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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欧洲的孟子

译介 孟子 的西文图书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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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16世纪至 19世纪孟子及其著作多次被欧洲译介。文献与实物证明,孟子是最早被介绍到欧

洲的哲人之一, 而 孟子 则是最早翻译到欧洲的中国典籍之一。其间,孟子及其学说是作为儒家的次要代表

和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加以译介的,篇幅、种类较少,单独成书的也较少。承担译介工作的主要是传教士,早

期以旧教耶稣会士为主 ,后期加入了新教传教士, 这一工作还得到中国人的协助。译介过程中发生过诸如

性向善 与 性本善 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差异, 折射了不同文化间的调和与认知。译介 孟子

的语言经历了从单一拉丁文到兼用不同语言的变化,译介图书刊行经历了由无法印行到版本众多的变化,孟

子及其著作的影响也随之逐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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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洲 (本文所论及范围不包括俄罗

斯 )超越崇山大洋的交流历史悠久, 早已被丝路

驼铃、海上白帆所证明, 而超越物质与制度层面

的、深入的观念形态交流,却在 16世纪才姗姗来

迟。16 19世纪,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要载体的

经典文献开始被翻译成西文介绍到西方, 由此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

思想家,孟子的著作及思想汇入了交流的行列,正

式走向世界,逐步转化为人类文明的共同宝藏,展

现出别具一格的风采。

一、时间:最早西译的中国经典

中国典籍外传的历史源远流长, 一直可以追

溯到秦汉时期, 两千年间绵绵不绝, 规模不断扩

大。比如,从 1693年到 1803年的 111年间,仅在

日本长崎港, 就有 43艘中国商船, 共运进中国文

献典籍 4781种
[ 1]
。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收录的

流传至日本的善本多达 1. 08万种,但主要传播范

围是中国周边地区,尤其是面向日本、朝鲜。相比

之下, 面向欧洲的西传,则是步履蹒跚。

随着文化交流的发展, 中国经典著作引起了

欧洲人的关注。早在 1247年,欧洲使者介绍中国

人 无胡须, 面貌和蒙古人略同, 有特殊的言语,

精于工艺,其技巧在世界上没有谁比得上他们 ;

此外, 还专门介绍中国 虽为异教大陆,但自有文

字,听说他们还有一种新旧约两圣书,有僧侣, 且

信灵魂不灭之说,只有一点和我们不同,即没有洗

礼。对于圣经和基督教徒颇知崇敬,为人乐善好

施,温文有礼, 是和平的民族
[ 2]
。然而, 这里所

谓经典是儒家典籍,还是佛教经书, 尚难下决断。

有文献可查的儒家典籍的西文翻译开始于

16世纪下半叶。首先尝试这一工作的是 1579年

至 1588年在中国生活 10年的罗明坚。在华期

间,他就刻苦攻读中国典籍,并尝试翻译,回国后

进一步钻研, 不仅翻译了孔子的 大学 , 而且翻

译了孟轲的 孟子 ,成为运用欧洲语言翻译中国

典籍的最早尝试者。遗憾的是, 罗明坚包括 孟

子 在内的典籍译本并未公开刊行, 只在其他文

献中留下只鳞片爪。

有文物可证的第一本译介到西方的中国典籍

是 明心宝鉴 。马德里西班牙国立图书馆中珍

藏着一本中文、西班牙译文并存的 明心宝鉴 双



语稿本。 明心宝鉴 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 由范

立本辑录整理,书中涉及孔孟等圣贤语录,明朝初

年多次重刊,并向中国周边地区传播。 1589年前

后,由天主教教士高母羡在菲律宾将其译成西班

牙文, 1595年, 高母羡的手抄双语译本被带回西

班牙, 成为现存最早的中国典籍译本。 (参见下

表 )

16世纪以来 孟子 主要西文译著一览

时间 译著名称 中国译名 内容 备注

1581年 罗明坚翻译, 名称不详 孟子译本 孟子

1589年 Espejo rico de l claro co raz n 明心宝鉴 明心宝鉴 含孟子言

1593年 利玛窦翻译, 名称不详 四书译本 四书 含 孟子

1687年 Con fuc ius S ina rum Philosophus
中国哲贤孔子 又

名 西文四书直解
四书

无 孟子 ,

但有介绍

1711年 S inens jmpesi libr i classlc i sex P rague 中华帝国经典 四书 含 孟子

1735年
Descr 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 ique, po litique et

phy slque de l Em pire de la Chine e t de la Tartarie Ch ino ise

中华帝国全志

第二卷
各派言行

介绍孟子

较详

1861年 The Ch inese C lass ics 中国经典 四书等 含 孟子

1875年 The L ife and Teaching o fM enc ius 孟子生平和学说 孟子 言论著作

1914年 TheWords o fM enc ius 孟子译本 孟子

资料来源: 据张星烺: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中华书局, 1977年版; 朱谦之: 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 , 福建人民出

版社, 1985年版;忻剑飞: 世界的中国观 , 学林出版社, 1991年版; 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 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吴孟雪等: 明代欧洲汉学史 , 东方出版社, 2000年版;张海林: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版; 等资料编制

此后,关于 孟子 的翻译一直是中欧交流的

重要内容,为人们所重视。据上表的不完全统计,

16世纪下半期便至少有三次重要的翻译介绍, 17

世纪有一次, 18世纪与 19世纪各有两次,而到 20

世纪则进一步增加, 足见孟子及其思想在中外文

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文献与文物证明了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 最早

关于孟子言论的西文翻译不晚于其他儒家典籍;

第二, 关于孟子言论的西文翻译早于儒家以外的

典籍; 第三, 据以上两点推论, 孟子 是最早被译

介到西方的中国典籍之一, 而孟子是被最早介绍

到西方的中国思想家之一。

二、地位:儒家学说的组成部分

通过认真比较分析,不难发现, 早期被翻译介

绍到欧洲的孟子著作单独成篇的较少。罗明坚与

利玛窦关于 孟子 的译稿并没有公开刊行,但是

现存资料证明,两人都是把 四书 作为整体进行

翻译, 而把 孟子 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明心宝鉴 作为一部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

国学 通俗读物 ,由 20篇共六七百段文字组成,

内容网罗儒、释、道各家学说。显然, 其中关于孟

子的知识也是以儒家学说的组成出现的。

中国哲贤孔子 一书曾用拉丁文译成 si shu

zh i y i ,其中文标题为 西文四书解 , 实际内容包

括 大学 、中庸 、论语 , 没有 孟子 的译文。

尽管介绍中对孟子有所涉及,但严格地说, 名实并

不相符。

中华帝国全志 原来书名为 关于中华帝国

及满蒙地理、历史、年代、政治及物产等的记述 ,

明显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全书共四卷, 册数众

多, 虽然由竺赫德领衔, 实际是由 27位教士的报

告而编成。此书第二卷论政治经济, 并叙述中国

的经书和教育。对于 易 、书 、诗 、礼记 、

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孝经 、小

学 等均有介绍。虽然 唯于 孟子 (介绍 )特

详
[ 3 ]
,但是, 孟子 依然是作为儒家学说的构成

来看待的。

方各济的 中华帝国经典 与理雅各的 中国

经典 都是宏大的文化工程。以 中国经典 为

例, 理雅各计划将中国传统典籍 四书 、五经

等译成英文, 并各自附以原文、注释及长篇绪论。

1861年,包括 孟子 在内的 四书 译本依序在香

港出版, 为 中国经典 一、二卷, 孟子 还是作为

四书 中的一部分。

事实证明,孟子学说常常是作为 四书 的一

部分,孟子是当作儒家的代表之一被译介的。相

对独立的是两本书: 一是卫礼贤的 孟子 译本,

1914年由德国耶纳出版社独立出版;一是理雅各

的 孟子生平和学说 ,专门介绍孟子的言行。

由于被视为儒家相对次要的 亚圣 , 加之孟

子性善论与基督教原罪说的对立 (详见第四节 ),



所以,译介孟子的图书,无论在种类还是篇幅上都

与对孔子的译介相差甚远。基于同样原因, 对孟

子的译介也少于 老子 等西方感兴趣的其他学

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三、桥梁:踏上神州的耶稣会士

中欧文化交流的媒介多种多样, 商人、军人、

旅行家等都曾作出贡献, 而早期的典籍译介却由

基督教僧侣担当。早期天主教教士是翻译中国典

籍的主力, 其中耶稣会发挥了核心作用, 1840年

以前关于孟子的译介几乎都是其成员主持的。

除利玛窦享誉中外以外, 其他耶稣会士同样

为历史留下耐人寻味的记忆。罗明坚在中西文化

交流中开辟了许多 第一 。他是遵循范礼安 ( A l

exandre V alignani , 1538 1606) 习汉语、顺风

俗 要求的第一批传教士。他在澳门创办了晚明

时期中国第一所国际语言学校 经言学校 。

他在中国内地建立了第一个传教根据地 肇庆

天宁寺。他与利玛窦一起编写了第一部汉语外语

词典 葡华辞典 。他还在澳门写出了第一

部欧洲人以汉语所写的著作 天主圣教实

录 。这样, 罗明坚成为晚明时期天主教士进入中

国内地长期居住的第一人, 正是这种经历促使他

翻译中国典籍,成为翻译 孟子 的第一人。

柏应理也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贡献。自

1659年开始的 20余年间, 他在中国奔波传教,足

迹遍布江西、福建、湖广、浙江等省,交往广泛,结

交了吴渔山和许太夫人等朋友。他往来于中国和

欧洲沟通东西文化,曾晋见法王路易十四,陈述派

遣传教士去中国的必要性,敦促法国于 1685年派

出白晋、张诚等一批传教士来华。他带中国教徒

沈福宗赴欧洲, 展示孔子画像, 表演毛笔书法,介

绍博大的中华文化。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将西方

宗教和哲学输入中国, 又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

诸国。在 中华帝国年表 (公元前 2952年 公元

1683年 ) 中把中国历史上的大洪水与 圣经 中

的大洪水横向联系起来, 认为那是一次世界性的

大洪水,从而把中西两种历法联系起来了。 四书

直解 比较翔实地译介了儒家典籍,成为 17世纪

欧洲介绍儒家及其著述的最完备的书籍。

稍晚的竺赫德和卫方济同样在文化交流上成

果丰硕。前者除 中华帝国全志 以外, 还参与编

著 耶稣会士书简集 , 从 1703年开始, 在巴黎陆

续出版汇集了耶稣会士们写给本会的部分书信,

全书共 26卷。据朱谦之先生介绍说: 此书报告

纯用通信的形式,将考察所得中国的政治制度、风

俗习惯、历史地理、哲学、工商情况均详加报

告。
[ 3]
后者在翻译中国典籍的同时, 还著有

1674至 1686年间中国内战史略 等, 并撰写有

关 礼仪之争 的著述。

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新教实力日益强大, 开

始对外拓展。继 17世纪荷兰教士在台湾活动之

后, 18世纪末,英国、德国新教教士陆续踏上中国

大地,参与孟子著述的译介活动。理雅各与卫礼

贤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理雅各 ( 1815 1897)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

他的一生是由传教士走向汉学家的一生。 1839

年理雅各抵达南洋马六甲担任英华书院校长,

1843年随校迁往香港。他积极传教,先后写出了

18种汉文新教布教书籍, 结交了黄胜、王韬、洪仁

玕等中国人士。然而, 理雅各最终却是以向西方

传播中国文化而显赫于世。除了庞大的 中国经

典 为世人交口称赞之外,他还翻译撰写了 西安

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 、中国文学中的爱情

故事与小说 、致缪勒函有关中国人称帝与上

帝 、中国编年史 、帝国儒学讲稿四篇 、中国

的宗教: 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 、孔子生平

及其学说 等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1873年

回国以后,理雅各被推荐为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

授, 他开设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人物传评、

中国天文和中国社会宗教等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讲座;他继续撰写翻译中国典籍, 接受各界关于中

华文化的咨询, 领域涉及文学、历史、传记、天文、

文字、艺术、文物。理雅各对中国感情深厚, 归国

时, 还恋恋不舍地参观孔府; 失聪后, 仍孜孜不倦

地教授中国文化; 谢世前两年, 还翻译出版了 离

骚
[ 4]
。

卫礼贤 ( 1873 1930)的人生也在中国发生了

重大转折,从神学家变为汉学家, 从翻译家成为著

述家。1897年, 以传教士身份来华的卫礼贤, 热

心于教育, 1900年开办了 德华神学校 , 1901年

建立 礼贤书院 , 后来他又受聘于北京大学, 为

奖励其教育贡献, 1906年清政府赏给卫礼贤四品

顶戴。卫礼贤编写了 德汉语言练习册 、按笔

画排列并加注音和翻译的最常用汉字 等语言教

材, 踏上中西文化交流之路。卫礼贤呕心沥血翻

译中国典籍, 经典类有 三字经 、 大学 、 论

语 、诗经 、老子 、列子 、庄子 、孟子 、

吕氏春秋 、易经 ; 文学类有 三国演义 、聊

斋 、中国的民间童话 等, 其领域之宽令人赞



叹。卫礼贤没有满足翻译, 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

研究, 其成果不仅有介绍性的 中国的乞丐 、中

国的社交礼仪 、中国的文化斗争 等文章, 也有

深入研究的 中国 民族与特性 、辜鸿铭:中

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 (批判文集 ) 等著作, 还有

老子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 、中国动乱

的原因 、 中国的儒教 、 中国革命 等论文。

1924年,卫礼贤回国, 应聘法兰克福大学汉学讲

座教授,以后又建立中国学院, 讲授中国历史、哲

学、文化、艺术等课程, 举办中国文化展览及研讨

会。卫礼贤继续翻译中国作品, 如 韩非子 、中

庸 、今古奇观 、蝴蝶梦 等, 继续发表研究中

华文化的论著,如 中国的科学生活 、现代中国

的精神生活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运动 、中

国争取自由的斗争 、东方与西方 、中国的思

想流派 、老子、孔子和墨翟 中国哲学的奠

基人 、中国的宗教与世界观 等。有学者评价,

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传教士, 离开中国时已成为

孔子信徒,作为长期生活在孟子故乡的儒家信徒,

他翻译介绍 亚圣 顺理成章。

值得注意的是, 在 孟子 的译介过程中, 中

国人付出了辛勤劳动, 比如, 理雅各翻译 中国经

典 第一、二卷时,就曾得到黄胜的协助
[ 5]
。可惜,

这样的直接资料还有待开发, 我们目前掌握的更

多的是类似王韬协助理雅各翻译 中国经典 后

几卷的记载
[ 6]
,劳乃宣指导卫礼贤翻译 易经 所

得到的赞许。

对于西方传教士的行为, 仅以殖民主义先锋

一言蔽之恐失公允, 其虔诚的精神、辛勤的劳动、

丰硕的论著以及重大的转变都需要理性的分析。

他们参与建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孟子译著

则是其中一块块精致的桥板。

四、碰撞:关于人性的不同看法

典籍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 差异的碰

撞是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应有之意, 翻译过程中不

同观念的争辩在所难免。在孟子学说走向世界过

程中,同样出现了种种争议,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关

于人性善恶的讨论。

人性善恶的分歧表现于翻译的不同。 孟

子 告子 第 11章写道: 告子曰: 性犹湍水也,

决诸东方则东流, 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

于善恶,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 水信无

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

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 7]
对孟子的言

论, 理雅各的译文是: The tendency of man s na

ture to good is like the tendency o f w ater to flow

downw ards. There are none but have th is tendellcy to

good, just as a ll w ater flow s downw ard.
[ 8 ]
大意为:

人性之趋向善, 就像水往下流, 没有人不趋向善,

就像没有水不向下流一样。而另一位传教士谢卫

楼却认为理雅各的翻译有误, 正确的译文应是:

The goodness o f man s nature is, like the f low ing

dawn of w ater; there is no man who is not good, there

is no w ater that does not f iow dawn.
[ 9]
大意是: 人

性的善就像那往下流的水,没有不善的人, 就像没

有不往下流的水一样。客观地说, 谢卫楼的理解

更接近孟子的本意。

细心观察, 两种翻译表示了不同的意义。分

歧的关键在于对 人性之善 的 之 和 人无有不

善 的 善 的理解上。理雅各认为, 原文中 之

是动词, 是 前往 与 趋向 的意思; 认为原文中

的 善 , 也是动词, 意思是 趋向善 , 这样孟子人

性善的含义则应该是指人们都有追求善的愿望与

行为。谢卫楼则将 之 作为助词用, 将 善 翻译

成名词, 用作宾语, 意为 善的人 , 如此人性善的

意义应该是内在的善性。谢卫楼认为理雅各的翻

译误解了孟子的人性论, 孟子并不是主张人性向

善, 而是主张人性本善。

人性善恶的分歧激化于传教士会议上的争

论。在 1877年的上海传教士大会上,理雅各委托

他人代为宣读 (本人未到会 )自己的论文, 公开宣

扬 孟子向善论 , 文章写道: 孟子坚持性善论,

这与巴特勒主教在其著名的 讲道集 里所坚持

的观点是相同的。
[ 10]
理雅各把一位异教哲学家

及其所倡导的 人性向善论 与基督教著名主教

的 弃恶从善论 等量齐观, 受到部分与会者的批

评, 激烈的争议差一点导致大会分裂
[ 11 ]
。不久,

理雅各又在比较基督教与中国儒教的书中写道:

事实上,那位比巴特勒主教出生早 2000多年的

哲学家早已在该基督教高级教士所坚持的每个重

要观点上发展了一套人性论
[ 12]

,再次坚持 向善

论 与 从善论 的一致。这一观点再次引发了部

分教士的不满, 传教士在 万国公报 、教务杂

志 等刊物以及各种中英文论著中都对此进行了

广泛地讨论。其中,谢卫楼的意见比较系统,他批

评理雅各对孟子人性论的看法,提出自己的 孟子

本善论 , 认为孟子并不是主张人应当从邪恶中摆

脱出来走向 善 ,而是主张 善 是生来固有的本

性, 善 不是外索的果实, 而是内修的结果。于



是, 向善 与 本善 成为西方传教士关于中国文

化争论的焦点之一, 而其起点是关于典籍 孟子

翻译的差异。

人性善恶的讨论折射了调和中西文化的努

力。理雅各等人将孟子的人性论解读为 人性向

善 ,不仅让中国古代圣贤孟子与欧洲近代高级教

士携起手来, 而且试图以 向善 与 从善 为桥

梁,沟通中国人性论与西方人性论,从而进一步尝

试揭示人类的共同本性,在试图弥合儒家学说 性

善论 与基督教 原罪说 之间鸿沟的同时, 也在

试图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人性善恶的讨论推动了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认

识。谢卫楼等人的言论涉及基督教与儒家学说的

基本差异。首先,孟子的 人性本善 与基督教的

原罪说 大相径庭。基督教认为, 人是一种堕落

的存在, 圣经 记载了人的堕落及其恶果, 也记

载了上帝的力量与爱, 记载了上帝的拯救。没有

对人性原罪的预设,就不会有上帝慈善、拯救的必

要,于是便取消了上帝存在的必要。而孟子学说

却不承认人有内在的恶的倾向, 罪对于它来说是

一种外在的概念, 它所指的罪往往是违反刑法和

社会规范的行为, 而那种宗教意义的、内在的罪

( Sin)在人性本善说中没有存在的空间。其次,孟

子的 反身求己 与基督教的 赎救论 格格不入。

基督教义认为 行善难,作恶易 , 仅凭一己之力,

恢复善性,根本无法实现, 必需靠上帝赎救,才能

达到光辉彼岸。孟子则认为, 人求善应当向自我

去求, 求其本心, 就可成为 圣人 。第三, 孟子的

人性自足 与基督教的 紧张感 差异明显。基

督教信徒肩负原罪, 一心救赎, 压力重大,经常感

到紧张。儒家则缺乏罪的观念,无视世上的邪恶,

幻想人人成圣, 在伦理生活中洋溢着一种乐观的

情绪。虽然,谢卫楼等人不免囿于西方优越论以

及宗教偏见的阴影, 但他们的观点中确实包含着

合理内核。

孟子译介者的思想争论标志着文化交流的深

入,他们的比较有利于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为国

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提供了启示。

五、刊行:逐步扩展的不同版本

译介 孟子 的图书, 在欧洲传播印行的过程

曲折坎坷, 令人回味。从 孟子 译介的语言来

看,经历了从一花独放到桃李争艳的变化。

在 16世纪到 18世纪初的 200多年中, 拉丁

文是翻译 孟子 的主要语言。罗明坚、利玛窦、

柏应理的四书译本以及方各济的 中华帝国经

典 都是采用拉丁文, 只有高母羡的 明心宝鉴

采用西班牙文。显然, 这与翻译者多为天主教耶

稣会士有关,它在标志着文化交流加强的同时, 也

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通道的相对狭窄, 交流程度

相对肤浅,因为拉丁文的受众面毕竟比较狭窄。

18世纪以后,拉丁文以外的其他语言纷纷用

于 孟子 的译介中。 中国哲贤孔子 印行过程

中除用拉丁文外, 开始使用法文; 中华帝国全

志 也使用法文; 中国经典 和 孟子生平和学

说 使用英文; 孟子译本 使用德文。而在这些

图书再版时, 使用了更加丰富多彩的语言。毫无

疑问,这种现象与新教教士的参与翻译有关,与翻

译者的母语多样性相连,其实,这种变化预示着交

流的扩大与深入。

译介 孟子 图书的印行走过了从支离破碎

到各领风骚的历程。

最早的 孟子 译稿均未印行, 只有只言片语

公布于世。罗明坚辛辛苦苦翻译 四书 , 但没有

刊行,书稿至今仍沉睡于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

只有 1593年在罗马发行的 百科精选 刊登了

大学 中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一小节, 以至于

很长时间, 人们不知道罗明坚翻译的是何经

典
[ 13]
。高母羡翻译的 明心宝鉴 , 人们同样一直

没有见到印行的版本,仅知道 1595年高母羡的手

抄双语译本被带回西班牙,献给王子斐利三世, 直

到 410年后的 2005年,马德里大学才出版了该书

的校订本。利玛窦在 1593年将 四书 译稿寄回

意大利, 同样没有印行, 译稿也不知所终。

后来的 孟子 译稿刊行工作颇费周折。中

文标题为 西文四书直解 是 17世纪欧洲介绍儒

家及其著述的较完备的书籍。此书是柏应理、殷

铎泽、郭纳爵等多名耶稣会士多年工作的结晶, 也

是经过多次努力才得以印行问世。殷铎泽和郭纳

爵曾于 1662年在江西建昌出版 中国之智慧 一

书, 包括孔子传记及拉丁文的 大学 前 5章和

论语 的前 5章。 1667年, 殷铎泽等又在广州刻

印 中庸 6拉丁文译文, 未能完成。过了两年又续

刻于果阿,加入短序和孔子传记, 合编为 5中国政

治道德学 6。殷铎泽于 1672年回到欧洲, 在巴黎

又以法文出版了 5中国政治道德学 6。直到 1687

年, 柏应理才在前人基础上,编辑出版 5中国哲贤

孔子 6。以后又多次再版,并出现了其他版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 译介 5孟子 6图书的印行日

渐顺利。 5关于中华帝国及满蒙地理、历史、年代、



政治及物产等的记述6 (中华帝国全志 ) , 1735年

法文版刊行于巴黎, 1736年再版。不久, 就有两

种英译本问世, 1739年伦敦刊行四册本, 1738年

至 1741年再出版两册本。我国北京大学也有幸

藏有 1736年法译本及英译本的第二种。 1711年,

卫方济的5四书6译本 5中华帝国经典 6在布拉格

大学刊印, 1783至 1786年间, 5中华帝国经典 6又

被转译成法文。

理雅各与卫礼贤译介中国经典的工程都十分

宏大, 但是其出版刊行工作和他们的前辈相比却

已大为顺利了。 1861年理雅各包括 5孟子6在内

的 /四书 0译本出版,为 5中国经典 6一、二卷; 1863

年英译 5书经 6和 5竹书纪年 6等出版, 作为 5中国

经典6第三卷; 1871年英译5诗经6出版, 作为 5中

国经典 6第四卷。 1872年 5春秋 6、5左传 6出版,

作为5中国经典 6第五卷; 1878年理雅各刊行 5孔

子生平及其学说 6与 5孟子生平及其学说 6; 以上

译著均在香港顺利出版。 1885年 5礼记 6译本又

成功在伦敦出版。卫礼贤 1911年翻译出版了 5论

语6修订版和 5老子 6; 1912年出版 5列子 6和 5庄

子6; 1914年出版 5孟子 6以及 5中国的民间童

话6;以上均在德国耶纳顺利出版。 1920年又在

中国青岛出版 5大学 6。这些作品, 使理雅各和卫

礼贤在整个欧洲都赢得了声誉。译著出版的顺

利, 表明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化。

5孟子6译本印行工作从艰难到顺利的转变,

反映着从报信鸿雁变为文化营养的过程。

孟子著述早期的译介留下的只言片语, 向欧

洲传达了中国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孟子的信息,

为中国与欧洲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打开了窗口。中

后期译介的成果, 则为欧洲了解孟子、认识儒家、

感知中国提供了相对丰富的资料。狄德罗对孟子

的机敏、雄辩加以赞赏, 并且指出孟子的名声不如

孔子
[ 14]
。所有这些证明欧洲社会对孟子的认识

正在加深,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欧洲逐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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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 t: Docum en ts and ob jects show tha tM enc ius w as one o f the ph ilo sophers who was ear liest introduced to Europe, and "

M encius" is one o f the Ch inese class ics wh ich w ere translated to Europe ear liest. F rom the 16 th to the 19 th cen turyM enc ius and

h is w r iting s had been translated to Europe lots of tim es, dur ingw hich hew as regarded as secondary representative of Con fuc ius,

and the doctr ine w as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as one im po rtan t part o f the Con fuc ianism, but the length and the types w ere less

as we ll as separate books. Them a in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ass isted by Ch inese, we rem a in ly carried out by the Chr istians.

Because o f different culture backgrounds, d ifferent interpre tations during translation, such as " the inherent nature o f hum an is

good", "m an s' na ture at b irth tends to be good", e tc. , reflected the reconciliation and cognition among d ifferent cu lture. Fur2

therm o re, the translation language experienced from a sing le Latin to va rious langnages, and the book pub lication from "unprinta2

b le" to var ious versions which expanded the im pact ofM encius in Europe gradua lly [责任编辑:刘一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