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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自 1868 年以来，到 2011 年为止，至少产生了 143 个《道德经》英译本，
大部分译本都附有序言、评论、注释等副文本。Julia M. Hardy 以及受其影响
的学者将 20 世纪上半叶《道德经》英译的道家阐释总结为：一种可以帮助西
方反思、批评或解救西方文化危机的东方智慧。但是本研究发现，此结论与
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不完全相符。不完全相符的原因在于，以往研究在总
结某个时期的译本道家阐释时，未能批判使用“历史分期”和“译者背景”
这两种研究途径来选择译本和阐释译本内容；而在这背后主导这两种研究途
径的是均质、统一、连续、进步的历史观，以及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单一、
固定的身份观。
针对以上《道德经》英译的研究途径问题，本研究将引入 Michel Foucault
（1972/2002）所提出的异质、断裂的历史观，以及 Stuart Hall（1990，1992，
1996）主张的历史构建的，变化的，复杂的身份观。在这两种理论视角之下，
结合 Hall（1997）的表征概念和 Foucault（1981）的话语概念，来考察 20 世
纪上半叶（1936 年-1950 年）所有中国译者的 6 个英译本，并将译文及与之
相关的副文本结合起来，分析道家思想在这些译本中是如何被表征的，以及
译者在表征过程中是如何构建其身份的。
本研究发现，在 6 个译本分析中，其中 3 个译本在不同程度上符合以往
研究所总结的这一时期的道家阐释——一种可以帮助西方反思、批评或解救
西方文化危机的东方智慧；而其余三个译者则使用其他各种话语建构出完全
不同面貌的道家思想；并且 6 个译者身份有着与其背景极为复杂的融合、排
斥和转化关系，构建出一种变化、复杂，历史构建的译者身份。因此，“历
史分期”或“译者背景”仍然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确立研究《道德经》
英译史的范围，但需要批判地使用，从副文本出发结合与之紧密相关的正文
考察译本表征和译者身份。更为重要的是，在后续的《道德经》英译史研究
中，可以将这一方法去进一步考察其余各个时期和（或）有着某种译者背景
的译本，揭示可能存在的译本表征和译者身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道德经》英译研究背景和研究现
状，并反思均质、连续历史观和非历史身份观所带来的问题。第二章为理论
框架，运用 Foucault 和 Hall 的相关理论思想来继续探讨这些问题。第三章到
第八章将逐章详细分析每一个译本的道家表征，再据此探讨各个译者身份的
构建。第九章为本研究结论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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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1868-2011, at least 143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Daoist
classic Dao De Jing (DDJ) were published, most of which were accompanied by a
preface, commentary, annotation or other paratexts. Julia M. Hardy, whose work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many scholars, has concluded that the translations
of DDJ produced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re intended to
provide a kind of eastern wisdom capable of helping the West to examine, critique
or save its own culture, which was perceived to be in a state of crisis. However,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Hardy’s conclusion has limited applicability,
and it is argued here that this limited applicability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problematic use of periodization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ranslators,
which reflects an uncritical application of methodologies informed by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at stresses homogeneity, unity, continuity and progress, as well as
by a view of identity as non-historical, single and fixed.
To address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methodologi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s of DDJ, this thesis adopt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formed
by Michel Foucault’s (1972/2002) discussion of heterogeneity and discontinuity,
and follows Stuart Hall’s (1990, 1992, 1996) view of identity as historical,
unfixed and complicated. With reference to Hall’s (1997) discussions about
representation and Foucault’s (1981) discussions about discourse, thesis will
examine all the six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DDJ, along with the paratexts,
published between 1936 and 1950, with a view to investigating how Daoism is
represented in each of these translations and how the translators’ identities are
constructed in the process of representing DDJ.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of the six translations, three translations are to
different degree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lusion drawn by previous studies that
Daoism is treated as an eastern wisdom capable of helping the West to examine,
critique or save its own culture. In the other three translations, however, Daoism is
presented quite differently, with reference to various discourses. Moreover, the six
translators’ identities are intricately related to their social, cultural or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They may be integrated, excluded, and (or) transformed, as complex,
provisional identities are constructed in historical contexts. These findings, to
some extent, suggest that translators’ backgrounds and periodization can be
critically employed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demarcating the scope of study.
However, such approaches should be supplemented by a thorough and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paratexts. More importantly, the possibility is explored that this
critical methodology can be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translations of DDJ
produced in other periods, so as to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lator’s identities.
This thesis is organized into nine chapters. Chapter 1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s of DDJ, and discusses the issues arising from approaches
discussed above. Chapter 2 sets ou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in which to
pursue the line of inquiry proposed by this thesis. Chapters 3 to 8 provide detailed
analyses of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ix translations under study, and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lator’s identity in each of these translations. Chapter 9
provides a summary of the findings, and suggests potential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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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道德经》英译背景
《道德经》，又名《老子》或《老子五千言》，相传为春秋末年中国思
想家老子（前 570 年左右-前 470 年左右）所作，是中国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
哲学专著之一，其要旨逐渐发展成为道家思想，与后来的儒家思想、佛家思
想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三大支柱。由于《道德经》成书年代久远，加之
汉字变迁，语言精炼、思想深邃、虽有秦末汉初河上公1之《河上公章句》和
2

魏晋时期王弼 之《道德经注》两个权威版本，但历朝历代学者对《道德经》
考据、注疏之热衷历经数千年而不减。随着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愈发频繁，《道
德经》译本自清朝末年以来层出不穷，法国汉学家 Stanislas Julien（儒莲，
1797–1873）于 1842 年出版了第一个法语译本。1868 年，英国在华传教士
John Chalmers 根据儒莲法文译本则出版了第一个英译本《老子形而上学、政
治、道德之思辨》（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 Polity, and Morality, of
“The Old Philosopher,” Lau-Tsze），是为英译《道德经》之滥觞，随后英美
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家、中国学者也加入其中。第一个英译《道德经》的
中国译者为毕业于香港大学，后任教于四川大学的胡子霖（1892-1970），出
版于 1936 年。
《道德经》英译本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译本数量和内容。首先，
《道德经》英译本数目远远超过一般的文学翻译（小说、诗歌、散文）译本
数目，但具体数目各家说法不一，据河南社科院丁巍统计到 1997 年为止，
《道
德经》英译本共计 182 种，3 而根据台湾国立师范大学蔡志鸿（2009：17-22）
统计到 2008 年为止至少有 188 个英译本。4 统计《道德经》英译本之确切数
目无疑是一件艰巨的任务，译本数量巨大，部分译本年代久远，出版、发行
地区遍及英语世界；再则，很难确定某些译本是否为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或
因挪用5、或因部分翻译、或因编译（根据其他译本改编而成），以及再版的
修改程度等等。到目前为止，本研究一共收集到 143 个版本6（见附录）。其
次，与其他文学翻译不同的是，大部分《道德经》译者在译本中增添了大量
原文中不存在的副文本——“序言”、“前言”、“注解”、“评论”、“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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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或“后记”，内容丰富，或为考据训诂、或为义理阐释，或为西方哲学、
政治、文学和宗教、长则占译本大半篇幅，短则十几页。可以说，《道德经》
英译本数量和译本内容是《道德经》英译研究中最不可忽视的两个特征。
1.2 《道德经》英译研究文献综述
《道德经》英译本数量繁多、风格迥异、且水平参差不齐，对于译本研
究来说，看似选择范围更为自由，研究角度更为广泛，但同时也为译本遴选
增加了困难，这就需要研究者爬梳以往的《道德经》英译研究，通过借鉴、
批判前人的研究成果来确定研究范围、问题和途径。迄今为止，《道德经》
英译本研究主要有三种思路：1）以书评的形式考察《道德经》个别概念译法
或译文整体风格是否再现了原文（大部分属于汉学研究的范畴）；2）以译本
产生的特定历史时期为标准，抑或以译者的某种背景为标准，抑或综合以上
两条标准，选择译本研究其共同的特征，或者选择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
的译本，比较其差异；3）没有依据特定的选择标准，研究者从所有译本中选
择有代表性的作品，概括出《道德经》英译本的全貌。除此之外，也有选择
标准和研究译本内容和目的并不相关联的情况。
《道德经》英译研究始于 19 世纪后半叶译者间相互撰写的书评（包括
John Chalmers、Herbert A. Giles（1845 – 1935）、James Legge（1815–1897）、
P. J. Maclagan、Thos. W. Kingsmill、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
以及学者 W. Gilmore），这些书评附在译者译文前言中，或者专门撰写，其
焦点大都集中在老子其人的真实性、《道德经》的成书年代、以及某些字词
的理解和翻译。在 Lionel Giles（1875–1958）1904 年译本之后的三十年左右，
大部分英译本都为基于先前译本的附会阐释之作，所以并没有出现类似前一
个时期的大量书评。直到 1934 年，Arthur Waley（1889–1966）英译本的出
现，吴经熊（1899–1988）在 1935 年的《天下月刊》7为其撰写书评。自 1941
以来，美国汉学家陈荣捷（1901-1994）开始发表书评点评几位中国译者之英
译本，包括初大告、吴经熊、林语堂、以及刘殿爵的译本。这些书评篇幅短
小，着墨于探讨其行文风格，或者基于训诂学的考据、义理、断句探讨相关
概念和句子的翻译。这种探讨方式在西方汉学界一直延续到 80、90 年代，包
括 David S. Nivison （1965）对刘殿爵 1963 译本的评价，以及 William G. Bol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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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和 Holmes Welch （1981）对林振述 1977 年译本的评价，I. Robinet
（1982） 对陈荣捷、Ariane Rump 合译版本的评价，A. C. Graham （1984）,
Robert G. Henricks（1984） ，William G. Boltz （1985） 对刘殿爵 1982 译
本的评价，Roger T. Ames（1994）对 Chad Hansen 译本的评价。几乎无一例
外，这些书评都是集中于对个别疑难字词、关键概念和译文风格的分析，这
本身也是西方汉学对典籍翻译研究的重要部分，但同时也影响了后来翻译学
者在比较不同英译本时，文本分析大都囿于这种具体的疑难字词阐释、关键
概念翻译对比。例如，冯晓黎（2007）的博士论文<帛书本《老子》四英译本
的三维审视>。8
第二种研究思路出现于 1990 年代以后，汉学家或翻译研究者此时逐渐将
《道德经》英译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研究，通过“译者背景”和（或）
“历史分期”（即英译本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来研究、总结同时期译本的
特征或比较不同时期译本的差异，并考察译者、译本与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之间的关系。
Steve Bradbury（1992）在其<被美国征服的哲学道家思想>（“American
Conquest of Philosophical Taoism”）一文中，就通过认定“译者背景”标准
来 研 究 何 以 “ 两 位 不 谙 中 文 的 美 国 译 者 ” ——Witt Bynner 和 Stephen
Mitchell 的译本在美国畅销的原因：在美国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之
余脉以及现代营销手段（通过组合、改编其他译本，形成新的文体风格）共
同作用下，吞噬（annex）了道家思想。 与这一情况类似的还有 Paul R. Goldin
（2002）的论文<不会中文的《道德经》译者>（“Those Who Don’t Know Speak:
Translations of the Dao De Jing by People who do not Know Chinese”）。
Owen Aldridge（1994）在其<美国《道德经》英译本>（“American
Translations of the Tao-The Ching”）一文中，统计出了 10 个 1950 年以前产
生于美国的英译本。9这一论文的选择标准既包含了“历史分期”，也涉及了
“译者背景”——美国译者。Aldridge（同上：71-72）认为这 10 个译本在美
国的产生或流行正是因为《道德经》思想符合了美国这个文化大熔炉的各种
需要：通神论（theosophy）、超验主义思想、唯物主义、不可知论以及基督
教都可以在道家思想中找到共鸣，同时道家思想也能缓和科学主义的弊端，
提供另一种信仰的选择，以及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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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卜松山（赵妙根译，1998： 37-40）在其<时代的精神玩偶
——对西方接受道家思想的评述>中，十分明确地采用了“历史分期”，辅以
“译者背景”的方法来总结各个时期西方对道家的阐释（其中一部分为译
本）。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随着西方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传教士认为老子
的哲学精神和耶稣的宗教精神相契合；以一战为转折点，以德国为主的翻译
家和哲学家开始怀疑欧洲文明优越性，将追求和谐、宣扬无为的道家真谛奉
为典范。战后的五十年代，在“嬉皮时代”和“新时代运动”中，道家被“垮
掉的一代”被视为一种“无政府个人主义”、“替代性宗教”、“反世俗生
活”的思想。
美国汉学家 Julia M. Hardy（1998：165）在<有影响力的《道德经》西方
阐释>（“Influential Wester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ao-te-ching”，下文简称<
阐释>）一文中根据西方《道德经》译本（大部分为英译本）和相关研究著作，
将西方对《道德经》阐释史分为三个阶段：1）18-19 世纪《道德经》被阐释
为基督教义比附物；2）1915-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除了延续此前的
比附性阐释，同时也运用道家思想来批判西方思想与价值观，在这一时期最
为常见的是学术界参与挪用《道德经》来满足西方的需要；3）20 世纪 70 年
代末 80 年代初—1998 年，西方学者开始利用中文典籍材料来严肃阐释道家
思想，以避免不当的挪用。10 尽管从 Hardy 文章总体结构来看，的确是先分
析译、著，再总结“分期阐释”，但是细查之下文中透露出作者在分析之前
已经有了一个与这些重要译、著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历史的框架，并结合了
译者背景，例如，Hardy 在分析第一个时期的译本时，开篇便指出了 18、19
世纪传教士翻译《道德经》就是为了促进传教活动（1998：165-166）；在分
析第二个时期的译本时，Hardy 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危机，直接与译本联
系起来（同上：171-174）。可以看出，Hardy 在选择、分析相关《道德经》
译著时，译本历史背景和译者背景始终在影响 Hardy 的研究。
Hardy 的这一“分期阐释”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另一层暗示，在某种历
史背景下，总会出现某种背景的译者——即通过翻译《道德经》与历史背景
相呼应。第一个时期大部分译者为传教士；第二部分则是以批评西方思想和
文化的学者为主；第三部分则是持客观的学术态度的汉学家。
这一“分期阐释”暗含的“历史背景和（或）译者背景影响译本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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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逻辑以及研究成果，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后来《道德经》
英译研究的学者。11 例如，王剑凡、辛红娟、吴雪萌都已经非常明确地先描
述译本产生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后分析译本特征，甚至直接引用 Hardy
的“分期阐释”或者在此基础上稍作调整。
王剑凡（2001：16）的博士论文<1868 年-1905 年期间《道德经》英译本
的 “ 创 造 ”> （ “ The ‘Invention’ of Different English Tao-te-chings
(1868-1905)”）正是受到了 Hardy“分期阐释”的影响，选择了 1868 年-1905
年的 14 个译本。王认为导致这 14 个译本出现的政治文化原因就是“帝国主
义的入侵”、“基督教义的传播”、“世界宗教的传播”、以及“外来文化
影响”12（foreign influence）。但是，在此背景之下，王在 14 个译本中总结
出了比 Hardy 研究成果更为丰富多样的特征：基督化翻译、以及与之相反的
异化翻译、道德化翻译（道家本身排斥道德诉求）、世界宗教哲学。13从王剑
凡在 Hardy“历史分期”途径基础上的批判性研究，可以看出 Hardy 的第一
阶段的基于“历史分期”和“译者背景”的“基督化翻译”显然过于概括，
甚至个别译本与此“阐释”不符。而这些翻译的特征折射出的不同译者身份，
并不是传教士这一身份所能概括的，另一方面并非所有传教士背景的译者都
会采取基督化翻译的策略，例如采取异化翻译的 Maclagan。
李艳（2009）在其<20 世纪《老子》的英语译介及其在美国文学中的接
受变异研究>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根据不同时期译本的特色选取了三个有代
表性的译者传教士汉学家 James Legge 译本（附会基督教翻译、学术翻译）、
汉学家 Arthur Waley（还原历史本意的翻译）、美国诗人 Witter Bynner 的译
本，一书中主要比较了“道”、“无”、“自然”、“阴柔”四个概念的相
关英译。尽管李有意识地将三个译本中的这四个概念的翻译与副文本中译者
对道家的理解和立场结合起来分析，但是由于译者对道家的理解和立场并不
完全体现在这四个概念中，所以采取同一概念或同一章句的比较并不能全面
有效体现三个译本之间的异同。
第三种思路就是试图对所有《道德经》英译本阐释做全景式考察。其中，
辛红娟（2008）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旅行与世界想象>和吴雪萌
（2011）的《英语世界老学研究》较为典型。
辛红娟（2008：24-25；195-200）参考了 Hardy 和王剑凡对《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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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史的分期，一方面在 Hardy 和王剑凡的“分期阐释”的基础上，更加强
化、统一了每个时期英译本的“历史特色”以及对译者身份的认定，14 尽管
辛的整个研究对象和角度与其调整的分期并无多大关联15，但可以看出“历史
分期”这一途径，以及“译者背景”对《道德经》英译史研究的影响。另一
方面，笔者并且根据其参考书目，发现该研究收集到 36 个英译本，不足译本
总数四分之一，显然和作者题目所涉及的范围相去甚远。由此可见，这种全
景式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行的。
吴雪萌（2011）从各个方面梳理了西方学术界各个时期老学研究之重要
阐释， 其中大部分为英译本。吴的分期及其阐释总结也类似于 Hardy。16 吴
以译本的“阐释主题”为标准，选择有代表性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例如基督
教阐释、政治阐释、哲学阐释等。但是吴所选译本的代表性仍然存疑。例如
哲学阐释这一主题下，吴之选择了 Roger T. Ames（2003）译本，遗漏了陈
荣捷和张仲元的译本，这两个译本对二战后美国老子哲学研究有着深远影响。
吴的研究同样暴露了“全景式”研究的困难——很难在研究中将所有具有代
表性的译本集中起来分析。
由此可以看出，《道德经》英译本数目庞大，风格各异，如此全景式的
研究往往顾此失彼，实不可取。比较现实可行的做法应当效仿第二种思路——
根据“历史分期”和“译者背景”来选择研究范围。由于我们在文献回顾中
已经发现了这两种研究途径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批判性地看
待这两种研究途径。
1.3. 反思“历史分期”、“译者背景”与“译本阐释”的相关性
一方面，Hardy 等学者对《道德经》英译阐释史三个阶段的分期——基
督化的比附翻译、批判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翻译、学术化的客观翻译，从历
时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从“歪曲”到“客观”的连续、渐进、发展的《道德
经》翻译史；同时从共时（在某一时期）的角度来看，《道德经》英译阐释
呈现出均质、统一的特征。另一方面，这些研究者在使用“脱离具体历史语
境的、固定、单一”的译者背景去配合历史背景选择译本。这是以往大部分
研究者在研究中所持有的历史观和身份观。
尽管 Hardy 等学者对《道德经》英译史的研究，都证明了译本阐释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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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背景和译者背景的确有着某种联系，但这种“历史分期”和“译者
背景”的途径在逻辑或者方法上又存在着某种循环论证：即描述不同历史时
期相关社会文化思潮和译者背景，以此为依据挑选出某些译本，甚至是曲解
某些译本内容，据此总结出与时代背景和译者背景相符合的阐释，自然而然
也就证明了这两种选择译本的途径也是合理的。
以 Hardy 的<阐释>一文为例，就会发现“历史分期”和“译者背景”带
来的以上问题。在历史分期方面，即使按照 Hardy 的译本选择标准——“有
影响力的西方阐释”，仍然遗漏了“第二阶段的西方《道德经》阐释史”中
不可忽视的吴经熊（刊载于 1939–1940 年间的《天下》）和初大告（1937）
英译本，17 吴和初的英译本注释中有大量的训诂学内容，而训诂的作用在于
解读古籍中的疑难字词，与“批判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并不直接相关。“历
史分期”也同样影响了译本的阐释， Hardy（1998:169-170）将 Waley 译本
的道家阐释概括为一种神秘主义或者现实的生活方式，可以为世俗生活的价
值观和行为提供建议。Waley（1934/1958a：13）在“前言”中开宗明义提出
自己的翻译主张：采用一种“历史翻译”（historical translation）的方法来发
掘《道德经》原初的意义，绝非意在“批判西方思想和价值观”。 18 在单一、
固定“译者背景”这条标准方面，以 Hardy 对第一个时期《道德经》英译阐
为例，Hardy 分析一开始就将大部分英译本都定为传教士的翻译，尽管在文
中也提到了个别传教士学术化的翻译（实际这一时期大部分译本在不同程度
上都有此倾向），但是译者们的“传教士”背景严重地干扰了 Hardy 最后的
总结，仍将这一时期的译本阐释总结为“比附基督教的翻译”。
实际上，大多数研究者不仅将“历史分期”和“译者背景”作为选择、
分析译本的起点和线索，并且有意无意地将其他研究赋予译者的背景或者早
已声名赫赫的背景与译者这一主体严丝合缝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以译者主
体为中心的，超越历史的、一成不变的背景，一种可以按图索骥，解释译本
所有特征的研究途径。即使在文本分析中出现了与历史背景和译者背景不一
致的情况，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插曲。
但由于翻译研究会涉及到大量具体而微的文本分析，与其“历史分期”
总体阐释的不一致就暴露出来，即后面的分析或者不能证明这一分期的合理
性，反而与其阐释恰恰相反。例如，辛红娟也将 1868-1905 这一时期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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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具有基督教特色的译本，同时也将这批英国译者的主体视为“传教士和
神职人员”。而在后面的涉及 Legge 英译本的分析时，则完全是一个汉学家
的学术译本。19 世纪大部分《道德经》英译者中，传教士背景最为明显，也
最容易误导译本分析，王剑凡的研究证明 Hardy 对《道德经》西方阐释第一
阶段阐释总结和译者身份的认定都过于简单化，这种“译者背景”研究途径
是一种“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单一、固定”的身份观。
更为重要的是，问题不在于 Hardy 界定的研究范围与其结论的合理性，
也不在于 Hardy 的结论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道德经》英译研究者，而
在于 Hardy 与这些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均质、统一、连续、进步”
的历史观和“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单一、固定”身份观，进而未经批判地
使用“历史分期”和“译者背景”来确定研究范围和对象。
1.4 反思“历史分期”和“译者背景”研究途径下的英译《道德经》文本分
析
除此之外，“历史分期”在共时层面上均质、统一的观念，和固定、单
一“译者背景”的身份观也影响到了文本分析的内容选择以及篇章的论述结
构安排。在译本内容分析的选择上，尽管以往大部分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道
德经》英译本内容庞杂，附有篇幅不等的副文本，包含了译者的对道家思想
的立场和理解，以及西方哲学、文学、宗教、中国训诂学内容等，并将其纳
入文本分析，但研究者们对副文本和翻译正文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刻、系统的
认识，导致在大多数研究中某一时期的译本总体阐释与文本分析相矛盾或者
缺乏紧密的相关性，或者还是纯粹以关键概念和章句译文分析为主。这种译
本分析的“操纵”空间大，比较容易附会于历史背景和译者背景。在论述结
构上，大部分研究者过度热衷于将同一时期不同译本中的同一关键概念的相
似译文集合起来，例如“圣人”、“道”、“德”、“无为”、“自然”等
词汇的译文，附会其共同的特征，然后来比较不同时期译文之间的差别，以
此来呼应“历史分期”的各阶段背景和译者背景。以上两种情况散见于辛红
娟（2008：354-378）、李艳（2009）、章瑗（2011）、冯晓黎（2007：45）
的论文中。
无论是分析某个译本某些关键道家概念，还是试图比较几个译本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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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译文，这些单纯的基于《道德经》英译正文的分析对于研究译本的总体
阐释来说并无多大实际意义。这种分析背后的逻辑就是各个关键词、句不同
译法造成了译本阐释的不同，即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对等”或“再现”程度
决定了译本不同的阐释，这种做法实际上割裂了译文与副文本的关系，这种
割裂就是为“关键词”创造更多的阐释空间来附会、迎合历史背景和译者背
景。在以往研究中，译本中各个学科和领域的内容虽然时有考察，但与翻译
正文比较起来，始终处于边缘的地位，译者所表达的对道家的各种理解和立
场也是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
我们要清楚的是，之所以道德经有 143 个英译本，就是因为不同的译者
对道家思想有不同的理解和立场，而译者很难在翻译正文中清晰、全面、有
效地表达自己对道家的理解和立场，所以译者需要撰写较长的副文本来表达，
并且需要引入各个学科和领域的内容来支撑，因此副文本和翻译正文之间有
着极为紧密的关联。以往的研究正是缺乏将副文本和正文的系统，综合考察，
才导致有意或无意将译本阐释附会于历史背景和译者背景。
1.5 小结
由此可见，“历史分期”和“译者背景”这两种研究途径影响了译本和
译本内容选择、译本阐释（误解或歪曲）、论述结构上的问题，其背后则是
影响深远且广泛的“均质、统一、连续、进步”的历史观和“脱离具体历史
语境的、固定、单一”的身份观。因此，本研究需要另一种历史观来重新引
导译本和译本内容的选择，另一种身份观来考察译本中折射出的译者身份。
河上公相传为战国末期、西汉初期隐士，以黄老之学显名于世，主张以清净无为治国安民，
其学说也成为西汉初期统治者的治国思想（王卡，1997：1）。
2
王弼（226－249），字辅嗣，三国时代曹魏山阳郡人，经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之一，曾为《道德经》撰写注解。
3
详见河南社科院网站：http://www.hnass.com.cn/html/Dir/2008/01/10/00/13/91.htm. 丁巍所著
文章<由《老学典籍考》到《二千五百年来世界老学文献书目数据库》>。
4
笔者发现该统计有疏漏之处，主要是把一些有关道家思想的英文书籍也纳入了英译本统
计。
5
所谓“挪用”，即该“译本”并没有包括一个相对完整的《道德经》全文翻译，而只是翻
译其中个别章句来阐释、印证作者的各种思想。
6
本文收集标准为剔除再版的译本，除非有重大修改，例如更改翻译底本，删减或增加副文
本（前言、注解等）。
7
《天下月刊》创办于 1935 年，于 1941 年因二战停刊，由孙科发起，吴经熊负责主办一份
旨在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杂志。
1

9

8

8

作者选取了刘殿爵、韩伯禄、梅维恒、以及汪荣培的译本为研究对象——都是根据帛书 版
本翻译而来，对此四个关键词译文、风格、形式做了对比研究，但作者的选择译本的标准和
研究对象契合度并不大。
9
他们分别是：Paul Carus（1898）、I. W. Heysinger（1903）、C. Spurgeon Medhurst（1905）、
Dwight Goddard（1935）、Charles Henry Mackintosh （1926）、Sum Nung Au-Young（1938） 、
A. K. Ritselman （1936）、 Lin Yutang（1942/1948）、 Witter Bynner（1944）、Frederick
B. Thomas （1948）。
10
原文为：“This survey of influential Wester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ao-te-ching identifies three
historical phases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interpretive agendas. The first, …covers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and is concerned mainly with comparison of the Tao-te-ching with
Christian doctrine. Comparisons with Christianity continue in the next phase, which begins around
1915, but a clear shif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occurs, and the Tao-te-ching is often
employed as an instrument to criticize Western thought and values. It is during this second period
that scholarly participation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Tao-te-ching for Western needs is most
common. The third and final phase is that of recent scholarship on the Tao-te-ching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it is marked by a serious attempt to avoid appropriation and create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Chinese sources。”
11 参见章媛（2011）的<论早期西传《道德经》的基督特性及谬误>，崔莹辉（2012）的博
士论文<道德经英译研究>，郝国栋（2011）的<东学西渐译道德——以《道德经》理雅各、
韦利、刘殿爵三译本为例的比较研究>等等。
12
根据王剑凡（2001：74-76）提供的资料，19 世纪下半叶很多学者都认为全人类可能享有
同一个文明源头：E. J. Eitel（1876）指出道家之“轮回”（transmigration）和“虚无”
（annihilation）与印度教思想有密切联系。R. K. Douglas（1885）则坚持认为印度思想是道
家思想的来源。Terrien De Lacouperier 更是宣称老子就是外国人，其思想和巴比伦宇宙观
（Babylonian cosmogonics）极为相近。Joseph Edkins（1884）在一篇名为“道德经”的文章
中认为中国文明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n）文明。
13
除了“基督化”翻译这一大部分译本最大的特征以外，王剑凡通过副文本结合翻译正文
的分析发现了被 Hardy 总结的“基督化”翻译所遮蔽的特征，例如英国外国外交官、汉学家
Herbert Giles 译本中强烈的“道德规范”倾向，并且将《道德经》的哲学和宗教部分在译本
中略去（同上：127）；而作为新教传教士的 P. J. Maclagan 的译本中强烈的异化倾向，毫无
基督教的影子（同上：129）；美国比较宗教学者、哲学家 Paul Carus 译本中的世界哲学和
13
宗教的倾向 （同上：100）。
14
第一阶段为（1868 – 1905）“传教士的宗教比附”、第二阶段为（1934 – 1963， 以 Arthur
Waley 译本为起点，止于陈荣捷译本）
“拯救西方危机的‘良药’”，第三阶段为（1972 -2004，
始于帛书《道德经》考古发现）“接受视域的美国道教”（主要为汉学研究中的翻译）。
15
作者试图从多个角度对所有译本进行探讨——诗学、语言学、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形象
构建。
16
吴雪萌（2011：15-30）的具体分期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 20、30 年代——基督教解读，20
世纪 20、30 年代到 20 世纪 50、60 年代——道家智慧的寻找，20 世纪 70、80 年代至今—
—多元化解读。
17
按照 Hardy 在<阐释>中的译本选择标准，将接受西方大学教育的三位中国学者冯友兰、
林语堂和陈荣捷的翻译或阐释纳入考察范围，但却没有提到求学于剑桥大学的初大告的英译
本，这一译本出版于当时汉学重镇林立的伦敦，自 1937 年以后连续出版了至少八次，长期
在西方汉学界流通。而刊载吴经熊译本的《天下》出版于香港、发行于伦敦、上海、纽约、
巴黎和东京，这一刊物在西方也有影响。
18
Waley（1934/1958a：13）所主张的“历史翻译”与“文本翻译”（scripture translation）
相对，后者旨在解读典籍对当下的意义，例如 Richards Wilhelm 和 Paul Carus 的译本。除此
之外，Waley 还专门在其译本中澄清了他翻译《道德经》的动机和当时世界战争形势无关
——“肯定会有人说我有关法家的内容染上了欧洲这几年的事件的色彩，认为我一直在渲染
这种氛围，这样就可以增加一些话题。我只想请有此想法的所有人去读读 J. Duyvendak 的《商
子》译本，五年前就出版了，读起来就像今日德国一系列事件的预言”（1934/1958b：100）。
由此，可以看出 Waley 强调其译本旨在还原《道德经》的原初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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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框架

在上一个章节中，我们通过回顾《道德经》英译史研究情况，指出了两
种研究途径“历史分期”、“译者背景”在某些研究中的合理之处和缺陷，
以及在这两种途径影响下，文本分析中所出现的论述结构和内容选择上的问
题。实际上，“历史分期”和“译者背景”既是两种研究途径，同时也是确
定的研究范围的标准或方法。本研究将扬长避短，采用相关理论视角批判性
地运用这两种研究途径来研究《道德经》的英译史：运用法国哲学家 Michel
Foucault（1972/2002：4，5，38-50，80）主张的“异质、断裂”
（ heterogeneity;
discontinuity 或 rupture）的历史观，在“历史分期”和“译者背景”的基础
上来选择、搜集译本，确认研究范围；运用英国文化研究学者 Stuart Hall
（1997：15-61）基于话语的“表征”（representation）视角来安排论述结构
和选择、分析译本内容、总结译本阐释；最后，以 Hall（1990，1992，1996）
“历史构建的”1（historically）身份观来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形成的身份。
2.1 研究范围：“断裂、异质”历史观下的“历史分期”
无论是 Hardy、卜松山，还是后来的翻译学者在不同程度上都采用了连
续、发展的进步史观来关照英译《道德经》阐释史——即将其历史分为几个
渐进、连续发展的阶段，并且共时意义上的每个阶段的所有译本阐释都是相
对均质、统一的。这种历史观正是 Foucault 所反对的“整体历史”
（total history），
这一历史观旨在：
全盘重建一个文明的形式、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的准则、一个时
期所有现象的意义，以及一个解释各现象连结的法律规则。抽象的说，
就是要重现一个时代的整个“面貌”。……以“步骤”或“阶段”等方
式分而详述之，而在这些步骤或者阶段间有他们自己起承转合的原则。
（傅柯著、王德威译，1997:78-79）
Foucault（1972/2002）主张一种异质、断裂的历史观，不仅共时意义上
的异质或多样化，扰乱了“整体历史”的统一秩序，而且导致了历时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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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断裂和不连续。Foucault（1972/2002:11，143、174）强调在历史研究中应
该关注 “散播”（dispersion）和“共时”（simultaneity）中的“异质”、“差
异”
（difference）、
“不可简化性”
（irreducibility）、
“不一致性”
（incompatible）
等等。而本研究也正是要探讨 20 世纪上半叶《道德经》英译阐释中可能存在
的异质性或者混杂性，因此本研究采用“异质”一词来凸显 Foucault 强调共
时和散播的历史观2。这一“异质、断裂”的理论视角要求史学研究需要建立
文献全集（Corpora），以此来考察某个时期被排斥、压抑的、边缘、次要、
差异的个体，即囊括某一时期有关某一现象的所有大小事件，并对其逐一研
究。 具有空间散播意义的“异质、断裂”历史观正可以促使我们关注、研究
《道德经》英译史中被曲解、遗漏或排斥的译本——这些译本已经在某些方
面出现了与历史分期格格不入的迹象，以此来检验“均质、统一、连续、进
步”的《道德经》英译史。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完全否定“历史分期”这一
途径的合理之处，因此在方法论上，本研究仍然是从已有的《道德经》阐释
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分期出发，将穷尽某一时期的《道德经》英译本，无论
名气大小，无论重要与否，无论存世数量多寡（尤其是考虑到 143 个英译本
中，其中有大量译本还没有被发现、研究），分析各个译本阐释，进而考察
到底有多少译本阐释在多大程度上与那个总体阐释相符合或者相背离。
如果 Hardy 等学者的“历史分期”中每个阶段的道家阐释是合理的，那么
也可以据此假设出每个时期译者们共享的、宽泛的临时身份。除此之外，每
个译者都会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社会、职业、信仰、团体方面的背景。本研
究既需要通过以上某种，或者某几种“译者背景”标准来确定一个数量可控
的研究范围，也需要考察译者在翻译、阐释道家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身份多
大程度上与已知的“译者背景”和“假设的身份”相关，以此来判断从“脱
离具体历史语境的、单一、固定”的“译者背景”去选择译本、分析译本阐
释的可行性。
那么本研究又应该基于何种考虑从“译者背景”的角度选择某一类译
者，以及基于何种历史背景考虑来选择《道德经》英译史中的某一段历史时
期，来确定要研究的译本呢？
2.1.1“译者背景”和“历史分期”框架下 1936-1950 中国译者的《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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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本
“文献综述”中前人这种“历史分期”和“译者背景”研究途径都在清
晰地传达一个看似既可以接受，又在前人《道德经》英译研究中多次被“证
实”的一种假设：在某一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或者某一群背景类似的译者
中，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并且有着相同特征的译本。但是，在前文的“反思”
中，发现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本研究将批判性地采用这两种途径——截取一
段与《道德经》翻译和研究紧密相关的历史时期（尽量避免“文献综述”的
研究成果中已经覆盖的译本3），并选择这一时期所有相似背景的译者——囊
括其所有译本来研究。
在《道德经》英译史上，自 1936 年第一个中国译者胡子霖英译《道德经》
以来，中国译者的译本在中国和英美世界从未间断直至今日。其间，只有中
国大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在 1950 年-1991 年期间，没有产生《道德
经》英译本。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将以“异质、断裂”的历史视角将研究
范围确定在 1936 – 1950 年期间所有中国译者的《道德经》英译本，按照其
出版先后顺序为——胡子霖（1936，成都华英书局，Canadian Misson Press，
Chengtu）、初大告（1937，伦敦佛教社）、欧阳心农（1938，纽约 March &
Greenwood）、吴经熊（1939-1940，香港《天下》月刊）、林语堂（1948，

纽约 Random House）、郑麐（1950，上海世界书局）。
就本研究搜集以上译本的过程来看，“断裂、异质”的这种建立某一时
期“全集”的历史观就显得极为重要：除林语堂译本较多研究以外，其他 5
个译本还没有系统、全面的研究，甚至鲜为人知，胡子霖的译本在世界范围
的公共图书馆内只有几本存档，而郑麐的绝大部分材料已经流入旧货市场。
这六个译本除了《道德经》正文翻译以外，还有长度不等的副文本，包括“序
言”、“前言”、或“注解”（尾注、脚注、或译者评论）。这些副文本不
同程度地涉及了训诂学、西方哲学、西方文学、西方政治和基督教(其中西方
哲学和基督教的概念也出现了某些译本的翻译正文中)。
那么本研究为什么要以选择 1936-1950 的中国译者的《道德经》英译译
本呢？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一时期属于 Hardy 总结的《道德经》英译史第
二阶段（20 世纪上半叶），如果根据 Hardy 以及受其影响的其他学者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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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经》的总体阐释——一种可以帮助西方反思、批评、或解救西方思想文化
危机的东方智慧4（Hardy，1998:165；辛红娟，2008：21-22；蔡志鸿，2009：
24；吴雪萌，2011：22-23），以及民国时期在“东方文化救世论”影响下中
国学者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中学热” （许苏民：1992；郑大华：2005），
本研究可以初步假设以上 6 位向西方翻译、介绍《道德经》的中国译者为“东
方文化救世论者”，并将验证这种假设是否成立。二是因为这种翻译本民族
文化典籍的“自我翻译”中，已经显示出与先前学者 Hardy、辛红娟、吴雪
萌总结的《道德经》英译第二阶段阐释可能存在的“异质性”，例如初大告
和吴经熊的译本。如果这种“异质性”的确存在，那么这一时期“均质、统
一”的《道德经》英译阐释就并不完全存在，《道德经》的英译阐释史就是
一个散乱、断裂、没有秩序的历史，进而也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道德经》
翻译进步史。同时，这种“异质性”也会挑战以上译者为“东方文化救世论
者”的假设。
2.2 “表征”视角下的文本分析
本研究在上一节采用了 Foucault“异质、断裂”的历史观，确定了本研
究的研究对象——1936 到 1950 年间所有 6 位中国译者的《道德经》英译本，
更准确地说，就是这 6 个英译本对道家思想的阐释。在界定研究范围和对象
之后，就需要着手如何进行译本分析：如何选择、分析译本内容，以及如何
组织篇章论述结构。
即使只是在对这些译本初步了解的基础上，就会发现译本阐释与占有大
量篇幅的副文本密切相关，译者在副文本中表达了对道家思想的理解和立场，
使用训诂学、西方文学、西方哲学、西方政治学、基督教作为阐释、注解或
比较的材料。甚至可以说，构成译本阐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译者对道家
的理解和立场”、“各个学科和领域的内容”，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翻译
正文”。因此，只有将这三个部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分析，才能得出每
个译本的“阐释”。仅仅零散地分析副文本，以及“再现”观念下的章句概
念分析远不足以总结译本阐释。
根据这 6 个译本的构成和内容，本研究将通过英国社会学家、文化研究
学者 Stuart Hall（1997：15-64）的带有“建构性质”的“表征”（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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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来探讨译本的道家阐释，Hall 的“表征”理论牵涉到了法国哲学家、历
史学家 Michel Foucault（1981）的“话语”（Discourse）理论， Foucault“将
话语作为一种表征系统来研究”5（Hall，1997: 44）。因此，本研究有必要
将用“话语”这一概念来讨论副文本中各个领域或学科的内容，以此探讨译
本的表征。
以下部分将介绍 Hall“表征”概念的由来，话语理论，以及两者之间的
关系，并运用这些理论概念分别来理解“译本的道家阐释”、“ 副文本中各
个领域或学科的内容”，既阐明“表征”这一视角为什么能解决“文献综述”
中描述的问题——在均质、统一的“整体历史”和“再现”观念影响下，在
选择、分析译本内容时，偏重分析译文重要概念和章句、忽视副文本在译本
阐释中的重要角色，进而导致了在论述结构上，过于热衷比较不同译本同一
概念或章句译文的异同。

2.2.1 从再现（re-presentation）到表征（representation）
自 20 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科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以及“结构主义转
向”，Ferdinand de Saussure 认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the signified）之
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即语言符号和意义并无一一对应关系。根据王德威
（1997:16）对 Foucault 解读，Foucault 深受 Saussure 影响，认为语言和其他
事物一样的晦暗难明，并非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Foucault 反对把语言
当做一个清明透彻的媒体，能将事物本相一成不变反映出来，也反对自中世
纪以来人们沉湎于语言透明而强大的再现能力，坚信不断企图籍着语言的排
比，寻求事物间的秩序。因此，Foucault 通过否定“语言”的权威地位，进
而彻底消解了“再现”（re-presentation）这一观念的合理性。
20 世纪 90 年代，Hall 在 Roland Barthes 之符号学，Foucault 之话语理理
论基础上，发展了表征理论。Hall（1997：24）在《表征：文化表征和意指
实践》（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一
书中总结了三种方法来解释意义（meaning）是如何通过语言生产的——反映
说（reflective approach）、意图说（intentional approach）、建构说（constructionist
approach）。其中，其中第一种“反映说”就是一种“再现观”，承认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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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初、本质的意义存在事物（符号）当中，并可以完整地被发现、重复
和传达。与之相反、第三种建构说既不承认意义存在于事物内部，也不承认
语言使用者能够固定语言之意义，并且否认事物本身有任何意义，认为意义
是我们通过表征系统——概念和符号建构出来的。Hall（同上：61）通俗地
将“表征”定义为“文化内部成员用语言……来生产意义的过程” 6 。Hall
通过表征这一概念来讨论事物意义的来源问题，并认为事物本身没有意义，
也无所谓正确再现或者错误再现，从而把传统认识论之真假再现和再现方式，
转换为文化与价值观念的生产和流通。笔者认为 Hall 之“表征”在不同语境
中可以有两种不同层面的理解。首先作为动词意义的表征实践
（representation），即“文化与价值观念的生产和流通”，这就涉及到了个
人（主体）以何种立场和态度来表述某个话题；其次是表征实践之结果
（representations）——知识的呈现和表象。在本研究中的“表征”根据不同
的语境对应两个层面的意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实际上，翻译学者在研究中同样将翻译视为一种既涉及译者身份又涉及
意义建构的“表征”，而非一种基于“对等”或“忠实”观念的“再现”
（Tymoczko，
2007：111-113；Cheung，2005：2，2009：171；单德兴，2009:19）。那么
就 6 个译本的结构和内容来看——译本包含了与译文紧密相关的大量副文
本，副文本的“建构”角色显而易见，那么要分析、概括每个译本的阐释，
就不应把分析的重点仅仅放在《道德经》重要概念和章句的译文。既然如此，
以重要概念和章句，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主题”为起点的比较不同译本的
论述结构，不能总结出各个译本表征的异同。因此，译本分析首先就应当将
译本阐释视为“建构”性质的表征。
2.2.2 （知识的）表征和话语
那么表征的这一“建构”观念如何能帮助我们合理、有效地分析译本各
个方面的内容呢？如果我们综合 Hall 和 Foucault 的相关观点，就会发现表征
（无论是视为过程，还是视为结果），话语都参与其中。Hall（1997：42）
认为话语理论为研究表征问题贡献了一种新奇而又重要的方法——话语生产
知识。Hall 从表征的角度解读了 Foucault 的“话语”：
所谓‘话语’， Foucault 认为就是一组陈述，这些陈述为探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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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历史时期的某个话题提供一种语言——也就是表征相关知识的一种
方式。……话语……可以构建话题。话语界定和产生我们知识的对象。
话语也控制了话题如何谈论才有意义，如何思考更具理性。话语也同时
影响思想如何付诸于实践，如何控制人们的言行。7 (同上：44)
这段“解读”彻底否定了认识论意义上“再现”这一观念的合理性，而
是用“表征”这一观念来解读知识和意义的生产。Foucault（1981：59）在<
话语的秩序>（“The Order of Discourse”）中提出了一种生产、维持话语（知
识）的内部程序：学科原则（discipline），它界定了“一个领域的各种对象、
一套方法、一组被视为真实的命题、一套带有特定规则、定义、技术和工具
的运作”8。学科原则具有开放性，在学科原则中，只要在表征或生产有关某
种对象的知识时，符合以上话语原则，那么有关这种对象的知识就会以真理
的名义在某些机构和群体中接受和流通。这一原则说明了话语是如何在“技
术”层面生产知识的——即知识以何种面目表征出来。
这一话语的学科原则有助于理解和分析 6 位译者是如何借助其他学科话
语来建构道家知识的。因为译本中各个学科和领域的内容正是 Foucault 所说
的“话语”，其中以西方哲学概念（吴、郑译本）、政治学概念（欧阳译本）、
宗教概念（吴、欧阳译本）最为明显，义理、训诂学材料数量最为丰富（其
中以胡、吴、初大告译本为主）。除此之外，还涉及到这些概念或者材料背
后的理论意义、甚至典故，以及义理、训诂材料的选取、使用规则。无论道
家思想本身与这些话语在多大程度上相关，相似、相异，势必会受到其他话
语的影响。这种影响就是道家的某些思想或概念被抛弃、或者被凸显、或者
被调整，以此来符合各个话语“学科”原则中的条条框框。
最重要的是，译者使用以上话语的某些元素，通过某些途径，将“道家
思想”视为相关话语实践的对象，重新构建了《道德经》的意义和表征。译
者使用相关话语构建出来的道家知识，不仅涵盖了道家思想的成分，也涵盖
了其他话语的成分，最终还界定了他们之间相互关系和价值。
2.2.3 小结
一方面，“表征”这一观念导引了文本分析思路，破除了“再现”这一
观念对以往《道德经》英译本分析思路上的误导——热衷于比较不同译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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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概念或章句的译文，其根源就在于这些研究者始终认为译本阐释的相似
或者相异都与是否正确“再现”相关，这种纯粹的概念、章句译文比较分析
又为附和历史背景和译者背景提供了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本研究采
用表征这一视角去分析每一个译本表征，或比较各个译本的异同，首先在论
文案例论述结构上与以往大部分研究中按照“主题、概念、或章句”来比较
译文来划分章节不同，而是每个译本单独成章，结合副文本中的各种话语，
和与之相关的正文来分析译本的表征。
2.3“历史构建的”译者身份
本研究在前文中分析了“译者背景”这一研究途径在选择、分析译本时
所出现的问题，并主张批判地使用这一途径，摆脱其背后的“脱离具体历史
语境、单一、固定”的身份观。而考察“译者身份”（译本中折射的译者身
份）就是为了纠正“译者背景”这一研究途径所产生的问题。 Hall 所主张的
“历史构建的”身份观正是批评了这种“脱离具体历史语境、单一、固定”
的身份观，他认为（1996：4）“身份构建于话语之中，应当将身份置于各种
话语结构和话语实践所依附的历史场所和机构场所之中来考察。”9 正是身
份构建的历史性，Hall（同上）也坚持认为 ：
身份从未被统一，而且在后现代时期，日益破碎和断裂；[身份]
从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构建于不同话语、实践、位置，它们相
互交叉又相互对抗。他们[身份]随历史演变，总是处在变化和转换的过
程之中。10
Hall （1992，1996）描述历史构建的身份时，常常使用“de-centred”（非
中心的） “unfixed”（变化的）、“dislocated”（错位的）、“fragmented”
（碎片的）、“fractured”（断裂的）、“never singular”或者“multiply”
（复数的）等词汇。在本研究中将以上描述调整、统一为“历史构建的、变
化、复杂”的身份观。在“历史构建的”身份观视角下，身份将不是一（几）
个单一、凝固的、互不相干的称谓，例如“某某家”或者“某某者”可以一
言概括，尽管仍然可能和这些称谓有关。这些身份称谓需要更精确的表述来
描述或限定，精确描述意味着译者鲜明的话语主张、话语排斥或微妙的话语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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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历史构建的”身份观来考察译本中折射的译者身份，就需要将
译者和话语的关系纳入具体历史语境中和（或）依附于某种机构团体，不仅
要了解译者是如何习得和接受话语的，还需要分析译者使用话语的目的和译
本表征的影响，及其过程中是如何协调、排斥不同话语的。正是在这一过程
中，形成了更为复杂、变化的译者身份。
之所以要采用 Hall“历史构建的身份观”，一是因为在前文对“译者背
景”研究途径的反思中，辛红娟、王剑凡的研究已经表明脱离具体历史语境
的《道德经》译者身份（19 世纪传教士）并不能与其各自译本特征完全吻合。
二是因为本研究也需要面对 6 位译者背景与其各自译本话语可能存在的、不
同程度的复杂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译本中可能存在着各种话语与道家思
想及其传统阐释（翻译）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何种程度的排斥、协调或
融合，而这种复杂关系有可能意味着新的译者身份。
本研究中的 6 位《道德经》英译者有着各自不同的“译者背景”。这些
背景或来自于以往研究对他们生平的描述和定位，或来自于他们著述或社会
活动的暗示，抑或来自译本中某些有着明显特征的话语。首先，他们在某种
程度上或为中国道家学者，或为道家信仰者。郑麐有接受西方哲学教育经历，
而其译本中有大量西方哲学话语；吴经熊是一位天主教徒和法学家，其译本
中有大量宗教话语（典故和概念）；欧阳心农除了旅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
以外，还曾是一位政治外交人士（政治学学士、北洋政府外交官、太平洋国
际学会成员），其译本中也有少量的政治话语；胡子霖则是一位儒家学者，
主张体育（武术）救国的爱国者,译本中则有大量来自儒家典籍的话语；林语
堂则曾是是一位贬斥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后又是一位主张调和中西文化的
学者，译本副文本中有西方文化话语；初大告是民国时期的一位民主运动人
士和翻译家。
尽管我们可以看出与以上某些话语与《道德经》及其以往的阐释方式有
可能有着某种联系，但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单一、固定、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
译者背景与《道德经》的联系到了何种程度，以及是如何相关，或者如何不
相关的。再者，译本话语背后是否还有以往研究尚未发现的背景？如果答案
是否定的，那么从译者背景去选择译本和分析内容都是徒劳无益的。更重要
的是，无论译本话语是否与其他译者背景相关，只要译本中出现了译者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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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协调话语和道家之间关系的情况，都会产生一种新的、复杂的、临时
的译者身份。
在本研究中，各个译本的西方哲学、文学、宗教、政治话语、中国传统
训诂话语与译者的关系都是历史的、变化的，这些话语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
中或者之前通过各种机构或团体习得和接受的，包括学校、教会、出版社、
社团等。这些习得的话语包括与之相关概念、方法、工具、材料、理论等，
话语的习得意味着译者获得使用该话语的能力，甚至信仰这一话语的可能，
但并不能完全解释译者在《道德经》中使用这一话语的原因。无论这一话语
与《道德经》是否相关、相似，还是矛盾，他们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当译
者将《道德经》视为各种话语的对象时，并将相关的话语元素（概念、方法、
工具或规则）与道家思想重新结合在一起表征出新的道家知识时，在这过程
中也就意味着融合、协商、排斥相关话语，就结果来看则意味着译本表征将
有所影响——不同于以往《道德经》表征及其阐释方式。
总之，“历史构建”的身份观，就是需要将译者、《道德经》、及译本
中的话语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之中，将三者视为一种动态的、临时的结合关系。
译者正是在依托机构和团体，使用相关话语，构建新的道家知识的过程中，
塑造出了一种处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复杂的、临时的译者身份。
2.4 研究问题
基于前三节中的《道德经》英译背景的介绍，“文献综述”中的反思，以
及“理论框架”中“异质、断裂”的历史观，“表征”和译本分析的相关性，
“历史构建的”身份观，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
1.在 1936 年-1950 年期间 6 个中国译者的英译《道德经》中道家思想表征为
何，译者是如何使用不同话语是来构建道家知识的？
2. 6 位译者在翻译《道德经》的过程中构建出了何种身份，又是如何构建出
来的？
2.5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针对《道德经》英译史研究的“历史分期”和“译者背
景”两种途径，在其基础上，从 Foucault“异质、断裂”的历史观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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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译本，从“表征”的角度来安排篇章论述结构、分析文本和总结译本表
征；以“历史构建的”身份观来考察道家知识生产过程中译者身份形成的历
史因素。
1. 译本搜集。根据 Foucault“异质、断裂”的历史观，以及“中国译者”
身份，搜集这一时期所有中国译者的《道德经》英译本。尤其是对于数量巨
大，研究重视程度差异巨大的译本来说，这一历史观在搜集译本方面显得尤
为重要。通过关注那些被排斥的、压抑的、始终在充当配角的译本，就会发
现大量译本还没有被系统研究（例如吴经熊和初大告译本），甚至译本诞生
之时就不为人所知的译本（例如郑麐、胡子霖、欧阳心农的英译本），而正
是这些译本闪烁着可能的“异质”性。
2. “表征”观念下的“篇章论述结构”。本研究既不以道家主题、关键
概念和章句的译文作为篇章布局的标准，也不以某种宽松的译者背景来分类
译本，而是以单个译本研究独立成章，此举旨在防止在某一预设的总体阐释
框架之下，导致归纳、总结阐释过度夸张和趋同，进而遮蔽了表征背后的差
异。6 个译本的顺序按照出版时间先后排列。惟一例外的是吴经熊译本，本
研究将其放在最后，因为相比其他 5 个译本而言，其译本所涉及的话语（宗
教、训诂、比较文学哲学）最为广泛，尤其能够体现其译本表征和译者身份
的复杂。
3. “表征”观念下的文本分析。根据对以往《道德经》英译研究中“比
较不同译本的译文”这一分析方法问题的反思，译本间的异同不完全在于道
家关键概念或章句的译法，而在于译本副文本中的话语，以及与之相关的正
文。因此，本研究的文本分析将结合与副文本内容紧密相关的译文和原文，
考察哪些道家概念被替换成西方概念，哪些学科的新方法、新材料、新工具
被引入了译文，以此来总结译本呈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道家思想，以及与其
他话语之间的关系。
4. 以“历史构建的”身份观来考察译者表征道家知识过程中译者是如何
构建身份的？本研究将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译者身份的复杂和变化。1）
根据 6 个英译本道家表征，梳理在译者“教育”经历中与这些话语紧密相关
的各种权力机构（学校、教会、出版社）和译者所属文化群体，通过译者的
译著和资料分析译者是如何接受这些话语的，以及掌握的范围和程度。2）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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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译本表征和译者翻译目的，考察译者是如何使用各种话语来排斥、协调或
支持道家思想的。
本研究使用的“历史构建的”这一概括性表述源自 Hall 在其著作中各种对身份具有“历史
性”的表述，例如 It [identity] is historically, …defined（1992：277）;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m
[identities] as produced in specific historical…sites（1996：4）. They are subject to the continous
‘play’ of history（1990：225）。
2
这一历史观在 Foucault 学术生涯的前期的著作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1988） Orde of
Things, “the order of discourse”（1981）,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2004）中均有体
现。
3
例如某一部分译本被反复研究， James Legge、Arthur Waley、Witter Bynner、林语堂、刘
殿爵等的译本；而另一些译者及其译本则被淹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
4
这是本研究根据这些研究者观点的一个总结，各个研究者的具体表述略有差别。
5
原文为：“He studied not language, but discourse as a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
6
原文为：“Representatio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members of a culture use language…to
produce meaning。”
7
原文为：“By ‘discourse’, Foucault meant ‘a group of statements which provide a language for
talking about – a way of representing the knowledge about – a particular topic at at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moment. ’… Discourse …constructs the topic. It defines and produces the objects of our
knowledge. It governs the way that a topic can be meaningfully talked about and reasoned about. It
also influences how ideas are put into practice and used to regulate the conduct of others。”
8
原文为：“a discipline is defined by a domain of objects, a set of methods, a corpus of
propositions considered to be true, a play of rules and definitions, of techniques and
instruments…”
9
原文为：“Precisely because identities are constructed within, not outside, discourse,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m as produced in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sites within specific discursive
formations and practices。”
10
原文为：“it accepts that identities are never unified and, in late modern times, increasingly
fragmented and fractured; never singular but multiply constructed across different, often
intersecting and antagonistic, discourses, practices and positions. They are subject to a radical
historicization, and are constantly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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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胡子霖《道德经》英译本分析
3.1 胡子霖及其《道德经》英译本介绍
胡子霖（1892 – 1970），字霈霳，四川大竹县人，1918 年被中华民国教
育部选拔派送至香港大学英文系深造，1 1923 年毕业返回四川， 1931 年随
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四川大学，并任教于外语系直至 1970 年去世。胡子霖
著述范围广泛，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对先秦典籍的阐释之作，例如， <周易
之新研究>（1937）、<庄子天下篇自述其学说九句之解释>（1941）、<大学
精义>（1942）和<中庸精义>（1942）；二是时事评论类文章， <论独裁制>
（1936）和<总裁名字释义>（1942）；三是体育类文章，<复兴中华民族与国
民体格之锻炼>（1936）、<复兴体操>（1936）、<复兴体操（续）>（1936）
和<体育敎育之重要>（1937）；四是译作，《道德经》（LAO TSU: TAO THE
CHING）（1936）以及薛福德（Yetta Scheftel）的《地价税论》（Taxation and
Land Value）（1939）。以上著作可以初步看出胡子霖是一位主张体育（康
健）救国的践行者，一位研究先秦典籍研究学者。
胡子霖的《道德经》英译本于 1936 年由成都华英书局 2 （Cheng Du
Canadian Mission Press）印刷。与胡子霖及其英译本的研究主要有吴心海
（2012）<胡子霖：中国《老子》英译第一人>，康明君（2009）<老子《道德
经》英译本>以及<胡子霖交游一例>（2011）。这两位作者为出版史料学者主
要着墨于挖掘、梳理胡子霖生平经历，以及译作简要介绍，并不详细考察译
本内容。
胡子霖英译《道德经》除了正文翻译以外，包含了大量篇幅的副文本：
“扉页寄语”、“序言”（Preface）、“前言”（Introduction）、以及每章
译文后附的“解读”。其中，“前言”部分除了简要介绍老子生平、《道德
经》的文本特征， “道”之概念，及其“（道家）源头”3以外，还重点介
绍了道家的两个主题，“无为”和“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译者在阐发这
两个主题时，不仅使用了大量而明显的儒家话语，而且还联系到了当时世界
危机中产生的西方“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和“乌托邦”（Utopian
teachings）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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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译本表征、话语、译者身份
这一章将根据围绕“无为”和“小国寡民”这两个主题，以及这个主题
下涉及到的儒家话语、康健话语（详见 3.2.3 节）、“国际主义”和“乌托
邦”话语，结合与之相关的译文章句及其“解读”总结译本的表征。在译者
身份构建方面，主要通过以下方面来考察：译者是如何习得或接受儒家话语
和康健话语的？以及译者在译本中是如何在译本中使用这些话语的——如何
排斥、融合、或协调以上话语与道家之间的关系的？这一译本的表征与以往
的《道德经》翻译、阐释有何差异？
3.2.1“以儒释道”的“无为而治”
《道德经》在政治哲学意义上的“道”所具有的种种特性都是老子对远
古社会的理想假设和想象——道法自然、去智去欲、无为而治的“小国寡民”
社会。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所面临的社会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动荡
时代。政治上，君臣纲常沦丧，争霸战争不断；思想上，人心不古，世风日
下。老子在《道德经》中既描述那个理想的充满“大道”的远古社会，又为
“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因此，译者在“扉
页寄语”中写道：“老子教授统治者如何统治国家，如何为世界带来和平。”4
1). “正己修身”之“无为而治”
在胡子霖的译本中，“无为”是译者重点阐述的道家主张。耐人寻味的
是，译者在“前言”中却是引用引用儒家经典《论语·卫灵公篇》的“无为”
来阐发道家的“无为而治”5 ——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
己正南面而已矣（Hu,1936a：4）”6，意为“舜之所以能无为而治，就是因
为能够以身作则，为臣民做出表率，”即“只要能正己修身，便可无为而治”
之意。“修身”这一主题在《道德经》五十四章中也有详尽的主张，译文后
附有译者自己的“解读”（译者在正文部分的结构安排为：原文、译文和解
读）：
第五十四章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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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乡观乡。以国观国。……
…One who cultivates his person has true virtue; one who cultivates his
household has abundant virtue; one who cultivates his neighbourhood has
lasting virtue; one who cultivates the state has prolific virtue; and one who
cultivates the world, has universal virtue.
Therefore let every man be a standard for others; let each household,
neighbourhood, state and the world be standards for others…
一家之中，有一家之长。欲为全家模范，必先修德于己，须品行高尚，
身体健康【good morally and physically】。……一家齐，则万家齐；万家
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个人组成家庭、家庭组成社会、社会组成
国家、国家组成世界。个人乃是这一宏大组织的基石。因此，个人务须培
养良好的品行和强健的体魄。7（1936c：84-85）
原文中，之所以道家主张统治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国观
国 ” ，是 因 为这 一主张 之 下有 这 样一 套 “ 无 为 而治 ”的 路 径： “ 法 自
然”——“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民自化”、
“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无为而治”。 老子的“无为而
治”要求君主只需道法自然，遵循社会规律, 以百姓心为心, 8 充分发挥民众
的能动性, 自始至终让民众“有为”, 以达到天下大治。而译文中的第二段
意为“通过正己、修身，成为家、国、天下之楷模。如此翻译，译文已经透
露出一些儒家倾向——倡导统治者成为天下的楷模。译者在“解读”中进一
步引入了孔子“齐家治国”的路径——通过主体“有为”，从道德教化的角
度来影响、感化天下百姓，即儒家所谓的“修己以安百姓”， 以此“无为”
来实现治国平天下。从以上“前言”、译文、“解读”的阐释来看，这是一
种主张“正己修身之无为而治”的政治智慧。

2）. “君臣共治”之“无为而治”
译者在“前言”中引用儒家《论语》中“舜无为而治”的典故之后，接
着又援引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来解读儒家之“无为而治”：尧禅位
于舜，舜举贤任能，使益掌火驱禽兽，使禹疏九河而注之江，使后稷教民稼
穑，使契为司徒，教人以人伦9（Hu, 1936a:5）。并根据这一典故，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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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阐释如下：
无为是一种类似于劳动分工系统【the system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各尽其责。一旦安排妥当，就不应有所干扰。如此
便能事半功倍。我们必须牢记无为这一信条只能由国家的统治者或单
位的负责人实施，其他人则应该听从命令，勤奋工作。统治者无为而
治，百姓就可以自由发展，安享太平，免去外扰动乱之苦。……而圣
贤之统治者只做分内之事，施无为，守虚静，不必事必躬亲，以无为
治天下。10（Hu, 1936a:5）
在这一段阐释中，译者首先明确指出“无为”是一种“社会劳动分工”
的政治主张，强调统治者和臣民各自的角色、职责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统
治者，应该知人善用、并且还要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气魄和能
力；对于臣民来说应当尽职恪守，忠心耿耿。颇为吊诡的是“社会劳动分工”
这一观点并非是道家主张，而是儒家孟子的主张，11 孟子在《孟子‧滕文公
章句》中有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
人；天下之通义也。”
“社会劳动分工系统”的理论基础就是儒家在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正
名”12，即儒家针对东周末年礼崩乐坏，主张拨乱反正，恢复各种制度和礼仪，
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译本中的第三十二和第六十二章对“正
名”这一问题均有阐释。
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The Tao is constant and has no name. Names arise when classification
commences. Once there are names,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where to stop.
Knowing this, danger will be averted.
随着知识增加，我们认识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为了分类、便于记忆，
就不得不赋予万物各种名字。那么一个人就会被赋予各种家庭、社会关
系。父子、夫妻、兄弟、君臣、朋友，每个人都应遵守、履行赋予自己
的“礼”。孔子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
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13这也是中庸【the golden
mean】之道的另一种阐释。14（Hu,1936c: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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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表述和译文中，“名”这一概念显得抽象而模糊，都还没有直接指
涉具体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译文回译成中文——“道是无名、不变的。因为
分类的需要，万事万物就有了各自的名。一旦名分一定，就应该知止，……”，
可见以上章句主张“名分之间的知止”。
“名”是道家和儒家在阐述社会成员（家庭和君臣）角色时所共有的话
题。译者在“解读”中引入孔子“正名”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六亲”和“礼”
的学说来进一步解读译文中道家的“名”，用“中庸”来解读“知止”。此
处根据“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的语境，可知“中庸”，并非
“调和折中”之意，而是“好用”之意，鼓励人们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到
达理想人格，以此来实现社会成员遵守社会行为规范，恢复“礼”。“六亲”、
“礼”、“中庸”三个关键词将道家的“正名”解读为了儒家所主张的“强
调名位，恢复礼制”的正名思想。这一儒家化的“名”主张社会成员应该根
据自己被赋予的社会角色和分工，通过自我教育，完善人格来遵守相应的礼。
那么具体到君臣的名分、角色和责任时，译者又是如何阐释的呢？
第六十二章
……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 Hence an emperor is crowned and the three ministers are appointed.
Although there are jade tablets and speedy horses in the lead, it is much
better to enter into the Tao slowly…
必须选出一位明君，明君再任命大臣。其责任就在于照顾天下苍生。……
据《说苑》15所言，三公者（太师、太傅、太保），知通于大道，应变
而不穷，辨于万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
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16（Hu,1936c：98-99）
以上章句的原文和译文所表达的含义，并无多大差异，皆意为：老子认
为在选立天子和拔擢三公时，不应过分以“拱璧”和“驷马”这些与名分相
应的礼仪为标准，“坐进此道”才是上策。译者在译文中将 “立天子、设三
公”描述为一种已经建构起来的君臣政治体系，但没有明确表露对这种君臣
名分和礼仪的态度，也没有阐明“坐进此道”中“道”的具体含义。但是译
者在“解读”部分引用了儒家典籍《说苑·臣术》中拔擢“三公”的具体标准
来阐明“三公”应该通晓、遵循的“道”：不仅能应变而不穷，辨于万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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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可以肯定的是，“解读”中的“道”
并非道家之“自然之道”，而是儒家孟子所说的与仁义道德和自然奥秘想通
的“天道”，即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礼”。由此可以看出以上《道德经》章
句被儒家化的君臣关系：既要明确君臣之间的名分，更重要的是君臣应该履
行各自的“礼”。
如果“君臣关系”在译本中被儒家化，那么译者又将如何处理极具道
家色彩，又非常有争议“不尚贤”的道家主张呢？
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
When the able are not exalted, the people may be restrained from strife….
……消极的一面是，圣人不应尚贤，……积极意义就是，这些主张可以
让老百姓得到满足。
……所谓贤人、难得之货、可欲之物都是相对而言，总有更为甚者之
物。……每个人都有所长。统治者之责任就在于知人善用，如此便能事
半功倍。如果统治者“尚贤”，余下之人则归为庸人一类。但是这类庸
人为争夺社会、官场地位，又会自然而然装扮贤能，同时又诋毁竞争者
的声誉。于是，人们就会不争。17（Hu,1936c：5-6）
译者认为“不尚贤”不可取，同时也认为老子并非真正主张“不尚贤”，
相反是要知人善用，人尽其用，各司其职，政府就能有条不紊地运转。所谓
“不尚贤”只是一个缓和“贤人”和“庸人”之间差异矛盾的权宜之计和政
治口号，以此让庸人自满不争。
根据以上副文本和译文的分析，以上部分译本的表征是一种“主张社会
分工，君臣名分，君臣遵守各自的礼制，采取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举贤政策，
以此‘无为’来实现君臣共治的”政治智慧。

3）“仁义道德”之“无为而治”
前文探讨的“修身”和“名”都被赋予了强烈的儒家色彩，那么译者会如
何处理与儒家截然不同的道家伦理观呢？例如，《道德经》的第五章、第十
八章、第六十七章有关伦理道德问题：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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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Are heaven and earth unkind regarding all things as straw dogs? Is the sage
unkind regarding all things as straw dogs? ....
天地皆仁，生万物而不言、不持，仁之厚，非言辞能所及，非他物可比，
因此看似不仁。……圣人管理国家大事，就是遵循这一天地之道。……
圣人不必为百姓之生活事必躬亲，只需循道、无为而治，只做天下第一
要务。舜就是榜样。正如孔子所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18
（Hu,1936c: 8）
在第五章的阐释中，译者甚至改动了原文，将原本的陈述句改为了疑问句，
将“天地和圣人到底是否仁义？”视为一个亟待解答的疑问，并再次引用舜
“修身正己，无为而治”的典故，将“无为”和“仁”联系起来，说明天地、
圣人生而不有，为而不持，让万物自由发展，这样的“循道、无为”就是“仁”。
正如译者在六十七章的“解读”中，译者认为“第五章中天地施仁于万物，
圣人亦如此”（Hu,1936c:109）。这是一种“无为之仁”。
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国家混乱，有忠臣。
When the great Tao is lost,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come to take its
place. … When the country is in trouble, there are loyal subjects.
既然统治者没有施行无为，那么国家就不会有无为之治。于是统治
者只能采取新法，爱民利民，施仁爱和彰正义。百姓可以感受到统治者
的仁义，但仁义之治逊于大道之治……。
父、母、妻、子、兄，弟为六亲。每一位成员都需要根据“礼”这
一道德准则，履行各自的义务……。
君臣之间同样如此。君王礼贤下士，臣子效忠君王，各尽其责。如
果臣子效忠君王之心过于彰显，就意味着君王失道，天下混乱 。 19
（Hu,1936c:29-30）
在译文中，译者极少夹杂个人的立场和态度，表达的含义也与原文基本一
致：“大道”一旦被废弃，就会出现仁义，国家昏乱，就会出现忠臣。但译
者在“解读”中赋予译文了更多的意义：尽管仁义之治逊于大道之治，但仁
义是帝王治理乱世的良方，忠诚也是臣民襄助君王的态度。译者不再纠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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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与“仁义、忠诚”孰优孰劣，而是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而
面对乱世，就应该施仁义，倡忠信。重要的是，译者在“解读”认为，这些
伦理道德主张的依据来源于儒家倡导的“六亲”之间的礼仪，君臣之间的义
务职责。从译文和“解读”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基于礼的伦理道德主张”。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The whole world says that my Tao is great. …I have three treasures which
I hold firmly. The first is compassion, the second thrift, and the third, not to
pressure to push one to the front of the world. Be compassionate I am able
to be brave. Being thrifty I am able to expand.
得道之人有三宝，同情心、节俭、谦逊【humility】。这些品行都
是行为的细节方面，所以道看起来并不伟大。第五章有言，天地施仁慈
于万物，圣人亦如此。第三十一章有言，军事行动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
杀戮。如果统治者有同情心他的臣民和将士就会忠诚、服从于他。 20
（Hu,1936c：109）
译者将“慈”译为“compassion”（同情），将“俭”译为“thrift”（节
俭），将“不敢为天下先”解读为“humility”（谦逊）,这三种道德品质为
个人实现“道”的行为准则，并且在“解读”中将第五章、第三十一章所述
的“圣人和统治者的仁德”与这说那种品质归为一类。这就说明译文和“解
读”中的“道”并非道家“自然规律”之道，而是儒家孟子所说的，与“仁
义”相关的“天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
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人如果能够
充分展示自己的道德能力，就可以发现自然界的原理和奥秘，就可以知天，
从而完全按照天道原理，圆满无缺地进行道德实践”（方光华，2005：92）。
在以上第五章、第十八章、第六十七章道家有关伦理道德译文中，不仅不排
斥仁义道德，反而通过儒道两家共有的概念“无为”、“道”、主张施行一
种“无为的、遵循礼的、遵循天道的仁义道德”。
那么就以上用儒家话语来阐释的《道德经》来看，这部分译本表征为何
呢？译者在“前言”的“（道家）来源”一节中说明《易经》是儒家和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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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思想来源，介绍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师承道家创始人老子这一历史史实
（Hu，1936a：1），《道德经》也是当时其他先秦思想学派的主要来源之一
（Hu，1936b：Ⅰ）。由此看来，说明在译者并不认为道家和儒家有根本的
区别，并且认为两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互为关联的重要内容，并且儒家的典
故和章句可以很好地阐释抽象、晦涩的道家思想，既然如此也就无所谓纯粹
再现道家主张，也无所谓借着道家的名义宣传儒家主张。译者通过儒道两家
共同的话题——“修身”、“名”、“无为”和“道德”，建构了一套治国
平天下的先秦政治智慧：主张正己修身安百姓，以此“无为”而治国平天下；
主张“社会劳动分工系统”的君臣关系，各司其职，各司其礼，以及一种缓
和矛盾的“举贤”策略；在此基础之上，主张一种与君臣角色相应的，“无
为、遵循礼和天道的”仁义道德。
3.2.2 胡子霖：“以儒释道”的先秦政治智慧阐释者
Hall“历史构建的身份观”告诉我们，译者在翻译时所体现出来的身份
与其本人的其他背景可能相关，可能不相关，或者以某种复杂的方式相关，
正是这种复杂的关系导致了作为译者的身份是历史的、复杂的。那么分析胡
子霖在翻译过程中的身份，就需要考察译者在翻译《道德经》之前掌握儒家
话语的情况；需要分析译者在译本中是如何协调儒道话语或者如何排斥道家
主张，来构建的新道家知识；需要分析这种道家知识及其构建方法与其他《道
德经》翻译、阐释及其方法有何不同？
目前我们可以找到胡子霖在 1930、1940 年代撰写的两篇有关中国政治
的评论文章以及三篇先秦儒家学说的文章，分别为<论独裁制>（1936）、<
总裁名字释义>（1942），<周易之新研究>（1937）、<大学精义>（1942）、
<中庸精义>（ 1942），这四篇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儒家 “治国平天
下”的话语，并发表在了国民政府官方报刊杂志上。这些文章发表的政治背
景是：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舆论对“宪政”和“民主”的呼声日益
高涨，而另一方面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存亡和国共内战危机，救亡图存
和国家统一成为国家第一要务，因此官方舆论则藉此支持中央集权的“独裁
制”。
胡子霖 1936 年发表在《时论（南京）》21上的《论独裁制》是一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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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独裁制度的政论文。在这篇文章中，胡（1936a: 6）引
用一战后的诸多欧洲国家（苏联、意大利、德国）独裁制成功的例子，以及
引用儒家章句“为政在人；又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认
为此时中国“若当内分崩离拆，外而强猛逼处，则势非采行绝端集权之独裁
制度不为功，”同时也赞同一个具有“伟大人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淡
泊宁静、独裁领袖”（同上：7-9）。这正是儒家学说中“以修身正己来治国
平天下”的主张。除此之外，胡子霖更加倾向于独裁人治的政治制度：
不观察战阵者乎，胜败枢纽，悬于统师之指挥。如人体然，四肢有百骸，
各有所司，咸听命于脑经， ……所谓独裁制度者，即下级官吏向上官
吏负责，上级官吏，向独裁首领负责，而独裁首领想全国民众负责。
（同
上：8）
胡子霖在<周易之新研究>（1937）、《国庸精义》（1942）、《大学精
义》（1942）中，同样使用了“义理阐释”之法，引用《周易》、儒家、道
家典籍中的章句和观点来相互疏通阐发，并时有借古释今，以儒家思想支持
当时政府的独裁人治。尽管这几篇文章成于《道德经》翻译之后，但也可以
辅助说明译者“义理阐释”的能力，和主张儒家君臣思想基础上的独裁人治
立场。
通过对以上几篇胡子霖文章的分析，胡作为一位善用“义理阐释”之法的
儒家学者和儒家信仰者背景显然与其《道德经》译本表征有关，但由于译本
中出现的话语抵制和协调，那就意味着变化、复杂的身份。在胡子霖翻译之
前，英译本数量已经多达 24 个，并且从“序言”中透露的信息可以知道译者
相当清楚 19 世纪传教士——汉学家在翻译《道德经》中所使用的繁复的训诂
方法：“国外学者已经通过这种方法（训诂）整理了这本书，例如那些断句
错误，字词改动，章句顺序错误的地方”22（Hu,1936b：Ⅱ）， 更熟知《道
德经》数量巨大的训诂研究——“无数学者曾研究过《老子》，有关老子及
其哲学的著述汗牛充栋。有注释、评论，还有研究文章，以及基于这些著述
衍生出来的著述。目前中国学者和欧洲学者都在研究老子”23（Hu,1936a：3）。
但从译本的“解读”来看，译者并不重视历代研究、翻译《道德经》的训
诂话语，并没有采用那些繁复的考证和引用，而是强调“义理阐释”——“无
论这本书如何简洁，一定有一条完整思想线索和哲学系统”24（Hu,193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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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也就是说那些繁复的考证和引用只是细枝末节，译者不再关注历代训
诂学家对道家的解读，也不再关注对道家概念和思想的阐释是否准确，因为
这些与译者翻译《道德经》的最终目的毫不相关，译者需要的是如何将道家
和儒家结合起来构建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智慧。因此，译者并没有纯粹地
翻译《道德经》文本，也没有引用以往的《道德经》繁复训诂话语，而是用
“义理阐释”的方法在副文本加入了大量的儒家话语。这说明译者并不主张
通过训诂来再现原初的道家思想，而是用义理阐释的方法引入儒家话语。译
者在译本中使用“义理阐释”的条件首先就是：《道德经》和儒家学说有很
多共同的“治国平天下”的话题和概念，这些都是根据当时“礼崩乐坏”的
政治现实提出来的；再次，就是《道德经》原文章句简要、晦涩、抽象，就
单个章句或章节来看阐释空间较大。
译者在“前言”和每章译文后附的“解读”中，通过儒道两家共同的话题
和概念——“无为”、“修身”、“名”、“君臣”和“道德”，系统地引
入了儒家话语来阐释这些话题和概念，排斥了道家“道法自然”的修身，主
张儒家“正己”的修身；排斥了道家名分（六亲或者君臣）之内的“守虚静”
的“知止守中”，主张根据名分，自我修养教育的“中庸”，遵循礼制。否
认了道家的“不尚贤”，主张儒家缓和社会矛盾的、策略性的“举贤”；否
认了道家的不仁义，主张儒家的“无为的、遵循礼的、遵循天道的伦理道德”。
但最重要的是，译者不再一味鼓吹君主独裁，而是更加倾向“无为的君臣共
治”。
译者在译本中的儒家主张，或者说儒家化的翻译，是因为译者认为儒道两
家同源于《周易》，并且儒家孔子曾问道于道家老子，在主观上译者认为儒
道本就是属于一个政治哲学体系，长于典故的儒家话语可以阐释《道德经》
的抽象智慧，另一方面道家著作《庄子》才是一本专门用典故阐释道家的典
籍，并且译者还专门撰写过<庄子天下篇自述其学说九句之解释>，但译者在
译本中极少引用《庄子》。译者在译本中一方面极力引入儒家话语来阐释道
家思想，一方面排斥道家主张，这一译本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以儒释道的治国
平天下的先秦政治智慧。这一译本也是自 1868 年《道德经》英译本出现以来，
第一个大量使用用儒家话语来阐释《道德经》的英译本。
译者在译本中，重义理阐释，轻训诂考据，用大量的儒家话语阐释道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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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种程度上的儒道融合），还有对道家某些主张的忽视和排斥，这就不是
道家学者或儒家学者某种单一身背景可以解释的，无论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说，
还是从作为广泛意义上的国学研究能力的角度来说（一般来说，应该同时使
用义理阐释和训诂考据两种方法）。这些对话语处理也就意味着一个定位于
具体历史语境的、复杂的身份——“传统的义理阐释学者”：主张将儒道融
合成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智慧，排斥用训诂考据来再现《道德经》，也不
再完全纯粹宣扬儒家的独裁人治学说。
3.2.3 从“小国寡民”到“国际主义”
在“前言”中的“研究《老子》的重要性”一节中，译者以《道德经》
第八十一章内容为主阐释了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使百姓甘其
食、美其服，安居乐业，以此来去智去欲，进而消除战争的根源，维护和平。”
和前文“以儒释道的无为而治”一样，译者仍然将阐释的重点放在政治主张
上。只是在这些政治主张基础上着重强调“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突出社
会成员（从统治者到百姓）温饱和健康对“消除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性，
以此来呼应当时世界大战前夕西方的“国际主义”和“乌托邦”思潮，从而
使《道德经》成为一个的解决世界危机的的政治学说典籍。
在译本中，译者将“关注社会成员温饱、健康”的主张都视为“个人康
健”问题。有关“个人康健”的话语散见于译本第第三章、第十三章、五十
四章。以“修身”为主题的第五十四章译者“解读”中有一句：“个人乃是
这一宏大组织的基石。因此，个人务须培养良好的品行和强健的体魄” 25
（Hu,1936c：85），译者的这一解读将个人“修身”所包含的由内至外、由
己身而至家国天下的层层关连网络呈现出来——个人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品
行是实现国家大治最基本的要素。但儒道两家之“修身”均无“强健体魄”
之意，但却与第三章 “强其骨”（strengthen their bones）的安民之道，以
及在第十三章中“爱惜身体”（loves and values his body）主张有着某种联
系：
第三章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Therefore the sage’s method of ruling the people is to empty thei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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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fill up their stomachs; to weaken their ambition, but to strengthen
their bones.
圣人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使民心满意足。措施如下：……（4）使
民勤于劳作，则身体健康【enjoy good health】，豁达人生，社会政治
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在这样的社会中，百姓勤劳、朴实、健康，强壮
【physically strong and healthy】。26（Hu,1936c: 6）
第十三章中的“阐释”将道家的“贵己”思想理解为：
爱惜自己身体，却又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天下百姓之福利，
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统治国家。同样的道理，只有为同胞的谋求福祉、
27

爱惜身体的人，才有资格管理国家。 （Hu,1936c:22）
结合第五十四章、第三章、第十三章的相关内容来看，译者将“修身”、
“贵己”、“强其骨”解读为与国家命运相关的“社会成员的康健问题”。
而从整个译文的相关章节来看，个人康健又与道家的“去智去欲”和“小国
寡民”是直接联系的，如果统治者能解决社会成员（包括自己）温饱和身体
健康问题，便可以“去智去欲” （第四十四、四十六章），如此便能实现“小
国寡民”的和平理想（第八十一章）。正如译者在“前言”所言“一群政治
家和科学家正在准备一场即将要到来的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许多国际
组织及其计划必将失败，因为战争的种子‘欲望’和‘不满’根植于人们内
心深处。如果不能钳制‘欲望’和‘不满’，和平无从谈起”28（1936a：8）。
译者认为只有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才能根除战争——“百姓安居乐
业，……就无需担心战争之苦，赋税军备之重，友善替代仇恨，邻国之间再
无嫌隙。此为真国际主义”29（同上: 7）。译者不仅将“个人康健”与国家
大治这一宏大的政治命题联系起来，将其视为国家实现稳定、繁荣、富强的
基石，还进一步认为只有关注社会民生和康健，才能实现国际主义，甚至在
一定程度上接近乌托邦（“Utopian” teachings）（同上：9）。
通过对以上“前言”各种话语、英文译文和译者“解读”的分析，这部
分道家思想被表征为一种解决世界危机的政治智慧：统治者应该关注社会成
员温饱和健康，使其安居乐业，以绝外忧内患，实现“小国寡民”的国际主
义和平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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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胡子霖：主张通过关注民生、康健来实现“小国寡民”
译者为什么要强调，作为社会基石的“个人健康”对家国这一宏大组织的
重要性呢？与此同时，是如何处理与之相关的“修身”、“贵己”、“强其
骨”的呢？译者将道家思想置于当时国际政治形势中来探讨其意义、以及与
西方的“国际主义”和“乌托邦”话语相联系，是否也意味着同时对其他西
方话语的排斥？从以上各种话语的处理中，我们就能看出译者中折射出的译
者身份。
如果我们将“康健”作为一个关键话语，我们就会发现胡子霖在其他文章
中十分热衷于这一话语：< 复兴中华民族与国民体格之锻炼>、<复兴体操>、
<复兴体操（续）>、<体育敎育之重要>。胡子霖（1936b：2）认为：“惟吾
人体格之衰弱，乃为最大之危机也。夫国家为人民之集合体，假如组成国家
之个体，素质坚强，则纵然此国家之组织破坏，吾人尚有重新组织之可能。”
这一观点与译本中“个人乃是这一宏大组织的基石。因此，个人务须培养良
好的品行和强健的体魄”的解读如出一辙。同时，胡子霖也是体育、康健救
国的践行者，身体力行，不仅常年操练中国传统武术，并据此创造出一套体
操，将其动作要领一一归纳，并以“复兴体操”为标题著有<复兴体操>发表
于 1936 年的《康健杂志》上。
为何胡子霖对当时国民康健问题如此关注呢？从大环境来看，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以来，国破民衰，中国人被西方列强称为“东亚病夫”，与此背
景相关的救亡图存思潮与实践，就有“医学救国”、“武术救国”、“体育
救国”，这三种思潮和实践的旨归都是主张强健国民体魄、以此来挽救国家
危亡。从以上胡子霖的文章和主张透露出他是一位主张康健救国的爱国者。
在译本中，译者试图将《道德经》阐释为一种东方政治智慧，并同西方
的国际主义和乌托邦话语联系起来，以此来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种危机，但道
家消极的“修身”、“贵己”思想并不符合译者“解决世界危机”初衷。译
者因此将“康健”话语巧妙地融入在“修身”、“贵己”、“强其骨”的话
题中，并进一步将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身体健康同国家长治久安、世界和平联
系起来。“修身” 不再是“道法自然，以百姓心为心”的内省行为，而是培
养个人品行和体魄，“强其骨”也不仅是为了满足强壮体魄的生理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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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去除欲望，更在于这在政治层面上可以保证社会（世界）秩序的安定。“贵
己”也不是以重视个体生命(贵己重生)的价值观为本，探讨如何使个人精神
快乐和生命永恒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统治者的身体健康关系
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在译本中译者没有了道家“修身养性”的主张，
也不完全只是个主张康健救国的爱国者了，其身份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成
了一个主张关注民生和康健来实现世界和平的东方文化救世论者。
同时译者也很有可能在有意识地排斥基督教对《道德经》英译的影响。这
种排斥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从“序言”中的介绍来看，译者对 19 世纪传
教士——汉学家的“基督化”译本是了解的。第二，译本出版、流通在一个
基督教的环境中，但译者并没有受此影响，例如译本出版印刷机构为基督教
会的成都华英书局——专门为四川地区传教印刷发行宗教出版物的机构，以
及当时译者的目标读者——胡子霖（Hu,1936d:129）在译文最后注明：“译
者很乐意和读者探讨老子和他的哲学思想，并解答其译文和‘解读’的相关
问题，译者常住地址：成都市陕西街 255 号。”30 一方面，当时陕西街为成
都市中华基督教改进会所在地，另一方面，成都地区大部分西方人士都为供
职于教会医院和教会大学，例如曾经接受胡子霖赠书的华西医科大学的基督
徒 G. Agnew（刘延龄）博士（康明君：2011）。尽管从社会活动环境、目标
读者，出版印刷机构都与基督教有关，但译者并没有像传教士那样一开始就
认为基督教和道家可能有着同一的来源，或者两者有相似相通之处。更重要
的是，译者并不认为两者有比较的必要，而更愿意将其阐释为一种可以治国
平天下、解决世界危机的政治智慧。
从译者对道家思想“修身”、“贵己”、“强其骨”对于当下世界危机语
境下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胡子霖是既不关注基督教和道家思想的关系，
也无心于考察道家的修身养性，而是一位东方文化救世论者——主张将道家
思想解读为一种可以缓和世界矛盾，实现小国寡民的政治智慧。
3.4 结论
胡子霖译本将道家表征为一种“主张君臣治国平天下，关注社会民生和
康健以此来解决世界各种危机，实现世界和平、小国寡民”的政治智慧。这
一表征总体与 Hardy 等学者对《道德经》英译史第二阶段译本阐释的总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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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种可以反思、批评、解救西方思想文化危机的东方智慧。”由此
可见，从“历史分期”来研究《道德经》英译史确有其合理之处。
在这一与儒家、道家、国际主义话语相关的道家表征背后，折射出了一
个历史的、复杂的译者身份——一位“传统的义理阐释学者”，在此基础上
也是一位“东方文化救世论者”，身份的历史性蕴于二战前的世界危机，也
蕴于译者这一向西方介绍《道德经》的行为，也体现在从一个儒家独裁的鼓
吹者到儒道融合阐释者的转变。
在胡子霖的著作和这一译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强烈的儒家政治信仰，
但这并不能完全体现译者融合儒道政治智慧的主张。也可以从译本表征中看
到胡子霖“康健救国的践行者”这一背景的影子，但仅仅从这一背景出发，
只能发现其译本中“救亡图存”的主张，就很难发现“民生”和“康健”与
世界和平的关联。如果我们试图从胡子霖教会交友情况及其基督教出版机构
背景为线索来考察其译本表征或者译者身份，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这个译
本与西方宗教完全无关。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从译本出发，根据具体的历史语
境来分析译者身份的原因。
见（杨学为，1992： 623），在这份名单中胡子霖的登记名字为“胡霈霳”。这一留学经
历在《道德经》英译本“序言”（Preface）中介绍较为详细（Hu Tse Ling, 1936c：I）。
2
1892 年，加拿大英美会赫斐秋（Virgil C. Hart）等传教士来到四川成都拓展传教事业。1905
年成立华英书局，其业务主要是印刷基督教材料。
3
道家的源头即指《易经》中的哲学思想。
4
原文为：“LAO TSU TEACHES THE RULERS HOW TO GOVERN THEIR COUNTRIES
AND HOW TO BRING PEACE TO THE WORLD。”
5
以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人物的儒家学说，虽然同道家思想一样深受《周易》
的影响，两者具有同源性和互济性，同时也有差异性。以“无为而治”为例，儒道两家旨归
都是实现“大治”，手段却截然相反。关于两者的异同，参见（黄有东，2007：48-50）。
6
原文为：
“‘May not the Emperor Shun be instanced as having governed efficiently by practicing
the doctrine of Wu-Wei?’What did he do? ‘He did nothing but gravely and reverently occupy his
royal seat.’” Shun (舜)为中国历史传说的人物，是五帝之一，为中华道德文明的重要奠基
人。孔孟将其视为儒家的伦理典范。
7
原文为：“In the family, there is a patriarch who is the head and the ruler of it. In order to be the
model for the rest of the family, he must first of all cultivate his person. This is to say that he must
be good morally and physically. …There is a good family. The neighbouring families will follow
the example and become good. Then the society, the state and the world will all become good and
orderly. The individuals form families. Many families form the society. The state consists of
societies and the world of sates. Thus the individual is the foundation of this magnificent fabric.
Therefore every individual must cultivate his person morally and physically。”由于译者的这段
英文阐释本身就是儒家“正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以本研究在翻译成
中文大量使用了儒家话语来翻译这段英文。
8
此句为《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9
原文为：“He[Yao] raised Shun to the throne to find measures to regulate the disorder. … He
simply entrusted them to his wise and able ministers. Emperor Shun ordered Yih to employ fire 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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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drive anway the birds and beasts; so that men could cultivate the soil in safty. Yu
separated the nine reivers and led them all to the sea. Agriculture was taught by Hue-Chi. He was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to teach the human relationship. Kao-Yao was appointed the minister of
law to protect the innocent and to punish the wicked。”尧、舜、禹都是中国历史传说中圣贤的
君主。后稷为传说中尧舜时代的农官，负责教民耕种；契为传说中舜禹时代的司徒，掌管教
育。
10
原文为：“From this we understand that the doctrine of Wu Wei is something like the system of
division of labour. There every member should do the share of duty allotted to him. Once it is
arranged, there will be no more interference. Thus the task will be efficiently performed. But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 doctrine of Wu-Wei can only be practiced by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and the ruler of the state, while the rest should obey orders and do their diligently. When the ruler
is practicing the doctrine of Wu Wei, the people will have ample chance to develop their
individuality and enjoy their peaceful and comfortable life without interference and disturbance.
…the sage ruler only does what is within his scope; such as the practice of the doctrine of Wu
Wei, the liking of calmness, the abstention from doing things and living without desire。”
11
关于这一观点，可参见（王杰，2006：37-41）。
12
“正名”这一概念首现于《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曰：
“必也正名乎！”
13
本研究中引文内部的“尾注”都为本研究者添加。此句出自《大学》。
14
原文为：“As our knowledge advances, the scope of our environment will be widened. In order
to classify and memorize what we know, we have to give different names to all sorts’ things. For
instance as civilization advances, the family system is developed. The family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a person have been ordained. …Thus Confucius says, ‘The goal of rulers should be benevolence;
of subject, respect; of sons, filial duty; of fathers; parental love, and of friends sincerity. This is
another illustr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golden mean.’”
15
此书由西汉刘向撰写，共二十卷，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其中以记述诸
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
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
16
原文为：
“In order to rule the country, a ruler and his counselors must be selected and appointed.
Their duty is to look after the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Shuo Yuan, 说苑, the qualification and
duty of the three ministers are as follows. They are imbued with the great Tao, and can comply
with the change without being exhausted. They can distinguish the nature and feeling of all things,
and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ways of Heaven. They know how to harmonize the Yin and the
Yang, correct the seasons and control the wind and rain. Thus their duty is always with the Tao。”
17
原文为：“Negatively, the sage does not exalt the able, … Positively he is to make the people
content. … The able, the rare and the desirable are relative terms. They have their corresponding
opposites. …Besides every man must have his strong point. The business of the ruler is to find it
out, and put the man in the most suitable position. Then the affair allotted to him will be done
correctly and efficiently. If the ruler exalts ‘the able’, the rest of the people will be classed as the
not able. It is but natural that this class of people will pretend to the ‘the abl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may employ some under-hand means to undermine the reputation of their rivals, in
order to seek for official or social positions. Thus the people will strive for everything。”
18
原文为：“Heaven and earth are very kind; for they produce all things without speaking,
possessing and so on. But their kindness is too great to be described and beyond comparison, to it
looks as if they are not kind. … In managing the state affairs, the sage follows the ways of heaven
and earth.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the sage to make plans for their ordinary daily life. What the
sage should do is to practise the doctrine of Wu-wei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ways of the Tao. He
only doe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himself. The emperor Shun is the great example. Confucius
has said, ‘May not the emperor Shun be instanced as governed efficiently by practicing the
doctrine of Wu-wei?’”
19
原文为：“Since the rulers do not practise the doctrine of Wu-Wei, the state cannot be managed
so will as under those who practise it. Then they may adopt new methods. They will love their
people and try to do good for them. They are benevolent and righteous. The people are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their rulers are benevolent and righteous. Hence the reign of the benevolent and
righteous rulers is in a grad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Tao….
Husband and wife, parent and children, elder brothers and youngerones are the six family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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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propriety, all of them have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to perform.…
The same is true concer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overeign and his subjects. The former
should be respectful to the latter, while the latter should be loyal to the former. They are doing
their duty. But if the loyalty of the subjects is specially manifested then it means that the sovereign
is not qualified to rule and the country is in great confusion。”
20
原文为：“The man imbued with the Tao has three treasures, compassion, thrift and humility.
These qualities serve to show the diminutive aspects of things. So that the Tao seems not to be
great. Chapter 5 says that heaven and earth are benevolent to all things and the sage is also
benevolent. Chapter 31 says that the highest object of a military compain is not to kill. When the
ruler is compassionate his subjects and soldiers will be loyal and obedient to him。”
21
《时论（南京）》这一月刊具有强烈官方色彩，这一时期刊登有关“宪政”、“民主”、
“独裁”的文章都是一边倒赞成独裁 ，胡子霖的这篇文章便是其中之一。
22
原文为：“It is ascertained by this method that the existent text has been touched by foreign
hands, such as the incorrect punctuations, altered words and passages inserted in wrong places。”
23
原文为：“Thousands of scholars have studies Lao Tsu and numerous volumes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him and his philosophy. There are annotations, comments and critical essays. There
are books written about the annotations, comments and critical essays. At the present time, many
Chinese as well as European scholars study Lao Tsu。”
24
原文为：“...there must have been a complete thread of thought and system of philosophy。”
25
原文为：“Thus the individual is the foundation of this magnificent fabric. Therefore every
individual must cultivate his own person morally and physically。”
26
原文为：“the sage should adopt effective measures to make the people content…4) Let the
people do manual work and be diligent. Thus they will enjoy good health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ir outlook on life will be bright and optimistic. Many social or political troubles will be
eliminated. Here we see a man who is diligent, simple-minded and physically strong and healthy。”
27
原文为：
“But he who values his body not for his own sak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welfare of the
world, is qualified to rule. The same is true that similarly he who purposely loves his body for the
sake of his fellow men is entitled to govern。”
28
原文为：“The greatest war yet to come is still in earness preparation by statesment, leaders and
scientists. … Many insitutions and scheme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peace of the world have
failed. They are bound to fail; for the seeds of war, the desire of gain and the feeling of
discontentment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When these are left unharnessed,
peace is impossible。”
29
原文为：
“They they will be content and satisfied with what they have possessed. … Theere will
be no fear of war and then heavy taxes will not be collected for armaments. As hatred is
recompensed by kindness, there will be no ill feeling towards one another. This is a real
internationalism。”
30
原文为：“The auther will be very pleased to discuss with the reader about Lao Tsu and his
philosophy or to answer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author’s translation and his explanations. His
permanent address is as follows: - … MR. Hu Tse Ling, Shensi Kai, No. 255, Chengtu,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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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初大告《道德经》英译本分析
4.1 初大告及其《道德经》英译本介绍
初大告（1898-1987），山东莱阳人，语音学家、翻译家，1918 五四运
动期间，为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领袖之一，1945 年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1934 年 赴 英 国 剑 桥 大 学 ， 师 从 英 国 文 学 批 评 家 Sir Arthur Thomas
Quiller-Couch1（1863-1944）、Ivor Armstrong Richards2（1893-1979）研习英
国文学和语音学，并与当时英国汉学界、佛学界人士有交往，例如，大英博
物馆汉学家 Lionel Giles3（1875-1958）、剑桥大学汉学家 Arthur C. Moule4
（ 1873-1957 ） ， 伦 敦佛 教 会 （ The Buddhist Society） 创 始 人 Christmas
Humphreys5（1901-1983），以及该佛教会季刊《中观》（The Middle Way）
的编辑 Alan Watts6（1915-1973）。也正是在剑桥期间（1934-1938）初大告
翻译或编译了《中华隽词》（Chinese Lyrics）、《道德经》（Tao Te Ching）、
《中国故事选》（Stories from China）三本译作。1938 年回国后至 1949 年，
初大告先后在河南大学、重庆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任英文教授， 1959 年任
北京外国语学院图书馆馆长。
初大告英译本由伦敦佛教会于 1937 年出版，并由前大英博物馆助理馆
长、东方图书与写本部部长 Lionel Giles 作序，译者本人亦有自序，译文最后
还附有主要出民国时期学者自陈柱《老子集训》7的 89 条简要尾注。Lionel Giles
（1982：9 - 10）在其“序言”中简要介绍了《道德经》原文的行文结构和
风格：散乱、朴实、晦涩和简洁，也称赞初大告的译本避免了大部分英译本
臃肿、过度阐释的问题。
初大告本人则在其“自序”中描述了《道德经》版本的大致情况：由于
文字变迁、简牍散落错乱，导致词义模糊，章句混乱，因此历史上各种版本、
注疏层出不穷。初认为清末民初以来的训诂成果中，陈柱之《老子集训》尤
为特出，一来为新近之作，集诸家之所长，且能自出机杼。因此，译者借助
《老子集训》的训诂成果来翻译。译者亦在序言中亦提到了伦敦佛教会赞助
人 Humphreys 夫妇和 Alan Watts 、以及剑桥大学汉学家 Arthur Moule 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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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翻译过程中给予的鼓励和帮助。
这两则序言不仅道明了民国训诂话语对译本的影响，还透露出英国汉学
界和伦敦佛教会两个团体可能对译本产生的影响，译者又是借助以上因素构
建出什么样的道家呢？
4.2 译本表征和译者身份
4.2.1 语言朴实、通俗易懂的、形式原初的道家思想
这一部分的文本分析根据副文本（自序和尾注）提供的信息，结合正文
翻译分析其表征。从译者“自序”和“尾注”中涉及到的内容来看，训诂学
话语在其译本中占据了相当的分量，而陈柱集大成之作《老子集训》则为译
者翻译过程中最为倚重的参考资料，以下“自序”内容可以见一斑：
不久以前，当代学者陈柱将这些材料集中起来，编著成书，于 1930 年
在上海出版，这一著作集当代、古代学者成果于一身，其中就有王弼、
傅奕8、王念孙9、马叙伦、罗振玉、胡适10等等，其中也不乏陈柱个人的
真知灼见。这一著作试图恢复《道德经》的原初面貌【restore the original
text】。因为这一版本将以前版本中错误之处均一一更正，并且在译文
的其他几个地方，通过调整章节段落，全文显得更为连贯，长期以来这
些章节段落被误读、错置。本译本主要是基于陈柱先生的解读……。我
相信这个新版本更加着力于《道德经》文本，与其他我所知的版本相比，
其内容更加连贯、清晰易懂。11（1982a：13）
由此可知，译者试图借助陈柱《老子集训》中调整、恢复错置章句段落
的训诂成果，通过翻译重现原初（original）的《道德经》。这一企图也主要
体现在尾注内容中。由于这种章句段落相互调整往往涉及到两个章节，本文
将被调整（移换或删除）的章句截取出来，再分析被调整章句和两个相关章
节的关联。
第二章和第五十一章
（万物作焉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
It acts without depending upon them, and raises without lording it over them.
（功成而弗居。）When merits are accomplished it does not lay claim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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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唯弗居，是以不去。）Because it does not lay claim to them, therefore it
does not lose them.（原文为本研究者所加，译本中没有原文，只有译文。
1982b:77）
以上章句在两章的尾注说明非常简单，皆意为“以上章句属于第五十一
章，”未罗列诸家之说，也未分析这些章句与这两章的关联。实际上在其他
有关章句调整的尾注中，也都是如此，再无涉及更多训诂话语的具体细节。
根据传世本所载，以上章句接在第二章的“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
教”之后。第二章内容意在强调“圣人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而以上标示
出来的章句则是在描述“them”（万物）与“it”（道）之间的关系。译者在
第二章和第五十一章的尾注采用了《老子集训》中所列的马叙伦的调整，将
这些章句移至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
尊道而贵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之后，而此
处正是在描述“道”、“德”、“万物”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一被调整的章
句与五十一章的主题和语境连贯。

第四章和第五十六章
（挫其锐，）Blunt all that is sharp;
（解其纷，）Cut all that is divisible;
（和其光，）Blur all that is brilliant;
（同其尘，）Mix with all that is humble as dust;
（所谓玄同。）This is called absolute equality。（1982b：83）
在译文第四章的尾注中解释为：“这一章的中间部分（其他章节亦有此
段）属于第五十六章”（1982b：116）。在传世本中，第四章和第五十六章
都有“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所谓玄同。”一句。根据陈柱（1947：
57）所言，解释为：“锐小者挫之，则无所特高，麤大者解之，则无所特大，
和其光，则无所特显，同其尘，则无所特贱，是所谓玄同也。”这是一种对
理想人格形态的具体描述——玄妙齐同12。在第四章中这一句处于“道冲，而
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
或存。”正如陈柱（1947：5）所说“此章专形道体，挫锐四句，常从马叙伦
说，定为五十六章错简，解见彼章。”译者正是根据这一理由将以上标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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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章句从第四章中删去。反观第五十六章，以上标示的章句所含“玄妙齐
同”（absolute equality）正和其下文有着紧密的因果联系，下文为“Therefore
it cannot be made intimate; nor can it be alienated. It cannot be benefited; Nor can
it be harmed…”（“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
害……，”即“不分亲疏、不分利害之意”）。也因此将以上标示出的章句
保留在第五十六章中。
除此之外，第十七章和第三十七章，第十七章和二十三章也有诸如此类
的章句调整。可见译者其实是利用这些尾注在形式上呈现出译文章句调整由
当时集大成的训诂成果支撑，进而在形式上表征出一种权威、原初的道家文
本和思想。
初大告在尾注中还引用了《老子集训》中对疑难字词的训诂话语，但是
引用的内容并不完备，尾注中也没有为相关汉字标示相对应的英文，在译本
没有提供原文的情况下，这些尾注无法与翻译正文紧密联系起来，更无法给
予正文翻译清晰、有力的支撑，因此正文与尾注之间不免有自说自话之嫌。
例如第二十章尾注：“海 read 晦”（1982b：119）既无交代出处，也无交代
如此训诂的缘由，更无说明与译文“I am negligent as if being obscure”(“澹
兮其若海”,译本中并无此原文）的关联在何处？诸如此类的简化引用还见
于：第十六章，“王 read 周”，“天 read 大”（同上：118），第十七章“下
read 不”（同上），第五十三章“也 read 施”（同上：124），第七十六章
“兵 read 折”（同上：126）。如果没有同时提供《道德经》原文，陈柱的
《老子集训》，这些注解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说有些地方是为引
用而引用。引用这些训诂话语在译本表征中的唯一作用就在于在形式结构上
尾注中的训诂话语支撑了正文翻译，因此也就只能在形式结构上形成一种原
初权威的表征。13
另一方面，译者对陈柱《老子集训》中作者本人的重要训诂成果却没有给
予重视，译者只是根据其训诂结果翻译成英文，而并没有在尾注中具体引证
或说明。其中一例便是陈柱将第四十一章中的“大器晚成”中的“晚”训为
“免”，

14

译者只是直接据此翻译出来： “The largest vessel is never

complete。”而陈柱的考据过程较为复杂：
晚者，免之借。免成，犹无成，与上文之无隅，下文之希声无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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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晚借为免，义通于无，犹莫本朝暮本字，而训为无也。“莫”
为古“暮”字，引申假借为“无”义。晚亦犹暮也，故亦得引申假借为
“无”义。 （1947: 45）
“The largest vessel is never complete”和前后两句“The Greatest square
has no angles”(大方无隅)、“The loudest sound can scarcely be heard”（大音
声稀），如果根据传世本中的“大器晚成”译为“big vessel takes longer time
to complete”，就不如“never complete”与上下两句译文形成更为统一的
“正言若反”语言风格。这一不加说明、注释，直接根据陈柱训诂成果翻译，
又说明了一个问题，译者力求译文清晰、富有逻辑，不需要引用这些复杂、
艰深的训诂过程，尤其是考虑到还要用英文将以上训诂过程表达出来，如此
一来无疑为译文增加累赘。
保留简要的，略去复杂的训诂话语，更是说明译者既要保证在形式体例上
训诂话语的使用，又要保证译文简洁、流畅、清晰，所以必须省去繁复的训
诂过程。另一方面，省去繁复的训诂与译者朴实的语言和句构风格是一致的，
正如 Lionel Giles 在初大告译本序言中说道的赞誉之词：“这一译本……正如
译本中的“大道”（the Great Way），朴素、流畅……”（1982：10）。
对于初大告译本语言风格的分析，汉学家 Giles 和陈荣捷在后来的书评
中也有论述。在 Giles 的后来书评中，较其序言，赞誉之词有所收敛，更多
表达了他对这一译本的批评：“他的英语朴实、直接、有时或许过于沉闷：
——‘While the royal palaces are very well kept, the fields are left weedy and
the granaries empty。’此处，两个句子之间的关系应当衔接更为紧密：‘Where
the palaces are very splendid, there the fields will be very waste and the granaries
very empty’”15（1939：434）。陈荣捷在对比吴经熊和初大告两个译本语言
风格时，认为两个译本“流畅、清晰”， 但认为吴译本“除了清晰之外，富
于趣味，语言引人入胜”16 (1941:296)。根据以上两位汉学家的评价，可知
初大告译本呈现出“朴实、清晰、流畅，直接、沉闷”的风格。
综合以上译者使用训诂话语的方式，和借助相关评论对译本语言风格的
分析可知译者将道家表征为一种在形式上权威、原初，在语言风格上朴实、
直接的先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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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初大告：形式上采用训诂话语的译者
初大告为什么要引用《老子集训》中的训诂话语，将译文表征为形式上
原初权威的道家思想？他对训诂话语的使用与以往翻译中的使用有何不同，
其结果如何？
使用训诂的方法来恢复原初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这是西方汉学家、清
代乾嘉学派、清末民初国学家在阐释先秦哲学典籍时共同接受、认同的学术
方法。具体到初大告及其译本，从“序言”和“自序”中就能看出权力机构
以及一些著名学者对译者的影响：为其出版译本的伦敦佛教会、为其背书的
Lionel Giles 及其大英博物馆东方写本部、剑桥大学汉学系的 Moule 教授，他
们在汉学界有着相当的声望和地位。伦敦佛教会的主要宗旨虽然只是“出版、
宣传佛学思想，促进佛学研究和修行”的社会团体，但仍然和当时伦敦的学
术机构（例如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SOAS）有着紧密的来往，其季刊《中观》
也有较高的国际声望，至今仍然活跃在汉学界。因此，译者采用汉学界所普
遍采用的训诂考据的形式和成果，也极有可能受到伦敦佛教会的直接影响。
Lionel Giles 序言“Forward”之后附有撰写者的职位“Formerly Keeper of the
Oriental Manuscripts at the British Museum”（前大英博物馆东方写本部部
长），可见还附带上了大英博物馆东方写本部的声誉，意味着 Giles （1982:10）
在学术上的认可：
在以往的大部分译者中，或许不乏睿智的译者，但却常常离题万里。
一些译本试图超越中文的简洁，但都无功而返，另一些译本则越俎代庖，
充当了注释者的角色，显得臃肿而又散乱。这个译本则避免了以上问题。
17

译者在恢复章节顺序的过程中，译者撰写的尾注过于简略，未能说明某
个章句与相关的两个章节如何相关或如何不相关，也没有说明这些章句错乱
是如何造成的，可见译者利用这些尾注，只是为了在形式上呈现出“学术”
和“权威”的面貌。译者在尾注中对某些字词的解读，例如文言文中的“通
假”现象也没有具体的英文说明，如果没有同时提供《道德经》原文和陈柱
的《老子集训》，这些注解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说有些地方是为
引用而引用。同样，简略地引用这些训诂话语只能在形式结构上形成一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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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权威的表征。更为明显的就是省略一些篇幅较长，内容复杂的重要训诂内
容，直接采用训诂结果，更是说明译者既要保证译文准确，又要保证译文简
洁、流畅，所以必须省去繁复的训诂过程。初大告是一位主张使用训诂学成
果和形式，但又不应过分堆砌注释材料的译者。
同时，这一译本的流通影响和引用情况也能作为这一身份形成的旁证。
由于这一译本与汉学界紧密联系——大英博物馆 Giles 的背书和佛教会的传
播渠道，促进了这一译本将长期在西方汉学界的流通。根据 1982 年版本的英
译本记录，这一译本至少出版了 9 次之多（1937、1939、1945、1948、1959、
1970、1972、1976、1982）。在 9 次出版中总共有 6 次(见下表)相关“东方
学”期刊都会将其列入“Books Received for Review”（待评新书）一栏，即
通知这些新书需要评论。

表 1 初大告《道德经》英译本“待评”表
出版年代及出版社
“待评新书”出处
Buddhist Lodge,1937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2, No. 1
(Feb., 1938), pp. 177-210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9, No. 2 (1938)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 No. 4 (Sep.,
1943), pp. 367-397
George Alan &
Philosophy, Vol. 34, No. 131 (Oct., 1959), pp. 373-376
Unwin Ltd. 1959
George Alan and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win Ltd., 1972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36,No. 1 (1973), pp. 216-219
Alien & Unwin, 1976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27, No. 108 (Jul.,
1977), pp. 286-288
从上表格可以得知，这一译本刚刚出版后的 1938 年到 1943 年，三种重
要的西方“东方学”期刊，都登载了书评通知。随后，就有了 Giles（1939）
和陈荣捷（1941）的书评，以及 Filmer S. C. Northrop18 1939 年的<东方直觉哲
学 同 西方科学哲学的互补 >（“The Complementary Emphases of Eastern
Intuitive and Western Scientific Philosophy”）一文中就引用了初大告的译文的
第一个章节19。1944 年，Clarence H. Hamilton20为 Herrymon Mourer 的《老子》
（The Old Fellow）写的书评中，也同时提到了这一英译本。21 通过这一引用、
介绍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在译本发行之初，1930、1940 年代总共四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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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引用、关注，之后基本陷于沉寂。这一“虎头蛇尾”的现象说明了其
译本只是在形式上、体例上运用的训诂话语、内容并不完备、深入，难以为
汉学界提供更多空间来探讨。由此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初大告在客观
上也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使用繁复的训诂考据来向西方介绍道家的学者，
只是采用训诂形式和成果的译者。
4.2.4 初大告：《道德经》通俗译本的传播者
根据初在序言中所说，“特别要感谢 Christmas Humphreys 夫妇，在他
们的鼓励之下，才有了这个译本。同时也要感谢 A. C. Moule 教授以及 Alan
Watts 先生，热心地阅览了初稿，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22 （1982a:14）。
Humphreys 是佛教会的创始人，Watts 则是当时佛教会季刊《中观》
（The Middle
Way）的编辑，两位都是佛教会的重要成员，也可以被视为初大告翻译的赞
助人。
如果我们借助当时佛教会出版物的风格，就能看出当时赞助人和译者所
期待和需要的译本风格。首先，伦敦佛教会创立的宗旨是“出版、宣传佛学
思想，促进佛学研究和修行。”23 其出版机构名为 The Buddhist Lodge，根据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记录这一机构在 1928 至 1939 年间出版了 8 本书籍，24 除
初大告的英译《道德经》以外，皆为有关佛学或者大乘佛教的书籍。这些书
籍篇幅短小，旨在简要介绍佛学思想、术语和发展历史。其中有 A.C. March
1937 年编写的 Brief glossary of Buddhist terms（《佛学术语简要汇编》），后
来 Humphreys（1997）据此将其扩编为《佛学词典》（A Popular Dictionary of
Buddhism），在“自序”中强调这是“一个通俗读本，而不是学术著作，在
编纂中无时不刻心中想着目标读者” 25。 由此可知，佛教会的整个出版物风
格都是篇幅短小，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
更重要的是，应该把初大告译本的产生放入英国汉学界《道德经》英译
史中来考察，自 1868 年以来，19 世纪的《道德经》英译本绝大多数出资英
国汉学家之手，其中不乏优秀的译本流通于英国，应该说佛教会完全可以利
用这些译本。但佛教会将道家思想视为一种与佛家禅宗有关的东方信仰来传
播，含有基督话语的传教士——汉学家译本并不合适，同时他们的译本大部
分引用了繁复的训诂话语，使用高雅或艰涩的语言，并不利于佛教会迅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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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普及“东方文化”这一要求。
应该说，佛教会和译者并不需要传教士的英译本，Watts 和 Humphreys
两位禅宗作家在后来著作中均不同程度引用初大告的译文，从引文的目的文
或引文的取舍可以反观出赞助人和译者当时共同的翻译态度——排斥传教士
汉学家的英译本。1950 年代末，这简洁、清晰、流畅风格的《道德经》译本
（大部分都是以编译或改写的小册子形式）随着禅宗在美国 Beat Generation
中流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6 Christmas Humphreys 在其 1960 年出版的《禅
宗西行》（Zen Comes West）中向信徒们推荐初大告的译本27，并且引用过其
中几段译文， 22 章的“Be humble, and you will remain entire（1960/1977：
62，191，196，204）”(不见，自明)。25 章的“There is a thing inherent and natural,
/ Which existed before heaven and earth… / I do not know it name. / If I am
forced to give it a name, / I call it Tao, and I name it as supreme（同上：
52-53）。”35 章的“[But Tao when uttered in words is so pure and void of
flavour] / When one looks at it, one cannot see it; / When one listens to it, one
cannot hear it. / However, when one uses it, it is inexhaustible（同上：196）。”
作者在此书中通过引用译文来向信徒推荐译本、宣传与道家紧密相关的禅宗
思想，其目的和 1937 年译者翻译、出版之时基本相同——普及中国文化典籍。
Alan Watts1975 年出版的《道：水之路》（Tao: The Watercourse Way）
也是译本与道家紧密相关的禅宗著作。 Watts 尽管在“参考书目”中尽数
James Legge、Arthur Waley、Duyvendak, J. J. L.、Lin Yutang 等著名学者的《道
德经》英译本，然而在书中《道德经》英译段落、章句除了作者自译以外，
其他译文全部来自初大告和冯家福。28其中缘由也不难明白，除了可能存在的
译文版权使用原因，也有译文风格的原因。以 Legge 译本为例，译文中带有
不少文学色彩的元素，不仅采用了诗歌的句构（见 Legge 译本 45 章），而且
还出现了 ne’er（即 never）和 thou（you）、thy（your）这些诗歌语言风格，
更不用说以上大部分译本中繁复的训诂话语。而初大告的译本不仅句构简练
（基本上都为简单句），措辞多为日常用语，鲜有文学词汇。Watts 在其著
作中一共引用了初大告 5 个段落或章句， 分别为 81 章、68 章、57 章、45
章、68 章（1975: 79，82，86，108，109）。以引用的 68 章为例，The best
soldier is not soldierly; / The best fighter is not ferocious; / The best conqu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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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t not take part in war; / The best employer of men keeps himself below them.
Watts 和 Humphreys 舍弃汉学家的英译，采用初大告的译文来宣传普及
禅宗，同样和 1937 年作为赞助人支持译者翻译《道德经》普及道家思想一样，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准确原初、语言朴实、没有繁复训诂话语的通俗英译本。
由此可以看出，初大告是一个“传统典籍普及、传播者”：主张使用朴实语
言，采用训诂形式和成果，但排斥繁复训诂过程，来构建通俗易懂的道家思
想。
4.3 结语
如果回应本研究之初的那个假设：1936 年–1950 年间的译本将道家思想
表征为 “一种可以帮助西方反思、批评或解救西方文化危机的东方智慧”，
与初大告译本中“语言上朴实、形式上原初权威的道家思想”这一译本表征
并无多大关系，这只是一个形式上使用训诂话语，语言通俗易懂的译本，首
要目标是普及道家的基本思想，还没有复杂到定位中西文化间的关系。
训诂话语的繁复材料和印证方法和“简洁、朴实”的通俗风格是矛盾的。
译者需要使用训诂话语，表征出一种原初、权威的道家知识来获得汉学界的
认可，同时又需要构建出一种“简洁、朴实”的通俗风格，来普及内容深奥
的《道德经》。在此情况之下，译者在翻译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就比单
纯使用某种话语更为复杂，他需要在两者之间反复平衡，既不能互相抵触，
最好还能相得益彰，因此译者使用训诂话语只是停留在形式层面，以及直接
使用训诂成果（章句调整和字词勘误），如此便可以同“简洁、朴实”的通
俗风格统一起来。而初只是在剑桥大学编译中国典籍期间，才使用这一翻译
策略来传播、普及中国文化。由此：初大告在翻译中将两种风格融会贯通，
构建出一个历史的、复杂身份——“传统典籍普及、传播者”。
1

Sir Arthur Thomas Quiller-Couch，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剑桥大
学，编有 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 1250–1900（《牛津英国诗选》）。Quiller-Couch 曾
为初大告 1937 年编译的 Chinese Lyrics《中华隽词》作序。
2
Ivor Armstrong Richards，又译为瑞恰慈，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修辞学家，曾先后任教于
剑桥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也曾数度游历中国，被视为新批评（New Criticism）之父。
3
Lionel Giles（翟林奈，1875-1958）英国翻译家，汉学家，Herbert Allen Giles（翟理斯，
1845-1935）之子，父子都曾翻译过《道德经》。翟林奈曾担任过大英博物馆助理馆长、东
方图书与写本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部长。
4
Arthur C. Moule（慕阿德，1873-1957），在华传教士，后从事中西交流史研究成为剑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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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汉学教授，其著述中最具影响的是 1938 年与 Paul Pelliot（伯希和，1878-1945）一起校
注出版的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马可波罗行纪》）。
5
Travers Christmas Humphreys（1901-1983），英国律师、法官。1924 年，Humphreys 在英
国伦敦建立佛教会（The Buddhist Society），他是英国最早皈依并推广佛教的人士，曾经编
着数本大乘佛教书籍。
6
Alan Wilson Watts，英国籍美国哲学家、作家、演说家，成名于向西方解读、普及东方哲
学，1936-1938 年期间任佛教会期刊 The Middle Way《中观》的编辑。1938 年，Watts 移居
美国纽约，修习禅宗，为美国 1960、1970 年代 Beat Generation 的代表人物之一。Watts 同时
也是冯家福和 Jane English 英译《道德经》封底推荐的撰写者。
7
陈柱的《老子集训》于 1926 年首次出版后，曾多次再版，或冠以《老子》出版，本研究
所用版本就是 1928 年初版、1947 年第四版的《老子》。《老子》同大部分的《道德经》训
诂著作类似，既有属于自己的训诂成果，也有整理罗列前人学说。
8
傅奕（555-639），唐初学者，编著有傅奕本《老子》。
9
王念孙（1744－1832），江苏高邮人，清代音韵学家，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
10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著有《中国
哲学史大纲》，其中对老子其人、其书的考证颇有见地，其研究方法开近代学术研究风气之
先。
11
原文为：
“This material has recently been collect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a contemporary scholar,
Mr Ch’ên Chu, into one book (published 1930, Shanghai), which accumulates all the reliable
researches and comments of former and present-day scholars, such as Wang Pi, Fu Yi, Pi Yüan,
Wang Nien-Sun, Ma Hsü-lun, Lo Chênyu, Hu Shih, etc., in addition to his own erudition. It is an
attempt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text. For in this edition the corruptions of former texts have been
recorrected, and in a few cases the passages of one chapter transferred to another to make them
coherent, on the grounds that they had been misread or become disarranged, as described above.
The present translation is based mainly on Mr Ch’ên reading …. I believe that this new edition
throws more light on the Tao Tê Ching, and renders it contents more consistent and intelligible
than any I know。”
12
本研究这一说法来自陈鼓应（2006:279）“理想的人格形态是‘挫锐’‘解纷’‘和光’
‘同尘’、而到达‘玄同’的最高境界。‘玄同’的境界是消除个人的固蔽，化除一切的封
闭隔阂，超越世俗偏狭的人伦关系之局限，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的心境去待一切人物。”
13
就训诂话语使用的广度和深度（词源考据）而言，初大告远远逊色于吴经熊的译本，吴的
译本不仅囊括了各种训诂类型，引证丰富、详实，而且对某些关键概念的考订已经利用到了
当时最新的考古成果（甲骨文和金文研究）。
14
陈柱对“大器免成”的这个考订颇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1972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
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此句正作“大器免成”。由于在初英译本中，未见有关“大器免
成”的注释说明，以致后来 Giles（1939）和陈荣捷（1941）两篇书评中，尽管都有探讨某
些字词的译法，但是都没有提及译者将“晚成”翻译为“never complete”一事。
15
原 文 为 ： “ His English is plain and straightforward, sometimes perhaps a little too
pedestrian…While the royal palaces are very well kept, the fields arc left weedy and the granaries
empty." He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clauses should be brought out more strongly:"
Where the palaces are very splendid, there the fields will be very waste and the granaries very
empty。”
16
原文为：
“In addition to clearness Dr. Wu's rendering is full of interest. The style is charming。”
17
原文为：
“Of most previous translators it may be said that ‘despite their sagacity they have gone
far astray.’ Some have tried in vain to emulate the conciseness of the Chinese, others have usurped
the functions of the commentator, and become flabby and diffuse. The present translation avoids
these mistakes. Like the Great Way itself, it is plain and smooth, and does not diverge into
by-paths。”
18
即林语堂译本“前言”中，提出“非区分美学连续体”
（the undifferentiated esthetic continuum）
的美国哲学家。
19
参见（Northrop ，1946：204）。
20
Clarence H. Hamilton (1908-1987)，佛教学家，美国东方学会会员，
21
Hamilton (1944：282)：
“For Quotation he has utilized a translation by Mr. John C. H. Wu; and
has himself translated or made changes of wording here and there to better bring out meaning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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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sees them. One Wonders somewhat why no mention is made of the Ch’u Ta-kao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corrected text by Ch’en Chu in the light of major commentaries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22
原 文 为 ： “ My special thanks are due to Mr and Mrs Christmas Humphreys, whose
encouragement alone has effectuated my translation, and also to Prof. A. C. Moule and Mr Alan W.
Watts, who have kindly gone through the MS. And made many valuable suggestions。”
23
原文为“to publish and make known the principles of Buddhism and to encourage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hose
principles ， ” 见 佛 教 会 的 官 方 主 页
http://www.thebuddhistsociety.org/about-us/general/
24
在“出版者”（in Published/Produced）一栏中输入“The Buddhist Lodge”搜索出 8 本出
版物。
25
原文为：“As the work is not scholarly but ‘popular’, I have had to create and hold in mind the
type of reader for whom the work is intended。”
26
而吴经熊的《道德经》英译本也在这一时期的 1961 年出版了，巧合的是，曾经这一充满
长篇、复杂的训诂话语和基督教话语的译本，所有脚注全部被删去，也成了一本内容简洁译
本。
27
详见（Humphreys，1960/1977：52）。
28
Watts 在该书的版权页中有如下注明：“十分感谢相关出版社允许再次印刷已经出版过的
材料：……佛教会出版社授权伦敦 George Alan & Unwin Ltd 出版社：初大告（1939）Tao Te
Ching 部分章节（略有修改）。……Alfred A. Knopf, Inc.: 冯家福 & Jane English （1972） Tao
Te Ching 部分章节（略有修改）。”

52

第五章 欧阳心农《道德经》英译本分析
5.1 欧阳心农及其《道德经》英译本介绍
欧阳心农（Au-Young Sum Nung，1892-1942？），生于广东，诗人。1918
年毕业于美国 The George Washington 大学，攻读政治学课程（Political
Science），获文学学士学位，后于 1919 - 1920 年期间先后进入美国 Columbia
大学、Brown 大学学习。1 欧阳心农《道德经》英译本中的自我介绍，回国后
先后短期任教于北平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随后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
部。1925 年，欧阳心农作为 12 位中国代表2之一参加在夏威夷举办的太平洋
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随后移居美国纽约，1928 年创办
中国哲学院（The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以演讲、写作形式传播中
国传统文化。1934 加入美国现代舞蹈先驱者 Ruth St. Denis3（1879-1968）创
办的“灵性艺术社”（Society of Spiritual Arts）4。欧阳心农著有诗集《滚
珠》（The Rolling Pearl）(1930)、《天缘》 (The Marriage of the Sun and the
Moon)（1938）、《莲心》(The Soul of The Lotus)，译作有<老子《道德经》
——道家圣经> (Lao Tze’s Tao Teh King – The Bible of Taoism)(1938)。
欧阳心农《道德经》英译本内容也由翻译正文和副文本构成。副文本篇
幅不长，但信息丰富，包括：“译者简介”（其中提及了近 20 位当时欧美著
名学者对其诗歌创作的赞誉）、“扉页致辞”、译者“自序”，以及译者根
据《道德经》原文 81 章内容编写成的标题、目录。由于 1925 年之后欧阳心
农长年生活在美国，以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为业，结交人士多为西方学者，其
人、其译本在中国影响力有限，其译、著流通数量少，仅存于少数西方图书
馆，因此鲜有学者研究其译本，只有汉学家陈荣捷在其书评中有所提及。本
研究所能掌握有关欧阳心农的资料也十分有限，计有：
《The Gorge Washington
大学 1917-1918 年记事》，其中记录了欧阳心农所读 “政治学”的课程设置
和培养目标；《太平洋国际学会：火奴鲁鲁会议》（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
Honolulu Session）(1925/1969)，其中包含了这次会议的宗旨、各项议题、会
员名单、演讲资料等，其中就有欧阳心农的演讲稿<中国的工业化>（The
Industralization of China）；几篇欧阳当时在美国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有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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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活动的报道或记载；以及《神圣的舞蹈家——Ruth St. Denis》（Divine
Dancer A Biography of Ruth St. Denis）（1981）中关于欧阳心农活动的记载。
除此之外，译本副文本亦提供了一些译者翻译《道德经》的历史背景。
5.2 国际理想主义话语和译本表征
这一部分将考察副文本中涉及了哪些话语（概念和思想），以及译者是如
何使用这些话语来构建道家知识的。一般说来，副文本中的话语或来自西方
文化，或来自另一个领域或学科，总之明显不属于《道德经》原文的内容。
欧阳心农译本中的几种西方话语纷繁杂乱，要确定哪一个话语或者概念在众
多话语中起提纲挈领之效，主导着译本表征，就需要先将这些话语逐一分析，
深究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内涵外延、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5.2.1 “国际理想主义”的“宗教”和“道德”话语
我们可以在欧阳心农译本副文本中发现几种不属于《道德经》的话语。
“扉页致辞”中有一个指涉明确的概念“International Idealism”5（国际理想
主义）；“自序”和“目录”中大量的道德话语（Goodness，“善”、
humanitarians，“人道主义者”、benevolence，“仁慈”、 humility“谦逊”、
compassionately，“同情”等）6；少量明显的基督教概念：译本书名全称为
LAO TZE’S TAO THE KING: The Bible of Taoism（《老子道德经：道家的圣
经》） ， 以及在“自序”和“目录”中分别出现的“Divine”(神的)和
“Godhood”（神性）（1938a：6）。由此可以看出，副文本既有明显的宗
教话语，也有道德话语，还有政治话语，这些不同话语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密
切的关系呢？如果有，哪一个概念或者话语才是核心呢？分析如下：
在译本“扉页”的译者众多身份介绍中，其中一个为：“Sometime
member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即“前中国外交部人
员 ” ，以 及 “ 译 者 介绍 ” 中 “In 1925 he represented his country at the
Pan-Pacific Union and also at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即“1925 年泛
太平洋联合会以及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代表，”这两个组织皆为国际民间
外交团体。而扉页第二页致辞则为“To PEACE and all lovers of International
Idealism”（献给和平、以及“国际理想主义”的信仰者们），根据其“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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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译本产生于 1928 年，出版于 1938 年，正是世界大战爆发之时。综合“译
者前外交身份”、“译本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和平”一词，可以确定
“国际理想主义”为政治外交话语。美国第 28 任总统（1913-1921 在任）
Woodrow Wilson7（1856-1924）在一战后期间及之后曾在世界大力推行这一
政治理念，因其强烈的个人色彩，及其杰出的学术、政治地位，“国际理想
主义”也被称为“威尔逊理想主义”（Wilsonian Idealism）。而前面所提到
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正是“威尔逊理想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根据《国
际关系：关键词》（International Relation：The Key Concepts）对“Idealism”
（理想主义）的阐释和梳理：
理想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30 年代末这一时期成为国际关系研
究领域成为了一个极为有统治地位的概念。在某些语境下，也被称为
乌托邦帮主义【utopianism】，理想主义实际上是自由国际主义的一个
变种。著名的自由理想主义者有……Woodrow Wilson。
理想主义者……，将道德准则置于现实考虑之上，对现实世界过于幼
稚，追寻一个完美世界。8 （2004:148）
Wilson 的“国际理想主义”内容庞杂、理论来源繁多9，但其最显著的
特征就是带有强烈的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教义（Presbyterianism）色彩，尤以宗
教契约信仰和道德诉求最为突出10。这一教派坚信“上帝确立的两份契约：恩
典契约和自然契约。恩典契约：上帝赦免子民，以此来换取子民对神旨（divine
laws）的服从；自然契约则是宪法的一种形式。上帝以道德律（moral laws）
主宰统治世间事务，而政府则根据道德律或自然律负责组织管理社会” 11
（Mulder，1991：226）。“这一契约信仰提供了一套教义，……呼吁基督教
徒积极投身于世间的道德事业（同上）”12。“Wilson 也继承了典型的清教
徒信奉的伦理，这就是成功的信念、献身道德事业、并以亲力亲为的态度让
道德准则成为邪恶世界的规范”13（同上：227）。如果从长老会教义的角度
来总结 Wilson 的“国际理想主义”就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组织在社会和世界中的道德角色和责任，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应
该带着一颗“契约信仰”（faith in covenant）匡扶正义、消灭邪恶，构建一
个充满秩序、和平的世界。由此看来，“国际理想主义”才是副文本中众多
话语中起提纲挈领的重要概念，可以将零散的宗教、道德话语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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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充满“宗教信仰”和“道德诉求”的道家思想
那么，“国际理想主义”的“宗教信仰”、“道德诉求”和译本中的道
家思想关系到底如何呢？首先，在“自序”中译者认为“道家强调……一种
在神旨(divine law)统治下的真实和真诚体验”14（Au-Young ，1938a：2）；
同时，也把“道”称之为“神道”（divine Tao）(同上：3)，并为第五章、
第六章分别冠以“神的呼吸”（Divine Breath）和“神的力量”（Divine
Power）两个标题。“道家哲学不仅仅一种信条（doctrine），还是一种精神
力量（spiritual force），古往今来，在中国经久不息” 15（同上：7）。由此，
“道”成了一种富有信仰、感染力的思想。同时，译者在“自序”中罗列了
道家的“道德”主张：“他主张无私，而不是肤浅的仁慈和利他主义；主张
耐心、而不是放弃”16（同上：3）。 “老子的教义为老弱病残带来宽慰；为
失望悲伤的人们带来希望，老子的教义有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源源不断的精
神力量，如同焦枯的草叶上的露珠”17（同上：4）。“他的教义充满了对人
类无与伦比的善良、友爱和同情”18（同上：5）。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道德”
和“神性”的结合：“他[老子]主张以友善和大爱来对待仇恨和伤害。他的
博大之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恩泽万民，无论是否出生，无论至贵至贱，
无论至微至大；都引领我们走近神性（Godhood）”19（同上：6）。由此，
可以从“自序”中看出，译者对道家思想的解读也是具有“国际理想主义”
中的宗教“神性”（divine）和“道德”因素。那么这些宗教和道德的影响在
译文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译者多次将宇宙和万物的本源描述为一种“永恒的道”（“Ultimate
Tao”），（同上：15，18）、并且也和上帝一样创造万物（“The Infinite Tao
produces and sustains all things”）。这一中国“圣经”中的神道，不仅充满
道德，带领人们走走近“Godhood”、而且也和上帝一样创造万物，可以说
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将上帝的角色赋予了“道”。那么在译文中的“神道”如
何发生作用，与统治者、圣人、百姓的关系如何呢？
1.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When Tao manifests Itself as Teh，/ It becomes
comprehensible. 当道显现为德，就容易理解了。（1938b：61）（排列
结构为：原文、译文、回译。“黑体”为笔者所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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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是谓玄德。)It claims nothing of what
it has produced. It acts with loving wisdom without desire for reward. It
possess all power, Yet It does not seek to control but to cooperate. These
are mysterious attributes of the profound Teh, which is Tao in
manifestation. 生产万物而不持有、用爱的智慧去作为，而不求回报。
无所不能，但只求合作而不掌控，这些都是玄德的特质，也是道之显现。
（同上：25）
3.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Genuine Benevolence manifests without seeking
recognition.不去追求认可，真正的仁慈就会自动显现。（同上：68）
可见“神道”以显现为各种美德而存在和发生作用，圣人要获得这些显
现的美德，就需要“被（神道）启示”（enlightened）：
4. （知常曰明。）To know Eternity is to have enlightened wisdom. 了解
（道）的永恒，就是有了启示的智慧。（同上：34）
5. （ 不自见，故明。 ）They are not blind to other’s merits, therefore they
become enlightened. 他们看见别人的美德，就会因此而被启示。
（同上：
43）
6. （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 以此！）How do I know the origin of things?
Tao has enlightened me…. 我是如何知道万物的起源的？是因为道启示
了我……。（同上：42）
因此，“（神）道”与“圣人、统治者、百姓”之间的关系是：后者被
前者的“显现”所“启示”。那如何才能被启示呢？
7.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Whoever is lacking in faith, / Faith abandons.
不信仰神道的人，信仰就会抛弃他。（同上：46）
9.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When faith was lacking in a ruler, / He could
not inspire confidence in his people.统治者心中没有信仰，百姓就会对他
失去信心。（同上：36）
也就是说，圣人、统治者因为信仰“神道”，才得以被“显现”所“启
示”。也因为“信仰”才能说服百姓。那么有如何才能彰显这种“信仰”呢？
就需要圣人、统治者成为天下的楷模，以德治天下。译文中其中 65 章节的标
题就是“通向楷模统治者之路”（The Pattern For The Model Ruler），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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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还有以下章句：
10.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To be ware within yourself of the white
light of purity and of the darkness of sin is to become a universal model. To
be a universal model. 既能意识到到自己内心的纯洁之光，也能意识到
自己内心的黑暗罪恶，就可以做天下的楷模了。（同上：53）
Thus the Truly Wise hold fast to simplicity and become examples to
mankind. 圣人抱朴，成为人类的楷模。（同上：43）（是以圣人执一，
为天下式。）
11.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
乱，有忠臣。） When the vision of the Supreme Tao is lost,/ There are still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 It is when wisdom is waning that
hypocrisy rises. When relatives are inharmonious, / The ideals of filial piety
and parental affection still stand. / When internecine strife occurs, / Latent
loyalty and faithfulness come to the fore. 大道废，仁义在。智慧没，虚伪
现。六亲不和，孝慈维系。国家混乱，忠信挺身而出。（同上：37）
12. （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Their actions are purely benevolent. Their
speech is sincere. They govern with wisdom.他们行为仁慈。言语诚恳。以
智慧治国。（同上：22）
13. （以正治国。）Righteousness should be used in governing. 以正义治
国。（同上：94）
14. （治人事天。莫若啬。）Moderation is the best principle in government
and serving Heaven. 以谦逊治国，侍奉上天。（同上：97）
15. （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The Truly Wise treat the world
compassionately; There hearts are all-encompassing.圣人同情天下；圣人
之心无所不包。（同上：82）
这就是在译者在“自序”中所说的在礼崩乐坏、失去信仰、乱世之中，
道家鼓舞、宽慰、拯救人的“精神力量”，藉此，便可天下大治。
16.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If a ruler applies Its laws, / The
people will cheerfully submit their wills to his.如果统治者施行其（道）的
律法，百姓将欣然服从于统治者的意志。（同上：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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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If I conform to Tao, the
people will reform themselves. If I am at peace with the world, the people
will become righteous. 我从道，百姓就会自我改革。我与世无争，百姓
则充满正义。（同上：95）
以上译文实际上已经引入一套成体系的类似于基督教的信仰话语，这套
话语不仅在重要概念上和《圣经》暗示着某种对应关系，神道对应“上帝”、
圣人（The Truly Wise），统治者（rulers）、 古人（the ancients）也可以视
为基督的角色，甚至有些关键词汇也暗合《圣经》中的表述，例如
“manifestation”、“faith”、“enlighten（ment）”、“model”。就单个英
文词汇来看，并不只是属于基督教，但是当这些词出现在译文中，将神道、
圣人、百姓三个角色以及基督教的叙事情节串联起来——神道显现为美德，
圣人信仰神道，得以被启示，圣人以模范之身施以美德，则天下太平。如果
将副文本中“道德化”和“基督化”的道家阐释，译者翻译的目的——献给
和平、以及“国际理想主义”，与以上类似“宗教信仰”的译文联系起来，
这一译本的表征可以总结为：道家思想是一种基于道德和信仰的政治主张，
同时也是一种与国际理想主义互为呼应、相似相通的东方政治智慧，一种实
现世界和平的救世良方。
5.3 欧阳心农、道家思想、国际理想主义
这一部分将通过探讨以下问题来回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构建的身份。第
一个问题就是译者使用“国际理想主义”的道德和宗教话语的条件，在构建
新的道家知识的过程中，排斥了哪些《道德经》中原有的思想，或者以往《道
德经》翻译中使用的话语，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新的道家知识与以往阐释或翻
译《道德经》有何不同？译者翻译中国先秦典籍《道德经》，同时又在译本
中引入了道德和宗教话语，那么译者是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的，是否还将自
己视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5.3.1 欧阳心农：道家思想和国际理想主义的调和者
在“译者介绍”部分，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到在整个 1910 年代欧阳心农
都在美国 The Gorge Washington 大学等高校所攻读“政治学”（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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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在美国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始人正是先后担任 Princeton 大学校长
和美国总统的 Woodrow Wilson。根据《The Gorge Washington 大学 1917-1918
年记事》记载，欧阳所学的政治学的核心课程是政治、历史、外交学和国际
法为主的政治学，其教学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外交官。尽管本研究还找不到译
者所使用的“国际理想主义”话语与这段求学经历有着必然联系，但译者正
是在这一教育经历中系统、专业地习得现代政治外交话语，使其有资质进入
当时中国北洋政府外交部，以及参加 1925 年在夏威夷举办的、具有民间外
交性质的首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学会，这一学会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
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
1925 年首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就与基于基督精神的国际理想主义直接
密切相关了。这届会议历时半个月（1925 年 6 月 30 日 – 7 月 15 日），每
日会议包括“默祷”（meditation）、“公开演讲”、“讨论”、“圆桌会
议” ，这次会议属于咨询、教育性质，而非辩论性质（Honolulu Session ，
1925/1969：21）。20 根据《太平洋国际学会：火奴鲁鲁会议》记载，太平
洋国际学会逐渐由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发展而来，并在其赞助之下才得以创建
和召开，与会人员大部分也都来自于太平洋地区的青年基督会成员。这次会
议希望与会人员，无论宗教信仰，都应与此次会议的精神和宗旨一致，在基
督精神的指引之下解决太平洋地区的问题（同上: 12，15）。这次国际民间
外交会议涉及了大量与基督教和国际理想主义话语。
这次大会主席 Ray Lyman Wilbur （1875–1949)就是“国际理想主
义”支持者，在此次大会上曾宣传“美国人独有的理想主义和开拓精神”
（peculiar idealism and the pioneer spirit of the American people）21 (Wilbur，
1969：97)和美国外交的道德取向——“责任”、“公平”、和“善意”22。
除此之外，共五次圆桌会议涉及到了宗教在解决国际事务的作用，其中一次
的议题为：“信仰宗教的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在哪些方面容易出现偏差，以
及他们的宗教热情和理想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会左右他们（Honolulu Session，
1969：185）”23 ？其中一点直接涉及到了以美国总统（即 Woodrow Wilson）
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的宗教热情和理想主义在解决国际事务中的积极意义
（同上：185-186）。而欧阳心农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工业经
济”的演讲中也呼吁“亚太国家工会领导人之间的充分谅解一定会有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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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这一地区的世界和平” 24 （同上：127）。后来“有学者[即日本学者
Tomoko Akami]把会议最终确立的永久组织看作美国人眼中的太平洋区域
秩序——‘威尔逊国际主义’（Wilsonian Internationalism）和‘太平洋社
区’（the Pacific Community）的产物”（张静，2004：399）。由此，1925
年的首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就是一个以基督精神为基础，宣扬在政治、经济、
移民方面的国际理想主义话语的机构。但是长达半个月仅仅围绕着“基督话
语”和“理想主义话语” 的演讲、和讨论，足以使得出身于“政治学”专
业和外交部门的欧阳心农了解、使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基于道德和基督
教的国际理想主义话语——在其演讲中明确表达了对“未来和平的期待”，
这也是译者在翻译中能够使用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国际理想主义话语的历史
条件。
而另外一个直接的因素就是，这些与会成员也正是后来欧阳心农《道
德经》英译本的重要目标读者群之一。欧阳在其译本“自我介绍”中提到了
5 位美国的政治外交界人士，而其中 Wilbur、Willoughby25、Woolley26曾与欧
阳心农一起出席了 1925 年的太平洋国际学会：
1. Ray Lyman Wilbur （1875–1949) 美国斯坦福大学第三任校长，第一届
太平洋国际协会会长，第 31 任美国内政部长。
2. Westel W. Willoughby（1867–1945），美国 Johns Hopkins 大学政治学系创
始人，美国政治学协会第 10 任主席，一战后长期为中国政府政治外交顾
问。
3. Robert Underwood Johnson （1853–1937） 美国作家，外交家。
4. David Starr Jordan （1851–1931）和平运动活动家，1915 年世界和平大
会主席。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
5. Mary E.Woolley （1863–1947）美国和平运动活动家，美国女青年基督
会委员会成员，第 11 任 Mout Holyoke 学院院长。
一方面，欧阳心农既有使用“国际理想主义”话语的能力，另一方面，其
目标读者不是西方汉学家，而是接受“国际理想主义”话语的西方政界人士
或者普通读者，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翻译及其身份的构建，使得欧
阳心农突破了以往阐释《道德经》的方法，构建了新的道家知识。译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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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任何与《道德经》阐释、翻译相关的训诂话语，也不像胡子霖那样以道
家思想为载体，以“义理阐释”的方法将儒道融合作为中国先秦思想的精华
介绍给西方，也就是说欧阳心农摆脱了道家阐释、翻译中常用的训诂、义理
的方法，译者完全不在乎译本是否准确传达了《道德经》的思想和内容，而
是加入了和国际理想主义相关的信仰话语和道德话语，将整个译本的道家思
想视为一种政治智慧。
译者在“自序”中反复、直接或间接地将道家思想与当时的国际战争局
势、社会思潮联系起来，不仅将这一译本献给“和平和国际理想主义”， 并
且译者开篇便指出“在此人类心灵混乱，为生命的意义寻求新的光明之际，
正是为英语世界提供一个新的老子版本的恰当时机”（1938a：1），也提及
了因为经济大萧条这一译本无法按时出版的情况（同上：8）。如此一来，这
一英译《道德经》的意义就产生于这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政治和经济形
势的大背景之中。
道家思想最主要的两个特征就是排斥、贬低“道德诉求”和主张广泛意义
上的“无神论”。在欧阳心农的英译本中，不仅书名被赋予了“圣经”的色
彩，“道”也具有了“神性”（divine，godhood），类似于“上帝”的角色，
在这种神性的启示下，在信仰的感召下，道家思想成为了一种主张以法律、
仁慈、正义、忠信这些道德准则来治理国家，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智慧。这
与道家“无神论”色彩的“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主旨大相易趣。正
是道德和基督教话语的引入导致了译本表征与道家历来主张的断裂，这一断
裂就意味着译者重新构建道家知识——由道德话语和（类似基督教）信仰话
语构建起来的治国政治智慧，以此来比附，呼应西方基于道德和基督教话语
的国际理想主义。这种新的道家构建实际上就是一种调和道家和国际理想主
义矛盾和差异的行为，译者试图通过这种调和使得道家既可以被西方认可，
同时又可以以东方智慧的名义为世界（西方）提供一种解决各种危机的良方。
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欧阳心农是一个道家思想和国际理想主义的调和者，在
此基础上也是一位东方文化救世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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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欧阳心农：名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
根据本研究所掌握的资料，欧阳心农在美国期间，一个重要身份就是中
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和道家为主）的传播者：
1）1928 年，欧阳心农向英国著名哲学家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写信介绍自己要在美国创办“中国哲学院”的计划，并希望 Russell 可以为自
己撰写一篇向公众介绍这一计划的文章。（Au-Young ，1928）
2）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保管的美国艺术家 Katherine S. Dreier（1997）的
档案中，记录有她在 1928 年参加欧阳心农的“Lecture on Confucianism”(儒
家讲座) 。
3）1930 年 11 月 2 日 Oakland Tribune 刊登了欧阳心农的文章“Wives –
West and East”，这篇文章向西方读者主要介绍了中国女人的为妻之道。
3）1931 年 6 月 5 日 The Pelham Sun 报刊上登载了欧阳心农参加“8 种
宗教教义讨论会”，并且主持了有关“儒家和道家”的讨论。
4）在 Suzanne Shelton 为美国现代舞蹈家 Ruth St. Denis 写的自传中，其
中记录了欧阳心农自 1934 年夏与 Denis 舞蹈团队合作的经历，曾经向其舞蹈
编排加入道家“阴阳”的元素（Shelton，1981：245）。
由此可见，至少在名义上，欧阳心农在与美国社会的长期互动中构建了一
个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的身份。那么欧阳心农翻译《道德经》也和以上文化
传播活动类似，只是译文中的道家思想已经被译者所引入的国际理想主义话
语大大稀释了，导致译文和原文面目各异，就译本的表征来看，其中国传统
文化传播者的身份已经并不纯粹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的身份，反而更加在
意这一身份。译者在“自序” 中声称自己早年在其父亲的教导下学习、领悟
了《道德经》的真谛，并且以宋代大学者欧阳修的后人身份来翻译《道德经》，
并且声称自己获得了家族密不外传的欧阳修校订的版本（1938a： 8-9）。这
无疑又是在暗示他所阐释的是权威的、学术的、甚至有着某种秘诀的道家思
想。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这一身份已经不纯粹，但仍然是译者非常
在意的一块招牌。这一“名义”上的身份并不体现在译本表征是否准确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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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而是体现在译者作为一名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将道家思想作为来自东方
的救世良方介绍给西方，同时与国际理想主义互为呼应。因此，译者是一位
名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5.3.3 小结
译者在译本中折射出来的身份，与其在 The George Washington 大学的政
治学专业背景和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参与经历，以及译者长期以来在美国的
中国文化传播者背景在不同程度上都相关。但以上译者背景，都不足以与译
者身份划等号。译者熟知国际理想主义中的宗教和道德话语，将其蕴于《道
德经》中，或者说译者将自己定位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但译本中却掺入了
西方话语。译者将以上相关的不同话语结合起来构建了新的道家知识，因此
基于表征的译者身份是一个处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复杂的、临时的身份：
欧阳心农是一位认为国际理想主义和道家思想有相似、相通的中西文化调和
者，在此基础上，也是是一位认为道家思想可以缓和西方危机的东方文化救
世论者，但又不主张用训诂方法来呈现“原初”道家思想的、名义上的中国
传统文化传播者。
5.4 结论
如果将欧阳心农译本放回 Hardy 等学者划分的《道德经》英译史，其表
征总体符合第二阶段的道家阐释——“一种可以帮助西方反思、批评或解救
西方文化危机的东方智慧”。但是这一东方智慧已经不是纯粹的东方智慧，
而是一种被赋予了类似于国际理想主义话语的具有西方道德和宗教信仰色彩
的道家思想，这种被重新阐释和构建的道家才能成为救世良方。在这一译本
表征的背后折射出一个变化、复杂的译者身份：一个“名义上的中国传统文
化传播者”、“中西文化调和者”和“东方文化救世论者”。
如果将已知的译者背景和译本表征相对照，就会发现纯粹从译者的政治
外交的背景入手，只能发现译本中国际理想主义中的道德话语和（宗教）信
仰话语；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的背景入手，就只能发现译本中的道家是一
种可以“解救”西方危机的良方。这两种译者背景很难引导研究者发现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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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国际理想主义话语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这说明从已知的译者背景
去分析译本表征，始终都存在隐患。要考察译本中折射的译者身份，就需要
反向而行，从译本的话语和表征出发，结合译者背景，分析译者排斥的话语，
使用话语的方法，话语与新构建道家知识的关系，便能得出处于具体历史语
境中的、复杂的身份。
尽管欧阳心农在大部分译著下署名为“Dr. Au-Young Sum Nung”(欧阳心农博士)，但本研
究目前还没有查到其获得博士学位的记录。
2
这十二位代表分别是：罗有节、王季玉、张履鳌、黄宪昭、温世珍、顾子仁、陈达、陈立
廷、晏阳初、欧阳心农、李绍昌、林国芳。
3
Ruth Saint Denis，美国现代舞蹈的先驱者，将东方思想引入舞蹈创作，并创办了肖恩舞蹈
团及舞蹈学校（Denishawn School of Dancing and Related Arts）。
4
这一团体吸收了诗人、牧师、画家、建筑家、哲学家参与 Denis 舞蹈团队的哲学讨论，欧
阳心农与 Denis 有过一段感情经历（1934-1941）(Shelton,1981:238-239)。
5
扉页致辞的全文为：“To PEACE / and all Lovers of International Idealism / To my Mother /
and to my late Father who taught me the Inner Meaning of Tao, and whose love for Humanity was
all encompassing。”
6
之所以要将道德话语从副文本中提取出来，是因为大部分学者认为道家是排斥“道德诉求”
的。
7
Woodrow Wilson ， John Hopkins 大 学 历 史 与 政 治 学 博 士 ， 曾 任 Princeton 大 学 校 长
（1902-1907），被公认为是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实际创始人。
8
原文为：“Idealism allegedly dominate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until the late 1930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utopianism, idealism is in fact a
variant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Notable liberal idealists are…and Woodrow Wilson.
Idealists…put moral principles before practical or prudential considerations, and are naïve about
the world around them. They are futurists who seek a perfect world。”
9
例 如 19 世 纪 末 20 世 纪 初 在 美 国 颇 为 盛 行 的 爱国 主 义 （ nationalism） 、 进 步 主 义
（progressivenism）、自由主义（liberalism）、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
10
这一观点，可以在大部分研究 Woodrow Wilson 的材料中看到。“无论是从他自己的言辞
证实，还是同时代人的观察，或是后来历史学家的分析，Wilson 政治和宗教思想融合是了解
其政治活动和思想的关键”（Mulder, 1991: 223）。Arthur S. Link 同样坚持认为“所有 Wilson
的政治思想都是基于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观，这些都来自他所处的基督传统和长老会教义”
（转引自 Mulder, 1991: 22）。
11
原文为：“God established two covenants, one of grace and another of nature. Within the
covenant of grace, God offered forgiveness in exchange for obedience to divine laws. The
covenant of nature, in turn, was a form of constitution. God ruled the affairs of the world by the
moral law, and governments were responsible for organizing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that moral or
natural law。”
12
原文为：“the covenant theology, through its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provided a creed calling the Christian to vigorous moral exertion in the world。”
13
原文为：“It was typical Protestatn work ethic that the son inherited, a preoccupation with
success, moral endeavor, and activistic assertion to realize moral principles in an evil world。”
14
原文为：
“It places great emphasis…upon true and sincere living under the rule of divine law。”
15
原文为：
“Thus Lao Tze’s philosophy is not a mere a doctrine, but a spiritual force that was and
is triumphantly alive in China。”
16
原文为：“He[Lao Tze] teaches Selflessness rather than superficial benevolence or altruism;
patience instead of resignation。”
17
原文为：“His teachings offer therapeutic ease and comfort to the aged and the sick; solace and
hope to those who are in sorrow and disappointment and to those who are about to depart to t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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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Beyond his words have as revivifying power and sustaining spiritual force as the restoring
dew to the parched grass。”
18
原文为：
“His teaching is imbued with the greatest spirit of kindliness, love and compassion for
humanity。”
19
原文为：“He teaches recompense of hatred and injury with kindness and love. Thus his
universal heart is all-encompassing and all pervading, reaching all humanity, even unto the yet
unborn, including the humblest and the noblest, from the infinitely small to the infinitely great;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individual being to Godhood。”
20
原文为：“[That] it be informative and educational rather than argumentative。”
21
Wilbur 在其演讲中介绍了美国的内政、外交、宗教、移民、以及当时与美国相关的国际
形势，其中在“外交”这一节中，特别说道随着美国获得菲律宾，美国民众逐渐形成了两种
观点：一是反对占领，另一派则坚信美国已经承担起一种责任，就是要为为这些岛国民族福
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
22
这几个词的原文表述为：“there…developed…the other firm in the belief that America had
accepted a duty which she must carry out by doing everything within reason to advance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s of the those islands [the Philippines] (1969: 95)。” 公平即“fair play”，
善意即“good-will”。(同上：98)
23
原文为：
“In what ways do religious leaders go astray in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o
what extent are they carried away by their religious zeal and idealism?”
24
原文为：“[I] firmly believe that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labor leaders of the
Pacific nations will be a powerful instrument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25
Willoughby 发表了题为“鸦片的国际问题”(Opium as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公开演讲
(Honolulu Session，1969：207)，并且主持了以“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in Relation to
Industrial Developments”的圆桌会议(同上：196)。
26
Woolley（1969: 138-141）在这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发表了以“教育合作”为题的演讲，
提出了亚太地区教育合作的各种形式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一种比任何时代都要更加
灿烂和更加强大的文明，因为无论东西世界，还是新旧世界，都在为了共同的福祉贡献自己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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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林语堂《道德经》英译本分析
6.1 林语堂及其《道德经》英译本介绍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尤其着力
于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本文对林语堂的介绍不求面面俱到，只是根据
与其《道德经》英译本《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的相关程度，
简要介绍其经历和成就。林语堂早年先后入读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哈佛大
学、德国莱比锡大学，获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成
为语丝派1的一员，与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学者批判孔教文化，倡导改造
国民性。随着 1930 年前后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林语堂逐渐脱离语丝派，同
时开始向信奉自由主义的中西知识分子靠拢。以 1932 年春在牛津大学发表题
为<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演讲为标志，林语堂开始反思传统文化，越来越倾向
于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基础上，用东西方互补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
文化。 这一视角在林语堂 1932-1935 年间创办或参与的四本杂志《论语》、
《人间世》、《宇宙风》以及《天下》中逐渐体现出来, 并在 1935 年后的英
文译、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例如在 John Day 公司出版的《吾国与吾民》
（My Country My People）
（1935）、
《生活的艺术》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1937）、《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1943）等，以及
1937 年后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的编译典籍《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中国与印度的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1942）、《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1948）等。
林语堂编译过两次《道德经》，就《道德经》正文的英译而言，两个版
本只有个别字词译法不同，都由纽约兰登书屋出版。第一个译文收录在其编
译的《中国与印度的智慧》2，这一译著一度被美国部分大学作为东方文化课
程的教材使用。第二次出版以《老子的智慧》为书名，以《道德经》正文为
主要内容，单独成书出版。尽管两者译文部分区别不大，但是译者为《老子
的智慧》撰写了一篇新的“前言”，以及为每一章译文附有自己的评论和《庄
子》中对道家思想的相关解读。3 就译本的独立性以及内容的全面性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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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后一个版本《老子的智慧》为本研究对象更为妥当。
《老子的智慧》这一译本分为 6 个部分：1）汉字的发音方法；2）前言
（instroduction）；3）先秦诸子思想介绍；4）正文；5）老子与孔子的对话
（故事传说）；6）《庄子》章节对照参考表。其中“前言”和“正文、及其
所附的译者评论、相关《庄子》英译”部分最为重要。“前言”内容主要分
为以下部分：
1）道家思想简要概括：道家是一种神秘主义思想（mysticism），强调回归
自然和通过直觉修道。
2）比较道家思想与西方科学家、哲学家的言论和思想，例如美国思想家 Ralph
Waldo Emerson4（1803－1882）、英国天体物理学家、自然科学哲学家 A. S.
Eddington5（1882－1944）、 物理学家 Robert A. Millikan6（1868－1953） 和
Albert Einstein7（1879－1955）、以及美国哲学家 F. S. C. Northrop8（1893－
1992），其中译者重点引用了 Northrop 对道家“直觉知识”理解——一种“非
区分美学连续体”，这一概念最初来自其论文 <东方直觉哲学同西方科学哲
学的互补>（“The Complementary Emphases of Eastern Intuitive and Western
Scientific Philosophy”）（1946）。
以上西方思想家和科学家的言论思想或概念并没有运用于译文中，也没
有用于注解来为译文做解释，由此可见这些言论或思想并不是作为一个解释
性的附属文本（例如训诂话语），而是一个相对独立于译文之外的文本。那
么这些西方思想家和科学家的话语和《道德经》译文之间是什么关系？无论
是相似、相通，还是相异、抑或是更复杂的比较，只有深入分析两者之间的
关系才能揭示译本的表征。
6.2 西方神秘主义视角下的道家思想
这一部分对林语堂英译《老子的智慧》的表征研究是从其“前言”中阐
述的西方文化的重要概念或思想入手，进而分析这些话语与相关译文、“译
者评论”、或后附的相关“《庄子》英译”的关系，以此来考察译本表征。
“前言”中涉及了老子、庄子、惠施9（390-317）、Emerson、Eddington、
Northrop、Einstein、Millikan 等中西思想家和科学家的言论或思想，涵盖了
哲学、美学、宗教、物理学等话语。其中，译者将中国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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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称之为“神秘主义者”
（mystic）
（1976a：5），将老子、Whitman、Eddington
的思想称之为 “神秘主义”（mysticism）（同上，16）；同时认为道家、
Emerson、Nothrop 都主张或者重视通过“直觉”来获得知识，而这正是神秘
主义所主张认识论。需要时刻注意的是“神秘主义”一词完全是属于西方哲
学的范畴。译者在“前言”中进一步罗列了以上众多人物从两个层面对“神
秘主义”的阐释和认知：1）在本体论意义上世界或物质的本质和状态，这一
问题涉及了老子、庄子和 Emerson 对生活的体验和对自然的观察，以及
Eddington 对近代物理学领域各种微观粒子运动的描述；2）在认识论意义上
如何认识世界或物质的本质和状态：关于这一点译者先后提及了 Millikan 和
Einstein 对“直觉”这一认识方法的重视，以及介绍了 Northrop 的“非区分
美学连续体”（ the undifferentiated aesthetic continuum） 这一对东方“直觉
知识”的认知。以下分析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探讨译文中道家思想和以上西
方神秘主义的关系。
6.2.1 “万物循环”和“矛盾转化”的物质世界
译者在“前言”中反复强调老庄思想和 Emerson 的哲学思想有相似之
处，甚至认为可以通过研读 Emerson 的哲学思想来理解、把握道家思想：
研读老子哲学最好的方法或许就是通过 Emerson 之“Circles”10（<
循环>），这是一篇极富道家色彩的文章。……Emerson 从其“循环”
哲学出发，得出了和老子一模一样的结论。Emerson 说“每一次结束，
就意味着新的开始；每一个正午之后，总会回到下一个拂晓；深处之下，
更有深处。”惠施说道，“日方中方睨” 11， 庄子则说，“在太极之
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12 Emerson 说“自然无常，
人无定数。”如此一来，“新大陆成于旧大陆废墟之上，新物种繁衍于
旧物种消亡之后。”Emerson 的循环哲学同样孕育出老子式的似是而非
的隽语。……Emerson 同样对矛盾转化深信不疑：‘某个人认为美好的
事物，或许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就是丑恶的；某个人的智慧，在另一个人
看来则是愚蠢。’Emerson 也引用过美国北方农夫老子式的谚语：“不
必保佑，倒霉到头，好运自来。”13(1976a:13-14)
译文中有关“矛盾转化”的隽语比比皆是，甚至和 Emerson 的表述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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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辙：第 2 章“The Rise of Relative Opposites”(<矛盾转化>)的“When the
people of the Earth all know beauty as beauty, / There arises (the recognition of )
ugliness. / When the people of the Earth all know the good as good, /

There

arises (the recognition of) evil.”（1976b：47）(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以及 58 章中的“Disaster is the avenue of fortune,
/ (And) fortune is the concealment for disaster”（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同上：266）。而“万物循环”这一思想不仅贯穿于英译本全书，更是道家
的核心思想之一：第 40 章“The Principle of Reversion”（返的原则）有言：
“Reversion is the action of Tao” （同上：207）（反者道之动）。在译者看
来，以上都可以说明 Emerson 和老庄基于日常的经验体会和自然观察都产生
了“万物循环”和“矛盾转换”的神秘主义思想。
以上中西神秘主义的相似性，不仅体现在“表面”感官上的经验体会和
自然观察，甚至基于“数学公式”的近代“微观”物理学也同样印证了这种
循环。译者在“前言”中引用了天体物理学家 Eddington（1927）的《物质世
界之本质》（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一书中对近代物理学中各种微
观粒子发现过程的总结：“我们从一直在追寻纯粹物质，从液滴到原子，再
从原子到中子时，我们就迷失了，……一种未知的物质正在以一种我们未知
14

的方式在运动” （1976a：16）。可以看出，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史上，各种
粒子的运动状态总是难以捕捉的，并且总会有更小的粒子不断被发现，而这
一 过 程可 能 是无 穷无尽 的 ， 译 者 将 这 一粒子 运 动 特 征总 结 为 “闪 避 ”
（elusiveness）（同上：17）。
译者接着又说道，“在光量子中，微粒子和非微粒子相遇了，也同时迷
惑，惹恼了追求真理的研究者。自 Emerson 写下那些话以来，一个世纪已经
过去了，一个循环已经完成了”15（同上：16）。尽管林语堂对这段近代物理
学中微观粒子产生过程及其研究现状的细节描述并不清晰，但至少透露出另
一个信息，就是在追寻新粒子的过程中，发现其他非粒子物质也参与了物质
的构成或运动，导致了粒子产生的循环。最后，译者再次引用了 Eddington
的观点——这种循环现象的发现，导致了 1927 年 Heisenberg、Bohr、Born
等科学家开始强烈质疑“因果律”（causality）16（同上）。由是观之，“前
言”中译者对近代物理学粒子描述的特征是：闪避（elusive）、可以无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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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粒子的产生是循环的、并没有遵循“因果律”。
在译者看来，Eddington 和老庄同属神秘主义——“老庄使用神秘主义
的措辞来描述“道”之“闪避”（elusiveness）”17（同上）。在描述“道”
之状态的译文章节中，译者在第 21 章就是直接使用“elusive”（闪避）一词
来描述“道”的：
21. MANIFESTATIONS OF TAO （道之显现）
（孔德之容，）The marks of great Character
（惟道是从。）Follow alone from the Tao.

（道之为物，）The thing that is called Tao
（惟恍惟惚。）Is elusive, evasive.
（惚兮恍兮，）Evasive, elusive,
（其中有象；）Yet latent in it are forms.
（恍兮惚兮，）Elusive, evasive,
（其中有物。） Yet latent in it are objects.
（窈兮冥兮，）Dark and dim,
（其中有精；）Yet latent in it is the life-force.
（其精甚真，）The life-force being very true,
（其中有信。）Latent in it are evidences.（1976b：132）
一方面，译者使用“闪避”一词来描述“道”的状态暗合了译者所说的
“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所面对的‘闪避’现象”18（1976a：17）。另一方面，
在译文中，“道”虽然是“闪避”（elusive）的， 但这一特质并不是独立于
具体的物质而存在，并且总是依附于某些形式（forms）和某些具体的客体
（objects）。更为重要的是，尽管“道”模糊不清，深不可测，但通过外部
的客体之形式，就可以追溯到其本质：生命力（life-force）。译者的这一描
述也与“前言”中 Eddington 所总结的“从水滴到原子，原子到中子”的科
学探寻过程一致。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道”闪避的特征呢？第 14 章、25
章译文这样解释道：

14. PREHISTORIC ORIGINS （远古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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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之不见，名曰夷；）
Looked at, but cannot be seen---That is called the Invisible (yi).
（听之不闻，名曰希；）
Listened to, but cannot be heard--That is called the Inaudible (hsi).
（搏之不得，名曰微。）
Grasped at, but cannot be touched That is called the Intangible (wei).
（此三者，不可质诘，故混而为一。）
These three elude all our inquiries
And hence blend and become One.
（1976b：101）

25. The FOUR ETERNAL MODELS （四种永恒的模式）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Before the Heaven and Earth existed
There was something nebulous:
（寂兮寥兮，） Silent, Isolated,
（独立而不改，）Standing alone, changing not,
（周行而不殆，）Eternally revolving without fail,
（可以为天下母。）Worthy to be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1976b：145）
“道”之“无声”（inaudible；silent），“无形”（intangible；invisible）、
“隔绝”（isolated）导致了其无法被捕捉、“闪避”状态，并且“道”也是
往复循环——“周行而不殆”。而译者在“前言”中也这样比喻科学家的探
索之路“科学家敲门，门却拒绝打开；正要去探寻生命的秘密，生命却彻底
闭嘴了”19（1976a：17）。 由是观之，“道”与近代物理学各种粒子均有“循
环”和“闪避”的运动状态，而这一状态正是来自于它们“隔绝”、“无
声”、“无形”的特征。
从以上“矛盾转化”和“返的原则”、“道之显现”、“远古的起点”、
“四种永恒的模式”章节来看。这些对“道”的构成、特征、运行状态的描
述的确与 Emerson 基于生活体验和自然观察的“万物循环”和“矛盾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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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一致，也与西方近代物理学中粒子存在、运行的状态相似。译者在译本
中并置、类比道家思想和西方神秘主义，所表达的意思无外乎两者无论在“宏
观”方面，还是在“微观”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因此道家也是一种神秘主义
思想。
6.2.2 西方神秘主义视角下的直觉知识
译者在描述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或方法时，用到了“因果律”
（causality）、“数学”（mathematics）、“唯物主义” （materialism）等
词汇，此处不妨用“科学主义”（ scientism）将这些零碎的词汇串联起来，
实际上在林语堂在《啼笑皆非》中也多用“科学主义”一词来描述近代自然
科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神秘主义很大程度上区别于科学主义就在于其
两者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前者强调通过直觉获得知识或真理，而后者强
调通过理性和逻辑。美国哲学家 Northrop 在<东方直觉哲学同西方科学哲学
的互补> (“The Complementary Emphases of Eastern Intuitive and Western
Scientific Philosophy”)一文中论述与神秘主义在认识论方面有相似之处的
实证主义（positivism） 时认为：
实证主义可以定义为一个观点，就是只有直觉才能产生概念。根据
这一学说，除了可以被立即感知的事物以外，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这一
观点只有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中的过渡阶段才会出现，比如现在，通过假
设而来的传统概念正在崩溃，而新的科学概念尚未代替旧的概念。而在
东方这一 [直觉]学说一直都存在。20（1946：211-212）
正如 Northrop 所言，20 世纪上半叶由于近代物理学的爆炸式发展推翻了
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理论，出现了一大批信仰上帝、重视“直觉”的物理学家，
其中就有译者在“前言”中提到的 Eddington、Millikan、以及 Einstein 等。
译者在“前言”中分别引用、转引了 Millikan 和 Einstein 对“直觉”这一认
识论的肯定：
纯粹的唯物哲学，对我来说，就是无知透顶。历史上的智者早已洞
悉这一点，让人心生敬畏。请允许我引用 Einstein 的话：‘我只需去冥
想这个永恒不朽充满思想的生命，去沉思这个有着神奇结构的宇宙，因
为我们只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这个宇宙的存在，去尽绵薄之力去理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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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闪现的智慧，即使只是那么一点点，这就足够了。21（1976a：19）
由此可见，译者在此提及西方科学家对“直觉”推崇，说明“东西方均
有通过直觉来获得知识的传统和实践，并非某一方独有的。只不过这一传统
在东方成为主流，长盛不衰，在西方则是支流，只有新的科学发现推翻旧的
知识和理论的时候，旧理论无法解释新发现的时候，科学家和哲学家就会在
态度和情感上会诉诸于“直觉”这一认识方法，并且倾向于在丰富的东方神
秘主义直觉传统中寻求印证和根据。译者在“前言”中提到的 Northrop 就是
其中的一位，他将东方哲学（包括佛家和道家）的直觉知识称为：“非区分
美学连续体”（the undifferentiated esthetic continuum），关于这一点中国哲
学家冯友兰（1985：31）称赞道：“我认为他在这里抓住了中国哲学和西方
哲学的根本差别。”
译者在“前言”中批判西方科学主义、唯物主义泛滥的两种现象：1. 热
衷于将物质无限分割来研究，忽视物质的整体性；2. 过分依赖实验、逻辑、
数学公式来解决一切问题，而以上方法对人性、心理、美学、情感问题束手
无策。针对这些问题，译者说道：
耶鲁大学的 F. S. C. Northrop 呼吁人们重视“非区分美学连续体”这
种直觉知识的重要地位，以及这种知识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完全有可
能比通过理性得出的区分知识更为接近物质的本质，这也是老子思想
的题中之义，警示人们“分割”（cutting up）的危险。庄子对此也有
详论：
如果将事物分而视之，其不利之处就在于事物一旦被分解、逐一分析，
人们就会穷其尽头。而穷其尽头的不利之处，就在于这种穷尽是蓄意
的（机械式的）。……抑或随着分析逐步深入，自以为得其本质，实
则不过是一具形骸而已。22（1976a:17）
Northrop （1946：186）同样在<互补>一文中认为由直觉产生的概念的
意义来自可以立即被理解的内容，那么对直觉的探讨应该始于一种无所不包
的直观性（all-embracing immediacy），而这种直观性显示为一种具有内部差
异的“连续体”（continuum）或“场域”（field）：
不妨给这种无所不包、初生的、可以被理解的现象（fact）取一个名
字，对任何一种体会的描述都是这样开始的。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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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区分美学连续体”。“连续体”这一术语代表着一个现象，这一
现象是我们所能立即理解的内容被包含在一个场域内。而选择添加“区
分”一词，则是为了标明在此场域之中存在着互相区分的元素。……。
形容词“美学的”放在中间就是为了确保这是一种在质上不可言喻的，
在情感上共鸣的连续体，其中包含了艺术家呈现的带有直觉性的颜色、
声音、情感。23（同上）
如果不考虑连续体中各个元素的区分（differentiations），只是考虑“连
续体”和“美学”，就演化成了“非区分美学连续体”。Northrop（同上：
208）认为“老子所说的‘无’明显不是界限清晰的‘有’，正如老子的
‘冲’（empty space），‘无’就是指我们所说的“非区分美学连续体。”24
而“无”这一概念为“道”另一种别称，因此“道”就是一种通过直觉获取
的“非区分美学连续体。”Northrop（1946:25；1947：330-333）进一步阐
释道：在“道”这一直觉知识中，万物具有“同一性”（one-ness & identity），
即道家思想中的“矛盾转化”，“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天
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等；“自我”与万物也具有同一性，主体将自我
置身于万物之中，即道家思想中“抱一”、“得一”之说。
以上就是译者告诉我们当时部分西方科学家对直觉的态度，以及
Northrop 对道家直觉知识的研究。无论是“非区分美学连续体”这个概念本
身，以及 Northrop 理解的万物之间、万物与自我之间的“同一性”，还是译
者引用老庄主张“整体”，反对“分解”的思想，都在强调一个整体性质的
“一”（One 或 One-ness）。那么 Northrop 对道家（老庄）思想的理解和总
结，是否符合译文中的道家思想呢？
从译本来看，52 章后附的《庄子》阐释和 22 章的注解直接涉及了“万
物的同一性”。 52 章后附的《庄子》阐释：“论知与不知‘万物同一’。
只有真正的智者才懂得‘万物同一’的原则……如果固执痴迷于万物的个体
状态、功用，就意识不到万物归一的真理” 25（1976b：244）。除此之外，
52 章译文还附有“前言”中那段庄子对“分割”的阐释（这段话来自《庄
子·庚桑楚》），并冠以标题“道统万物”（TAO UNIFIES THE PARTS）。
以上就是译者用“万物同一”的思想来阐述 52 章中“知其子，守其母”的思
想，也就是 Northrop“非区分美学连续体”阐释的“万物具有‘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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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章中对“the One”的注解同样阐释了这一“同一性”：
22. Futility of Contention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Therefore the Sage embraces the One,
And becomes the model of the world.（1976b：134）
对 “the One”注解为：“终极绝对，尽管万物变幻莫测，终会复归这
一终极绝对”26（同上：134）。这一注解也再次标示了译者所理解的“一”，
就是“万物归一。”而译文中的第 10 章、第 39 章的内容则涉及到了“自我”
与“万物”的同一性：
10. Embracing the One（守一）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In embracing the One with your soul,
Can you never forsake the Tao?（同上：83）
译者在“the One”（“一”）之后，注解为：“此乃道家思想的重要概
念”27（同上），标示了“一”这一思想在道家中的地位。此句译文意为：“将
灵魂和万物融为一体，就能不离‘道’。”39 章的译文及其后附的《庄子》
则描述了实现“自我”与“万物”的“同一性”的效用和方法：
39. Unity through Complements
（昔之得一者，）There were those in ancient times possessed of the One:
（天得一以清，）Through possession of the One, the Heaven was clarified,
（地得一以宁，）Through possession of the One, the Earth was stabilized,
（神得一以灵，）Through possession of the One, the gods were spiritualized,
（谷得一以盈，）Through possession of the One, the valleys were made full,
（万物得一以生，）Through possession of the One, all things lived and
grew,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Through possession of the One, the princes and
dukes became the ennobled of the people.

（1976b：204）

由译文可知，通过“得一”，即“修道”，可以治国平天下，可以与神
相交，可以让世间万物各行其道。译者同时也在译文后附上了庄子对“圣人
守一”得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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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的处世之道。冉相氏【古之圣王】守中而顺其自然，不知其何
时诞生，何时结束，亦不知其过去和现在。圣人只是随其自然而变化，
但却恒守其“一”，因为只有“一”才是永恒不变的。28（1976b：206）
就以上分析而言，根据林语堂所引用或转述 Northrop 的概念“非区分
美学连续体”及其附带的阐释，说明 Northrop 对道家思想的“万物的同一
性”和“自我与万物的同一性”做了恰如其分的总结：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直
觉知识是一种“非区分美学连续体”。
6.2.3 小结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这个译本的表征是什么？如果考虑到这一译本是直
接面对西方读者的，就会发现林语堂在译本“前言”中反复强调在中西在
“神秘主义”方面上的“相似”和“认同”。这些神秘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
源远流长、内容深邃丰富、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流，在西方是支流。
译者在前言中一面不满当下逻辑、理性、数学公式、唯物主义这些科学话语
霸占所有领域（特别是人文科学领域），29 又一面强调“今日亟需这种思想[老
子的思想]”30（1976a：5），“道家思想是一个科学家可以接受的宗教”（同
上：15），以及 Northrop 对东方直觉知识的推崇。由此，林语堂《老子的智
慧》中的道家是一种已经被西方认知的，可以反思和解救西方科学主义泛滥
的神秘主义思想。
6.3 林语堂：自我东方主义者和东方文化救世论者的结合体
那么与此译本表征相对应的译者身份是什么呢？是否就是某种程度上的
“东方文化救世论者”呢？在本研究考察译者身份的形成和构建时，我们又
需要面对可能与此相关的林语堂的各种背景：例如 1920 年代作为语丝派成员
批判传统文化的学者，1930、1940 年代的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以及某种程度
上的自我东方主义者31。所谓“调和”就是不偏不倚，陈述中西文化各自优劣，
以各自的长处弥补对方的短处，因此东方文化救世论者也是调和论者的一个
侧面。所谓自我东方主义32，简而言之，就是作为一个东方人（中国人）使用
西方的视角或标准来观察和表述东方（中国）。这些背景是否与译者身份相
关，以及如何相关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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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的道家思想可以补充或解救西方泛滥的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
这一译本表征的重点不在于道家、神秘主义、科学主义内容本身，而在于译
本中三种话语背后的中西文化的复杂关系。1920 年代，林语堂和鲁迅、钱玄
同等同为“语丝派”成员，以批判“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民性”为主要
立场，林曾指出中国人“老滑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2009：46）， “崇拜
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1934:6）。这一对道家批判的“语
丝派”背景则与译本表征南辕北辙。 而在 1930 年代早中期的林语堂著作中，
逐渐出现“中西互补、调和”的观点。例如，林在 1932 年的《中国文化之精
神》中，一方面批评中国人的劣根性，国家政治、经济、工业和学术落后，
一方面以中国艺术、哲学为荣；在 1935 年<谈中西文化>中指出“西方主动，
东方主静，西方主取，东方主守，西方主格物致知之理，东方主安心立身之
道，互相调和，未尝无用”（2009： 68）。以上著作中的观点，无不体现了
林语堂中西调和、互补的立场，其中“以中国文化补充西方文化”的观点可
以被视为一种温和的“东方文化救世论”立场。“中西文化的调和者”也是
学界和林语堂本人最认可的、浓缩其一生文化活动的身份，这一背景可以解
释译本表征中的立场——用中国文化的长处去补充西方文化的短处。但这一
译者背景还不能解释清楚译者为什么要用来自西方的“神秘主义”的视角来
认知道家？
实际上这一问题，在大部分林语堂的英文译、著中都会碰到。当林语堂
将中国优秀文化介绍或翻译给西方，译者使用英文以及负载西方文化的概念、
观念、视角来表述中国文化，无论是否客观准确，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立
场，相比其鲜明的“中西文化调和、互为补充”立场来说要更为隐蔽。正如
唐弢（2003: 267）在<林语堂论>所评价的那样：
他谈儒家，谈道家，谈中国文化，我总觉得隔着点什么，好像在原来
事物的表面上一层釉彩似的……原来林语堂先生也和胡适一样，使用
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人，看中国文化，看中国的儒家和道家的。
也就是说，如果林语堂用西方的观念或概念来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
时，不仅会有明显的“东方文化救世论”的倾向，还会沾上自我东方主义的
色彩，只不过这种东方主义并不是通过赤裸裸歪曲和丑化来呈现中国形象，
而是通过一种西方学术色彩的视角方式来观察、评价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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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啼笑皆非》和《孔子的智慧》，通过
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进而将其纳入西方的语境来反思和解决西方
的问题。也就是说，林语堂 1930 年代中后期到 1940 年代，当林语堂的著作
要面向西方读者的时候，既需要将“中西互为补充”逐渐调整为“以中补西”，
同时又需要引入西方的视角来介绍中国文化，译著才能被接受。在这一时期
的大部分英文译著中，都会有东方文化救世论者以及自我东方主义的色彩。
那么具体到产生于 1940 年代的这一译本，译者将道家思想与西方神秘
主义联系起来，并且认为道家也是一种神秘主义，在神秘主义视角下的东方
道家也可以像神秘主义一样反思、解救西方文化危机，并且作为东方重要哲
学的道家比作为西方次流的神秘主义更为有效。译者将“道”的构成、特征、
运行状态视为与 Emerson 基于生活体验和自然观察的“万物循环”和“矛盾
转化”一致，也与西方近代物理学中粒子存在、运行的状态相似。译者也通
过翻译、阐释证实了道家“万物的同一性”和“自我与万物的同一性”就是
西方学者所认知的、总结的东方直觉知识——“非区分美学连续体”。译者
在以上翻译中语言层面上的处理中，实际上并未出现明显的歪曲和附和，只
是通过相同的语言表述，将本就有相似之处的中西文化联系起来，通过深入
而广泛的比附，译者为这些道家的思想冠以一个西方的哲学称谓——神秘主
义，如此道家就可以像西方神秘主义（Emerson、Einstein 的主张那样）名正
言顺地去反思、解救西方泛滥的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
译者在“前言”中，反复引用与“神秘主义”有关的描述和言论，以及
对泛滥的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就意味着译者对其他认知角度的排斥，
例如政治、训诂、宗教或文学，译者也并不认为向西方读者介绍《道德经》
时，最应该与这些话语直接联系起来。林语堂在 1942 年的版本中，曾高度评
价了 Waley（基于训诂的译本）和吴经熊（基于训诂、宗教、文学的译本）
的英译本，而在林看来能与西方基督教联系起来的是充满“人文主义”
（humanism）的儒家思想（见其译本《孔子的智慧》），基于训诂话语的译
本旨在通过复杂的考证，恢复《道德经》原初的意义，而这种学术化的译本
并不适合译本的普通目标读者。林之所以重新向西方介绍、翻译《道德经》，
认为其最大的价值和贡献就在于可以反思泛滥的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以及
与此相关的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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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使用东方的道家智慧去反思危机之中的西方文化，这只是体现了
“中西文化调和论”中的一面——“东方文化救世论者”。但是这种中西之
间的“反思”关系，是有条件的，必须从“西方的神秘主义”视角之下才能
去反思，也就是说要用西方的观念去解释道家思想，这又是一个东方主义者
的行为。那么林语堂既是一个自我东方主义者——用西方神秘主义现象或思
想来解读道家，又是一个东方文化救世论者——主张用西方视角下的道家思
想来反思西方文化危机。
6.4 结语
林语堂这一《道德经》英译本表征为：由此，林语堂《老子的智慧》中
的道家是一种已经被西方认知的，可以反思和解救西方科学主义泛滥的神秘
主义思想。总的来说，林语堂译本的道家表征也是符合 Hardy 所总结的《道
德经》英译史第二阶段的阐释。而译者的身份则具有历史性，更为复杂微妙，
从一个早期的传统文化批判者以及中西文化调和者，演变为一个自我东方主
义和东方文化救世论的结合体。
在以往的有关林语堂的研究中，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得出了不同的身份，
尽管中西文化的调和者、自我东方主义者、或者“东方文化救世论者”都会
多多少少与译者身份相关，但无论从哪一个背景入手去分析译本，都会忽视
掉译者几个身份之间犬牙交错的关系。只有根据译本表征，将道家思想、西
方神秘主义、西方科学主义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厘清，才能总结出译者在具
体历史语境中的，变化复杂的身份。
狭义意义上的“语丝派”就是创刊于 1924 年的《语丝》杂志撰稿人。
伦敦 Michael Joseph 出版社于 1944 年采用其中“中国部分”以 The Wisdom of China《中国
的智慧》为书名出版。
3
庄子为老子之后最重要的道家代表人物，其著作《庄子》共 33 篇，主要是通过典故来阐
释道家精炼、玄妙的思想，两者一脉相承，因此后世学者以“老庄”并称。
4
Ralph Waldo Emerson ， 美 国 思 想 家 、 文 学 家 ， 诗 人 ， 19 世 纪 美 国 超 验 主 义
（transcendentalism）代表人物。
5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20 世纪早期英国天体物理学家、自然科学哲学家、科普作家。
1920、1930 年代发表了大量有关“相对论”的文章，大部分收录于《物质世界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
6
Robert A. Millikan，美国实验物理学家，1923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7
Albert Einstein，美籍德国犹太人，192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创立相对论，成为现代
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8
F. S. C. Northrop，美国哲学家，自 1923 年任教于耶鲁大学，其贡献主要在认识论领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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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概念”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直觉，一类是来自假设（postulation）。
9
惠施，即惠子，战国中期宋国人，著名政治家、辩客、哲学家，是名家思想创始人，与道
家学派的庄子相交，其著作《惠子》亡佚不可考，其名辩思想“历物十事”载于庄子的《庄
子·天下篇》。
10
爱默生此文作于 1841 年，描述了一系列自然界中的循环现象。
11
在记录惠施思想的《庄子·天下篇》中就有“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一句，意为“太
阳刚升到最高处，就开始西斜了，万物刚生出来，就开始走向死亡了”，是一种循环变化的
思想。
12
此句见《庄子·大宗师》。
13
原文为：“Probably the best approach to Laotse’s philosophy is through Emerson in his
important essay on ‘Circles,’ which is fundamentally Taoist…From the philosophy of ‘circles,’
Emerson derives exactly the same consequences as Laotse. Emerson taught that ‘every end is
beginning; that there is always another dawn risen on midnoon, and under every deep a lower deep
opens.’ Huei Shih taught, ‘When the sun is at its zenith, it is setting somewhere else,’ and
Chuangtse wrote, ‘To Tao, the zenith is not high, nor the nadir low.’ Emerson taught, ‘there are no
fixtures in nature’; ‘there are no fixtures to men.’ Consequently, ‘The new continents are built out
of the ruins of the old planet; the new races fed out of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foregoing.’ From
the circular philosophy, Emerson produced Laotsean paradoxes. … He also reached the same
belief regarding the relativity of opposites: ‘One man’s beauty is another’s ugliness; one man’s
wisdom, another’s folly.’ And Emerson quoted some Yankee farmer speaking a stypical Taoist
proverb: ‘Blessed be nothing. The worse things are, the better they are.’”
14
原文为：“We have chased the solid substance from the continuous liguid to the atom, from the
atom to the electron, and there we have lost it…Something unknown is doing what we don’t know
what。”
15
原文为：“Somewhere in the quantum of light, the corpuscular and the non-corpuscular meet
and confuse exasperate the investigator of truth. A century has passed now since Emerson wrote,
and a cycle has been completed。”
16
“因果律”是指所有事物之间最重要、最直接（可以间接）的关系。表示任何一种现象或
事物都必然有其原因，即“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17
原文为：“Laotse and Chuangtse spoke in mystic phraseology of the ‘elusiveness’of Tao。”
18
原文为：“exactly this quality of ‘elusiveness’ of life processes that confronts the thinking
scientist in his laboratory 。”
19
原文为：“The scientists knocks and the door refuses to open; at the moment he is about to
discover the secret of life, life shuts up completely。”
20
原文为：“Positivism may be defined as the thesis that there are only concepts by intuition.
According to this doctrine nothing exists but what is immediately apprehended. This thesis has
appeared only intermittently in the West during those periods, such as the present one, when the
traditional scientific,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beliefs formulated in terms of concepts by
postulation are breaking down and before the new ones are put in their place. In the Orient,
however, it is the persistent doctrine。”
21
原文为：“A purely materialistic philosophy is to me the height of unintelligence. Wise men in
all ages have always seen enough to at least make them reverent. Let me quote Einstein’s notable
words:’ It is enough for me to contemplate the mystery of conscious life perpetuating itself
through all eternity; to reflect upon the marvelous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which we can dimly
perceive, and to try humbly to comprehend even an infinitesimal part of the intelligence
manifested in nature。”
22
原文为：“Professor F. S. C. Northrop calls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recognizing the place
of intuitive knowledge of ‘the esthetic undifferentiated continuum’, and the right to existence of
that kind of knowledge, which is in all probability closer to reality than the differentiated
knowledge of the reasoning mind, and which is exactly what Laotse meant when he warned
against the danger of ‘cutting up’. Chuangtsze is especially specific.
The disadvantage of regarding things in separate parts is that when one begins to cut up and
analyze, each one tries to be exhaustive. The disadvantage of trying to be exhaustive is that it is
consciously (mechanically) exhaustive. …Or one goes on and imagines he has got it, and what he
has got is only a carc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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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
“It will be well to have a name for this all-embracing, initial, immediately apprehended
fact with which any attempt to arrive at a description of experience must begin. We shall call it the
undifferentiated aesthetic continuum. The word "continuum" is used to denote the fact that what
we immediately apprehend is an all-embracing field. The word "differentiated" is chosen to
indicate that within this field there occur factors in one part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another.... The
adjective "aesthetic" is added to insure that it is the qualitatively ineffable, emotionally moving
continuum of colors, sounds and feelings which the artist presents in its immediacy…”
24
原文为：“By nonbeing Lao Tzu clearly means that which is not determinate being or what we,
using the suggestion of empty space, as does Lao Tzu, have called the undifferentiated aesthetic
continuum。”
25
原文为：“On KNOWING AND NOT KNOWING THE ONENESS OF THINGS. Only the
truly intelligent understand this principle of the leveling of all things into One …. But to wear out
one’s intellect in an obstinate adherence to the individuality of things, not recognizing the fact that
all things are one….”这句引文出自《庄子·齐物论》。
26
原文为：“The Attribute, to which transient attributes revert。”
27
原文为：“Important phrase in Taoism。”
28
原文为：“ HOW A SAGE LIVES IN THE WORLD. Jan Hsiang held firm to the center and
took things as they came along. He was unaware of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and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He followed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nature, but in keeping to the One, he knew that the
One was eternal and changeless。”
29
关于这一点，林语堂在政论著作《啼笑皆非》中有着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分析。
30
原文为：“a feeling that this sort of teaching is very much needed today。”
31
这一观点参见王少娣（2007:11-15）。
32
本研究的“自我东方主义者”和“自我东方主义”来源于 Arif Dirlik（1996）的“自我东
方化”（self-orientalizaion），他认为东方主义是欧美学者和亚洲学者在共同交流的产物。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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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郑麐《道德经》英译本分析

7.1 郑麐及其《道德经》英译本介绍
郑麐（Cheng Lin, Cheng Hsianghung Lin，1901 - ?），字相衡，曾留
学于英国牛津大学研习西方（古希腊）哲学，先秦典籍翻译家。郑麐《道德
经》英译本译名为《真理与自然》（Truth and Nature），于 1950 年前后由世
界书局印刷，中国学典馆出版于上海，1 该译本为郑麐“英译先秦群经诸子
英译丛书”（以下称《英译丛书》）系列中的第四本，在此之前的 1947 年和
1948 年已经先后出版了英译《燕丹子》（Prince Dan of Yann）、《孙子兵法》
（The Art of War）、《四书》2（The Four Books）。
这一《道德经》英译本为中英对照版式，英文部分附有郑麐的英文“序
言”，中文部分附有世界学院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3（1912-1991）所作<古
籍新编老子序论>。中文原文部分内含三个版本，即王弼本、河上公本、新编
本。新编本是郑麐根据民国学者高亨4的考据训诂成果《老子正诂》以及《道
德经》不同主题，重新编排为 14 个章节。5 译文部分则有两个版本：一是根
据新编本翻译而来，二是根据王弼本的篇章顺序翻译而来，内容则和新编本
完全相同。
这一章节要探讨的就是郑麐新编本的译文。这一译本中含有两个英文副
文本：英文序言（P. V-XII）和新编、增添的目录。通行本《道德经》原本共
81 章，分为“道”篇（1-37 章）、“德”篇（38-81 章）上下两篇，但通行
本中有不少重复、前后矛盾、缺乏逻辑之处。译者根据道家主旨进而将这 81
章归纳为 14 章，并冠以新标题，以此来厘清《道德经》各个主旨和内容的关
系。英文序言大概包含了三个方面：介绍老子其人其书，及其与之相关的历
代争议，历史上《道德经》研究的概况；介绍道家思想同西方哲学宗教的关
系；用各种西方哲学概念同道家相关概念作类比，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
“道”与“Truth”（真理），“德”与“Nature”（自然）；最后还提供了
一个欧洲汉学家的译本统计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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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郑麐《道德经》英译本表征
根据上一节中的简要介绍可知西方哲学话语在译本中有着相当的分量，
本研究将通过从副文本的“序言”和“目录”中的西方哲学话语入手，进而
延伸到与之相关的译本正文，分析译者是如何使用西方哲学话语来表征道家
知识的？
7.2.1 译本序言和目录解读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序言”中那段“道”与“德”同西方哲学概念的类
比：
《道德经》的译者往往会遇到几个无法逾越的困难。术语翻译首当
其冲。这一文本中的“道”在英文中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术语。……
它是动态的、有生命力的，比希腊哲学家的逻各斯【Logos】更为具体，
或许 Bergson7的生命冲动【Élan Vital】可以与之相较。但它又是一种
超越、独立于物质的创造力量【creative force】。创造的万物【the whole
of creation】来自于它，又复归于它。万物皆有道，道却又高于万物。
如果将其译为“道路”【Way】、“原则”【Principle】、或者“原因”
【Reason】，如此解释未免过于狭隘。如果将其音译为“Tao”，对于
读者来说有些勉为其难，这样一来，就有些想当然地以为读者对这一
神秘学派【mystic School】颇为熟悉。译者本人现选定“真理”【Truth】
一词来替代。那些对希腊哲学【Greek philosophy】有所了解的读者就
会很容易地将“Tao”与希腊化思想【Hellenistic ideas】中的“Truth
与 Beauty”联系起来。这两个概念【道和 truth】当然并不完全对等。……
此书中的“德”【Der】在内涵上要远比儒家的“德”【Virtue】
广泛。这个词并无个人素质【individual qualities】之意，而是指事物
的状态。大多数情况下，“德”旨在表达“自然”【Nature】或“自
然主义” 【Naturalism】之意。8（1950a：vii-viii）
实际上，除“序言”中的西方哲学概念以外，译文中的其他几个西方哲
学概念同样值得我们注意：“metaphysical”（形而上学）（1950b：2）、
“Reality”（实在）（同上：1，2，10）、“Nothingness”（无）（同上：1，

84

2，3，10）。以上“序言”和“译文”中的西方哲学概念都不同程度地涉及
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ontology）、宇宙论（cosm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
和生命哲学（philosophy of life）。例如，与本体论有关的“Nature”（自然）
和与认识论有关的“Truth”（真理），如果从古希腊时期算起，有关它们的
理论或学说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而且这些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哲学派
别的论述中又不尽相同。所有概念当中，有些含义分歧较少，在哲学研究中
有着相对统一的认识，例如“metaphysical”、“reality”、 “nothingness”、
“naturalism”；而译者所使用“Truth”之含义，因为各个派别阐释不同，还
需要考察它们译文中所处语境才能推测出来（见后文分析）。因此，本研究
会根据各个概念的具体情况，结合译文来分析在其影响下的道家表征。
而“序言”中的这些类比与目录是紧密相关的，这些新目录标题的部分
关键词就取自“序言”中的西方哲学概念，新编目录如下：I. The Definition of
Truth；II. The Function of Truth；III. The Attributes of Nature；IV. The Whole of
Creation；V. The Cycle of Changes；VI. Abide by Inaction；VII. Esteem
Meekness；VIII. Banish Selfishness；IX. Eliminate Desires；X. Discard Learning；
XI. Avoid Violence；XII. Return to Nature；XIII. The Way of Government；XIV.
The Sage and The World 。 以 上 有 四 个 标 题 直 接 涉 及 到 了 “Truth” 和
“Nature”，而且“IV. The Whole of Creation”这一概念或短语也是直接来自
于 Bergson 的 Élan Vital 的理论。译者又根据译文段落的具体内容，将其归类
于这些标题之下，作为新的章节。因而从“序言”中的中西哲学术语类比、
到目录的标题和段落内容划分、再到译文形成了一个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
的表征系统。
基于这两个副文本的特征，我们分析译文的表征方法就是，从序言和译
文的西方哲学概念入手，如果其含义相对确定，没有过多的分歧，就通过其
含义，沿着目录标题，找到这些概念所在具体章节中的语境，进而分析这些
哲学概念是如何引导其语境表征道家思想的？对于含义不确定的西方概念，
就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译文语境来确定这些哲学概念到底指涉的是哲学史上
哪一范畴、哪一派别、哪一时期的观点，进而分析其影响下的道家表征。
为了便于分析这些概念是如何有机地表征道家思想，本研究将根据这些
哲学概念的具体语境（章节位置），将这些概念做分组分析：1.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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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 序言 ” 中所 提示 的 “ Hellenistic ”为切 入 点 ） ； 2. “Reality” 、
“Nothingness”以及“metaphysical”（ 这三个概念反复出现在章节 I.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6、7、8 段落中，三个段落在传世本原文中也是连续的）；
3. “Nature”（见章节 III）、“Mystic”、“VI.
“ X. Discard Learning” ； 4. “Élan

Abide by Inaction”和

Vital” 以 及 “IV.The Whole of

Creation”（“the whole of creation”是“Élan

Vital”的主题之一，见 “引

文”类比）。
7.2.2 西方哲学框架下的道家思想
1. “Truth”（真理，原文：“道”）
译者在序言中非常明确地指明译文中的“Truth”是希腊化（Hellenistic）
9

语境下的“Truth”。那么，什么是希腊化（哲学）呢？在西方哲学史上，以

Socrates，Plato，Aristotle 学派为代表的希腊古典哲学完结之后，就是以
Stoicism、Epicureanism、Skepticism（怀疑主义）为代表的希腊化哲学，而早
期 怀 疑 主 义 的 著 作 早 已 佚 亡 殆 尽 ， 其 论 说 大 多 由 其 集 大 成 者 Sextus
Empiricus 10 （ c. 160-210 AD ） 完 成 。 就 “ 真 理 观 ” 而 言 ， Stoicism 和
Epicureanism 继承和发扬了 Aristotle 的真理观——思想、语言与客观实在相
符合时，就是真理，在此基础上这两派提出了判断真理的标准。与之相反，
怀疑派认为真理没有判断标准11。那么译者到指涉的底是哪一派的观点呢？还
是两者都不是？
要确定此处译者具体所指，就必须从译文中有关“Truth”的章节入手，
在 I.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中：
1.

原文：寂兮，寥兮。

译文：“It is inaudible and invisible.”（1950b：1）（原文前序号为译者重编
后，该段、句译文在新章节中的段落序号）
11. 原文：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
可说。
译文：“The utterance of Truth is insipid. It cannot be seen with the eyes; it
cannot be heard with the ears; it cannot be exhausted from constant use.” （同
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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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文：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译文：“That which cannot be seen is formless. That which cannot be heard is
noiseless. That which cannot be touched is bodiless. These three cannot be
examined in detail for they really constitute one individual whole.” （同上：
2-3）
13. 原文：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
恍惚。
译文：It is imperceptible and indescribable. It is always changing, and
reverting to the state of Nothingness. It is formless, shapeless, vague, and
indefinite.（同上：3）
译文中的“道”（Truth）是不能靠视觉、味觉、听觉、触觉来感知和获
得的。怀疑派 Sextus Empiricus 在其著作《反逻辑学家》
（Against the Logicians）
中提出三个疑问来反驳 Stoicism 的真理判断标准：凭借什么判断主体？（“by
which？” 例如“人”）；凭借什么手段？（“through which？” 例如“感
觉和理智”），凭借什么媒介？（“in virtue of which？”，例如“表象”）
（2005：53-73）。Empiricus 认为这三个都不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同上：87）。
其中第二个反驳认为感官和思维（sense and thought）不能成为判断真理的标
准，这与译者所认为的“道”之特征有相似之处。Empiricus 也提出了反驳的
理由：获得知识（真理）的任务不属于感觉（sense-perception），因为感觉
在本质上可以感受到形状、滋味、声音、颜色，但是却不能得出“这是甜的”，
“这是红的”这样的判断，所以各种感官本身不能判断何谓真假（同上：68）。
在这个层面上，Empiricus 对真理标准的反驳的确和译文中的道家之“道”
（Truth）有相通之处。通过分析“序言”中表述的“希腊化真理观”，以及
译文中呈现的“真理”观，可知道家之“道”已经解读为希腊化时期怀疑主
义的真理观——真理不能靠感官和理智来获得。

2. “Reality” (“实在”， 原文：“有”)，“Nothingness”（“虚无”，
原文：无），以及“metaphysical”（“形而上学”，原文：“玄”）
在分析章节“I. The Definition of Truth”时，我们还发现了有另外几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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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讨论的哲学概念：“Reality”、“Nothingness”、“metaphysical”，虽然
三个概念并没有在序言中出现，但毋庸置疑它们在西方哲学中都是极为基础
而又重要的。
7. 原文：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译文：Therefore, when the mind rests in the state of Nothingness, the enigma
can be understood; when the mind rests in the state of Reality, the bounds
can be reached. （1950b： 2）
8. 原文：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译文：These two states, though bearing different names, have a common
origin. Both are mysterious and metaphysical. They are the most mysterious,
and form the gateway of all mysteries. （同上：2）
这两段在通行本的原文中也是连续的，译者将“同谓之玄”译为“Both
（Reality and Nothingness）are mysterious and metaphysical”（回译为“两者
都是神秘的和形而上学的”），根据译者使用的底本编著者高亨（1948：4）
解释：“微妙难识也。” “玄”在某种程度上确有“神秘、抽象”之意。而
Metaphysical是Metaphysics的形容词，在中文中已有约定俗成的对应词“形而
上学”，是西方哲学最为重要的哲学术语之一，“主要是指对“实在”
（reality）的基本要素和特征的研究，即‘本体论’（ontology）， 或者指
对在有关‘实在’的论述中最基本概念的研究。在某些论述中，形而上学也
探讨无法感知的实体（non-sensible entity）……。”12 这一“无法感知的实
体 ” 在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就 是 广 泛 意 义 上 的 Nothing （ 无 ） 。 13 也 就 是 说 ，
“Reality”和“Nothingness”构成了Metaphysics这一研究的两个主要问题。
再反观那句译文“两者都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的”意味着一种
较 为 具 体 的 哲 学 知 识 ， 那 么 译 文 就 可 以 引 申 为 ： 两 者 （ “Reality” 和
“Nothingness”）都是……形而上学的（范畴），在这几段译文里，“Reality”、
“Nothingness”与“metaphysics”关系和前面的分析一致：“Reality”和
“Nothingness”构成了Metaphysics这一研究的两个主要问题。如果再联系到
“Nothingness”和“Reality”为“Truth”（道）构成的两个方面，那么这三
个西方哲学关键概念就将道家思想纳入到了西方哲学这个更大的、更基本的
范畴——Metaphysic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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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ature”（“自然”， 原文：“德”）与“Mystic”（神秘，原文：玄）
再来看看译文中第二个重要概念：Nature（德）。译者（1950a：viii）在
“序言”中认为 “ 德”更多地指涉 “事物的状态 ”（a whole state or
condition of things），并且暗含了“自然”或者“自然主义”之意。在章节
III. The Attributes of Nature 以及 XII. Return to Nature 中，译者将大部分“德”
译成 nature（也有少部分译成了道德范畴的 virtue）。由于译者并没有指明
“Nature”之具体所指，因此只能先从“Nature”所处的译文语境入手：
III．The Attributes of Nature
35. 原文：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
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译文：It is Truth that gives both life and form to things. The nature of a
thing

determines its individuality and perfection. Therefore, as regards

all things, Truth and Natur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e importance of Truth
and Nature is a matter of course, and requires no comment. （1950a：7）
36. 原文：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
译文：Truth gives birth to life. Nature determines the individuality,
growth, development, completion, maturity,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of
a thing. （同上：7）
以上译文语境中的“Nature”为宇宙万物从无到有的自然规律。如果我
们梳理“Nature”的西方哲学史，早在古希腊，Aristotle在其著作《形而上学》
第五卷第四章中就对“Nature”做出了阐释：“自然的最初和首要的意义是，
在作为自身的自身之内有着运动本原的实体，质料由于能够接受它而被称为
自然，生成和生长由于其运动发生于此而被称为自然。自然存在着的运动本
原就是自然，它以某种方式内在于事物，或者是潜在地，或者是现实地”（亚
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2000：109）。Aristotle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观”
通此处语境中“Nature”（德）的功用高度契合的，译文的意思为——真理
创造生命。自然（德）决定万物的个性、成长、发展、完善，并保护万物的
免受危害。正是如此，道家之“德”就被表征成了Aristotle之“Nature”。
而 在 西 方 哲 学 中 ， 基 于 “Nature” ， 也 发 展 出 认 识 论 意 义 的
“Naturalism”（自然主义）。那何谓自然主义呢？它是一种对待自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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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自然主义者都认同“一切都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并且都可以通过
自然科学的方法得以解释。自然主义认同一元主义，不认同二元主义、多元
主义，服膺于科学，而与神秘主义（mysticism）背道而驰”15 （Bunnin, Nicholas
& Jiyuan Yu：2004：458）。自然主义这一概念中所蕴含的认识论显然与道
家的认识论相反，无论如何道家都没有“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得以解释”这
一观点。
译者将道家视为“Mystic School”（神秘学派）对道家思想之表征有何
影响呢？既然前面说道 Naturalism 与 Mysticism 在认识论上观点相反，那么
道家思想又会呈现何种 表征呢？首先有必要先了解神秘主义的含义。神秘主
义认为“世上存在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或者终极的现实（reality），既不能被亲
身经历，又不能被理性所感知，这一领域难以用普通语言描述，但却可以通
过长期灵修所产生的神秘直觉来获取知识”16（同上：451）。神秘主义的认
识论可以说与道家认知世界的直觉方式有着很大的共同之处，在《道德经》
原文中就有以“观”、“知”、“明”为核心的直觉认知方式，在译文中分
别也被翻译成“observe”（页 25，序号 32）“enligtenment”，并且无论是
原文还是译文都有明确反对通过实践、经验、技术来认知这个世界。例如章
节 “VI. Abide by Inaction”（无为）和章节“X. Discard Learning”（弃智）：
VI. Abide by Inaction
66. 原文：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 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译文：Without leaving the house, one may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 world.
Without looking through the window, one may see the way of Heaven.
The further one travels, the less he knows. Thus, the sage possesses
wisdom without seeking; becomes famous without display; achieves
success without effort. （1950b：12）
71. 原文：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译文：“The most virtuous abides by inaction, and nothing is left undone. The
least virtuous is always employed with action, and much left undone.”
（同上：13）
X. Discar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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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原文：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
不可解。
译文：Good mathematicians require no calculating apparatus. Good lids need
no bolts, and they cannot be opened. Good fasteners need no cords, and they
cannot be released. （同上：21）
113. 原文：为无为。事无事。
译文：Abide by inaction. Do not crave for accomplishment. Discard learning.
（同上：22）
这两个译文章节中诸多细节的确淋漓尽致地体现了“Mysticism”这一
认识论，强调“无为”、“弃智”，通过一种超验的直觉来获得真理。

如

果我们将“Mystic”和“Nature”及其涉及到的相关哲学概念一起考察时，就
会发现神秘主义和自然主义两者在认识论上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具体到章句
译文时，就会发现译文中强调“Naturalism”的本体论——宇宙或物质的运动
的规律，几乎没有章句与其认识论相呼应，但却有大量体现神秘主义认识论
的章句。综上所述，尽管在“序言”中译者即把道家视为“Mystic School”，
又将其重要概念“德”的含义解释为或翻译为“Nature”和“Naturalism”，
但是译者明显有所偏重，译文被表征为这样一种观点：在本体论上承认客观
实在与规律的存在，而在认识论上认同直觉认知的神秘主义。
4. “Élan vital”（Impetus of Life, 生命冲动）与IV. The Whole of Creation
（创造的万物）
在诸多阐释之外，在“序言”中译者还将“道”解读为Bergson生命哲学
的“生命冲动”——“ 它又是一种超越、独立于物质的创造力量（creative
force）。创造的万物（the whole of creation）来自于它，又复归于它。” Bergson
是这样描述“生命冲动”的：“我们所说的‘生命冲动’，体现在创造之中。
但是它却不能无条件地创造，因为它始终要和物质世界对抗（confronted），
也就是说，它总是逆向运动。它（生命的冲动）总是仅仅抓住物质世界，对
于它来说，这是一种必须，这样做才能尽可能地为自己带来更多的自由和空
间”17 （Bunnin, Nicholas & Jiyuan Yu：2004： 202）。 Bergson“假定存在
着一种称为‘生命冲动’的物质，深藏于进化之中，并决定着进化之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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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冲动’是一种力量，无法用科学方法来解释，却无处不在，变化多端”18(同
上)。Bergson对于“生命冲动”的阐释可以总结出两点：第一，它无处不在、
变化多端；第二，万物创造与进化，孕育、产生于矛盾和对抗之中。
对照目录可知，章节 IV.“The Whole of Creation”的标题借用了与“生
命冲动”有关的“The Whole of Creation”这一提法（见“序言”解读），那
么在这一章节译文中，道家思想是如何与“生命冲动”相关的呢？
47. 原文：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译文：The whole universe may be compared to a bellows. It is hollow, but
not empty. It is moving and renewing without cease. （1950b：9）
52. 原文：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译文：The rule of Heaven is extensive and comprehensive, slow but sure.
（同上：10）
译文将天地运行之“道”描述为“永不停歇、不断更新、无处不在、无
所不包”，这些对道运行状态的描述与“生命冲动”的阐释是类似的。同样，
这一章译文段落也体现了“Élan vital”的另一层意义：两种对立、对抗事
物可以创造出新的事物。
54. 原文：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挺地以为器，当其无，
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
为用。
译文：Thirty spokes share the space of one nave. The substance and the void
are both

essential to the usefulness of a vessel.

Doors and windows are hewn in a house. The substance and the void are
both essential to the usefulness of a house.
Thus, the presence of something may prove beneficial, just as the absence of
something may prove useful.
The multitude o things in this world have their origin in Reality. Before the
birth of Reality there was nothingness. （同上：10）
这几段译文中，“有”被分别译成了 substance、presence、以及 Reality，
而“无”则被分别译成了 void、absence、以及 Nothingness。译文所表达就是
“万事万物都产生于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之中。” 而在 Bergson 的哲学中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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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调生命的产生、进化来源于相互对抗的不同矛盾体。
所以这一章节译文对“道”（道生万物）运行状态的描述，被纳入了
Bergson 的术语“创造的万物”之下，而“创造的万物”就来源于 Bergson 另
一个术语“生命冲动”。在这一章中，“道永不停歇、无所不在”，以及“道
并通过有和无这一矛盾来创造万物”的观念都可以在“生命冲动”和“创造
的万物”这两个概念下被认知和解释。
郑麐用西方哲学概念系统地阐释道家思想，并不是单纯地意味着两者在
某个层面上有着某种相似或相通。更重要的是，道家思想被赋予了一个西方
哲学的框架得以被认知。而在“序言”中，译者就是这样认知道家思想的—
—“道家与儒家不同，也与古代中国其他学派不同，道家充满了思辨的翅膀，
从而得以一飞冲天，进入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领域” 19（1950a：ix），
同时译者通过史实证明道家思想来源于印度婆罗门教，并且也将道家思想称
之为哲学系统（philosophical systems）（同上：x）。无论是译者对道家的理
解和语言表述，还是对道家思想历史渊源的考证，都是将其视为一种与西方
哲学颇有渊源的智慧，也就是说译者一开始就是将道家思想“归类”为哲学，
而并非政治或宗教思想。
在译文中，译者进一步将西方各个时期、范畴、脉络的不同哲学话语“分
类”阐释道家思想，从认识论的角度将道家思想的“道的不可感知”解读为
“希腊化时期怀疑主义的真理观”，从本体论的角度将道家思想的“有”和
“无”的观点纳入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范畴；译者一方面从本体论的意
义将“道”解读为自然主义认可的宇宙或物质的运动的规律，同时从认识论
的角度将“无为”和“去智”解读为神秘主义主张的直觉认知方式。最后，
译者从生命哲学的角度用 Bergson 的“生命冲动”来阐释道的存在状态，以
及道通过有和无生产万物。
译者用“归类、分类”的方式引入西方哲学话语来阐释道家思想，这实际
上是重新定位了道家思想和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将两种很可能并无渊源，
在各自长期的历史变化过程中并无交集的两种思想，联系起来，并使得道家
思想在西方哲学框架下可以被解读和认知。那么这一译本的表征可总结为：
道家是一种涉及了本体论、认识论和生命哲学，与某些西方哲学思想有异曲
同工之处，从属于带有普世意义的西方哲学的东方思想。

93

7.3 郑麐、西方哲学话语和世界学典话语
郑麐以“归类、分类”的方式使用西方哲学术语将道家思想表征成了一
种在西方哲学框架下的东方哲学。基于话语的表征直接与译者身份相关。总
之，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郑麐为什么一开始就将《道德经》“归类”为哲
学（philosophy）文本，并进一步“分类”地使用西方哲学话语来构建一种新
的道家知识，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宗教或者政治文本？在这一翻译行为的背
后是否还有一种尚未被发现的背景？如果有，就需要将译者与相关话语的关
系置于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这一问题既涉及到了译者受到某种话
语的影响，又涉及到了译者借助这种话语构建新的道家知识时，是如何处理
与《道德经》阐释、翻译相关的话语的，以及这种构建出来的新知识对《道
德经》翻译史的影响如何？
7.3.1 郑麐早年西方哲学话语教育经历
译本中出现大量西方哲学话语的情况可以联系到郑麐早年在牛津大学求
学经历来加以考察。本研究将牛津大学档案馆提供的郑麐入学登记信息翻译、
整理如下：Cheng Hsianghung Lin（即郑麐，相衡），此英文名为其入学登记
用名，1901 年出生于中国广东，后来父亲移居上海经商。郑于 1924 年 10 月
进入牛津大学 Pembroke 学院，1925 年 12 月离校，之前曾就读于哈佛大学，
但都未获得相关学位。
郑麐在牛津求学经历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当时所有学生在第一学年都必须
学习高级人文学科（Literae Humaniores）课程，主要包括希腊语、拉丁语、
古典文学、古希腊和罗马历史、哲学、考古学。20 由此可知，译本中的哲学
话语来得益于这一求学经历。此外，1987 年再版的郑麐《英译四书》中由杨
家骆所撰写的<古籍新编英译四书识语>也可作为旁证：“潮阳郑麐字相衡，
早年赴美，在哈佛大学习政治学；复至英，在牛津大学专攻希腊哲学。”由
此可知，郑麐早年接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熟稔西方哲学话语，因而有能力系
统使用西方哲学话语，但这还不能解释他后来将《道德经》归为“哲学”，
并使用西方哲学话语来分类翻译《道德经》的原因和目的，而这些问题的背
后又可能涉及到译者其他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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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郑麐与世界学典话语的现代学术分类方法
7.3.2.1 郑麐基于现代学术分类的典籍翻译计划
郑麐不仅将道家思想归类为一种哲学，而并非政治或者宗教思想，而且
还用不同时期和不同派别的西方哲学思想分门别类地阐释道家思想。那么，
郑麐这种“归类和分类”的意识是从何而来呢？那就要从支持郑麐翻译、出
版英译典籍的中国学典馆和世界书局说起，前者由辞典编纂家杨家骆创办，
后者的负责人为李石曾21（1881-1973）。
据邹振环（1999：15）记载，世界书局和世界社负责人李石曾“1945年
编纂英文‘先秦思想’学典，先以英文刊布先秦群经诸子丛书（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Series）”，也就是郑麐所翻译那部丛书。李石曾一生致力于
推动世界学典运动，为此与杨家骆创办的中国辞典馆合作，于1937年组建了
世界学典馆，而中国辞典馆也改为中国学典馆，同时也收购了民国时期的重
要出版机构世界书局，依托这两个机构来发展世界学典编纂的事业。郑麐在
1946-1949年期间，在中国学典馆和世界书局的支持下一共翻译、编著、出版
了六本书。详见下表：
表 2 郑麐 1946-1949 编译著作表
年份

编译者

1946

编译著作
（中文）
孙子兵法

1946

燕丹子

郑麐

世界书
局

1947

郑麐

1947

中国古籍
校读新论
处世箴言

1949

新编四书

郑麐，林
素珊23
郑麐

世界书
局
世界书
局
世界出
版协社

1950 年
前后

新编老子

郑麐

郑麐

发行机
构
世界书
局

世界书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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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机构
中国
学典
馆
中国
学典
馆
世界
书局
世界
书局
中国
学典
馆
中国
学典
馆

序言撰写人
杨家骆

杨家骆

杨家骆、李秋水22等
（典籍分类目录）
郑麐，林素珊
杨家骆

杨家骆

那世界学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杨家骆（1994：112-136）在《四库全书
百科大辞典》是这样描述的：李石曾受法国思想家、百科全书派代表 Denis
Diderot（1713-1784）启发，发展了世界学典这一理念。概括而言，这一理念
主要涉及的是典籍编纂的构成和方法，他把学典分为通论、辞典、综缆三个
部分。1）通论主要涉及这部学典与世界其它相关知识的关系，学典所包含的
所有书目及其版本，这些书目研究的历史和现况等等。对于杨家骆编纂的中
国学典部分而言，其核心就是用西方现代学术分类的方法，重新将中国从古
至今的书籍分类介绍；2）辞典则是学典的主体部分，每一个书目的词条，需
包括作者及其著作的考证，具体版本信息，内容提要，该著作的研究历史和
概况等等；3）综缆则是各种检索方法。如果将世界学典视为一个庞大的话语，
那么通论、辞典、综缆三个部分既是世界学典话语的内容，也是其编纂方法。
由《郑麐1946-1949编译著作表》可知，郑麐的翻译、出版先秦典籍与出
版机构（中国学典馆）和写序人（杨家骆）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孙子兵
法》和《燕丹子》的序言所述，中国学典馆为郑麐翻译提供中文底本，写序
和出版服务，双方是一种合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这两个译本出版
之后，郑麐并没有继续翻译出版其他先秦典籍，紧接着1947年转而撰写、出
版了《中国古籍校读新论》（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 New
Approach，以下简称《新论》）一书。
《新论》主要介绍了中国先秦典籍分类（经史子集）、研究方法（编纂、
校勘、疏注）、研究历史（先秦草创、汉学、宋学、清代乾嘉学派）和翻译
历史（详见第九章“欧洲语言译本”，统计了16-19世纪汉学家和传教士的绝
大部分先秦典籍译本），并据此阐明其本人典籍翻译计划的指导思想和目的
——通过现代学术分类的指导思想来编纂、翻译先秦典籍，为英文读者研习
中国先秦思想提供一条新的门径。郑麐在《新论》的第十章“典籍的新分类
法”（New Classification of Classics）中，摈弃了经史子集的分类法，而是系
统地使用了现代学术分类的方法编纂、翻译成了<古代典籍目录>，“List of
Ancient Classics”）作为自己的翻译计划。郑麐将先秦典籍分为五个大类：
史传类、哲学宗教类、社会科学类、应用技术类、文学类，而五个大类之下，
再分为24个小类，以“哲学宗教类”为例，目下计有：A. 形而上学（Meta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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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为郑麐所译）、B. 道家（Mysticism），这一条目下列有《老子》、《庄
子》、《列子》等典籍)、 C.阴阳家（Cosmogony） 、D. 名学（Logic）、 E.
伦理学（Ethics）、 F. 宗教（Religion）、E. 杂录（Miscellanies）。除此之
外，还有两个附录，一为“西汉所传春秋战国遗籍目略凡例”（以下称“凡
列”），二为“西汉所传春秋战国遗籍目略”（共100本），后者由中国学典
馆杨家骆等人按照现代学术分类编纂，郑麐的<古代典籍目录>正是据此翻译
而来。
如果全盘考察《新论》一书，就会发现这是世界学典中的“通论”部分
——先介绍整个先秦典籍及其相关研究和翻译计划，再将这100本先秦典籍用
西方现代学术进行分类以此来定位“中国先秦学典与世界其他相关知识的关
系”，而《老子》（即道德经）就被归类为西方学术框架下的“神秘主义的
哲学”类别。
由于郑麐使用世界学典的现代学术分类方法来安排整个典籍翻译计划，
促使杨家骆将其典籍翻译成果纳入了世界学典籍。中国学典馆成员黄大受在
1947年12月2卷6期的《世界月刊》中曾撰文<世界学典有关的编辑工作>介绍
了马客谈、沈子善、李清悚、郑麐等编辑人员的工作与成就，感叹郑的翻译
计划“这工作虽然快大功告成，但因印刷费用太大，至今还无法全部和世界
人士相见，真是可惜。”即使杨家骆本人也称赞郑麐“编译先秦群经诸子为
英文、以成中英合璧版‘先秦学典’”（1994：155）。在郑麐和中国学典馆
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中，郑麐的身份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最初郑麐和中国学典
馆只是合作关系，最先翻译的《孙子兵法》和《燕丹子》译本扉页上的落款
为 “郑麐编译”。而在《新论》完成之后的英译《四书》和《道德经》这两
个译本的扉页落款为“中国学典馆郑麐相衡”。可以说郑麐在翻译《英译丛
书》期间，逐渐获取了世界学典编纂的背景。
7.3.2.2 郑麐：主张现代学术分类的哲学西化论者
如果要具体考察郑麐《道德经》英译本中折射出的译者身份，就需要考察
译者是如何使用世界学典话语中的现代学术分类思想来翻译《道德经》的，
具体说来就是要分析在使用这一分类方法过程中，是如何使用西方哲学话语
的，如何排斥与《道德经》阐释相关话语的，以及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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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郑麐的这一典籍翻译计划是基于译者对历代中西方学者（译者）研
究、翻译中国典籍的方法而制定出来的。郑麐使用民国时期学者高亨训诂的
《道德经》作为翻译的底本，但只呈现了校勘之后的文本，正如译者在《新
论》中所说“与以前的做法不同，校勘词句可以直接在文中修改，而不是添
加注解。如此便可以免去繁复的注解，方便普通读者”24 （1947:52）。郑麐
摈弃了以往传教士——汉学家在翻译中引用大量注解、考据的做法，而只是
借此训诂成果来呈现一个完整的、正确的英译本，为英文读者提供一种易读
的、有趣的教科书式的译本（甚至还为这套英文典籍做了简单的教学设计），
一种可以用西方哲学框架来解读的译本；这也就说明了译者并不是像传教士
——汉学家那样主张使用训诂话语来恢复《道德经》原初意义的翻译家。
译者在翻译之前《道德经》之前，就已经专门撰写《新论》，使用世界学
典话语中现代学术分类的方法安排指导这一巨大的翻译计划：通论、辞典、
正文翻译。正如郑麐在《新论》中所说：“ 应该为他们（中国古籍）制定一
个整齐划一的计划，如此才能保证形成一个中国古代文明的百科全书。”译
者完成作为“通论”的《新论》之后，就会进一步涉及到“辞典”部分，在
《新论》“附录”中“凡例”中第三条说道：
英译中国古典丛书整理译述之步骤，为先据各注本辑本校写为白
文，……然后译为英文，译比以中英文长序一篇分冠中文白文及英文
译本各书之前。……英文长序於中文长序中所述各点之结论，概举其
要。将来中英序除分冠中英文本各书之前外，别录成册，以为“书录”，
故本文长目称为‘目略’，力求简明。（1947：53）
由此可知，译者打算为整个翻译计划的每个译本撰写中英文两种序言，
并将各个序言“别录成册，作为‘书录’”，而“书录”就是“有关某一部
书或某些著作的版本、插图、评论、及其源流等各种资料的目录”（中国社
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2005）。 从书录所包含的内容上看，正是世界学典中
的“辞典”部分。如此一来，英文序言将被汇编成一部英文版“先秦学典”
的书籍，进而每一篇序言就自动成为该英译版典籍的详细条目。
也就是说，郑麐使用世界学典编纂的“辞典”方式撰写了《道德经》英译
本“序言”，包括了老子、著作版本的考证。更重要的是，译者使用“哲学”
（philosophy）这一西方学科来直接指涉道家思想， 以及一个简明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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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该译本最重要的内容和特色——用不同的西方哲学概念类比道家概念。
译者使用世界学典话语中“辞典”的编写方式在“序言”中将道家思想纳入
了西方哲学的框架之中。
在翻译正文中，译者通过引入西方哲学话语中本体论、认识论、生命哲学
的特有的关键词汇，Truth、Metaphysics、Reality、Nothing、Naturalism、Impetus
of Life 来阐释道家思想。例如，译者从认识论的角度将道家思想的“道的不
可感知”解读为“希腊化时期怀疑主义的真理观”，从本体论的角度将道家
思想的“有”和“无”的观点纳入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范畴；译者一方
面从本体论的意义将“道”解读为自然主义认可的宇宙或物质的运动的规律，
同时从认识论的角度将“无为”和“去智”解读为神秘主义主张的直觉认知
方式。最后，译者从生命哲学的角度用 Bergson 的“生命冲动”来阐释道的
存在状态，以及道通过有和无生产万物。
在这一译本中，译者极少牵强使用西方哲学概念来阐释、翻译《道德经》，
大部分的翻译都是基于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尽管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等
的关系。而对《道德经》最大的改变是通过一种分类、重组的方式，将原有
的“道”和“德”的思想体系结构分解成了本体论、认识论、生命哲学这三
大结构，将原文 81 章中的章句按照这三个主题，根据原文意义，分门别类地
使用同时期、不同派别脉络、不同范畴的西方哲学术语将道家思想阐释为一
种可以用西方哲学观点来认知、解读的东方哲学。
同时，我们可以从《新论》中的信息看出，一开始，郑麐就有意识将《道
德经》可能存在的“宗教”阐释排除在外。根据译者编写、翻译的<古代典籍
目录>来看，只有《墨子》、《田俅子》等有关鬼神学说的五本典籍被纳入了
“宗教”类（同上：47），并且拒绝视道家为某种“迷信”（superstition，
同上：28），而是将《道德经》纳入了“哲学”类别框架下的“神秘主义”
（Mysticism）。重要的是，译者了解“曾有学者将他们(经部典籍)与神圣的
经书相比较，比如，《圣经》、《吠陀经》、《梵书》、《可兰经》”25（同
上：15），也相当了解之前的《道德经》英译本都是传教士所译，并且也明
确主张新一代汉学家的翻译应该超越以 James Legge 为代表的传教士汉学家。
因此可以看出，郑麐是一位主张将道家纳入西方哲学框架来阐释的翻译家，
同时又排斥将其纳入或比附西方宗教来阐释的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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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分类就注定了与传教士汉学家带有传教目的基督化翻译不同，
也与他们采用训诂话语来支撑翻译的方法不同。在这一过程中，郑麐积极、
系统地中吸纳了这世界学典编纂话语的现代学术分类的方法，并使用西方哲
学话语阐释道家概念或思想，开辟了一条与基督化翻译截然不同的、系统、
彻底的西方哲学化翻译。
这同时也解释了，译者系统使用西方哲学话语，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曾经是
一个西方哲学学者，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译者也是一位辞典编纂学者，试图
用世界学典话语中现代学术分类的方法来阐释道家思想，正是这一方法使得
译者重新拾起早年的习得的各种西方哲学话语。
由此可以看出，郑麐的西方哲学学者和典籍翻译家背景并不能完全解释
其英译本的表征，只有完全从译本的结构和内容出发，才能发现那段他与中
国学典馆的那段密切来往的历史——深受世界学典话语影响，并主动使用当
时世界学典话语现代学术分类的编纂方法，结合早年习得的西方哲学话语，
改变了《道德经》训诂、基督化翻译传统的历史。正是在这一翻译过程中，
郑麐逐渐构建了一个具体历史语境中的身份——“系统分类的哲学西化论
者”：主张放弃繁复训诂过程，通过现代学术分类的思路，用西方哲学话语、
而不是西方宗教来阐释《道德经》。
7.4 结语
从译本的表征来看，郑麐在译本中分类使用西方哲学话语来阐释道家思
想，将道家从属于具有普世意义的西方哲学框架之下。那么，“均质、统一、
连续、进步”的历史观在《道德经》英译史上的运用就值得怀疑。郑的译本
并没有通过向西方介绍、翻译《道德经》来反思或者批判西方危机，反而通
过归化的翻译，将道家思想纳入西方哲学的框架之下，以拉近这一“地方”
哲学和普世哲学的距离。因此，也就不存在“均质、统一”的第二阶段《道
德经》英译史的表征，那么也就无法衔接第一阶段的“歪曲”翻译，和第三
阶段的“客观”翻译，进而也就不存在一个“连续、进步”的《道德经》英
译史。
郑麐的复杂身份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只是根据已知的典籍翻译
家和西方哲学学者身份背景暗示去选择或分析译本内容，很容易得出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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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西方哲学化”的译本，但却不易发现这是译本具有根据现代学术分类而
构建的“学典”性质的译本，更不可能发现郑麐与中国学典馆之间的紧密关
系，以及辞典编纂学者这一背景。第二，译者在译本中体现的身份是在具体
历史语境中构建的，也一定程度上涉及了牛津大学和中国学典馆，译者使用
了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习得的话语——西方哲学话语和世界学典话语中的现代
学术分类方法——来构建出新的道家知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折射出一个
历史的、复杂的译者身份：一位彻底的“系统分类的哲学西化论者”——放
弃了繁复训诂和基督教教义来阐释道家，而是主张通过现代学术分类和西方
哲学话语来翻译道家思想。而这一身份与“东方文化救世论者”毫不相干。
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哲学、心理学卷》记载，郑麐这一译本出版于 1949
年（京图书馆编，1991：95）。但实际上，郑麐《道德经》英译本并没有在最早的版本上注
明具体年份，唯一可推测的依据就是杨家骆在“序言”中的落款“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 家骆校毕识”。而 1950 年上海军管会才接管世界书局，而负责出版事务的杨家骆也于
1950 年离开大陆去台湾。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的译本登记出版时间也不同，前
者为 1950 年，后者为 1949 年。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出这一译本的出版时间为 1950 年前后。
2
即英译《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的合集。
3
杨家骆，江苏南京人，自幼习经史， 治目录学，颇有造诣。杨曾主持 《国史通纂》 的
汇编，1930 创办中国辞典馆，并任馆长。1945 年秋，中国辞典馆易名为世界学院中国学典
馆（上海）。
4
高亨（1900-1986），古文字学家、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1925 年秋考入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著有《老子正诂》。
5
由于译者旨在向读者提供一个没有争议的、易读的定本，也无意于追溯历代注疏，因此并
无任何脚注或评论。
6
这一统计表的数据大部分来自于法国汉学家 Henri Cordier（1849 – 1925）的 Bibliotheca
Sinica， 5 volumes， 1904-1924（《中国书目，五卷，1904-1924》），参见 Cheng lin（1947，
ii）。
7
Henri Bergson（亨利·柏格森，1859 -1941），法国哲学家、文学家，曾于 1927 年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其哲学思想“创化论”详见于代表作 Creative Evolution（1907），这一思想在
20 世纪上半叶颇有影响，其中也包括中国，在 1921 年第一期的《民铎杂志》上，梁漱溟、
冯友兰、蔡元培、李石岑、瞿世英等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价 Bergson 的“创化论”。
8
原 文 为 ： “ The translator of Daw-Der-Jing with several difficulties which are almost
insurmountable. The first difficulty is as regards terminology. The Chinese word ‘Daw’ or ‘Tao’
as used in this book has no exact equivalen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t is something active an
vital. It is more concrete than Logos as used by 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 It may be compared
to the Elan Vital as used by Bergson. But it is a creative force transcendent and independent of
things. It is the first cause and final destination of the whole of creation. It is the first cause and
final destination of the whole of creation. It is present in everything,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bove everything. To render it into ‘Way’ or ‘Principle’ or ‘Reason’is to give it a too narrow
interpre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o transliterate it as ‘Tao’would be unfair to the readers in that
they are presupposed to be previously acquainted with the philosophy of this mystic School. The
prtranslator has chosen the word ‘Truthas its substitute. Those who have some knowledge of
Greek philosophy will readily associate ‘Tao’with the Hellenistic ideas about ‘Truth and Beauty’.
The two concepts are, of course, not exact parallels.
Again, the word ‘Der’as used in this book is a much more comprehensive concept than mere
‘Virtue’ as known to the Confucian School. It connotes not individual qualities, but a whole state
or condition of things. More often than not it is meant to convey the idea of ‘Nature’or
‘Naturalis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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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是一个时间概念，以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大帝死亡为起点，以公元前 31 年罗
马共和国的覆灭为终点。希腊化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希腊殖民者在亚非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希
腊式城邦。
10
Sextus Empiricus 最著名的三部著作有 Outlines of Pyrrhonism《皮洛主义概论》，以及两部
以同一书名 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反数学家》命名的合集。而 Empiricus 的真理观大多
载于这三部书中，尤其是合集中的 Against the Logicians《反逻辑学家》。
11
参见崔延强（1995：58-67）。
12
原文为：“Metaphysics now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study of the most basic items or features of
reality (ontology) or to the study of the most basic concepts used in an account of reality. On some
accounts, metaphysics deals primarily with non-sensible entities or with things outside the scope
of scientific method, ...” 见词条 “Metaphysics”，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2004: 429。
13
这 一 论 断 来 自 “ Since metaphysics is the study of what exists, one might expect
metaphysicians to have little to say about the limit case in which nothing exists. But ever since
Parmenides in the fifth century BCE, there has been rich commentary on whether an empty world
is possible, whether there are vacuums, and about the nature of privations and negation.” 见词条
Sorensen, Roy, "Nothingnes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2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2/entries/nothingness/>.
14
郑麐如此翻译，极有可能是受到严复将“metaphysics”译为“形而之上”的影响，而这一
翻译就是根据《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实际上就是将
“metaphysics”视为“道”的在西方哲学的对应物。
15
词条“Naturalism”原文为：“The claim that everything is a part of the world of nature and can
be explained using the methodology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Naturalism accepts explanatory
monism rather than dualism or pluralism, is committed to science, and is opposed to mysticism。”
16
原文为：“The view that there exists a transcendent or ultimate reality that cannot be
experienced or rationally conceived. That domain is beyond the description of ordinary language,
and knowledge of it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mysterious intuition resulting from longterm
spiritual cultivation。”
17
词条“Élan vital”原文为：“The impetus of life [élan vital], of which we are speaking, consists
in a need of creation. It cannot create absolutely, because it is confronted with matter, that is to say
with the movement that is the universe of its own. But it seizes upon this matter, which is necessity
itself and strives to introduce to it the largest possible amount of indetermination and liberty。”
18
原文为：“He therefore postulated the existence of an élan vital underlying and determining the
course of evolution. Élan vital is a force which is not capable of scientificexplanation, but which
pervades the whole of nature and presents itself in innumerable forms。”
19
原文为：“The teachings of Lao Dan…are not only contrary to Confucianism, but are also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School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hey released the wings of Chinese
speculation, and enabled it to soar into the realm of metaphysics。”
20
参见 Literae Humaniores，in 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Literae_Humaniores
21
李石曾，原名李煜瀛，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与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并称
民国四大元老。
22
李秋水为中国学典馆编辑。
23
林素珊，1946 年在李石曾的领导下创办《世界月刊》，并任主编，1947 年同李结婚。
24
原文为：“Unlike the old practice the rectified words or sentences should be made in the text
proper instead of in the notes. This will eliminate the necessity of profuse notes and save the
patience of general readers。”
25
原文为：“They may be compared to the sacred scriptures like the Bile, the Vedas, the
Brahmanas and the Kora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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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吴经熊《道德经》英译本分析

8.1 吴经熊及其《道德经》英译本介绍
吴经熊（John C. H. Wu，1899-1986），字德生，浙江鄞县人，法学博士、
法学家、曾任上海市特别法院院长，执教东吴法学院（1924–1938），直至
出任院长（1927-1938），1946 年代表中华民国政府驻梵蒂冈教廷公使。吴
经熊 1917 年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并受洗入基督教循道宗（Methodism），
1920 年入读密歇根法学院，研究国际法和比较法，1921 年发表了第一篇法
学论文＜古代中国法典及法制思想资料选辑＞（“Readings from Ancient
Chinese Codes and Other Sources of Chinese Law and Legal Ideas”，以下简称<
选辑>）。吴经熊在欧美留学时期，曾与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 O. W. Holms
(1841-1935) 交 好 ， 并 先 后 师 从 德 国 新 康 德 学 派 法 学 家 R. Stammler
（1856-1938）和哈佛大学社会法学代表人物 Roscoe Pound（1870-1964）。
1933 年，吴出任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任上公布有《中华民
国宪法第一草案》。1935 年，吴经熊在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1的“中山教
育馆”支持下创办《天下》英文月刊，担任总编辑。1937 抗日战争爆发后，
受洗入天主教，随《天下》月刊迁至香港，并开始从事天主教传教活动。可
以说，吴经熊在大陆民国时期的法学界、政府司法界、以及天主教都是举足
轻重的人物。
吴经熊英译《老子道德经》（Lao Tzu’s the Tao and Its Virtue），分三期
发表于 1939 年-1940 年间的《天下》月刊。该译本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原文、
译文以及注解。注解条目 80 余个，长短不等，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使用训
诂话语来释义疑难字词和校勘由于誊写导致的“讹误”；第二类注解则是引
用西方文学、宗教和哲学中的概念和典故与《道德经》的内容相互比较、印
证，也有直接在译文中使用基督教概念的情况。
这一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从注解中的训诂话语和西方文化话语入
手，进而分析译者是如何使用这些话语构建译本表征的？又表征为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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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译者是如何在译本中构建身份的？
8.2 训诂学话语、译本表征、译者身份
8.2.1 训诂学话语框架下“原初”的道家思想
训诂学是研究解读古书字、词、句意义的学科（赵振铎，1987：1）。根
据关于训诂学的流派来看，复分为两个流派，一种以字词注释、考据为主，
这一流别萌芽于先秦、始于两汉、兴于清代中期、民国；另一种则是在宋明
理学影响吓，以疏通、义理、阐发为主（同上：13-17）。
《道德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蕴含了“贵柔守雌的母性生殖崇拜”
思想、“自然无为”的思想、“归根复命”（返）的思想、“矛盾对立转化”
的思想等等，但是由于汉字字体和意义变迁（由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
到春秋战国时的六国文字、籀文，到秦朝的小篆、再到后来的隶书、楷书）、
不同朝代意识形态的更替、以及誊写产生的讹误，导致后来的版本字词含义
晦涩、句构凌乱、章句描述和主旨脱节、甚至互相矛盾的情况。 这一部分将
要分析译者是如何引用的其他学者或者译者本人的训诂成果来释义、勘误、
诠释典故，进而为翻译提供依据的，并进一步结合上下文或道家主旨来分析
这部分译本的道家表征。
1. “母性生殖崇拜”之道家
《道德经》中不乏推崇“母性生殖崇拜”的章句和思想，第 6 章和第 4
章便是如此。以下主要是考察译者是如何训诂 6 章中“谷”和 4 章中“帝”
的甲骨文来描述、表征道家的“母性生殖崇拜”思想。
“谷” 、“母阴”与“Fountain”（喷泉）
六章
谷2神不死，(The Spirit of the Fountain dies not.)
是谓玄牝。(It is called the Mysterious Feminine.)
玄牝之门，(The Doorway of the Mysterious Feminine)
是谓天地根。(Is called the Root of Heaven-and-Earth.)
绵绵若存，(Lingering like gossamer, it has only a hint of existence;)
用之不勤。(And yet when you draw upon it, it never runs 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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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历来皆译为“Valley”3。但窃以为此处译为“Fountain”【喷泉】
更为恰当。谷的原初形式【original form】为“ ”，这一符号意为水
从洞口喷涌而出。4 (1939a：407-408)
译者认为甲骨文“ ”这一象形符号中，“ ”意为“水流”，“

”

则意为“洞口”，首先通过两个单独的甲骨文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以及两者
的上下位置组合关系，推导出“谷”的本意是“水流从洞口喷出”，进而得
出“谷”最初有“喷泉”之意。这是训诂方法中形训5的“会意”6。因此，译
者将“谷”译为“喷泉”在英文中的对应词“Fountain”。接下来译者将
“Fountain”描述为“Mysterious Feminine”（玄牝），而“The Door way of
the Mysterious Feminine”（玄牝之门，即母阴）则被描述为“天地根”（the
Root of Heaven-and-Earth）。 也就是说，“Fountain” 如同“母阴”
（The Door
way of the Mysterious Feminine）一般造出“天地万物”, “Fountain”则成
为“母阴”的隐喻。通过以上训诂和翻译，“Fountain”在这一章节，有着什
么样的表征效果呢？“Fountain”不仅在物状上与母阴相似，就其引申意义而
言，“Fountain”是活水之源，孕育水中万物，“母阴”则为人类生命之源，
其表征效果就在于“Fountain”和“母阴”之间这种在物状和引申意义上的
相似度，这种相似度有助译者强化道家思想中的“生殖崇拜”思想。
如果再联系到译本 41 章中的：“The Fountains attained Oneness and
became full”（谷得一以盈）（1939b: 512)，以及 52 章的注解所言：“在
我（译者本人）看来圣母（the Mother）就代表了‘一’（the One）”7（1940：
71）。由此可见，41 章的“Fountain”也是通过“一”和“母性生殖崇拜”
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帝”与“花蕊”（Bud）
关于 4 章中“象帝之先”的“帝”字的解读，众说纷纭，王弼曰：“帝，
天帝也。”河上公亦附之，曰：“道似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
如据此说，“象”则为“比拟”或“命名”之意。但王安石却说：“‘象’
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祖也”8。那么吴经熊是如何解读“帝”
的呢？
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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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冲，而用之或不盈。(The Tao is like an empty bowl, / Which in being used
can never be filled up.)
渊兮，似万物之宗。(Fathomless, it seems to be the origin of all things.)
……
吾不知谁之子，(I do not know whose child It is;)
象帝之先。(It seems to be the forebear of the budding Nature.)
…
“象帝”一直以来解读为“某一人”，确切说来，人类之始祖。但在
其他典籍中，并无此一说。窃以为，老子此处之“帝”乃其原初意义
【original meaning】，即作“花蕊”解，见于朱芳圃之《甲骨学文字篇》
上册，文一，第三页。由此，“象帝”为“现象世界”之花蕾。9（1939a：
406）
吴经熊的解读与王安石类似，但却得益于朱芳圃10当时对甲骨文、金文考
古研究成果。朱芳圃（1933：3）在《甲骨学文字篇》中对“帝”字的训诂原
文如下：
郭沫若曰：卜辞11“帝”字大抵作 ，若 ，亦有作

者，王国维曰：

帝者蒂也。……余按“帝”为“蒂”字之说，草创于吴大澂12。吴于“
已且丁父癸鼎”之 字注云：疑古“帝”字本作 ，如花之有蒂，果之
所自出也……。余谓……知“帝”为“蒂”之初，字则“帝”之用，为
天帝义者，亦生殖崇拜之一例也。
根据朱芳圃的训诂和“帝”字甲骨文的象形特征，吴把“帝”理解为
“花蕊”，因而“象帝”就被译成了“budding Nature”。于是译文末句“It
seems to be the forebear of the budding Nature”可解释为：“道”（It）乃“花
蕊”之孕育者。而“花蕊”一词则意味着新芽萌发，开花结果，循环往复，
无穷尽，这般特征恰恰暗合本章译文开头两句中对“Tao”（道）的描述：
“empty”、“never be filled up”、“fathomless”、“the origin of all things”，
正有“虚空不竭、万物之宗”之意。那么如此翻译，又为这一章节的表征带
来什么影响呢？ “budding”这一翻译其实把一个充满权力或祭祀的拟人隐
喻“帝”（至少之前的大部分译者如此认为）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殖意味的拟
物隐喻“花蕊”，这就将“道”之“虚空不竭、万物之宗”这一特征凸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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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且进一步揭示了道家对“母性生殖”的崇拜。
如果我们再将这两个表征中的隐喻与译文其他隐喻联系起来，就会发现
几乎所有道的特征或道家主旨都会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自然象征物：虚空不
竭（empty and inexhaustible）这一特征的象征物为“橐龠”（bellows）
（1939a：
407），不争（without striving）这一特征的象征物是“水”（同上： 409），
处下（lying lower）这一特征的象征物是“溪流”（streams）（1940：86），
而返朴（simplicity）这一特征的象征物则是“婴孩”（baby）（1939b：502）。
由此，译者通过甲骨文的训诂，用“Fountain”来翻译“谷”，用“Budding
Nature”来翻译“象帝”，将章句中具体隐喻或象征物与道家的主旨统一起
来，恢复、凸显了道家最原初的“母性生殖崇拜”思想。

2. “自然无为”之道家
“自然无为”是道家核心思想之一，但一直以来被视为权威版本的王弼本
中，个别字词的解读却与“自然无为”这一思想格格不入，不过由于王弼本
的权威地位，大多数注疏家只能先搁置这些疑难之处。尽管如此，还是有学
者根据语境和主旨来校勘这些“讹误”，吴经熊亦有采纳。
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The highest type of a ruler is one of whose existence the
people are ignorant.）
其次亲而誉之，（Next comes one whom they love and praise.）
其次畏之，（Next comes one whom they fear.）
其次辱之。（Next comes one whom they defy.）
……
功成事遂，（When his task is accomplished and things pushed through,）
百姓皆谓我自然。
（All the people say, “We ourselves have achieved it!”）
…
王弼版本中首句之句读为：太上，下知有之。但在其他版本中则为：
太上，不知有之（见蒋锡昌13，《老子校诂》）。我相当肯定此处应为
‘不’字，如此才能与末句相符。窃以为由于“不”字涣漫脱落，故误
读为“下”。 14（1939a：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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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蒋锡昌（1937：106）的《老子校诂》注解，上面所提到的“其他版
本版本”为，明、邓、吴、焦、周、潘等人版本，这些版本校“下”为“不”。
如果采用“太上，下知有之”一说，则意为“最好的统治者，就是百姓感受
到统治者的存在”，这与老子主张统治者“自然无为”的主旨相左，也与本
章节最后一句“We ourselves have achieved it!”相悖，因为此句的重点就在
于“ourselves”，强调“感受不到统治者的外力”，如果基于“不”的阐释，
译文意思则为“最好的统治者，就是让百姓无法感受到统治者的存在”，如
此这一主张才能与“自然无为”这一道家思想相一致。
这种根据语境的训诂方法叫“境训”15。吴经熊在训诂中多次使用境训这
一方法，从内部语境入手，通过分析主旨、上下文、行文特点、语法、以及
本书和他书用例比较互证16，既有单独使用某种方法的情况，也有综合两种或
两种以上方法的情况，以此释义、校勘和诠释典故。
3. 对立转化之道家思想
矛盾对立转化也是道家的重要思想之一，例如，2 章中的“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44 章也有类似的
表述，通篇呈排比风格、句构工整，但王弼本“质真若渝” 一句，解读为“质
真者，不矜其真，故渝”，意为“质性纯真的事物，却看似变化污秽”，无
论其解读，还是句构本身，都显得与上下文格格不入。
四十四章
……
广德若不足，（Abundant virtue looks deficient.）
建德若偷，（Established Virtue looks like a thief.）
质德若渝。（Integral Virtue looks like disintegration.）
王弼版本中，此句[质德若渝]应读为“质真若渝”。但我同意刘师培之
说，【上文言“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此与并文，疑】 17“真”字
一读，为“德”之旧体‘

’涣漫脱落所致。18（1939b：517）

译者省略了刘师培原文中的“上文言……疑”字句。刘师培根据上下文
句构采用“境训”方法将“真”校正为“德”，加之“德”之旧体“ ”与
“真”形似，可能产生誊写讹误，由此得出“质德若渝”。《道德经》中多
用排比句式对某一概念进行反复地描述，而此处句构亦是如此，前面两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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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对比关系，例如“广”(abundant)与“不足”(deficient)，“建”（刚健,
established）与“偷”（怠惰，引申为 thief），如果此处采用刘师培一说，“质
德若渝”，那么“质”（质朴，integral）与“渝”（变节，disintegrated）相
对，在句构上恰好也能与前两句形成排比句式。由此译文句构风格得以统一，
形成从广度、强度、纯度三个方面去描述所谓“正面”的“德”——“似不
足、似怠惰、似变节”，从而使得这一描述又与道家“矛盾对立转化”的思
想一致。
4.“反”（返）之道家思想
萧兵，叶舒宪（1993： 97）认为“与‘道’的范畴相联系，贯穿于《老
子》全书的一个中心主题便是‘返’（反）或‘归’，表达此一思想的另一
个同义词是‘复’。” “反”、“复”、“归”、“复归”在《道德经》中
均反复出现，历代多数注疏家也将这四个字词阐释为“返回”之意，均无疑
义。“反”这一核心思想，与道家的其他核心思想不同，例如“道”、“无
为”、“自然”等，概念统一，并无其他表述。而“反”（ 25、42、67 章）
涉及到了“复”、“归”、“复归”（ 14、16、29、32、52 章）三种表述，
译者如何在译文中来统一同一核心思想下的不同的表述呢？
四十二章
反者道之动。（The movement of the Tao consists in Returning.）
弱者道之用。（The use of the Tao consists in Its weakness.）
……。
“反”，此处译为“返”【returning】，“反”与“复”同义，而老
子在原文中又多次使用“复”。实际上，这两个字在古籍中常常连用，
例如，《易经》19的“复卦”中“反复其道”一说，意为“Returning to
and arriving at the Way”【返，则得道】。“返”的观念为《道德经》
中核心思想之一，这一观念,窃以为来自《易经》。……又如，“泰卦”
中这几句，老子似乎颇为熟捻：
无平不陂。
无往不复。
……第二句描述了道的辨证运动，老子在 25 章中已有详论：
To be great is to go on【大曰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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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o on is to be far【逝曰远】,
To be far is to return【远曰反】.
在这一章中，老子似乎又向前迈进一步，因为他将去的过程视为返的过
程。去则是返！……。20（1939b：513-514）
值得注意的是，译者之所以要在 42 章中训诂“反”，而不是在前几个
章节，是因为 42 章原文中描述“道”的“反”高屋建瓴，统摄其他章节中有
关“反”在各个层面的具体描述，如果能在这一章成功解释其核心地位，并
训诂、翻译“反”，便可以将其译文逐渐扩展到其他有关“反”的章节。那
么译者是如何将道家各个章节对“反”的具体描述归入“反”的主题之下的？
42 章中“The movement of the Tao consists in Returning”（反者道之
动）。这一描述“道”的“返”既有形而上的“循环往复”，亦有万物众生
形而下的“循环往复”、“返朴归根”的层含义。这是对“道”运作方式的
直接描写，为形而上，故用大写以示区别。除此之外，16 章译文也出现了大
写的 Return——“I only contemplate the Return”（吾以观其复）。
十六章
致虚极！（Attain to utmost Vacuity.）
守静笃！（Cling single-heartedly to Quietude.）
万物并作，（While all things are stirring together, ）
吾以观其复。（I only contemplate the Return. ）
夫物芸芸，（For flourishing as they do, ）
归根曰静；（Each of them will return to its root. To return to the root is
called Quietdue,）
是谓复命；（Which is the same as returning to the appointed Goal.）
……
其中只有“吾以观其复”的“复”被译为大写“Return”，就其译文语
境来看，既然这一章节主张通过“致虚静，守静笃”来“观其复”，那就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用人之感官来感受万物的循环往复，而是一种“通向‘本体
之道’的有效途径”（王中江，2001：73）。后面三个“return（ing）”皆
为形而之下的万物循环。32 章亦是如此：万物归焉而不为主（All things return
to It as to their home（页 505）。14 章中：Continually the Unnamable mov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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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it returns to the sphere of Thinglessness，此处为小写，说明了“道”归
于“无物”，是“返”的形式之一。
而对“反”其他方面的阐释、描述分别见于 29、52、67 章之“return”。
29 章中的“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译文为“And to
return again to infancy….And to return again to the infinite…. And to return
again to Primal Simplicity…”，意在指出修德需要“反”，而具体“反”的程
度或形式分别是：婴儿的状态、无极、朴素。52 章中的“见小曰明，守弱曰
强，用其光，复归其明” 译文为“To see the small is to have insight. To hold on
to weakness is to be strong. Use the lights, but return to your
insight。”“lights”（光），闪耀其外之智慧；明（insight）静观于内之道、
德。此处则是旨在阐释修道、修德过程中如何处理智慧的关系：使用它，但
最终的目的是“回复”到虚静的状态，以此得道。67 章中“玄德深矣，远矣，
与物反矣，然后乃致大顺，”其译文为“Deep and far reaching is Mystical
Virtue! How it leads all things to return, until they come back to Great
Harmony.”该章主旨意在规劝统治者修德治国，这一句译文阐释了“德”是
通过“反”来实现“大顺”的：神秘之“德”，深奥无所不在，率万物“循
环往复”，直到顺其自然。
译者在通过在 42 章中引用早于《道德经》的《易经》材料来训诂、标
识、突出了“Return”（返）这一概念在译文中的核心地位——形而上的“回
归、循环”之意，并用“return”统一了“反”、“复”、“归”和“复归”
——形而下的“归根”、“归无极”、“归婴儿状态”、“归朴”、“归虚
静”。译者使用训诂话语来翻译，不仅突出、统一、系统描述了“反”
（Return）
这一道家核心主题，无论是从使用的训诂材料（早于《道德经》成书年代的
《易经》）来讲、还是这一主题和具体描述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来讲，译者将
以上译文部分恢复到了原初的面貌。
“训诂”的作用就在于恢复典籍“原初”的面貌，而所谓“原初”就是
“在与训诂对象成书年代相仿的材料基础上，将典籍呈现出内容与主旨、或
者各自内部一致和完整的面貌”。译者通过形训或境训以上疑难“字、词、
句”来重新释义或者校勘讹误，凸显或强化了道家“母性生殖崇拜”的思想、
明晰了“自然无为”和“矛盾对立转化”的思想、统一了道家“返”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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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译者通过训诂使得译文内容、句构、和主旨统一和一致，进而
表征出“原初”的道家思想。

5．“典故诠释”下的道家思想
除了用境训、形训来重新释义、或勘误以外，译者也用诠释典故来补充
说明与原文相关的信息，例如提供典故出处、或比较、印证《道德经》与其
他典籍中相同内容，而不在于校勘讹误、重新释义，但仍然影响译本表征。
1）.“强作妄为”的甲骨文“

”（为）

“无为”意为“顺其自然，不施外力强作妄为”，绝大多数注疏家都持此
说，这一解释是根据《道德经》的主旨而来，为什么“为”在春秋战国或者
更早的时期就是“强作妄为”的意思呢？译者又是如何解释“为”即“强作
妄为”呢？
二章
……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Therefore, the Sage manages the affairs of the world without ado,
And teaches the people without resorting to words.
老子是从两种意义上来使用“为”的：1）老子所赞赏的“为”【doing】，
2）老子所谴责的“妄为”【ado】。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为无为【Do the
non-ado】。就第二种意义来看，老子似乎选取了这个字初始的意义。
罗振玉21在其《殷墟书契》中指出“爲”原初写法【originally written】
为“

”。符号“ ”代表“人的手”，而符号“ ”代表大象。因此，

甲骨文“

”的意义为“一个人用手拉着大象的鼻子。无为（针对统
22

治者提出的要求，吾友全增嘏 亦有此说）可以理解为：“统治者们！
不要拉着老百姓的鼻子走！不要压榨他们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不要另有
所图！”23（1939a：405）
从以上“注解”中可知，甲骨学家罗振玉从“

”（为）的象形特征中，

得出“为”的“原初”意义为“一个人用手拉着大象的鼻子”，译者根据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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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玉在词源学上的解释，进而引伸出“强作妄为”的意思，那么这极有可能
就是春秋或者更早时期“为”的含义。译者引用“为”的甲骨文含义“强作
妄为”，印证、补充了道家的“（无）为”思想及其来源。
2）. 内观自省之道家
22 章中的“不自见，故明”和 52 章的“见小曰明”主张应透过自我修
养的功夫，作内观返照，清除心灵的蔽障，以虚静的心境，去览照外物，了
解外物运行的规律（陈鼓应，2006:162，267）。在这一观点中，“见”和“明”
的表述总是依附出现的。47 章同样表达了“内观自省”的观点，但权威的王
弼本中读为“不见自名，”而非“不见自明。”

二十二章
……。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Thus, the Sage knows without travelling,）
不见而明，（Sees without looking,）
不为而成。（And achieves without ado.）
在王弼本中为：不见而名。根据《韩非子》中所言，将“名”改为
“明”。马叙伦则认为“明”和“名”通用。24 （1939a：421）
王弼对 “不见而名”的解读是“识物之宗，故虽不见，而是非之理可得
而名也” （王弼，1992：29）。即“认识事物的本质，即使不能亲眼所见，
也能了解事物的是非。”译者参考了马叙伦“‘明’通‘名’”的观点，是
“明”还是“名”对译文表征来说并无多大关系。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原文
中采用了距《道德经》成书年代更近的《韩非子·喻老》的“不见而明”。

3）.《论语》之“器”
第四十四章
大器晚成。
Great talents ripen late.
“器”往往译为“vessels”【器皿】。但此处个人以为应作“talents”
【天赋】、“capacities”【能力】、“aptitudes”【资质】、“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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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精神气质】、或者“stature”【境界】解。在《论语》
一书中，子曰：“How small is the talent of Kuan Chung【管仲之器小
哉】!”又曰：“A gentleman has no special aptitudes【 君子不器】”。
老子此处之“器”与孔子之说同义。 (1939b：516-517)
“器”是如何从具体的“器物”被引申到人的特质的？将“器”阐释为
“能力”或“境界”又有何依据呢？译者引用孔子《论语》的两句语录中
“器”的用法来作印证。

4）.《左转》之“怀璧其罪”
第四十五章
罪莫大于可欲
There is no culpability like desirability.
……只要你藏有任何可欲之物，你就会让他人垂涎三尺，诱发偷盗。
所以你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左转》记录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 711 年（桓公十年）。老子写下这几句时，一
定想起了这个典故以及类似的例子。25（1939b：518）
译者在“注解”中引用同样是成书于春秋末年《左转》中的典故 “怀璧
其罪”，印证、补充说明了“罪莫大于可欲”这一观点的出处或背景。
除此之外，译者在其他注解中还指出了来自《易经》、《孙子兵法》
的概念或典故，来呼应和印证《道德经》中的内容，诠释典故不仅可以用来
比较、印证《道德经》中的内容，有助于读者理解道家思想的来源或背景，
更重要的是说明了译者的翻译不是为了适应当下的需要和意义，而是将其置
于一个“原初”的语境。
6. 小结
译者使用与《道德经》成书时代相近的典籍和材料，或者使用基于这些
材料的训诂成果来重新释义、勘误、诠释典故——通过训诂“谷”和“帝”
二字来恢复其“原初”意义，强化了道家“母性生殖崇拜”的思想；通过勘
误将某些章句的具体描述与“自然无为”和“对立转化”的主旨统一起来；
明确、统一和凸显了道家“返”的核心思想；通过在译本中“诠释典故”营
造出了一种《道德经》产生的“原初”语境。总的来说，译者通过使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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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话语将译本部分内容表征为一种“原初”的道家思想。
8.2.3 吴经熊：主张训诂考据来再现“原初”《道德经》
从基于训诂学话语的译本表征来看，吴经熊大量引用和使用训诂话语，
并有新的见解。如果纵览吴经熊著述，这一译本几乎是唯一能全面体现其训
诂学术水平的译著，由于相关研究缺乏，因此有关吴经熊的研究很少将其视
为一名训诂考据学者来看待，也没有相关训诂背景的介绍。那么译者是如何
通过各种机构接触、习得训诂学话语的呢？译者使用的训诂话语与其他《道
德经》翻译或阐释有何不同呢？
吴经熊在其早年法律哲学研究生涯中，就开始接触到汉学家使用训诂话
语的来翻译的先秦典籍英译本，这些内容散见于其论文＜选辑＞（1921）和<
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之争>（“The Struggle between Government of Laws
and Government of Men in the History of China”）（1932）。而吴经熊系统全
面接触、使用训诂话语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其发表于《天下》的文章中。吴经
熊在孙科的中山文化教育馆支持下于 1935 年吴经熊创办了《天下》，并任总
编辑26，吴的撰稿栏目为“文章”、“翻译”、“书评”，编辑方向为中西方
思想、宗教、古典诗歌（严慧，2009：22）。正是这一主持撰稿、编辑《天
下》月刊经历把吴经熊完全带进了训诂领域，并且广交人文学科类的学者，
后来吴经熊回忆到：
与孙博士和《天下》朋友们的交往相当大地开阔了我的理智兴趣，更使
我专注于求知。……我有一间很大的图书室, 也有一群我视之为“走动
着的工具书”的好朋友。你的每一位朋友都会在某个方面比你有学识,
充分“利用”他们会有助于你的修养。27（Wu，1951：201-203）
正如吴经熊所述，《道德经》的注解中明确记载了他与 Mrs Yi-Sung, 叶
秋原、全增嘏和程石泉28（Wu，1939a：405，412；1940：75）反复商讨某些
字词含义的细节。1935 年《天下》月刊创办初期，吴经熊正式涉猎训诂学，
为 Waley 基于训诂话语的《道德经》英译本撰写书评。29 吴经熊在书评中称
赞其译文“忠实于原文” （1935：227）， 因为 Waley（1934/1958a: 13）
主张一种再现典籍原初意义的历史(historical)翻译（类似训诂考据），同时
排斥“文本翻译”（scriptural）——阐释典籍对于当下的意义（类似义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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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Waley 在翻译过程中往往同样参考、引用与《道德经》成书年代相仿
的典籍《尚书》、《诗经》、《韩非子》、《庄子》、《左传》来支撑其忠
实的“历史翻译”。
吴在书评中同时提到“最近，我偶然发现 14 篇非常有洞见的论文（见顾
劼刚，古史辨，卷三）正在讨论一首诗歌其中一节的真实含义页” 30（1935：
226）。《古史辨》出版于 1926-1941 年间，共 7 卷，是顾劼刚受胡适“整理
国故”运动和王国维“二重证据法” 31影响下创办的一本刊物，32 主张运用
“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是 1920、
1930 年代在史学界和经学界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对先秦
经学研究的主流指导思想就是“重训诂考据、轻义理疏通”33。
《古史辨卷三》的两个专题是关于《易经》和《诗经》的各种考证和训
诂。吴（1936）在《天下》上发表<诗经杂记>（“Some Random Notes on the
Shih Ching”）明显受到《古史辨卷三》中关于《诗经》文章中“重考据训诂、
轻疏通义理”的启发，不仅训诂考据《诗经》字词——境训《诗经》中<溱洧>
中“维士与女，伊其相谑”中的“谑”，形训<甫田>中的“婉”、“孌”和
“丱” (Wu，1936：9-34)，而且批评卫宏在《毛诗序》中的过度阐释——
将所有的爱情诗道德化和政治化（interpret all love poems in terms of ethics and
politics）（Wu，1936：31），另一方面吴又推崇顾颉刚称赞的、具有“重考
据、疑古”风格的《读风偶识》（崔东壁）和《诗经通论》（姚际恒）。除
此之外，吴还批评“当代的一些注疏家和翻译家倾向于将一些诗歌中的淳朴
乐趣解读成一种粗野和媚俗”34（同上：31）。综合以上材料，吴经熊在为《天
下》撰稿时，接受了民国时期“重考据训诂、轻疏通义理”的学术思想和
Waley“历史翻译”的总体翻译策略。
那么，吴经熊是如何接触到甲骨文、金文训诂的？不少信息直接或间接
表明吴经熊作为《天下》的总编辑在其撰稿、编辑活动中接触到了甲骨文训
诂。《天下》有两位撰稿人是甲骨文专家 Herrlee Glessner Creel（顾理雅）35及
其“亲密的朋友”John C. Ferguson（福开森）36；《古史辨卷三》中的《易经》
专题37中大量涉及到了占卜和甲骨文内容，吴又对此极度痴迷。38 更重要的是，
吴已经意识到象形文字训诂考据在翻译中的作用。吴（1936：18）在<诗经杂
记>中说到：“汉字的象形价值（pictorial value）……对诗歌的整体美贡献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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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当你看到“婉”和“孌”时，一个女孩装束的男童形象就会跃然纸
上。而“丱”本身简直就是两条辫子的形象。”39 吴认为在翻译中国古典诗
歌时“译者必须让原文的形象在脑海中融会贯通，然后尽其所能用另一种语
言来表达那种总体的形象，希望能在象形价值方面，可以在译入语中找到最
接近的对等词”40（同上）。民国时期训诂话语中“甲骨文使用”和“重训诂
考据”对吴经熊的影响途径可以看出：吴一是通过在《天下》月刊撰稿、编
辑活动，二是借助自己的私人图书馆和广泛人文学者交际圈，以此来接触、
熟悉、实践训诂话语中的“训诂考据思想”和“甲骨文使用”，逐渐成为一
名民国训诂考据学的学者。
在译本中，吴经熊就是使用他在《天下》期间逐渐掌握的民国时期训诂学
话语来构建一种新的道家知识。在译本中，译者主要引用著作绝大部分是与
《道德经》成书年代相仿的《易经》、《论语》、《孙子兵法》、《左转》、
《韩非子》，以及民国时期“重考据，轻疏通”的《道德经》训诂著作，仅
有一本南宋时期范应元的《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而整个宋元明时期有关
《道德经》的注疏著作近一百本。这并非巧合，而是因为宋元明理学影响下
的典籍研究注重义理阐释疏通，恰好与“重考据”相反。在以往的《道德经》
英译本中，Legge 译本就非常依赖注重“阐释疏通”的明朝焦竑《老子翼》
和宋元时期吴澄的《道德真经注》（1891：xv-xvii）。所以，只从参考资料
的引用上看，译者就是希望通过严格的训诂考据或者其成果来构建一种具有
“原初”面貌的《道德经》。
民国时期训诂学中引入了新的材料，这得益于金文、敦煌文献、甲骨文的
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吴经熊就是利用了甲骨文训诂《道德经》某些字词，例
如，上文中探讨详细探讨的“帝” 、“谷”和“为”。译者在“注解”中说
道，“‘帝’一直以来解读为‘某一人’”。正如译者所述，译者“注解”
出现的其他英译本中，Arthur Waley（1934/1958c：146）译为“Ancestor”，
并在注解中明确指出“the Ancestor”就是中国古代的“黄帝”，James Legge
（1891：50）译为“god”， Gorn Old（1894：30）译为“God”，Paul Carus
（1898：99）译为“Lord”，Lionel Giles（1904：19）则译为“ Sovereign Power”，
并做出如下注解：“众所周知，此句晦涩不明，有后添篡改之嫌，老子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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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论中并无脱离道而存在的神（Divine Being）。如果如一些译者将‘帝’译
为‘emperor’（帝王），此举势必显得荒谬，无疑是一种老子研究的退步”41
（同上）。正如，Giles 所言，如果解释（翻译）为“上帝”、“帝王”、“先
帝”，道家在论述“宇宙论”时，从无涉及这类概念，并且与第 4 章“虚空
不竭、万物之宗”的语境脱节。译者利用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在考古、训诂方
面的成果将“帝”解读为与道家“母性生殖崇拜”密切相关的“花蕊”。
同样，译者在“注解”中说到，“‘谷’历来皆译为‘Valley’。 但窃以
为此处译为‘Fountain’（喷泉）更为恰当。谷的原初形式（original form）
为‘ ’，这一符号意为水从洞口喷涌而出。” 正如译者所述，译者在译本
注解中提到的 Paul Carus、Herbert A. Giles、James Legge 的翻译都采用了
“Valley”。尽管 Valley 这一直译与道家“母性生殖”崇拜的主张也能勉强
联系起来，但并无文字学上的根据，译者利用甲骨文的象形特征将其解读为
“喷泉”，并翻译成“Fountain”，这在具象上更靠近母性生殖。
译者利用“为”的甲骨文特征“

”（手牵大象鼻子），将其解读为“妄

为”，这也为《道德经》中“（无）为”阐释和翻译增添了文字学上更有说
服力的证据。除此之外，译者在译本中解释“保”、“无”时，也使用了甲
骨文或金文来阐释这些字词的原初意义，译者所参考的成果几乎囊括了当时
所有的重要甲骨学家：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朱芳圃、丁山、和叶玉森。
就本研究者所接触到的《道德经》译本或训诂著作，以上甲骨文的使用都是
极具说服力和创新精神的，不仅恢复了《道德经》“原初”的面貌，而且还
把字词含义、章句描述和道家主旨统一起来了。
译者如此系统、广泛、深入地采用民国时期的考据训诂思想和考古成果，
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其目的与当时的学术风潮并无二致，主张
通过考据来恢复古籍原初的意义，同时反对或排斥在翻译中重“疏通的”义
理阐释。因此，吴经熊既是一位“训诂考据”学者，也是一位主张再现“原
初”《道德经》的传播者，而不是一位倾向于义理阐释的译者。
8.3 西方文学和哲学话语、译本表征、译者身份
在吴经熊《道德经》英译本注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西方文学、哲学话
语，主要涉及了 William Wordsworth42的 Excursion（《漫游》）、Johann Wolf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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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Goethe43的 Faust（《浮士德》）、Gilbert Chesterton44等人的文学作品片
段，以及康德的哲学概念“Existence”和“Non-Existence”。以下部分将分
析译者是如何使用西方文学和哲学话语来表征道家知识的，以及译者在处理
中西话语关系的过程中是如何构建身份的？
8.3.1 西方文学、哲学话语与译本表征
1）. 万物之宗：微小而神秘
一章
……。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
…
Always non-existent, and yet we can discern in It the hidden Seed of all
existence:
Always existent, and yet we can discern in It the ultimate End whither all
existence tends.
Both the Seed and the End derive from the same Whole, though they differ
in name.
The Whole is called Mystery.
“妙”这一词，原意字面意义为“微小” 45，我译为“隐藏的种
子” 【the hidden Seed】，我十分肯定老子本人也曾有过类似 Chesterton
脑海中的一些画面，
微小于万物【Smaller than all lives that be】，
神秘如深海【Secret as the deepest sea】，
一屋小种子【Stands a little house of seeds】,
精灵藏谷仓【Like an elfin’s granary】。46（1939a：403）
根据译者注解，道家之“妙”意为“微小”，兼有“神秘”（hidden）
之意；而译者节选 Chesterton“The Holy of Holies” 47 (<至圣之所>)之一段
来描述上帝的存在和主宰如同“种子”一样“微小”（smaller）、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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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基于注解中的阐释，“妙”与“种子”从字面到引申意义，两者
确有相通之处。而“妙”为“道”之特征，“种子”之特征又被赋予“上
帝”，由此看来，老子和 Chesterton 都用 “微小”、“神秘”两种特征来形
容道家和基督教的万物之宗——“道”和“上帝”。
但译者引入这首诗歌的立场和手法值得探讨，首先译者并没有直接明示
两者是如何相似或对等，而只是肯定“两者（即老子和 Chesterton）脑海中
有过类似的画面”；第二，译者引用表达“上帝的存在和主宰”之意的诗歌，
尽管篇幅短小，却在这个译本中有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其中包含了作者，
诗歌的主题、思想、表达方式，并不从属于译文。这实际上是把两种有着某
种类似的思想和表述方式的中西文学并置比较，其表征就是中西方造物主（道
和上帝）具有相似、想通的特征——微小而神秘。

2）. 心随物动，物随心动，心物合一
五十四章
……
修之于身，（Cultivate Virtue in your own person,）
其德乃真；（And It becomes a genuine part of you.）
故以身观身，（Hence, a person must be judged as a person;）
以家观家，（A family as a family;）
以乡观乡，（A community as a community;）
以国观国，（A state as a state;）
以天下观天下。（The world as the world.）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How do I know about the world?）
以此。（By what is within me.）
……
宇宙中最大的神秘之一就是个人世界【the inner】和外部世界【the
outer】的互动【correspondence】，Wordsworth 在其《郊游》的序言
中也曾写到：
吾声呼喊，
心【individual mind】随物【external world】动，美妙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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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随心动，妙不可言，……。
心物合一，
妙作自出。
……实际上，我一直都觉得 Wordsworth 带有道家色彩。要是老子在世，
他也会认同 Wordsworth 的另一 首诗 “掀翻书桌 ”【“The Tables
Turned”】：
自然的智慧多么芬芳；
人类的心智如此滋扰，
世间万物已是支离破碎，
就是我们在谋杀和解剖。48（1940：73）
译者将 54 章与 Wordsworth 这两首诗并置在一起，原因就是译者认为两
者 在 “ 个 人 世 界 和 外 部 世 界 的 互 动 ” 这 一 点 上 有 共 通 之 处 。 49 那 么
Wordsworth 的“心”（mind）“物”（external world）是如何互动的，又是
如何与这一章节的道家思想对应起来的呢？这就涉及 Wordsworth 这首诗歌
的思想和道家“德”概念。五十一章译文有言：They（all things） have not been
commanded to worship Tao and do homage to Virtue, （道之尊，德之贵，）/ But
they always do so spontaneously.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1940: 69）
由此可见，所谓“德”的主张之一就是“让万物顺其自然”，那又当如
何实现自然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 44 章又言：“High
Virtue looks like an abyss”

50

（上德若谷），而“abyss”（深渊）就是“虚

静”的象征物。综上所述，“修德”需要“虚静”在先，道法自然在后。而
54 章译文则说“How do I know about the world? By what is within me”（我何
以了解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我心灵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道家所说的“虚
静”。
结合以上有关“德”的分析，54 章的主旨可以理解为：以内心“虚静”
的状态，无欲、无妄为，内心顺其自然的方法来修“德”于身、家、乡、国、
天下，即为“心随物动”一说；既然“心”虚静，且与“物”浑然一体，那
么藉修德之法，推己及人，见微知著，即“物随心动”。
而 Wordsworth 之 Excursion 一诗则说“心随物动，美妙之极，物随心动，
妙不可言。心物合一，妙作自出”。 W. J. B Owen（2007：134）认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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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的力量（blended might）所指涉的是一种想象（imagination）。51 既然是
想象，就要抛弃私念，与自然自由互动。结合这两段分析，“Cultivate virtue”
（ 道法自然之修德）与“individual mind to the external word is fitted”相当，
“Know the world by what is within me”（藉修德之法，见微知著）与“the
external world is fitted to the mind”相当，“imagination”（想象）与修德的
状态“Quietude、Vacuity”（虚静）相当。故此处表征为：道家和 Wordsworth
都认为“个人世界和外部世界是一种互动关系，其媒介就是“想象”、“虚
静”的心理状态。
3）.“表象、显现”源自“本质、隐藏”
译者在中西话语印证、比较的过程中，除了直接使用西方哲学、文学话
语和道家思想互相阐发以外，再次采用了训诂的方法，从词源学的角度发掘
某些概念的原初意义，进一步与西方哲学话语相互阐发。
四十二章
……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
All things under heaven are born of Existence:
Existence is born of Non-Existence.
我将“有”和“无”译为 Existence 和 Non-Existence，因为没有比这
更好的选择了。老子的“无” 不是“non-being”，而是感官世界之外
的存在。换句话说，“有”与康德的 phenomenon 相当，“无”则与
noumenon 相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To be or not to be”，而在于“to
appear or not to appear”(显现还是隐藏)。
据《说文解字》记载，“有”原意为“有，不宜有也。”而，在我、
Chuan Su-so、叶秋原看来，“无”的篆书“

”，象征着“一群动物

消失在迷宫般的森林之中。
“

”非常复杂。可以做如下拆解：（1）“

“

”意为“集聚的数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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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大”，（1）

”则意为“一片森林”，（4）

“

”意为“消失”或“逃走”。而“

分：（1）“

”意为“进入”，（2）“

”可以继续拆解为两个部
”意为“蜿蜒的路径”。

无论对“无”做何种阐释，它都指示“隐藏之物”，而“有”则是“显
现之物”。无疑，老子更推崇前者。
我认为 Existence 意 为“现象世界 ” 【the phenomenal world 】 ；
Non-Existence 意为“本质世界”【the Realm of Essence】。52（1939b：
515）
虽 然 译 者 认 为 “ 有 ” 与 康 德 的 phenomenon 相 当 ， “ 无 ” 则 与
noumenon 相当，但却没有用这两个康德的术语来代替原文中的“有”和
“无”，可见在译者看来这两组概念不完全是一回事。即使退而求其次用
“Exisentce”和“Non-Existence”来翻译，并注明此处的“Exisentce”意为
“现象世界”（the phenomenal world）；“Non-Existence”意为‘本质世
界’(the Realm of Essence)。
“有”和“无”是“道”的两种别称。“由于‘道’之‘不见其形’，所
以用‘无’来形容它；而这个‘不见其形’的‘道’却又能产生万物（‘物
由以成’），所以又用‘有’来指称它”（陈鼓应，2006：27）。根据注解
对“无”小篆体的训诂，以及引用《说文解字》中对“有”的阐释，“无”
为“隐藏之物”，而“有”则是“显现之物”。
康德之“phenomenon”又称为“表象（appearance）”（Bunnin, Nicholas
& Jiyuan Yu， 2004：40），而“表象就是一种客体（object），这种客体产
生于当我们用时空感官和范畴去理解表象的时候”53 （同上，2004：40），
而“noumenon”则与“phenomenon”、表象、直觉、体验相对，是一种终极
存在（ultimate reality）（同上：479），康德认为尽管我们永远无法了解那
个真实的终极存在，但是我们的感受、理解的表象却直接来自于那个真实的
终极存在。就这一点而言，道家和康德这两组概念内部之间都有一种“源流”
关系：即“有生于无”和“phenomenon 来自 noumenon”。
但是这两组概念分别所处的范畴又有所区别，“noumenon”属于本体论
范围，含有“本质、隐藏”之意，“phenomenon”则属于认识论，含有“表
象、显现”之意，而“有”、“无”则是“道”的两个别称。正因为这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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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之间这种似是而非的关系，译者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提取公约数的办法，
使用 Existence（the phenomenal world）和“Non-existence（the Realm of
Essence）”最大限度地将两组概念的相似、相通之处统一起来。表面上看起
来 ， 译者 是 在通 过康德 的 概念 来 支撑 译词， 而 实际 上却 是 通过对 康 德
“noumenon”、 “phenomenon”的阐释，以及形训“无”的小篆体“ ”
来比较康德和道家的这两组概念。由此产生的表征就是：在不同哲学范畴的
两组类似的概念，都不同程度指涉了“本质、隐藏”和“表象、显现”内容，
都认为前者不可感知，后者是表象，都认为后者来自于前者。

4）. “手牵鼻子”之妄为与弃智
在第二章注解中，译者根据罗振玉对“为”字甲骨文

的训诂，从词源

学的角度解释了“为”的原初意义（手牵大象的鼻子），并进而引伸出“强
作妄为”的意思（见前文训诂部分分析）。在 65 章译者更直接把“为”翻译
成了“lead…by the nose”（牵着……鼻子走），并且还在注解中附上了 Goethe
诗剧 Faust 中有关“lead…by the nose”的典故：
六十五章
……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
He only helps all creatures to find their own nature,
But does not venture to lead them by the nose?
老子之思想与 St. Paul 类似，后者曾说过，“我们应该做事，但绝不能
好管闲事”。浮士德【Faust】不就是这样的好事之徒吗，即使在自己
的书房里也是如此：
【浮士德 哎，我绞尽脑汁把哲学、法学和医学，天哪，还有神学，都
研究透了。这是的我，这个蠢货！尽管满腹经纶，也并不比以前聪明；】
54

称什么学士，称什么博士，十年来牵着我的学生们的鼻子【I lead my

pupils by the nose】，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处处驰骋——这才知道我
们什么也不懂！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无知就是获得智慧的开始，对于老子
和 Goethe 来说是异曲同工的。55（19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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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由

引申出来的意义“牵鼻子”这一说法并不是一个孤例，中国文

化中还有类似的俗语，例如“牵着鼻子走”，还有以“鼻子底下……”，这
些表达都不同程度地指涉“用外力或欺骗的手段来支配、妄为”之意。在这
段注解中，“lead sb by the nose”也意为“用某种外力或欺骗手段来支配、
控制其他人”。由此可见，中西方表达“用外力控制、妄为”这一观念时，
都是基于人类对“手牵鼻子”相同身体经验和感受，用“鼻子”来做被控制
的动物和人的隐喻，用“手”来做“控制者”的隐喻，进而表达“妄为、控
制”的含义。
而老子和 Goethe 反对“用外力妄为”这一观点的背后逻辑也有相似之
处。老子反对“妄为”，主张“无为”，与其“弃智”、“绝学”一脉相承，
因为老子认为仁义礼法智慧只会徒增人们的智巧心机。而《浮士德》中 Faust
“十年来牵着我的学生们的鼻子，天南地北，处处驰骋”的资本就是“作为
一个满腹经纶的神学、法学、哲学博士”，Faust 痛感中世纪哲学繁琐无用、
科学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而自己又脱离社会、自然，所以要放弃自己的学
识。就其主题而言，老子和 Goethe 都主张“绝学”、“弃智”；基于人类共
同的身体经验，反对妄为，认为“手牵鼻子”是一种“使用外力的妄为和控
制”。
实际上，译者除了认为中西之间有相似之处以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本
译著首先是一个翻译实践，译者的首要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传播《道德经》，
其次才是一个中西比较研究。译者在注解中加入西方文学和哲学话语，并非
纯粹比较中西的相似之处，最终一定是为译文服务的，但不像训诂话语那样
为译文做严密的考据和解释，而是在暗示中西文化有着人类经验体会共通的
因素。因此以上所分析的部分包含了“中西文化比较”和“中国文化向西方
传播”两个层面，这一部分的表征应为：道家是一种与西方哲学、文学有相
似、相通之处的思想，一种可以被西方读者认知和接受的思想。
8.3.2 吴经熊：主张“比较”中西文学、哲学的来阐释《道德经》
西方哲学、文学话语与注解中的训诂话语不同，其作用不在于释义和校勘，
为翻译奠定基础，而是重在互相比较、阐发中西思想的相似、相通之处。如
此一来，吴经熊的译本已经不是单纯的翻译了，已经有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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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比较文学作为 1920 年代中国新兴的独立学科，同时也是一种话语，这种
话语在内容和对象上广泛地包含了中西文学、历史、哲学、甚至艺术，而最
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吴经熊在翻译《道德经》时，比较
中西话语的意识从何而来呢？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深入、广泛比较中西文化，
构建出什么样的身份呢？
吴经熊民国时期的最重要的身份就是比较法学家，除了中西具体法律之
间的比较，同时也涉及到中西哲学层面的比较。在这一方面，吴有着完整、
系统的求学经、工作经历。吴经熊先后在东吴法学院（1917-1920）、密歇根
法学院（1920 -1921）求学，后来又执教、执掌东吴法学院（1924-1938）。
我们可以通过吴在以上机构的求学、工作经历来考察吴是如何习得这一比较
方法的？
“东吴法学院一直以‘中国比较法律学院’（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56而闻名于世，它提供了独特的职业训练和比较法教育，使
得其毕业生可以对于差异巨大的不同法律体系应付裕如”（康雅信，2004：
580-581 ） 。 当 时 的 美 国 驻 华 法 院 法 官 、 比 较 法 学 家 Charles Lobingier
（1866-1956）为东吴法学院设计了“一种内容广泛的比较法课程；也正是他
提议将‘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作为法学院的名称，法学院
的早期文献也反映了他对比较法学习价值的笃信”（同上：586）。1920 年
吴经熊在密歇根大学深造，研究的重点也包括比较法。571924 年，吴回到东
吴法学院任教，1933-1934 其授课科目就包括比较法。58 早年的“比较法”
训练充分体现在其 1921 年的英文论文＜选辑＞中，吴经熊选取并翻译有关中
国古典法律文献，并将其与欧美法律史互相对照，在 77 个注解条目中，有
23 个条目直接涉及中西哲学、法律、文学相似、相通之处。其中就有《道德
经》中的两个章节 58 章、74 章59，并将其视为中国自然法的开山之作，并引
用西方法学思想相互印证。其中 58 章的译文为：
法令自然无为，百姓则安居乐业。法令繁复僵硬，则导致不公。曾
经被视为天经地义，今天或许就成了大逆不道。往昔先贤眼中的真善美，
今日就变得荒谬可笑。自古至今，百姓对此迷惑不解。由此，圣贤之策
固然需要坚定，但也需要变通；圣贤固然需要坚持其理想，但却不能因
此滋扰百姓；法令固然要执行，但却不能僭越天理。60 (1921：51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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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吴经熊将首句“法令自然无为，百姓则安居乐业”注解为：
老子赞成法律应当朴素简单。“自然无为的法令”这一观点与
Burke61的“朴素善意”【plain good intention】相当，这一概念出自于
Burke 著名的一段话中，“繁复精巧的法令永远都是混乱的源头，只要
这个世界还在运行，永远都会如此。‘朴素善意’并非是统治百姓的卑
鄙伎俩，并且经得起从头到尾的检验，就像诈骗最后会被揭穿一样。”62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法令最多的时候，就是最腐败的时候。63（同
上）
吴 1932 年的<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与人治之争>，主要以《左转·昭公》、
《论语》、《道德经》、《商君书》为主要材料，其中引用了《道德经》第
2 章、第 58 章的辩证法思想，第 5 章中的自然无为思想，第 17、18 章中弃
智返朴的思想，同时也引用哲学家 Bertrand Russel，以及汉学家 Richard
Wilhelm 和 Duyvendak 从西方哲学角度理解的以上道家思想（Wu，1932：
53-68），这些内容中也是比较方法为主，结论偏重于“中西文化相似”。由
此可以看出，吴经熊的法学研究始终没有离开“比较”这一论述中西法律话
语的方法，同时也认为中西文化相似相通。
这一时期吴经熊“比较法学”研究和后来其《道德经》英译本中“中西
哲学、文学比较”的内容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不妨先考察吴经熊接受、实
践中西比较法学的原因、背景。根据田默迪（2004：192）对吴经熊法学生涯
的研究，吴在其早期著作中试图揭示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与西方类似的法学
派别，以此证明中国已经准备好接受近代的法理学，进而主张收回象征着耻
辱的列强领事裁判权。而中国比较文学64的创立者吴宓在比较文学成立之初，
就阐明了其动因，“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 互相裨益
之处, 甚可兼收并蓄, 相得益彰, 诚能保国粹而又倡明欧化, 融汇贯通, 则
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彩”（吴宓，1922：6）。比较法学和比较文学都是通过
比较中西相似、相通之处，以此来融会贯通，以求得世界一席之地。两者研
究方法如出一辙，因此译者可以在译本中延续了早期学术研究的“比较”方
法，来比较中西哲学、文学。
尽管译者在译本中大量沿袭了早年作为“比较学者”使用的“比较”方
法，但这一背景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要在翻译中使用“比较”方法。因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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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道德经》的首要目的是向西方介绍道家思想，而不是比较，纯粹比较学
科的归旨是促进中国自己的文学和哲学的研究，而译者是将“比较”和“翻
译”这两种方法融于译本之中。实际上，在《天下》的文章中，除了翻译，
“比较中西”的英文文章也成了大部分撰稿人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一种重
要方式，包括 Rufus Suter65：<柏拉图与孟子论“勇”>66，以及<孟子与柏拉图
的“理念说”>67；裴化行68：<朱熹哲学思想及莱布尼茨对朱熹的解读>69；钱
锺书：<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70；陈受颐71：《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
孤儿>》；John Cowper Powsy：<威尔士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处>72。可见，
吴经熊早年在法学领域接受的“比较”训练，以及《天下》撰稿人对“比较”
方法的推崇，促使作为总编辑的吴经熊继续使用“比较”来启发中西文化的
相似之处。
因此，吴经熊在“注解”中使用西方哲学、文学话语，与《道德经》译
文并置、相互比较、这一部分实际上是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实践的结合体。
例如，中西方造物主（道和上帝）都具有“微小而神秘”的特征；道家和
Wordsworth 都认为“心”（the inner）和“物”（the outer）是一种互动的关
系，其互动的媒介（方式）就是“想象”、“虚静”的心理状态。老子和 Goethe
都主张“绝学”、“弃智”，都认为“手牵鼻子”是一种“使用外力的妄
为”。 道家 “无” 的小篆体“ ”和康德的 Non-Existence，道家的“有”
和“Existence”这两组概念不同程度指涉了“本质、隐藏”和“表象、显现”
内容，都认为前者不可感知，后者是表象，都认为后者来自于前者。
这种“并置、比较”多以“各自陈述”为手段，译者极少深入探讨两者
如何相似相通，点到即止，以“中西相似”为结论，但正是通过这种比较，
译者在译文与西方话语之间营造出一种微妙的联系，西方读者得以通过这种
联系认知和接受这种东方思想。吴经熊在《天下》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
的翻译实践中，已经从一位纯粹的比较（法学）学者，逐渐转变成了一位“主
张中西比较的道家阐释者”。
8.4 基督教话语、译本表征、译者身份
吴经熊在译本注解中多处涉及《圣经新约》73中三部福音书和《提摩太后
书》（Timothy II）的教义等基督教话语。除此之外，译者也在译文中直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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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督教中其他重要概念：童真（Young Virgin）、圣母（the Mother），灵
光（Inner Light）等。那么译者是如何使用以上话语构建译本表征的？又表征
为何？译者是如何通过教会习得以上基督话语的，又是如何处理基督话语和
道家之间的关系来构建身份的？
8.4.1 天主教框架下的道家思想
1）. 基督教义与道家思想的并置、比较

四十四章
大器晚成
Great talents ripen late.
“晚成”一词意为“slow in ripening”【成熟缓慢】，与“新成”【early
in ripening】相反。……而上帝的天国就是被视为“晚成”的世界，正
如基督所说，上帝的世界就像一颗芥末种子，种子之中，体积最小：“但
是一旦成长，就会超过所有的草木，成为一棵大树……。” (马太福音
I3：31-32) 74 （1939b：517）
《马太福音注释下册》将 31-32 节归纳为“微小的开始”，旨在说明“天
国是由最小的开始，……最伟大的事件，往往从最小的地方开始……”(1982:
67)。同样是走向“伟大”，基督教强调“积少成多”和“微小种子”的潜力，
而道家强调在“自然无为”的指导下，“成大器”需要时间的历练。
六十三章
……。
味无味。
Savour the Savourless.
此处“savour”一词用其古义“体会”。试比较基督教义：“耶稣转过
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会
【savourest】上帝的意思，只体会人的意思。
（马可福音， 8：33）75（1940：
83）
根据《马可福音诠释》，这里所指的“体会上帝的意思”是指“人子必
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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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因此耶稣指责彼得不能体会到上帝看似“残酷无情”的善意。此处，
耶稣的意思为“在残酷无情中体会出善意”，而“味无味”则意为“在恬淡
无 味 中 体 会 出 ‘ 味 道 ’” 。 尽 管 在 字 面 上 有 些 相 似 之 处 ， 但 “ 味 ” 或
“Savour”在各自深层文化含义中并无相似之处。

六十八章
……。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之长。
I dare not be a leader, therefore I can be the chief of all vessels.
此处“vessel”意为 St. Paul 所指：人自洁，则为荣誉之器，圣洁之
器、合乎主用，时刻准备善行。”（提摩太后书，2：21）76（1940：88）
译文中“dare not be a leader”（不敢为天下先）意为“谦让、不争”（陈
鼓应，2006：312）， 如此方能“成器之长”。而《提摩太后书》中，“人”
如何成为“荣誉之器”呢？只有依靠耶稣基督的血来冲洗（purge）一切罪恶，
如此上帝便可以永留心中。两者“成器”背后的要求不同，道家需要“谦让、
不争”，而基督教需要洗除罪恶。

七十七章
强大处下，
柔弱处上。
The mighty and great shall be laid low:
The humble and weak shall be exalted.
这是老子政治和社会哲学的核心思想。让我想起了《路加福音》【St.
Luke’s Gospel】中万福童贞【Blessed Virgin】的“Song of Joy”。 77
（1940：96）
译者此处应该是指《路加福音》（I：52）中“Magnificat”一节，又名
“The Song of Mary”，其中有一句为“He hath put down the mighty from their
seat, and hath exalted the humble。”这一教义除了句式差异，与译文相差无几，
但是正是句式的差异背后蕴含了完全不同的观念，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柔弱
处下”来获得“道”，而此处“The Song of Mary”中意为“跟随、信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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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于上帝，上帝就会锄弱扶强”78。前者主张顺其自然来“得道”，后者主张
献奉于上帝，逻辑刚好相反。
以上部分译者引用了基督教教义与道家思想相互比较、印证，这些比较
只有一个相似的切入点，或为某一议题，或为某字面意义，或为某一意象，
这种流于印象式的牵强的类比难以深入，因为各自背后有着巨大的差异。以
上译文部分表征出道家是一种与基督教义表面相似的思想，但这种相似若有
若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除了以上印象式的牵强类比之外，译者也在译
文中直接使用基督的概念来阐释道家思想。
2）.基督教框架下的道家思想
圣母（the Mother， Young Virgin）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復守其母；没身不殆。……
In the world there is a Young Virgin,
Whom I regard as the Mother of the world.
Having known the Mother,
We may proceed to know her children.
Having known the children,
We should go back and hold on to the Mother.
In so doing, you will incur no risk
Even when your body is annihilated.
…
根据《说文解字段注》，“始”即“女之初也”。 而“初”即“裁衣
之始也”； 因此有童贞【virginity】之意。除此之外，“始”亦有另解。
“始”可拆分为“女”与“台”，“女”即“女孩”，而“台”本为
“胎”【womb】之原形。由是，“始”作“腹中女胎”解，抑或作“初
生女婴”解。79 (1940：71)
译者在翻译“始”时，首先是从考证“始”的辞源入手，得出“始”原
初意义即为“童贞”。因此，此处之“始”直接译为“Young Virgin”，这
一天主教80圣母 Mary 的尊称的话语由此进入了《道德经》的译文，而且译者
在译文第 1 章的注解中说道，“如果我们参照第 25、52 章来理解这两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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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会发现老子在使用‘始’、‘母’、‘道’和‘大’时，时常相互替换”81
（1939a：402）。由此可知，译文中“母”的译词“the Mother”与“始”
的译词“Young Virgin”同义，实际上，在 Catholic Bible Dictionary 中词条
“MARY, THE MOTHER OF JESUS”： “the Mother 即基督之母、童真
（Young Virgin）、圣母玛利亚（Saint Mary）”（2009：584）。
那么“the Mother”这一天主教关键词是如何影响译文表征的呢？第 1 章
中译文“It has a name, for It is called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 1939a：
401）(有名，万物之母)，译文解读为“道（It）就是世间万物的圣母”。第
25 章中译文对“道”的描述为“Silent and boundless，/ Independent and
changeless,/ Moving through immensity tirelessly,/ It may be regarded as the
Mother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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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b：498）。此段译文则被阐释为“圣母寂兮寥

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第 52 章译文“We should go back and hold on to
the Mother. / In so doing, you will incur no risk. / Even when your body is
annihilated.”也表征成了“只要心中有圣母，就会得到她的庇佑。”虽然译
者只是用“the Mother”和“Young Virgin”替代了一些有关“道”的描述中
的关键词，但由于以上译文中的描述与天主教中有关对圣母的描述有相似、
相通之处。由此，以上《道德经》译文也就表征成了天主教圣母的教义——
道如同圣母一样生万物，庇护万物。
灵光 (Inner light)
二十一章
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
以此！
How do I know the ways of all things at the Beginning?
By the Inner light.（1939a：420）
二十七章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
故无弃人；……
是谓袭明。
Hence, the Sage is always good at saving men,
And therefore nobody is aband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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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is called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the Inner light.(1939b：500)
五十七章
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
But you win the world by letting alone.
How do I know that this is so?
By the Inner light！（1940：76）
83

Inner light（灵光）为基督教贵格会(Quaker) 对“上帝之光”概念的另
一种表述，这一表述最初来自 1904 年 Rufus M. Jones84的一段表述：“信灵光
（The Inner Light），上帝就在你心中，神圣与你同在”85（1904：167-168）。
Inner light 在贵格会中常与“基督之光”、“上帝之光”、“世界的光”这
些概念互用。例如，《约翰福音》第八章 12 节中，耶稣劝诫众生说：“我是
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会踏入黑暗，永享生命之光”86。耶稣在此自比“指
路明灯”和“真理的指导者”，劝导众生信奉基督。译文中多处出现了
“Inner Light”一词（见上文）， 21 章中“跟随、信奉灵光，知万物之创生，”
27 章中“拯救众生，乃跟随信奉灵光之举”，57 章中“信奉灵光，以无事取
天下”，在三处译文节选中，Inner Light 之本意与原文和译文语境相契合，
并无冲突。由此，此三处道家思想也就表征成了“信奉灵光或上帝，便知世
间万物、拯救众生”的基督思想。
卑微之道（Keep Weak and Little）
四十二章
弱者道之用。
The use of the Tao consists in Its weakness.
天下之物莫强于柔弱【weakness】，天下之物莫大于微小【littleness】。
圣女“小德兰”【Little Thérèse】所悟的这一至理真言就是最好的注
脚。……。在另一封信中，她说到：“背上十字架是一种幸福，如此才
能感知我们的卑微【weakness)。”她也曾说过：“总之，守弱【keep little】
可以使我们在错误面前不要失去勇气。小孩【Little children】走路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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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但是他们却因为微弱【small】而不容易受伤。”87（1939b:514）
1923 年天主教教宗比约十一世为小德兰宣福（beatified），1925 年宣封
为圣徒（canonized），1927 教会宣布她为所有传教区和传教士的主保（declared
co-patron of the missions）。小德兰生前著有自传《灵心小史》，死后被奉为
天主教经典，其核心思想正如注解中所言“keep little and weak”（保持卑微）。
由此，这两个概念也成为富有特殊宗教含义的教义：在上帝面前保持一颗卑
微的心。88 由于“道”在译文中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圣母”化，译文“The
use of the Tao consists in Its weakness”就可以被解读成“执行圣母的旨意，就
在于保持一颗卑微的心。”
以上所分析的注解中的基督教概念，都有着自身深层次的、特定宗教含
义，有着具体的典故出处，当这些概念进入译文，并且与其译文中的上下文
内容相契合时，道家不仅成了一种可以纳入基督教或天主教框架下的东方思
想，还是一种与基督教义有着某种若有如无的、表面相似的思想。
8.4.2 吴经熊：天主教传教士译者
吴经熊是如何习得基督教（天主教）话语的呢，又为何要在翻译《道德
经》过程中使用基督教概念和教义去阐释、比较道家思想呢?要回答这一的问
题，就需要从吴经熊的两段宗教生涯以及在《天下》的工作经历入手分析，
第一段是在东吴法学院受洗入基督教，第二段是在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流
亡香港前夕入天主教。这两段经历清楚地记载在其自传《超越东西方》
（Beyond
East and West）中。
吴经熊的基督教生涯始于由美国律师、基督徒 Charles Rankin 创办的教
会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吴经熊（1951：66-69）回忆曾在法学院以极大
的热情研习《圣经》等基督教义等课程，也因此熟稔和信仰基督教话语，并
于 1917 年受洗入基督教循道宗。89 1930 年代中后期，吴经熊由于其宪政理
想难以实现，意志消沉，常常沉湎于风月场所与占卜算命（同上：133-134）。
1937 年，吴经熊受天主教圣女小德兰（St. Thérèse of Lisieux）经历的影响又
受洗入天主教（同上：242），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并回忆到：
我一生都在寻找一位母亲【a Mother】, 最后在天主教会里找到了
她。……我对她有一种模糊但却强烈的渴望, ……。天主教的魅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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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耶稣性格中的这一女性方面制度化地体现在了万福圣母这个人身
上。90（同上：244）。
天主教和基督教大部分教义相同，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天主教推崇，敬
拜基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及其母性特质，而道家思想最重要的主张之一也是
推崇“生殖、贵柔守雌的母性特征”，由于两者在主旨上契合，这就为译者
在《道德经》译本中大量使用天主教教义（大部分也是基督教教义）提供了
基础。译者的天主教背景固然可以部分解释以上译者使用基督教话语的条件，
却不能解释译者对待道家和基督教话语两者关系的态度，这一态度才是揭示
译者身份的关键。
吴经熊在《天下》的工作环境则可以解释其基督化翻译的直接动因。吴
翻译《道德经》符合《天下》倡导的“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宗旨，
但《道德经》恰好又是一本被中国本土宗教道家奉为元典的典籍，而《天下》
的 撰 稿 人 和 读 者 中 不 乏 基 督 教 传 教 士 和 教 徒 ， 例 如 裴 化 行 91 和 师 人 杰
（N.Maestrini）92，后者也是吴经熊在香港圣德勒撒教堂的神父，也就是说译
者在向天主教教人士介绍一本有中国宗教色彩的一本典籍。除此之外，自
1937 到 1946 年吴经熊还在《天下》同事朋友中间传教（同上: 321），其中
两位便是《天下》的同事叶秋原和 Alice 周 (同上：254-256)。此时，译者
不仅需要在道家译本中揭示道家与天主教的相似之处，并证明道家最终可以
归入天主教框架之下，以此来坚定和彰显自己的天主教信仰，甚至以此来证
明深受道家影响的中国人也有信仰天主教的可能性。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吴经
熊在《道德经》译本中广泛引用《圣经·新约》中《路加福音》、《马可福
音》、《马太福音》、《提摩太后书》中的教义暗示道家和天主教义之间有
着某种冥冥之中的必然联系。而实际上，这种联系并不存在，道家更倾向于
自然主义的纯哲学，天主教是主张奉献、牺牲、信仰的宗教。
更重要的是，译者直接使用“the Mother”和“the Young Virgin”天主
教人物将“道”人格化；将天主教中主张“卑微”（weak）去阐释道家“无
为处下，顺其自然”意义的“弱”；使用“the Inner Light”（上帝在人的灵
魂中产生的指引力量）来阐释道家的“无为、虚静”。译者的这些类比和介
入实际上排斥了道家的“无神论，处下、虚静和无为”的主张。吴经熊
（1951:12）在后来的自传中，再次确认了这一态度，认为自己身上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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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在天主教中找到了归宿和源头，并且认为道家阴柔的特质终归于天主
教。以上翻译说明，吴经熊的宗教经历和《天下》经历的背景都不同程度影
响了译者身份——一位主张用天主教话语来阐释道家思想的翻译家。
另一方面，吴经熊作为民国时期最有成就的法学家之一，在青年法学研
究时期就热衷于用西方法学的视角和话语来翻译、类比《道德经》中 58 章
有关政治和法律的内容，而在这一译本中译者只是照本翻译而已，与早年“极
度改写的译文”迥然不同（见表 3），这种前后差异很明显地体现了译者排
斥从法学角度去阐释以上两个章节。

表 3 吴经熊 1921、1940《道德经》两译本第 58 章译文对照
第 58 章原文：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圣人
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吴经熊（1921）法学博士期间译文：

吴 1940 年译文：

That system of laws which gives full

If a ruler is mum, mum;

play to the inarticulate dictates of

The people are simple, simple.

nature is most conducive to the

If a ruler is sharp, sharp;

people’s welfare.

The people are wily, wily.

Laws that overspecific and inflexible

…

often result in injustice.

Therefore, the sage squares but does

…

not cut;

Therefore the policy of a wise ruler is

Carves but does not disfigure;

to be firm but not unyielding; he should

Straightens but does not strain;

hold to his ideal, but not in such a way

Enlightens but does not dazzle.

as to hurt people; he should enforce the
laws only within the bounds of natural
justice。

如果按照“译者背景”这一研究途径，译者作为法学家应该在这两个章
节“注解”中引入大量西方的法学话语来构建中国的古典法学思想，但是译
者却没有任何作为，而是将道家与基督教义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一翻译行
为恰好体现了译者在 1930 年代末对“宪政”失败的失望，不再热心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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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经》中去寻求现代法学因子，转而从其中寻求天主教的影子来慰藉自己。
这就是“历史构建的”身份观视角下，不再有一种“固定”的身份，而是一
种“变化”的身份。
尽管在大部分有关吴经熊的研究中，法学家和天主教教徒仍然使其最主
要的背景，但在译本中，译者不仅排斥道家原有的“无神论、无为、虚静和
处下”，也抛弃了早年用西方法学视角来阐释道家的法学思想，而是一心将
某些章节融入天主教义之中。吴经熊此时已经不再是一位热心于从法学角度
阐释道家的译者，而是一位天主教传教士译者。
8.5 结语
从整个译本来看，译本涉及到了训诂话语、西方哲学文学话语，以及宗
教话语。译者将道家思想思想表征为一种原初的道家思想；与西方文学、哲
学有相似相通之处的，西方读者可以认知的道家思想；可以与基督教义相互
印证，并最终归于天主教的道家思想。这些表征与“一种可以反思、批评、
或解救西方文化危机的东方智慧”完全不同。尽管这一部分译本表征证实了
Hardy 所描述的“基督比附式”阐释在这一时期的持续，但另一方面吴经熊
并没有将其视为一种可以反思或者解救西方文化危机的良药。因此，这一结
论有悖于大多数学者所持有的《道德经》英译阐释进步史，进而也就挑战了
“均质、统一、连续、进步”历史观在《道德经》英译史上的无条件运用。
就译者身份来说，首先吴经熊是民国时期最有威望的比较法学家和法官之
一，也是颇有影响力的天主教人士（圣经翻译家、中华民国驻梵蒂冈教廷公
使）。这些译者的背景与译本中体现出的译者身份，或者完全没有关联，或
者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却又不完全对等，或者还出现矛盾的情况。几乎在现
有的吴经熊研究中，没有将吴经熊视为一个训诂学者，但其译本体现出来的
训诂考据水平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位训诂学者。而“比较法学家”这一背景与
译本的关系就较为复杂，一方面，早年的“比较”方法的学术训练，使得译
者在译本中可以游刃有余地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另一方面，译者放弃了早
年用西方法学视角来阐释、翻译《道德经》的法律部分，“法学家”这一背
景在译本中消失了。作为天主教人士，这一背景也不能完全解释译者将道家
天主教化的道家表征，因为其中还有作为《天下》中国文化传播者这一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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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因此吴经熊是一位主张将道家思想纳入天主教教义的框架之下的传
教士译者。吴经熊在译本中折射出来三个身份：“主张训诂考据、再现典籍
的传播者”、“主张中西比较的道家阐释者”、“天主教传教士译者”，这
正体现了历史构建的，变化的，复杂的身份观。
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1931 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1932 年任立法
院院长。1933 年，创办中山教育馆，旨在宣扬孙中山的学说和思想，恢复中华固有文化，
发扬民族精神。
2
念 yü，音同“峪”。
3
G. G. Alexander、P. J. Maclagan、Herbert A. Giles、James Legge 等的译文都是如此，可参
见各个译本。
4
原文为“The word 谷 has been translated as ‘valley.’ But I think ‘fountain’ is more appropriate
here. The original form of this word is , which symbolizes water spurting out from a hole。”
5
形训，是依据汉字的形体结构来解说字词含义的一种训诂方法，也有人称之为“据形说义”。
其理据就是根据汉字“以形表义”的特点，其具体形训的方法又分为象形、指事、会意、形
声（孙永选，阚景忠，2007：28-31）。
6
所谓会意，就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成为一个新字的造字方法，字的意义与几个组
成部分所表达的含义有关”（孙永选，阚景忠，2007：35）。
7
原文为：“It seems to me that the Mother represents the One。”
8
此三位学者的解读转引自（陈鼓应，2006：91）。
9
原文为“象帝 has been identified with a person, that is, the first ancestor of mankind. But in no
other books do we find the same name. My surmise is that Lao Tzǔ is using the word 帝 in its
original meaning, that is, ‘a bud,’ as to which see 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篇，上册，文一，第三页。
Thus, 象帝 means the bud of the phenomenal world。”
10
朱芳圃（1895-1973），湖南醴陵人，师从王国维，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精通甲骨文、
金文。
11
卜辞或《卜辞》指中国晚商巫师进行占卜活动而刻在骨甲壳上的文字记载，亦指近现代学
者整理晚商的甲骨文字而汇编的纂集。
12
吴大澂（1835-1902），清代官员、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善画山水、花卉，书法精
于篆书。
13
蒋锡昌（1897-？），曾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文学系，著有《老子校诂》。
14
原文为：“In Wang Pi’s edition the first sentence reads: 太上，下知有之. But in some other
editions it reads 太上，不知有之 （see 蔣錫昌, 老子校詁）. I feel pretty sure that the letter ‘不’
is right, as it tallies better with the last sentence. I think it probable that 下 was a corrupted
reading of 不。”
15
“所谓境训，就是依据相关的语境探究说解说被释词的含义”（孙永选，阚景忠，2007：
96）。
16
在训诂学中，依据本书和他书用例比较互证也被视为境训的内部语境使用（孙永选，阚景
忠，2007：107）。
17
[质德若渝]和[上文言“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此与并文，疑]。此两处括号内容为本
研究者根据刘师培底本补充，参见刘师培（1936：15）。
18
原文为“In Wang Pi’s edition, this sentence reads 質真若渝. But I agree with Liu Shih-pei (劉
師培) that 眞 was a corrupted reading of
which was the old form of 德。”
19
广义的《易经》还包括《易传》，《易经》最初成书于西周，春秋战国时代有学者撰写出
《易传》来解读《易经》。《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是
中国最古老的占卜术原著，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编码的阴阳学说及其极变规律
对道家影响深远，是道家学说的思想根基。
20
原文为“The word fan (反), which I have rendered as ‘returning’, is synonymous with the word
fu (復), which is frequently used by Lao Tzu. In fact, the two words are often found together in
ancient books, as, for instance, fan fu ch’i tao (反復其道), under the Fu Hexagram (復卦) in the Y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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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g or the Book of Changes (易經). Fan fu ch’i tao may be translated as ‘Returning to and
arriving at the Way…. The idea of returning constitutes one of the central tenets of the Tao The
Ching, and seems to me to be derived from the Yi Ching….For instance, under the Tai Hexagram
(泰卦) is found these remarkable sentences, which Lao Tzu seems to have taken to heart:
無平不陂。無往不復。There is no evenness that does not end in unevenness. There is no going
without returning…. The second describes the dialectical movement of the Tao, and Lao Tzu has
expounded the idea in chapter 25:
To be great is to go on,
To go on is to be far,
To be far is to return.
In this chapter, he seems to have gone a step further, for here he looks upon the whole process of
going as identical with the process of returning. Going is returning!
21
罗振玉（1866-1940）：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
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22
全增嘏（1903-1984）：哲学史家，精于国学典籍，1925 年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学士学位，
1927 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23
原文为“Lao Tzǔ uses the word wei(爲) in two senses：(1) in the sense of ‘doing,’which he
approves of, and (2) in the sense of ‘ado,’ which he condemns. This is how he could say: Wei wu
wei (Do the non-ado). In the second sense, he seems to adhere to the earliest meaning of the word.
Lo Chun-yü (羅振玉)，in his 殷墟书契 points out that the word ‘爲’ was originally written as
. The sign
symbolizes the hand of a man, and
is the picture of an elephant. Thus, wei
means a man pulling an elephant by the nose. The doctrine of wu-wei (which, by the way,
was addressed to the rulers, as my friend Mr. T. K. Chuan has rightly surmised) can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rulers! Don’t pull your people by the nose! Don’t compel them to serve your priate
ends! Don’t have an axe to grind!’ ”
24
原文为：
“In Wang Pi’s edition, it reads: 不见而名，I have changed 名 into 明 in accordance
with Han Fei Tzu. Mr. Ma Shu-luen (马叙伦) says that they mean the same thing。” 马叙伦
（1885-1970），字彝初，浙江杭县人，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著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
《说文解字研究法》、《老子校诂》等。
25
原文为：“…The idea is that you hoard anything desirable, you cause other people’s mouths to
water and thus incite them to rob you of it. So you are the real culprit! The Tso Chuan records a
very interesting espisode: …this happened in 711 before Christ (桓公十年). Lao Tzu must have
had this and similar instances in mind when he wrote these sentences。”
26
其他编辑为全增嘏、温源宁、林语堂、和叶秋原。温源宁（1899-1984），广东陆丰人，
英国剑桥大学法学硕士。1925 年起，历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英文组主任、清
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等职。叶秋原（1907-1948），法学家、人类学家、记者，著有《艺
术之民族性与国际性》、《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等。
27
原文为：“My association with Dr. Sun and the T’ien Hsia friends broadened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considerably. It also intensified my love of learning. ...I have also a nice collection of
friends whom I regard as walking books of reference. Each of your friends must be superior to you
in some respect, and it’s up to you to make the best of them for your own edification。”
28
程石泉（1909-2005），易学研究名家，早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师从方东美、著有《雕菰楼
易义》，后入读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主攻古希腊哲学。
29
参见 John C. H. Wu（1935: 225-230）。
30
这首诗歌为《诗经》中<北风>的<静女>。
31
1925 年，由王国维（1994：2-3）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
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
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32
关于顾颉刚受王国维影响的具体细节，见曹书杰，杨栋（2010：146-157）。
33
其中《古史辨》的负责人顾颉刚就是这一训诂思潮的中坚，代表人物还有北京大学历史语
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胡适，参见王惠荣（2006：87-92）；卢毅（2005：
74-84）。
34
原文为：“Some of our contemporary commentators and translators, on the other hand, seem to
have a tendency of reading unnecessarily gross and greasy meanings into some of the poe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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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cent joys。”
35
顾理雅（1905-1994），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等，著有《何
谓道家？以及其他中国文化史研究》（What is Taoism? and Other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1970）。1934 年，参与了董作宾主持的第九次殷墟考古，其《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1936）是西方首次论述殷墟考古的重要性。
36
福开森（1866-1945），美国教育家，在华 57 年，报人、文物专家、甲骨收藏家，故宫博
物院文物鉴定委员会中惟一一位外籍委员。商承祚研究其加固收藏后写成《福氏所藏甲骨文
字》一书。
37
而《古史辨卷三》关于《易经》的训诂文章中，《〈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商周两
民族文化的关系>、<商代无八卦及筮法之兴>、<从殷墟甲骨考证出古代占卜的实况>使用了
当时考古成果的甲骨文字来训诂相关典章制度。
38
根据吴经熊(1951: 134-135)的回忆录 Beyond East and West 记载，1930 年以后, 吴沉迷
于形形色色的占卜算命，既为别人算命看相，也几乎请过上海所有的星相学家为其算命。据
民国时期据民国命理学家韦千里，1934 年所著《千里命稿》中所载：“（吴经熊）公余之
暇。好研命理，时蒙以五行生勀相讨论。”转引自林雪碧（2010：35）
39
原文为：“The pictorial values of the characters, …contribute a great deal to the beauty of the
whole; …When you see such words as 婉 and 孌, you see immediately a girlish boy dancing on the
paper. And the Character 丱 (kuan) is an exact picture of the twin-braids。”
40
原文为：
“He must try to let the original image soak and ooze into his mind and then try the best
he can to express the total impression in another language so as to give the nearest equivalent in
the pictorial values that the latter language is capable of。”
41
原文为：
“This sentence is admittedly obscure, and it may be an interpolation. Lao Tzu’s system
of cosmogony has no place for any Divine Being independent of Tao. On the other hand, to
translate ti by ‘Emperor,’ as some have done, necessarily involves us in absurd anti-climax。”
42
William Wordsworth（1770 – 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桂冠诗人，代表作有与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合作的 Lyrical Ballads《抒情歌谣集》、长诗 Prelude《序曲》、Excursion 《漫
游》等。
43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戏剧家、诗人、自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和
政治人物，著有诗剧 Faust《浮士德》。
44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于 1922 年由英国国教（High Church
Anglicanism）转入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
45
王弼本有注:“妙者,微之极也。”
46
原文为：“As to that word miao (妙), which I have rendered as ‘hidden seed’, it means literally
‘small’. I am sure that Lao Tzu must have had some such image as was in the mind of Chesterton:
Smaller than all lives that be,
Secret as the deepest sea,
Stands a little house of seeds,
Like an elfin’s granary.”
47
“The Holy of Holies”收录在 G. K. Chesterton's Early Poetry: Greybeards at Play, The Wild
Knight and Other Poems, The Ballad of the White Horse 中。
48
原文为：
“One of the greatest mysteries of the Universe i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Inner
and the Outer. Wordsworth has also mentioned it in his Preface to the ‘Excursion’:
My voice proclaims / How exquisitely the individual mind / (…) to the external world / Is fitted: and how exquisitely too /…The external world is fitted to the mind; /And the creation (…) which
they with blended might /Accomplish.
… In fact, I regard Wordsworth as a great Taoist. Lao Tzǔ would certainly have give a hearty
assent to what he writes in ‘the tables turned’: Sweet is the love which Nature brings; /Our
meddling intellect/Misshapes the beauteous forms of things: - /We murder to dissect…”
49
颇为巧合的是钱钟书之在其比较文学著作《谈艺录》
（完成于 1939-1941，首次出版于 1948
年）之“（附说十九）山水通于理趣”中，也谈到“状诗人心与物凝之境，莫过于华兹华斯
（Wordsworth: Preface to the 1814 edition of the Excursion: “How exquisitely the individual
mind……to the external World is fitted: - and how exquisitely, too…… the external World is
fitted to the Mind….。安身立命，进德悟道，有若《云仙杂记》卷二所载，陶渊明闻田水声
而欣为“胜吾师丈人”也。按此与 wordsworth：‘The Table Turned’相参。惟一宋明理学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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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流连光景，玩索端倪，其工夫与西土作者沆瀣一气” （钱钟书，1986：236）。
50
尽管大部分“谷”翻译为了 Fountain，也有部分翻译为了 Abyss，但其象征的意义是类似
的。
51
这一结论的原文为：“‘Creation’ accomplished by the ‘blended might’ of ‘external world’ and
mind; the mind ‘create…Working … in alliance’ with the environment; ‘affinities’ and ‘fitness’ of
world for mind and of mind for world: all say much the same thing, and all, in my view, are
dealing with the activities of the Primary Imagination。”
52
原文为：“I have rendered yu (有) and wu (无) as 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 because I can
find no better word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by wu Lao Tzǔ does not mean Non-being, but rather
what is beyongd the sensible world. In other words, yu corresponds to what Kant calls
‘phenomena’, which wu corresponds to what he calls ‘noumenon’. The question is not ‘to be or
not to be’, but ‘to appear or not to appear.’
It is significant that according to the Shuowen (说文解字段注)， the word Yu originally means
‘whant turns up unexpectedly’(有，不宜有也)，while the word wu ( ) symbolizes, it seems to me
and to my friends Mr. Chuan Su-sou and Mr. Yeh Ch’iu-yuan, the disappearance of a great herd
of animals into the labyrinths of a thick forest.
This word wu (

) is a very complicated word. It may be analysed into following elements: (1)

, which means ‘great’, (2)
, which means ‘accumulated number’, (3)
, which means ‘a
forest’, and (4)
, which means ‘disappearing’ or ‘escaping’. The word , may again be divided
into two elements: (1) , which means entering, and (2) , which depicts a sinuous path.
Whatever interpretation one may put upon the whole wor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 connotes what
is hidden, while yu conveys the idea of what is apparent. Not is there any question that Lao Tzǔ
prefers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By ‘Existence’ I mean ‘the phenomenal world’; by ‘Non-Existence’ I mean ‘the Realm of
Essence’。”
53
原文为：“Appearances are objects as we experience them with our spatial and temporal forms
of sensibility and our categories of understanding。”
54
括号内容为译者省略的引文部分，本研究者补充出来以供参考理解。
55
原文为：“ Lao Tzǔ’s idea is similar to St. Paul’s that we should busy, but we must not be
busybodies. What a busybody Faust was even in his study chamber:
Master they style me, nay, Doctor, forsooth,
And Nigh ten years, o’er rough and smooth,
And up and down, and acrook and across,
I lead my pupils by the nose,
And Know that in truth we can know – aught!
To Lao Tzǔ’s as to Goethe, the acknowledgement of our ignorance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56
东吴大学为美国循道宗（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于 1900 年在中国苏州创办的
教会大学，其法学院于 1915 年在上海成立。
57
这一说法见 1921 年吴经熊在巴黎写给 Holms 的一封信（吴经熊，2005：324）。
58
见《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一览
（1933 年秋—1934 年夏）》
，
苏州大学档案馆藏，档号 3-155(永)，
第 75-86 页。转引自孙伟（2009）。
59
吴经熊也在注解中告知读者可以参考 James Legge 与 Paul Carus 的英译本，并标明了具体
的页码，可见吴经熊还在求学时期就研读过这两个译本，而且还说明自己的翻译属于意译，
以示区别于前面两个译本。
60
原文为：
“That system of laws which gives full play to the inarticulate dictates of nature is most
conducive to the people’s welfare. Laws that overspecific and inflexible often result in injustice.
What was once regarded as normal may be abnormal now, and what was good in the eyes of the
ancients may appear preposterous in the modern light. This has from time immemorial bewildered
the people. Therefore the policy of a wise ruler is to be firm but not unyielding; he should hold to
his ideal, but not in such a way as to hurt people; he should enforce he laws only within the bounds
of natural justice。”《道德经》58 章原文为：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
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61
Edmund Burke（1729-1797），爱尔兰的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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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辉格党的议员。
62
吴经熊的这一引用原文见（James Prior，1826：291）。
63
原文为：
“Lao-tze was for simplicity of laws. The ‘inarticulate dictates of nature’ corresponds to
Burke’s ‘plain good intention’ in his famous passage: ‘Refined policy ever has been the parent of
confusion, and ever will be so as long as the world endures. Plain good intention, which is as
easily discovered at the first view as fraud is surely detected at last, is of no mean force in the
government of mankind.’ This explains the reason for the fact that when a state is most corrupt
then the laws are most numerous。”
64
吴宓 1920 年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论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旧说》两篇文章，
首次向国内知识界介绍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1921 年在清华大学首次开设“中西诗比较”
课程。
65
Rufus Suter，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汉学家，其研究领域为中西方哲学。
66
见《天下》1939 年 9 月第 9 卷第 2 期。
67
见《天下》1940 年 5 月第 10 卷第 5 期。
68
裴化行（1889－1975）），20 世纪 20 年代起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地进行传教活动，并
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研究领域主要在神学、宗教史、传教史、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方面，
著有《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69
见《天下》1937 年 8 月第 5 卷第 1 期。
70
见《天下》1935 年 8 月第 1 卷第 1 期。
71
陈受颐（1899-1977），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历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
史学系教授、夏威夷州立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教授。
72
见《天下》1940 年第 11 卷第 3 期。
73
《圣经新约》共有 27 卷书，由四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
音）、一部教会历史书《使徒行传》、21 部使徒书信、一部启示录构成。
74
原文为：
“The phrase wan ch’en (晚成) means ‘slow in ripening’, the opposite of hsin ch’en (新
成), ‘early in ripening’. …
The Kingdom of God may be said to be the slowest in ripening. For, as Christ teaches, it is like
a grain of mustard seed, which is the least of all seeds: ‘but when it is grown up, it is greater than
all herbs and becometh a tree...’(matt. 13: 31-32) 。”
75
原文为：“I am using the verb ‘savour’ in the archaic sense of ‘appreciating the taste of .’ Cf.
what Christ said: ‘Get thee behind me, Satan: for thou savourest not the things that be of God, but
the things that be of men.’ (Mark, 8: 33)。”
76
原文为：
“I use the word ‘vessel’ in the sense in which St. Paul used it when he wrote: ‘If a man
therefore purge himself from these, he shall be a vessel unto honour, sanctified and meet for the
master’s use, and prepared unto every good work.’ (II Timothy, 2: 21)。”
77
原文为：“This is the key-note to Lao Tzu’s political and social philosophy. How it reminds me
of the ‘Song of Joy’ of the Blessed Virgin in St. Luke’s Gospel!”
78
参见巴克莱著，林惠容译（1984：10）。
79
原文为：
“According to the Shuo Wen (说文解字段注)，the word shih (始) means ‘a woman in
its infancy’ (女之初也). The word ch’u (初) means here a whole cloth before it is cut; therefore it
suggests the idea of virginity.
There is another plausible way of interpreting shih (始). It is composed of 女，which means a
girl, and 台, which is really the original of 胎, or the womb. So, 始 means either a girl en ventre
sa mere or a girl just out of the womb。”
80
天主教为广泛意义基督教的一支，在教义上大体相同，天主教更推崇圣母 Mary。
81
原文为：
“If we read this in the light of Chapters 25 and 52, we shall see that Lao Tzu uses 始，
母，道，and 大 interchangeably。”
82
原文为：“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83
又称公谊会或者教友派(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该派成
立于 17 世纪的英国。
84
Rufus M. Jones （1863-1948）美国作家，哲学家，20 世纪影响力最大的贵格会成员之一。
85
原文为：
“The Inner Light is the doctrine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Divine, ‘Something of God’ in
the human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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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Whoever follows me will never walk in darkness, but will
have the light of life。”
87
原文为：
“Nothing is stronger than weakness, and nothing greater than littleness. I find no better
illustration of this truth than in life of our sweet Saint ‘Little Thérése.’…
In another letter, she says: ‘It is happiness to bear our crosses and feel our weakness in doing
so.’ Elsewhere she says:
Finally, to keep little means not to lose courage at the sight of our faults. Little children often
tumble, but they are too small to suffer grievous injury…”
88
这一思想参见 Rev. G. Martin（1923）。
89
而吴经熊后来到密歇根法学院，发现建立在基督教之上的美国是一个充满物质主义和功利
主义的社会，同时也了解到 Rankin 在中国狭隘和顽固的宗教信仰，就逐渐脱离基督教（Wu，
1951：76-77）。
90
原文为：“All my life I had been searching for a Mother, and at last I had her in the Catholic
Church, …I had a vague but intense yearning for her, …One of the charm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s that this feminine element in the Character of Jesus is institutionally represented in the person of
the Blessed Virgin。”
91
在《天下》上发表<晚明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天下》1938 年 10 月第 7 卷第 3 期。
92
在《天下》上发表书评<中国基督教艺术的起源>，《天下》1940 年 1 月第 10 卷第 1 期。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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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结论
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撮述研究结果；二是以研究结果为参考，阐
述“历史分期”和“译者背景”这两种研究途径的合理和局限之处；三是略
论后续研究的可能方向。
9.1

1936 年–1950 年 6 位中国译者《道德经》英译本表征及译者身份

本研究在第二章中提出了两个研究问题：一是在 1936 年-1950 年期间 6
个中国译者的英译《道德经》中道家思想表征为何，译者是如何使用不同话
语是来构建道家知识的？ 二是 6 位译者在翻译《道德经》的过程中构建出了
何种身份，又是如何构建出来的？
胡子霖（1936）将《道德经》翻译视为一个“整合、传播”先秦儒道政
治智慧的载体，并认为这一政治智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国际主义和
乌托邦思潮是相呼应的。译者十分明确地排斥了以往《道德经》英译中所涉
及的训诂考据话语和基督教话语。相异于 19 世纪大部分传教士，译者并不着
眼于比较基督教和道家思想相似、相通之处，更没有用基督教概念来阐释道
家。译者也放弃了像汉学家那样运用训诂考据来再现一部原初的《道德经》，
而是通过“义理阐释”之法将儒道融合成一种主张君臣无为治国平天下的政
治智慧，同时也将道家视为一种关注民生和康健来解决世界危机，实现世界
和平的救世良方。
在这一与儒家、道家、西方国际主义话语相关的道家表征背后，折射出
了一个历史的、复杂的译者身份。之所以说复杂，是因为译者既是一位“传
统的义理阐释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东方文化救世论者”。之所以说具有
历史性，是因为胡子霖在 1936 年既在关注当时世界大战危机，更忧虑中国内
外战争现状，并向西方介绍“反战和平”的《道德经》，从一位儒家人治独
裁的信仰者逐渐变成了一位主张儒道融合君臣治国的阐释者，从一位单纯的
主张“康健救国”的爱国者，变成了一位主张关注康健和民生的东方文化救
世论者。
初大告（1937）则将翻译视为一种向西方“普及”中国传统典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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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其他五位译者而言，译者并无明显或过多的政治或宗教诉求，只是在意
于向西方普通读者提供一个准确、简洁的译本。因此，译者选择性地使用了
训诂话语，将道家思想表征为一种在形式上权威、原初，在语言风格上朴实、
直接的先秦思想。
初大告曾是民国时期五四运动以及九三学社的一位民主政治人士，但在
“自序”中所述的重点并未涉及《道德经》的政治部分，而只是讨论了清末
民初的训诂话语和译本的语言风格问题。实际上，在剑桥大学的三年期间，
初大告集中精力于典籍编译，几乎与之前和之后的民主政治运动生涯毫不相
干。在这一翻译过程中，初大告所构建的身份是“传统典籍普及、传播者”。
欧阳心农（1938）将翻译视为一种调和道家和国际理想主义的工具。一
方面，他在“自序”中声称自己掌握了其先祖欧阳修对《道德经》的权威阐
释；另一方面，他使用了主张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国际理想主义话语来阐释道
家思想，并将道家思想表征为一种与国际理想主义互为呼应，相似相通的东
方政治智慧，一种实现世界和平的救世良方。就中西思想文化关系来说，这
一译本表征与胡子霖译本表征有相似之处，都在试图构建一种可以反思、解
救西方危机的东方政治智慧。所不同的是，胡子霖是用儒家话语、民国时期
的康健话语和道家来构建这一智慧。
欧阳心农曾是一位接受、支持国际理想主义话语的政治外交人士，也是
一位旅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这两种背景都与译本表征相关。但在具体的
翻译过程中，欧阳心农与其说是一位“传统文化传播者”，不如说是一位“名
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而且，他也不再是一位纯粹的政治外交人士，
而是一位调和国际理想主义和道家的“中西文化调和者”，而在此基础上也
可以说是一个“东方文化救世论者”。尽管看似是三个身份，实际上却是互
相联系，正因为他是一个“调和者”（认为国际理想主义和道家思想有相似、
相通之处），导致欧阳只能保留一个名义上的传统文化传播者的身份（不主
张用训诂方法来再现“原初”道家思想），也正是只有使用调和之后的道家
思想，才能被西方接受来缓和或解救西方的各种危机。
林语堂（1948）和欧阳心农都是在翻译中游走于中西之间，但林语堂则
更偏向于西方文化，因为，林语堂直接明确地将道家视为一种西方的神秘主
义，将其作者老子视为一个神秘主义者，将道家完全置于西方神秘主义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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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来解读。但与此同时，林语堂又主张使用西方框架下的东方道家思想来
反思西方文化危机。由此，林语堂将道家表征为一种可以反思和解救西方科
学主义泛滥的神秘主义思想。
林语堂在 1920 年代是一位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者，但到了 1930、
1940 年代则是一位主张中西文化互补的调和者，而林语堂 1948 年的这个译
本折射出的身份，虽然也和不偏不倚的“中西调和者”相关，但是已经更倾
向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来阐释道家，因此，更准确的说，此时林语堂是一位
“自我东方主义者和东方文化救世论者的混合体”，这正是身份在具体历史
语境中的微妙变化与复杂的体现。
郑麐（1950）将翻译视为将道家思想从属于西方哲学的一种途径。译者
使用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生命哲学话语（概念）来阐释道家思想，
将道家表征为一种从属于西方哲学的东方思想，借以赋予道家一种普世意义。
这与再现原初的道家思想和游离于中西之间的调和翻译不同，而是全面倒向
了西方哲学框架。
如果从译者个人经历来看，郑麐译本中折射出了译者身份的历史变化和
复杂。郑麐从一位纯粹研习西方哲学的学者，在处理道家思想和西方哲学紧
张关系的翻译过程中，受到世界学典话语的影响，逐渐演变为一位彻底的“系
统分类的哲学西化论者”——放弃了繁复训诂和基督教教义来阐释道家，而
是主张通过现代学术分类和西方哲学话语来翻译道家思想。
吴经熊（1939,1940）将翻译视为一个向西方传播原初《道德经》的媒介，
一个并置、比较中西哲学、文学的平台，一个将其置于基督教（天主教）框
架下的手段。吴经熊使用训诂考据话语，将《道德经》部分内容构建为一种
原初的道家思想；将部分内容表征为一种与西方哲学、文学话语互为启发、
相似相通的，可以被西方读者认知和接受的思想；也将部分内容表征为一种
从属于基督教（天主教）的宗教思想。
吴经熊一生经历跌宕起伏，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领域扮演了不同的身
份角色：1930 年中前期是一位民国时期著名的比较法学家、法官，后来退出
法学领域，成为《天下》的总编辑，再到受洗成为天主教教徒。但从未有研
究将其正式定为一个训诂考据学者和比较文学、哲学学者，或许这两个身份
比起其宗教身份和法学身份来说微不足道，但与这一译本却有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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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的不同章节折射出译者身份的三个层面：（1）“主张训诂考据、再现典
籍的传播者”；（2）“主张中西比较的道家阐释者”；（3）“天主教传教
士译者”。这是一种复杂而具历史变化的身份， 因为，译者将“比较法学”
中的“比较”方法和“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同时又放弃曾经使用过的法
学角度的阐释。这一译本也是唯一部深刻全面体现译者考据训诂水平的作品，
因此吴作为一位主张训诂考据的典籍传播者，这一身份更具有历史唯一性；
除此之外，“主张考据训诂、再现典籍的传播者”与“天主教传教士译者”
这两个身份几乎就是无法调和的两个极端。
由此可见，6 位中国译者并非完全纯粹地向西方读者介绍这一中国的先
秦道家典籍。每位译者翻译的目的，对《道德经》的理解，以及对中西思想
文化关系的态度和立场，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他们将翻译视为
一种传播的载体，或者一种调和的工具，或者一种比较的平台，表征出不同
的道家思想。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不同的译者之间，甚至同一译者在译本中
处理中西思想文化关系时也有着复杂矛盾的态度，往往一面坚持着某种实质
或者名义上的传统阐释，另一方面又竭力调和中西的差异，以此来印证、说
明这一东方思想智慧对于西方的意义和价值。正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不同
话语的复杂矛盾态度，才构建出复杂、变化、历史的译者身份。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初步涉及到了 6 个译本在西方目标语系统的影响，
尽管这并非本研究探讨的重点。其中，林语堂的译本（曾作为美国大学教材），
初大告和吴经熊的译本多次出版，而胡子霖、欧阳新农和郑麐译本的几乎没
有影响，以至于遗存下来的译本都很少。如果从译本翻译、出版、发行的环
境来看，前三位译者社会地位和知名度远远高于后三者，他们可以利用的出
版、发行机构不仅直接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有着较
为强大的流通渠道。而研究后三者不为人所知的译本，不仅仅有助于展现一
个不一样的、充满异质的《道德经》翻译史，而且通过对比那些有较大影响
的译本，就更容易看清楚一个译本能够被赞助、被传播、被接受背后的各种
因素：译者社会地位和专业背景，译者使用的话语，译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
等等。如果能进一步研究这些因素，就能为当下以传统文化传播为目的的典
籍翻译提供更多启示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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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历史分期与译本表征的关系
本研究在第二章将 6 个译本阐释假设为一种东方文化救世论影响下的“一
种可以反思、批评、或解救西方文化危机的东方智慧”，就以上译本表征分
析来看，这一思潮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了胡子霖、欧阳心农、林语堂的英译本
中，但是表征背后涉及的话语却有所不同，而其他 3 个译本表征则与“东方
文化救世论”无甚关联。也就是说，有三个译本表征支持了《道德经》英译
史第二阶段“一种可以帮助西方反思、批评或解救西方文化危机的东方智慧”
的道家阐释，但另外三个则证明这一“均质、统一”的道家阐释并不完全存
在，而这种“异质”情况也有可能在其他时期的《道德经》译本中出现，那
么 Hardy 等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总结或暗示的从“歪曲”到“客观”的、“进
步”的《道德经》英译史（1868-20 世纪末），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其合理
性。
一方面，这个结论可以告诉我们“均质、统一、连续、进步”的历史观
下的“历史分期”这一研究思路在本研究中的 6 个译本分析中，在某种程度
上是可行的。另一方面，而在“断裂、异质”的历史观下，我们又发现“东
方文化救世论”的“中学热”则没有直接影响其余三个译本表征，反而是被
民国的训诂话语、世界学典话语的现代学术分类方法、西方国际理想主义话
语、哲学话语、和基督教话语所影响。重要的是，即使是符合“一种可以帮
助西方反思、批评或解救西方文化危机的东方智慧”这一阐释的三个译本，
彼此也有差异: 胡子霖使用“义理阐释”的方法将儒道话语融合;欧阳心农是
将道家思想表征一种与国际理想主义互为呼应，相似相通的东方政治智慧;
林语堂则将道家完全置于西方神秘主义的框架下来解读。这说明了，即使译
本表征相似的几个译本，其相似程度、具体内容及其方法都有不同之处。因
此，在确定研究对象和范围时，“历史分期”这一研究途径只能作为一种尝
试性的依据，一种研究《道德经》英译史的起点，一种需要批判地使用的研
究途径，而不是完全决定译本选择和译本阐释的导向。
9.3 译者背景与译者身份的关系
本研究根据 1936 年-1950 年 这一历史分期考察了“6 位中国译者均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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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救世论者”这一假设，并审视了译者背景是否有助于厘清译本表征以
及译者身份的问题。从 9.1 节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三位译者的身份的
确与“东方文化救世论者”相关，其余三位则完全不相干。而 6 位译者背景
与其译本中体现的身份关系则更为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译者背
景与译者身份以某种复杂的方式相关；二是两者完全不相干；三是还有未被
以往研究发现的、与译者身份相关的译者背景。
在第一种情况中，我们发现通过研究译者背景可能有助于研究译本中体
现出的译者身份，尤其是通过研究译者各种背景中涉及到的不同话语（概念、
理论、规则、使用方法等），分析译者在不同时期立场的转换，与相关机构
或团体的关系，以及是如何排斥、协调这些话语的，就能总结出某（几）种
历史构建的、变化的、复杂的，可以精确描述或限定的译者身份。
在第二种情况中，吴经熊浓重的法学背景并没有像早年的法学研究生涯
一样影响《道德经》翻译，初大告在民国时期的民主运动人士背景也没有影
响到译本表征。如果根据这些背景却选择译本或内容，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第三种情况中，欧阳心农使用国际理想主义话语引导本研究发现了其
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外交经历，吴经熊在译本中的“重训诂考据、轻义理
阐释”的阐释方法揭示了译者在训诂学方面深厚的造诣、郑麐在译本中“归
类、分类”的意识引导本研究发现了译者辞典编纂学者的背景。这些尚未发
现的背景都是有助于廓清译者身份的。只有根据译本的表征和话语，才能准
确追溯曾经不为人所知的，影响译本表征的译者背景，并进一步分揭示译者
身份。
译者背景固然能为研究译者身份提供线索，但这种“脱离译本产生历史
语境的、固定、单一”的身份观，并不能完全帮助研究者解释译本中不同话
语之间或者话语与道家的复杂关系，也就不能据此概括出译本表征。因此“译
者背景”这一研究途径和“历史分期”一样，也是需要批判地使用的研究途
径。
9.4 后续研究的可能方向
自中国典籍英译这一项文化传播活动有史以来，传教士、外交人员、汉
学家、畅销书作家不断参与其中，译本数量可谓浩如烟海，例如《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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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孟子》等典籍的英译本情况与《道德经》英译类似——在一百
多年的历史中，有数十个英译本，并且大部分译本都有丰富副文本和不同的
话语内容。因此，可以不妨使用 “表征”的思路来分析不同的译本——从副
文本中的话语入手，系统地结合正文来分析译本阐释的异同，而不是完全囿
于典籍中关键概念的译文分析。
“历史分期”和“译者背景”这两种研究途径，可以帮助研究者在译本
数量丰富的《道德经》（或其他典籍）翻译史中选定研究对象或范围，但同
时需要批判地使用这两种研究途径。如果进一步将这两种研究途径运用于其
他《道德经》翻译史时期，既可能大部分译本表征都与历史背景和译者背景
相符合，又可能大部分译本与历史背景和译者背景无关，总之还有更多、更
复杂的可能性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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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868 年-2011 年《道德经》英译本
说明：中国译者的姓名拼写方式采用其译本中的署名拼写，并附有中文姓名，
这一统计在王剑凡（2001）博士论文“附录”的基础上略有增加和更正。
数
量

年代

译者

译本

出版社

1868

Chalmers, John

London: Trubner

1884

Balfour,
Frederic
Giles, Herbert
A.

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 Polity, and
Morality, of “The Old
Philosopher,” Lau-Tsze
Taoist Texts, Ethical,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The Remains of Lao
Tzu, Retranslated.” In
China Review. Vol. XIV.
pp. 231-280, 355-356
“The Tao The King.” In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 The Texts of
Taoism
The book of the Path of
Virtue, of a Version of
the Tao The King of
Lao-tsze
Lao-tsze. The Great
Thinker：with a
Translation of His
Thoughts on the Nature
and Manifestations of
God
Lao-Tsze’s Tao-The-King

1

2

1886
3
1891

Legge, James

1894

Old, Walter
Gorn

1895

Alexander, G.G.

1896

Carus, Paul

1898

Maclagan, P.J.

1899

Kingsmill,
Thos.W.

1903

Heysinger, I.W.

1903

Parker, Edward
Harper

4

5

6

7

8

9

10

11

“The Tao-Teh King.” In
China Review. Vol.
XXXIII. pp. 1-4, 76-85,
125-142, 191-207,
261-264
“The Taoteh King.” In
China Review. Vol.XXIV.
pp. 147-155. 185-196
The light of China, the
Tao Teh King of Lao
Tsze
“The Tao-teh King, or
Way-virtue Scripture, of
Lao-tsz, or Providence
Grace Classic.” In China
and Religion. pp.
27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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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 Trubner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Oxford: Claredon
Press

Madras: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Society

London: Trubner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Philadelphia: Peter
Reilly
London: John Murray

1904

Old, Walter
Gorn

1904
1905

Giles, Lionel
Old, Walter
Gorn

1905

Medhurst, C.
Spurgeon

1911

Bjerregaard,
Carl Henrik
Andreas
Mears Isabella

12
13

14

15

16
17

1916
1919

18
1920

Goddard,
Dwight & Henri
Borel
A. E. Anderson

19

The Simple Way, laotze,
The “Old boy,”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ao-Teh-King
The sayings of Lao Tzu
The Simple Way, Laotz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ao-The-King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1
The Tao The King. A
Short Study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The Inner Life and the
Tao-Teh King
Tao Teh King
Lao Tsu's Tao and Wu
Wei

22
23

Tao…a rendering into
English verse.
The Simple Way of Lao
Tsze
The Teaching of the Old
Boy
The Way and Its Power:
A Study of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

Chicago:
Theosophical Press
Surry, England:
Godalming
Toronto: J.M. Dent.

Chengtu: Canadian
Mission Press
Palo Alto, California:
The School of
Simplicity
London: The Buddhist
Society
New York: March &
Greenwood Publisher

Weiss, John
Gustav.

1926

1927

Mackintosh,
Charles Henry
Shrine of
Wisdom Editors
MacInnes T.

1934

Waley, Arthur

1936

Hu, Tse ling
（胡子霖）
Kitselman II, A.
L.

Lao Tsu. Tao The Ching

Ch’u Ta-kao
（初大告）
Au-Young, Sum
Nung (欧阳心

Tao Te Ching

24

25

1936
26
27
28

1

1937
1938

Chicago:
Theosophical Book
Concern
New York: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Co.
London: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Brentano'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23

1924

London: John Murray
London: Philip Welly

“The Tao The King: a
Chinese Mysticism”. 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ai Chronicle: an
Official Record, volume
XXII
Lao-Tze's Tao-Te-King

20

21

London: Philip Welly

Tao teh king of Lao Tzu

Tao Tze’s Tao The King.
The Bible of Taoism

该译本在 1904 年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前言和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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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Typewritten
copy in British
Museum

London: Allen &
Unwin.

农)
1939-1940 Wu, John C. H.
（吴经熊)

“Lao Tzu’s The Tao And
Its Virtue”, T’ien Hsia
Monthly: Vol. IX, No. 4,
Nov. 1939, pp:401-423;
Vol. IX, No. 5, Dec.
1939, pp: 498-521;
Vol:X No. 1, Jan. 1940,
pp66-99
E. R. Hughes
“Tao Te Ching: a
Text-book on Man’s
Freedom in his Natural
Environment”, in
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 ed. &
Trans., E. R. Hughes
Lin Yutang （林 The Wisdom of Laotse
语堂）
Bynner, Witter.
The Way of Life
according to Lao tzu.
Ould, Herman
The Way of Acceptance.
A New Version of Lao
Tse’s Tao Te Ching
Lao Tzyy: Truth and
Cheng Lin (郑
Nature
麐)
Orde, Poynton
The Great Sinderesis,
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Tao Te Ching
Erkes, Eduard
Ho-Shang-Kung’s
Commentary on Lao-Tse
Bodde, Derk
Two New Translations of
Lao Tzu

Hong Kong

1954

Duyvendak,
J.J.L.

Tao Te Ching: The Book
of the Way and Its Virtue

London: John Murray

1955

Blakeny, R.B.

The Way of Life

1958
1961

Bahm, Archie J
Wu, C.H. John
(吴经熊)2
Machovec,
Frank
Lau, D.C. (刘殿
爵)
Chan, Wing-tsit
(陈荣捷)
Tang, Zi-chang
（唐子常）

Tao Teh King
Tao Teh Ching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Inc
New York: Continuum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Mount Vermon, N.Y.:
Peter Pauper Press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San Rafael, CA: T.C.
Press

29

1942

30

31
32

1948
1944
1946

33
34

1950
1949

35
36

1950
1954

37

38

39
41
42
43
44
45
46

2

1962
1963
1963
1969

The Book of Tao
Lao Tzu Tao Te Ching
The Way of Lao Tzu
Wisdom of Dao by Lao
Zi.

该英译本为单行本，没有包括 1939-1940 译本的注释部分。

153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New York: Random
House
New York: John Day
Company.
London: Andrew
Dakes Ltd.
Shanghai: The World
Book Company, Ltd.
Adelaide: The Hassell
Press
Switzerland: The
Press of Artibus Asiae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47
48
49
50
51

1970
1972

Yu, Tinn-hugh
（余天休）
Bowen, Elisa

The Philosophy of
Taoism
Celebration of Life

1972

Finley, Robert

1972
1973

Home, A.R
Yuen, Ko

The Bible of the Loving
Road.
The Great Art of Laotse.
The Tao Teh King.

1975

Chang,
Chung-Yuan.
（张仲元）

1975

Schmidt, Karl
Otto
Hsiung, Y.T.(熊
应祚)

52

53

1977.
54
1977.
55
1977.
56
1977.

Young, Rhett
Y.W. & Roger T.
Ames.
Feng, Gia-fu
（冯家福）, and
Jane English.
Lin, Paul J. (林
振述)

57

1980/1979

Ni, Hua-Ching
（倪华经）

1980

Lao C’en

1981

Cheng,
Man-ching (郑
曼青3)，& Tam
C. Gibbs

1981

Hoff, Benjamin

Tao: A New Way of
Think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Tao Te Ching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ies
Tao Te Ching –
Lao-Tse’s Book of Life
“Lao Tze, Tao Te Ching”.
Chinese Culture. Vol. 18

60

61

Millrae, Calif.:
Celestial Arts
Carbondale Ⅲ: Bliss
Press
Newbard: Exeter
Kings Beach, Calif.:
Thelema Publicat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Lakemount, Georgia:
CSA Press.
Taiwan: China
Academy.

Lao Tzu. Text, Notes, and
Comments by Ch’en
Ku-ying.
Lao Tsu.

Taiwan: Chinese
Material Center

A Translation of Lao
Tzu’s Tao Te Ching and
Wang Pi’s Commentary.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30.
Complete Works of Lao
Tzu, Tao Te Ching &
Hua Hu Ching

Center for Chinese
Stud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58

59

San Fransico: Falcon

The Way of the Da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Writings of Lao Tzu by
Canole
Lao-Tzu: “My Words Are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Lectures
on the Tao The Ching –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Edition
The Way of Life. At the
Heart of the Tao Te
Ch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California & Los
Angeles: The Shrine
the Eternal Breath of
Tao Malibu & College
of Tao & Traditional
Chinese Healing
administrative Office
La Jolla: Day Press

Richmond Cal.: North
Altantic Books

New York:
Weatherhill

郑曼青：（1902－1975），浙江永嘉人，1949 年去台湾，著名中医师、画家，为郑子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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