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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5日，刚刚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

的上海滩仍然暑热未消；但比暑热更令人难忘

的，是当日《国民新闻》报头版格外引人注目的左

下角。

报丧
国民新闻社社长刘呐鸥（灿波）先生恸于民

国二十九年九月三日下午二时十分在福州路京
华酒家惨遭暴徒狙击为和运而殉难其遗体已移
归忆定盘路一五六弄五号俟刘太夫人自原籍抵
沪后定期举行丧殓谨此报闻

刘呐鸥先生治丧委员会启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启事

本公司制作部次长刘灿波先生于本月三日
下午二时十分在四马路京华酒家不幸被凶徒狙
击逝世关于治丧事宜由本公司组织治丧委员会
办理其出殡日期及地点俟决定后再行登报通知
特此通告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谨启
这两则并排刊登在报纸头版的“讣闻”“启

事”，无论是醒目的粗黑线方框，还是比《国民新

闻》报头字号还要大的“报丧”二字，超凡的规格

似乎都在证明死者身份的特殊。“刘呐鸥（灿波）

先生”，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在现代文学史上曾

经如超新星爆发般辉煌过的“新感觉派”先锋，在

故纸堆中又一次闪耀了我们的双眼。正如超新

星爆发会迅速坍缩形成可怕的“黑洞”，作为小说

家的刘呐鸥仅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留下

寥寥十几篇小说便迅速销声匿迹；而1940年的

“国民新闻社社长”和“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制

作部次长”的双重身份，以及“惨遭暴徒狙击为和

运而殉难”这种黑帮片桥段式的人生绝响，又使

其人生中最后五年的经历变得愈发扑朔迷离。

曾经的小说家摇身变为电影人，一段并不单纯的

电影往事渐渐浮出水面。

刘的好友、同为“新感觉派”代表人物的施蛰

存在回忆与刘呐鸥的交往时，曾重点提及“晚上

七点左右去看电影”是台南富家子弟刘呐鸥在上

海奢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电影艺术的热

爱，以及广泛观赏世界各国影片（特别是好莱坞

娱乐片）打下的欣赏基础，培育了刘呐鸥独特且

颇具深度的电影艺术观念。也正因为如此，他才

会和好友黄嘉谟（《何日君再来》的词作者）一起，

在1933年前后向“左翼电影”开火，掀起一场在

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软性电影”和“硬

性电影”之争；他为电影功用做出的界定——“等

于是逃避现实的催眠药”，和黄嘉谟著名的“（电

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

的论断一起，成为左翼电影人猛烈批判的对象。

他们在提出理论和掀起论争之外，还投身创作实

践。刘呐鸥创作了电影剧本《永远的微笑》，这部

由影星胡蝶主演的影片也成了他在电影领域的

代表作。除此之外，据记载，他还参与了《民族儿

女》《初恋》《密电码》等故事片的拍摄制作，还拍

摄了一部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实验性纪录片《持

摄影机的男人》。刘呐鸥在抗战爆发前的电影活

动大致如此。在日本帝国主义燃起全面侵华战

火、中国早期电影黄金时代戛然而止的节点上，

骨子里不甘寂寞的刘呐鸥似乎寻觅到了又一次

“超新星爆发”的良机，而这也为他的悲剧命运悄

悄埋下了伏笔。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所带有的暧昧色

彩：熟悉中国电影史的人对于这个公司应该并不

陌生，在许多场合的表述中，它的前面常常还要

加上一个“伪”字。在这样一个由日本“电影特

工”操纵成立、为日本帝国主义“电影国策”和侵

略野心服务的机构中担任“制作部次长”的职务，

任何人都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也正因为如此，

就在刘呐鸥被狙击殒命后不久，远在大后方的国

民党中央电影制片厂厂长罗学濂在一次公开讲

话中为了强调上海“孤岛”电影界“正处在忠贞无

耻的生死斗争时刻”，特意举刘为例：“孤岛的极

少数电影人落水，有少数的虫豸蜷伏在黑暗的角

落里投机买卖……变相的出卖灵魂……穆时英、

刘呐鸥之流已被‘诛伏’……（中央政府）还会有

更多的制裁。”而1940年 10月29日，导演史东

山在向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说明关于电影工

作的情况时，也提到了一个半月前发生在上海的

狙击刘呐鸥事件：“我们电影制作者中连续出现

了出卖祖国的叛逆者。刘呐鸥是用我们的手射

杀的，他是叛逆者的代表，此事对于叛逆者是严

厉而残酷的教训。”那么，刘呐鸥又是怎样由一个

“艺术至上”的鼓吹者，蜕变成“孤岛”电影人中的

无耻丑类的呢？

抗战爆发之时，刘呐鸥尚在国民党中央宣传

委员会直属的中央电影摄制所任职，曾担任过审

查委员会委员、剧本监督委员会主任及剧本部长

等职。“中电”时期刘呐鸥的最大成就，便是那部

曾名噪一时的纪实性故事片《密电码》。该片由

张道藩根据亲身经历写出情节，刘呐鸥以此为素

材写作剧本并和黄天佐（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黄

因战时在中华电影、中联、华影就任要职，被判处

徒刑三年，褫夺公权三年）共同导演，据说上映后

颇为卖座。后来成为延安报告文学作家的黄钢，

当年恰与刘呐鸥在“中电”同一部门共事。刘殒

命后不久，黄钢即写了一篇题为《刘呐鸥之

路——回忆一个“高贵”的人，他的低贱的殉身》

的长文回忆自己与刘呐鸥的交往，先是作为“鲁

艺”的创作作业，后又被推荐到香港《大公报》连

载。其中披露了一个重要细节：在南京国民政府

撤离之前，曾由刘呐鸥起草拟定了一份“国家非

常时电影事业计划”。将这一对战时电影工作具

有纲领性意义的工作交由刘呐鸥承担，可见当时

国民政府的电影官员对刘的充分信任。然而，在

刘呐鸥撤离南京前接电话的片言只语中，黄钢却

听出了他的如下态度：计划虽由他起草拟定，不

过却没有什么用，因为中日双方正式打起来之后

政府不知道要退到什么地方去，而在内地那样的

条件下根本无法开展电影制作的；第二，面临日

军空袭，“全国巡回放映网”的办法行不通、无意

义；第三，不必忙着去拍防空的教育短片，因为对

于一字不识的老百姓来说，用电影去教育他们也

是做无用功。“就是这样荒谬无理的意见，刘呐鸥

用轻蔑的，但也是婉转的口气说出来，说毕抛下话

筒，算是交代好他最后的工作。”再联系刘呐鸥之

前对于“国防文学”等口号的厌恶态度，黄钢断定

他必将走上汉奸之路。果然，不久之后他“就从报

上看到了刘呐鸥在沪替日方管理电影检查事业，

出入与日人为伍，生活更加富裕了”的消息。

刘呐鸥生命末期的电影活动，与金子俊治、

松崎启次和川喜多长政这几个日本人的名字紧

紧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松崎启次，他留下的《上

海人文记》一书，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自己与刘

的交往，成为研究刘呐鸥的最重要文献之一。在

该书的自序里，松崎自称“我是电影制作人”，“我

被派到上海，在那里担任的工作是设立电影公

司”，他在中国工作由刘呐鸥始，也由刘呐鸥终。

在上述三个日本人中，刘呐鸥接触金子俊治

最早。根据近年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刘呐鸥放弃

随“中电”内迁而转投上海，并不仅仅是由于对电

影事业（或者说是对“拍电影”这一工作）的追

求。出身台南富商家庭的刘呐鸥，身体里流淌着

传承自父辈的商人血液。他当年在上海过着奢

靡的生活，仅凭家里的供给是远远不够的，他的

主要经济来源是靠房屋出租：据说他在虹口的公

园坊有整整一条弄堂、30多幢房屋的房产供出

租。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有关台湾人的

杂项：台湾的不逞之徒”的分类专案中，保留有一

份《关于要注意的台湾人刘呐鸥在南京中央电影

审查委员会就任委员的档案》（1936年9月24日

由上海内务书记官北村英明签发给负责“取缔思

想犯”的警保局长萱场军藏）在这份档案中，刘呐

鸥的主业即为“房屋出租”，而广为后人所知的

“从事文笔活动和电影工作”则只是他的“副

业”。之所以成为“要注意的台湾人”，且被纳入

“不逞之徒”的范围，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透过

某中国人与时事新报（中国的日刊）记者或明星

电影公司保持关系。同时，秘密地和多名可疑的

中国人持续交往，而且专门躲避与在华的台湾人

进行交流。因为其动向相当可疑而予以关注之

际，这次又被任命为以罗刚为委员长的南京中央

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但是，他的“房屋出租”主

业也颇让日方关注。商人逐利的本性肯定不会

容许他抛弃巨额房产随南京国民政府流亡内地，

黄钢在记述中也借一位朝鲜籍同事之口佐证了

这一点。当时金子俊治在上海日军报导部工作，

军衔为少佐，分管谍报班对华宣传和宣传班对内

宣传，权限颇大，电影工作亦是其分内之事。刘

呐鸥以自己在电影方面的专长主动接触金子少

佐，其用意很大程度上是想以此保住自己在上海

的房产。

但金子俊治毕竟只是个军人，真正在电影业

务方面同刘呐鸥打交道的，还是松崎启次。在金

子俊治的牵线搭桥之下，刘结识了正“日夜兴奋

的制作纪录片《上海》《南京》”的松崎启次。这两

部纪录片完全是为了配合日本军方向国内和占

领区民众宣传战况、炫耀“军威”而拍摄的，美其

名曰“文化电影”，分别由龟井文夫和秋元宪导

演。刘呐鸥的主要工作，则是为这两部纪录片的

拍摄尽可能地提供帮助。此事鲜为人知，然而刊

载于日本《都新闻》1940年9月5日（即刘呐鸥殒

命后两天）上的《令人惋惜的刘呐鸥之死——毕

业于青山学院为日中电影界鞠躬尽瘁的俊杰》一

文中，日本“东宝”制片人泷村和男的访谈将此事

披露于天下：“从纪录片《上海》《南京》到故事片

《支那之夜》，在摄影现场得到了刘氏的极大关

照。”松崎启次介绍说，协助日方调查的除了刘之

外，还有其好友黄天始。此时距“七七事变”爆发

仅三四个月，已经有许多人认定刘、黄的所作所

为是汉奸行为。在协助调查期间，时常有匿名恐

吓电话打进刘呐鸥在旅社内的房间，质问他“你

是汉奸吗”。但是，刘却向松崎做出了如下表态：

“汉奸就汉奸吧！什么叫做真正的汉奸，历史会

证明一切！”为了扩大他们所制作的电影的影响

力，刘呐鸥甚至计划配合松崎拉拢朝鲜籍著名影

星金焰下水，最终未能得逞。

刘呐鸥还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电影《茶花女》

事件”的重要制造者之一。他和黄天始一起游说

友联影片公司总经理沈元荫，并提供日方资金援

助，让其成立了光明影业公司，并先后制作了《茶

花女》《大地的女儿》等电影。日军侵入上海后在

虹口的东和电影院设置了电影审查所，宣称只要

这里的审查通过，便给予在日军占领区域内放映

的许可。上海爱国电影人为表明立场，坚决抵制

日军的电影检查行为。然而，《茶花女》拍摄完成

后，刘呐鸥却将一份拷贝偷偷送往日本，于1938

年12月在东宝系统的电影院以《椿姬》为名公开

上映，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日方宣称该影

片是在日本上映的第一部中国片。消息传来，激

起了上海文化界的极大的愤慨。

川喜多长政是日本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要

的电影人。曾就读于燕京大学的他创办了“东和

商事”，在抗战爆发前后制作了《新土》和《东洋和

平之路》两部故事片。川喜多长政同刘呐鸥最直

接的关系，就在于他是“国策映画会社”中华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的日方代表（中方代表是张善琨，

但川喜多是该公司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而作为

制作部次长，刘呐鸥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质上

都是川喜多长政的下属。然而，由于川喜多就职

后一直采取只摄制新闻或纪录片，“如果军方要

求设置宣传电影，我公司就承担；如果是故事片，

那就请中国电影人摄制，我公司来发行”的策略，

无法满足刘呐鸥拍摄故事片的愿望，因此，在刘

当时的同事辻久一眼中，他的工作作风相当消

极。在供职于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期间，刘呐

鸥所做的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仍然是为日本电影

人来华拍片提供帮助。而这部电影，就是一代明

星李香兰（山口淑子）的代表作《支那之夜》（又名

《苏州夜曲》）。根据日本《映画旬报》1940年 1

月1日的记载，1939年12月，“泷村和男、小国英

雄以及确定作导演的伏水修三人奔赴上海，得到

中华电影公司的刘灿波（即刘呐鸥原名——笔者

注）等人的后援，收获了种种素材，还视察了上海

黄浦江、苏州等地，此行圆满结束。”而这也几乎

成了刘呐鸥为“电影事业”作出的最后贡献。

1940年9月3日中午，刘呐鸥和松崎启次、

石本统吉等日本电影人，以及黄天始、黄天佐在

上海福州路六二三号京华酒家商讨纪录片《珠

江》的拍摄计划。商讨结束后，刘呐鸥独自一人

先行离开，在酒家门口连中数枪，不治身亡。关

于其被狙杀的原因众说纷纭，甚至连刺客身份都

无法确定。史东山说刘死于“我们”之手；《国民

新闻》社则一连几天以社论形式要求“彻底肃清

潜伏租界内的蓝衣社暴徒”（美籍学者魏斐德在

其研究抗战时期上海暗杀行为的名著《上海歹

土》中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官方还

是非官方的组织都将反日恐怖活动归在声名狼

藉的蓝衣社的名下”）；然而，刘呐鸥“因争夺赌场

风波，被青红帮暗杀”的说法也颇有市场。随着

时间的推移，也许事情的真相永远都无法浮出水

面。刘呐鸥其人本身就是一个交织着众多谜题

的存在：他的身世，他的国籍，他的职业，他的内

心世界……然而，无论如何，刘呐鸥一生中最后

五年间所经历的那些电影往事，都提醒着我们：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光影流转间还夹杂着

那样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记忆。

19351935--19401940：：刘呐鸥电影往事刘呐鸥电影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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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村，原名徐元渡，曾用笔名方原，为新感觉派重要作

家、翻译家。主要译著有：《菊子夫人》《洗澡》《法国现代小说

选》《六个寻找作家的剧中人》《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与戴望舒

合译）、《意大利小说选》《西班牙小说选》《皮兰德娄戏曲集》

《西班牙小景》（与戴望舒合译）。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鲁滨

逊漂流记》（以下简称“徐译本”）。该译著自1937年3月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以来，一直深受业界和读者好评。徐氏也借此

一举赢得了在文学界的地位和声誉。

《鲁滨逊漂流记》原著作者为被誉为“英国小说之父”的丹

尼尔·笛福（1660—1731）。该著自1719年面世以来，备受欧

美各国读者喜爱。据魏颖超统计，至19世纪末，该著的各种

译本已达700多种；而据笔者粗略统计，单在中国过去的113

年间（1902—2015），该著的各种译本也在100种以上。这样

的译介热潮及传播力着实惊人。而在这100多种译本中，最

受读者欢迎、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徐译本。该书初版卷首有《译

者序》，详细介绍了笛福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成就；内有笛福肖

像和插图一幅；译者对原文中的地点、人名等都做了详细注

解。这部当时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委托

而译介过来的书一举奠定了徐氏在文学翻译中的显耀地位。

他不但凭借对这部世界名著的译介而被人所熟知，而且也将

原著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推向了一个小高潮。该译著出版后

一个月就出了再版本，待1947年2月选入商务印书馆的“新中

学文库”，已是第四版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徐译版本为

什么能够从众多版本中脱颖而出？除了译者本身的文学修

养、翻译水平外，我觉得还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一是版本的独特性。在1949年之前，该著的中国译本有

十几个版本，包括两个文言文版、一个转译本和十多个白话

本。《鲁滨逊漂流记》最早由沈祖芬（初版本署名“钱塘跛少年

笔译”）译介到中国。该书稿译成于1898年，初版于1902年，

定书名为《绝岛漂流记》（讴篴题写），由杭州惠兰学堂印刷、上

海开明书店发行。1905年，由曾宗巩口述、林纾翻译的《鲁滨

逊漂流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6年4月出第二版。1909

年，由汤红绂依据日译本转译的《无人岛大王》在《民呼日报图

画》（6月13日至6月27日）连载。1921年，严淑萍翻译的《鲁

滨逊漂流记》（简写本）由上海崇文书局初版。后又出现顾钧

正、唐锡光的合译本，范泉的缩写本，等等。据李淑玲、吴格非

统计，1931年至1948年间，该小说的中译本已达11种。这些

版本的重版次数也较多，比如，从1931年到1948年，顾钧正、

唐锡光的合译本出了11版，而范泉的缩写本仅1948年就出了

3版。这都说明，在民国时期，《鲁滨逊漂流记》中译本的种类、

版次和印量都是很可观的。在“求新声于异邦”的晚清文化启

蒙运功中，沈祖芬和林纾的文言文版所展现的开创性和对国

人的启蒙价值不可弱视。徐译本的最大特点就是靠近作者思

想，以适当欧化风格，严格保存原著风貌。因此，徐译本都不

同于同时代及此前的诸多版本，他的翻译策略也适应了那个

时代读者对于文学语言的要求。

二是接受语境。自晚清以来，该小说被冠以“冒险小说”

风行中国，其主要读者群体为青年读者、各类学生，事实上，直

到今天，这一趋向依然没有改变。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思想内

容、主题一直被不同时代的读者以各种误读方式不断地改变

着。徐译版刊行的年代，中国青年读者群对该小说的接受热

情依然不减当年。作为以“忠实原著”为特色的徐译本也正暗

合了这一趋势。其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无论1937

年初版本还是后来的1959年修订本，“中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解放”、“同志”、“人民”等这类明显具有意识形态意

味的词语频繁出现在译本中（前者有11处，后者有9处）。徐

氏早年对左翼思想、左翼文学多有接触，其译本中出现的这些

词汇是深受其影响的最好见证。须知，文学创作或翻译面向

“普罗大众”，这不但是那个年代文学发展的主潮，也契合了那

个年代中底层青年读者的情感倾向和阅读心理。

三是出版印刷。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国文学名

著，向以选题严谨、译文质量高著称。自1903年的“说部丛

书”起，该社在外国文学名著译介领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声

誉，再加之，商务印书馆有较为完善的宣传和发行体系，这也

扩大了其译著的影响力。具体到徐译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董事会”和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更是大大推动了该译本在读者

中的传播。另外，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印刷也引领潮流。他们

早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就不断聘请德、美等国家的技术人

才，革新印刷技术，较早跨入了现代出版行业。徐译本《鲁滨

逊漂流记》采用高质量的重磅道林纸（光道林纸）印刷，纸面光

滑，材质厚实，吸墨匀称，字体美观；而且，封面装帧、图书题名

和内页插图，都由相关专家专门设计、题写、制作，这也使得该

译著的品相极富现代气息，深得读者喜爱。

四是翻译策略。徐霞村采用的是异化策略，即尽可能保

持原著语言的风格、结构，充分移植英语词汇、句式，吸收其修

辞方式，虽有欧化的繁复逻辑，但最大程度地保存了译著在内

容和主题上的一致性。在1930年代，文学语言趋于欧化，不

但带有普遍趋向，而且被认为是先进的举措。欧化语法及逻

辑结构被认为是有利于推动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语言的发

展。徐氏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和西方文学语言的特质都很熟

悉。“优秀作家”与“一流翻译家”这两种身份的重合，不但使得

徐译本的《鲁滨逊漂流记》最能接近那个年代文学在语言上的

趋向，而且以他对文学的理解所翻译过来的语言也自然就更

具文学色彩。

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署名“方原”的修订

本。在那个年代，这个署名也是无奈之举。按照徐霞村女儿

徐小玉记述，这部经由作者精心修订的书稿原被定为“外国古

典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种，但到1959年付印时，作者早就被定

为“右派”分子了，因此，他的书就不能被正常出版。后按照出

版社的意见，作者只好放弃了“徐霞村”这个为大家所熟知的

名字，而另拟“方原”和“徐杨”这两个笔名以供出版社选用。

出版社最终选定“方原”，该版本遂得以面世。此后，该版本被

选入多种丛书（比如商务印书馆的“西方名著入门”，人文社的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为开展希望工程而推出“希望丛书”，等

等），或作为单行本又多次再版，截至1997年，单是人民文学

出版社一家，就至少有6版问世。以“方原”署名的1959年版

本及其重印本，与1990年代以来的重新署名“徐霞村”的再版

本，很容易引起认定上的混淆。后来，应译者及其家属要求，

1990年代大部分出版社在重版该译著时都改为“徐霞村”，但

有个别出版社仍然署名“方原”。不过，笔者倒觉得，完全没有

必要改回原名，因为保留原名既可以见证一段历史，也可以凸

显修订本的独特性。

1959年版本与1937年初版本相比，其变化主要有：卷首

有由杨耀民写的长达18页的序；部分地修改了初版本中的欧

化句式，使得修订本中的句式更符合汉语的形式特点；语言在

整体上由原来的相对晦涩趋于明白、晓畅；总词汇量大大增

加。王琴和徐剑曾对这两个版本的语言做过实证性考察，其

数据对比显示：形符之比为116209：108557；标准类符之比为

4414：4163；平均词长之比为1.46：1.43；单音节词、双音节词、

三音节词、四音节词之比分别为：65945：64558、47599：

42215、1832：1313、796：451。形符比初版本超出 7652 个

词，而且，其他各项数据都大于前者，这表明1959年的版本在

用词方面更多元，表意更丰富。语言的这些变化确实可见出

新中国成立之后语言文字改革给当时文学翻译带来的直接影

响，其结果之一就是，民国时期那种由于欧化所带来的语言文

字上的生硬、不规范现象，已经不适合工农兵审美趣味和阅读

习惯了，这样，译者就必须依据最新颁布的普通话标准来规约

自己的译介行为。另外，即便是文学翻译，也必须与新中国的

意识形态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比如，修订本首次出现了“人

民”（3次）、“小资产阶级”（1次）、“同志”（1次）、“解放”（2次）

这类意识形态词汇，而“中产之家”一词由5次减为1次，就很

能说明问题。

1980年代随着大量欧美译著的引入中国，徐译版《鲁滨

逊漂流记》也随着新一轮的译介潮流而得到更大范围的传

播。尽管徐氏于1986年就去世了，但他的译著《鲁滨逊漂流

记》却依然在80年代被认为是最好的版本。1959年的徐译本

被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1982年，人文社重印该版11.8万册。徐霞村去世当年，

该版本又进行了第三次印刷，印量12.72万册。1989年，第四

次印刷，印量亦在10万册以上。在1980年代，单人民文学出

版社一家就重印三次，数量将近35万册。徐译本堪称畅销

书、长销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

最终还要归于语言比较上的优势。在翻译领域，语言晦涩，逻

辑混乱，句法复杂，堪称这一时期译著的三大病症，但经过

1959年以后屡次修订的徐译版本却基本不存在这样的问

题。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徐霞村经常采用把英语中的

长句拆成汉语中的短句，用汉语中的短语、成语指称英语中的

繁复修辞，用汉语的简练、明快风格冲抵英语字母的流动感、

散漫感，用汉语的逻辑、语法和修辞统领英语的时态、语态和

语式。这种翻译中的“归化”策略既保存了原著文学语言的风

味，也最大程度地靠近了中国读者的汉语思维。

199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间，《鲁滨逊漂流记》的中国译本

猛然多起来，形成了该小说译介史上的最高潮。据李淑玲和

吴格非的统计，从1990年至2004年，仅《鲁滨逊漂流记》不同

译本就达85种之多。其实，如果再加上2005年以来的译本，

数量就会更大。自1996年以来，有关这部小说的译者、版本

数量大幅增加，据笔者统计，至少有41位译者参与原著的译

介，至少有36个新版本面世，至少有36家出版社参与新版本

的出版和推介。每年都有新版本问世，译介高潮出现在2005

至2009年间，其中，仅2006年就至少有6个初版本问世。在

可预见的未来几年，这个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因为该著作的

读者群已经进一步定位为中小学生群体，这个群体庞大而具

延续性。译者和出版商都能从中看到商机，经济利益的考量

是出现这股译介潮流的主因，但版本种类的增加并没有减缓

徐译版本在阅读中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比如，1997年人民

文学出版社第6次重版《鲁滨逊漂流记》，印量达到189330

册。再加上其他出版社的各类版本，比如插图本，其印量就

更无法统计了。这又是为什么呢？除了该译著被公认为翻译

领域内的经典之作外，还与两个因素有关。一、这个时期义务

教育在全国全面展开，该版本被定为“新课标必读丛书”，各级

各类中小学都要订阅该书。二、虽然版本种类高达几十种，但

翻译质量参差不齐。我们先对此时期参与译介的人员做个简

要考察：1996：罗志野、郭建中；1997：唐萌荪；1998：缪哲、黄

杲炘；2000：赵龙；2001年：张蕾芳、范纯海、夏旻；2002：马静、

鹿金、义海；2003：胡允恒；2004：筱绮、斯文；2005：刘荣跃、胡

殿义、曾冲明、李智、艾文；2006：高奋、金长蔚、任战、熊况、张

琳敏；2007：王育文；2008：赵宇、石伟；2009：唐萌荪、夏佳宁、

冯雪松、萧羽、郭建中、朱佳怡；2010：吕艳玲、闫晓娜；2011：

邓峰、叁壹；2012：科尼、孙梦霞。由此看，除了1999年外，其

他年份都有一种新版本出现，但从译者身份来看，大多为单纯

从事外文翻译的非名家，精通翻译又深谙文学者甚少，这使得

翻译质量难以保证。相比较而言，徐译本依然是此时期的最

佳译本。

从一些名家的译本（比如郭建中）来看，该时期的翻译语

言更加通俗易懂，转译也很准确、流畅，又一次矫正了80年代

的欧化趋向，在整体上有向着母语规范靠近的趋向。但是，这

种“靠近”徐译本早于1959年就基本完成了，此后半个多世纪

的持续传播，其影响力已经定型。也可以说，徐译本较早进入

且初步完成了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并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实现

着自身增值，其作为“翻译经典”的特质，后来者是无法撼动

的。最重要的是，徐氏是海派代表作家，其在文学界的名声也

盖过后来的众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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