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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的转型

严复，字又陵，福建候官县
（今福州）盖山镇阳岐村人，是
清末民初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
而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

1866年，因父亲去世，严复
中途辍学，一心意图以科举进
入官场的严复，无奈只能放弃
科举。第二年，严复考入左宗棠
兴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
驶技术。1877年，严复被公派到
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
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1879年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
任教。

后来他调任天津，任北洋
水师总教习。在任期间，他颇受
李鸿章器重，但严复志不在水
师，而是希望借李鸿章之东风
进入高层，推行自己的救国方
案。他与李鸿章政见不同，李
鸿章虽爱才，但并未对他委以
重任。以至于严复一腔抱负无
处施展，常抱怨自己“仕途不
顺”。

可谁也没想到，严复最终
的成功不在政治场域或他所长
期从事的海军教育，而在于他
对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思想
与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他所
引介的西学，以及他对中西文
化的思考，成为中国现代思想
的重要源头。诚如哈佛大学教
授史华慈所说：“严复的关
怀……是有意义的关怀，他因
应这些关怀所做的努力，是有
意义的努力。”

时势造英雄。鸦片战争爆
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
东方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于
是，传播西学，师夷长技，成为
朝野之共识。中国最早一批接
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魏
源、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
芳、郑观应等，对译介西书，传
播西方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洋务派创
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
译介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著
作，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
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可是五十年过去了，大清
国力并无长进，甲午海战惨败，
再次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亡的
关头。严复忧心不已，甲午战后
第二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
表《论世变之亟》《救亡论诀》

《原强》《辟韩》等四篇论文，全
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
思想、批判君主专制理论，要求
通过创设议会和提倡西学来挽
救中国。

与此同时，严复精心翻译
了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并
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

《国闻汇编》上刊出。该书问世
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维
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
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
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
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亦称赞
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
一流人物”。

学问精通不易，会通更难。
严复的好友陈宝琛在为他撰写
的墓志铭中曾说：“君于学无所
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弥不究
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
之。”文中的“会通”二字，正是
严复一生思想的核心。他本身
即结合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
现代，以及科学、宗教与伦理
等。

黄克武认为，严复结合中
西的努力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密
切的关系。严复幼年时代研读
中国典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
与赴英留学期间，开始接触西
学，致力吸收西方知识，同时，
并未抛下对中国传统古典价值
的信念。返国后，严复师事吴汝
纶，学习桐城古文，又研习八股
制艺，继而系统地阅读西书，奠
定了中西学问的基础。然而，身
处中西文化接轨的关键时刻，
也让严复一生充满了冲突与挫
折，使他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
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冲撞、拉
扯。

“做”《天演论》

《天演论》的原作者是英国著名博
物学家、生物学家、教育家赫胥黎，他因
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有“达尔文的坚
定追随者”之称。该书的原名“Evolution
and Ethics”，直译应作《进化论与伦理
学》。

王国维就主张Evolution应译为“进
化”，不应译为“天演”，因为“天”在中
文之中有太多的歧义。他也暗示西方
的“进化”指的是自然之演变，与中文
的“天”有所不同。不过，在黄克武看
来，《天演论》中“天”字的重要性与模
糊性或许正是此书吸引读者的关键原
因，因为这本书要告诉读者何谓新的

“天道”，而“天道”一直是士大夫关心的
议题。

在黄克武看来，严复将演变中的自
然力量与人为努力的伦理因素结合，汇
总于“天演”概念之中。换言之，“天演”
一词包含了大自然的演变（evolution）
和其衍生的伦理原则（ethics）。这绝非
传统的“天地人”“阴阳五行”观念之下
具有道德意涵的“天”。“该书书名之转
换实际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涵，也是一
种很高明的翻译手法。”

严复在《天演论》中一方面同意自
然有难以抗拒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发挥
了赫胥黎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观

点，反对将优生学用于人类，同时肯定
伦理原则，主张“人治可以对抗天行”，
最终得出了“自强保种”的结论。“自强
保种”成为《天演论》所传达的最重要的
讯息，并在20世纪初引发了举国疯狂的
阅读潮流。

黄克武分析指出，严复翻译的《天
演论》，引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
法则，带来一种崭新的科学宇宙观，并
鼓舞国人在竞争的世界中自立自强，

“开眼看世界”。胡适以“适”为名，即从
《天演论》的“适者生存”而来；孙中山手
下大将陈炯明，字“陈竞存”，即从《天演
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而来。

除了《天演论》，严复还翻译了其他
有关政治、经济、法律、逻辑方面的七种
著作，这些著作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
版，被统称为“严译名著丛刊”。一直到
今日，严复译著还受到许多读者的欢
迎。

追求“信达雅”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之中
转化了西方原有的观念，因此《天演论》
不仅是一部翻译作品，也可以说是一部
创作。鲁迅曾言：“严又陵究竟是‘做’过
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
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
人。”鲁迅所说的“‘做’过赫胥黎《天演
论》”一语是饶有深意的，《天演论》的一

字一句都经过细心斟酌加工，
是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的结果。

正因如此，近代以来，一种
质疑严复的声音很是流行，即
钱玄同所说严复的翻译“颠倒
原文、淆乱真意”。黄克武对此
有不同的观点：“严复的译文的
确有独特之风格与添加的内容
及按语，使翻译与原著之间有
差距，然而也应该注意到严复
的译本或按语并非完全任意发
挥。以《天演论》来说，首先是译
文与原文在大的段落划分之对
照十分清楚。其次，译文之增添
的部分与严复所下之按语多半
是有根据的。”

翻译是为沟通上的方便，
将一种文字转变成另一种文
字，钱锺书将这个过程说得最
传神，他说这是“化”。基于此种
想法产生的“原著中心论”，也
是翻译里最普遍的处理方式，
根据这一原则，翻译的好坏取
决于是否忠于原著，越忠实于
原著就越好，忠实度越少就越
差。不过，翻译有直译，也有意
译，而后者不一定比前者更不
忠实。例如英文中有一句惯用
语是“Drink like a fish”，字面
上是“像鱼一样喝水”，其实就
是“喝多了”的意思，如意译为

“牛饮”就很传神。
每个翻译家对翻译都有自

己的理解，而严复在译《天演
论》时提出的“信达雅”三个字，
高度概括了他的翻译观点，也
成为业界的金科玉律沿用至
今。

“信”就是精确，翻译一定
要译得很准确，不能将白的变
成黑的或灰的；“达”就是将意
思传递到读者身上，通过作者

“化”的过程，将外国的思想、观
念传送到读者的思想中。“信”
跟“达”是不同的概念，两者可
以兼顾，但也可能有相当多内
在的矛盾，也就是说，有的时候
翻译作品能够“信”，但是不一
定能“达”。例如，很多翻译的书
看起来好像很准确，意思却都
不易看懂，读完以后往往让读
者不知所云，这就是“信”而不

“达”，直译的作品常会有此缺
陷，比如鲁迅的翻译作品多用

直译。“雅”亦即用
典雅的文字从事翻
译工作。不过，这也
受到质疑。若原文
俗鄙，又如何翻译
成典雅风？原文是
很俚俗的文字，就
须粗陋，才算是准
确 的 翻 译 ，这 时

“信”就可能比“雅”
来得重要。所以，

“信达雅”是动态辨
证的关系。

严复的翻译工
作在中国近代史上

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在他之前，
国人所译的西方著作主要是
宗教与技术方面，或是经由中
西合作，或是转译自日文，这
些著作的译笔较为生涩，往往

“纰谬层出，开卷即见”，结果
“读译书者，非读西书，乃读中
土所以意自撰之书而已”。严
译西书的数量虽然不多，只有
几种，但皆为经典作品，文字
典雅，出版之后甚获好评。近
代史上许多名人，甚至能通篇
背诵严复的译文。

以往中外学界对严复启蒙
角色的诠释，多受到史华慈的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
的影响，强调严复对西方富强
观念的引介，是近代中国追求
现代化的动力。在《笔醒山河》
中，黄克武则将严复启蒙思想
与他对西学的译介结合在了一
起。“严复的翻译策略是一方面
引西入中，另一方面援中解西，
因此严复的启蒙工作可以被定
位为在文化自觉的意识下从事
中西思想的交融互释，而在此
过程中严复充分反映出翻译西
学、接引西方现代性的主体性
思维。”该书以“笔醒山河”为
名，正是有意凸显严复在启蒙
方面的原创力与重要性。

《笔醒山河：

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

黄克武 著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严
复

开
眼
看
世
界
以
笔
醒醒
山山
河河

在中学教科书上，“严复翻译《天
演论》，开启民智”是个重要知识点。
120多年过去了，《天演论》的观点似
乎不再新鲜，里面的文字表述也与现
代人的阅读习惯渐行渐远，但严复掀
起的那股思想浪潮依然令人闻之心
潮澎湃。

黄克武是当代研究严复的大家，
他的新作《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
人严复》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出。三十多年来，黄克武访求严复
史迹，搜求严氏佚文，研编严氏文集，
精研严氏生平思想。这部积三十年之
功写成的传记，再一次将人们的视野
拉回到中西文化接轨的关键时刻，看
启蒙先驱如何笔醒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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