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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Sonnet 18译文比较研究

蔡 蕾

(西南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

摘 要: 在英国乃至世界十四行诗的创作中,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一座高峰, 有着崇高的地位。很多国内学者都尝试翻

译过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本文以许渊冲先生诗歌翻译的 三美 原则为分析框架,从意美、音美和形美三个层面上比

读和分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脍炙人口的 Sonnet 18的 3篇译文, 说明三篇译文虽各有轩轾, 但未见完美。在诗歌翻译

中应将 三美 有机结合, 在最大程度上体现诗歌的整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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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Shakespeare s Sonnet 18

CA I Le i
( Schoo l o 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Jiaotong Un 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 ina)

Abstrac t: Am ong the creations o f sonnets in Eng land and even the w or ld, the sonnets of Shakespeare m ade a peak and en joyed

lofty status. Lo ts o f scho la rs inland tr ied to transla te h is sonnets. By fo llow ing Xu Yuanchong s Three beauty theory of poe try

transl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ree Ch inese versions o f the Sonne t 18 o f Shakespeare at the three leve ls o f beauty of m eaning,

sound and fo rm. The conc lusion is drawn that the three translations have d ifferen t qua lities and none is perfect. T o rea lize the en

tire beauty o f poetry, the effec tive com bination o f Three Beauty is needed to a large ex tent.

K ey words: Shakespeare; the beauty of m ean ing; sound; form

一、绪论

在星汉灿烂的世界诗人行列里, 有一颗夺目

的明星, 莎士比亚 (W illiam Shakespeare, 1564

1616)。这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伟大的剧

作家和诗人, 虽然主要以剧作家知名, 但他的诗

作 主要是十四行诗, 在文学史上也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他的 154首十四行诗是欧洲文艺复

兴运动在英国诗坛上绽放的一束绚丽的花朵。这

些诗歌颂了友谊与爱、青春和美,包含了丰富的感

情和深邃的思想,生动地反映出人性的各种精神

情致, 表现了对时间、历史、人生、宇宙的感悟和思

考。其中第 18首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传咏较

为广泛的一首,表达了人文主义的主题思想:爱征

服一切,美常驻人间。

许渊冲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

家。自 20世纪 40年代开始,许渊冲在 60余年的

翻译生涯中,共翻译出版了六十多部中、英、法三

种语言的文学作品,发表翻译类文章百余篇,堪称

有史以来我国诗词翻译界功绩最为卓著的学者之

一。他总结了自己近 60年的文学翻译经验,继承

严复、傅雷等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学派

的文学翻译理论 美化之艺术, 优势似竞

赛 。
[ 1] 3
其中, 根据鲁迅在 汉文学史纲要 第一

篇 自文字至文章 中提出的 三美 原则的提出

对诗歌翻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尝试以许渊冲先生诗歌翻译的 三

美 原则为分析框架, 从意美、音美和形美三个层

面上比读和分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 Sonne t

18的梁宗岱、屠岸和杨熙龄三位翻译大家的三篇

中译本,以期探索如何最大程度地展现诗歌的整

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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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诗如下:

Sonnet 18 Shall I com pare thee to a summ er 's

day

Sha ll I com pare thee to a summ er s' day?

Thou artm ore love ly and m ore tem perate:

Rough w 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M ay,

And summ er s' lease hath a ll too short a date:

Som etim e too hot the eye o f heaven shines,

And often is his go ld com plex ion dimm ed,

And every fa ir from fa ir som etim e dec lines,

By chance, or nature 's chang ing course unt

rimm ed:

But thy eternal summ er shall no t fade,

No 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a ir thou ow s' ,t

No r sha ll death brag thou w and 'rest in h is

shade,

W 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 e thou grow s',t

So long as m 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 2] 36

从孔子 论语 中 尽善尽美 的思想, 到

1898年,严复在 天演论 译例言 中首倡 信达

雅 为译事楷模, 到郭沫若的 创作 论, 再到傅雷

的 神似 说,钱钟书的 化境 论, 以及许渊冲提

出的 三美 原则 ,翻译理论的发展自始至终都说

明对于一首好诗好的翻译不可忽视的三个方面。

诗歌的翻译,尤其是格律体诗词的翻译,要尽量

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 在三美中, 意美

是第一位的,音美是第二位的, 形美是第三位的。

译者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音美,

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传达形美, 努力做到三美齐

备。如果不能做到,首先可以不要求形似,也可以

不要求音似,但无论如何, 都要尽可能传达原文的

意美和音美。
[ 1] 74
在下面的译文比较和讨论中,

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 在这三个层面上分别

探讨。

二、意美

意美,即意义表达上要通达, 并且要有意境

美,体现出原诗的境界和神韵是诗歌最重要的元

素。这也是指忠实并灵活地传递原诗的意思

这就要求译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知识的掌握与

对原诗上下文意思的透彻理解。 意似就是要传

达原文的内容,不能错译、漏译、多译,但意似并不

一定能传达原文的意美。要传达意美,可以选择

和原文意似的绝妙好词,还可以借助音美、形美来

表达原文的意美。
[ 1] 33

莎士比亚的 Sonnet 18原作措辞华丽多姿, 语

言精练优美,富有诗意节奏,情真意切,形式完整,

格律严谨, 用韵自由洒脱, 语言简单却自存深意,

给读者和译者留下无限想象和发挥的空间。这首

诗表达的思想是作者借自己的诗歌来赞扬爱人的

美貌并希望其美貌亘古长存。在传情达意方面,

三个中译本各有千秋:

第一行的 Sha ll I com pare thee to a summ er s'

day? 是一个修辞疑问句,一开始就加强语气表达

对朋友的赞美,这个肯定的疑问句里 有强烈的否

定意味。三个译文也用不同的措辞进行了表达。

梁译 为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 ; 屠译为

能不能让我来把你比作夏日? ; 杨译为 我可否

把你来比作美丽的夏天? 梁先生通过汉语的特

指疑问句,而屠先生和杨先生通过汉语的选择疑

问句从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莎士比亚这个修辞疑问

句的目的。尽管在欧洲文化里, 夏天是用来指代

美好的事物的, 但是在他看来朋友远比夏天更

美好。

第二行中的 tem perate 一词是 温和的; 有

节制的;适度的 ,三个译本中梁和屠都将其译为

温婉 ,杨译为 温善 ,都很好地传达了作者对

友人的褒扬。 温善 中的 善 更多涉及到了品

格层面,不如 温婉 对性格更为意似的表达来得

确切。对第三行中的 darling buds 的呈现, 三个

译本有三种不同的表达, 依次为 娇蕊 、 好花

儿 和 金蕾 。实际上, bud 一词的意思是 萌

芽;蓓蕾 ,莎士比亚在前加上 darling 一词表示

对它的怜爱之情, 译为 娇蕊 最能体现其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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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译文: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 你不独比它可爱也比它温婉: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娇蕊作践, 夏天出赁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天上的眼睛有时照得太酷烈,它那炳耀的金颜又常遭掩蔽;被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折,没有芳艳不终于凋残或销毁。但是你的长夏永

远不会凋落,也不会损失你这娇艳的红芳,或死神夸口你在它影里漂泊,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诗同长。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这

诗将长存,并且赐给你生命。梁宗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M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第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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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译 的 好花儿 未免过于口语且忽略了含苞待

放的意思, 而杨译的 金蕾 中 金 字并不是对

darling 意义真切的表达。第五行中莎士比亚用

the eye of heaven 表达意指太阳,意向清晰。梁

的 天上的眼睛 ; 屠的 苍天的巨眼 以及杨的

苍穹的眼睛 都保留了原文的形象和意境。第

九行中的 eternal summ er 是莎士比亚借用夸张

的手法表现诗中人美的永恒, 梁的译本 长夏 在

意似的层面上忽略了 永恒的; 不朽的 这一意

象的表达; 杨的译本 永恒的长夏 中 长 字略

显赘述;在 意美 的呈现上, 还属屠的 永久的

夏天 略胜一筹。第十行中 possession o f that

fair 是莎士比亚由动词及其宾语转化为名词短

语而来的表达, 强调了美的永恒性。三个译本

对此的处理各有异同, 梁诗化的 娇洁的红芳

和屠的 美的形相 突出了美的含义; 杨的 美的

宝藏 重在凸现美的拥有的意味。对于第十一

行中 in h is shade , 梁的 他影里 相对屠的 他

影子里 及杨的 他阴影下 ,缺失了莎翁把死神

写活了的意味,而且单字 影 在 意美 的层面

上略显缺憾。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 前

面十二行逐渐展开,最后两行总结全诗,最后两行

通常是经过作者精心雕琢之后所形成的全诗的精

华,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对于最后两句中的翻

译,梁的 只要一天有人类, 或人有眼睛 与原诗

中 o r eyes can see 并不匹配, 没有很好达到 意

美 ;屠的 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 都表达

了人活着的状态,略显重复; 杨的 只要时间还有

人能阅读; 还有人生存 表达了莎士比亚对人是

否有鉴赏力这个问题的疑问,达到了意似,但是前

后顺序颠倒。

总的看来, 3个译本都能准确地达意传情,

但都并非尽善尽美。这可能是基于译者在追求意

义、音韵和视觉三个方面完美时候权衡做出的取

舍。梁宗岱的译文大体以直译为主, 谨严又质切;

屠岸的译文浅近但流畅易懂; 杨熙龄的译文平直

而入时。

三、音美

由于意美的主体性, 所以音美和形美居于相

对次要的地位,但次要并不是说不重要。音美,即

译诗应该具有原诗的节奏美和韵律美。许渊冲在

意美、音美、形美 如何译毛主席诗词

( 1979)提到音美是指诗歌要有节奏、押韵、顺口、

好听。在诗歌翻译中,在忠于原诗的基础上,应该

尽力追求其音美的重现, 如果翻译极大损害了原

诗的音韵美,不可能称得上是合格的译品。但是

也不应该一味地追求原诗的音韵和格律, 而损害

了原诗表达的意境。 译者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

提下, 应该尽可能传达音美;如果做不到,首先可

以不要求形似, 也可以不要求音似, 但无论如何,

都要尽可能传达原文的意美和音美。
[ 1] 74

莎士比亚的 Sonnet 18的格律是五音步抑扬

格,每个音步为 10音数, 韵式为著名的 莎士比

亚体 ( Shakespearian Sonnet) ,全诗包括三个四行

( 3 quatrain) 和最后一个作为总结性警句的偶句

( 1 couplet),形成 abab cdcd efe f gg的格式。这种

格局极具音美特性,犹如抑扬有致, 婉转动听的音

律,给听觉带来艺术享受,犹如潺潺流水,跌宕起

伏,节奏鲜明,最后点明主题,升华全诗的意境。

虽然三位译者在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都

保持了原来的行数,且在行顿方面都处理为五音

步,但在诗行的字数方面, 每位译者都有所不同。

梁宗岱的译文为每行诗 12音数, 与原诗的音韵

一致; 但是屠岸和杨熙龄的译文不是每行诗的音

数都统一如原诗, 屠 以顿代步 , 每行长度在 11

字和 13字之间; 杨的译本 每行长度在 12字和

15字之间。

在韵式的传达方面, 杨熙龄采取了 aa, bb,

cc, dd。即两行一韵的形式。屠岸和梁宗岱都尽

量采取了原文的韵式, 即: abab, cdcd, efe,f gg ,

基本上都做到了韵式与原文相符。三位大家的译

屠岸译文: 能不能让我来把你比作夏日? 你可是更加可爱, 更加温婉;狂风会吹落五月里开的好花儿。夏季租出的日

子又未免太短暂; 有时候苍天的巨眼照得太灼热, 他那金彩的脸色也会被遮暗; 每一种美呀, 总会离开美而凋落, 被时机

或者自然的代谢所摧残。但是你永久的夏天决不会凋枯,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美的形相;死神夸不着你在他影子里踯躅,

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长;只要人类在呼吸, 眼睛看得见, 我这诗就活着, 使你生命绵延。屠岸.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 M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 第 36页。

杨熙龄译文: 我可否把你来比拟作美丽的夏天? 你比夏天更可爱, 也更加温善。粗暴的风有时会摇落五月的金蕾,而

夏天借与人的, 匆匆地就要收回。时常那苍穹的眼睛炎热地瞅人, 而往往他黄金的脸颜又躲进愁云。凡美的总要失去其

美, 无论是偶然,或者是造物变易的规律,不可避免。但是你永恒的长夏将永不消逝, 你也永不会把你美的宝藏丧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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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能夸口, 说你在他阴影下飘零, 因为你已在不朽的诗篇中永生。只要世间还有人能阅读, 还有人生存, 这篇章将活

着, 它活着就给你以生命。杨熙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 [M ]. 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2,第 18页。

作都各有所长,在 意美 的基础上很大程度的重

现了原诗的 音美 ,通过朗朗上口的现代汉语翻

译展现了诗人流畅的联想,贴切鲜明的比喻,跌宕

起伏的语言,激越铿锵的节奏。使诗歌像原作一

样,读起来轻松流畅, 飘荡回旋,不绝于耳。

四、形美

形美, 即译诗应该保持形式的美感。 形美

主要有对仗工整,语句长短两个方面,最好也能够

做到形似, 至少也要做到大体的整齐。
[ 1] 33
卞之

琳主张: 原诗每节安排怎样,各行长短怎样, 行间

押韵怎样 (如换韵,压交韵、抱韵等 ), 在中文里都

应严格遵循。比诸其他文学体裁, 诗更是内容与

形式、意义与声音的有机统一体,因此文学翻译不

但要忠于内容, 而且要忠于形式。
[ 3] 192- 196

翻译家

赵萝蕤也强调 形式是内容的重要组成部

分 。
[ 4] 607
诗歌形式并不只是内容的外衣、信息的

载体, 在多数情况下, 形式就是内容, 载体就是

信息, 写诗可以放纵灵感, 别出心裁, 译诗却必

须尊重原作的严格限制。
[ 5] 35
众位翻译大家和学

者对诗歌形式的浓墨重笔揭示了 形美 的呈现

是好的译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莎士比亚 sonnet 18的视觉美主要表现在四

四四二排列的十四行诗体, 韵式为 莎士比亚

式 : abab, cdcd, efe,f gg 。这种排列使诗更加

紧凑集中,能够更好地发挥起承转合的作用,前三

节围绕主题进行叙述、辩论或抒情,最后两行犹如

画龙点睛,使主题更加明确,成为全诗的警句。全

诗共用了 16个标点符号,在首句提出问题后, 一

气呵成来作答。诗中有 7个韵 ( /ay /, /ate /, /

ines/, /m d /, / ade /, /ow st /, /ee / ),前 3个诗行

交叉抱韵。作为典型的英文诗歌, 全诗有 4组押

头韵, 即 and /and, by / bu,t nor/ no r, so long as/so

long。这一头韵的重复表达了诗人感情的层层递

进,正是因为体验到了美的感受,才抒发了饱含爱

意的感情,肯定了人类爱的力量,这是爱是对生命

的热爱,对艺术的挚爱。

三位译者都保留了原诗节的排列形式。梁和

屠在全诗的翻译中分别采用 2个和 3个句号, 并

用分号断句,更好的体现了诗歌的完整性。杨译

以诗节为单位,用了 6个句号;虽然与原诗在标点

上有些背离,但杨译却让原诗中的头韵以及最后

一句 So long lives th is, and th is g ives life to

thee. 中起强调作用的两个 this 的重复出现, 通

过 而 , 或者 , 但是 , 以及 这篇章将活着,

它活着就给你以生命。中 活着 的重复出现得

到了再现,达到一定的视觉效果。三位译者不约

而同地把倒数第二句中的 so long as 译为 只

要 ,加强了语气,引出最后这个对句。作为全诗

的中心所在,诗人把自己的友人与永恒的诗相提

并论, 诗永恒,友人的青春之美也会永恒。结合三

首译作和许渊冲的 三美 理论中的 形美 理论

来看, 梁和屠的译本在 对仗工整, 语句长短 这

两个方面做得比杨的译本略胜一筹。可见三位大

家都通过实践论证了许渊冲的 翻译文学 理论

中提到的 译者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 尽可

能传达音美,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传达形美,努力

做到三美齐备。
[ 6] 2

五、结论

梁宗岱,屠岸,杨熙龄三位翻译界的大家对于

大文豪莎士比亚 Sonnet 18的译文在意境、音韵和

形式上各有千秋,达到了忠实又传神的境界,当然

也有些许瑕疵。这足以说明诗歌翻译之难。在进

行英诗汉译时,想要在意境、音韵和形式三个方面

同时再现原诗的风格特点和精华, 是不可能实现

的。 意美 、音美 和 形美 三者相辅相成, 只

有在翻译时把三者有机结合,斟酌取舍,才能在最

大程度上体现诗歌的整体美, 从而更好地达到文

化交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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