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 卷第 1 期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 27, No . 1

2011 年 1 月 Journal o f Gansu L ianhe Univ ersit y( Social Sciences) Jan. 2011

收稿日期 2010 10 27

作者简介 彭建华( 1970- ) , 男(土家族) ,湖南龙山人 ,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欧洲文学研究、翻译研

究。

论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诗译

彭 建 华1 ,邢莉 君2

( 1.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2. 福建江夏学院 人文系, 福建福州  350002)

摘 要 卞之琳较早开始阅读莎士比亚悲剧,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的新评论虽有一些新发现,其意义

主要却是对 30 多年曲折的时代潮流的反思。!莎士比亚悲剧四种∀是白话诗译戏剧的成功尝试, 他的译诗较

严谨追求英诗规则的移植,亦步亦趋, 刻意求似,是独特的#卞之琳式∃翻译, 对白话新诗的建设是有着重要的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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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an Zhilin, who had learned Shakespeare% s t rag edies in his ear ly y ears, followed out Marx ist Cr itica l T heo ry

and gave a new commenta ry on Shakespeare% s tr ag edies. While Bian r eflected on his critiques in t he past thirty year s in

1980s, he sim ply denied them. F rom 1950s to 1980s, Bian tr anslated four trag edies o f Shakespear e into Vernacular Chi

nese, cling ing to his ow n ideal v iew of modern Vernacular Chinese poetr y. And it was a successful experiment rew rit ing a

div ersit y of o rig inal verse forms in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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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之琳从新月诗派走到了现代主义, 他的诗

歌翻译大致包括英法诗歌(包括传统诗歌和现代

主义诗歌)、散文诗和(莎士比亚)诗体戏剧。卞之

琳以学者的严谨主要追求英诗规则的移植,尤其

是音节的顿(音组)和押韵, 亦步亦趋,刻意求似,

表现出鲜明的个人色彩, 我们可以称之为#卞之琳

式∃: 在风格上,表现为普遍的知性、情绪的克制、

内敛的风格;在语言上, 表现为白话上的纯洁,语

汇上的工整,细节的精致、技巧化。

莎士比亚戏剧文体主要包括口语体散文、诗

体散文、歌谣、各种格律诗和素体诗, 莎士比亚中

后期的戏剧(例如!哈姆雷特∀)则以素体诗为主。

卞之琳提倡以诗译诗, 并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四个

诗体悲剧,考察这一现象对白话新诗的建设是有

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一、关于!莎士比亚悲剧论痕∀的批评

卞之琳的莎士比亚研究主要包含在!莎士比

亚悲剧论痕∀( 1989)中,计有独立论文!论&哈姆雷

特∋∀( 1955)、!论&奥瑟罗∋∀( 1955)、!&里亚王∋的
社会意义和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 1964)、!莎士

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 ( 1964)、!&哈姆雷特∋的汉

语翻译及其英国改编电影的汉语配音∀ ( 1979)、
!莎士比亚首先是莎士比亚 ( 首届中国莎士比亚

戏剧节随感∀( 1986) , 另外还有!&哈姆雷特∋译本
序∀ ( 1956)、!&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译者引言∀

( 1985)、!&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译本说明∀( 1985)。

李伟民认为,卞之琳在莎学研究上见解独到,新见

迭出,是一个中国和世界极有影响的第一流莎学

专家[ 1] 。然而, 1986年卞之琳写道: #但冀其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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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说对了也罢,说错了也罢, 多少有一家之言,证

明在天下滔滔就此发言者当中,忝居人后,还不致

于全像)矮人看戏% , )都是随人说短长% 。∃#这些论

文、序文、译评等等, 可说是写一部专著的部分基

础材料或副产品。集在一起, 索性照原样,基本上

不改,只是删去一些废话、套话,略去一些浮夸语、

过头语,摘去一些本不恰当或属多余的帽子, 揭去

一些容易揭去的标签, 统一了一下所涉及的译

名。∃[ 2] 暂且不论这些删去、略去、摘去、揭去的只

属于特定时代的文字, 但应该强调卞之琳对此的

反思观念。卞之琳!&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译者引
言∀简要传达了这种剩下的、纯净化的莎士比亚研

究论。

(一) 新批评的反思

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研究归属于传统马克

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莎士比

亚批评,卞之琳从事莎士比亚研究主要是从 1952

年后开始的。!&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前言∀是一篇

极重要的卞之琳研究资料。卞之琳回忆: #当时国
内莎士比亚新研究还在草创时期, 我年逾 40, 自

挑起这副担子, 只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一点肤浅的基本知识、大半淡忘的中西文化

和文学偏颇涉猎所得的浮泛现象, 并非不知天高

地厚,只是自命正当盛年, 欣逢盛世, 敢于从零开

始。∃[ 2] 4
1985年,卞之琳反思所从事 30年的莎士

比亚研究: #他虽然也知道一些西方古典戏剧教
条,对中世纪民间戏剧传统有所继承与翻新, 对同

时代戏剧风尚有所沿袭,而当然不知道后世所谓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说法, 当然更无从想到现

代西方不断标新立异、叫人眼花缭乱的烦琐文学

理论,解剖活人的文学批评,当然也不可能预先明

白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的权

威理论家所谓反映论、世界观、创作方法, 等等。

但是从莎士比亚名下的大多数剧作(因为一部最

了不起的文学作品也总有败笔、漏洞、松劲处,所

以不可能是全部剧作) , 从这些剧作本身来看, 总

不能不承认作者既有头脑,深怀激情,掌握了多种

表现手法。∃ [ 3] 320

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新评论成就和意义是很有

限的。卞之琳承认, 他的莎士比亚研究也自不免

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正如莎士比亚受了时代的制

约。卞之琳总结说明了自己在莎士比亚研究中搬

弄的几个概念: 阶级性与人民性、人文主义与人道

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另外,还有莎士比亚

化、唯物主义、辩证法、反映论、世界观等等。

1. 关于阶级性和人民性的分析

卞之琳承认最初照搬了苏联批评的观念#人

民性∃,而后却不再搬用。阶级性的分析却是一贯
的,卞之琳也自认为他的阶级分析大体是通达的,

#实际上, 过往的文学现象,比当时的社会现象更

为复杂, 我如此作阶级分析,固然有点简单化、庸

俗化、机械、生硬。大体上倒还通达,后来中断了

一些岁月,再捡起莎士比亚悲剧研究这个题目,既

从西方现代莎士比亚评论新说中得到了一些启发

和面对了一点无形的挑战,又从国内当时批判洋

古的文艺思潮中受到了一点不自觉的影响,因此

一方面分析趋于烦琐,一方面立论趋于偏激。∃[ 2] 8

卞之琳的阶级分析表现得不偏不倚, 显然基于比

较独立的前提观念: 莎士比亚处在一个激骤转变

的时代, 而且阶级本质是互相渗透、互相错综的,

基于反正材料,突出被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级即

人民大众的观念, 卞之琳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

辩证法较妥帖地应用到莎士比亚所处的英国社会

的阶级分析上,便超出了苏联一派的评论和国内

的简单生硬照搬的批评。对于前者, 卞之琳走上

了折中揉合的研究道路; 对于后者,卞之琳有烦琐

的引据资料,炫耀了知识的诱惑力。

2. 关于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卞之琳指出,近代以来译入的人文主义,到解

放以后, 国内搬用苏联术语, 把它改叫了人道主

义,到 20世纪 60年代初,国内强调批判资产阶级

人道主义了,也就一度把人文主义改称为人道主

义。卞之琳反思了人文主义( Humanism )观念分

析,并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具有两面性

和过渡性, #而在分析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在英

国的两面性和内在矛盾的时候,我走到极端,忽略

了)个% )群% 的辩证关系, 说人文主义的)人% 本质
上是资产阶级)个人% ,濒临危机,实际上已此路不

通。∃ [ 2] 8可以说,卞之琳在曲折的认识过程中, 达

到了较独立的批评观念。

3. 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卞之琳回忆道: #我在莎士比亚戏剧评论中,

开头只讲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大师, 后来也就不

能无视他也是浪漫主义高手。从此我也就摆脱束

缚, 不致陷于绝路而无意中凑合一种奇谈怪论 (

妄把文学史看成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

史。最后我为自己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译本写

引言, 也就尽可能省掉这种名目。∃ [ 2] 9
卞之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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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对此的反思: #莎士比亚和他的同时代剧作家
自然都不知道这种名目。本来, 任何成熟的作家

也不会按文艺理论家制定的条条框框来进行创

作。∃[ 2] 9
换言之,卞之琳把莎士比亚看作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天才作家, 仅仅表明了一种

时代批评的妥协姿态, 这并不没有任何深刻的新

发现,因为, #苏联文艺理论家把现实主义和反映

论等同起来, 大谈古典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俨然文艺正宗即此一家, 自然

到时候例如在我国会引起反响, 革命现实主义和

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口号之类也就应运而

生∃ [ 2] 9。

在深刻反思的关照下, 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

剧研究的价值在于无畏地或勇敢地反思本身 ( ( (

一个新的探索过程却达到了它自身的否定。诚如

卞之琳所说, #在我国 30多年曲折的时代潮流里

我断续所作莎士比亚新评论的结束, 希望有助于

我国莎士比亚新一代评论的开端, 因为即使自己

的失误也可以成为他人的启发 ( ( ( 以反拨而促进
新起步的推动力。∃[ 2] 1 0因此, 不必特别强调卞之

琳所从事的莎士比亚新批评的独立品格,经过的

30年风气迭变,卞之琳承认, 他不肯苟同也还得

苟同,不随声附和当代的时髦西风,却也同情他们

的自圆其说, 认同他们的一得之见, 写道: #事实

上, 20多年没有接触国际莎士比亚学了, 应说是

落伍了,现在也不愿苟同大部分西方文学理论新

翻出的花招,自己原先知道的一丁点,还想说的一

丁点,都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坚持了一些论

点,放松了一些说法。∃ [ 2] 5~ 6

(二) 修正的新批评观点

卞之琳称!&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译者引言∀是

其莎士比亚新评论的闭幕词, 在!译者引言∀中,卞

之琳表达了其莎士比亚研究最后的、修正的观点。

1. 关于社会本质

卞之琳认为,莎士比亚并不能说明他所处的

时代英国的社会本质(或实质) ( ( ( 英国封建关系
没落,资本主义关系萌芽, 部分资产阶级贵族化,

部分贵族资产阶级化, 王权靠人民支持而得以中

央集权,而人民群众和新剥削阶级与王权离心离

德。人文主义这个过渡性质(两栖类)的思潮, 随

同英国文艺复兴由鼎盛而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危

机。具体言之, 16世纪最后 10年,辉煌理想的驰

骋,掩盖了阴暗, 占主导地位, 而 17世纪最初 10

年,阴暗现实的暴露,掩盖了辉煌, 取而代之, 占主

导地位。

2. 关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

卞之琳写道,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创作于中期,

!哈姆雷特∀( 1601)正写在转折点上, 最明显表现

了这整个转折点的开始, 另三部就据以作路标,发

展,深化,一起来构成一大丛分水岭,亦即一大道

鸿沟,达到了莎士比亚悲剧(以致全部剧作)所表

现的阴沉思想的最低点,同时也是卓越艺术的最

高点。继续下旋,人文主义内部矛盾表面化,出现

了危机, 然而矛盾出奇迹, 危机出转机, 经过差不

多同时编写的阴暗喜剧(或悲喜剧) , 稍后编写的

2部罗马题材悲剧,和另一部希腊题材悲剧,最后

结束于!暴风雨∀与别的 2部传奇剧, 以幻想取代

了理想,聊以获取矛盾统一。

3. 关于莎士比亚悲剧艺术

卞之琳写道, !哈姆雷特∀意义最丰富, !奥瑟

罗∀结构最谨严, !里亚王∀气魄最宏伟, !麦克白

斯∀动作最迅疾。一种实质上是决定论的命运感

(较恰当地称之为历史命运感) , 在莎士比亚四大

悲剧里特别明显,尤其在!哈姆雷特∀里作了最醒

目、最有条理的表达。理想在现实面前的破灭,是

非的颠倒等等, 理想、正义、人道, 经过灾殃,重又

闪了光辉,构成了莎士比亚四种悲剧的核心。贯

穿四大悲剧的宿命论, 实际上是一种决定论主宰

了悲剧作者,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注定了谁也难

以超越。哈姆雷特的使命感( #天生我偏要我把它
重新整好∃) , 接力式通过四部悲剧, 到头来,还是

个真糟。这些戏终都是时代的悲剧。疯狂或者类

疯狂贯穿了四大悲剧, 还越出了四大悲剧范围。

卞之琳特别强调了四大悲剧中的丑角, 莎士比亚

有时偏叫小丑(莎士比亚时代专业弄人就叫傻子)

表现为明辨是非, 最通情达理, 甚至最高尚的人

物,而另一方面,又会叫冠冕人物扮演了小丑的角

色。是非颠倒这种剥削社会的不公平本质,在莎

士比亚笔下,总会通过这种再颠倒过来的戏剧处

理。值得指出的是, 卞之琳认为,只有哈姆雷特堪

称我们今日所谓的知识分子, 充作了莎士比亚的

代言人,显然, 知识分子问题激起了卞之琳的痛感

身受。卞之琳还是正确地指出, #凭莎士比亚戏剧

本身来进行分析、评价,是纵览莎士比亚作品所可

遵循的基本道路。只有从剧本里才会最可靠地窥

见莎士比亚思想与艺术的来龙去脉。∃ [ 3] 318

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新批评远不是见解独到、

精光射人的。卞之琳最初主要是发挥了经典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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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批评的观念, 而后对随声附和当代的时髦

西风持理智的批判态度,却也往往陷入到辩证法

的陈式中。卞之琳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批

评立场,他的莎士比亚新批评是一种在正统的马

克思主义批评和西方自由批评之间的折中评论,

而大致对西方自由批评持一种紧张的批判态度,

#至于所引起的奇谈怪论, 愈到晚近, 愈见频

繁∃ [ 3] 333
。

二、莎士比亚四种悲剧的翻译

卞之琳是一个技巧化的诗人, 在译诗实践中,

他坚持一贯的白话新诗格律的理想, 他的英诗翻

译多有刻意雕琢的细节, 卞之琳!&哈姆雷特∋的汉

语翻译及其英国改编电影的汉语配音∀比较细致

地讨论了剧体诗的白话新诗体翻译, #我这样, 无

非想尽可能保持原来面目,无非是试试,至今还不

敢肯定我们用汉语写白话新体格律诗也可以这样

写无韵格律诗(非指所谓素体诗,那在英国现代也

早已是过时的体裁)真也行得通。∃ [ 4] 132- 133
以下主

要选取!哈姆雷特∀的译诗,分析卞之琳在剧体诗

翻译上的积极尝试。卞之琳写道: #莎士比亚的诗

剧语言, 既有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当然有他的个

人风格,而他一贯的个人风格也有前后期风格的

变化,前期风格明快、流利, 较多流行风格的娴熟

到烂熟的风味,!哈姆雷特∀以后,特别在!里亚王∀

以后,遣词造句, 日趋繁复艰深, 却较多新颖的风

味,同时也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即使在莎

士比亚的同一个剧本里, 应人物性格、心情的需

要,语言还有多种变化。∃ [ 4] 134

H am let 3. 1: 56- 77

W illiam Shakespeare 卞之琳译 朱生豪译、吴兴华校

To be, or not to b e, that is the quest ion -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Whether % t is nobler in th e mind to suf fer 要做到高贵,究竟该忍气吞声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Th e slings and arrow s of out rageous fortune, 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矢石交攻呢,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

Or to take arms agains t a s ea of t roub les , 还是该挺身反抗无边的苦恼, 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

And b y opposin g end th em. To die, to s leep - 扫它个干净? 死,就是睡眠- - 哪一种更高贵? 死了;睡着了;

No more; and by a sleep to s ay w e end 就这样;而如果睡眠就等于了结了 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

Th e heart- ach e and the thousand natural shocks 心痛以及千百种身体要担受的 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That f lesh is heir to - % t is a consumm at ion 皮痛肉痛,那该是天大的好事, 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

Devout ly to b e wished. T o die, to sleep - 正求之不得啊! 死,就是睡眠; 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

To sleep, perchance to dream. Ay, there% s the rub, 睡眠,也许要做梦,这就麻烦了! 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

For in that sleep of death what dreams may come, 我们一旦摆脱了尘世的牵缠, 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

When we have shuf fled off thi s m ortal coil, 在死的睡眠里还会做些什么梦, 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

Must give us pau se. T her e% s the respect 一想到就不能不踌躇。这一点顾虑 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

That m ak es calamity of so lon g lif e, 正好使灾难变成了长期的折磨。 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For who w ould bear the whips and scorns of t ime, 谁甘心忍受人世的鞭挞和嘲弄, 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

Th% oppressor% s w rong, the proud man% s contumely, 忍受压迫者虐待、傲慢者凌辱, 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

Th e pangs of di sprized love, th e law% s delay, 忍受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 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

Th e insolence of of fi ce, and the spurns 衙门的横暴,做埋头苦干的大才、 官吏的横暴和费劲辛勤

That pat ien t merit of th% unw orthy takes, 受作威作福的小人一脚踢出去, 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

When he him self might his quietu s m ak e 如果他只消自己来使一下尖刀 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

With a bare bodkin? Who would fardels bear, 就可以得到解脱啊? 谁甘心挑担子, 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 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

To grunt and sw eat under a w eary lif e, 拖着疲累的生命,呻吟,流汗, 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

  卞之琳把莎士比亚剧中抑扬格五音步的素体

诗译成白话新诗体的五顿(音组) , 哈姆雷特的诗

体对白第一行是诗译中突出的对原诗格律的成功

模拟,分行也较为吻合,卞之琳指出: #我这里重复

活字,用了两次,和原文重复 be字, 都是在节奏上

配合这里正需要的犹豫不决的情调。∃ [ 4] 133
卞之

琳的译诗有意回避了意译( par aphrase)的策略及

其后果,虽然在白话新诗上并没有突出的节奏效

果,但在白话散文上还是简洁而炼达的。

以下是!哈姆雷特∀戏中戏的伶王对白,一个

六行的诗节, 抑扬格五音步诗体, 双行押韵,莎士

比亚是故意采用陈腔滥调,多处用典(神话) ,影射

过时的优雅诗风。译诗作为一种解释性的转达形

态,卞之琳却采用中国旧戏曲的手法使得该诗庸

俗化, 在一板正经的语气里, 突出雅中出俗的效

果,换言之,卞之琳对整个戏中戏的译诗,每行 11

- 12字,有意追求遣词造句上的庸俗化(近似#打

油诗∃) ,并采取了汉化改写。然而,开场白的三行

格律诗是套语,形似浅近,伶王对白则是陈旧的雅

辞, (语言的)时间性是原诗表达的焦点,原诗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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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于陈腐表达所致的反讽效果, 而不是庸俗化

本身,其中神话因素(福波斯的车、尼普顿的盐涛、

特勒斯的圆球、亥门神)会更有益白话译诗的表达

力量,一种刻意模仿的讹熟,汉化改写并不是理想

的迻译策略。

H amlet 3. 2: 155- 60

Wil liam Shakespeare 卞之琳译 朱生豪译、吴兴华校

Fu ll th irty t imes hath Phoebus% cart gone rou nd # 金乌∃流转,一转眼三十周年, 日轮已经盘绕三十春秋

Neptune% s salt w ash an d T ellus% orbed ground, 临照过几番沧海,几度桑田, 那茫茫海水和滚滚地球,

An d thirty dozen m oons w ith borrow% d sheen 三十打# 玉兔∃借来了一片清辉, 月亮吐耀着借来的晶光,

Ab out the w orld have t imes tw elve thirt ies been, 环绕过地球三百又六十来回, 三百六十回向大地环航,

S ince love ou r h eart s and H ym en did ou r h ands 还记得当时真个是两情缱绻, 自从爱把我们缔结良姻,

U nite comm utual in most sacred bands. 承# 月老∃作合,结下了金玉良缘。 亥门替我们证下了鸳盟。

  以下是!哈姆雷特∀戏中戏的另一个对白, 一

个六行的诗节,抑扬格五音步诗体, 双行押韵,均

为阴韵(最后一组是近似韵) , 卞之琳的译诗是每

行五顿(音组) , 每行 13- 15字,照原诗押阴韵(实

字与虚字哩、了、吧组成的复合韵) , 韵式 aabbcc

不变,纯用白话, 掺合少数口语, 由于刻意对应原

诗,译诗却失去了原诗的流利而一贯的气韵,表现

出明显的散文化和浅俗色彩。

H am let 3. 2: 231- 36

Wil liam Shakespeare 卞之琳译 朱生豪译、吴兴华校

Th oug hts b lack, han ds apt , drugs fit , an d t ime agreeing, 心黑,手巧,药也灵,时候也方便哩; 黑心快手,遇到妙药良机,

Con federate seas on , else n o creatu re seeing. 机会也跟我串通,没有人看见哩; 趁着没人看见事不宜迟。

Th ou mix tu re ran k, of midnight w eeds collected, 毒药啊,半夜里采毒草,炼得你毒透了, 你夜半采来的毒草炼成,

With H ecat% s ban thrice blasted, thrice infected, 念三遍黑开娣恶咒,咒得你恶透了, 赫卡忒的咒语念上三巡,

Thy natural m agic and di re property 现在就发挥你魔力,使出你凶劲吧。 赶快发挥你凶恶的魔力,

On w holesome li fe u surp immediately. 一下子整个儿夺去他健全的生命吧! 让他的生命速归于幻灭。

  莎士比亚剧是以素体诗为主要体裁的诗体

剧, 理想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本应该是诗体译本。

方平!漫谈卞、曹两家的莎剧优秀译本∀选择了卞

之琳译诗五例, 认为卞之琳的译诗是精心的制作,

有一种明快的、富于弹性的节奏感, 凝练贴切、字

字照应
[ 5]
。方平写道: #卞译可说一丝不苟, 精雕

细琢,把语言的装饰性、音乐性, 发挥得淋漓尽致

∗∗认为比起原作来, 毫不逊色,且语句更工整,

更诗意盎然。∃ [ 5] 101应该说, 卞之琳的译诗语言是

练达的,诗行是比较整齐的,基本实现了英汉诗行

音步- 顿(音组)严格的对等迻译。

H am let 1. 1: 143- 46

W illiam Shakespeare 卞之琳译 朱生豪译、吴兴华校

We do it w rong bein g s o majes tical 它一举一动都这样威严,堂皇, 我们不该用暴力对待

To offer it th e show of violen ce, 我们不该对它这样子粗暴; 这样一个尊严的亡魂;

For it i s as the air invulnerab le, 它就象空气,刀枪都伤它不得, 因为它是像空气一样不可侵害的,

And ou r vain b low s m alicious mock ery. 瞎砍是行不了凶,倒出了丑。 我们无益的打击不过是恶意的徒劳。

H am let 1. 5: 9- 23

W illiam Shakespeare 卞之琳译 朱生豪译、吴兴华校

I am th y father% s spirit , 我是你父亲的灵魂, 我是你父亲的灵魂,

Doomed for a certain term to w alk the night , 判定有一个时期要夜游人世, 因为生前孽障未尽,被判在晚间游行地上,

And for th e day conf ined to fast in f ires, 白天就只能空肚子受火焰燃烧, 白昼忍受火焰的烧灼,

Till the foul crim es done in my day s of n ature 直到我生前所犯的一切罪孽 必须经过相当的时期,等生前的过失

Are burnt and pu rged aw ay. But th at I am forbid 完全烧净了才罢。我不能犯禁, 被火焰净化以后,方才可以脱罪,

To tell the s ecr et s of my prison house, 不能泄漏我狱中的任何秘密, 若不是因为我不能违犯禁令,泄漏我的狱中的秘密,

I could a tale unfold w hose lig htest w ord 要不然我可以讲讲,轻轻的一句话 我可以告诉你一桩事,最轻微的几句话,

Would harrow up thy soul, f reeze thy young blood, 就会直穿你灵府,冻结你热血, 都可以使你魂飞魄散,使你年轻的血液凝冻成冰,

Make thy two eyes like stars start from their spheres, 使你的眼睛,像流星,跳出了框子 使你的双眼像脱了轨道的星球一样向前突出,

Thy kn ot ted and combined locks to part 使你纠结的发卷卷卷分开, 使你的纠结的鬈发根根分开,

And each part icular h air to s tand an end 使你每一根发丝丝丝直立。

Like quill s upon th e fret ful porp ent ine. 就象发怒的毫猪身上的毛刺。 像愤怒的豪猪身上的刺毛一样森然耸立;

Bu t this eternal blazon m ust not be 可是这种永劫的神秘决不可 可是这一种永恒的神秘,

To ears of f lesh and blood. List , l ist , oh lis t! 透露给血肉的耳朵。听啊,听我说! 是不能向血肉的凡耳宣示的。听着,听着,啊,听着!

If thou dids t ever thy dear fath er love( ( ( 如果你曾经爱过你亲爱的父亲( ( ( 要是你曾经爱过你的亲爱的父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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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平还认为, 莎士比亚戏剧善于运用形象思

维,以下哈姆雷特对白中吹笛子的比喻是较好的

一例, 而且还有下文的呼应 Do you think I am

easier to be played on than a pipe ? (你们以为我

比一管笛子还容易吹弄吗) ,卞之琳的翻译, #诗意
的形象性, 诗行的节奏感, 都保存在译诗中,诵读

这两行时也就不缺少视觉和听觉上的美感。∃
[ 5] ( 101)

H am let 3. 2: 46- 64

W illiam Shakespeare 卞之琳译 朱生豪译、吴兴华校

Nay, do not think I f lat ter, 别以为我是在恭维你; 不,不要以为我在恭维你;

For w hat advancement m ay I h ope from thee, 因为我能指望你提拔我什么, 你除了你的善良的精神以外,

That n o revenu e hast bu t thy good spir its 你自己就身无长物,只有靠好精神 身无长物,我恭维了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To feed and clothe thee? Why should the poor be f lattered? 穿衣吃饭呀? 为什么要恭维穷人呢? 为什么要向穷人恭维?

No, let the candied tongu e lick absu rd pomp so 不,让甜嘴去舐荒唐的豪华吧, 不,让蜜糖一样的嘴唇去吮舐愚妄的荣华,

And crook th e pregnant hinges of the knee 让关节灵活的膝盖跪下去拍开 在有利可图的所在屈下

Where thrif t m ay follow faw ning. Dos t thou hear? 谄媚生财的门路吧。你听清了没有? 他们生财有道的膝盖来吧。听着。

Since m y dear soul w as mist ress of her choice, 自从我亲爱的灵魂会自己选择, 自从我能够辨别是非、察择贤愚以后,

And could of men dist ingu ish her elect ion, 会鉴别人物以来,它就挑中你, 你就是我灵魂里选中的一个人,

Sh% ath s ealed thee for herself , f or th ou hast been 打好了记号。因为你始终一贯, 因为你虽然经历一切的颠沛,

As on e in suf fering all that suffers nothing, 遭受一切而不受半点伤痛, 却不曾受到一点伤害,

A man that Fortune% s bu ffet s and rew ards 无论受命运的打击或是照拂, 命运的虐待和恩宠,

Hast tane w ith equal than ks. And blest are those 你都能处之泰然,同样谢谢。 你都是受之泰然;

Whose blood and judgem ent ar e so w ell commeddled 有福的是感情和理智相称的一种人, 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得那么适当,

That th ey are n ot a pipe for Fortu ne% s f inger 他们并不做命运所吹弄的笛子, 命运不能把他玩弄于指掌之间,

To sound w hat stop she please. Give me that man 随她的手指唱调子。只要我看到 那样的人是有福的。情所奴役的人,

That i s n ot passion% s slave, and I w ill w ear him 谁不是命运的奴隶,我就要把他 我愿意把他珍藏在我的心坎,

In my heart% s cor e, ay in my h eart of h eart , 珍藏在心坎里,哎,心坎的心坎里, 我的灵魂的深处,正像我对你一样。

As I do th ee. Som ething too mu ch of this. 就象我珍爱你一样。这不必多说了。 给我一个不为感这些话现在也不必多说了。

  对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素体诗, 汉语白话的

以诗译诗远还没有成熟,探索的尝试应该继续下

去。素体诗虽不押韵,但有较鲜明的节奏,并不等

于分行的散文, 梁实秋!&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之悲

剧∋例言∀( 1938)却有不同的看法: #凡原文为无韵

诗体,则亦译为散文。因为无韵诗中文根本无此

体裁;莎士比亚之运用无韵诗体亦甚自由,实已接

近散文,不过节奏较散文稍为齐整;莎士比亚戏剧

在舞台上,演员并不咿呀吟诵,无韵诗亦读若散文

一般。所以译文以散文为主,求其能达原意。至

于原文节奏声调之美,则译者力有未逮,未能传达

其万一,唯读者谅之。∃ [ 6] 白话文学中确乎应该建

设新的格律诗, 是否有必要建立素体诗显然超出

了翻译本身。

三、简短的结语

卞之琳的白话译诗风格与其白话新诗创作是

一致的,卞之琳的译诗表现出鲜明的个人色彩,运

用较纯净的白话汉语, 但较多消融了原作者的诗

风格。卞之琳指出, 莎剧译文中诗体与散文体的

分配,都照原样, 诗体中各种变化也力求相应,诗

体部分一律等行翻译, 对莎士比亚戏剧中各种诗

体的普通规则和格律形态刻意移植,如顿(音组)

作为诗的单位,阴韵, 多种韵式(如交叉韵) ,较整

齐的诗行等,基于亦步亦趋的译写策略,译诗中多

处有勉强押韵、矫揉成顿、增衍节略等的刻意细

节。然而,卞之琳在译诗上的尝试只是白话新诗

的一种探索,而不是白话新诗的必然形式和内在

规范,却也推进了白话新诗的格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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