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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译者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同时,心理学研究也正趋于深化。在回

顾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同时, 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分析手段剖析译者心理。借用弗氏人格心理分析学说中的本

我、自我及超我理论同翻译过程中译者心理发展历程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更全面深刻地再现译者心理及其翻译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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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实践交际活动,它

伴随着作为交流需要的语言的产生而产生。远古时代, 不同

地域间的氏族及部落的交往活动就开始依赖通晓两地语言

的 中间人 的帮助。虽然这些中间人既无接受任何特训,

又无既定翻译理论或规则作指导,然而他们却为语言不通的

群体之间提供了便利的帮助,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和谐作了

积极的贡献, 这便是早期的 译者 。

人是译事活动的主体, 它不仅是翻译过程的中心和焦

点, 也是翻译理论探讨的出发点和归宿。处于交际动态过程

中心位置的译者起到介于源出语语篇的作者与目的语语篇

的读者之间的桥梁中介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

发挥质量取决于译者心智及所涉语言文化积淀的厚度。对

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及译者翻译过程中其心理发展历程变化

的探究也将会对于译作质量的提高起到重要的理论参考作

用。

一、译者主体性

这一主体性拟从 原作中心论 和 主体凌驾性 两方面

入手:

(一 )历史上的 原作中心论 与 主体凌驾性 

1 原作中心论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原作中心论 占据着

绝对统治地位。原作和作者处于一种君临天下的地位, 成了

神圣不可侵犯的对象。在原作成为了一种绝对标准的翻译

理念的支配下, 翻译活动就成了对原作的一种复制过程。既

然是复制, 当然就应该保持译文与原作无甚差别, 甚至是完

全的等同。因而, 译者相对于原作则成了一种从属的被动传

播者, 一直处于被奴役、被压抑、被掩盖的状态之中。直到目

前, 也还有相当一些传统译学论者和实践者认为译者就应该

是 一仆二主 的地位。既要忠实于原作, 又要取悦于读者,

上下不是, 左右为难,何其不幸!

原作者是原文本的主宰,对其拥有最初解释权和最终处

置权 (张国清, 1998: 149- 151)。他不希望译者误读自己的

文本或曲解其创作本意。而译者想要进入原作就必须弄清

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了解其写作风格和性格特征, 并弄清

作者作品中字里行间隐含之意。因而,译者完全是种被动接

受的角色。对于译者的处境, 最通俗的说法便是 一仆二

主 ,译者是原作者和读者卑微的仆人,译者要为他们服务,

仿佛是在葡萄园里劳动的奴隶, 整天给葡萄追肥整枝, 酿出

的酒却属于主人 (谭载喜, 1991: 153)。 Char les Batteux则这

样指出: 译者处于从属地位, 原作者是主人, 译者只是仆人,

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 不能

超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和增减。

越来越多的翻译工作者开始不满足于传统译论中的 仆

人 身份。在丰富的翻译经验和深刻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

金圣华对翻译的本质进行了思考, 并提出: 译者在早期虽

有 ! 舌人 !之称, 却不能毫无主见, 缺乏判断; 译者虽担当中

介的任务, 却不是卑微低下、依附主人的次等角色。翻译如

做人, 不能放弃立场,随波逐流;也不能毫无原则,迎风飘扬。

因此, 翻译的过程就是得与失的量度, 过与不足的平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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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须凭借自己的学养、经验, 在取舍中作出选择。 (金圣

华, 2002: 15)

2 主体凌驾性

在传统译论时期, 译者的主体地位曾受到重视。主体凌

驾性的渊源在西方和中国都可以追溯到远古。在西方, 罗马

帝国时代, 作为胜利者的罗马人对希腊文化采取了一种文化

利用和文化掠夺的态度,把希腊文化当做可以任意宰割的战

利品, 旨在使异域文化得以归顺, 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在

这种态度下, 译者的态度极度膨胀, 并发挥到了极致。代表

人物是古罗马的翻译家圣# 杰罗姆,他的名言是: The trans

lator considers thought content a pr isoner( quasi captives sensus)

wh ich he transplants into h is own language w ith the pre rogative

o f a conqueror. ( iure v ictor is).  (对翻译者而言, 原作的思想

内容只不过是一个阶下囚,译者具有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

到本国语言中去 ) (刘宓庆引自 Schulte, Ra iner and B iguenet,

1992: 56)。杰罗姆的 主体凌驾性 的翻译主张对翻译界带

来了长期的消极影响。当然, 译者这一至高无上的地位, 只

是特殊历史时期, 由于目的语的扩张而造成的, 并不能代表

译者在整个翻译史上的形象。直到文艺复兴前夕, 西方译界

才回归到昆蒂良 ( M arcus Fab ius Qu intilianus)温和协调的传

统。

中国译经史的开端是以客体凌驾性为特征, 而后, 逐渐

演变为主体凌驾。三国时期的支谦主张 因循本质,不加文

饰 ;东晋时期, 道安和尚主张 案本而传, 不令有损言游

字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主张 依实出华 的鸠摩罗什才

将主体运作的地位加以提升。随着主体地位的逐渐提升,唐

代高僧玄奘提出 五不翻 ,主客体须功能兼备。但是, 在其

具体的翻译运作上又过于倚仗 译主  的主体定夺。清末马

建忠以后的译论在精微上超越了前人,但始终执著于主体的

悟、入、化, 将主体的 心悟神解 即主体的主导型推到了极

端, 而所谓翻译标准也都是为主体定出来的行为准则, 可以

说基本上疏于对客体的可容性辨识 (刘宓庆, 2001: 494)。

(二 )不同个体及流派的译者身份评价

本雅明 (W alte rBenjam in)认为译文是原作的 来生 ( af

ter life); 原文靠译文而延续下来, 译者的任务不是复制原

意, 而是要利用语言中的差异,依靠外语去颠覆原语的秩序,

要把潜藏在原语中无法表达的意念展现出来 (葛校琴, 2006:

118)。本雅明对原作者的地位不屑一顾,并旨在突出译者的

角色。他认为, 由于语言存在的限制, 以及语言表达上的言

不尽意, 使得作者往往无法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

作为哲学家的德里达认为译者是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

的一个环节所在。译者是原文本的解构者,也是新生文本的

创造者, 文本一旦写成, 译者也就完成了他的解构和创造使

命, 译本又会产生多重的意义 (刘宓庆, 2005)。

传统翻译艺术论范式认为译者必须具有艺术家的天赋

和才能, 以便能更好地理解原作者和原作, 而非去创造原作。

隐身的译者只需完全遵照原样把原作的精神或神韵表现出

来即可。这种理念一味强求理想化的译者标准要求, 视译者

为创造者和模仿者而忽略其个体的现实存在,使译者成为矛

盾的统一体而无从谈起任何主体性 (葛校琴, 2006)。

语言学翻译理论范式强调语言系统的自足以及语言结

构形势上的描述对比,力求寻找一整套翻译实践可以遵循的

转换规则, 译者的作用则沦为一套无须思考只需机器般地操

作转换规则的操作者 (葛校琴, 2006: 227)。它把翻译看成是

纯粹的语言符号的转换, 将译者等同于工具的作用, 无视翻

译主体性的存在 ,虽然突出了 工具理性 ,却忽视了翻译研

究的人文性。

既是文化学派又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译者的巴斯内特

( Bassne t)认为翻译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 而是深深植根

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的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译

者成了可以引入源语文化来影响目的语文化的操纵者。从

女性主义视角出发, 她反对传统翻译研究的原语中心论思

想, 认为应该抛却这种原文主导, 译文从属的传统翻译理论

的核心, 应该突出译者的角色 (葛校琴, 2006)。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在翻译时采取异化策略以抵抗

翻译霸权现象。其核心是要突现差异, 改变压迫对立局面,

实现社会文化主体间的平等 (孙会军, 2005)。

二、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分析及译者心理

(一 )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分析

弗洛伊德认为完整的人格结构由三大系统 ∀ ∀ ∀ 本我、自

我、超我组成。所谓本我,即 本能的我  , 是潜意识的, 它不

受约束, 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快乐与满足。所谓自我, 就是

面对现实的我 。弗洛伊德说: 每个个人都有一个心理过

程的连贯组织, 我们称之他的自我。 (弗洛伊德, 1986: 163)

所谓超我, 就是 道德化了的 自我。弗洛伊德认为: 超我

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生活的较

高行动的主体。 (弗洛伊德, 1987: 61)

弗洛伊德认为, 人的个体人格各部分并不是彼此独立

的, 而是互相关联、互相作用的。在这个系统中,作为生命的

核心的本我, 是人的先天本质和心理活动的根本要素, 也是

人格结构中的基础部分和动力源;而自我是人们行为和动机

的控制器和调节器; 超我则是道德规范的仲裁者。对于一个

心智健全的人而言,这三大系统是和谐统一的整体, 他们密

切配合, 实现人的理想和目的。反之, 人就会处于失常状态。

(二 )译者心理分析

笔者以为, 译者本我是译者对原作品的本能反应, 是毫

无任何规则制度制约的内心第一反应。这种反应掺杂着强

烈的主观意识 , 如: 个人的世界观、审美情趣、价值趋向等。

它是不经任何雕琢修饰的或褒或贬, 或赞或厌的原生态产

物。这种原生态产物的雏形一经形成,便会自然地过渡至自

我阶段。当代西方译学界颇具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家道格拉

斯# 罗宾森 ( Doug las Robinson)认为,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

一方面受到来自外在的普遍社会规范的束缚,另一方面来自

内心的本能反应的影响 ( Rob inson, 1991: 17)。罗宾森强调

的是优秀译者阅读文本时会感同身受身临其境般地融入到

源出语的语境当中,并深刻感受以源出语为母语的作者的内

心感受及意识形态。罗宾森强调的这种 身心感受 便是译

91



者的 本我 。以某种语言文字将此种身心感受以语言文字

的方式将之形象化便形成了译者的自我。

自我是经本能积淀后用语言文字或图形表达出的译作

内容。它是在对原文进行细致的阅读思考,并结合原文所描

述地时代背景, 准确理解每个句子的用词特点以及对涉及的

人物形象进行评价分析的前提下得出的。然而,原文作者与

目的语的译者之间坐标系的原点是不同的,他们之间存在着

视角交互性的可能, 从而也存在着坐标转换的可能。但经过

这样的坐标转换, 位置还是发生了偏移,有时偏移的幅度还

是非常客观的。因而这种表达方式需要考虑多种翻译要素,

诸如: 翻译标准中,中国的严复的 信、达、雅 , 鲁迅的 宁信

而勿顺 ,傅雷的 神似 , 钱钟书的 化境 , 辜正坤的 翻译

标准的多元互补论 ;西方的泰特勒的三原则,安德烈# 费道

罗夫 (  !∀!# A. B. , 1953)的 等价 标准, 奈达的著名的

动态对等标准, 英国的卡特福德 ( J. C. Cartford, 1965: 20 -

21)等值标准, 英国的纽马克 ( Newm ark, 1988)的翻译的绝对

标准和相对标准以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多元、动态、模糊

的翻译标准; 翻译策略中,诸如翻译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是

直译还是意译以及各种翻译技巧,如转译、引申、增词、分句、

合句等。基于上述制约因素得出的成果并不能称为最终译

文, 这只是译者将其本身的社会文化属性, 如认知心理、文化

心理以及社会心理等与外在的翻译规则相融合而得出的对

作品的理解, 是将原语的意向和概念通过自己的内化理解和

抽象后形成的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人们思想认识中的所有

语言现象, 包括翻译, 都是受到自我的制约和影响由本我所

继承, 而非先验的编码而成的。然而, 这一层产物却并未考

虑到翻译的另一层面 ∀ ∀ ∀ 读者需求。

由于古今中外存在的教育背景、社会环境、历史地源、宗

教信仰及民风民俗方面的差异使译文的读者群体各式各样。

为适应不同层次品位的读者需求,译文所采用的风格必须多

姿多彩, 有所变通。因而,译者需将原作的字句拆分重组,排

列成异语读者能够欣赏的结构, 达到一种共鸣的理想境界,

以完成译者的超我阶段。

有的学者认为, 读者总是乐于接受洋溢着本国语义的欣

畅与清新气息的翻译作品, 在语言交际中, 交流效果得以保

证的重要条件是符合民族审美心理和倾向, 即所谓的 喜闻

乐见 (孙会军, 2005: 183)。

而有的学者认为 ,读者总是带着求新、求异的心理去阅

读译文的, 如果译文读上去与本土小说无异, 没有任何新鲜

感、异域感或是异国情调, 翻译作品也就失去了其特有的魅

力。陈寅恪先生曾说: 熟就是俗。 (刘宓庆引自刘英凯,

1999: 53)在读者心目中, 那些在语言以及文化层面上保留的

原文差异性超出了其已有的经验范围的译文才最能抓住读

者的兴趣, 推动其从新的角度感觉它, 把握它的生动性和丰

富性。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西默斯 # 希

尼 ( Seam usH eaney )在其著作中的一节 翻译的影响  中提

出, 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目的

语表达世界变得 陌生 , 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对

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使译者确实能够将原作中的差异性

传达出来, 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相互理解和交流 ( H eaney,

1989: 36)。

还有学者认为, 多数读者认为, 读异国作品是为了欣赏

其特有的韵味和语言风格。为了使读者易于接受, 译文一定

程度的变通是必然的,但完全意义上的归化会丧失原作的风

格与情调。 (姜秋霞,张柏然, 1997: 160)

笔者亦以为 ,翻译过程中, 归化与异化的运用应当有所

取舍。诸如带有浓厚的民族, 历史及地方特色的背景文化,

译者不妨采取异化,以力求保持原作的异国情调及风韵; 而

对于通过运用言简意赅、形象生动的本族语便使本国读者轻

易理解其意蕴, 而无须绞尽脑汁,费尽周折地去探寻之时,不

妨采取归化, 以实现经济实效的原则。

好的译文应该在 形似 的基础上求得 神似 ,即寓 神

似 于 形似 之中。如鲁迅的辛辣深刻; 海明威的粗犷雄浑

以及老舍的亲切幽默。诸如此类, 翻译时必须尽量做到在运

用语言、驾驭体裁以及塑造形象等方面将原作者的思想感情

和艺术特色等有关创造个性的内容深刻再现。正如茅盾所

言: 要翻译一部作品, 必须明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 更须真

能领会到原作艺术的美妙 ;还不够, 更须自己走入原作中,和

书中任务一同哭 ,一同笑∃∃尚须译者自己具有表达原作风

格的一副笔墨。 (陈定安, 2004: 13)笔者完全认同此类观

点。形似只触及到了表层结构的相仿,而神似才真正实现了

深层结构的精髓相通。通过透彻理解原文的深层隐含之意

及弦外之音, 借用潜心雕琢提炼的精辟语言, 将原文的神韵

淋漓尽致地展现于读者。

(三 )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关系

1 自我是本我的矛盾与和谐的进展

原作与译文的目的皆是为了服务于读者。由于源出语

的文化背景、语言环境、表达习惯以及叙述方式等皆有所不

同, 译文与原作在语言转换过程中就需要处理好存在于语言

文化间的主客观矛盾。译者必须运用 归化和异化 , 直译

和意译 等相应的翻译策略, 对原作的内容用目的语的语言

文字合乎逻辑并恰如其分地将其表述再现, 同时, 在矛盾的

调和与处理过程中还会涉及到上文所谈及的一些古今中外

的翻译标准等。唯有妥善地解决此类冲突矛盾,原作与译文

才得以行之有效地为读者服务。

虽然社会风俗、大众心理、言语文化及档次品位皆有不

同, 但译者与原作者皆具备真实再现作者内心期望表达的意

蕴及其思想精髓的潜在实力。文字是作者的第二语言, 翻译

即是这种语言文字的转化。作者和译者双方的主体意识在

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穿越时空地域限制的交流与对话, 从而

达到深层次的共鸣。这种洞悉和感悟同样可以传达到读者

心中。因而这种和谐不仅蕴涵于译者自身本我与超我的融

合与升华之中, 还存在于译者与作者, 译者与作者及读者之

中, 而译文恰是构筑三者之间交流与对话的中介桥梁。

2 超我是自我的继承与突破的升华

读者群体的不同界定了译作内容与原作在风格、文本、

方法与语言表述上的不同。因而, 译文必须是译者经沉淀提

炼后目标指向明确的文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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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译者将原语文本中那些可能对目

的语规范产生冲击的差异有效且合乎情理地表达出来, 完成

了自我层面的加工。进而按照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及他

们的期待视野经认真推敲及缜密思考将有明确目标指向的

译文呈现于大众, 完成了超我层面的工序。正是自我层面中

译者对原文思想内容和表现方式的编码和解码奠定了超我

层面中面向不同群体的译文的深刻阐释。而异语文化间差

异、矛盾、冲突和抗衡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译者在翻译过程

中, 适当协调源语文化、源语文本、作者、异语文化、译本读者

之间存在的客观异同。

结语

译者主体性研究摆脱了 原作中心论 及 主体凌驾性 

的束缚, 经过古今中外不同学者及流派的继承和发扬逐渐成

为译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因而, 译者心理历程变化也成

为译学界广为关注的焦点。探讨译者主体心理时将不可避

免地触及到译者主体兼性,对于此话题笔者将另行讨论。

翻译活动反映着一个民族心理文化特征的历史积淀,是

渗透着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及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

一个主体, 其对异质文化所体现出的差异性的转换协调直接

影响着译文承载传递的文化信息效度。而其对文化差异性

的处理便是历经自我、本我及超我的心理立场的演变的矛盾

协调的结果。

人是实践的主体, 又是精神的主体。任何译文都是译者

个人精神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译者用自己的思维把握世

界, 并通过语言文字外化表现自己的认知世界。作为沟通作

者与读者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桥梁,译者在特定语境中思

维模式的取舍和应用 ,将决定其在跨语言和跨文化界限中传

递的话语的内涵及意义。因此, 对译者心理变化历程的重视

及译者主体性意识的提倡将为翻译事业的研究起到不可替

代的促进作用, 无译者即无译事。因而, 译者既不可妄自尊

大, 亦不可妄自菲薄。对译者心理变化历程的重视及对学界

公认的译者主体性意识的提倡将对翻译事业的研究起到重

要的促进作用, 同时也将引起译学界及社会人士的更深层次

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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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alysis on the Translator s Subjectivity and Freud s Personality P 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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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Recently, w ith the advancem ent of pro found and preva lent research into transla tion, people beg i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o le of translators; m eanwh ile, the psycho log ical study tends to be incandesc ing. On the rev iew of subjectiv ity study, we w ill ana lyze

the translator s psycho logy comb ined w ith S igmund F reud s persona lity psychology. Accord ing to the com parison between F reud s theory

o f id, ego and superego w ith the translator s psycholog ica l deve lopm ent in translation process, peop le w ill have a comprehensive and

penetra ting understand ing of the translator s psycho logy and his translation process.

K ey words: translator; F reud s persona lity psycho logy; psy cholog ica l develop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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