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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俗如之:毛泽东诗词中雅词与俗语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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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毛泽东诗词当中, 典雅用词极其简炼、生动,透出一种古朴、庄严之气,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

感染力;同时, 毛泽东以口语入诗,使诗词语言获得了一种鲜活感和灵动感。雅俗兼备,是毛泽东诗词显著的语

言风格。那么,英译文就应该如实再现毛泽东诗词雅俗兼备的语言特征,做到以雅译雅、以俗传俗。如此, 译者

方才算是忠实于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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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与英语中的雅词

中国古诗中的典雅词语,可谓比比皆是、充斥全篇。

典故之外,尚有代字之说。代字是指诗词中的某一字用另

一字来代替。诗词是很讲究用代字的,因为它可使诗词的

表情达意更为委婉含蓄。诗词中的代字,有源于诗词的用

典和借代。某一典故或某一借代用多了,就使得一词语能

代替另一词语成为代字。因用典而形成的这一类代字,也

称为诗文用语。在英语词典当中,一些词汇标着 [诗 ]或

[文 ]的字样,即表示其为诗文用语,即所谓典词雅语。例

如,据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  对 afar的解释: ! adv lit at

a d istance; far off [文 ]在远处;遥远地 ∀;据 W ebster# s New

W orld D 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 lish ( th ird college ed ition )

对 m ain一词的第四条释义: [ O ld Poe.t ] the h igh, or open,

sea; ocean; 另据陆谷孙主编 英汉大词典  对 main一词的

第五条释义: ! <诗 >大海,海洋;公海 ∀。此外,表示月份

时,典雅的方式往往是避开 m on th而采用 moon。因此, a

far, main, moon等词用在诗歌里面,即含有浓浓的典雅意

味。如果说典雅词语与现代散文时有扦格的话,之于诗

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却正是相匹相配、巧接妙

合。杜子野诗云: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化而用之则为:寻常一样译诗文,才有雅词便不同。在译

诗中使用典雅词语,正是增进译诗之诗意与诗味的一种有

效手段。

二、毛泽东诗词:普通词语的雅词与专有名词的

雅词

毛泽东诗词,既然是古典诗词,便离不开古典的字词。

古典词语,由于千百年来的长期使用,与古人古事发生了

密切的关联,又由于在古代文学作品里反复出现,因此其

本身就带来词语表面所没有表达的内容和特定的感情色

彩,通过它,读者可以想象到更丰富的意义和情味。典雅

用词与中国古代之诗文传统一脉相承,可致文气庄重、格

调高雅。毛泽东诗词中的典雅用词,大概可分为两类:一

是普通词语的典雅用词;二是专有名词的典雅用词。

毛泽东诗词中普通典雅用词的例子,如 !雄关漫道真
如铁 ∀ ( 忆秦娥∃娄山关  )中的 !漫道 ∀二字。 !漫道 ∀即
!慢道 ∀,是 !莫道 ∀的音转, !不要说 ∀的意思。具典雅色彩
的 !漫道 ∀二字,表现了作者蔑视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

魄。 !茫茫九派流中国 ∀ ( 菩萨蛮 ∃ 黄鹤楼  )中的 !中
国 ∀,也是典雅之词,是 !南国 ∀ ( !又来南国踏芳枝 ∀: 七律
∃有所思  )、!北国 ∀ ( !北国风光 ∀: 沁园春 ∃雪  )、!东
国 ∀ ( !一截还东国 ∀: 念奴娇∃昆仑  )的仿拟,而非专名

Ch ina。其它如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 ( 蝶恋花 ∃答李淑
一  )中的 !飏 ∀字, !挥手从兹去 ∀ ( 贺新郎 ∃别友  )中的

!兹 ∀字, !漫天皆白 ∀ ( 减字木兰花 ∃ 广昌路上  )中的

!皆 ∀字, !卅年仍到赫曦台 ∀ ( 七律 ∃和周世钊同志  )中

的 !卅 ∀字,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 ( 西江月∃井
冈山  )中的 !旌旗 ∀和 !鼓角 ∀, !蚍蜉撼树谈何易 ∀ ( 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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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和郭沫若同志  )中的 !蚍蜉 ∀,等等,莫不是作者典雅

用词的明证。成语的运用,也构成毛泽东诗词典雅用词的

一个方面,如 !岿然不动 ∀、!森严壁垒 ∀、!众志成城 ∀ ( 西

江月∃井冈山  )等。

毛泽东诗词中专有名词的典雅用词,也是比较多的,

有时和汉语修辞格当中的指代或曰借代有联系。比如,

!极目楚天舒 ∀ ( 水调歌头 ∃游泳  )中的 !楚天 ∀就是古
语。 !楚天 ∀在古典诗词当中有寥廓之意,因为云梦古泽,

江汉平原,没有高山阻隔视力,望来倍觉天宇辽阔。柳永

就在词中写道: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再
如 !大雨落幽燕 ∀ ( 浪淘沙∃北戴河  ),其中的 !幽燕 ∀本
为古地名,用在这里,可以给读者带来丰富的联想。幽燕,

指古代的幽州和燕国,相当于现在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的

西南部。北戴河正位于河北省北部,接近辽宁,所以称为

!幽燕 ∀,这是这一词的表面意义。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人

们向来认为这一带地方民风强悍、士气豪迈,所谓 !燕赵多
慷慨悲歌之士 ∀,一提到 !幽燕 ∀、!幽并 ∀、!燕赵 ∀等地名,

总是联想到悲壮、雄劲、豪迈等气概。比如,曹植 白马

篇  :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鲍照 拟古  : !幽并重骑
射 ∀;陈子昂 感遇  :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 ∀。毛泽东
在此不用现代地名,而取 !幽燕 ∀这一古语,既与旧体诗词

的风格协调,也与这首词所描绘的海上大雨的景色和所创

设的博大壮伟的意境相一致。如果写成 !大雨落河北 ∀或
是 !大雨落海边 ∀之类词句, 读者就不会引起如此丰富的

联想,也不会有如此深刻的感受。

三、通俗之语在毛泽东诗词中的运用

典雅的对立面通俗, 也是毛泽东诗词的美学特征之

一。通俗的构成,常借助于口语或俗语。口头之语虽然粗

浅通俗,却因有多种多样的修辞功能而极具丰富的表现

力,因而被视为一个民族的语言艺术之精华所在。鲁迅曾

说: !方言土语是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这于文学是有
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有意

思。∀[ 1]
诗人毛泽东突破了诗词的原有词汇系统,创造性地

大量引用现代口语及其常用的词汇入诗,做到口语入诗,

明白如话。毛泽东曾说: !就拿我个人的文学经验来说,我

们主张新文学要建立在通俗易懂的口语基础上。∀[ 2] 80
口

语语体的特征是广泛性、生动性、简洁性和低标准性。因

此,口语语体可以无拘无束地传情达意, 它最富于生命力

和创造力;它常常给书面语体提供营养成分和新鲜血液,

给书面语带来活力。总之,口语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或

表幽默或行调侃,或表讽刺或行揶揄,灵活生动,贴切自

然。

口头语言在毛泽东诗词中的具体运用,例如 !分田分
地真忙 ∀ ( 清平乐∃蒋桂战争  ),以口语结句,韵味悠长。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 ( 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 !围
剿 ∀ ), !前头 ∀二字是口头俚语,却生动、形象。 !哎呀我
要飞跃 ∀( 念奴娇 ∃鸟儿问答  ), !哎呀 ∀一词,生动逼真

地表现了蓬间雀胆小怕事的心理状态。其它如 !不要这

高,不要这多雪 ∀ ( 念奴娇 ∃昆仑  ); !不到长城非好汉 ∀
( 清平乐 ∃六盘山  );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
(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等,既明白如话,又富于艺术

表现力。当口头语言与文言语词配合使用的时候,既协调

一致,又相映成趣。如 清平乐 ∃蒋桂战争  中的 !风云突
变,军阀重开战 ∀和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都是
前文言后口语,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再看以下几个诗例当中 !了 ∀字的运用: !齐声唤, 前

头捉了张辉瓒 ∀ (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 !围剿 ∀ ); !萧瑟
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 ( 浪淘沙 ∃北戴河  ) ; !流遍了,

郊原血 ∀ ( 贺新郎 ∃读史  );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

过客 ∀ ( 贺新郎 ∃读史  );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
(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

台亭阁 ∀ ( 念奴娇 ∃井冈山  ); !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
( 念奴娇∃井冈山  ) ;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
( 念奴娇 ∃鸟儿问答  ); !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 ( 念

奴娇∃鸟儿问答  )等。这些诗句当中的 !了 ∀字,看似简

单平易,细品之下,却包含着深刻的内容与丰富的情韵:诗

语虽平淡质朴,诗味却隽永醇厚,看似平常最奇崛。毛泽

东诗词当中的几个 !了 ∀字,貌似信手拈来, 实则精心提

炼,是对古人诗词的继承,如蒋捷 一剪梅 ∃舟过吴江  中
的句子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 诗语朴
素如话,却是境界全出;两个 !了 ∀字的使用,功不可没。

四、以雅译雅、以俗传俗

雅俗兼备,是毛泽东诗词显著的语言风格与特征。毛

泽东诗词当中的典雅用词,无论是古词,还是成语,都极其

简炼、生动,透出一种古朴、庄严之气,极大地增强了作品

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诗人毛泽东以口语入诗,使诗

词语言获得了一种鲜活感和灵动感。典雅与通俗的结合,

使得毛泽东诗词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这构成

毛泽东诗词语言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既如此,英译文就应该如实再现毛泽东诗词雅俗兼备

的语言风格,做到以雅译雅、以俗传俗。例如: !蚍蜉撼树
谈何易 ∀ ( 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  )中的 !蚍蜉 ∀,有不同
的英译: m ayflies, an ts, term ites, fleas, beetles等, 这些译

词或者错误,或者与 !蚍蜉 ∀的文体风格不协。唯中外版
译作具典雅色彩的英文单词 p ism ire, 方才以古译古、铢两

悉称。
∋

再如, !一截还东国 ∀( 念奴娇 ∃昆仑  )中 !东国 ∀二
字的英译: Ch ina; ( in) the eas;t A sia( ns)。这些译文要么

错误 % % % 或者没有使用毛泽东诗词的最新或权威版本,

!中国 ∀后改为 !东国 ∀;译者英译为 Ch ina, 显然是采用了

毛泽东诗词的较早版本之故 %% % 要么与原文文体风格不
符。唯中外版译作 in the orien ,t 才在语言或文体风格上

与原文贴近。就汉语而言, !东国 ∀不太常见,因而颇具文

气和雅气;而英文的 orient则多含诗意。对于毛泽东诗词

当中典雅用词的传译,各个译本似乎都有不同的努力。请

看如下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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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 原诗 译诗

江苏版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 % % 贺新郎∃ 别友 In this w orld I# ve no bosom companion save thee.

江苏版 西风漫卷孤城。 % % % 临江仙∃ 给丁玲同志 Over the so lita ry tow n wh irled sw eeping ly the w este rly b last.

江苏版 知向谁边? % % % 浪淘沙∃ 北戴河 W hither are they bound? W ho know s?

Oxfo rd版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 % % 渔家傲∃ 反第二次大 !围剿∀ 

Som eone is weeping

B elatedly regretting the stra tegy o f slow advance.

Oxfo rd版
诗人兴会更无前。

% % % 浣溪沙∃ 和柳亚子先生 
To fill the poe tw ith unparagoned insp iration.

New版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 % % 念奴娇∃ 昆仑 
Three m illion w hite- jade dragons take off thence.

The w ho le sky is numb w ith cold.

外文版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 % % 菩萨蛮∃ 黄鹤楼 

The ye llow crane is gone, who know s w hither?

Only th is towe r rem ains a haunt for v isito rs.

外文版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 % % 卜算子∃ 咏梅 
W hen them ounta in flow ers a re in fu ll bloom

She w ill sm ile m ing ling in theirm idst.

中外版 犹有花枝俏。 % % % 卜算子∃ 咏梅 One flow er sweet and fa ir is theream ong.

外文版 起宏图。 % % % 水调歌头∃ 游泳 Great p lans are afoot.

Oxfo rd版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 % % 七律∃ 和柳亚子先生 

I can neve r fo rge t the tea w e took in Canton, And the poem you

asked for in Chungking as the leaves w ere turning ye llow.

湖南版 萧瑟秋风今又是。 % % % 浪淘沙∃ 北戴河 The autum n w inds sough as o f o ld.

中外版 尊前谈笑人依旧。 % % % 七律∃ 和周世钊同志 B eforew ine- cups w e ta lk and laugh still as o f yore.

中外版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 % % 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 
Sw eep a ll verm ins aw ay, Inv inc ib le for ay e!

湖南版 重比翼,和云翥。 % % % 贺新郎∃ 别友 W ith clouds we# ll fly, Two b irds on h igh.

江苏版 莫道君行早。 % % % 清平乐∃ 会昌 Say not you arem arch ing early in them orn.

在上引译例当中, thee, westerly, wh ither, belated ly,

unparagoned, thence, m ids,t thereamong等词汇,均为诗文

用语,因而别具典雅色彩; afoot(另有 atop, afloa,t adown,

aground, ab laze等 ),以 a-为前缀,与前述 afar一样,典雅

意味甚浓。A s of old, as of yore, for aye, on h igh等,均为

具典雅色彩之短语,在 say not中,动词后面紧跟否定副词

no,t 这种造语形式也主要出现在诗歌当中。在 !饮茶粤海
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 ( 七律 ∃和柳亚子先生  )中,

!粤海 ∀代指广州, !渝州 ∀代指重庆,均具典雅色彩。限于

篇幅,只给出 Oxford版的译文。在各译文当中,有将 !粤
海 ∀直接音译为 Guangzhou者,则译文平淡而失却典雅意

味;将 !粤海 ∀译为广州的旧称 Canton, 终于在用词的文体

色彩上取得了一致。至于 !渝州 ∀,英文没有相应的旧称
或别称, 多数译者直译本源, 将其音译为 Chongq ing或

Chungk ing, 只是无奈之举; 唯江苏版不做变通, 音译为

Yuzhou, 似乎也算不得理想, 因为 Yuzhou 远不如

Chongq ing或 Chungk ing更加有名,或者更加容易让英语读

者理解。

诗歌体一般排斥粗俗词,而选用雅丽的艺术辞藻。这

是指一般情况而言。在语言风格方面,毛泽东诗词是典雅

与通俗的完美结合。通俗之极,在毛泽东诗词当中仍有一

例:为人为文都极具个性的毛泽东,竟狂放得不避粗俗,把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 ( 念奴娇∃鸟儿问答  )这样

的句子写进词中。于是,往日诗歌陈腐的语言风格为之大

变,直令人刮目相看。

其实,毛泽东把粗俗之言写进诗词,并非偶然。 1953

年春,在苏联学习了半年军事理论回国的雷英夫,向毛泽

东汇报学习情况。谈到苏军内部缺乏民主时,念了一段顺

口溜: !上级的话是最对的,上级的表是最准的,上级的靴

子是最亮的,上级的&&∀雷英夫突然收住了口。毛泽东
问: !是很难听的话吧? 是不是骂娘的? 念吧,骂娘的话也

是在表达情绪嘛。∀
雷英夫说: !是不太雅。&&这最后一句是, (上级的

屁是最香的 #。∀ !噢,上级的屁是最香的。∀毛泽东重复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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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遍说: !四句话顺口溜很形象,这最后一句是最有味道

的,很深刻也很辛辣嘛。最精彩的话差点让你给贪污

喽。∀[ 2] 87
文章当中,毛泽东也有类似的 !粗话 ∀运用,例如:

!教条主义狗屎不如,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

条主义呢? 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 ∀[ 3]

可见,俗话粗话入诗,并非毛泽东的一时之为。 !不须
放屁 ∀ ( 念奴娇 ∃鸟儿问答  )是大鹏鸟对蓬间雀胡说八

道的尖锐批判,也是马列主义者对修正主义者的批判。
[ 4]

北大版译为: N o passing w ind. 与原文含义及风格最为贴

近。外文版和江苏版分别译为: Stop your w indy nonsense!

和 None of thyw indy stuf!f 两者都与原文含义比较贴近,风

格也相近。湖南版和天津版的译文分别为: N one of your

sh i!t 和 Sh i!t 此与原文含义稍有出入,但风格却类似。中

外版译为: Shu t up! 译文力避粗俗、雅化原文,因此在语言

风格方面与原文有较大出入。总之, 此处最为理想的译

文,当首推北大版。

五、结语

王佐良曾云: !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

如之,文体如之。∀[ 5]
此当视为翻译之纲要。既然毛泽东诗

词是典雅与通俗的结合,其相应的译诗,在语言上也就必

须是典雅与通俗兼备。如此,译者或译诗方才算是忠实于

原诗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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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rchaicW ords and Vulgarism inM ao Tse- tung# s Poe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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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 ao Tse- tung# s poem s, w ith archaic wo rds v iv id and pithy, are of a prim itive sim plic ity and sub lim ity, w hich add to

the ir artistic appea.l M eanwhile, vu lga rism wo rds bring freshness intoM ao s' poem s. Com patib ility o f archaic words and vulgar ism con

stitutes a conspicuous linguistic sty le. F a ithful to the or ig ina,l translations must be characte risticw ith archa icw ords to a rcha ic ones and

vu lgar ism to vu lgar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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