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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歌德的《流浪者的夜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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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歌德的小诗《流浪者的夜歌》是一首杰作，许多现代作家的译介呈现出各种不同

的风貌。作为这首小诗最早的译者之一，郭沫若的翻译富有诗意，很好地实践了他的译

诗必须也是诗的翻译主张。郭沫若译《流浪者的夜歌》不是为翻译而翻译，或简单认同

于歌德，而是将其有机地组织进致郁达夫的信中，成为独特的“介入性文本”，也是郭

沫若展示自身情绪变换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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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ethe’s short poem “Wanderer’s Nightsong” (Wandrers Nachtlied) as a 

masterpiece has many translations of different styles by many modern Chinese writers .Guo 

Moruo as one of the early translators translates it poetically, faithfully carrying out his idea 

that translated poem itself must be poem. Guo Moruo’s translation of “Wanderer’s 

Nightsong” is not translation for translation’s sake, or mechanic identification with Goethe. 

He embeds it into his letters to Yu Dafu and makes it an independent “intrusive text” and a 

way to show the change of Guo Moruo’s own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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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的夜歌》（Wandrers Nachtlied）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小诗。

“这诗是一七八○年九月六日或七日夜歌德三十一岁时所作，写在几克

翰 Gickelhahn 山上的猎屋中的木壁上的。”[1]它曾被舒伯特、李斯特、鲁

宾斯坦等许多大作曲家谱成乐曲，总数达 200 种以上，流传非常广远。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国人日见其多地接触德语文化与文学，这首

小诗也逐渐进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的视野。就像海涅说的：“歌德的诗

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这是无法言传的。那和谐的诗句像一个温柔

的情人一样缠住你的心；当它的思想吻你的时候，它的词句就拥抱着你。”

[2:78]《流浪者之夜歌》很快以其无穷的魅力捕获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人

的心。郭沫若、唐性天、宗白华、梁宗岱、冯至、钱春绮等诸多诗人、

翻译家都曾做过译介此诗的努力。其中，梁宗岱还曾以《一切的峰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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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的夜歌》第一行）为名出版过一本译诗集。关于书名的来源，

他写道：“这是我的杂译外国诗集，而以其中一首的第一行命名。原因只

为那是我最癖爱的一首罢了，虽然读者未尝不可加以多少象征的涵义。”

[3:203]他还评价此诗说：“德国抒情诗中最深沉最伟大的是哥德底《流浪

者之夜歌》……给我们心灵的震荡却不减于悲多汶一曲交响乐。”[4:34]
让众多现代文人爱不释手的《流浪者的夜歌》，并没有引发研究者们相应

的研究热情。或许，正如海涅所说，“这是无法言传的”，我们除了欣赏，

沉浸于曼妙的诗意中，还能企求什么呢？然而，多达十余种的汉译与原

作之间，毕竟存在着种种差异，译者的才情禀赋及其价值取向，无不为

译介学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流浪者之夜歌》的德语原文： 
 
Über allen Gipfeln 
Ist Ruh, 
In allen Wipfeln 
Spürest du 
Kaum einen Hauch, 
Die Vöglein schweigen im Walde. 
Warte nur, balde 
Ruhest du auch. 

 
此诗共 8 行 37 个音节，各行音节数长短不一，形成起伏变化的韵律

感。若从轻重音（U 为轻音，B 为重音）区分，37 个音节的安排在行与

行中也是错落有致，并无一定规则： 
 
B U B U B U 

      U B 
      U B U B U 
        B U B 
        B U U B 
      U B U U B U U B U 
        B U U B U 
        B U U B 
 

音节的错落，韵式安排的变换 abab cddc，使小诗的阅读与情感的律

动融合起来，将诗人情绪的纤微变化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首小诗浸润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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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音为基调的雍穆沉着的音乐”[4:104]。在德语字母发音中，a、au、
o、u 较为阴沉，而字母 e 和 i 的发音则较为明亮。在 37 个音节的分布中，

如果按行计算，字母 e 和 i 逐渐减少，而 a、au、u 的比重却逐渐加强。

诗中轻快明亮的发音逐渐被灰暗低沉的音调所取代；诗的前 4 行轻重音互

相间隔，后 4 行主体部分重音为两个连续的轻音分割开来。这种音节上的

安排变化，使小诗读起来有一种夜色逐渐加深的感觉,正如郭沫若说的，

有一种“沉著的诗调”[1]。另外，这首小诗先谈无生命的矿物，Gipfeln
（山顶）；接着吟哦植物，Wipfeln（树梢）；随后是 Vöglein（鸟）和人的

登场。当然，整首诗其实都是以人的视角和感觉为出发点和归依的，人始

终都隐在背后或站在前台，确切地说，诗中之人经过了一个由隐到显的过

程，逐步引导读者由物镜进到情景再到人的具体心境，安排非常巧妙。 
最早翻译此诗的是郭沫若和唐性天。1921 年 11 月，唐性天译 Wandrers 

Nachtlied 为《游客夜歌》，发表在《文学旬刊》上，全文如下： 
 
无数山峰里， 
早已镇静， 
一般树林中， 
你亦不能觉到—— 
最微的清风； 
林中的小鸟， 
亦是沉默无声了： 
你再等一会儿， 
亦可休息了[5]。 
 
就在唐译发表一个月前，素来对歌德很着迷的郭沫若在写给郁达夫的

信里就翻译了同一首诗，译名为《放浪者的夜歌》，全文如下： 
 
一切的山之顶， 
沈静， 
一切的树梢， 
全不见， 
些儿风影； 
小鸟儿们在林中无声。 
少时顷，你快， 
快也安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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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见到唐性天译文后，又写信给郁达夫，认为唐“误译了歌德的

诗”，并借此对国内的翻译界大加挞伐，认为其多“粗制滥造”，“外国文

的译品也难有真能负责任——不负作者，不负读者，不欺自己——的产

物。”[1]也就是说，在郭沫若看来，唐译起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不足，偏

离原文，不能满足读者需要。偏离译文与否，只要找出原文仔细对照一番

就可知晓。唐译中，像“早已”、“一般”等词，显然与德语原文不相符合，

“休息”之译，也稍嫌生硬。唐译比原文多出一行，押韵方面更是无从谈

起。至于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即“不负读者”，这一点就见仁见智了。

要弄清楚郭沫若这一批评的真实立足点，就需要回到郭沫若的译诗观。 
在诗歌的翻译方面，郭沫若指出，译诗也要“完全是诗”[6:680]。在

致孙铭传的信中，他说：“译诗不是件容易的事。把原文看懂了，还要译

出来的是‘诗’才行。”[7]为求使原诗在翻译的过程中诗意能够得到较为

完美的再现，他提出“风韵译”：“我始终相信，译诗于直译，意译之外，

还有一种风韵译。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顾，自是上乘。即使字

义有失而风韵能传，尚不失为佳品。若是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艺

坛之外了。”[8:28]在《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一文中，郭沫若说：“我们

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

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

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以内，为气韵起见

可以自由移易。”[9:644]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译诗和翻译科技文不同，

不是简单地将原文内容或意思翻译清楚就可以了，译出来的必须还是诗，

让读者读起来还有诗的感觉和韵味才行。郭沫若译 Wandrers Nachtlied，
不但每行的音节数和原诗相等，就是每个音节间的轻重变化，也颇为相似；

但在押韵等方面的具体安排并没有刻意追寻歌德原作，而是采用白话文自

身的节奏韵律，使译诗读起来并不刻板僵硬。字面、意义和风韵皆能兼顾，

忠实践行了他所信奉的“风韵译”。对自己的翻译，郭沫若颇为自诩地说：

“这么译出来，总没有原文的音调莹永。我的译文是按照原文的各个 音

Syllable 译的，我想也很可以按照徐伯提 Schubert 的乐谱歌出。”[1]这样

看来，唐性天的译文最多只能算是分行的散文。 
翻译的价值取向不同，译文优劣的评价自然也会有所区别。在译诗的

忠实与诗意之间，唐性天与郭沫若相较，“误译”并不总在唐性天一边。

在翻译中，神韵的忠实传达总会因译者不同而呈现出人各其面的差异，同

一译诗在不同的读者看来忠实度也会有所不同。若扣之于具体字句的对

应，唐性天的译文显然有几处远比郭沫若的译诗忠实，“误译”的似乎倒

是郭沫若。比如“Warte nur, balde/ Ruhest du auch”这一句，就韵味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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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译得最好，但就内容来说，却并不见得比别人忠实。郭沫若译此句

为：“少时顷，你快，/ 快也安静。”就音节而言，郭译与原诗相同，而且

快捷连贯的韵律感和情绪的细微转换也颇相吻合；但是，郭沫若译这句译

得淋漓尽致的是 balde，Warte nur 却不见了踪影。在德语中，人做主语时，

Warte 有等、等候、等待的意思，nur 做小品词，表示强调，有只要的意

思。也就是说，从内容来讲，这一诗句唐译较忠实：“你再等一会儿，/ 亦
可休息了。”当然，唐性天的这句译文更像是平常说话而不是诗，“一会儿”

虽也勉强可译 balde，但瞬息的转折、内在情感的变换意味却荡然无存。 
与作为诗人的郭沫若的译诗相比，唐性天的译诗处处都显示出笨拙的

忠实。比如，“树林中，/你亦不能觉到——最微的清风”，译得也比郭沫

若忠实，却也是诗味索然。对于小诗中的这段文字：“In allen Wipfeln/ 
Spürest du/ Kaum einen Hauch”，现有的译文多不相同。这行诗宗白华译为：

“一切的树梢中，/感不到/些微的风。”梁宗岱译为：“一切的树尖，/全不

见/ 丝儿风影。”[4:35]朱湘：“在树梢间/不闻/半丝轻风”。[10：46]冯至译

为：“一切的树梢中/你几乎察觉不到/一些声息。”[11：151]钱春绮译为：

“树梢微风/敛迹。”[12：300]在这段文字的翻译中，有树尖和树梢间这类

微不足道的文字理解差异，但也存在直译与意译的根本区别。在德语中，

du 作为第二人称单数，可作为对孩子、亲戚和朋友的亲密称呼，也可以

作为对动物或其他事物的称呼，还可以用作非人称代词，大约与 man 的

意思相近。Spürest 是感觉、感觉到的意思。上述几则例文中，仅有冯至

明确地译出了 du，而其他几位译者，多是以主动语态的形式暗含在内，

只有钱春绮的翻译将树梢微风作为施动者。钱春绮的译诗自始至终取主动

态，不仅消除了 du 所具有的亲切意味，诗中人从山、树到鸟，再到人的

感觉滑动无形中也就被取消了。其他几位像郭沫若一样译出 Spürest 的主

动感、并以此暗含 du 的几位译者，在具体的译介实践上也是各不相同。

宗白华译 Spürest 为“感”、冯至译为“察觉”自然相当忠实，而朱湘的“不

闻”则改触觉为听觉，梁宗岱译为“见”，也就是视觉化了。上述几例翻

译，宗白华、冯至与唐性天相同，取“感觉”之意，是为直译；而梁宗岱

之译，与郭沫若完全相同，改感觉为视觉，是为意译。直译与意译在传达

原诗意思方面，并没有多少区别，但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显然梁、郭二

人的译法更有诗味。对于风的感觉描述，中国传统诗向来以感觉视觉化为

高妙，如“帘卷西风”等。 
译诗价值的高低，有时并不在于它也是诗，或者忠于原诗的程度。

对于五四前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尤其如此。何况在很多情况下，人们

在讨论译诗好坏时，总是采取与原诗比照的方式，至于译诗是不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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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怎样的诗，关注并不多。不是从译诗本身评价译诗，而是回到原诗

或参照原诗，这本身就是对译诗评价的不公。理解郭沫若译诗必须也是

诗的观点，首先意味着我们要将译诗视为独立自足的诗，而不是原诗的

影响，或者仅是了解原诗的预备。但是，译诗有时并不仅仅作为译诗存

在，译诗的时机及出现的语境有时反而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在郁达夫

和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那里，译诗很多时候都是自身情绪的投影，借他

人酒杯浇自个块垒。当然，所有人读诗都决非取消自我的存在，译诗也

是如此。只是郁达夫和郭沫若的译诗很多都镶嵌在他们的创作或书信之

中，与之完整地融为一体，难以分割。翻阅郭沫若 1920 至 1923 年间的

书信，基本上每封信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外国诗文的译介，1920 年 3 月 30
日致宗白华的信中引用并翻译了歌德、惠特曼、雪莱、海涅、Weber 等

诗人的诗，1921 年 10 月 6 日致郁达夫的信中引用翻译了歌德、朗费罗和

海涅等诗人的诗。其中，提及歌德诗文处居多，这与郭沫若对歌德的痴

迷有关。1917 年秋，为了准备学医，郭沫若把德语作为第一外语，接触

了歌德和海涅的作品。三年级学习时，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

作与真实》。“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

起来。我和德国文学，特别是歌德和海涅等的诗歌接近了，便是在这个

时期。”[13:102]1919 年暑假，郭沫若因学医枯燥无味，又两耳重听，想

改入文科，对《浮士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零碎地加以翻译，

从中得到思想上的共鸣。他说，翻译它，“也就象我自己在作文章”，“特

别是那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那一段独白，就好象出自我自己的

心境。”[13:102]与西方文学日益接近，这为郭沫若等现代诗人从西方诗

歌中寻找自我情感的契合与表达的需要提供了便利。在一些创作尤其是

书信中，郭沫若频繁地引用西方文人的诗歌原文，加之以自己的中文翻

译，使得自身情感的表达不仅仅是在对方那里寻找归依，而是变成了对

话与交流，进而使自己的书信和情感的表达具有了某种复调色彩。 
作为一首优美的译诗，《流浪者的夜歌》虽然也可以从那封致郁达夫

的信中提出来单独阅读（后收入郭沫若译诗集时即如此），可是译诗与其

原初呈现文本的互文意义也就随之而逝。要完整地把握郭沫若译《流浪

者的夜歌》的审美意蕴及其功用，不能不将其还原到郭沫若致郁达夫的

信中去。李欧梵在谈论郁达夫的《沉沦》时，特别指出：“一个作家创作

小说的时候，除了自己的创作灵感、生活经验与对外在人物和世界的观

察外，亦可能从其他文学作品中汲取不少材料；换句话说，作家在挪用

别人的书，变成自己的书；把其他的文本放进自己的文本之中。这不算

抄袭，而是一种移植和引用，在音乐作曲中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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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中尚不算常见。因此，我愿意在这篇论文中从这个引用的观点

来重读郁达夫的《南迁》。我用的研究方法，勉强可称作‘文本交易’（textual 
transaction），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吸收西学的一个现象。”[14]李欧梵

就小说创作谈论“文本交易”现象，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尚不算多见。

若将视线从小说创作方面扩散开去，就能发现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实在

算不得稀罕事。尤其是书信日记这些被现代文学作家热捧的新文类中，

“文本交易”现象比比皆是。1921 年 10 月 6 日，郭沫若在给郁达夫的信

中翻译了歌德的 Wandrers Nachtlied，而这封信以“海外归鸿（一）”为题

刊登在《创造季刊》，成为供大众阅读的文本。其实，《三叶集》的出版

发行并获得极大成功，已经表明书信之于创作无异的地位，很多作家甚

至有意以书信的形式进行创作。在《〈沫若书信集〉序》中，郭沫若就说

过：“写这些信的动机，自己是很明白的，一多半是先存了发表的心，然

后再来写信，所以写出的东西都是十二分的矜持。”[1] 将书信当作创作

对待，信与信中的信息皆成为可供鉴赏的文本。就此而言，《流浪者的夜

歌》与郭沫若的书信，恰好构成李欧梵所说的“文本交易”现象。 
在致郁达夫信的开头，郭沫若说：“离上海才两礼拜，我的心境完全

有隔世之感。在上海闷对着浮嚣的世界，时时想远遁，如今转到福冈来，

无名的烦恼依然缠绕着我。前礼拜去上了几天课来，那种刻板样的生活真

要把我闷死。”[1]当时，经过一番拼搏的郭沫若刚刚在泰东图书局站稳脚

跟，因生活困窘等原因不得不重返日本，将出版《创造》季刊的未竟事业

托付给了郁达夫。几个月前内心烦躁无法继续读书的郭沫若与成仿吾一起

去了泰东图书局，现在又从上海返回日本，想要继续学业可是内心烦躁依

旧。“没有法子只好把自己想读的书来读”的郭沫若，翻出了司空图的《诗

品》，读到“沈著”一品的起首两句“绿衫野屋，落日气清”，转而便想到

了在几克翰（Gickelhahan）的歌德以及歌德在猎屋墙壁上留下的 Wandrers 
Nachtlied。烦闷中的郭沫若沉浸于该诗的曼妙中，享受着“沈著”的诗调。

歌德的这首小诗，成了郭沫若心境变换的一个节点，使他的心灵世界暂时

离开浮嚣烦闷的现实生活，徜徉于沉静的诗的世界。歌德诗中“沈著”的

诗调的感受与传达变得尤为重要，这也影响到郭沫若译诗的具体实践。作

为一个完整的创作，歌德的这首小诗在郭沫若的信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对于他自身情绪变化的展示更是如此。在情绪波澜的转折过程中，它

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点。这个点的安置与司空图的《诗品》一样，将郭沫

若带离使他烦扰的当下生存，在一个遥远的陌生的时空里获得心灵的休

憩。犹如《沉沦》中手捧华滋华斯诗集的主人公，郭沫若也只有在诗中才

获得少许安静，在这里面，歌德诗的翻译本身就带有一股浪漫的诗意，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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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出“沈著”的宁静，或许这就是郭沫若为何在翻译中遗漏 Warte nur 不
译的原因。殊不知这安静却更加映衬出现实中那颗骚动难宁的心。 

紧接下来，郭沫若提到了郁达夫的来信，“接了你的信后，心中突然

感着不安，把我沈着的陶醉，完全清解了。”宁静下来的心似乎又要发生

变幻。但这变化并没有径直向着不宁静的方向发展。沈着的陶醉完全清解

了的郭沫若，“拿本牧白桑的《水上》和管铅笔，便向博多湾上走来。”这

走的目的，其实还是追求刚才被破坏了的“沈着的陶醉”。“我每到无聊过

甚的时候，——不到过甚的时候总起不起决心——便走到海边来访访我这

些旧友。他们总肯十分地安慰我。”[1]随着从歌德的诗中得到的沈着的消

散，郭沫若心境反而变得更加烦扰而无法抚慰，诗篇已经失去了它的功用。

来到海边的郭沫若重新得到了心灵世界的慰安，感到“非常幸福”，只是

随这幸福而想起的已是俄国的赤色诗人，是海涅诗的悲丽。不过这种幸福

感并没有持续太久，浮士德无形的隐忧随之袭来。“隐忧”所唱： 
 
So ein unaufhaltsam Rollen, 
Schmerzlich Lassen widrig Sollen 
如此一个不尽的循环， 
愿的不得干，不愿的不得不干[15:7]。 
 
愿意做的是什么，不愿意做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在郭沫若那里似乎很

清楚，实际却又有些模糊，那种矛盾的心灵状态却是真实的。一开始使郭

沫若沉入“沈著”的歌德最终又将他拖了出来，一进一出之间，郭沫若已

从狂飙突进时期的歌德转向了古典时代的歌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理性

的歌德取代了浪漫歌德，而恰是两个歌德同处于郭沫若内心深处，时时使

他矛盾、彷徨与痛苦。一向被视为浪漫诗人的郭沫若，并没有像梁宗岱那

样激赏 Wandrers Nachtlied 的绝妙诗艺，与“沈著”诗调的共鸣经不起外

界些微的刺激。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的郭沫若，始终在为他的浪漫天性寻

求实践的契合与对应，而这一追寻却始终处于分离状态，导致他极富浪漫

气息的创作总带有悬浮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本交易”中的 Wandrers 
Nachtlied 其实正喻示这浪漫主义之于郭沫若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 海外归鸿[J]. 创造, 1922，1（1）：14. 
[2] [德]海涅.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74. 
[3] 梁宗岱. 附录[A]. 梁宗岱译诗集[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4] 梁宗岱. 论诗[A]. 诗与真·诗与真二集[M].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中国比较文学  2009 年第 2 期  （总第 75 期） 

 ·90·

[5] 性天（唐性天）. 游客夜歌[J]. 文学旬刊,1921（18）. 
[6] 郭沫若. 古书今译的问题[A]. 郭沫若论创作[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7] 郭沫若致孙铭传信[N].创造日, 1923-8-31. 
[8] 郭沫若. 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J]. 创造季刊，1922,1（2）:28. 
[9] 郭沫若. 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A]. 郭沫若论创作[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10] 朱湘. 朱湘译诗集[Z].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11] 冯至. 论歌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12] 钱春绮. 歌德抒情诗选[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13] 郭沫若. 创造十年[A]. 郭沫若全集（12）[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4] 李欧梵. 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J].江苏大学学报, 2006（1）：1. 
[15] 郭沫若. 序[A].沫若书信集[M]. 上海: 泰东图书局,1933. 

 
 
  

 
《跨文化对话》第 24 期要目 

 
主编：乐黛云  执行主编：钱林森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纪念《跨文化对话》创刊十周年 
谭军武  乐黛云  钱林森  陈越光  乐黛云   

[法]卡蓝默  [法]苏盖  余斌  [法]陈力川  [法]金丝燕 
纪念王元化 
王元化、林毓生对话录                                         王元化/[美]林毓生

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中的镰刀斧头——忆王元化先生                     童世骏

相遇于遥远的天边——在王元化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胡晓明

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                        钱林森

前沿碰撞 
生存于不可预知的未来：多元化时代的苦果与文明的药方                     [法]唐  善

神话智慧与文明反思——文化寻根的哲学话语之由来                   叶舒宪

俄罗斯思想中的“中国”                                          周  宁

圆桌笔谈：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乐黛云  严绍璗  宋炳辉  葛桂录  王向远  车槿山  钱林森  周宁 
说东道西 
马拉美与“道”                                 [法]查理·莫隆（Charles Mauron）
马拉美与中国古典诗歌                                            车  琳

影响美国新诗运动的第一谬思：朱笛特·戈蒂耶的《玉书》在美国的接受            谢金蓉

寻找理性的苏非——思·诗意·知——奴埃曼的自传《七十述怀》                 邹兰芳

越南近现代写自传的第一人——潘佩珠及其《潘佩珠年表》初探                   夏  露

书评·序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