代性：關於文化和社會變化領域的筆記》（Tibetan 

Modernities:Notes from the Field on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一書，巴勒特

關注現代西藏地區的狀況，尤其是關於“西藏獨立”的事件，他的此類研究

帶有預設的政治立場，例如他個人認為西藏地區曾是一個國家的形式。 

流亡海外的藏人學者亦在英語世界進行西藏書寫。流亡藏人學者夏格巴·

旺秋德丹（Wangchuk Deden Shakabpa）所著的《西藏政治史》（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一書，認為西藏地區曾是一個國家，引用了部分史料支持他的這一

觀點，此書在英語世界的影響較大。 

所以，針對《塵埃落定》中叔叔這位嘉絨藏人表現出的國家認同意識，

在源語系統中，與強化構建國家民族意識的主流意識形態一致，與相關話語

形成彼此呼應的互文聯繫。在目標語系統中叔叔的話語與英語世界的西藏觀，

即把西藏地區當做歷史上曾是一個國家這樣的主流話語不一致，英譯完整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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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叔叔的話語，就在目標語系統中形成強烈對比的互文聯繫，顯示出藏族內

部不同群體對國家認同的態度存有差異，還有就是通過這樣互文聯繫的對比，

能夠看出源文中叔叔的話語在源語系統中是與主流話語一致的，而英譯中叔

叔的話語則變成了在目標語系統中的非主流話語。 

 

3.2.3 麥其土司與大少爺的話語在《塵埃落定》和英譯 Red Poppies 中的呈現，

以及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3.2.3.1 麥其土司和大少爺的話語在源文和英譯中的呈現 

麥其土司和大少爺，作為中文小說中麥其家族兩代人中的長兄，他們是

延續土司權力的正統繼承人，他們的話語是圍繞鞏固發展家族勢力，確保土

司權力的安全。麥其土司相對于傻子的叔叔，大少爺相對于傻子，他們都是

兄長的身份，而他們的弟弟則都有與他們大相徑庭的世界觀。麥其土司與大

少爺是向內觀察自我族群的類型，他們是以麥其家族的土司統治權力為中心，

去看外界的時局，盲點甚多。傻子和他叔叔則是偏重於從外界看待自我族群

的生存和土司權力，瞭解在更大的範圍內自我族群所處的位置，能預知和判

斷未來家族命運以及土司制度的可能性。 

麥其土司和大少爺的身份主要建立在世襲的土司權力之上，他們是保守

的嘉絨統治階層。他們未意識到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中土司制度即將消失，仍

堅持鞏固和擴大土司權力和家族勢力，他們對自我統治者身份的堅持非常強

烈。 

以下例子將說明源文和英譯對麥其土司和大少爺執著於自我統治者身份

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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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文中，從聖城拉薩傳教的格魯派喇嘛翁波意西因觸犯麥其土司的權

威而被行刑割掉舌頭後關入獄中，他給麥其土司寫了一封長信，麥其土司在

收到此信之後，有以下的反應。 

例一： 

源文： 

看信的時候，土司的臉像夏天的天空一樣一時間變了好多種顏色。

看完信，土司什麼沒說。我也不敢問。一直過了好多天，他才叫人把犯

人從牢裡提出來，帶到他跟前。看著翁波意西的和尚頭上新生的長髮，

土司說：“你還是那個要在我的領地上傳佈新教的人嗎？” 

翁波意西沒有說話，因為他不能說話。 

土司說:“我有時也想，這傢夥的教法也許是好的，可你的教法太

好了，我又怎麼統治我的領地？我們這裡跟西藏不一樣。你們那裡，穿

袈裟的人統治一切，在這裡不可以。你回答我，要是你是個土司也會像

我一樣？” 

(阿來，1998:146) 

在源文中，麥其土司見到翁波意西時說的這番話能夠體現出他視自己的

統治權力為最高利益。宗教對麥其土司而言，就是幫助他維護統治權力的工

具，所以他要操縱宗教，而不是被任何一個宗教控制。翁波意西所代表的藏

傳佛教格魯派，以拉薩為中心在內陸藏區建立起政教合一的統治體系——噶

廈政權，而麥其土司作為嘉絨地區的土司之一，並不受拉薩噶廈政權的直接

控制，他擁有相對獨立的統治權力，結果就是麥其土司抵觸噶廈政權的宗教

和政權影響力，其決定因素不在於藏傳佛教格魯派教法本身的好或不好，而

在於對他的土司權力是有利還是有弊。翁波意西在麥其土司領地上執著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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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會改變當地人們的信仰，如果麥其土司領地的人選擇皈依信奉格魯

派，那麼，來自拉薩噶廈政權的影響力也必將增強，麥其土司的統治權威自

然會被動搖。麥其土司為保護自己的土司統治權力，選擇阻止翁波意西傳教，

甚至行刑割掉翁波意西的舌頭，體現了麥其土司話語中的核心立場和一貫邏

輯。 

英譯： 

As he read the letter, the chieftain’s face changed colors many times, 

like a summer sky. He didn’t say a word when he finished. And I didn’t dare 

ask what it said. Many days passed before he ordered Wangpo Yeshi to be 

brought to him. Looking at the new-grown hair on the monk’s head, the 

chieftain said, “Are you still the man who wanted to spread his new sect in 

my land?” 

Wangpo Yeshi didn’t reply— he couldn’t. 

The chieftain said, “Sometimes I think maybe this fellow’s teachings 

are good. But if they are too good, how can I govern the land? Things are 

different here than in inner Tibet, where men in cassocks rule over 

everything. That can’t be done here. Tell me, if you were chieftain, would 

you be like me?” 

(Goldbaltt and Lin, 2002:166-167) 

英譯對以上源文做了完整，並增加解釋的翻譯，這句話 “how can I govern 

the land? Things are different here than in inner Tibet, where men in cassocks rule 

over everything. That can’t be done here.” 此句英譯顯示麥其土司的話語核心

立場是維護自身統治權力。英譯在“Tibet”前增加了“inner”一詞，強調他的土

司統治與西藏地區內陸的噶廈政權不同。對他而言，世俗權力的重要性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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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精神力量，而且他絕不會允許噶廈政權借宗教之力介入他的統治。英

譯完整呈現了他強烈捍衛其土司統治權力，以及宗教對於這位土司統治者的

工具性作用。 

大少爺旦真貢布作為麥其土司的長子，擁有純正的嘉絨血統。他視自己

為理所當然的麥其土司繼承人。對大少爺而言，起初他只把血統不純正，看

似傻氣的弟弟當做無關緊要的人而已。大少爺的話語核心立場與其父親——

麥其土司基本一致。在維護土司統治權力這一方面，他們既是父子，也是政

治盟友。但是，大少爺缺乏對外界時局的準確判斷，有自我獨大的心態，使

他出現多次誤判，動搖了麥其土司選他做繼承人的信心。 

當麥其土司、大少爺和傻子三人討論外界時局變化的時候，以下一番對

話顯示出三個人的不同態度。 

例二： 

源文： 

更多的時候，父親不用這般肯定的口吻，而是一臉迷惘的神情，問：

“世道真的變了？” 

我的兄長卻一點也不領會這迷惘帶給父親的痛楚，滿不在乎地說：

“世道總是要變的，但我們麥其家這麼強大了，變還是不變，都不用擔

心。” 

父親知道，真正有大的變化發生時，一個土司，即使是一個前所未

有的強大土司，如果不能順應這種變化，後果也不堪設想。所以，土司

又把迷惘的臉轉向傻子。我立即就感到了父親心中隱隱的痛楚，臉上出

現了和土司心中的痛楚相對應的表情。土司看到自己心裡的痛楚，顯現

在傻瓜兒子的臉上，就像父子兩人是一個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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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來，1998:172） 

源文中，因為麥其土司能感知到外界時局的變化，所以他對土司統治的

存亡充滿憂慮，傻子則更早就瞭解外界時局的變化會終結他們家族的土司統

治，因此能與他父親產生共鳴。大少爺僅滿足于麥其土司家族一時的繁榮，

完全不理會外界的政局對他家族統治權力的影響。 

英譯： 

But lately, more often than not, instead of using a definitive tone, he’d 

ask with a puzzled look, “Has the world really changed?” 

My brother, in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pain this puzzlement had 

caused Father, said nonchalantly, “The world has to change, but the Maichi 

family is so strong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it changes or not.” 

Father knew that any chieftain, even one with unprecedented might, 

who could not adapt to these changes, was headed for disaster. So the 

chieftain turned his bewildered face to his idiot son. As I sensed the pain 

hidden in his heart, a similar look of pain appeared on my face. Seeing his 

own pain reflected on his idiot son’s face, the chieftain felt that father and 

son were united as one. 

(Goldblatt and Lin, 2002:197) 

英譯採用詞與詞基本對應的翻譯，表現麥其土司迷惘焦慮的態度。源文

中大少爺說，“世道總是要變的，但我們麥其家這麼強大了，變還是不變，

都不用擔心。”，其英譯為 “The world has to change, but the Maichi family is so 

strong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it changes or not.”，這句與源文屬於詞與詞對應

的翻譯把大少爺的自我中心意識和對其家族統治權力的強烈認同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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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英譯中大少爺專注於家族實力的壯大，維護麥其家族勢力和統治權力，

對周邊形勢的認知存在盲點，誤以為其家族不會受到外界時局的影響。 

3.2.3.2 麥其土司、大少爺的話語在源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在源語系統中，以藏文化中統治階層的身份，意在回顧傳統權力的話語

很少見。以西藏為背景的中文文本多呼應構建多元一體的民族國家的主流意

識形態，在源語系統中與麥其土司和大少爺的話語相關的互文聯繫基本難覓

蹤影。 

3.2.3.3 麥其土司、大少爺的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在目標語系統中，英語世界的普通讀者往往對西藏地區和藏人有一定程

度上浪漫的“香格里拉”情結，或者是基於英語世界中由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流亡藏人學者、歐美藏學家等的著書立說，以及英語世界的傳媒等建構出對

西藏地區的認知。 

流亡在印度達蘭薩拉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以他曾经作為 20 世紀 50 年代

前西藏拉薩噶廈政權領導者的身份和藏傳佛教精神領袖的身份，在英語世界

建構其話語的影響力。十四世達賴喇嘛于 1962 年出版的第一部英文自傳《我

的土地和人民》（My Land and My People：The Original Autobiograph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回憶了他在西藏地區曾經的統治身份。達

賴喇嘛在 1991 年出版的第二部英文自傳《流亡中的自在》（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講述他被確定為轉世靈童的過程，他的

成長故事和流亡經歷。達賴喇嘛出版的書籍參與構建一種“西藏話語”，有

意顯示十四世達賴喇嘛曾是西藏地區統治階層中的代表人物，是藏傳佛教各

教派的領袖，使他成為英語世界中“西藏話語”的關鍵人物。 

在英語世界的傳媒中，比如在電影界，有電影文本參與構建英語世界對

西藏地區的認知。由美國迪士尼集團旗下的試金石電影公司（Touch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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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s）發行，由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執導的《昆丹》（Kundun）

在 1997 年上映。此影片講述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生平，說他是藏傳佛教徒的精

神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同時是一個流亡者，展現十四世達賴喇嘛從二

歲時被發現是活佛轉世，到成年後逃亡印度的過程。 

好萊塢三星電影公司（TriStar Pictures）拍攝的電影《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由法國導演讓·雅克·阿諾 （Jean Jacques Annaud）執導，

於 1997 年在加拿大上映。這部電影改編自 1954 年美國的暢銷書《西藏七年》

（Seven Years in Tibet），此書是奧地利登山運動員、黨衛軍士官海因裡希·

哈勒（Heinrich Harrer）根據他從 1944 年至 1951 年這七年間在西藏地區的生

活經歷，以及他的政治立場寫出的冒險故事，並非歷史紀實。電影講述哈勒

和他朋友以納粹黨徒的身份到印度攀登喜馬拉雅山，由於德國和英國宣戰，

二人在登山時被印度的英國殖民軍抓獲並囚禁了 5 年，在 1944 年他們逃往青

藏高原。二人到達西藏拉薩，哈勒與十四世達賴喇嘛（當時是個小男孩）相

識，並成為他的朋友和老師。這部書與電影通過媒體渠道，為英語世界的大

眾建構了對 20 世紀 40-50 年代西藏地區以及西藏精神領袖的想像。這部電影

和原著均帶有預設政治立場，認為當時西藏地區是一個國家，該影片在中國

成為禁片。 

在目標語系統中這類影像文本建構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都著意表現他

曾作為西藏地區統治者的身份。 

英語世界中這些文本與 Red Poppies 中的麥其土司和大少爺的話語形成

一定程度的互文聯繫。麥其土司和大少爺保持傳統統治階層身份的話語立場，

與此類文本形成互動，說明藏族內部如嘉絨部族中有過的民間話語，作為當

地社會等級結構中曾經的統治階層對權力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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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為西藏地區歷史上曾經的統

治者和宗教精神領袖的一類話語在英語世界有較大影響，這類話語與英譯所

呈現的麥其土司和大少爺的話語形成互動。還有，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關係

與源語系統中的互文關係形成強烈對比，通過對比能夠看出，源文中麥其土

司和大少爺的話語在源語系統中屬於非主流的話語，而英譯中他們的話語則

在呼應目標語系統中有關西藏地區認知的主流話語。 

3.2.4 黃初民的話語在源文和英譯中的呈現，以及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中

的互文聯繫 

3.2.4.1 黃初民的話語在源文和英譯中的呈現 

雖然黃初民出場不多，但他的話語卻在文本中有重要地位，因為其話語

在源語系統中是佔據主流地位的。黃初民最先出場的身份是中華民國四川省

軍政府的黃特派員，他被麥其土司請來帶著軍隊、武器去對付汪波土司。黃

初民幫麥其土司打敗汪波土司之後，有意留下罌粟種子讓麥其土司在他的領

地種植，至此，鴉片作為改變嘉絨部族的第一個外來事物登場了。在國共內

戰時期，黃初民因為反對白色漢人（國民黨）攻打紅色漢人（共產黨）而被

免官。當他在邊界再次遇到已在這裡建立貿易市場的傻子時，黃初民決定投

靠傻子，他的身份變成了輔佐傻子的黃師爺。黃初民的身份雖然發生了改變，

但他的立場是一以貫之地為國家服務，他不在意白色與紅色政權的分別。黃

初民的下場十分悲慘，他被紅色漢人用槍打飛了半個腦袋，倒在河灘上，只

剩下一張嘴巴咬了滿口的沙子。或許，這是暗示他在小說中尷尬難言的困境。 

黃初民的話語是維護國家主義，而並不執著於哪個政權或黨派執政，對

於嘉絨的土司們，他著意拉攏並培養麥其土司的實力變強，以制衡其他三位

土司。他的理念與小說後半部分出現的白色漢人有分歧，所以，後來黃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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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民國政府中被邊緣化，他轉而投靠傻子。縱觀整部小說，黃初民本

意不願傷害到漢人和國家利益，可他最終卻成為了政治的犧牲品。 

以下例子將說明在源文和英譯中黃初民的話語立場，即他面對嘉絨的土

司們維護國家主義的話語。 

在黃特派員帶領四川省民國政府的軍隊幫助麥其土司家打敗汪波土司之

後，麥其土司希望黃特派員儘快帶著軍隊離開這裡，當他去找黃特派員的時

候，黃卻使出派頭，不緊不慢地要作詩送給麥其土司。 

例一： 

源文： 

他把那張墨蹟淋漓的紙在地毯上鋪開，朗聲念道： 

春風獵獵動高旌， 

玉帳分工射虜營。 

已收麥其雲間戍， 

更奪汪波雪外城。 

麥其土司不懂詩詞，更何況這詩是用他所不懂的異族文字寫的。但

他還是躬一躬身子，道了謝，並立即想到要把這張字紙掛在這間客房裡，

叫每一個客人都知道政府和以前的皇帝一樣是支持麥其家族的。客房裡

還有一塊前清皇帝親賜的禦匾，上書四個大字：“導化群番”。 

現在，黃特派員就端坐在那幾個金光閃閃的大字下麵。爐裡印度香

氣味強烈，沉悶。 

（阿來，19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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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中黃特派員這首詩裡所用的詞“虜營”、“收”、“更奪”，顯示

出他把當地的土司們看做異域的他者和被征服的對象。無論是他選擇幫助的

麥其土司，還是此時與麥其土司為敵的汪波土司，他們的領地都是黃特派員

要收服的地方。所以，黃特派員用漢語寫這首詩，把他代表的四川省政府的

態度和目的都顯露無餘。而在下一部分，源文描述了那塊前清皇帝親賜的禦

匾，上書四個大字：“導化群番”。這四個字有導引、教化異族的含義。源

文是從時間維度上說明從清朝到民國，嘉絨土司們都處在政治邊緣的地位。

而黃特派員就坐在這個匾額下方，构成歷史與當下情境的呼應，來自漢地握

有軍權的人物，配合他頭頂上方“導化群番”的含義，形成了黃特派員對麥

其土司家族的征服氣勢。 

英譯： 

He laid the paper on the carpet, the ink still wet, and recited loudly: 

           Tall flags flap in a spring breeze, 

Arrows from jade tents rain down on the enemy camp. 

The Maichi territory in the clouds has been recovered, 

Wangpo’s fortress beyond the snow will also be conquered. 

Now, Chieftain Maichi knew nothing about poems, let alone one 

written in a tongue he didn’t understand. Still, he bowed slightly as a sign of 

gratitude, planning to hang the gift in the guess room to show others tha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like the emperors before them, were supporters of 

the Maichi family. Already proudly displayed in the room was an imperial 

plaque bestowed by a Qing emperor, with a four-word inscription, 

INSTRUCT AND ASSIMILIATE BARBA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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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cial emissary was now seated beneath those gilded characters, in 

a stuffy guest room reeking of Indian incense. 

(Goldblatt and Lin, 2002：42) 

英譯對黃特派員的話語做了基本忠實的翻譯，首先針對他的詩，這些透

露他立場的關鍵字，“虜營”、“收”、“更奪” 分別被譯為“the enemy 

camp”、 “has been recovered”、“ be conquered”，顯示出黃特派員初到嘉絨部

族之地，帶有征服之意。從黃特派員的官方身份來看，英譯顯示出在民國時

期，四川省政府居高臨下地對待馬爾康地區的嘉絨部族，有明顯的權力等級

之分。黃特派員口中的“五族共和”是政治工具，其深層目的是要收服當地

的土司們。 

隨後，黃初民因為反對國共內戰而被免去官職，轉而到邊界投靠傻子，

成為傻子的黃師爺。此時，他的身份發生改變，從有民國政府撐腰的官員變

為勢單力薄的個人，由征服者變為被保護者，其行為和態度謙恭了很多，不

再做詩，也不再端架子。他幫助傻子，針對漢地事務出謀劃策，但是他的話

語核心立場未變。當傻子邀請各土司來邊界聚會，有人問到時局形勢的時候，

黃師爺的回答再次顯露出他的國家主義立場未變。 

例二： 

源文： 

有人問：“漢人不是自己打起來了嗎？” 

我說：“黃師爺說，這一仗是中國最後一戰了。” 

土司們問黃師爺是紅色漢人會取得勝利，還是白色漢人。 

黃師爺說：“不管哪一邊打勝，那時，土司們都不會像今天這樣了。

不會是自認的至高無上的王了。” 

140 

 



土司們問：“我們這麼多王聯合起來，還打不過一個漢人的王嗎？” 

黃師爺哈哈大笑，對同是漢人的麥其土司太太說：“太太，聽見了

嗎？這些人說什麼夢話。” 

土司們十分不服，女土司仗劍而起，要殺死我的師爺。土司們又把

她勸住了。女土司大叫：“土司裡還有男人嗎？土司裡的男人都死光

了！” 

（阿來，1998：335-336） 

從這段源文能夠看出，“不管哪一邊打勝，那時，土司們都不會像今天

這樣了。不會是自認的至高無上的王了。”黃師爺認為中國內戰結束之後，

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哪一方取勝，土司制度都會隨即崩潰。他站在漢人

的立場上，告訴同為漢人的土司太太，這些土司們想要聯合起來去打仗是在

做夢。儘管此時黃師爺作為個體需要依靠輔佐傻子為生，但他仍然視當地的

土司們為未開化的他者。黃初民的話語是代表當時中國社會漢人精英對待邊

地嘉絨部族的立場。黃初民的態度前倨後恭，是取決於客觀條件的變化，但

他的核心立場從未改變，即為國家的利益去征服其眼中的“他者”——馬爾

康地區的土司們，可以說，近代的民族國家觀念，深入其心，黃初民以國家

利益為出發點去考慮問題，以高一等的權力等級觀念對待嘉絨部族。 

英譯： 

“Aren’t the Han Chinese fighting among themselves?” someone asked. 

I said, “Adviser Huang says that this is China’s last war.” 

The Chieftains asked Adviser Huang who would win, the Red or the 

Whit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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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matter which side wins,” the adviser said, “the chieftains will 

never be the same. They will no longer be the lofty kings they think they are.” 

“Are you saying we can’t beat a single Han king even if we join 

forces?” the chieftains asked. 

Adviser Huang laughed and said to his compatriot, Chieftain Maichi’s 

wife, “Mistress, did you hear that? Are they living in a dream world?” 

The chieftains were not convinced. The female chieftain drew her 

sword and stood up to use it on my adviser. The other chieftains held her 

back as she shouted, “Is there a man among you? The male chieftains have 

all died!” 

(Goldblatt and Lin, 2002：381) 

英譯基本完整傳遞了黃師爺與嘉絨土司們關於中國內戰的對話， “No 

matter which side wins,”，“the chieftains will never be the same. They will no 

longer be the lofty kings they think they are.” 這句英譯顯示出黃師爺認為內戰

結束後，作為統治者的土司們會消失。黃師爺對著土司太太說 “太太，聽見

了嗎？這些人說什麼夢話。”，這句話被譯為 “Mistress, did you hear that? Are 

they living in a dream world?”，直接表現出黃師爺對這些嘉絨土司們的不解和

不屑，把雙方立場和彼此之間的張力與衝突都完整再現給英語世界。 

在中文小說中，當黃師爺與傻子談到當時的中國內戰和未來時，黃師爺

流露出對他自己立場的擔憂。他是一個國家主義者和政治理想主義者，希望

國家統一和強大，但他並未選擇站在內戰雙方的任何一邊，所以，無論最後

哪方得勝，黃師爺的命運都不妙。 

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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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 

我問黃師爺，他反問我：“少爺你知道我為什麼會落到現在這個地

步嗎？我跟他們一樣自認為是聰明人，不然我不會落到現在的下場。” 

我這一問，使他想起了傷心事。他說了幾個很文雅的字：有家難回，有

國難投。他看到了自己的未來。他說，將來，不管什麼顏色的漢人取勝，

他都沒戲唱。他是這樣說的，“都沒有我的戲唱”。他反對紅色漢人和

白色漢人打仗，但他們還是打起來了。白色的一邊勝了，他是紅色的。

紅色的一邊勝了，連他自己都想不起為他們做過什麼事情。我沒想到黃

師爺會這麼傷心。我問他，叔叔在世時喜歡紅色漢人還是白色漢人。 

他說是白色漢人。 

我說:“好吧，我也喜歡白色漢人。” 

他說：“是這個情理，但我怕你喜歡錯了。”他說這話時，我的背

上冒起了一股冷氣。明晃晃的太陽照著，我可不能在別人面前發抖。 

（阿來，1998：336-337） 

黃師爺對傻子說的這番話，特別是“將來，不管什麼顏色的漢人取勝，

他都沒戲唱。”，反映出內心的矛盾與痛苦。他原本來自白色漢人政權，因

為反對白色漢人與紅色漢人之間的戰爭而被罷官，他在傻子這裡只為一時之

安，“有家難回，有國難投。”正是黃師爺所處困境的寫照，他被政治鬥爭

和中國內戰的形勢邊緣化，來到他視為異族和未開化的嘉絨土司之地尋求保

護，這與他最初以黃特派員的身份到這裡提供武裝和罌粟種子的情形構成顯

明的對比與反諷。他的國家主義信念不曾變化，只是並不適合當時的政治生

態，所以他預料到自己在內戰結束後，會成為政治的犧牲品。不過，當傻子

說他要追隨叔叔，也選擇喜歡白色漢人時，黃師爺用暗含威脅的語氣告誡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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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別喜歡錯了。黃師爺原本來自白色漢人的四川省民國政府，能更清楚地看

到白色漢人內部的問題，所以他的立場是維護國家，而不是支持某一個政權。 

英譯： 

My question had rekindled thoughts of his sad past, and he recited an 

elegant phrase: “One has a home but cannot go back. One belongs a nation 

but cannot serve.” He had seen his own future. He said he could find no role 

to play, no matter which color won among the Han Chinese. This is exactly 

what he said: “There’ll be no role for me to play.” 

He opposed the war between the Red and the White Chinese, but it had 

occurred nonetheless. If the Whites won, well, he had once been a Red. But if 

the Reds won, he had no share in the glory, since he could not think of a 

single thing he’d done for them. I never expected Adiser Huang to be so 

distraught. I asked him which side Uncle was on when he was alive. 

He said the White Chinese. 

“Fine,” I said, “I like the White Chinese too.” 

“That makes sense, but I’m afraid you’ll wind up on the wrong side.” 

A chill ran down my spine as he spoke. I could not afford to shiver in 

front of everyone, not with the sun so bright overhead. 

(Goldblatt and Lin, 2002：382-383) 

英譯基本完整再現了黃師爺與傻子的對話。特別是這兩句英譯 “One has 

a home but cannot go back. One belongs a nation but cannot serve.”，“ He said he 

could find no role to play, no matter which color won among the Han Chinese.” 

將黃師爺內心的複雜情緒，對國家持理想主義的立場，不選擇政權站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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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中生存困境表現出來。他對自己命運的悲觀態度在英譯中被準確傳遞，

作為伏筆，預示了黃師爺之後的死亡。 

而在小說的尾聲部分，紅色漢人(解放軍軍隊)來到馬爾康地區，傻子和

黃師爺都被抓起來了。這時，傻子與一位解放軍軍官的對話道出黃師爺的結

局。 

例四： 

源文： 

我還想救黃師爺。 

我一開口，解放軍軍官就笑著問我：“為什麼？” 

“他是我的師爺。” 

“不，”軍官說，“這些人是人民的真正敵人。” 

結果，黃師爺給一槍崩在河灘上了。我去看了他，槍彈把他的上半

個腦袋都打飛了，只剩下一張嘴巴咬了滿口的沙子。他的身邊，還趴著

幾具白色漢人的屍體。 

（阿來，1998：379） 

黃初民從出場到離世，他基本貫穿小說中當地土司制度崩潰的始終。黃

初民的身份和立場都值得深入研究，他從國家主義的角度看待嘉絨藏區，始

終持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意識。他帶來了罌粟種子和現代武器，幫助麥其土司

家族增強經濟和軍事實力，成為嘉絨藏區一方獨大的土司家族勢力。黃初民

讓麥其土司在其領地種植罌粟，然後他來收購鴉片，初期豐厚的經濟效益，

促使當地各個土司都從種植農作物改種罌粟，進而造成人為原因的饑荒和土

司之間的利益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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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初民剛到此地時，態度倨傲，他以征服者的姿態對待當地的土司們。

當他在四川省民國政府的權力鬥爭中失勢，被免去官職之後，黃初民選擇投

靠麥其土司的二少爺——傻子，作為助手幫傻子出謀劃策，傻子通過他去瞭

解漢地的形勢。黃初民的政治立場非常微妙，他身在國民黨四川省政府之中，

卻不滿國民黨政權，他人在藏區，同時心向漢地。對於馬爾康地區的嘉絨部

族而言，黃初民是來自漢地的他者，他以漢地為中心，維護其心目中的國家

利益，鞏固漢地對嘉絨部族的管理權。不過，他的理想主義卻最終導致他的

悲慘結局。“這些人是人民的真正敵人。”引出了黃初民被處死的原因，他

被當成人民敵人槍決，特別是說他“只剩下一張嘴巴咬了滿口的沙子”，正

顯示出黃初民自己言中了他的命運和難言的困境。 

英譯： 

I wanted to save Adviser Huang. 

As soon as I said so, a Red Army officer smiled, and asked me, “Why?” 

“Because he’s my adviser.” 

“No,” he said. “These are enemies of the people.” 

In the end, Adviser Huang was shot on the riverbank. I went to see his 

body. The bullet had taken off the upper half of his head, leaving only his 

mouth, which was filled with sand. Beside him lay the bodies of several 

White Chinese. 

（Goldblatt and Lin, 2002：431） 

英譯採用詞與詞基本對應的翻譯，反映黃初民一心維護國家認同，沒有

選擇政權站隊，而共產黨和國民黨政權都沒有接受他。 “These are enemies of 

the people.”，以及“ leaving only his mouth, which was filled with sand.”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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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用“這些人都是人民的敵人”去掉了源文中的“真正”一詞對“敵人”

修飾，但不足以影響源文中解放軍給黃初民的評價。還有“他的嘴裡塞滿了

沙子”，顯示他最後難言的痛苦。 

3.2.4.2 源文中黃初民的話語在源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首先，黃初民的話語與源語系統中學術界建構國家——民族認同的研究

文章具有互文聯繫。其次，還有漢族作家對藏區的中文書寫以及用觀察“他

者”的角度描述藏區的電影彼此呼應和交織。這類話語都認同國家和維護國

家利益，強調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強化大一統的國家意識。 

中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漢族學者費孝通在 1988 年發表了其在國際人類

學、民族學、社會學界引起巨大反響的論文〈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 對

中華民族進行“多元”和“一體”的探討，為現代中國的國家民族建構提出

了理論依據。 

中國當代民族學和人類學學者馬戎，在他的文章〈如何認識“民族”和

“中華民族”〉 中展現出構建大一統的文化中國和對“中華民族”一體性的

強化以及民族整合的理念（馬戎，2013:1-12）。郝時遠，作為中國當代研究

民族問題的學者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更強調

“中華民族”的多樣性，他堅持要運用“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政策進行

國家構建和培養國家——民族的認同（郝時遠，2013:7）。 

1996 年，漢族導演馮小剛拍攝的中文電影《紅河谷》上映，該片以 1904

年英國與西藏的戰爭中的江孜戰役等歷史事件為背景進行敘事。這部電影在

中國獲得獎項包括華表獎、金雞獎和百花獎，可以說是一部在中國影響較大

的主旋律電影。此影片選用一個藏族男孩嘎嘎和英國少尉瓊斯作為敘事者，

講述漢族女子雪兒被藏族青年格桑在雅魯藏布江邊搭救，從此改為藏名“雪

兒達娃”，他們彼此相愛。後來雪兒達娃、格桑與所在的藏部落一起抗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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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英軍，最後他們在爆炸聲中與英軍同歸於盡。這部中國主旋律電影強調

漢藏一體，構建國家民族認同。按照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

論，這是在構築政治共同體的基礎上構築文化共同體，強調一體前提之下的

多元。通過建構國族認同，進而鞏固大一統的歷史記憶。這部電影的話語立

場與《塵埃落定》中黃初民所持的國家主義立場，互有重疊，可見，持國家

主義立場，建構大一統的中國的話語在源語系統中是主流話語。電影作為面

向大眾的傳媒工具，《紅河谷》有其藝術價值，另一方面，此部電影主要是

參與建構國族認同以及民族和諧關係的歷史記憶。 

綜上所述，可見，在源語系統中，構建大一統的中國是占主流地位的話

語，帶有政治權威色彩，並且不容質疑。 

3.2.4.3 英譯中黃初民的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在英語世界裡，英譯中黃初民的話語立場基本就是以強化國家認同的方

式面對嘉絨族群進行對話。嘉絨部族所在的馬爾康地區長久以來就是藏、漢

民族交流頻繁的區域，在民國時期由四川省民國政府管轄這一地區。黃初民

的身份是多重而複雜的，英譯基本呈現出這個人物的內心狀態和話語立場。 

在目標語系統中，與黃初民的話語基本並無呼應的文本。因為在英語世

界中的主流“西藏話語”，主要是通過以流亡藏人、歐美藏學家的論述，還

有傳媒的話語，如以西藏為題材的影像文本等去建構西藏地區曾作為國家存

在的歷史記憶。這類話語在本章的 3.2.2.3 和 3.2.3.3 部分 10已有詳述，此處

不再贅述。 

所以，源文中黃初民的話語被完整地翻譯為英文，傳遞出源文中他的話

語立場，但是其話語在源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與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卻

形成強烈對比，源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是以認同大一統的中國作為前提，而

在目標語系統中是以建構西藏地區曾作為一個國家的歷史記憶的話語為主，

148 

 



也就是說源文中黃初民的話語在源語系統中呼應主流話語的立場，而在目標

語系統中，英譯中黃初民的話語則處於邊緣位置。 

3.2.5 土司太太的話語在源文和英譯中的呈現，以及在源語系統和

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3.2.5.1 土司太太的話語在源文和英譯中的呈現 

土司太太原本是生長在內地的弱勢漢人女子，早年國民黨軍隊搶了她家

經營的商鋪，她父母因此喪命，她被迫淪為妓女，接著又被人販子當做禮物

送給麥其土司。不過，她的命運正是在麥其土司這裡出現了轉折，她成為土

司太太，生了兒子，享受到當地社會中統治階層的生活。小說中的土司太太

是一個弱勢漢族女性被當地嘉絨人同化的例子，她完成了在另一個族群社會

結構中的地位上升。她對過去的漢人身份記憶偶有回應，對於漢地和漢人，

有思念、屈辱和痛恨的複雜感情。她真正維護的是麥其土司家族的統治權力

和利益，在小說結尾，土司太太選擇自盡時，就明確告訴傻子她對自己藏化

的身份是滿意的。 

以下例子將說明在源文和英譯中土司太太的話語的呈現。 

首先，在中文小說中，當黃初民剛到麥其土司官寨時，他倨傲做作，麥

其土司用隆重的禮節迎接他，並送上兩個當地的姑娘服侍他，而黃初民卻拖

延著不肯儘快出兵幫助麥其土司打仗，於是麥其土司讓土司太太出面為黃特

派員換了兩個姑娘，送給他一箱銀元，隨後黃特派員與土司太太進行了以下

對話，兩人對話內容的反差，顯示出鮮明的立場差異。 

例一： 

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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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天，特派員說：“姑娘很不錯，銀元你就收回去吧。我們

政府來幫助你們夷人可不是為了銀子，而是為了五族共和，為了中華民

國的國家秩序來的。兩個姑娘嘛，也是考慮到這化外之地這種事情無關

風化才不駁你們面子的。”特派員還問：“太太，聽說你是漢人啊？以

後我們好多事情就要依仗你了。說不定哪一天，這裡就不是夷人的地盤，

而是你的封地了。” 

“不要說封地，要是你們軍隊不搶光我父親的鋪子，我也不會落到

這步田地。” 

黃特派員說:“那好辦，我們可以補償。” 

“人命也可以補償嗎？我的父母，兩條人命啊。” 

黃特派員想不到尋找同謀者的企圖失敗了，就說: “太太真是女中

大丈夫，佩服佩服。” 

母親在這件事情上確實做得光明磊落。她只告訴父親特派員退還了

銀子。父親在這件事情上也感到無所適從，只能咬著牙齒說: “有一天

我會殺了這個傢夥的。” 

（阿來，1998：26-27） 

在源文中，黃特派員的話顯示出此人帶著民國政府官員的優越感和征服

欲到麥其土司這裡，他意圖拉攏同為漢人的土司太太，以便得到管理這片土

地的權力。黃特派員對土司太太說“你們夷人”，毫不掩飾地視麥其家族為

野蠻和未開化的人。黃特派員說他接受兩個姑娘服侍的理由是不願讓麥其土

司家丟了面子，指明因這裡是“化外之地”，所以這般不會有違漢文化的道

德規範，字裡行間，都有黃特派員高高在上，指點土司太太的意味。並且黃

150 

 



特派員還聯繫到當時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五族共和”，借此顯示他代表民

國主流政治權力的正當性。 

但是，源文中土司太太說，“不要說封地，要是你們軍隊不搶光我父親

的鋪子，我也不會落到這步田地。”顯示出土司太太的父母被國民黨軍隊殺

害，鋪子被搶的痛苦記憶令她無法信任黃特派員，所以斷然拒絕黃的提議。

不過，土司太太因父母離世，流落風塵被人販子賣給麥其土司後，她的地位

在異族的地方得到提升，進入權力核心層，享受到優渥的物質生活。她拒絕

黃的提議，顯示土司太太開始認可自己已經融入到麥其土司家族。 

英譯: 

The next day the special emissary said, “The girls are fine, but I must 

return the silver. Our government has come to help you barbarians, not 

because we desire your silver, but because we want all five ethnic groups to 

live harmoniously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 will accept the 

girls so as not to make you lose face. I understand that this practice is not 

considered immoral in places outsid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n he added, “Mistress, I hear you are a Han Chinese. In the future, we will 

rely on you for many things. Though I cannot say for sure, one day this place 

will no longer be alien territory, but your fiefdom.” 

“Please, no talk of fiefdoms. I wouldn’t have fallen so low if your army 

hadn’t looted my father’s shop.” 

“For that we can easily compensate you.” 

“Can you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of human life? Both my parents. 

That’s two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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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having expected to fail in his attempt to find a collaborator, the 

special emissary said, “The mistress is the equal of a great man. I truly admire 

you.” 

(Goldblatt and Lin, 2002：30-31) 

首先，英譯把這段話中體現黃初民態度的語句通過增加解釋，進而完整

呈現出來。比如，在源文中黃初民對土司太太說道，“我們政府來幫助你們

夷人可不是為了銀子，而是為了五族共和，為了中華民國的國家秩序來的。

兩個姑娘嘛，也是考慮到這化外之地這種事情無關風化才不駁你們面子的。”，

黃初民這句話的英譯是 “Our government has come to help you barbarians, not 

because we desire your silver, but because we want all five ethnic groups to live 

harmoniously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 will accept the girls so 

as not to make you lose face. I understand that this practice is not considered 

immoral in places outsid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這裡使用“you 

barbarians”，即“野蠻人”（直譯）翻譯“你們夷人”，將黃特派員傲慢，

充滿偏見的態度盡顯無餘，同時英譯也呈現出源文對黃特派員的反諷，黃宣

稱他為執行民國時期的民族政策“五族共和”和為維護“中華民國的國家秩

序”而來，被譯為 “we want all five ethnic groups to live harmoniously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這句英譯把“五族共和”翻譯成為了中華

民國的穩定，五個族群和諧共處，進一步解釋了“五族共和”的政治意義。

黃特派員一邊說著“五族共和”，一邊卻又把嘉絨部族視為“化外之地”的

“夷人”，英譯把“化外之地”譯為 “places outsid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即處於中國文明影響之外的地方，展現黃初民是從漢族中心主

義出發，認為嘉絨遠離漢文明的教化，是未開化之地。英譯完整呈現了黃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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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嘉絨部族的偏見，並且如源文一般顯示黃初民把“五族共和”當做他的

政治宣傳工具。 

還有，英譯在詞的層面上對應翻譯出土司太太對黃特派員的回應，完整

保留了源文中土司太太堅決拒絕的態度，兩人的反差凸顯了她維護麥其土司

家族統治權力和利益的話語立場。她對黃特派員的提議，拒絕得非常有力。

在源文中，她說道，“不要說封地，要是你們軍隊不搶光我父親的鋪子，我

也不會落到這步田地。”以及 “人命也可以補償嗎？我的父母，兩條人命啊。”

表現出土司太太對民國軍隊的明顯厭惡，還有民國軍隊造成她失去雙親，生

活一度顛沛流離，曾淪為妓女的創傷，這兩句的英譯是，“Please, no talk of 

fiefdoms. I wouldn’t have fallen so low if your army hadn’t looted my father’s 

shop.”，還有 “Can you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of human life? Both my parents. 

That’s two lives.” ，土司太太基於她在漢地生活的悲慘遭遇，並不接受“同

為漢人”的黃初民許諾給她“封地”的權力拉攏，她不肯與黃特派員結盟，

顯示出她對黃特派員的心理距離甚遠，並且她的身份已經發生改變，不再以

曾經的漢人身份決定她的話語立場。 

在中文小說結尾部分，土司太太在紅色漢人攻打麥其官寨時選擇吞鴉片

自盡，她從容服用鴉片之後對她的兒子說了以下這番話，透露出她最終對自

我藏化身份的認同。 

例二： 

源文： 

她說：“讓我好好看看你，我跟你父親已經告過別了。” 

我就傻乎乎地坐在那裡叫她看著。小泥爐上煮著的茶嘟嘟地開了。

土司太太說：“兒子，你知道我的身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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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我知道。 

她歎了口氣，說：“在今天要死去的人裡面，我這一輩子是最值得

的。”她說自己先是一個漢人，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藏人了。聞聞自己

身上，從頭到腳，散發的都是藏人的味道了。當然，她感到最滿意的還是

從一個下等人變成了上等人。她叫我彎下腰，把嘴巴湊在我耳朵邊上說：

“我還從一個下賤的女人變成了土司太太，變成了一個正經女人。” 

母親吐露了藏在心裡多年的秘密。她做過妓女。她一說這個，我就

想到了鎮子上畫得花花綠綠的大房子，聽到了留聲機吱吱嘎嘎歌唱的聲音，

聞到了烤肉和煮豆子的熱烘烘的味道。土司太太身上卻沒有這樣的味道。

她叫人在茶壺裡燙酒，用溫酒吞下了幾個鴉片眼泡。她又叫人溫第二杯酒，

在這空當裡，她又叫我彎下腰，吻了吻我的額頭，悄聲說：“這一下，我

生的兒子是不是傻子我都不用操心了。” 

（阿來，1998:373） 

源文中，土司太太在即將離世的時候向兒子吐露心聲，她首先對自己通

過與麥其土司的婚姻實現身份藏化和擁有嘉絨貴族的身份感到滿足。其次，

她對傻子揭開了自己心中封存已久的秘密，說出她在漢地曾是身份低微的妓

女，而在嘉絨，她獲得了尊嚴和貴族權力。最後，她表示此刻已放下對兒子

繼承土司權力的牽掛。這番言辭點明土司太太通過異族婚姻實現從漢到藏，

從卑微到強勢的身份轉換，在文化交融中出現新的身份，一個藏化的漢人女

性從此擁有了話語權，甚至擁有輔助麥其土司進行統治的權力。在土司太太

與麥其土司結合的婚姻模式中，嘉絨部族的麥其土司被設為強勢的一方，而

漢族的土司太太則被設為弱勢的一方，可以說，是強勢的麥其土司拯救了弱

勢的漢族女子，扭轉了她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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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語系統中，更多文本講述的是少數民族受主流漢文化影響之後的生

活面貌和內心感受，表現少數民族從邊緣文化進入主流文化，進而得到主流

文化的肯定。而《塵埃落定》中的土司太太卻是逆向流動的例子，民族文化

之間的碰撞融合，雙向的身份流動本就是正常存在的，而在 20 世紀 90 年代

後的中國，大量中文文本往往呈現單向的族群身份流動，所以土司太太代表

一種獨特的聲音，體現嘉絨藏族這個族群的自我意識，解構了源語系統中從

漢族中心主義出發的“少數”融於“多數”的主流話語，而建構了“多數”

可以融於“少數”的一種話語。 

英譯： 

“Let me take a good look at you,” she said. “I’ve already said good-bye 

to your father.” 

I sat there like an idiot for her to gaze at me. The tea was boiling on 

the clay brazier. The chieftain’s wife said, “Son, you know my background, 

don’t you?” 

I said I did. 

She sighed. “I’ve had the best life of all those who will die today.” 

Then she went on to say how she’d been born a Han, but had become a 

Tibetan. When she sniffed herself, she could tell she smelled like a Tibetan 

from head to toe. Of course, she was happiest over the fact that she’d been 

elevated from the lower class to the aristocracy. She told me to bend down so 

she could whisper something to me. “From my degrading origins, I became 

the respected wife of a chieftain.” 

Mother then revealed a secret she had hidden all those years: she had 

once been a prostitute. As soon as the words were out of her mouth, I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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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ded of the gaudy house in my border town, and could even hear the 

scratchy songs from the gramophone and smell the warm aroma of 

barbecued meat and boiled beans. But there was no such smell on the 

chieftain’s wife. She order the servants to warm some wine in a teapot, 

which she used to swallow several of the opium pellets. Then while the 

servants obediently warmed another cup of wine, she told me to bend 

forward again, this time to kiss my forehead. “I’ll never again have to worry 

about whether I gave birth to an idiot son,” she said softly. 

(Goldblatt and Lin, 2002: 424) 

英譯忠實再現了土司太太的原話，“Then she went on to say how she’d 

been born a Han, but had become a Tibetan.”，以及“When she sniffed herself, she 

could tell she smelled like a Tibetan from head to toe.”，從“born a Han”到

“become a Tibetan”， 從她用“smelled like a Tibetan from head to toe”比喻自己

的從頭到腳都徹底藏化，把一個漢族女性身份藏化之後的滿足與藏化後的她

對嘉絨族群的主體意識呈現出來，顯示出嘉絨族群的身份自豪感。 

3.2.5.2 源文中土司太太的話語在源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在源語系統中，能與土司太太的話語形成互文聯繫的文本，首先有於

1996 年在中國上映的電影《紅河谷》。本章在 3.2.4.2 部分討論過電影《紅河

谷》，主要分析其參與構建強化國族認同的主流話語，並與源文中黃初民的

話語形成互文聯繫，而這部電影與《塵埃落定》中土司太太的話語亦有互文

聯繫。在電影開頭，漢地的百姓們遭遇大旱，為了祈雨，他們要把漢族女子

雪兒作為祭品獻祭河神。在祭河儀式中，雪兒喊出“下輩子做豬做狗，也不

做女人”的聲音，顯示一個弱勢女子被當時的漢文化束縛，無法左右命運，

所以失去了對自己女性身份的認同。當她順著河水漂流到藏區，被藏族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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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搭救後，雪兒獲得重生，還得到了她與格桑的愛情。在藏區，她的名字

改為雪兒達娃，其藏化的身份可以看做是當時當地漢族文化與藏族文化交融

的結果。 雪兒達娃和格桑共同經歷了與英國軍隊的戰爭，在生命最後時刻，

她在格桑的懷抱中說出“下輩子還做女人”的憧憬，透露出藏文化對雪兒的

女性自我意識和身份認同的拯救。雪兒的身份藏化對她作為女性的命運，對

強化中華民族的一體觀都有積極意義。比較來看，《紅河谷》設計雪兒的身

份藏化是以建構國族認同和中華民族一體觀為目的，而《塵埃落定》中土司

太太由漢到藏的身份轉換的話語則是以彰顯嘉絨藏族的族群自我意識為目

的。 

在源語系統中，得到更多關注的有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嫁給松贊幹布這類

文本，既有文學形式，也有影視劇的形式。中央電視臺在 2000 年播出的電視

劇《文成公主》以及源語系統中的這類中文文本都在講述歷史上強大的唐王

朝為與吐蕃交好，而送文成公主進藏嫁給吐蕃的贊普（國王）松贊幹布，文

成公主帶來了各種穀物種子、菜籽還有工匠來傳播中原的手工技藝，促進兩

地文化交流。在這類文本中，文成公主被描述為地位崇高，代表唐王朝來和

親的公主，她不是弱勢女子，相反，她是強勢的中原文化代表。她還不能完

全被視作是藏化的女性，因為她作為維持兩地關係和睦的象徵符號，始終都

是介於中原唐王朝與吐蕃之間的紐帶人物。所以，中文文本對文成公主的敘

述，仍是從中原漢族中心主義出發表述先進的漢文化對藏地文化的輻射作用，

強調兩地親密友好的關係，建構一個中原王朝施恩於吐蕃的歷史記憶。而《塵

埃落定》中的土司太太則是一個歸化到嘉絨部族中的漢族女子，她由漢地的

弱勢女子轉為藏地的強勢土司太太，命運發生了向上的轉折，嘉絨部族對她

而言是拯救者，所以土司太太的話語與上文所講的文成公主的話語對藏地的

關照存有很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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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 英譯中土司太太的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 

在目標語系統中尚無相關的話語能夠與土司太太的話語構成互文聯繫，

即在英語世界中，涉及到藏族身份認同的話語，通常不會加入漢族人被藏化

的因素，也就是說英語世界中這一類話語以保持藏人身份的純粹性為主，傾

向於明確區分漢藏族群的差異，進而建構藏人族群的純正性和排他性。 

3.3 本章小結 

本章通過分析五類話語圍繞對嘉絨族群身份認同所表達的各自立場，建

立這五類話語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關係，進而思考這五類話語

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中的意義。 

本章通過分析，能夠看出英譯 Red Poppies 對源文中的五類話語基本採用

完整翻譯的策略，而通過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中建立的互文聯繫，可以

看出，源文中的五類話語和英譯中五類的話語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效果。《塵

埃落定》中傻子的話語意在表現他對嘉絨族群身份的尋找，這在源語系統中

並不屬於主流話語，因為源語系統關於中國少數民族身份的話語是明確的，

也就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觀，所以傻子的話語具有創新意義；叔叔以嘉絨藏

族的身份支持國家認同的話語、以及黃初民基於漢族中心主義的國家認同話

語，正是反映源語系統中以藏區為背景的很多文本或隱或現的話語立場，在

源語系統中呼應構建和強化國家民族認同的主流意識形態；麥其土司和大少

爺強烈維護其統治權力的話語，在源語系統中處於邊緣，屬於非主流的話語；

土司太太身份藏化後的立場是維護嘉絨族群的主體意識，在源語系統中，雖

有呼應的話語，但是立場仍有差異。土司太太的立場比較特別，她認同自己

歸化於嘉絨族群，而不涉及更大的國家認同主題，這在源語系統中也屬於非

主流的話語。而通過 Red Poppies 中五類話語在英語世界中形成的互文聯繫進

158 

 



行思考，能夠發現英語世界中流亡海外的藏人進行身份追尋的話語已成為常

態，還有英語世界中少數族裔尋找身份的話語也很普遍，所以英譯中傻子尋

找自我族群身份的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正是符合主流的話語；其次，叔叔以

嘉絨藏族的身份支持國家認同的話語、黃初民基於漢族中心主義之上的國家

認同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卻鮮有類似立場的話語與之呼應，它們並非主

流話語；父親和大少爺維護土司統治者權力的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則與

十四世達賴喇嘛建構其曾經作為統治者的話語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互動，而十

四世達賴喇嘛的話語則在英語世界建構的西藏觀中有較大影響力。最後，土

司太太身份藏化後的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這一類創新型的話語尚未有與

之呼應的文本，而其主要立場是從漢族的角度出發認同嘉絨族群的主體性，

所以它是一種很特別的話語。 

對照源文和英譯中的五類話語，可以看出，即便是這樣基本完整和忠實

的翻譯，源文在源語系統中的意義和英譯在目標語系統中的意義都有差異。 

因為針對西藏，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構建的主流話語立場有很大差異，

源語系統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主流話語是維護國家民族認同，強調

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而在目標語系統中當

前的主流西藏觀則是視西藏地區為歷史上曾經的政教合一的國家，在英語世

界中，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海外藏人、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傳媒在參

與建構這一類型的話語。 

在源文的這五類話語中，傻子的話語是一種新的族群身份尋找，重在體

現其對答案的困惑。叔叔和黃初民的話語，符合源語系統的主流西藏觀，不

過，他們話語當中內在的張力、矛盾和各自命運的無奈結局，使他們的話語

立場呈現出複雜性。麥其土司和大少爺的話語，則與主流话语產生了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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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太太的話語突破漢族中心主義，以與主流逆向的族群身份變動凸顯嘉絨

族群的主體意識。 

在目標語系統中，傻子的話語則並非創新，長期以來，流亡藏人的族群

身份追尋已成為一種集體意識。叔叔和黃初民的話語在英語世界建構的西藏

話語中，是處於邊緣的話語。麥其土司和大少爺的話語，則會強化英語世界

的主流西藏話語。而土司太太的話語雖然不是主流話語，但是呈現了一種關

於族群主體意識的新的立場。 

通過建立互文聯繫去對比和分析這五類話語和對應的翻譯在源語系統和

目標語系統中產生的不同效果，能夠看出，文本產生意義並不是簡單的文本

內運作，而是牽涉到兩套語言文化系統中的西藏觀，這兩套語言文化系統中

西藏觀的立場不同，使得即便是基本完整和忠實的英譯，也會出現和源文不

同的意義。中國的中文系統和英語世界的英文系統所建構的主流西藏觀服從

於各自文化的價值觀和國家利益，故而，使得中文小說和英譯中對應的五類

話語出現了不同的意義。 

 

第三章注釋： 

1 嘉絨，是藏語“嘉爾木·察瓦絨”的簡稱，“嘉爾木”是指墨爾多神山，“察瓦”在藏語

中是“炎熱”之意，指藏區較熱的地方。因為當地盛產青稞、小麥和豆類及蔬菜，故又稱之

為“絨”，藏語意為“農區”。嘉絨即指墨爾多山周圍的地區，其他藏區稱這一地區的藏民

為“絨巴”（農區人）（徐君，2006:47）。“嘉絨藏族是唐以來藏族與這一地帶的古代氐

羌部落同化、融合而逐漸形成的。這些氐羌部落包括先秦的犛牛羌、冉夷、駹夷、隋唐的嘉

良、哥鄰等。唐代，吐蕃東進統禦了該地區，此後，經過民族遷徙、文化滲透、傳播以及漫

長的民族融合過程及歷史上幾次大的外力推動，尤其是佛教的傳入和興盛，將原本的土著民

族變成了吐蕃民族，隨著歷史的演化，成為今天藏族的一支。嘉絨藏族處於兩個藏語區安多

方言和康巴方言的過渡地帶，在地理單元上位於青藏高原東緣橫斷山脈河谷交錯地區，由於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上的民族交融，使嘉絨藏族既表現出地理上的邊緣性特徵，又具有族

源上的融合性特徵。”（徐君，20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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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嘉絨語是不同於藏語三大方言——安多方言、康巴方言和衛藏方言的一種方言，使用嘉絨

語的區域就六七個縣，三四十萬人口（阿來，2014:11）。嘉絨語在語音和詞彙方面較接近

藏語，但是在語法方面，則更接近普米族和羌族的語言（Kapstein, 2006:18-25) 。 

3 駿馬獎，是由中國作家協會、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共同主辦的少數民族文學的國家級文學

獎項，參賽作品包括少數民族作家用漢文或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的長篇小說、中篇小說集、短

篇小說集、詩集、散文集、報告文學、理論評論集、翻譯等。 

4 《瞻對：終於融化的鐵疙瘩——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於 2014 年參評第六屆魯迅文學

獎的“報告文學”獎，以零票落選，同年，阿來發表聲明質疑該評獎的公正性。 

5 該網址為：http://www.publishersweekly.com/978-0-618-11964-6 

讀取時間 2014 年 4 月 21 日。 

6 南亞首家評論政治和文化的月刊雜誌，雜誌社位於尼泊爾的加德滿都，雜誌內容涵蓋新聞、

政論分析、文化、歷史和經濟。關注地區包括阿富汗、緬甸、西藏和馬爾地夫。官方網址是

http://old.himalmag.com/index.php 

該文所在網址：http://old.himalmag.com/component/content/article/1835-flowers-and-dust.html，
讀取時間 2014 年 10 月 26 日。 

7 1931 年，九世班禪曾在南京新亞細亞學會第三次會員大會上作了題為“西藏是中國的領土”

這一重要講演。同年，國民政府冊封九世班禪為“護國宣化廣慧大師”， 1932 年，九世班

禪任西陲宣化使。1935 年，他參加國民政府主持的悼念十三世達賴的活動，同年任國民政

府委員。在漢地呼籲和平統一，擁護抗日，舉行九次時輪金剛法會。回到拉撲楞寺後，廣宣

佛諦。請嘉木樣活佛等呼圖克圖傳授密教各法灌頂。準備回藏時，受到英國大使和西藏噶廈

的阻撓。1937 年 12 月 1 日，九世班禪喇嘛于青海省玉樹結古寺的甲拉頗章宮圓寂。（中國

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頁

3-7）作者不詳 

8 十四世紀，西藏的宗喀巴大師創建了藏傳佛教的新教派——格魯派，被確認為一世達賴的

根敦朱巴是宗喀巴的主要弟子。格魯派在根敦朱巴去世之後，採用了藏傳佛教的“轉世”相

承制度，認定根敦嘉錯是根敦朱巴的轉世靈童（牙含章，1986：17）。而達賴喇嘛（智慧之

海洋）這一尊號則是由蒙古首領俺答汗於 1578 年授予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的（英德·馬利

克，1991：5）。後來，被認作根敦朱巴第五代轉世的五世達賴喇嘛宣稱，所有的五位達賴

喇嘛都是都是大慈大悲菩薩、西藏的保護神堅熱斯的轉世。五世達賴喇嘛推出了班禪體系，

他宣佈他的經師羅桑曲結·江村帕爾桑布為阿彌陀佛的化身，被稱為班禪喇嘛。五世達賴喇

嘛進而宣佈，像達賴喇嘛一樣，班禪喇嘛也要繼續再生轉世。由一世達賴喇嘛始建于十四世

紀的西藏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被指定為班禪喇嘛的永久性駐錫寺院。達賴喇嘛要盡可能確

保劄什倫布寺機構的獨立地位（英德·馬利克，1991：104）。班禪的權力影響主要在後藏，

以日喀則為中心。1713 年清朝康熙帝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額爾德尼”（滿

語：ᡝᡵᡩᡝᠨ᠋ᡳ，穆麟德：erdeni）是滿語的蒙古語借詞，意為“珍寶”，並加封以前各世班禪，從

此這一活佛系統得此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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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ublishersweekly.com/978-0-618-11964-6
http://old.himalmag.com/component/content/article/1835-flowers-and-dust.html%EF%BC%8C%E8%AF%BB%E5%8F%96%E6%97%B6%E9%97%B42014%E5%B9%B410%E6%9C%8826
http://old.himalmag.com/component/content/article/1835-flowers-and-dust.html%EF%BC%8C%E8%AF%BB%E5%8F%96%E6%97%B6%E9%97%B42014%E5%B9%B410%E6%9C%882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6%97%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5%8D%9C%E6%A5%9E%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6%9C%A8%E6%A0%B7%C2%B7%E4%B8%B9%E8%B4%9D%E5%9D%9A%E8%B5%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9%B6%E5%8E%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9%B6%E5%8E%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6%B5%B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6%B5%B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93%E5%8F%A4%E5%AF%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E%E8%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B%A1%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B%A1%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B%A1%E6%96%87%E8%BD%AC%E5%86%99%E6%96%B9%E6%A1%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B%A1%E8%AF%AD


從世俗和政治的角度來看，達賴喇嘛的地位總是高於班禪喇嘛。從十七世紀中葉蒙古首領將

大權交與五世達賴喇嘛時，達賴喇嘛就一直是西藏的最高僧俗領袖（英德·馬利克，1991：

105）。 
9 該網址為：http://www.chinaview.cn/08lhasa/experts.htm 

讀取時間：2014 年 11 月 12 日。 

10 參見本章的 3.2.2.3 部分，在目標語系統中建立叔叔的話語的互文聯繫，以及 3.2.3.3 部分，

在目標語系統中建立麥其土司、大少爺的話語的互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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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總結 

第四章是本篇博士論文的最後一章，本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將歸納

對《狼圖騰》及其英譯 Wolf Totem，《塵埃落定》及其英譯 Red Poppies 的研

究成果。本章將在前面章節分析的基礎上，概括這兩部中文小說和其英譯內

部幾類話語的對話結構，以及在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中文本內外所形成的

互文關係。第二部分為理論反思，會針對本論文採取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框架

做批判性反思。第三部分為研究展望，此部分將略論後續研究的可能方向。 

4.1 研究成果 

本論文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在理論方面，本論文

綜合梳理了對話理論和互文性的理論觀點，主要運用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和克

利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論去分析《狼圖騰》、《塵埃落定》和它們的英譯。其

次，本論文梳理了在源語系統中，與源文中幾類話語相關的文本，建立了源

文中每一類話語文本內外的互文體系；還梳理了在目標語系統中，與英譯中

幾類話語相關的文本，建立了英譯中每一類話語文本內外的互文體系。再有，

通過比較源語系統和目標語系統中文本內外的互文聯繫，使研究案例的源文

和英譯呈現出了各自的文本意義。 

關於《狼圖騰》和英譯 Wolf Totem 的研究發現 

在《狼圖騰》中，經過漢族知青陳陣的觀察和分析，小說把蒙古族文化

中狼圖騰所代表的精神，由陳陣借用和演化，變成了振興中國的主流漢文化，

宣傳中國崛起這一集體意識的話語工具。源文中四類話語的對話關係，既突

出了蒙古族文化中的傳統生態觀，也顯示出蒙古遊牧文化被用作啟發和幫助

中國主流漢文化興盛的工具性作用，並且，在源語系統中能夠找到持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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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的話語與源文中的四類話語構成互文關係。而在英譯中，通過運用刪減、

改寫的翻譯策略，對應的四類話語形成新的對話關係。通過分析這一對話關

係，可以看出傳統蒙古文化的生態觀仍然受到強調，但是，振興中國主流漢

文化和宣傳中國崛起的話語被英譯弱化了許多。通過建立英譯在英語世界中

的互文聯繫，能夠發現，在英語世界中支持蒙古文化生態觀的相關話語是主

流話語，而支持中國崛起的話語在英語世界中則屬於邊緣話語。所以，英譯

的文本意義主要是強調蒙古文化的生態觀，對宣傳中國崛起則並非其主要意

義。 

以下的圖表可以清楚顯示互文性研究方法針對這一案例的具體運作: 

圖表 1：關於《狼圖騰》和英譯 Wolf Totem 的研究發現 

說明: D1 代表畢利格等當地蒙古牧民的話語：維護傳統草原生態觀； 

     D2 代表陳陣、楊克等北京知青的話語： 

D2i 代表陳陣、楊克等知青支持畢利格等當地蒙古牧民保護草原生

態和草原狼的話語； 

D2ii 代表陳陣、楊克等知青通過批評中國的漢農耕文化和傳統儒

家思想，反思國民性格，進而希望推動中國改革，實現中國崛起

的話語； 

D3 代表以包順貴為首的外來戶們的話語：有悖傳統草原生態觀，

堅持在草原進行粗放式的農耕； 

D4 代表李紅衛、王軍立等知青的話語：文革時期以階級鬥爭為綱

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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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類話語 D1 D2i D2ii D3 D4 

《狼圖騰》

中四類話語

與源語系統

中主流話語

的關係 

D1 與源語

系統的主

流話語一

致。 

D2i 與源

語系統中

的主流話

語一致。 

D2ii 是《狼

圖騰》的主

旨，與中國

在 21世紀後

宣傳國家崛

起的主流話

語立場一

致。 

D3 與文革時

在內蒙古草原

推行農耕生產

的話語形成關

照，也呼應源

語系統中經濟

開發、建設類

的主流話語。 

D4 是文革時期

以階級鬥爭為

綱的話語，是當

時的主流話

語，但文革後並

非主流話語，有

負面意義。 

Wolf Totem

中四類話語

的呈現 

基本忠實

翻譯，完整

呈現話語

核心立

場。 

基本忠實

翻譯，完整

呈現話語

核心立

場。 

大量刪減 基本忠實翻

譯，完整呈現

話語核心立

場。 

基本忠實翻

譯，完整呈現話

語核心立場。 

Wolf Totem

中四類話語

與目標語系

統中主流話

語的關係 

英譯中的

D1 與英語

世界的主

流話語一

致。 

英譯中的

D2i 與英

語世界中

宣傳生態

保護的主

流話語一

致。 

英譯中的

D2ii 重在表

現蒙古生態

觀和遊牧文

化受到了擠

壓。 

英譯中的 D3

在英語世界屬

於邊緣話語，

有負面意義。 

英譯中的 D4 在

英語世界屬於

邊緣話語，有負

面意義。 

165 

 



關於《塵埃落定》和英譯 Red Poppies 的研究發現 

《塵埃落定》中五類話語的對話結構，顯示出嘉絨藏族文化和族群身份

的獨特性，突出嘉絨族群在藏文化中擁有自我的文化和思想，嘉絨藏族文化

在源語系統中是處於邊緣位置，可它是一個多棱鏡，能折射出藏域和漢地的

文化與此地的族群文化之間的角力狀態。《塵埃落定》中五類話語層次豐富，

並非簡單呼應源語系統中的主流意識形態去凸顯國家民族意識，在強調中華

民族多元一體觀的中文語境中，源文中五類話語圍繞對嘉絨族群身份認同形

成的對話關係突出了嘉絨族群的主體性。英譯中這五類話語被基本完整翻譯，

通過在目標語系統中建立這五類話語的互文聯繫，能夠看出，藏民族的身份

追尋是目標語系統中關於藏族或少數族裔尋找身份的這類主流話語所重視和

強調的，目標語系統中的互文聯繫進一步強化了英譯中關於嘉絨族群身份主

體性的認同，所以，嘉絨族群作為藏民族的一個分支與在源語系統中相比，

在目標語系統中有了更鮮明的主體性和獨特性。因此，《塵埃落定》和 Red 

Poppies 相比，《塵埃落定》的文本意義是創新地呈現出尋找嘉絨族群身份的

話語，彰顯嘉絨族群的主體性，而 Red Poppies 的文本意義，則不在於尋找族

群身份的創新性，因為此類型話語在英語世界已經很普遍，它的文本意義在

於和英語世界中既有的占主流地位的西藏話語形成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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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圖表可以清楚顯示互文性研究方法針對這一案例的具體運作： 

圖表 2：關於《塵埃落定》和英譯 Red Poppies 的研究發現 

說明： D1 代表傻子的話語: 尋找自我族群身份； 

D2 代表叔叔的話語: 以嘉絨藏族的身份支持民國時期的中國認

同； 

D3 代表麥其土司與大少爺的話語: 維護其家族的統治權力； 

D4 代表黃初民的話語: 基於漢族中心主義的國家認同； 

D5 代表土司太太的話語: 以漢人歸化嘉絨的身份彰顯嘉絨藏族

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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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類話語 D1 D2 D3 D4 D5 

《塵埃落

定》中五類

話語與源

語系統中

主流話語

的關係 

源語系統關於

少數民族身份

的主流話語是

建構多元一體

的中華民族，而

D1 極具創新

性。 

D2 從嘉絨

族群立場

認同當時

的民國與

建構少數

民族對國

家認同的

主流話語

一致。 

D3 不屬於

源語系統

中的主流

話語。 

D4 與從漢

族角度建

構少數民

族對中國

認同的主

流話語一

致。 

D5不屬於主流

話語，在源語

系統中立場獨

特。 

Red 

Poppies 中

對應五類

話語的呈

現 

基本忠實翻

譯，略有刪

減，但不影響

D1 核心立場。 

基本忠實

翻譯，完整

呈現 D2 核

心立場。 

基本忠實

翻譯，完整

呈現 D3 核

心立場。 

基本忠實

翻譯，完整

呈現 D4 核

心立場。 

基本忠實翻

譯，完整呈現

D5 核心立場。 

Red 

Poppies 中

五類話語

與目標語

系統中主

流話語的

關係 

英譯中 D1 與

目標語系統中

大量關於少數

族裔、海外流

亡藏人尋找族

群身份的話語

形成呼應。 

英譯中 D2

不屬於目

標語系統

中的主流

話語，立場

相反。 

英譯中 D3

比較接近

主流話語

的立場。 

英譯中 D4

不屬於目

標語系統

中西藏觀

的主流話

語，立場相

反。 

英譯中 D5 不

屬於主流話

語，但以獨特

的方式彰顯了

嘉絨族群的主

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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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兩個案例研究可以看出，《狼圖騰》是採用第三人稱旁白，由漢族

知青陳陣作為敘述者講述內蒙古的蒙古文化，即陳陣以一位漢族青年知識精

英從漢文化這個中國主體民族自我的角度出發觀察和分析他者——當地蒙古

牧民所秉承的文化，他的立場是著力於向漢文化注入蒙古民族文化的因素，

從而實現漢文化(自我文化)的發展。Wolf Totem 經過刪減之後，陳陣作為漢族

青年知識精英對自我漢文化的批判性減弱了，他對自我文化崛起的高期望也

不如源文那般強烈。源文中的四類話語之間的對話關係經過英譯的刪減後，

以及通過建立互文聯繫，就閱讀效果而言，對話關係之重心出現了偏移，源

文的側重於激勵中華漢文化的迅速發展興盛，而英譯則主要聚焦於彰顯蒙古

生態理念。 

《塵埃落定》是由嘉絨部族內部的土司家傻子少爺採用第一人稱來講述

整個故事，通過文中五類話語之間的互動，《塵埃落定》從嘉絨藏族這個處

於邊緣少數民族的角度剖析民國時期在馬爾康地區，即嘉絨族群的本土之上，

不同文化間存在的張力。《塵埃落定》是視漢文化、拉薩藏文化、英國文化

等為他者進行故事敘述，重在思考並尋找自我的族群身份，對敘述者而言亦

是他的心靈成長史。Red Poppies 使用基本完整的翻譯，呈現五類話語的互動

關係。不過，通過建立源文和英譯中每一類話語與文本外部的互文聯繫後能

夠發現，源文和英譯產生的閱讀效果各有不同。源文聚焦於尋找族群身份，

而英譯則展示了五類話語與英語世界既有的西藏觀主流話語之間的互動。 

綜上所述，通過兩個案例的研究，本論文能夠進一步得出以下發現。 

首先，翻譯文本產生的意義不是文本內部的單獨運作，翻譯文本的意義

是與目標語系統中的相關文本互動出來的。即便是“忠實”的翻譯也不等同

於產生“忠實”的文本意義。本論文認為，翻譯研究不能僅僅是純文字的運

作，文本外部的聯繫是必然要考慮的因素。因為即便是文本層面上“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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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譯，通過分析其互文聯繫，我們會發現翻譯與源文在各自的語言文化系

統中有迥然不同的閱讀效果和文本意義。我們該如何看待“忠實”的翻譯，

文本層面的“忠實”並不等同於理解和接受也會是“忠實”的，改變是必然

存在的現象。我們可以思考，通過建立互文聯繫進行翻譯研究是否會成為一

個趨勢？ 

還有，這現象在以中國少數民族邊地為背景的中文小說英譯研究中顯得

很尖銳，因為源文在源語系統中牽涉的話語，與英譯在目標語系統中牽涉的

話語相比，價值觀和立場有非常大的差異，有對中國少數民族、對國家民族

主義的各自解讀，除了會涉及不同的文明因歷史經驗而形成不同的價值觀外，

更會涉及地緣政治中不同國家、地區的利益博弈。所以，經過刪減和改寫的

翻譯，Wolf Totem 相對《狼圖騰》，有不同的文本意義；而經過完整和基本

忠實的翻譯，Red Poppies 相對《塵埃落定》，也產生了不同的文本意義。 

4.2 理論反思 

本論文借助對話理論、互文性理論組成的理論框架對《狼圖騰》及其英

譯 Wolf Totem、《塵埃落定》及其英譯 Red Poppies 進行解讀、分析和闡釋。

在這一過程中，本論文觸及到互文性理論與翻譯研究結合的重要議題，從而

引發了本論文的理論反思。 

在互文性的研究中，互文聯繫不是一個封閉的價值系統，克利斯蒂娃提

出的互文聯繫是文本之間彼此聯繫的動態的理論，每一個文本都是開放的話

語空間。源文中每一類話語在源語系統中可以建立一套互文體系，英譯中對

應的每一類話語在目標語系統中也可以建立一套互文體系，但是，互文聯繫

是開放和永無止盡的，而在翻譯研究中，則需要為建立的互文聯繫暫時劃上

休止符，以便能夠總結和分析這一個階段的研究結果。 

170 

 



正如每一種理論或者分析方法都有局限性，互文性分析法也不例外。本

論文使用對話理論和互文性理論進行翻譯研究，首先，研究者的背景、立場

等因素會影響到相關文本的選擇和分析文本的視角，對於此項研究而言，主

觀性因素的確存在，可是無論任何一種人文科學的分析方法，絕對的客觀性

都是無法達成的，因此研究者須對此有所警惕，以最大程度的廣博視角和客

觀態度去觀察互文聯繫。其次，對於建立文本內部話語與文本所在語言文化

系統中相關話語的互文聯繫，本研究的選擇依據是立場相似的話語，如果在

此語言文化系統中尚不存在這類型的話語，持相異立場的話語亦應進入選擇

範圍，從而進行比較和分析。最後，在小說和英譯的外部空間構成互文聯繫

的話語可以來自眾多領域，其載體可有很多不同的類型，對互文聯繫進行分

類並使之系統化仍需思考並進行突破。 

4.3 研究展望 

本研究者認為，以中國少數民族邊地為背景的中文小說英譯的相關課題，

在未來還有廣闊的後續研究空間。本研究涉及到的是以內蒙古、四川藏區為

背景的中文小說英譯，分析的少數民族是蒙古族和嘉絨藏族。由中華人民共

和國官方認定的 56 個民族中的 55 個少數民族，就其民族身份、民族文化而

言，有相當複雜的面貌和層次。而以中文書寫的關於中國少數民族的文本，

其中有關少數民族身份、少數民族民族文化與漢文化互動關係的問題，均具

有豐富的研究價值。它們的英譯本，會涉及到上述因素與英語世界中相關話

語的聯繫，研究這類小說的翻譯，更能顯示翻譯受到文本以外因素影響的具

體情況。如能厘清在文本內部和文本外部的話語脈絡和互文聯繫，將有助於

理解有關中國少數民族的話語在中國境內外的差異，換句話說，就是通過翻

譯研究去幫助瞭解重要的跨文化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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