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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史概略

中国历史上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记载，各诸侯国之间很多是“货币不

通，言语不达。”而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哲学思想、法学、科学、文字、艺术

等都处于突飞猛进繁荣发展的时期。可以想见当时的翻译活动是很活跃的

中国最早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载见于《周礼》和《礼纪》。《礼纪.王制》中曾提到

当时对翻译的称谓：“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 ，北方曰译。”寄者，乃“言传寄外内语言”；象者，“言放（仿）

象外内之言”；者，“知也，谓通说外内之言”；译又同“易”。因“译”专“事北方”，

而“汉世多事北方”，所以四者皆统称为“译”，后又与“翻”连用流传至今，这便是

“翻译”一词的由来。

纵观整个中国翻译史，虽烟海浩荡，然洋洋大观的三次翻译繁荣时期若三座大

山赫赫其间，光辉夺目。这三次翻译的高潮标志着中国翻译事业的繁荣程度和译学水

平，是中国翻译史的主线。

1. 《佛经》翻译时期

《佛经》翻译时期自六朝佛教传入中国始，至隋唐达到极盛，绵延至宋代，历经

约十个世纪，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一.前期：发展阶段。

中国的翻译事业在西汉时期已初具规模，设立有专门的传译机关，有人开始翻

译佛经。东汉明帝时期佛经传入中国。桓帝时安世高将梵文《明度五十校计经》译成

汉语，一般认为这是佛经翻译的正式兴起。至符秦时代开始出现译场，有官有私。尤

其道安主持译场时，使佛经的翻译又进一步。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有鸠摩罗什和真谛。鸠摩罗什（Kumarajiva）

（344-413），天竺（今印度）人，与弟子僧肇等翻译了大乘经典《金刚经》、《法华经》

等共 74 部，384 卷，译文传神。真谛（Paramartha）（499-569），印度人，译经以大

乘瑜伽宗为主，共译《摄大乘论》等经论 49 部计 142 卷。

二.高潮：极盛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擘玄奘的出现，为佛经翻译添上了最为浓重的一

笔，使佛经翻译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玄奘（600-664），本姓陈，名 ，河南人，十三岁出家，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

（高）僧，家喻户晓，中外闻名，与鸠摩罗什和真谛一起被誉为历史上的三大佛经翻

译家（也有将不空，一说义净，列上并称四大译师的），而玄奘理所当然地推为大家

之首。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西去印度取经，途径 16 国辗转五万余里历时

4 年到达印度，留印十七年研讨佛学，成就斐然，名震五竺，誉为大师。玄奘在中国

翻译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三：一创翻译数量之巨。玄奘从印度取回梵文经典 657 部，十

九年间共译出经论 75 部共 1335 卷，实乃空前之举；二开佛经翻译新译之先。玄奘译

风严谨，文笔精练，将翻译的标准与意译、直译等重大问题在其实际译作中得到空前

的完美体现。他深谙佛理，精通华梵，翻译时采用了多种技巧如补充法、省略法、分

合法、变位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佛教史将玄奘译经称为“新译”，其前

则称为“古译”与“旧译”；三立佛经翻译译场之制。玄奘主持译经院以来，使译场

的组织机构更趋严密，设立了十一种职司（原先只有八种），分工明确，保证了译经

的质量。尤其证义证文在先，然后缀文、刊定、润文，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进行规范。

这次佛经翻译高潮对中国古代社会各方面带来巨大影响。经佛经翻译，佛教教

义传遍华夏：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佛教的哲学思想、故事传说及文学风格也渗透进

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思想、文学创作等中，如在老庄哲学的玄谈、玄言诗以及唐代王

维、白居易等人的诗、魏晋唐代后的变文、小说、戏剧中都可看到佛经的思想和文学

风韵。佛经翻译还给语言文学等带来深远的影响。佛教的经论给人们的思想及语言词

汇注入新的内容，“四大皆空”、“万行无常”、“诸法无我”、“涅 寂静”、“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轮回”等均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汉语词汇中的“世界”、“刹那”、

“五体投地”均来自佛经，使用至今。甚至汉语的语法句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佛经

翻译的影响，从此汉语开始出现宾语提前的倒装句式及提挈句式等。

2． 启蒙翻译时期

明神宗万历年间，大批西方耶苏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从此揭开了中国翻译史上

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序幕。这次翻译时期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民族危亡，“西学东渐”，

导致中华民族第二次吸收外来文化的高潮的兴起，第二次翻译繁荣时期便孕育其中。

这次西学翻译时期根据其思想文化内容也可以称为启蒙翻译时期，自明末始，至新文

化运动止，历时三百多年，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一.前期，即科技翻译阶段。这一阶段始自明末，止于鸦片战争。

这个时期的翻译也是以宗教（天主教）的翻译开始的，但很快转以介绍西方自

然科学为主。

最早的翻译者多为来华传教士，有数十人之多，译著成书多达 300 余种，自然

科学类占三分之一。这些翻译者中最为著名者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

德国人汤若望（Ｊ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意大利人罗雅各（Jacobus Rho）

及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nand Verbiest）。

中国的翻译家当时最为杰出的是著名学者徐光启（1562-1663），他与利玛窦合

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即平面几何部分）及《测学法义》，编译了《大

测》二卷及《割圆八线表》即三角函数表，与意大利人熊三拔（Sabbathinas De Arsis)

合译了《泰西水法》六卷。1607 年刊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标志着这一翻译阶段

的正式开始。

徐光启的翻译是有其明确思想意义的。一句名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

之前，必先翻译”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翻译的主要特征：忧国与科技翻译。

二.高潮，即西学翻译阶段。

鸦片战争后，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象潮水一样涌入中国，而中国先进的有



识之士也奋力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其中包括洋务派、维新派及革命派等各派人士，

历史进入第二次西学东渐时期，由此导致翻译活动的重新兴起。

与一百多年前这一启蒙翻译前期相比，这次翻译高潮的到来有以下几个特点：1.

来势迅猛，发展强劲，影响深远；2.宗教翻译退出历史舞台；3.科技翻译的内容逐渐

倾向于政治思想及文学、哲学等方面；4.曾有外籍人士参与译事，“继起者则均国人”

（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5.涌现出一位在中国翻译史上影响极大的翻译及译

论家，成为这次翻译大潮中更为耀眼的巨擘领袖人物。

徐光启与利玛窦仅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李善兰与英人伟烈亚力合译的《几

何原本》后几卷（数论及立体几何部分）则标志着这次翻译高潮的起始，尽管这同一

著作的两次译完相隔了 250 年。

在这次翻译高潮中成就最大、对后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清末著名新兴资产阶级启

蒙思想家严复。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77 年赴英留学，回国后任北洋

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等职。他的译著主要收集在《严复名著丛刊》、《侯官严氏丛刊》

中，多为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C.L.S.Montesquieu）

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宾塞尔（H.Spencer）的《群学肆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等。他还翻译过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欧克斯

的《社会通诠》、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严复是将资本主义的经典著作系统地引

入中国的第一人。

严复最大的成就是他对中国译论的巨大贡献，他是古今翻译标准之说之集大成

者。中国翻译史上存在有译者无论、论者无译的现象。而象严复这样既是翻译大家，

又是译论巨擘，理论与实践并重，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可以这样说，严复的成就标志

着本次翻译高潮的最高水平，为这次翻译繁荣时期，也为迄今为止的整个中国翻译史

和译论史添上了最为浓重的一笔，名贯古今无有超越出其右者。

严复的翻译相当严谨。他选材精当，尽译代表当时西方新思想的社科名著。严复

翻译谨慎，字字用心：“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奥衍之处，非三

易稿，殆不可读。”特别是从他的那句“一名之立，旬月踌躇”，更可见其译风之一斑，

为后人树一楷模。

其时还有一与严复同时代齐名的大翻译家，即林纾。康有为曾有诗云：“译才并

世数严、林”（《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

林纾（1852-1924）与严复同乡。林纾属于不懂外而译外，因此他的翻译依他人

口授，全部以意译译出。尽管如此，他的翻译仍属上乘，颇得赞誉，此全仰赖两点：

1.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学的深厚功底；2.坚持“原作如是，不能不存其真”即忠于原著

的精神和情感的投入：“且泣且译，且译且泣”。严复曾赞其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林氏译出欧、美、日等国文学小说 179

种，字数 1200 万，可称为近代翻译史之最。其中影响较大者有：《茶花女》、《伊索寓

言》、《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Gusoe）、《海外轩渠录》（Gullver's Traverls）、

《 英 国 诗 人 吟 边 燕 语 》（ Tales from Shakespeare ）、《 块 肉 余 生 记 》（ Dalid

Copperfield）、《贼史》（Oliver Twist）、《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Babin）、《魔

侠传》（Don Quijote）、《亨利第五纪》（Henry V）等等。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严复与林纾首开中国翻译史上社科与文学翻译先河，突

破了翻译囿于宗教与“天算技艺”的狭窄天地，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繁荣时期



极为精彩的一笔。

3. 现代翻译时期

从一九一五年开始在文化领域兴起一场反对尊孔复古、倡导科学与民主、提倡

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翻译史第二次繁荣时期的结束，直接进入

绵延至今的第三次翻译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特点是开始用白话文进行翻译，从而结束了用文言文或半文半白

的语言进行翻译的漫长历史。

一.前期：兴起阶段

前期阶段自新文化运动始，止于一九四九年。

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有两大特点，一是翻译内容开始进一步拓宽，除科技、哲

学思想著作外，更主要以文学作品为主，包括小说、戏剧、散文甚至诗歌等，很多作

品译自东欧及北欧诸国弱小民族；二是文学家参与翻译者众，名家辈出，很多译者原

本就是著名作家，而不同作家又参与不同的文学社团，如新青年社、新潮社、文学研

究会、创造社、新月派、左联等，这样众多文学社团在这三十余年的翻译兴起时期扮

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中国翻译发展史上的一大景观。

这个阶段涌现出一批优秀翻译家。

鲁迅的翻译活动横跨启蒙与现代两个翻译繁荣时期，共翻译了 14 各国家近百位

作家 200 余种作品。鲁迅的翻译活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

五四运动之前的翻译初期，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

旅行》及雨果的《随见录》中的《哀尘》。1907 年与弟周作人合作翻译了俄国、捷克、

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希腊等国作品并于 1909 年编印成两本《域外

小说集》，仅售出 41 本。

五四运动至 1927 年的翻译中期，以译东欧、北欧以及日本作品为主，内容包括

文学及文艺理论著作，如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保加利亚作家佐

夫、芬兰女作家明娜.亢德和亚勒吉阿、德国尼采、日本夏目漱石、森欧外、有武岛

郎、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厨川白村等人的作品和著作。

1927 年以后的翻译后期，也是鲁迅的翻译高峰期。这个时期他翻译了卢那察尔

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法捷耶夫的《毁灭》，

奥地利女作家至尔.妙伦的《小彼得》。鲁迅最杰出的译作为一生最后所译的果戈理的

长篇小说《死魂灵》。

鲁迅的译作强调“直译”，以信为主，“宁信而不顺”，为的“不但在输入新的内

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二.发展阶段

“文革”前的翻译工作基本上是在统一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翻译工作受到政

治运动越来越严重的冲击，60 年代一场长达 10 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浩劫

将翻译工作彻底拖进了死胡同。

1984 年前后，中国翻译事业恢复工作基本完成，重新开始了新的现代翻译的繁

荣历史时期。最突出的，一是口译以及同声传译获得空前的长足发展，这与对外开放

的需要和国民外语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关；二是电脑翻译的突破性进展，显示出极其广

阔的发展前景。而 1984 年之前翻译恢复时期出现的赶译、抢译、滥译的现象逐步得

到遏制和正确引导。



西方翻译史概要

西方翻译史曾有过五个翻译的繁荣时期，构成整个西方翻译史的一条主线。概

要了解这五个翻译的繁荣时期，就可以大体把握住西方翻译发展史的概貌。

1．古希腊罗马文化翻译时期

这是西方翻译发展史的开创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古代翻译活动活跃、繁荣的一

个时期。这个时期希腊开始衰落，于是在正在兴盛的罗马便掀起翻译希腊作品的高潮。

公元前 250 年，罗马诗人李维.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将荷马史诗的《奥

德赛》（Odyssey）译成拉丁文。这是有文可考的西方第一部译作。涅维乌斯（Eaevius）

和恩尼乌斯（Ennius）则将大量希腊语戏剧作品译成拉丁语。此三人历史上称为罗马

文学的三大开山鼻祖。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还有其后的普劳图斯（Titus Maccius

Plautus）、泰伦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等。

这一时期的翻译主要以用拉丁文翻译古希腊文学作品为主，从而促进了古希腊

文学对罗马文学以至整个欧洲文学的巨大影响。

2．《圣经》翻译时期

在西方翻译发展史上，《圣经》（Ta Biblia）的翻译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圣经》的翻译很早就开始了。公元前二世纪阿基拉（Aquila）即将《旧约》

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新约》还被译成古叙利亚语（Syriae），古埃及的哥普特语

（Copto）、埃塞俄比亚语、哥特语等

公元三至四世纪希腊文的《圣经》被译成拉丁文，将《圣经》翻译活动推向高

潮。在各种译本中，尤以杰罗姆（St.Jerome）等人受罗马教皇达马苏斯（Damasus）

委派于公元 382 年至 405 年根据《新约》全文所译拉丁文《通用本圣经》（the Vulgate）

质量上乘，成为定本即天主教所承认的唯一《圣经》文本。杰罗姆的翻译注重理解，

一扫其它译本基本上是逐词翻译的“词对词”译法，而是“意思对意思”，注重保持

原意。随着教会势力的加强，《圣经》的翻译高潮一直持续到公元六世纪左右。公元

四至五世纪《圣经》全部译为拉丁文后，又被译成各国语言。巧合的是，这次《圣经》

的翻译高潮时期略早于中国《佛经》的翻译高潮时期，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却不是

偶然的。

在此之后，《圣经》的翻译断断续续又延续了十多个世纪。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于 1522

年发表的《新约》德译本首次使用民众的语言翻译《圣经》，对德语的统一和现代化

功不可没；威廉.廷德尔（William Tyndale）的《新约》英译本是《圣经》的第一个

英译本；西班牙的卡西奥罗.德雷娜（Casiodor de Reina）1568 年发表的《圣经》

西班牙译本及其校订本是流行于西语世界的主要西文版本，影响颇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611 年出版的钦定英文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of

1611 或 The Authorized Version of the Holy Bible）是由英王詹姆士一世组织译

成的，可供教堂内诵颂。钦定《圣经》根据原文并汇集诸蓝本包括拉丁文译本及各种

英译本之精粹，语言优美、地道，享有“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盛誉，成为英语国家

一直共同使用的经典《圣经》译本，对现代英语的发展功不可没。

3．文艺复兴翻译时期

公元十四至十六世纪由于古希腊罗马典籍作品手抄本的发现，使古代世界的希

腊、罗马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和发掘，以达到复兴古代文化的目的。自此欧洲终于冲破

中古世纪封建教会的禁锢和压制，进入文化繁荣的新时期。在这个发生巨大变革的时

期，西方翻译活动也出现第三个繁荣期。这一次翻译繁荣时期以用各国语言翻译古希

腊作品为基本内容，同时涉及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领域，可以用十六个



字来概括：来势迅猛，发展迅速，内容深刻，影响深远。

这个时期的翻译活动基本分为两个阶段。

一.前期阶段

早在公元九至十世纪，巴格达(Baghdad）便以“翻译院”闻名遐尔。阿拉伯人

以这里为中心将从雅典带回的已译成古叙利亚语的古希腊典籍作品译成阿拉伯语。至

公元十一、十二世纪，西欧出现城市和市民阶层，并出现反封建和教会的城市斗争和

“异端”思想运动，世俗文化开始形成。与此同时，大批西方翻译者集中到西班牙的

托莱多（Toledo），又以这里为中心将大量阿拉伯文的古希腊典籍作品转译成拉丁文，

一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未衰。这次翻译的繁荣是文艺复兴翻译繁荣时期的一个先声。

二.高潮阶段

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主要是以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两种形

式进行的。这个时期兴起的翻译高潮也基本以这两种形式为线索。德国宗教改革运动

领袖马丁.路德利用人文主义学者对古代语言的研究成果第一次用平民大众的语言将

《圣经》译成德文，以及英国钦定本〖圣经》的翻译出版，即是第一条线索的最高成

就。而法国文学家杰克.阿米奥（Jaques Amyot） 1559 年翻译出版的普鲁塔克

（Ploutarchos，希腊语作家）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列传）（Bioi

Paralleloi），英国诺斯 1579 年翻译出版的罗马传记作家该尤斯.绥通纽斯.特朗奎鲁

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的《名人传》（De Viris Illstribus），查普曼

1616 年翻译出版的《伊利亚特》（Iliados）和《奥德赛》（Odysseia），弗洛里奥 1603

年翻译出版的法国米舍勒.爱岗.德.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的《散文

集》（Les Essais），则代表了第二条线索众多名译的最高成就。

法国的艾蒂安.多莱（Etienne Dolet）是西方翻译史上最早提出并总结翻译理

论的先驱者，遭到封建势力的残酷迫害，以错译了柏拉图的谈话被控有罪，受尽种种

酷刑，十三部著作全部被烧毁，最后被处以绞刑和焚烧，时年仅 37 岁。

4．现代翻译时期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社会相对处于一个政治稳定，经

济、科技与文化交流飞速发展的繁荣时期，也为翻译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翻译繁荣不再以翻译巨匠、名家大师为显著特征。翻译已经形成一个职业门类。

除专职翻译、文学家哲学家以外，各行各业都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翻译人员。

翻译的发展更加重视翻译理论的研究和突破。一方面大力发展翻译教学，培养

翻译人才；一方面建立翻译组织，集中力量以利工作。结合现代人类学、语言学、心

理学等的研究新成果，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很快有了长足的进展。

翻译的内容更加广泛，不再主要围绕文学与科技等方面。商业、经济、金融、

贸易、旅游、艺术、体育等各方面的翻译发展迅速。

智能机器翻译系统（电脑翻译或自动翻译）的发展。据说国外有关权威机构公

布的世界九大难题中机译问题居于首位，可见其工程之复杂以及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已经成为现代翻译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机器翻译自产生构思（1946 年英美学者布

斯和韦弗尔首次讨论了用计算机进行翻译的可能性）以来发展极快。1954 年美国乔

治敦大学首次研制出第一代俄英单词对译系统以来翻译机器已经发展到第三代，即具

有语义分析能力的机器翻译系统，开发出多种多语种电脑翻译系统投入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