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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such research methods as analy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comparative analysis, induction-deduction, and etc, this paper traces back to the source of Schleiermach’s translation
thoughts, aiming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his theory systematically and objectively and to reveal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his translation spirit and it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The article finds that Schleiermacher’s
translation thoughts deeply infiltrate the thoughts of Luther, Goethe, Herder and Humboldt. Under
their influences, Schleiermacher takes the essence of them and thinks critically to put forward the
“foreignizing” strategy, which not only accelerates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unity of
the German, but also inspires the study of ethics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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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史料分析、对比分析、归纳–演绎等规范研究方法，对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进行溯源，旨在
系统客观地探讨其理论发展的根基，以期揭示施氏翻译精神的内涵意义及其对当代西方译界的重要影响。
文章引用: 包竹秀. 施莱尔马赫翻译理论的溯源[J]. 现代语言学, 2020, 8(1): 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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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现，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深深地浸润着路德、歌德、赫尔德及洪堡特的思想，在他们的影响下，
施氏取其精华，加以思辨，提出的“异化”策略不仅加速了德意志民族的语言发展及民族统一，还启发
了当代翻译伦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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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德国浪漫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施莱尔马赫涉猎甚广，包括神学、哲学、阐释学及翻译学，其
中施氏在阐释学和翻译学建树颇丰。1813 年，其在柏林公开宣读长论文《论翻译的不同方法》，深刻探
讨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并基于此，提出两种翻译方法：要么“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让读者接近作
者”，要么“尽可能地不打扰读者，让作者接近读者”，其中“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让读者接近作
者”被后世视作异化翻译的鼻祖。基特尔和波尔特曼认为，“实际上每一个现代翻译理论，至少在德语
的使用范围内，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施莱尔马赫假说的影响，似乎并没有产生全新的翻译理论”[1]。
回顾翻译学发展历史，施菜尔马赫影响甚广。施氏关于不同文本类型的思考在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中更
为突出；韦努蒂借鉴吸收“陌生化”和“顺化”的对立思想提出“异化”和“归化”的概念。其次，结
构派学者瓦尔特·本雅明也对施莱尔马赫的“翻译语言”进行了探求，乔治·斯坦纳的“阐释运动”则
明显受到施莱尔马赫对翻译阐释学描述的影响[2]。
在中国社会经济强劲发展的今天，正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蓬勃之际。借鉴 17 至 19 世纪重异质
思想传统的德国，笔者发现，异化翻译提升了德国的文化事业，进而间接加速了德国民族统一的进程，
显示了其“经邦致用”的功能。结合当下局势及国情，“异化”的翻译策略更加符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战略选择，为更好地理解“异化翻译”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我们必须重新解读异化第一人施莱尔马赫
的翻译思想，因而梳理其思想来龙去脉的研究也至关重要。

2. 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
施莱尔马赫，作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他翻译的德文版《柏拉图》在距离两百多年的今天还在广为
流传，由此可见其翻译思想的权威性。正如斯坦纳所说“许多最有效的翻译语言和行为的研究成果都应
该归功于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理论”[3]。施莱尔马赫批判吸收前人的翻译思想，结合自身翻译经历及其
神学思想，其翻译思想主要表现如下：1) 翻译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目标语和源语言之间的鸿沟差异，即
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如何处理读者与作者关系的一个过程；2) 在原文语言与译入语言存在很大的文化差
异情况下，译者如果通过自己的解释来重现原文的意图，他会发现，越是接近原文意图就越是在某种程
度上破坏原文意图；3) 为了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图，施氏提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必须正确理解语言与
思维之间的辨证关系，他认为人类的思维取决于人类的语言。
其中，施莱尔马赫最重要的翻译成果体现在其 1813 年的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他认为假如要让读
者理解原作者，那么读者就必须了解原作者所用源语言的真谛，同时还必须领会作者的独特思想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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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为达到这两个目的，译者能够提供给读者的唯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但他自己所说的语言跟原作者
的语言，实是两码事。因为他自己对原作者的诠释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对他的欣赏感受又时而深刻，
时而浅薄。故而施莱尔马赫批判了前人所提的两个方法：模仿法与释义法。一方面，施莱尔马赫认为释
义法通过机械的方式来尝试克服语言里非理性的成分，因而其将两种语言当做数学符号一般处理，以为
可以通过加加减减来达到等值的效果，然而，却无法彰显原文的精神。
另一方面，他认为模仿法服从于语言的非理性之下，要以一种语言来复制另一种语言，使其与之全
部互相对应，是根本不可能的。故此，由于语言之间的分歧(以及很多其他与此有关的差别)，除了模仿法
别无选择。完成后的整个译作与原文略有差别，但在不同语言文字的限制之下，从效果上来看也是最为
接近原文精神的文章了。不过施莱尔马赫也指出，这种再创造已经不是原文本身，模仿作品没有以一种
强有力的方式将原文文字的精髓演绎出来，反之原文创造出来的异国情调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发生了重大
的蜕变。据此，施氏指出，真正的译者，倘若真的希望原作者与读者联系在一起，其必须选择以下两条
道路来达到目的。
他具体指出翻译的两种方法：要么“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让读者接近作者”，要么“尽可能地
不打扰读者，让作者接近读者”。译者必须根据翻译的目的来二者选一，尽可能地把读者和作者放在同
一个层面来解决目的语和源语言之间的差异问题。对于这两种方法，施莱尔马赫最看重前者，即通过翻
译，给德语读者种阅读原文的感觉。这样，通晓目标语的译者可以帮助外语水平不高但却有着很强理解
力的德国读者领略原文的风采。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译者必须采取“陌生化”或者“异化”的翻译方
法，强调异质文化的价值，通过使译文用词“屈从”源语来保证对原文的忠实。这样就能使译文忠于原
文的意义和语言，并能将异质文化及概念引介到德语中[4]。
另外，施莱尔马赫还对翻译进行系统地分类，他将翻译分为笔译和口译，笔译工作者主要从事科学
艺术领域的翻译，而口译工作者则是偏重商业方面的翻译，他认为翻译还分真正的翻译和机械的翻译。
真正的翻译是指对文学作品和自然百科的翻译，而机械翻译则是针对实用性翻译。
这些观点的提出无疑于给后代学者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当代学者们沿着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路对
翻译理论进行探索，无论是从深度和广度都极大地丰富了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因而当代中西方的翻
译学者身上都刻上了施莱尔马赫的痕迹。为更好地研究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重要意义，笔者追根溯源
寻求其翻译思想的源泉。

3. 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基础来源
经过大量史料查询及阅读相关文献，发现施莱尔马赫在吸收以下四大理论来源的基础上开辟了自己
的翻译研究。1) 施氏深受马丁·路德在其经典的《翻译信简》(1530)中倡导的“让作者的语言概念世界
更接近翻译读者的语言概念世界”的启发。2) 赫尔德的语言哲学观对施莱尔马赫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
影响。3) 施莱尔马赫深受歌德对散文译诗和翻译三分法的影响。4) 施莱尔马赫受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
影响，认为语言与思维密切相关，两者是一种辩证关系，互相影响；不同的语言的词汇语义不完全对等；
语言都有其独特的韵律。下文按时间线将逐一论述施氏翻译观点与上述几位大师的联系。

3.1. 马丁·路德对施莱尔马赫的影响
马丁·路德是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也是一位圣经翻译家，他的
《圣经》翻译在世界文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谭载喜曾评论说：“路德的《圣经》徳译本是西方
翻译史上对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巨大而直接影响的第一部作品”[5]。由此可见其影响力，根据谭教授，
马丁·路德的翻译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1. 翻译必须采用人民的语言；2. 翻译必须注重语法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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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3. 翻译必须遵循七条原则，即 1) 可以改变原文的词序；2) 可以合理运用语气助词；3) 可以增
补必要的连词；4) 可以略去没有译文对等形式的原文词语；5) 可以用词组翻译单个的词；6) 可以把比
喻用法译成非比喻用法，把非比喻用法译成比喻用法；7) 注意文字上的变异形式和解释的准确性。4. 翻
译必须集思广益。其中，“翻译要使用人民的语言”就意味着把作者带到德国旅行，这要求译者在翻译
过程中要使用更加符合本国语语言表达和文化范式，要最大限度地降低译文给德意志人民带来的陌生感，
使其更容易接受译本，路德在翻译时《圣经》就采用此法，以使读者完全看懂译文为最终目的。
另外，路德在其经典之作《翻译信简》(1530)中倡导“让作者的语言概念世界更接近翻译读者的语言
概念世界”的方法，并在翻译《圣经》(他称之为德国方案，“使德国化”)时加以实践。这一概念给施莱
尔马赫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路德并未突破了传统讨论直译意译的界限，施氏还驳斥了其方法“让作者的
语言概念世界更接近翻译读者的”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不可避免地扭曲了作者的思想和地位，摒弃了
原作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有悖译者伦理。施氏指出，事实上，在思想用语言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和科
技领域里，每一个词的使用都不是任意决定的，也不可能是不可撤销的固定符号。即使是最博学的学者，
对语言本身和主题都很精通，在选择最合适的词时，往往也会出现很大的分歧，所以要想完全抛弃作者
的影子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这样一来，译文反而会变得不伦不类。因此，施莱尔马赫批判吸收这一思
想，提倡将读者带到作者的语言概念世界作为唯一可接受的方法([6], p. 338)。他在论文中指出一个真正
译者的任务，是要缩短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距离，让作者和读者走在同一条路上，并透过译者这个中
间人，最终相遇。
综上，可以看出，路德的翻译思想为施氏的最主要的观点(翻译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目标语和源语言
之间的鸿沟差异，即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如何处理读者与作者关系的一个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施莱尔
马赫批判继承了其思想，并为之此后坚持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即译者旨在将原文给予原文读者的感受
传达给译文读者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3.2. 赫尔德对施莱尔马赫的影响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作为德国的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可以说是德国十八世纪启蒙
运动的领军人物，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成为狂飙运动的基础，也被视作其语言观集大成之作，该书
主要阐述了赫尔德的如下思想：1) 语言并非神授，语言始终是社群的语言，赫尔德相信，即使没有社会，
没有舌头，人也必须发明语言，因为语言源出于人的心智。2) 人类语言差异极大，种类极多，但归根结
底却又同出一源；不过从严格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说，没有哪两个人的语言是完全相同的；而且由于个
人的看法、感觉和生活经验不同，一个词所产生的印象也因人而异，由此便形成了个人风格独特的词，
就成了一种语言的习惯用法[7]。赫尔德在论述翻译时，时刻践行着其语言观，他曾在《近代德国文学散
论中》提出两种翻译方法：即“宽松法”(lax approach)和“适应法”(accommodating approach)。“宽松
法”是指允许译文的语言和思想与源文本的语言和思想有所偏离，而“适应法”是指译文的语言和思想
要适应源文本的语言和思想[8]。王雪(2014)认为施莱尔马赫的“作者接近读者”与“读者接近作者”的
思想完全继承了赫尔德的翻译思想，只不过是赫尔德的“宽松法”和“适应法”的不同表达而已，更贴
切地说，是对赫尔德翻译思想的“改进”和“改善”[9]。
另外，美国学者迈克·福斯特认为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和翻译理论完全建立在语言哲学中三个受赫尔
德启发的理论之上，这三个理论是：1) 思想本质上依赖于语言，并被语言所约束，甚至与语言相同；2) 意
义是词语的使用；3)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语言和概念智力上差异([6], p. 332)。原则(3)对口译和翻译
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施莱尔马赫理论的主要任务。施莱尔马赫语言哲学中最原始
的学说-语义整体论也与此高度相关，因为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认识到的，语义整体论极大地加剧了原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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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译和翻译的挑战。
在他的讲座中，施莱尔马赫对语言起源问题看法几乎与赫尔德在《论语言起源》 (1772)中的立场相
同：语言的起源不能用神的来源来解释，它也不能用感情的原始表达来解释。相反，使用内在语言是人
类本性的基础；它是思想的基础，而且确实与思想相同。语言也是人类其他独特心理特征的基础，尤其
是自我意识，以及对感知、感觉和欲望的清晰区分。
理想的解释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性的活动(这一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但也远远超出了施莱尔马赫
的语义整体主义)。特别是，任何一段给定文本都需要根据它所属的整个文本来解释，并且都需要根据它
们所用的更广泛的语言、更大的历史背景、更广泛的预先存在的流派、作者的整个语料库和作者的总体
心理来解释。这种整体主义在解释中引入了一种普遍的循环性，因为最终，对这些更广泛背景的解释又
依赖于对这些文本片段的解释。在这个解释理论中，施莱尔马赫受赫尔德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前面提到的
学说原则(1)、(2)和(3)。事实上，正如刚才所描述的，施莱尔马赫的理论几乎与赫尔德的理论相同。这里
的一些共同点是公认的，因为他们都受到了同样的前辈的影响，尤其是艾尼什蒂。但是施莱尔马赫的理
论完全归功于赫尔德的两个核心步骤(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施莱尔马赫的原创)，即用“心理”解释补充“语
言”，并将“占卜法”作为后者的主要方法。(赫尔德早已提出这两个概念，尤其体现在托马斯·阿比特
1768 年的著作和《人类灵魂的认知与感觉》[1778]中。)施莱尔马赫的理论本质上就像刚才描述的那样仅
仅是将分散在赫尔德作品中的思想组织起来并系统化。
然而这一连续性规则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施莱尔马赫的理论在有些方面偏离了赫尔德的理论，但
正是在这里，施莱尔马赫的理论往往变得更具哲学问题。首先，出现两种偏差并不代表有问题，反而是
有利的：首先，如前所述，施莱尔马赫通过引入语义整体论原则，加剧了对原则(3)已经提出的解释的挑
战。其次，施莱尔马赫的理论明确引入了新原理，即解释学的普遍性理想。虽说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
是赫尔德理论的精神，但施莱尔马赫的思想确实超越了赫尔德的文字。

3.3. 歌德对施莱尔马赫的影响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是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学家，但其实他的翻译思想也影响甚广，
他没有冠以翻译的专门论著，其翻译观点却渗透在许多作品之中。1813 年，在施莱尔马赫演讲的四个月
前，歌德在《兄弟般缅怀威兰德》的文章中写道，要把外国的作者带到我们面前，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
看作自己人；或者我们去了解外国是什么样的，并适应它的条件，了解其语言的使用及其特殊性。韦努
蒂(1991)认为施氏的翻译理论拥护了歌德提出的这两个准则[10]，而蒋童(2016)也认为施莱尔马赫有关翻
译方法论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歌德[11]。
另外，歌德还提出，有三种类型的翻译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用散文的形式来翻译文学作品，语言平
实无华。第二种翻译方法是只传达出原文的内容，将原作的内容和思想据为已有，也就是对原文进行模
仿和改写。第三种翻译方法是放弃自身语言的特点和规范，而力图与原作认同。歌德强调，第三种翻译
方法在这三种翻译方法中是终极的也是最高的境界。
施莱尔马赫在论文里驳斥了歌德的模仿法，认为模仿作品没有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将原文文字的精
髓演绎出来，反之原文创造出来的异国情调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蜕变。他还指出，对模仿者
来说，考虑到语言、道德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差别以后，这类型的作品在他读者心里的地位即如原作之
于其读者一样，为保留这相同的效果也就不得不放弃原作的身份，这有违译者的伦理道德。基于此，施
莱尔马赫认为倘若真正的翻译者，真的希望把这两个完全分隔的人–原作者与读者联系在一起，协助读
者尽可能地正确、完整地理解和获得作家的乐趣，而无须被迫抛弃他熟悉的母语，他必须抛弃模仿法与
释义法，在批判的基础上选择“走向读者”或“走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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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根源，施莱尔马赫关于翻译方法的分类受到了歌德的影响。

3.4. 洪堡特对施莱尔马赫的影响
洪堡特是德国浪漫主义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语言与翻译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给了施莱尔马赫
启发，他认为一方面，语言始终是一个整体[12]，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这表明，洪堡
特将语言视为一个充满种种矛盾对立。但又不失其终极统一性的研究对象。洪堡特对语言特殊性的认识
使他相信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在原则上存在着不可译性，他认为每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精神文化个体。人
类精神文化与语言的产生和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的精神文化不同，其语言形式也不同。
另一方面，洪堡特深信语言普遍性的存在使得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成为可能。他认为，人类在本性
上就有追求整一和全体的倾向，人类乃是一个整体，这在语言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语言中不仅有一种
整一和全体的追求，而且还有一种内在的信念，相信人类虽然有种种隔离，种种差异，但在其源始本质
上，在其最终的规定中，人类乃是不可分的一体。这表明语言的差异在洪堡特那里应该说只具有相对的
意义，是同一之中的差异，因为语言从表面上看千差万别，样式各异，但其本质归根到底是同一的。正
因为本质上是同一的，人类语言就具有普遍性。由于语言普遍性与共性的存在，语言之间又是可译的。
阅读洪堡特的理论之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施莱尔马赫的翻译观念，施氏的翻译观念源于其语言观。
施莱尔马赫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经假设了思维与语言表达的同一性。他常常用内在语言将思想更加具体
化。从施氏的心理学讲座中可以看出，他提出这种论断后的主要动机，他讨论了思维活动但却没有任何
外在语言表达的案例。一些文献声称他最终放弃了这一立场(例如，海因茨·金默尔)，他似乎有所退却，
但在 1830 年的心理学讲座中，仍然可以发现他在写“思维活动与语言的同一性”。
施莱尔马赫采用意义观来等同化思维，他认为意义并不等同于那些原则上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事物，
比如涉及到奥古斯丁的指称、柏拉图式的形式，或者英国经验主义者和其他人所青睐的主观的精神“观
念”，而是等同于词语的使用，或者词语的使用规则。在他的心理学讲座中，施莱尔马赫认为，虽然思
想和概念化并不能还原为感官图像(因为这将与思想所要求的位置相冲突，或者确实与语言相同)，但后者
是前者的重要基础。
另外根据洪堡特语言的不可译性，施莱尔马赫指出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完全对应于另一种语言中
的全部词汇，而且也没有一种语言中任何模式的词形变化可以恰好包含另一种语言中相同的多样性关系。
施氏还认为人类不仅表现出显著的语言和概念智力相似性，而且表现出显著的语言和概念上的智力差异，
尤其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之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单个时期内的个体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
一观点进一步详细证明了洪堡特的语言不可译性)。据此联系，施莱尔马赫有理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文化的语言和概念智力发展的现象只能从个人的语言和概念智力创新来解释，这些创新将被更广泛的文
化所取代，成为共有文化的一部分。
据此，可以推断施莱尔马赫继承了洪堡特语言的统一，并在思辨的基础上认为人的思维决定语言的
理论发展。

4. 结语
综上，可以发现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深深地浸润着路德、歌德、赫尔德及洪堡特的思想，在他们
的影响下，施氏取其精华，加以思辨，提出的“异化”策略在西方译界熠熠生辉。而且因为德意志民族
没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缺乏文化根基、语言底蕴，故而德语需要经历语言、文化的扩充，从而借助翻译
来丰富民族语言，基于此，无论是路德、歌德、赫尔德及洪堡特，还是施莱尔马赫都提出了自己的翻译
理念，因为目的相同，即使出现偏颇，最后也是殊途同归，他们都将德语的发展视作己任，并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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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故而将其归为一类也是极其科学和合理的。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翻译更应该是求异而不是求同，因为有异才需译，通过梳理异化第一人
施莱尔马赫翻译理论的脉络发展，我们更应该简单地高举翻译的主流旗帜——异化翻译，才能更好地构
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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