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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的英译与英“易"
——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看庞德对“中式美"的重塑

袁子越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庞德在翻译《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过程中准确地把握了作者的创作思想．译诗通过对诗歌

中意象的创造性重塑，成功地传递出原诗的意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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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古典诗歌是汉语语言文字最美的组合方

式．汉诗最独特的美在于生动空灵的意境和余音绕

梁的韵味，然而，这种美也是在翻译中最易丧失的

特点，【1聊汉诗的英译好坏与否，取决于译者的审美

能力和英语文学修养。美国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伊

兹拉·庞德(E撇P0und)与中国古代诗人李白、王维

等人的审美情趣非常相似，汉语诗歌中简明清新的

意象非常贴合庞德的诗歌创作理想。20世纪初，庞

德以对中国文学的极大热情，先后翻译了数十篇中

国古典诗歌．出版了给英美诗坛带来巨大影响的

<华夏集)。意象派和漩涡派诗歌运动的发起人之

一——庞德翻译《华夏集》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传递

中国文化．而是为了往华靡繁冗、缺乏生气的维多

利亚诗歌中注入新鲜血液．极力主张以汉诗的写作

特色丰富、优化英语诗歌创作。因此《华夏集：》中的

作品颠覆了传统的翻译方式，不过分追求字面上与

原文的一致，而是多以庞德所偏爱的改写方式进行

“再创作”。田112由于翻译《华夏集》时庞德不懂中文，

只是借助费诺罗萨(Emest Fransico FenoUosa)的手

稿进行翻译创作，其中也存在着不少误读。然而瑕

不掩瑜，《华夏集》仍是一部获得普遍好评的佳作。

通过对《华夏集》中一首中国入耳熟能详的七绝《黄

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译文研读，可以看到庞德

的创作性翻译对中式意象和中式美感的重塑。

李白创作《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时刚出四

川不久，诗名尚小，与当时已经名满天下，自己亦仰

慕多时的孟浩然相识并同游江夏(今武昌)等地后

在黄鹤楼告别。见好友离去，李白思绪万千，隧写下

千古名篇、送别诗中的经典《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李白原诗与庞德译作分别摘录如下：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1．Ko_jin goe8 west如m Ko—kaku—r0，

2．The smoke—nower8 aI．e bluITed over tlle river．

3．Hi8 lone阻il blot8 tlle k sky．

4．a And now I see oIlly tlle river'

4．b ne longⅪang，reaching h翰ven．①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遣词通俗易懂．全诗

没有一个忧郁的字眼，却能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怅然

若失的情绪。这种含而不露的意境美庞德感悟得很

透彻。译文的选词和构造尽可能地与原诗保持一

致，即使为了满足西方读者的理解需求而做些更

改，也会重新构造出相应的饱含“中式”美感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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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使读者感到审美满足。

二、“中国化”的模仿

作为～名意象派诗人，庞德对于英文诗歌的创

作主张模仿汉语诗的“意象并置”模式，进行翻译时

更是用心良苦地保留其中原本的意象美。“模仿是

审美再现的基本手段，翻译尤然”，【邛11《黄鹤楼送孟

浩然之广陵》的译文中就包涵了很多这样的模仿。

(一)“音”的模仿

诗歌中的“长江”译成了“riverⅪanr、“river

long瞄肌g"，这里的“Kiang”和第一句中的“故人”

——“Ko．jin”，“黄鹤楼’，_一“K0-kaku_m”一样，分别
是这些汉字的日语读音。汉字是在3世纪左右传入日

本，最初的日语极力模仿汉字的中国原音，问丌因此这

样的处理无疑使得译文在读音上更加忠于原诗。

值得一提的是．费诺罗萨在手稿中注明了“故

人”是“old acquaintance”，而庞德摒弃了平淡的原

意，把“Ko—iin”这个具有异国情调的文字符号放在

开头，这样既符合诗歌的音美，又有对此意象的强

调作用。此外，关于“黄鹤楼”的诸多典故，如“驾鹤

仙去”，“人去而楼存”，。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

黄鹤楼”等与故人分离的深远情调，对于没有相应

审美体验的西方读者而言．这种文化韵味无法通过

字面的“Yell删Cr明e Tower”⑦来传递。因此“黄鹤

楼”不可译。于是庞德选择用与“Ko_jin”押上头韵的

“K0一kaku—ro”代替“黄鹤楼”，既能使读者从中获得

“地名”的信息，又以神秘悦耳并充满异域风情的新

意象弥补了损失的内容．帮助读者从“黄鹤楼”的意

美转移到它的音美．从另一个角度充分领悟原文的

美感。

同样是“长江”(“river Kiang”)，庞德在翻译第4

句“唯见长江天际流”(“And now I see only t}le riv-

er’tIle long Kiang，reaching Heaven”)时，却加进一

个形容词“lon矿(长)，来突出路途的漫“长”修远，其

意境正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添一种离别时分的深深惆怅和复杂思绪。庞德对

诗歌的理解，穿越了文字的障碍，直接而准确地抓

住原诗的精髓和诗人想要表达的感情。所以叶维廉

曾赞叹他“总能仿如神助，凭借其超凡的洞察力直

达原作的中心。与原诗的作者达到心神的契合”。@

(二)“词”的模仿

译作中备受称赞的一笔是“烟花三月下扬州”

的“The smoke—nowel暑alle blun-ed over tlle五ver”o

原诗的主导意象是“扬州”，而“扬州”包涵了太多在

翻译中会丢失的中国文化信息，于是庞德放弃了不

可译的“扬州”(原因将在下文中仔细探讨)，将主导

意象改为“烟花”。“烟花”在英语中没有对等的词

汇，诗中的意思是指花团锦簇的暮春景色，这是庞

德不忍改创的意象，于是他直接将“smoke”(烟雾)和

“nower”(花)两个意象并置，创造了一个原本不存在

的英语词汇“smoke—nower”，从而将原诗中那种“花

开浓艳如烟似雾”的意境精炼而准确地传达出来。

与此相似的还有最后一句“tlle longⅪang，

reaching Heaven”，打破了传统的英语语法限制，略

去一切无实意的词，完全模仿汉语原诗将“长江”和

“天际”两个形象单独并置。这样的模仿既复制了原

诗中的审美信息。又符合英语意象派诗歌的审美理

想。庞德翻译汉语诗歌的匠心独具正如“把自己变

成作者的第二个我”。嘴原作的意境和作者的思想
感情感同身受一般地表达出来。

(三)“画”的模仿

汉语诗歌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推崇“诗

画交融”的境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有着

很强的画面感：诗人站在岸边目送友入乘舟远去，

孤舟渐行渐远，慢慢消失不见，而诗人还伫立在原

地看着长江水滚滚而去。

中国画提倡动静结合，原诗中既有动态景观，

如“孤帆远影”、“长江”；也有静景，如“黄鹤楼”、“烟

花”、“碧空”，而在译文中“烟花”(“s毗!：一_nower”)变

成了动景。在江上逐渐模糊远去，正如做水墨画时

的“铺水接气”，使景物“烟雾迷蒙，若即若离”，嘲
而原诗中逐渐远去的“孤帆”却变成了静景，“his

lone sajl blots tlle缸sky”，故人的“孤帆”已经变
成了一个小点，点缀在遥远的天际，如同水墨山水

中的“点景人物”，以“点色”的手法塑造出空灵而生

动的形象。I骝如此动静结合．避免了审美对象的缺

损，译文也同原文一样意境深远浪漫，意象简洁明

了，视觉清晰，画面感极强，情景交融，诗画浑然～

体。此外。庞德的译文中舍去了原诗中仅有的两个

颜色词：“碧空”的“碧”和“黄鹤楼”的“黄”字，无色

彩的选词更加贴合中式水墨的画境。

三、“西化”的改写

庞德将题目拟为“Separation on tIl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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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ang”，直译成汉语是“长江上的离别”，从字面上看

背离了原诗．但这种处理方法未尝不可，一方面可

以让西方读者直观地了解到整首诗的大意，有概括

和阐释的作用；另一方面，若真逐字译成英文，必会

造成西方读者的困惑——题目中四个实意词有三

个是完全不知所云的地名和人名，“黄鹤楼”、“孟浩

然”、“广陵”都需要另外加注(尤其“广陵”需要解释

为扬州的古称)。庞德创译的诗名明确而通畅，并在

风格上忠于原题清晰明了的特点。

原诗是一首精炼的七言绝旬．译作也是一首寥

寥数行简明整齐的小诗，基本上使用抑扬格写成，4．

a行押尾韵，同时和4．b行的“h明ven”押半韵。译作

中并没有出现韵式的对应，一方面是因为庞德本人

对汉语读音韵律并不精通。另一方面庞德极力反对

当时盛行的繁复修辞和华靡辞藻的维多利亚诗风。

提倡用简洁的自由诗体和清晰明确的意象来传递

美的信息，因此翻译诗歌时主要致力于保留并重塑

原诗的情感．而不在表象。

(一)“背叛”的改写

第一句中的“goe8 west”常常被视为一处误译，

因为“西辞”应该是“辞了西边”，向东而去，而不是

去往西边。可能是费诺罗萨的手稿中就已存在理解

偏差，但也不能排除庞德从表达效果和读者的审美

经验考虑。为一首送别诗渲染惜别的气氛。在当时

的英国和美国，西部都是荒凉萧条的所在，朋友去

往西边．当然更添挂念与不舍。庞德领悟了原诗的

审美信息特征，大胆地背离了原意，直接表达出作

者的离情别绪和复杂心情。

。在翻译过程当中。有些东西是肯定会被遗失

的(或者被获得)，译者只可能表达出原意的一部

分．从而‘背叛’了作者的本意。”睇第二句中的主导

意象“扬州”便是这样一个无法避免被遗失的东西。

“烟花三月下扬州”曾被清朝文人横塘退士誉为“千

古丽句”，诗中的“三月”是公历四月，而暮春正是扬

州最美、最有诗意的季节．“三月扬州”带有极强的

互文性：它象征着满城的林园亭榭、寺观画舫、酒肆

茶馆、花街柳巷、烟雨楼台，有“春风十里扬州路”，

有“十年一觉扬州梦”，有“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还有“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其间的繁华、

风流、温婉、多舛一直是中国文人墨客“江南情结”

的审美首选。如果将“扬州”直译成地名，会显得整

旬平淡无奇，肖0减西方读者的审美体验，而如果将

“三月”直译成“March”则与诗中的时节不符，若译

成“April”则需加注，也不是上策。庞德选择略去这

个意象，索性将“三月”和“扬州”统统避开。巧妙地

换用“ne smoke—nower blu丌ed over tlle river(烟

花在江面上逐渐变得模糊)”创造出一种“一路的繁

花锦绣随着故人、随着江水，渐行渐远，慢慢模糊不

清消失不见”的临别意境。用斟遗失了关于“扬州“的

绮丽联想，却也帮助西方读者成功地避开审美障

碍，以重新塑造出的离情别绪实现了审美的移情作

用。嘲
(二)“忠实”的改写

最后一句“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译文，从主体意

象的传达上来看。几乎与原文字字对应：“唯见”
——。see only”，“长江”——“river”、“long鼬aIlg”，

“天际流”——“reaching heaven”，但是译文添加了

表示时间的“and∞w”和主语“I”。并将一句诗拆成

了两句，完全背离了原诗的形态结构，这并不是译

者天马行空的任意改写．而是有意为之。尽管庞德

提倡意象的独立并置。但从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来

看，省略主语和时间状语不免引起困惑。因此加上

“and咖w I∞e”使之与上句衔接自然。译作没有与

原文完美的对等，只能是译者对原作的一种理解，

一种阐释。郾驾在这句诗的处理中，庞德以诗人的敏

锐感捕捉到诗人的意图是在于以长江的滚滚逝水

寄托惜别之情，因此用“river”和“long Kiang”重复强

调了这一审美意象。然而若是为了和原诗“形似”而

将其整合成一个长句，不仅与全诗的节奏不协调，

还违背了庞德简明精确的创作理想。因此。将“唯见

长江天际流”分译成两个短句，以鲜明而准确的意

象表达出作者所寄予的情感和意境，也不失为一种

很有创造性的阐释。

四、结语

译诗sep啪tion on tlle River Ki锄g尽管与《黄

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意象美不尽相同，却通过

创作性的重塑将“诗意”和情感准确地传达出来。如

不考虑原诗。庞德的这篇译文是一首自由体英文小

诗，风格简约自然，带有浓厚的中式风情，而西方人

读来也琅琅上口，易于理解，是一篇很有美感的意

象派诗歌。

由于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任何一个译者都无法

提供一个与原文完全对等的完美“定本”，“他只能

给读者提供一个尽可能接近原著的本子”。嘲1西像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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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这样在翻译过程中以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为本体，

对原文意象做出大胆的修改与重塑，尽力弥补文化

缺损以再现原文文学美的译者，在两种文化的交流

中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庞德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送元二使安西)、

‘送友人>、‘送友人入蜀>编在一起，并起了一个总标题。四

首离别诗”(FoIIr PcHer啮of Departure)。本文中的译诗摘自

祝朝伟．构建与反思——庞德翻译理论研究【M】．上海：译文

出版社．2005．

②选自许澜冲教授的同一首诗的英译。参见许溯冲．翻译的艺

术【明．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③转引白Ⅵrei哉m Yip&m PD啪zj c鼢％蹦nce眦
PrinceIon I】IIive墙ity P脚，1969，第88页．

④转引自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逢：伽达瞅尔哲学思想

研究咖．上海：三联书店，200l，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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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3条)

1.期刊论文 纪艳 翻译理论和翻译目的对译作的影响——兼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两种英译本 -海外英语

(中旬刊)2010(10)
    许渊冲和庞德两住文学巨匠,都对汉诗英译作出了极大贡献,许渊冲译诗以"形音意"三美为原则,以弘扬中国文化乃至发展世界文化为目的;庞德为了

实现诗歌的现代化和民族化则提出了阐释性翻译.文章通过对他们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英译本的比较分析,得出译者的翻译理论和翻译目的是造成

不同译本的主要原因.

2.期刊论文 谢丹.XIE Dan 语势与取势:庞德《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译诗研究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0,27(1)
    庞德<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译诗以语势为尚,在音象、义象、形象上取势:译诗在音象上,频繁使用流音、鼻辅音、摩擦音、长元音、双元音,特别

是/(e)u/音,舒缓低沉;注重元韵、头韵,富于韵律感.在义象上,频频偏离原诗语义;动词丰富,具体而富有动感.在形象上,创造性翻译意象;突出江河意象

;省略时间、地名意象;感情含蓄蕴籍.

3.学位论文 党莉莉 翻译策略选择的目的性——许渊冲与庞德中国古诗翻译策略对比研究 2006
    通过考察庞德与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他们的中国古诗翻译实践及相关研究，不难看出他们一方面由于各自卓有成效的中国古诗翻译而蜚声世界，另

一方面又由于各自极富个性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而颇受争议。单就两位译家的中国古诗翻译策略选择而言，他们的倾向就大相径庭。而对于他们为什么选

择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学者们更是各抒己见。总结这些学者们的观点，一方面，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也注意到庞德与许渊冲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另一

方面，很少有人从翻译目的的角度来系统研究两位译家的中国古诗翻译策略。然而，目的论作为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行

为，尤其是翻译策略的选择，从而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且为本研究从翻译目的的角度分析庞德与许渊冲的中国古诗翻译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此，本研究以目的论为根据，通过对庞德与许渊冲中国古诗翻译策略的对比研究，力图从翻译目的来解释庞德与许渊冲在中国古诗翻译实践中选择

不同策略的原因。

    本研究包括六部分。第一章引言部分是对本研究的背景，意义及论文整体框架的简述。第二章是文献回顾，文献回顾部分主要从庞德与许渊冲的翻

译理论与其各自的中国古诗翻译实践两方面进行。而在第三章，即理论基础部分，首先是对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的筒略回顾，紧接着是对目

的论主要观点的阐述，之后是对关键词的界定。第四章是具体的研究过程部分，也是本研究的核心部分。在该部分，研究问题被一一列出；具体的研究

方法和分析过程得以描述。第五章是结论部分。最后是本研究的参考文献列表。

    在目的论的关照下，通过对许渊冲与庞德在《送友人》、《登金陵凤凰台》、《青青河畔草》、《采薇》、《玉阶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渭城曲》/《送元二使安西》、《长干行》八首其原诗和译诗都具一定代表性的译诗中采用的翻译策略的对比，本研究发现两位译者中国古诗翻译

策略的选择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正是由于各自不同的翻译目的，许渊冲和庞德在翻译中国古诗时选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就许渊冲而言，由于他把繁荣

世界文化作为根本目的，他致力于在译诗中实现“三似”，传达中国古诗的“三美”，从而实现“三之”，进而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具体而言

，他的译文尽可能保留原诗的意象、对偶、起承转合、反衬、句长、重复、叠音词、平仄、音步、尾韵以及丰富的内涵等，他的翻译策略因而更倾向于

异化。相比之下，庞德作为意象主义领袖则把反抗腐朽的维多利亚浪漫主义遗风以实现美国诗歌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作为根本目的。他试图借中国古诗翻

译宣扬意象主义从而对美国诗歌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有所贡献。为了发扬意象主义诗学，庞德运用了意象并置，特定的排版方式，“绝对节奏”和“自由

诗”等意象主义原则来翻译中国古诗。从而忽视了诸多构成中国古诗“三美”的特征，他的翻译策略因而更倾向于归化。

    本研究的意义因而在于：首先，本研究对许渊冲与庞德的中国古诗翻译策略进行较为详细的调查；其次，本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两位译家的中

国古诗翻译策略；此外，本研究有助于对两位译家的诗歌翻译做出更全面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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