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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在中国: 1837 1888,兼及莎士比亚

郝田虎

内容提要: 晚清时,西方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的知识分子都为介绍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做

出了贡献。林则徐和魏源等主动地拿来, 梁廷枏和杨象济等批判地接受。但总的来看, 传教士

对弥尔顿的介绍要比同时期的中国人更细致、更具体,而且由于他们熟悉弥尔顿的生平和作品,

能够做出恰当的评价、甚至高水平的翻译。同时, 本文纠正了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一个流传已

久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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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新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说起
弥尔顿( John M ilton )是 17 世纪英国

著名诗人, 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

莎士比亚, 其代表作是长篇史诗 失乐园!。

在晚清中国, 弥尔顿的名字常常和莎士比

亚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笔者已经撰文指

出, ∀沙士比阿#和∀ 弥尔顿#的名字早在

1839 1840年就出现于中文文献, 即林则

徐主持翻译、编纂的 四洲志!中。然而, 错

误一直在延续。最显著者如 2009年 3月出

版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莎士比亚#

条目: ∀莎士比亚的名字是由传教士在 1856

年介绍到中国的。#对此需再次强调: 莎士

比亚的名字不是由传教士而是由中国人、

不是 1856年而是 1839 1840 年介绍到中

国的! 笔者无意否认传教士向中国输入西

方文学、包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种种重

要贡献, 但∀沙士比阿#名字的发明权属于

中国人, 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在莎

士比亚接受史上,是中国人以主动的∀拿来

主义#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我们应该充分

表彰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封建知识分子∀ 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广阔胸怀和卓越见识。

据笔者考证, 最早提出 中国大百科全

书!中上述观点的学者是戈宝权, 但是, 我

们也无法责备他。为什么呢? 因为戈宝权

很谨慎, 他在题为 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

的文章的第一稿( 1964)和修订稿( 1983)中

都说: ∀ 根据目前已经发现的各种史料来

看,莎士比亚的名字最初是由外国教会人

士介绍过来的。远在 ∃∃清咸丰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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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 ∃∃# & 这是指慕维廉 ( W illiam

M uirhead)翻译的 大英国志!, 原作者为米

尔纳( Thom as M ilner )。相关引文见该书

第五卷第 49 50页: ∀当以利沙伯时, 所著

诗文,美善俱尽,至今无以过之也。儒林中

如锡的尼、斯本色、拉勒、舌克斯毕、倍根、

呼格等,皆知名士。#这里的∀舌克斯毕#就

是莎士比亚。∋ 戈宝权并没有下结论, 而

 中国大百科全书!∀ 莎士比亚#条目的撰写

者杨周翰先生则写道: ∀莎士比亚的名字是

由传教士在 1856年介绍到中国的。# (斩钉

截铁, 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更为遗憾的

是,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修订者对

这句话未作任何改动, 使得这一流传了几

十年的错误说法延续至今。最近三十年

间,采用这一∀定论#的论文、专著、工具书

不胜枚举,大都是在大陆出版的,也有在港

澳台出版的, 如李奭学、孟宪强、李伟民、郝

岚、朱雯和张君川主编的 莎士比亚辞典!、
亢西民主编的 莎士比亚戏剧赏析辞典!等

等都因袭了这一说法。) 这些学者大都忽

视了戈宝权的重要限定语∀根据目前已经
发现的各种史料来看#, 而遵循了杨周翰不

够严谨的路子。这一说法还被中国学者介

绍到了国外, 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国际学术

舞台。(王佐良: 207)谬种流传, 误人不浅。

这种陈陈相因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这句话应该修订

为: ∀根据目前已经发现的各种史料来看,

莎士比亚的名字是由林则徐和魏源介绍过

来的。#

幸运的是, 1997年, 李长林和杜平发表

了颇有影响的 中国对莎士比亚的了解与
研究!一文, 援引了林则徐编译的 四洲

志!: ∀有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

四人, 工诗文, 富著述。# ∗在厘清晚清的莎

士比亚接受史的源头方面,李、杜文显然做

出了重要贡献, 纠正了一个长期流传的谬

误。然而, 他们在纠正别人的同时自己也

犯了错误: ∀士达萨特、弥顿#的标点是不对

的,在英国文学史上找不到这两大家。+ 正

确的标点应该是∀士达萨、特弥顿#,即今译

斯宾塞、德莱顿。, 林则徐所依赖的原书,

英人慕瑞( H ugh M ur ray )的 地理大全!证

明了这一点。实际上, 慕瑞列举了五个名

字, 包括蒲伯, 作为英国文学的代表人物,

 四洲志!把最后一个名字蒲伯省略掉了。

这大概与中国文化对∀四#这个数字的偏爱

有关系:四书、四大美人、初唐四杰等。

这样,在鸦片战争前夕, 在开眼看世界

的中国人的努力下, 莎士比亚等人悄然而

至,登上了晚清中国的舞台。1843年初, 林

则徐的朋友魏源编撰的 海国图志!五十卷
本出版, 这一著作以 四洲志!的钞本为基

础,直接借用了 四洲志!中关于四位英国

文学大师的记载。如果说 四洲志!影响不

大、甚至没有单独刻印过的话 (邹振环:

334) , 海国图志!在 19世纪可是反复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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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稿刊于 世界文学!1964年 5月号,第 136

43页;修订稿刊于 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浙江人民出版

社, 1983) ,第 332 42页。

原文有标点,且人名用单柱标示。∀ 锡的尼#即
锡德尼、∀ 斯本色#即斯宾塞、∀ 拉勒#即雷利 ( S ir W al ter

Ralegh )、∀ 倍根#即培根、∀ 呼格#即胡克 ( Richard H ook

er) ,这些作家大致生活于伊丽莎白时代。邹振环认为,拉

勒、呼格∀ 不详,有可能是剧作家马洛和哲学家霍布斯不
准确的音译# ,误。(邹振环: 132)

该条目首先刊于 百科知识!1979年第 4 辑,第

5 11页;正式出版于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2)。笔者非常尊重杨周翰先

生,本文指出他的一个小失误是出于学术的公心。下文

列举海内外学者的名字也是这样。

李奭学: 莎士比亚入华百年! ,载 中西文学因
缘!(台北: 联经出版社, 1991 ) ;孟宪强: 中国莎学简史!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第 2页;李伟民:  光荣与
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 (香港:天马出版社, 2002) , 第 2
页;郝岚: 莎士比亚的∀ 前经典化#!, 载 中西文化研究!
(澳门) 2008年第 2期,第 91 98页。

该文刊于 中国比较文学!1997 年第 4 期, 第

146 52页。同年,黄时鉴在他整理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
记传!中也引用了 四洲志!中的这句话。

张曼评注的 四洲志!第一个简体横排点校本
(华夏出版社, 2002)也误为∀ 士达萨特、弥顿#。

邹振环认为士达萨∀ 或以为是哲学家斯宾塞# ,

误。(邹振环: 334)



影响远至日本。& 费正清编的 剑桥中国晚
清史!称 海国图志!是∀关于世界历史和地

理的两本开创性中文著作#之一, 非常正

确。( Fairbank: 580)在 海国图志叙!中,魏

源写道: ∀ 是书何以作? 曰: 为以夷攻夷而

作,为以夷款夷而作,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

作。#这与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

想是一致的。面对西方帝国主义气势汹汹

的侵略、渗透, 以林、魏为代表的开明的封

建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天朝的差距, 认

识到了解外国、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和迫

切性,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他们不仅

自己开眼看世界, 而且通过译书编书, 让读

者开眼看世界。晚清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

介绍不是独立的, 甚至可能不是有意识的,

而是依附于 ∀以夷制夷#这个大题目之下

的。这种文学和政治密不可分的关联, 几

十年后我们将在梁启超那里再次清楚地看

到。( H ao, 1999: 16)

然而, 弥尔顿在 四洲志!和 海国图

志!中的亮相太隐晦了, 以至于国人有没有

见到他实在是个疑问。首先, 弥尔顿的名

字隐藏在∀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

十三个符咒一般的文字中间 (原文没有标

点) ,在中国人的耳朵尚未熟悉英语发音之

时,在中国人的眼睛尚未习惯英语单词之

际, 除非了解英国文学史的读者 我们

有理由相信, 当时这样的中国读者恐怕是

凤毛麟角, 如果说不是绝无仅有的话

将很难把∀弥尔顿#的名字挑出来。更有可

能的是,中国读者把这十三个字作为整体

来接受,得到一个英国文学大家的模糊印

象,如同∀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中国文
学的代表人物一样。其次, 慕瑞的原文中

有这么一句: ∀在史诗方面, 弥尔顿被公认

为现代作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惜这句
话在编译过程中被删掉了。因此, 弥尔顿

的这次到来, 没有钟鼓, 没有欢呼, 甚至国

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的这次到来。

至多,他们念着夷音, 款待一下他们的舌

头。莎士比亚的情形要稍好一些, 因为他

毕竟是名单中的第一个名字。∀沙士比阿#

或者弄错了的∀沙士比#有可能被认为是英

国文学的唯一代表人物。因此, 从历史情

景出发,我们不能简单地说, 莎士比亚等人

的名字于 1839 1843年被介绍到中国。更

确切地说, 林则徐和魏源将英国文学的代

表人物,包括莎士比亚等,介绍给了中国人。

在结束这一部分之前, 我们还要提到

陈逢衡( 1778? 1855) 的 −左口右英.咭
唎纪略!。此书 1853年出版于日本,属和刻

本汉籍, 辽宁省图书馆有藏本。∋ 其中有

云:英国∀有善作诗文者四人, 曰沙士比阿,

曰米尔顿,曰士边萨, 曰待来顿。# −左口右

英.咭唎纪略!撰于 1841年, 这句话提及的

四位作家所指与 四洲志!一致, 论者以为

可能取自 四洲志!。(葛桂录: 93)如果情

况属实的话, 这证明 四洲志!是有一定影

响的。但陈逢衡点开了四个人的名字, 后

三个人的译名与 四洲志!不一样, 其中后

两者差别较大, 而与英语发音更接近, 所以

他也可能参考了慕瑞的原书或得到了懂英

语者的帮助, 不宜认为陈逢衡仅仅借用了

 四洲志!。

二、中国知识分子阅读西方传教士:

对弥尔顿的早期认知

事实上, 就我们目前所知, 林则徐、魏

源和陈逢衡并不是最早将弥尔顿介绍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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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洪九来 有关/海国图志0的版本流变问
题!,载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 年第 3 期, 第 24 29

页;吴泽等 魏源/海国图志0研究!、萧致治 评魏源的/海
国图志0及其对中日的影响! ,二文载杨慎之等编 魏源思
想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参见王宝平主编 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5) ,第 163页。笔者尚未见到 −左
口右英.咭唎纪略!原书。



国人的,比他们更早的是由传教士主办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这本被论者称为

∀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

(黄时鉴: 3)在这一节中, 我们的兴趣和重

点不是谁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了弥尔顿, 而

在于通过两个典型例证, 分析中国知识分

子如何解读西方传教士对弥尔顿的推介,

来彰显他们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开阔的心胸

和批判的主动性。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

( 1837)正月号题为 诗!的文章在谈到欧洲
诗歌时写道:

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之诗词,并大英米

里屯之诗。希腊诗翁推论列国, 围征服城

也,细讲性情之正曲、哀乐之原由, 所以人

事浃下天道, 和马可谓诗中之魁。此诗翁

兴于周朝穆王年间。∃∃夫米里屯当顺治

年间兴其诗, 说始祖之驻乐园, 因罪而逐

也。自诗者见其沉雄俊逸之槩, 莫不景仰

也。其词气壮, 笔力绝不类, 诗流转圜, 美

如弹丸。读之果可以使人兴起其为善之心

乎,果可以使人兴观其甚美矣,可以得其要

妙也。其义奥而深于道者, 其意度宏也。

(黄时鉴: 195)

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介绍弥尔顿及其 失

乐园!的中文文字, 不仅概括了 失乐园!的
主要情节, 而且准确描述了弥尔顿的文学

风格, 高度肯定了其道德、美学和哲学价

值。尽管历史细节上有出入, &仍不失为一

段美妙、可靠的文字。作者把弥尔顿与荷

马并列,延续了德莱顿以来的传统,是对弥

尔顿及其 失乐园!的崇高评价。但葛桂录

将此文直接称为∀ 中文最早介绍弥尔顿#,
未免有些武断。因为正如周振鹤所提醒的

那样,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最早或第

一,我们∀无须遽下断语, 因为说无之难有

点难于上青天的味道#。(周振鹤: 58)杨周

翰等著名学者的殷鉴不远, 笔者也有过类

似的教训。∋ 所以, 我更赞成黄时鉴的观

点: ∀中文介绍荷马史诗, 这段文字恐怕是

最早的了。∃∃中文介绍弥尔顿, 此文似

也是最早的。#谨慎比武断更有力量。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纂者熟稔

 失乐园!,不仅体现在上述介绍和评论中,

在其他地方也能找到蛛丝马迹。例如, 道

光甲午年( 1834)四月号 始祖之愆!一文在

亦步亦趋地根据 旧约 %创世记!第三章第

1 19节叙述了蛇引诱夏娃和亚当吃禁果

的故事后,写道: ∀除人之外, 神天造化神使

等,其性太过人之本性。其中数位逆神主

至上帝之权柄, 违法且罹罪网。看人之嘉

福,挟恨嫉妒。以谄言由媚诡犯皇上帝之

诫,致人于灾祸。恶神者称魔鬼以蛇之状

悮女, 教之轻皇天上帝之禁。# (黄时鉴:

112)这里天使反抗上帝、魔鬼利用蛇引诱

人类的情节隐约可见 失乐园!的影响, 尤

其是∀看人之嘉福, 挟恨嫉妒#一句尤为明

显。试比较 失乐园!第四卷第 502 504

行:撒旦在伊甸园中看到亚当和夏娃柔情

蜜意地亲吻时, ∀那恶魔/嫉妒地侧过头, 但

仍羡慕不已地/恶意地侧目睨视#。(弥尔

顿:上卷 178)此处或许有伪经 亚当和夏娃

的生平!的影响, ( Charles: 137)但从字句上

判断,受到 失乐园!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根据黄时鉴的研究, 丁酉年正月号开

始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纂者是中

国益智会的传教士。传教士写 诗!这篇文
章的原由,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汉人独诵

李太白、国风等诗, 而不吟咏欧罗巴诗词,

忖思其外夷无文无词。可恨繙译不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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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的年代历来有争议, 周穆王只能看作大致

的对应。 失乐园!初版于 1667 年,再版于 1674 年,应为

康熙年间,不是顺治年间。

拙文开头讲: ∀ Mil ton s name f irst app eared in

Chinese publ ication s in 1839, w hen Lin Zex u had a book

trans lated, com piled, and pu blish ed as A ccount s of Four

Con tinent s# ,误。( H ao, 2005: 93)



也。# (黄时鉴: 195)原来, 荷马和弥尔顿的

例子是为了与 诗经!和李白相抗衡, 证明

欧罗巴∀有文有词#。他的意思很明白: 我

们承认你们的李太白和国风, 你们也要承

认我们的∀和马#和∀米里屯#。那么,  东西

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中国读者有没有接受

传教士的这一观点呢? 有趣的是, 我们确

实有中国知识分子阅读和利用 诗!这篇文
章的直接证据,传教士的努力没有白费。

梁廷枏( 1796 1861) 的名著 海国四

说!之 耶稣教难入中国说! (序于 1844 年)

有云:

欧罗巴书尝盛称周康王时,有大辟王者, 作

 咏圣诗!垂后,又称穆王时,希腊国人马和

所作之 推论列国诗!, 及国朝顺治间英吉

利国人米里屯所作之 论始祖驻乐园事

诗!,并推为诗中之冠。据此, 则西人亦尚

吟咏。所云诗, 固不自 圣书!始矣。(梁廷

枏: 7)

这里梁廷枏所谓∀欧罗巴书#, 显然是指 东

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有关马和(为∀和马#

之误)与米里屯来自前引道光丁酉年正月

号 诗!一文, 有关大辟王(即古代以色列国

王大卫)来自道光戊戌年( 1838)四月号 大

辟王纪年!一文。& 梁廷枏在自己的著作中

充分吸收了源自∀ 欧罗巴书#的新知, 开明

地得出结论: ∀西人亦尚吟咏#, 承认西方有

文有词,接受了传教士的观点。而且, 梁廷

枏将我们所说的 失乐园!命名为 论始祖
驻乐园事诗!, 起到了向国人介绍这一文学

名著的作用。当然, 梁廷枏由此推论出西

方诗歌∀固不自 圣书!(即 圣经!)始矣#是

不对的, 因为大卫的 咏圣诗!实际上就在
 圣书!中( 旧约 %诗篇!)。梁廷枏不了解

这一点,所以犯了逻辑错误。

的确, 正如黄时鉴所言,  东西洋考每
月统记传!的目的是∀想藉以传教和维护西

人的在华利益, 但它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效

果却是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的窗

口#; ∀魏源、梁廷枏和徐继畲都读过 东西

洋考!,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

但笔者认为,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梁

廷枏的实际影响比黄时鉴估计的要大要

深。黄时鉴仅提及,  海国四说!中的 合省

图说!有两处、 兰仑偶说!有一处引述 东
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而笔者的研究表明,

梁廷枏在 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中至少引述

了两期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如果有心

人做进一步调查的话, 我相信还可以发现

更多的影响证据。∋ 黄时鉴的有关看法需

要做出修正。

如果说梁廷枏对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
传!的阅读和利用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接

受西方文化时开阔的胸怀, 那么, 杨象济

( 1825 1878)对 中西通书!的解读则体现

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外来文化时批判的

主动性。虽然我们经过多方寻找尚未找到

原书, 但有确切的证据表明, 出版于 1855

年、由艾约瑟( Jo seph Edkins)编写的 中西
通书!中有一篇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弥

尔顿 失乐园!的内容。首先, 伟烈亚力( Al

ex ander Wy lie)所著、1867 年出版于上海

的 新教来华传教士记录! ( Mem oria ls o 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 第

189页明确记载: 1855 年的 中西通书!有

56叶( leaves) , 包括一篇介绍弥尔顿 失乐

园!的文章( an account of M ilton1 s 2Para

dise Lo st1 )。其次, 杨象济在他的文章 洋

教所言多不合西人格致新理论!中,引用了

 失乐园!第三卷中的一个细节, 即撒旦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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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廷枏同书又云: ∀ 大辟王当周康王三年∃∃文
风蔚起。王实号文魁,撰圣诗,赞咏上帝, 且立礼仪崇拜

焉#等等,也源自 大辟王纪年!一文。后者有言: ∀ 惟王为
文魁,作圣诗赞美上帝,且立礼仪,以崇拜之也。# ∀ 周康王
三年,大辟王登位。#等(黄时鉴: 354)

例如,在 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的结尾,梁廷枏提

及∀近日西人所纂 东西洋每月统记!#。(梁廷枏: 48)



司日之天使乌烈儿问路,并且用小字注明:

∀失乐园诗见艾约瑟乙卯中西通书#。& 乙

卯即 1855年,由此可见 1855 年的 中西通

书!确实刊有比较详细介绍 失乐园!的文
章,并且这篇文章给出了 Paradise Lo st 现

在的通行译名 失乐园!。

有趣的是,作为 中西通书!中介绍 失

乐园!文章的读者, 杨象济创造性地∀以子
之矛,攻子之盾#, 指出西人的格致学与其

宗教宣传有矛盾:

失乐园诗曰: 撤但 (当为∀ 撒但#之误)见太

阳行空, 乃化一小天使, 问司日之天使, 言

欲往新造地球, 司日者指示之。则是天空

之表宛若有赤道、黄道之经络乎? 其间任

人之流行自在也。若据格致家言, 行星、恒

星俱有摄力, 互相牵引, 凡空中气质、流质、

定质行近其轨道内, 必为其所引。当撤但

问司日者之时, 其行近太阳可知,不知当时

用何力离开太阳而不为太阳所引。此不合

者二也。

杨象济从常识出发, 认为马利亚 ∀童女受

孕#是∀千古第一怪事#, 耶稣有母无父, 来

历∀暧昧不明#; 同样, 他对 失乐园!进行了

科学解读, 对撒旦如何克服万有引力提出

了疑问。这一质疑是有效的, 其角度在今

天看来也是新颖的。当然,  失乐园!是文
学作品, 杨象济将其作为∀洋教所言#进行

攻击是值得商榷的。(也可能是艾约瑟把

 失乐园!当作了宗教宣传品。)尽管如此,

他的这篇文章还是受到时人的欢迎和高度

评价。比如, 大概是 皇朝经世文续编!的

编者葛士濬在文后附言: ∀诸卷多误会题

意,惟此作独得要领, 且精于西学, 足以关

教士之口而夺其气。#可见当时中国有许多

知识分子像梁廷枏和杨象济一样, 从中国

传统文化本位出发, 对基督教持反感、抵制

和批判态度。梁廷枏甚至一厢情愿地以

为,西人有一天会被孔孟∀ 圣道#同化。虽

然囿于历史局限, 他们不能认清传教士进

行文化侵略的本质, 但他们以自己的聪明

才智, 在积极吸收西学新知 包括文

学 的同时, 对传教士的宗教宣传进行

了批判和扬弃。当然, 在客观效果上, 梁廷

枏和杨象济等人的书和文章也起到了介绍

基督教的作用,尤其是梁廷枏的 耶稣教难

入中国说!大半篇幅其实是在综述 旧约!

和 新约!的内容。

三、其他传教士对弥尔顿的译介

晚清先进的中国人以∀拿来主义#的精
神积极引进介绍英国文学、包括弥尔顿的

同时,不可否认, 西方在华传教士也在介绍

弥尔顿的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除了上

述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 中西通书!

外, 1854年 9月 1 日的 遐迩贯珍!在说教

性文章 体性论!之后的∀ 附记西国诗人语

录一则#中,扼要介绍了米里顿即弥尔顿的

生平,而且刊登了弥尔顿著名的十四行诗

 论失明!( When I consider how m y light

is spent)的汉译, 最近沈弘等论者称之为

∀最早的汉译英诗#。同样, 笔者认为不宜

断言∀最早#, ∋而赞成周振鹤更为谨慎的态

度。但可以肯定的是, 就我们目前所知, 弥

尔顿是最早被翻译成汉语的英语诗人之

一,如果不是最早的话。为了方便读者, 引

用译诗如下:

世茫茫兮,

我目已盲。

静言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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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见葛士濬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 ( 图书集成

局, 1888) 卷 112,洋务十二,教务下,第 11 12 页。下一

段中的引文出处同。该文不见于杨象济 汲庵文存! (杭

州, 1881)。

李奭学指出,若以国家而不以语种为限, 艾儒略

和张赓合作从拉丁文翻译的 圣梦歌! ( 1637)才是第一首

中译∀ 英#诗。见 读书!2008年第 3期 中译第一首∀ 英#
诗/圣梦歌0!。



尚未半生。

天赋两目,

如托千金。

今我藏之,

其责难任。

嗟我目兮,

于我无用。

虽则无用,

我心郑重。

忠以计会,

虔以事主。

恐主归时,

纵刑无补。

嗟彼上帝,

既闭我瞳。

愚心自忖,

岂责我工。

忍耐之心,

可生奥义。

苍苍上帝,

不较所赐。

不较所赐,

岂较作事。

惟与我轭,

负之靡暨。

上帝惟皇,

在彼苍苍。

一呼其令,

万臣锵锵。

驶行水陆,

莫敢遑适。

彼侍立者,

都为其役。&

我们不难看出, 译诗的质量是相当高的。

那么, 这首诗的译者是谁呢? 关于这个棘

手的问题,众说纷纭, 因为 遐迩贯珍!上并
没有署名。日本学者石田八洲雄推测译者

为理雅各( Jam es Legge) ,沈弘等都认为这

种可能性不大。沈弘等认为译者∀ 很可能#
就是麦都思( W alter Henr y M edhur st ) , 王

韬润色译文的可能性∀并不是太大#。(沈

弘等: 51 52) ; 沈国威则认为译文有可能

是艾约瑟和蒋敦复合作的作品。诸说都没

有确证, 而且不能排除有其他可能性。总

之,也许诗的真实译者终究无从查考, 但笔

者倾向于赞成沈国威的评论 虽然我不

认同他关于艾约瑟和蒋敦复合作的观点:

∀这首译诗格式严谨, 风格高雅, 无西人不

可能做出如此程度的理解, 而无中国士子,

也写不出这样的诗。# (松浦章等: 106)。大

概是传教士和中国助手合作完成了这首名

作高水平的汉译, 尽管我们不能确定他们

是何人。( Huang: 51)

论者多将注意力放在四言译诗本身和

译者身份的争论上(黄嘉音是例外) , 其实,

 遐迩贯珍!中关于米里顿的生平简介也是

值得注意的, 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

对弥尔顿生平的中文介绍:

万历年间,英国有显名诗人, 名米里顿者崛

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少时从游名师颖

悟异常,甫弱冠而学业成,一时为人所见重

云。母死,后即遨游异国。曾到以大利, 逗

留几载,与诸名士抗衡。后旋归, 值本国大

乱,乃设帐授徒。复力于学, 多著诗书行

世,不胜枚举。后以著书之故, 过耗精神,

遂获丧明之惨, 时年四十。终无怨天尤人

之心。然其目虽已盲, 而其著书犹复亹亹

不倦,其中有书名曰乐囿之失者, 诚前无古

后无今之书也。且日事吟咏以自为慰籍,

其诗极多, 难以悉译。兹祇择其自咏目盲

一首,详译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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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松浦章等编著的 遐迩贯珍!影印本。沈弘
和郭晖的引文错了两个字: ∀ 如耗千金#和∀ 其责我工#。
周振鹤的引文也错了两个字: ∀ 其实难任#和∀ 既闭吾瞳#。

参见松浦章等编著的 遐迩贯珍!影印本。沈弘
等的引文有几个错字: ∀ 著名诗人#、∀ 后旅归#、∀ 乐园之
失#、∀ 且曰事吟咏#。



弥尔顿的形象在这里开始丰满起来。该文

讲弥尔顿∀曾到以大利, 逗留几载#, 这是不

对的,因为弥尔顿从 1638年 5月到 1639年

7月在欧洲大陆旅游,历法国、瑞士、意大利

三国,共计约一年零三个月。但除此之外,

其他细节都是准确的, 比如讲弥尔顿

( 1608 1674 ) 生于 ∀ 万历年间# ( 1573

1620) , ∀ 甫弱冠而学业成#(中国以二十岁

为弱冠,弥尔顿 1629年 3月本科毕业时尚

不满二十一岁) , 四十岁时 ∀获丧明之惨#

(弥尔顿 1648年左眼失明, 1652 年全部失

明)等。而且该文指出, 弥尔顿∀有书名曰

乐囿之失者, 诚前无古后无今之书也#。

∀乐囿之失#是 失乐园!的另一个早期译

名,对其空前绝后的高度评价与 东西洋考
每月统记传!等相互映照, 起到了宣传弥尔

顿杰作的作用。

另外, 1850 年代还有传教士的著作向

中国读者介绍弥尔顿。让我们回到慕维廉

和蒋敦复合作翻译 &的 大英国志!( 1856)。

该书∀高门穵中兴记#一节云:

自一千六百二十九年, 查尔斯弟一立政自

王出之法,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高门穵见废

之日, 凡三十有一年, 国中士人考察之学,

以及词章著述, 彬彬日盛。∃∃文人学士,

书翰尤美,军国大事, 布告之力居多。国中

语言文字,博习精通。诗家首推密尔敦, 作

 失乐园!诗一首, 凡十二卷,是为一代诗人

之冠,风雅日盛。

这里的∀查尔斯弟一#即英国国王查理一世

( 1625 1649 年在位) , ∀ 高门穵#应该是

Comm onw ealth的音译,指 1649 年到 1660

年克伦威尔父子统治下的英伦三岛共和

国。 大英国志!高度赞扬弥尔顿的诗歌成

就,并指出 失乐园!共十二卷, 强调它是鸿

篇巨制。这一事实将被 20世纪初的梁启超

注意到, 并由此感发中国的长篇之诗∀尚未

足也#。( H ao, 1999: 15)

 大英国志!对弥尔顿的推介虽然比较

简略,但这本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

很大。邹振环称 大英国志! ∀使中国人第

一次全面地了解了英国的政体演变、历史

沿革和文化成就#。 (邹振环: 147) 该书

1856年初版后,在不到半个世纪中,刊刻至

少九次,受到广泛的欢迎,影响远至日本。∋

直到 19世纪末, 中国学者仍高度重视这部

力作,例如 1896年,梁启超在 读西学书法!

中把 大英国志!作为西国历史的主要著作

进行特别推荐。(邹振环: 148)费正清编的

 剑桥中国晚清史!恰如其分地称 大英国

志!是∀被广泛阅读的历史书#。( Fair bank:

580)比如,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 1877 年

就读过该书, 并在日记中认为慕维廉纪事

∀往往支离舛互, 人名、地名又多异同牵混,

甚不易读#。(郭嵩焘: 147)这种负面评价

恰恰表明郭嵩焘仔细阅读了 大英国志!。

日本人冈本监辅编著的中文书 万国史记!

在中国风行一时, (其中的∀英吉利记#直接

借用了慕维廉的 大英国志!, 却没有给出

出处。试比较:

自一千六百二十九年, 查尔斯第一立君主

政, 至一千六百六十年, 高门穵见废, 凡三

十有一年, 国人考察之学, 以及词章著述,

彬彬日盛。∃∃国中语言文字莫不博习精

通。诗家密尔敦作 失乐园!诗, 为一代

宗匠。

∀十二卷#的重要信息被省略了, 对弥尔顿

的赞美口吻也明显减弱。这一∀剽窃#说明

了 大英国志!的广泛影响, 而颇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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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编的 剑桥中国晚清史!和邹振环均持是
说。另, 1894年弢园本 大英国志!卷首有∀ 宝山蒋敦复剑
人自序# ,可为佐证。

邹振环列举了 大英国志!的七种版本,包括初

版。仅北京大学图书馆就藏有这一名单之外的两种:

1894年弢园本和 1897年湖南上梅书局本。

 万国史记!的版本及评价可参考文献所列邹振
环专著。下面的引文出自上海申报馆印本(约 1880)。



 万国史记!本身也为传播弥尔顿做出了
贡献。

总的来看, 在华传教士对弥尔顿的介

绍要比同时期的中国人更细致、更具体, 而

且由于他们熟悉弥尔顿的生平和作品, 能

够做出恰当的评价、甚至高水平的翻译。

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 中国先进的知识

分子在接受外来文化时表现出开明的眼光

和开阔的胸襟, 以及批判的主动性。实际

上,在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段, 也有中国人阅

读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847 到 1849年

间,容闳在美国阅读了莎士比亚、狄更斯等

英国作家。( Hao , 1999: 8 9) 1873到 1877

年间,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背诵了莎士比

亚、弥尔顿等人的作品, 据说辜鸿铭一生把

 失乐园!背诵了五十遍。( H ao, 2005)限于

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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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ss these questions wh ich an ecocr itic w ould a sk: How is nature repr esented in Tan s thr ee w o rks? W hat

r ole doe s the phy sical se tting pla y in the plo ts o f her novels? A re the values expr essed in the se wo rks con

sistent w ith eco lo gical w isdom? In addition to race , class and genre, should ∀ pla ce# becom e a new critic al

cate go ry ? Rereading the thre e wo rks by Am y Tan, the autho r o f the paper finds tha t the cho ice of place

in these thr ee re cent novels show s the novelist s str ong inter est in ph ysical setting s char acter ized by natu

ra l pr imitiv ism. In these nove ls Am y Tan combines the repr esenta tion o f natur e with the r eflections on

values w ith ecolog ical aw areness and eco lo gical wisdom.

JIN Bing Female Mediums: TheOther Victorians 59

This pape r f ocuses on A . S. Byatt s explor ation of V ictor ian f emale spiritua lists in he r 1992 novella

∀ Conjugal Angel#, the second sto ry of Angels and Insects . This paper ar gues tha t Bya tt s conce rn is not

the authenticity or fo rg ery o f f emale m edium ship; nor is she wr iting about the oppression that female me

dium s might have exper ienced. Ra ther, she tr eats spir itualist pr actice as a kind of discourse , which is a

par t o f the V ictor ian deba te on spirit and matte r, and life a fter death.

HAO T ianhu Milton in China, 1837- 1888, and Shakespeare 66

In late Qing China, both Western missiona ries and enlightened Chinese inte llectua ls contributed to

the intr oduc tion o f Shakespear e and M ilton to the Chinese. L in Z exu and W ei Yuan to ok an initia tiv e;

L iang T ingnan and Yang X iang ji r eceiv ed them critica lly. On the w hole, how ever, the missionar ies

w ork w as m ore deta iled and mo re intima te; because o f fam iliar ity w ith M ilton s life and wr itings, they

could pr ov ide apt critica l rem arks and even a high quality tr anslation. This ar ticle also co rr ects a long

standing er ro r in Encyclopaedia Sinica .

T IAN Ying An Interpretation of 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 75

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 has been labeled as∀ the Southe rn Gothic Novel# fo r a long tim e, and the

censure on it fo cuses on its gr o tesque sty le. Such cr itical commentar ies fail to e xpose the subver sive natur e

o f the novel. Set in its own socia l and h isto r ical backg round, this novel subver ts the ma instr eam ideolog y

o f the Southern Amer ican society by means of deconstr uction and constr uction. Revealing the ero sions by

modern civilization, M cCuller s deconstr ucts the gr and narr at ive o f the Southe rn myth. Bakhtin s notion

o f carnivaliza tion also o f fer s a new pe rspect ive to interpret the novel. By cr eating carniv alesque chara c

ter s, M cCuller s at the sam e time constr ucts a r eal South w ith the sha tter ed my th. By bo th deconstr uction

and construction, M cC uller s r ecords the change s o f the Southern American society .

M ILLER , J . H . A Comparison between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and Th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83

The f ormat fo r classe s and conf erences be tween lite ra 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o se in C hina is quite similar . F rom the special issue o f M odern Language Quar ter ly on mode rn Chinese

liter ature , six w ays of dif fer ences can be ident if ied be tween litera ry studies in C hina and tho se in the U

nited States. ( 1) The C hinese scho lar s have relatively little o ver t inter est in saying some thing new. ( 2)

They have m uch concern fo r g etting the sequence o f ∀ per iods# r ight, co rr ectly named and ch ara cter ized.

( 3) They tend to assume tha t histo r ical conte xt mo re o r less comple tely de term ines a g iven autho r s w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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