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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史竞男

　　北大畅春园，每至深夜，总有一盏灯亮起。
　　那盏灯，属于翻译家许渊冲。
　　它陪伴着他，在一个又一个黑夜，徜徉于唐
诗宋词和莎士比亚的世界；
　　它更陪伴着他，以笔为桨撑起生命之舟涉
渡时光之海……
　　 2021 年 4 月 18 日，许渊冲先生将迎来自
己的 100 岁生日。
　　也许有人不了解他，也许有人因热门综艺

《朗读者》知道了他。
  他是谁？
　　生于军阀混战的乱世，炮火中求学于西南
联大，27 岁留法，30 岁归国；
　　钱钟书的得意门生、杨振宁的同窗挚友、俞
敏洪的授业恩师；
　　首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的亚洲翻
译家……
　　这一堆“标签”都不如他在名片上印的简单
直接：
　　“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
  ——— 北京大学 许渊冲
　　有人婉言相劝：这会不会显得“不谦虚”？
　　他理直气壮地回应：“这是实事求是！我的
名字比名片还响！”
　　是的，他有十足的底气———
　　因为他，中国读者认识了于连、哈姆雷特、
包法利夫人、罗密欧与朱丽叶……
　　因为他，西方世界知晓了李白、杜甫、白居
易、苏东坡、李清照、汤显祖……
　　才华迥出天真，一生狂傲潇洒。
　　在许渊冲先生百岁之际，我们来到他家中，
走近大师，也走近一段百年传奇。

择一事

　　爬上三楼，打开门，迎面是昏暗狭窄仅够容
纳一张餐桌的门厅，两侧分别是专门用来打字
的电脑间，以及堆满书籍和文稿的书房兼卧室。
　　水泥地、泛黄的墙壁、陈旧的家具。这间 70
平方米的公寓，他住了近 40 年。
　　书房靠窗的角落，有张不大的书桌。上面挂
着一幅隶书———“译古今诗词，翻世界名著，创
三美理论，饮彤霞晓露”，正是他一生写照。
　　见我们来了，许渊冲先生忙从打字间走出，
招呼保姆帮他换上一件细格子西服。“哎呀，我
没有穿衬衫要不要紧？”得到不必更衣的答复
后，他还是坚持拿起挂在床头的一条灰咖色格
子围巾，遮住西装里的家居服。
　　细腻敏感、追求完美，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成
就了一代翻译大家。
　　待一切收拾妥当，他坐进厚实的米色单人
皮沙发，那是家里唯一上点儿档次的家具。仔细
看，扶手处皮子已皴裂，斑驳中露出海绵。
　　采访尚未开始，旧日气息已扑面而来。
　　此刻窗外，却是一派早春的明媚。他眯起眼
睛，细数往事……
　　这位能够在古典与现代文学中纵横驰骋，
在中、英、法文的世界里自由穿越的大师，并非
天生。许渊冲说，他年少时是讨厌英文的，连字
母都说不清楚，把 w 念成“打泼了油”，把 x 念
成“吓得要死”，把 sons（儿子）注音为“孙
子”……“做梦也没想到后来会有兴趣，到了高
中一年级，甚至英文有不及格的危险。”
　　谁知到了高二，他背熟 30 篇英文短文，忽
然开了窍，成绩一下子跃居全班第二。彼时，他
的表叔、著名翻译家熊式一用英文写的剧本《王
宝川》和《西厢记》在欧美上演引起轰动，得到著
名剧作家萧伯纳的高度评价，名声大噪，更被少
年许渊冲视为偶像。
　　各种机缘巧合，冥冥中为成长之路伏下草
蛇灰线。
　　 1938 年，17 岁的许渊冲以优异成绩考入
西南联大外文系，“从赣江的清水走向昆明的白
云”。次年 1 月，他满怀憧憬与喜悦进入联大校
园，学号———“A203”。
　　“一年级我跟杨振宁同班，英文课也同班，
教我们英文的叶公超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外交部
长。他是钱钟书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还有吴
宓，当时都很厉害。”
　　在这里，他与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同窗，
听冯友兰、金岳霖讲哲学，朱自清、朱光潜讲散
文，沈从文讲小说，闻一多讲诗词，曹禺讲戏剧，
叶公超、钱钟书讲英文，吴宓讲欧洲文学史……
　　在这里，他遇到莎士比亚、歌德、司汤达、普希
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
基……“可以说是把我领进世界文学的大门了。”
　　他的翻译“处女作”诞生于大一。那时，在钱钟
书的英文课上，他喜欢上一位女同学，为表达心
意，便翻译了林徽因悼念徐志摩的小诗《别丢掉》：
　　“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
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
　　送出去却“石沉大海”。直到 50 年后，他获
得翻译大奖，引起当年那位女同学关注，致信给
他又忆起往事。
　　“你看，失败也有失败的美。人生最大乐趣，
就是创造美、发现美。”他翻译每一句话，都追求
比别人好，甚至比原文更好，“这个乐趣很大！这
个乐趣是别人夺不走的，是自己的。”
　　浪漫情怀为他打开翻译世界的大门，而真
正走上翻译之路的决定性时刻，出现于他在联
大的第三年。

　　 1941 年，美国派出“飞虎队”援助中国
对日作战，需要大批英文翻译。许渊冲和三十
几个同学一起报了名。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
辰七十五周年的外宾招待会上，当有人提到

“三民主义”时，翻译一时卡住，不知所措。有
人译成“ nationality ，people ’s sover-
eignty，people’s livelihood”，外宾听得莫
名其妙。这时，许渊冲举起手，脱口而出：“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
ple！”简明又巧妙，外宾纷纷点头微笑。
　　小试锋芒后，他被分配到机要秘书室，负
责将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给陈纳德大队长。
出色的表现，让他得到一枚镀金的“飞虎章”，
也获得梅贻琦校长的表扬。
　　在当年的日记中，年仅 20 岁的许渊冲
写下：“大约翻译真是我的优势，我应该做创
造美的工作了。”
　　自此，择一事，终一生。
　　许渊冲说，西南联大对他最大的影响是
为人生镌刻下一种信念———“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用白话文来说就是‘好上加好，
精益求精，不到绝顶，永远不停’！”

专一业

　　“‘To be or not to be’，你们说说怎
么翻？”
　　一上来，他就考了我们一道难题。
　　“生存还是毁灭……”我下意识喃喃自语
道，毕竟朱生豪的这句译文已成经典。
　　“错！大大的错了！生存还是毁灭是国家
民族的事情，哈姆雷特当时想的是他自己的
处境，是他要不要活下去的问题！”他一下子
激动起来，一双大手在空中挥舞。
　　……
　　在翻译界，许渊冲大名鼎鼎、德高望重，
但也争议不少。
　　他绰号“许大炮”，不仅人长得高大、嗓门
大，也好辩论、爱“开炮”。
　　于学术，他是“少数派”。他坚持文学翻译
是“三美”“三之”的艺术，要追求“意美、音美
和形美”，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他总想
通过“再创作”来“胜过原作”，更将追求美、创
造美视为毕生目标。
　　而认为翻译应忠实于原文的人，指责许
渊冲的译文与原文的意思不符，“已经不像是
翻译，而是创作了”。
　　对此，他毫不避讳，甚至将自己的译文比
作“不忠实的美人”。
　　译无定本，但理念不同，还是带来了矛盾。
　　在翻译法国诗人瓦雷里描写灵感的诗

《风灵》时，翻译家王佐良译为“无影也无踪，
换内衣露胸，两件一刹那”，许渊冲译成“无影
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别人批评
他的翻译是“鸳鸯蝴蝶派”，他却说自己翻的
更有韵味，把坚持直译的叫作“外科派”……
　　他的最新译作是亨利·詹姆斯的《The
Portrait of a Lady》。前人译为《一位女士
的画像》，他译成《伊人倩影》。
　　“‘一位女士的画像’，说实话看到这个题目
就不想看书了，有什么看头？中国的文化深啊！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伊人两个字很妙的。你
看，说一个人美丽的影子，倩影比画像好多了。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的译文比原文更美。”
　　《红与黑》引发的翻译界大论战更是轰动
一时。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赵瑞蕻是
第一位译者。同一句法文，赵瑞蕻译成“我喜欢
树荫”，许渊冲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赵瑞蕻
译成“她死了”，许渊冲译成“魂归离恨天”。
　　风格之迥异一目了然。许渊冲觉得这是实
境与真境的区别，“喜欢树荫”是实境，但这种喜
好源于“大树底下好乘凉”，这才是真境。“她死
了”也是“实境”，可并非自然死亡而是含恨而
死。“还找得到比‘魂归离恨天’更好的译文吗？”
　　有译坛权威把“提倡乱译，千古罪人”“王
婆卖瓜，自卖自夸”等帽子扣在了许渊冲头
上。他从不服输，始终认为自己译的最好。多
年后他的《追忆逝水年华》出版，还不忘寄给
赵瑞蕻一本，扉页写着“五十年来《红与黑》，

谁红谁黑谁明白”。
　　他的一生，有无数次笔墨相伐，但欣赏
他、支持他的人也不在少数。
　　采访中谈及此事，他突然一跃而起，快步
迈向对面的书架——— 从那个花 15 块钱买的
旧书架上，迅速而准确地找到一本书，又迅速
而准确地翻出其中一页——— 那是一篇赞美他
翻译艺术的文章，题目是《美化之翻译》。
　　那一瞬间，面前仿佛不是一位百岁老人，而
是当年在西南联大每次考试总争第一的少年。
　　钱钟书对他颇多赏识，常以书信展开探
讨，在信中提到两种方法：一种是无色玻璃翻
译法，一种是有色玻璃翻译法。前者会得罪
诗，后者会得罪译。两难相权择其轻，钱钟书
宁愿得罪诗。
　　而许渊冲认为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
标准。“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可
打破的。”
　　业内将他的翻译称为“韵体译诗”，情味
悠长，境界全出，尽显中国古典诗词的风骨
流韵。
　　老师钱钟书称赞他：“带着音韵和节奏的
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 ”
　　好友杨振宁评价他：“把中国语言文字的
特点植在翻译中。”
　　他说：“在不歪曲作者意思的情况下，翻
译一定要把一个民族文化的味道、精髓、灵魂
体现出来。”“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才能
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也许，这就是他执着于意译的理由———
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之美。
　　为此，他先后出版了 180 多本中英法文翻
译著作，将中国的唐诗宋词以及《诗经》《楚辞》

《论语》《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长生殿》等
翻译成英文、法文，将西方名著如《包法利夫
人》《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托夫》《李尔王》《罗
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译成中文。
　　他的中译英作品《楚辞》被美国学者誉为

“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译作《西厢记》
被英国出版界评价为“可以和莎士比亚的《罗
密欧与朱丽叶》媲美”……
　　家里占据两面墙的书架上，他自己的书
几乎都要放不下了，逐渐占领了墙角、沙发、
地板……一同前往的中译出版社编辑，带去
他刚出版的新书——— 《西南联大求学日记》

《画说经典》《古诗里的核心词》以及“许渊冲
英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系列”21 种等，摆了
满满一桌。
　　他逐一拿起端详，面对这份“生日大礼”
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很难想象，这位笑容灿烂、话语铿锵的老
人，在 2007 年就查出直肠癌，医生保守估计
他还能再活 7 年。
　　而 7 年后的 2014 年，他不但没有走向
生命的终点，反而拿下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
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该奖项自 1990
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我们所处的国际化环境需要富有成效
的交流，许渊冲教授一直致力于为使用汉语、
英语和法语的人们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国际
译联在颁奖词中如是说。
　　“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确
为“实事求是”。他不仅印在名片上，更嘱咐家
人：以后，墓碑上就刻这两句。

遇一人

　　许先生家里除了书，摆放最多的是与夫
人照君的合影。
　　夫人 2018 年去世，我们只能从照片中
一睹伉俪情深。
　　虽然会写诗、更会译情诗，但如同那封“石
沉大海”的信，许渊冲的感情生活一直波澜不
惊。他追求过好几位心仪的女同学，“都落空
了”。“联大男同学远远多于女同学，男女比例
是 10：1，即使女同学全嫁男同学，也有 9 个男
同学找不到对象。”他这样安慰自己。
　　直到 1959 年除夕，已经 38 岁的许渊冲在
北京欧美同学会的舞会上遇见了年轻美丽的照

君，一见钟情，携手走进婚姻，相濡以沫 60 年。
　　她不仅是妻子，也是许先生的生活助理、
学术秘书，更是他的忠实粉丝——— 一路追随，
永远崇拜。
　　这种爱，被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用镜
头捕捉下来———
　　“老伴儿，咱们什么时候开饭合适？”
　　“打完（字）就开饭。”
　　“打完大约还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 5 点钟吧！还有一个钟头。”
　　他坐在电脑前，头也不抬。她在一旁轻声
耳语，搓着双手。
　　画面一转，时钟滴答作响，已经快 7 点了。
　　那年，她 85 岁。这样的等待与陪伴，早
已是家常便饭。
　　他们一起走过风风雨雨。“文革”中他挨
批斗，屁股被鞭子抽成“紫茄子”，她找来救生
圈，吹起来给他当座椅；他骨折入院，嚷嚷“我
要出院！我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她含泪劝慰，

“你呀不要动，不要孩子气，一切听医生的”；
他上电视一夜走红，来访者蜂拥而至，她替他
挡在门外……
　　在她心里，比她大 12 岁的许渊冲永远
像个两岁的孩子，她爱他的纯真，爱他“灵魂
里不沾染别的东西”。他坦荡如砥、心直口快，
从不在人情世故上费心思，她在背后默默打
理着一切，让他安心沉浸于美的世界。
　　别人写文章攻击他，她第一个跳出来愤
愤不平：“这种人不能理，没有格”；别人夸他，
她会跟着一起：“是啊他太不简单了！他真是
一个奇迹！”
　　她是最懂他的人，常说：“许先生很爱美，
唯美主义，他一生都在追求美。”从工作到生
活，从外表到灵魂，无不如此。
　　他有多爱美呢？接受记者采访，一定要穿
上那件细格子西装搭粗格子围巾，浅棕加深
灰，几乎成了“标配”。出门，风衣、皮靴、帽子、
墨镜，一样都不能少。别人夸他 100 岁了还
是很帅，他哈哈大笑：“还可以吧！”
　　晚饭后，他总要骑着自行车去外面吹吹
风，看看月亮。纪录片里用镜头跟踪着他骑车
的背影，如果不是稍有些佝偻，仍如追风少年。
　　直到那一夜，他骑车驶向一条新修的路，
摔倒了。“倒了霉了，月亮下看见很亮的路，看
不到坡啊！月光如水，从某个意义上讲还摔得
蛮美的……”
　　那晚是中秋夜，月色正美。
　　“为什么喜欢看月亮？”“嘿，月亮美呀！人
生就是追求美呀！不会看月亮怎么翻《静夜
思》？所以别人都翻不好，我翻得好啊！”
　　遗憾的是，纪录片上映时，夫人于两个月
前刚刚去世。
　　观众席上，有人发现了许渊冲先生，掌声
雷动。
　　“今天许先生本人也来了，他其实没有别
的意思，就是想再多看一眼奶奶。”导演在放
映结束后的一席话，让很多观众潸然泪下。
　　夫人离开的第二天，学生们到他家中探
望。他们担心已经 97 岁的老先生撑不住。结
果惊讶地看到，许渊冲还是纹丝不动地坐在
电脑前，他正翻译英国作家、唯美主义代表人
物奥斯卡·王尔德的全集。
　　他说自己几乎彻夜未眠，一个人坐在电
脑前想了很久很久，然后翻开了王尔德的书。

“不用担心我，只要我继续沉浸在翻译世界
里，就垮不下来。”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般走过一
个世纪，他的秘诀就是如此简单——— 心无旁
骛。“我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啊？因为我每天都
在创造美。我的翻译是在为世界创造美。”
　　他最爱的月亮，早已融入他的生活、生
命，成为一种人生意象———
　　 1938 年 11 月 4 日，刚刚考入西南联大
外文系的许渊冲在日记中兴奋地写下：今夜
月很亮，喝了两杯酒，带着三分醉，走到草场
上，看着半圆月，忆起往事，更是心醉神迷。
　　百年如白驹过隙，转眼已至期颐。天边还
是那轮明月，清辉之下，他将光阴幻化成诗，
留下永恒之美……

译一生

　　采访当天，许渊冲先生照例工作到凌晨两
三点。
　　他的生活非常规律：早上 8 点多起床，上
午会客或看书，下午将夜晚的翻译成果敲进电
脑 ，而 深 夜 则 将 他 带 进 一 天 中 最 快 乐 的 时
光……
　　“对我而言没有日夜。每天和每天的区别只
有一个，有没有翻译。”他常将英国诗人托马斯·
摩尔的诗句挂在嘴边，“延长生命最好的办法，
是从夜里偷几个钟点。”
　　他深感时间的紧迫，因为想要做的事情太
多，想要实现的心愿很大……
　　 40 年前，他在将要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

《翻译的艺术》前言中写下：“我想，中国文学翻
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就是把一部
分外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中国文化中来，同
时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世界文化
中去，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光辉灿
烂。”
　　让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是他毕生心愿。
　　骨折住院，一动不能动躺在病床上，鼻孔里
插着管子，他还念叨着：“中国文化啊，要走向世
界……现在我们的科技、商业都在走向世界，所
缺的就是这一项，我要填补的就是这一项。”
　　《我的时代和我》放映结束后，他面对观众
坦陈心迹：“这个影片不只是看了我个人，其实
是看了我们中国的一个象征。看到了过去，看到
了现在，还看到了我们未来将要走的路。我们中
国走向世界，更要在文化方面走向世界。我们中
华子孙，不能妄自菲薄，希望大家再往前走，使
我们中国梦得到世界认可。”
　　在让他一炮而红的综艺节目《朗读者》上，
他信誓旦旦说出一个“小目标”：百岁之前译完

《莎士比亚全集》。
　　“您翻译完了吗？”面对我们的好奇，他不屑
地摆摆手，“不翻了，经典的都翻过了，剩下的都
没意思，我不喜欢。莎士比亚也不是所有的作品
都好。”
　　突然，他话锋一转，直起了身子：“我在做更
重要的事，写一部自传《百年梦》。莎士比亚我不
翻也有人翻，但这个书我不写就没人能写了。”
紧接着又补充道：“我这一百年跟中国共产党是
同一百年，这一百年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走过
来的，如果我走了，就没人能写这个历史了。”
　　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透露了已经写好的第
一章内容，那是回忆母亲的。他人生记忆的第一
幕，是母亲离去的那刻——— 母亲卧在房门后的
一张竹床上，父亲抱着年仅 3 岁的他，哭泣不
止……
　　他的母亲是江西南昌唯一的女子职业学校
的学生，是中国第一代受到新式教育的女性。在
遗物中，他发现了母亲画的花鸟、写的作文。母
亲笔下的花木鸟兽给了他关于“美”最早的启
蒙，“她的作文题目更是大的不得了——— 《论项
羽与拿坡仑》！这对中外历史都得有了解才写得
出啊！”这些美、恢宏和由此带来的震撼，在他心
中足足激荡了百年。
　　作文题目里的“拿坡仑”（即拿破仑）又将他
的思绪带回到翻译上，三句话不离本行。“拿破
仑有一句名言‘ 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你们说怎么翻？”
　　我们面面相觑，答不出来。
　　 Able“能够”，ere 是古英语意为“之前”，
Elba 即厄尔巴岛，拿破仑被流放之地，Able 倒
过来正是 Elba。
　　“你说妙不妙？这太有乐趣了！”当年在北大
课堂上，他也拿这句考学生。有人译“不到黄河
心不死”，有人译“不见棺材不落泪”，他哈哈大
笑：“不到俄岛我不倒！”大家拍手叫绝。拿破仑
的霸气和回文诗的妙趣，“一句两得”。
　　“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独一无二的，我们
正在走向复兴，一定要知道自己民族文化的价
值，要有自己的文化脊梁。”
　　兴之所至，他哼唱起 7 岁时学会的一首歌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我们小学的
校歌，直到现在我还会唱。共产主义就是世界
大同，现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提法很好
的，是一种进步。我写《百年梦》，不仅是记录下
来我们这一代如何一路走来，对你们更有用
处，要看清楚前行的方向……”
　　所以，已近一百岁的他，仍伏在那张小书桌
前，认真地写下每一个字。
　　在他新出版的《西南联大求学日记》封面
上，印着“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
记住了多少日子。你要使你过的每一天，都值得
记忆。”
　　采访结束时，许老家中的传真机上，收到一
封手书———
　　渊冲兄，你今年整百岁，我也达到九十九
岁。不容易啊！
　　如有庆百岁佳作，请示知。
              弟振宁
　　百年如梦。他用澎湃的激情、美丽的文字驾
起一叶扁舟，载我们穿越于东西方文明之海，采
撷文学的奇珍异宝，从一花一叶中看到大千
世界。
　　“‘庄生晓梦迷蝴蝶’，庄生不知道自己是蝴
蝶，还是蝴蝶是庄生……我的人生观就是如此，
把诗变成了人，人变成了诗。”
　　他挥洒着诗意，走过百岁人生。

  4 月 18 日，许渊冲先生即将迎

来 100 岁生日

　　也许有人不了解他，也许有人

因热门综艺《朗读者》知道了他

  他是谁？

　　生于军阀混战的乱世，炮火中

求学于西南联大，27 岁留法，30

岁归国

　　钱钟书的得意门生、杨振宁的

同窗挚友、俞敏洪的授业恩师

　　首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

光”的亚洲翻译家……

  因为他，中国读者认识了于连、

哈姆雷特、包法利夫人、罗密欧与朱

丽叶；西方世界知晓了李白、杜甫、

白 居 易、苏 东 坡、李 清 照、汤 显

祖……
许渊冲。  （中译出版社供图）

翻译家许渊冲：一生“诗舟”播美，百岁仍是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