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万叶集》成书于奈良时代，是日本现存最早

的一部和歌总集，历代万叶研究者将其比作中国

的《诗经》，一些学者认为开篇第 1 首《天皇御制

歌》从格调、内容、思想等方面受到《诗经》关雎篇

的影响。此歌相传为日本第 21代天皇——雄略

天皇所作，因而被简称为雄略歌。

巻第一の巻頭歌であり、全体的には万葉集

全二十巻の巻頭歌である。巻一の巻頭に、古

代の代表的帝王と強く意識されていた雄略天

皇の作を掲げていることの意味は重い。…編

者は、日本全土を支配した同天皇の「古詩」を

万葉集の「一番に置く」ことにしたのであろ

う。歌の内容も巻頭歌にふさわしい春の賀歌

である。[1]

上述这段介绍阐明了雄略歌之所以居于万叶

之首这一重要位置，一则是因为雄略天皇在古代

帝王中的影响力，二则是因其为赞美春天之歌。

笔者对 1937年至 2012年间公开出版物中的

万叶和歌译文，以及现存《万叶集》中译本进行全

面统计，发现钱稻孙的雄略歌译文达 7 种之多。

这 7 种译文散见于 3 类杂志和 4 部译本中，分别

是：《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以下简称《馆

刊》）（创刊号，1937）、《中和月刊》（第 2卷第 2期，

1941）、《日本研究》（第1卷第4期，1943）、《日本诗

歌选》（1941）、《汉译万叶集选》（1959）、《万叶集精

选》（1992）、《万叶集精选 增订本》（2012）（后两部

是在钱稻孙去世后，分别由文洁若编辑、曾维德增

补修订，在我国正式出版的选译本）。钱稻孙对雄

略歌翻译的执著不仅是因《万叶集》有着重要的历

史地位，也是因为译者本人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和

坚持。从上世纪30年代中至60年初，随着对原文

理解的逐步深化和翻译目的、翻译受众的改变，钱

稻孙不断调整译文，可以说 30年间相继产生的 7

种雄略歌译文是译者整个万叶和歌翻译历程的

缩影。

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的《万叶集》

翻译研究未能对7种译文进行全面整理和详细探

讨，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对钱稻孙翻译的片面的

评论。基于既往相关研究的问题，本论文拟从雄

略歌译文的样态及变迁、钱译研究概况、雄略歌翻

译手法三方面入手，利用文献考据和个案比较的

方法，在梳理雄略歌翻译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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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期译文间的差异，追求全面系统地探讨钱稻

孙的翻译目的及翻译思想，以期为日本诗歌翻译

研究提供借鉴。

1 雄略歌译文的样态及变迁

钱稻孙对雄略歌的认识在于一个“古”字。正

因如此，他在 1937 年的初次翻译尝试中借鉴了

《诗经》的笔法。

此「万葉集」开章第一歌也。……佐佐木氏

谓如荡子之反投于母怀，推崇为日本文学之母；

良有以矣。今此篇其词意并皆古朴可喜也。[2]

这里译的一首长歌，格调很古，还没有完成

五七调的句律，在《万叶集》中为最古的一

首。……以天皇之尊，其天真熙然若是，其造语

之亲蔼复若是；则译文宜择真率古朴之体，庶见

其情也。译文用韵通庚，葩经然也。[3]

这两段文字中出现了 4次“古”字（笔者加下

划线）。钱稻孙首先借日本汉学家佐佐木信纲的

比喻，阐明万叶和歌之“古”，可谓之为“日本文学

之母”。进而提到雄略歌是“古中之古”，其产生之

时，和歌尚未定型，因而形式、格调、词句、意义皆

古朴。雄略歌虽为天皇之作，语言却天真熙然、亲

切和蔼，以诗经的文体语言来对应，能够再现原文

率真古朴的格调。钱稻孙从原文“古朴”“天真”

“亲蔼”这些特征出发，以诗经的文体语言为标准，

追求最接近原文风格的译文，“以古译古”即是译

者的翻译思想。

雄略歌的翻译是钱稻孙对万叶和歌的第一次

尝试。他在近三十年的翻译历程中必然会遇到语

义修辞、历史典故、受众层次等各种难题，相继产

生的7种译文正说明译者在不断研究揣摩的过程

中，努力创造最佳译文。因此，对比7种译文产生

的过程以及相互间的区别，是理解钱稻孙翻译思

想的有效途径之一。以下按时间顺序整理出雄略

歌译文的收录情况（为研究方便，笔者对每首译文

添加序号，在具体论述中以序号代替译文）：

如下页表 1所示，钱稻孙最早发表的雄略歌

译文①登载于 1937年的《馆刊》创刊号上。根据

译者本人所说“此歌词原文据鸿巢盛广氏全释所

本”，（钱稻孙，1937：2）可见原文出处明确。为方

便对比研究，现将译者所参照的鸿巢盛广著『万葉

集全釋』中的万叶假名和训读形式分别罗列如下：

籠毛與 美籠母乳 布久思毛與 美夫君志

持 此丘爾 菜採須兒 家吉閑 名告沙根

虚見津 山跡乃國者 押奈戸手 吾許曾居

師告名倍手 吾己曾座 我許者 背齒告目

家乎毛名雄母 （鸿巢盛广，1933：9）

籠もよ み籠持ち ふぐしもよ みぶぐし

持ち 此の丘に 菜摘ます兒家聞かな 名告

らさね 虚見つ 山跡の國は 押並べて 吾

こそ居れしき並べて 吾こそ座せ 我こそ

は 背とは告らめ 家をも名をも

（鸿巢盛广，1933：9）

译文①每句以顿号隔开，是四言为主，五言、

六言为辅的文言体，形式和语言上模仿诗经的笔

法。上述提到钱稻孙对雄略歌的认识重在一个

“古”字，可见为体现古诗的风格，译者刻意借鉴

《诗经》。通过对比原文发现译文①有如下改动：

首先，语序有所调整。「此の丘に、菜採ます兒」调

整至首句“有女陟冈”和第四句“采菜未遑”；其次，

原文对句在译文中被改译。原文前四句为一组对

句，「籠こも、み籠持ち、ふぐしもよ、みぶぐし持

ち」改译为“携彼圭筐、以彼圭筐”；另一组对句「押

並べて、吾こそ居れ、しき並べて、吾こそ座せ」改

译为“悉我宅京、无或不秉我承”。最后，对原文进

行拆译、增译。「家聞かな」拆分成“之子焉居、我欲

得详”两句；「名告らさね」增译一句“毋使我彷

徨”。钱稻孙对此改动解释如下：

译事有时不能无所损益字句，凡以达而信

为旨。今译于之子焉居下，用我欲得详；是愿闻

之意，易句法以协调。曷示我氏下，足以毋使我

彷徨句，则原文所未出之语，而意在达ネ字

（「ネ」指的是原文「名告らさね」的「ね」）之情。

无或不秉我承句，亦易语以协调，俾与上句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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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京不见重复；而与义会不至损。（钱稻孙，1937：6）

可见，「家聞かな」拆分成“之子焉居、我欲得

详”两句是为了与前四句的结构、节奏及押韵相协

调。前四句中可视每两句为一组诗联，表达一个

意思，因此拆分成一组诗联可以与前四句的结构

保持协调。同时，“详”与“筐”、“遑”押韵。同样，

增译的“毋使我彷徨”这句也有此意图，能够表达

出「名告らさね」的「ね」字所含有的略微焦躁、命

令的语气，进而使读者理解天皇盼望对方回应的

焦急心情。另有「押並べて、吾こそ居れ、しき並

べて、吾こそ座せ」这组对句在译文中改为四六句

形式，即“悉我宅京、无或不秉我承”，前后互为因

果关系。因为原文四句中两两意思重合，因此钱

稻孙改变对偶的形式是为了避免语义重复，具体

说是将原文一组对句的意思用“悉我宅京”四字概

括，再增译“无或不秉我承”六言句，表达天皇以辽

阔的疆土博得女子倾心的愿望，不给对方拒绝的

余地。原文末二句「背とは告らめ」的「背」称为

“兄”，意指“丈夫”，因而译为“维以我为兄”，然而

「家をも名をも」减译了「家」，仅译出「名」之意。

可见钱稻孙最早的译文追求“达旨”，为“达旨”采

取合译、拆译、改译、增译、减译等手法。

1941年《中和月刊》上的译文②仍然借鉴诗经

的笔法。首句“筐兮筐兮”和第三句“圭兮圭兮”为

同音反复，“之姝者子 採菜在岡”倒置原文语序，

同时减译「背とは」一句，除这几处之外，译文基本

上与原文呈逐句对译。原文中的对句在译文②中

表1 钱稻孙雄略歌译文收录情况汇总

发表刊物名称、

时间及页码

馆刊创刊号

1937：6

中和月刊

第2卷第2期
1941：6

日本诗歌选

1941：2

日本研究

第1卷第4期
1943：97

汉译万叶集选

1959：6

万叶集精选

1992：2-3

万叶集精选

（增订本）

2012：2-5

译文序号及内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有女陟岡、携圭及筐、以彼圭筐、采菜未遑、之子焉居、我欲得詳、曷示我氏、毋使我彷徨、天監茲大和、悉我

宅京、無或不秉我承、維以我為兄、亦昭我氏名、

筐兮筐兮 明筐在旁 圭兮圭兮 利圭在掌 之姝者子 採菜在岡 之子其焉居 曷告我爾名 天監

茲大和 率我所舍 率我所坐 今我則告爾 我名亦我家

有女陟岡 携圭及筐 以彼圭筐 采菜未遑 之子焉居 我欲得詳 曷示我氏 毋使我彷徨 天監茲

大和 悉我宅京 無或不秉我承 維以我為兄 亦昭我氏名

筐儿也，拿的好筐儿 签子也，拿的好签子 在这山冈上 挑野菜的小娘子你家住在那里 你叫什么名

字 大天底下这大和地 全是我在镇定的全是我在治理的 我的家，我的名 可都不来告诉你

筐兮明筐 攜在旁 圭兮利圭 執在掌 之姝者子 採菜在岡 家其焉居 曷昭爾名 天監茲大和

率維我所舍 率維我所坐 我斯則告兮 我名亦我家兮

筐兮，明筐是将；圭兮，利圭是掌。之姝者子，采菜在冈。我思闻之，家其焉居？曷我诏兮，以子之名！天

鉴兹大和，率唯我所居，率唯我所坐。唯我其告兮，尔家亦尔名！

筐兮明筐，携在旁，圭兮利圭，执在掌。有女其姝，采菜斯冈。言告我以家，其诏我以名！天阜盈大和，率

唯我平治，率唯我敷坐。唯我斯告兮，尔名亦尔家。

筐儿么，拿的好筐儿；竿儿么，拿的好竿儿；在这冈坡上，挑野菜的小姑娘儿！家住哪里，叫甚名儿？天生

来这大倭国，满是我的住家，全是我的坐地。你但告诉我，你的家和你的名儿。

有女陟冈，携圭及筐，以彼圭筐，采菜未遑。之子焉居，我欲得详；曷示我氏，毋使我彷徨。天监兹大和，悉

我宅京，无或不秉我承。 维以我为兄，亦昭我氏名。

筐兮筐兮，明筐在旁，圭兮利圭，利圭在掌。之姝者子，采菜在冈。之子其焉居，曷告我尔名！天监兹大

和，率我所舍，率我之坐。今我则告尔 我名亦我家。

筐兮，明筐是将；圭兮，利圭是掌。之姝者子，采菜在冈。我思闻之，家其焉居？曷我诏兮，以子之名！天

鉴兹大和，率唯我所居，率唯我所坐。唯我其告兮，尔家亦尔名！

筐兮明筐，携在旁，圭兮利圭，执在掌。有女其姝，采菜斯冈。言告我以家，其诏我以名！天阜盈大和，率

唯我平治，率唯我敷坐。唯我斯告兮，尔名亦尔家。

筐儿也，拿的好筐儿；签子也，拿的好签子。在这山冈上，挑野菜的小娘子，你家住在那里？你叫什么名

字？大天底下这大和地，全是我在镇定的；全是我在治理的。我的家，我的名，可都不来告诉你。

筐儿么，拿的好筐儿；竿儿么，拿的好竿儿；在这冈坡上，挑野菜的小姑娘儿！家住哪里，叫甚名儿？天生

来这大倭国，满是我的住家，全是我的坐地。你但告诉我，你的家和你的名儿。

注：作者依据钱稻孙译文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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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偶句，与译文①相比较，译文②在结构和内容

上更接近原文。对比末二句的翻译，译文①“维以

我为兄、亦昭我氏名”在译文②中改为“今我则告

尔 我名亦我家”，原文中的「背」在译文②中并未

译出。对此，钱稻孙解释为：“「告」的客语是「家」

与「名」，而「我を」的动词却无着了。连着助动词

的「め」都不稳当了。觉得不顺，弃去这「兄」字的

说法”。[4]意思是原文缺少动词，译出「背」会造成

语义不通，故而舍弃不译。

与译文②同年发表的是《日本诗歌选》中收录

的译文③。译文③与译文①内容重合，仅标点有

异。译文①每句以顿号隔开，译文③的句与句之间

以一字空格隔开。因原文无标点，译文为古诗形

式，使用标点符号反而显得不协调。钱稻孙以顿号

或空格隔开语句，无疑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避免

发生曲解和歌内容、破坏和歌节奏的问题。至于为

何《日本诗歌选》中不使用顿号，笔者推测可能是因

为译本相对杂志文章更为郑重。再者，译者的意图

并非是通过添加标点传递诗句的思想情感，而仅是

为便于断句，保证通顺。总结起来，钱稻孙是将译文

①原样移入《日本诗歌选》中，并以空格隔开语句。

1943年《日本研究》上的译文④是钱稻孙初次

正式发表的白话译文，他明示此次所参照的注释

本是佐佐木信纲所编的『白文万葉集』与『新訓万

葉集』，笔者现将这两部中的雄略歌原文分别罗列

如下：

籠毛與 美籠母乳、布久思毛與 美夫君志

持 此丘爾 菜採須兒 家吉閑名告沙根 虚

見津 山跡乃國者 押奈戸手 吾許曾居 師

告名倍手 吾己曾座吾許者背爾告目 家乎毛

名雄母[5]

籠もよ み籠持ち 掘串もよ み掘串持

ち 此の岳に 菜摘ます兒家聞かな 名告ら

さね そらみつ やまとの國は おしなべ

て 吾こそ居れ 敷きなべて 吾こそ坐せ

我こそは告らじ 家をも名をも[6]

译文通篇11行，仅首句、第三句和倒数第三句

句末添加逗号，其余部分独立成行，无任何标点。

如果说文言文为迎合古诗的形式，那么白话文中

也不重视标点，可见是译者的习惯。白话译文中

首句和第三句句末的语气词“也”，第二句和第四

句的“筐儿”“签子”“小娘子”“可都不来”这些俗语

使译文带有民谣的腔调。末二句“我的家，我的

名 可都不来告诉你”，与译文①和译文②不同，此

处利用否定词“不”增强紧迫感，意为“如果你不同

意我的求婚，我就不会告诉你我的家和我的名”，

而译文①和译文②直接表达“我告诉你我的家和

我的名”这层意思。对译文④的此处改动，钱稻孙

解释如下：

原来古本有「類聚古集」与「古葉略類聚抄」

两书所录，这「目」字都作「自」字，新训取这「自」

字，读作「じ」也。不过这「目」字与「自」那字，虽

只是一撇之差，却分教读法两歧，句意相反了。

我于这一首，有两个旧译，都不曾取「自」字意。

（钱稻孙，1943：96）

佐佐木信纲的注释本将「目」改为「自」，按照

「じ」的读音，其意应为否定。钱稻孙在两个旧译

（译文①和译文②）中取「目」字（上述提到参考鸿

巢盛广的注释），而此处根据佐佐木信纲的注释，

取「自」字，译为否定句。可见不同的注释本影响

译者的理解。至于为何钱稻孙一改文言而选择带

有民谣味的白话，一则如本人所说的“现在一时高

兴，……用现今的白话，试译作谣歌体”，（钱稻孙，

1943：97）出于个人兴致、喜好；二则应该是为满足

更多读者的阅读需要。

1959年收入《汉译万叶集选》中的译文⑤是以

译文②为原型，根据佐佐木信纲、铃木虎雄等人提

出的意见后修改而成的。改动有四处：其一是前

四句由四言句改为长短句式，更迎合原文的结构；

其二是第七、八两句由五言句改为四言句，与第

五、六两句呼应，节奏更为轻松明快；其三是倒数

第三、四两句由四言句改为五言句，增加“维”字以

增强译文的气势；其四是末二句均以“兮”字结尾，

对应原文尾字「め」和「も」的语气。这些改动说明

日本学者所认可的是从结构和气势上更接近原文

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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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洁若的回忆，1992 年收入《万叶集精

选》中的译文，除《汉译万叶集选》所录外，其余均

为钱稻孙在上世纪 60年代初所增译的。该译本

由文洁若编辑并在我国正式出版，其中收录 3种

雄略歌译文，即上表中的译文⑥、译文⑦和译文⑧。

详细考察这 3种译文发现如下问题：其一，《汉译

万叶集选》中的译文①并未收录，应该是编辑疏

漏；其二，因“受条件掣肘”，（钱稻孙，2012：5）民国

时期的期刊杂志译文也未收录；其三，三种译文末

句的意思与之前译文完全相反；其四，标点较之前

完善丰富，应该是编者后期添加的。

具体来看，译文⑥应该是在译文②的基础上

修改而成的。改动较明显的有四处：第一是前四

句译文删掉“筐兮”“圭兮”的两遍反复，“筐”和

“圭”在四句中分别出现 2次，这一组对句由四言

句式变为一、三短，二、四长的长短句式，更接近原

文（原文「籠」和「掘串」分别出现 2次，句式为一、

三短，二、四长）。第二是译文②中的“之子其焉

居 曷告我尔名”这句拆分为四言句“我思闻之，家

其焉居？曷我诏兮，以子之名！”，句数虽增加，意

思并未扩充，应该是译者为突出歌谣体的欢快节

奏刻意增加短小精炼的句子；第三是“枕词”「そら

みつ」由“天监兹”改为“天鉴兹”，仅一字变化，意

义却不同；第四是末二句“唯我其告兮，尔家亦尔

名”与译文②的“今我则告尔 我名亦我家”的意思

完全相反，由“我来告诉你，我的家和我的名”逆转

为“你只告诉我，你的家和你的名”。为此，钱稻孙

注释：“这首歌末二行，有几种解读法”。（钱稻孙，

2012：5）然而，在译者之前参考的鸿巢盛广和佐佐

木信纲的注释本中，给出的解释均为前者，推测译

文⑥是钱稻孙更换注释本后给出的翻译。进一步

考察发现，根据文洁若的回忆，钱稻孙所藏书籍全

部被国民党没收，支撑他从事翻译工作的均为

1949年以后岩波书店赠送的[7]，因而推测后期增补

的译文很可能参考的是上世纪 50年代岩波书店

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万葉集』，其中雄略

歌原文如下：

籠もよ み籠持ち 掘串もよ み掘串持

ち 此の岳に 菜摘ます兒家聞かな 名告ら

さね そらみつ やまとの國は おしなべ

て われこそ居れ しきなべて われこそ座

せ われにこそは 告らめ 家をも名をも[8]

此注释本中原文末三句「われにこそは 告

らめ 家をも名をも」意为“你只告诉我，你的家

和你的名”，这与译文⑥、⑦、⑧是一致的。

译文⑦的前四句与译文④无异，应该是在译

文④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因这两种译文参考的

注释本不同，末二句的翻译完全相反。值得关注

的还有「そらみつ」的译文“天阜盈”，与之前所译

“天监兹”“天鉴兹”的不同是，“天阜盈”并不蕴含

典故，应该也是钱稻孙参考不同注释的结果。

译文⑧也是在译文④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二者的不同在于：第一，译文⑧第一句和第三句句

末由译文④的“也”改为“么”，更接近原文「籠も

よ」中「も」的发音。第二，译文⑧第七句到第十一

句比译文④更简短，每句减少1~2字。第三，枕词

译文不同。第四，末二句因上述提到的注释本不

同，译文也不同，译文④为“告诉你，我的家和我的

名”，译文⑧改为“告诉我，你的家和你的名”。

总而言之，以上 3种译文是钱稻孙基于先前

旧译，再参考新的注释本，进一步修改而成的。尤

其是对雄略歌的“枕词”和末二句，给出不同以往

的翻译。

最后，《万叶集精选（增订本）》中收录的 6种

译文。译文⑨即译文①，编者添加了标点；译文⑩
为译文②修改而成，仅改动三字：第三句第三个字

“圭”改为“利”；第六句第一个字“採”改为“采”；倒

数第三句第三个字“所”改为“之”。译文、、
分别是《万叶集精选》中的译文⑥、⑦、⑧。译文
为译文③添加标点而成。总体看来，《万叶集精选

（增订本）》收录了《万叶集精选》中的3种译文，以

及民国杂志上的 3 种译文，唯有译文④被遗漏。

统计起来，钱稻孙的雄略歌译文应为7种。

另外，注释详尽是钱稻孙翻译的另一个特

点。以《万叶集精选（增订本）》为例，雄略歌有 8

处注释，其中位于译文前的介绍有4处：一是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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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的诗歌数量、诗歌类别、主题等；二是杂歌的

特点；三是关于天皇称谓的由来、宫址所在，以及

与中国的往来；四是雄略歌的格调、韵律等。位于

译文之后的注释也有 4处，包括诗歌的特点及翻

译策略、“圭”字的意义及翻译策略；末二句的字音

问题以及介绍“问名”的信仰，以及在白话译文之

后注释有关原诗的不同解释。

2 雄略歌的钱译研究概况

国内外学界对于钱稻孙《万叶集》翻译的关注

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主要是从钱稻孙的翻译态

度、译文的形式和语言上给出概括性评价。从学

术研究层面来看，能够深入译本内部，较为深刻地

进行译文批评的有松冈香、吴卫峰、田中干子、金

伟、金中、邹双双等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其中，关

于雄略歌的翻译批评仅有以下论述。

松冈香在 1989年发表的论文中，对钱译雄略

歌的 2种译文进行了对比研究，以下分别罗列出

松冈香引用的原文和钱稻孙的译文。

原文

籠もよ み籠もち 串もよ み串持ち こ

の丘に 菜摘ます児 家聞かな 告らさね

そらみつ 大和の國は おしなべて われこ

そ居れ しきなべて われこそ座せ われこ

そは 告らめ 家をも名をも

（高木市之助，1957：9）

译文A

有女陟岡 携圭及筐 以彼圭筐 采菜未

遑 之子焉居 我欲得詳 曷示我氏 毋使我

彷徨 天監茲大和 悉我宅京 無或不秉我

承 維以我為兄 亦昭我氏名

译文B

筐兮明筐 攜在旁 圭兮利圭 執在掌

之姝者子 採菜在岡 家其焉居 曷昭爾名

天監茲大和 率維我所舍 率維我所坐 我斯

則告兮 我名亦我家兮

B訳はそういった面にも細かい配慮がなさ

れている。一読して目につくのは、音調を整

える助辞“兮”であるが、この響きは、原歌の歌

謡性、口誦性をうまく伝えて効果的であ

る。…更に、翻訳にも対句を多用し、原歌の雰

囲気を忠実にうつしとりたいとする氏の姿勢

を示している。[9]

松冈香认为，译文B采用“兮”字，更有效地传

递出原文歌谣性和口诵性的特点，同时指出钱稻

孙在翻译中多用对偶句式，追求忠实原文的整体

气氛。然而此研究存在如下问题。先从原文与译

文的年代上考察，松冈香引用的原文为1957年出

版的注释本。译文A收录在 1941年出版的《日本

诗歌选》中；译文B收录在 1959年出版的《汉译万

叶集选》中。早在上世纪 40年代，钱稻孙已将译

稿交给《汉译万叶集选》的翻译委托人——佐佐木

信纲，因此1957年的注释本中的雄略歌并非这两

种译文所对应的原文。再将 1957年的原文与两

种译文的末三句进行对比发现，松冈香引用的原

文末三句「われにことは告らめ家をも名をも」，

意为“请你告诉我，你的家和你的名”，而两种译文

意为“我来告诉你，我的家和我的名”，与原文的意

思完全相反。可见，对译者参考的注释本的切实

考察是客观评价译文的前提。

吴卫峰明确指出钱稻孙 1937年初次发表的

雄略歌译文参照的是佐佐木信纲所编『新訓万葉

集』，除模仿诗经的文言译文外，1943年《日本研

究》上的口语译文实际是一种歌谣体，这是钱稻孙

独特的翻译手法。[10]吴卫峰的研究相对松冈香更

为客观，然而也存在两点不足：其一，虽罗列出《馆

刊》《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中和月刊》等杂志上

所选万叶诗歌的序号，却并未对雄略歌的几种译

文进行对比研究；其二，对于译文文体形式的研究

过于宏观，得出的结论仅为简单的概况，缺乏深入

的探讨。

邹双双罗列出《汉译万叶集选》《万叶集精选》

以及钱稻孙寄给佐佐木信纲的书信中收录的雄略

歌译文，共计5种，通过译文之间的对比阐明以下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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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葉集精選』には銭稲孫の下書き草稿も組

み入れられ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ある。したがって、どれが戦時中のもので、ど

れが戦後に訳されたのかは、きれいに区分す

ることができない。[11]

以上意在表明文洁若收入《万叶集精选》的译

文有的很可能只是钱稻孙的草稿而非定稿，因此

难以清晰地区分出这些译文的年代先后。事实

上，如果将钱稻孙发表在期刊上的译文全部整理

出来，再进一步对比的话，区分清楚并非难事。

3 钱稻孙的雄略歌翻译手法

3.1 文言译文的特点

以上 7种译文中，5种为文言文，译者的主导

思想是以诗经体翻译雄略歌。首先，译文多用虚

词“兮”，追求接近诗经语言的古朴风格。译文⑥
有三处使用“兮”字，一处是第一句和第三句，一处

是中间一句「名告らさね」，还有一处是末二句。

第一句和第三句句末「も」「よ」，「名告らさね」的

「ね」，末二句「我こそは 告らめ 家をも名を

も」中「め」「も」带有或感慨或委婉命令的语气，译

者借“兮”字再现。除此之外，译者在思想内容上

努力寻找两部诗集的接点。译文②中“筐兮筐兮”

“圭兮圭兮”这种同音反复的句式见于《诗经·简

兮》的初句“简兮简兮”。《简兮》为作者对高大雄壮

的舞师表达喜爱之情之作，雄略歌表现天皇对採

菜女子的喜爱之情。钱稻孙将这种共通的情感用

近似的手法表现出来，利用“同音反复”不但迎合

原文「も」「よ」的委婉语气，也符合古代诗歌中直

白的求爱方式。钱稻孙提到“以天皇之尊，其天真

熙然若是，其造语之亲蔼复若是”，（钱稻孙，2012:

2）天皇虽贵为九五之尊，却让读者感到一种亲和

力。「そらみつやまとの國はおしなべて吾こそ居

れ敷きなべて吾こそ坐せ」，天皇夸耀其领土的辽

阔，这或许会使平凡的採菜女人倍感威压，然而

「ね」「め」「も」的温婉语气使紧张气氛得以缓和，

因而译文④“我斯则告兮，我名亦我家兮”和译文

⑥“曷我诏兮”的几处“兮”字位于动词之后，使译

文产生亲和力。《诗经·狡童》中“不与我言兮”“不

与我食兮”，“兮”字位于动词后，使男女相怨的语

气得到舒缓。

其次，译文有两处调整语序。一是「此の岳に

菜摘ます兒」这二句在译文①中被拆分，「此の岳

に」和「兒」合译为“有女陟冈”并置于初句的位置；

「菜摘ます」增译“未遑”二字。此处调整的原因有

三点：其一是原文中「兒」之前的定语较长，而汉译

时要避免定语句过长带来累赘繁琐的问题。钱稻

孙将定语部分按主谓宾的汉语语序改译，大意为

“有一个姑娘在山冈上，拿着筐和圭采菜”，译文阅

读起来较通顺，这便是钱稻孙所说的“以达而信为

旨”。其二是“有女陟冈”置于初句，对应了《诗经·

有女同车》的初句“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诗经这

篇描写同车而行的女子面若木槿般美丽，推测此

处译者欲将雄略歌中的女子与诗经的女子形象对

应起来。原文中虽并未提及女子的美貌，译者却

用“姝”字轻轻勾画出美女的轮廓，假使这位採菜

女子相貌平平甚至丑陋无比，天皇恐怕不会放下

九五之尊去向一个民间女子求婚。其三，“有女”

二字产生出一种偶然邂逅的动态感，天皇似乎在

半山腰或山脚下看到一名採菜女子，心生爱慕追

赶前去求婚。全诗以女子採菜开始，其间变为天

皇求婚，采取两段式描写的手法。《诗经·关雎》中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

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同为两

段式描写，也是採菜女子先登场，进而转为描写男

子求爱的过程。译文②中仅此句倒置语序译为

“之姝者子，採菜在冈”，调整为主谓宾结构，即是

钱稻孙所说的“易句法以协调”，顺应中国读者的

阅读习惯。

最后，原文对句的翻译根据字数、句数和内容

量适度协调。译文⑤“筐兮，明筐是将；圭兮，利圭

是掌”以长短句译出，对应原文的句式结构，第一、

三句短小，重点在“筐”“圭”二字；第二、四句反复

一遍“筐”“圭”，再添加手持採菜工具的动作“将”

“掌”。另有一组对句「おしなべて われこそ居

れ しきなべて われこそ座せ」比前四句对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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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工整，五、六、五、六的整齐形式在译文⑤中反

映为五言对偶句“率维我所舍，率维我所居”，因这

组对句内容量小，译文将四句缩为两句避免汉语

表述上的重复。

3.2 白话译文的特点

上述提到雄略歌的2种白话译文分别为1943

年和上世纪60年代初所译，译文的变化主要在个

别字词的更换、“枕词”翻译的变化以及末二句语

序的调整和句意的改变，后者译文更接近原文的

句式结构。

译文一：

筐儿也，拿的好筐儿；签子也，拿的好签

子。在这山冈上，挑野菜的小娘子，你家住在那

里？你叫什么名字？大天底下这大和地，全是

我在镇定的；全是我在治理的。我的家，我的

名，可都不来告诉你。 （钱稻孙，2012：2）

译文二：

筐儿么，拿的好筐儿；竿儿么，拿的好竿儿；

在这冈坡上，挑野菜的小姑娘儿！家住哪里，叫

甚名儿？天生来这大倭国，满是我的住家，全是

我的坐地。你但告诉我，你的家和你的名儿。

（钱稻孙，2012:2）

以上 2种白话译文有三个特点：一是杂言形

式。译文二第一组对句“筐儿也，拿的好筐儿；签子

也，拿的好签子”为长短句式；第二组对句“家住哪

里，叫甚名儿”和第三组对句“满是我的住家，全是

我的坐地”为对偶句，对仗工整，译文二在译文一的

基础上每句分别减掉一字，迎合原文的简短形式。

二是语言具有浓厚的歌谣特点。译文一第一

组对句句末“也”“儿”二字使全诗产生一种轻松愉

悦的气氛和山野田间的趣味。“签子”“小娘子”与

文言译文中的“圭”“之姝者子”相比，通俗亲切、直

率可爱。译文二中“么”代替“也”，与原文「籠も

よ」的「も」发音接近；“签子”“小娘子”分别更换为

“竿儿”“小姑娘儿”，加上“叫甚名儿”与末句“你的

名儿”这几处统一为儿化音，这种口语化的表达方

式弱化了命令的语气，增强了天皇的亲和力。

三是语序方面更忠实于原文。原文「此の岳

に 菜摘ます兒」这句在5种文言译文中被倒置，

而白话译文仍按原文语序，译文一和译文二都先

提到山冈，再描述採菜姑娘，语序不同带来的视觉

效果不同，“之姝者子 採菜在冈”先从微观上描述

一位美丽的姑娘，进而将视野扩大到一片山冈；而

“在这山冈上，挑野菜的小娘子”先放眼于整个山

野高岗，再聚焦到一位採菜姑娘身上，译文不同带

来读者对原文理解的差异。前者文言译文似乎天

皇刻意关注採菜姑娘；后者白话译文表现出姑娘

突然登场的意外惊喜；天皇游览山川高岗，偶尔抬

眼望见一位採菜姑娘，怦然心动上前求婚，充满浪

漫主义色彩。

从以上 2种白话译文风格上看，钱稻孙之所

以在文言之外尝试白话，不仅因为“一时高兴”，还

因为白话相对文言结构松散，表达原文内容和思

想更为自由，字词使用上也较文言丰富，容易对应

原文字词的发音，从而做到音译兼顾。尤其是歌

谣，其语言更为通俗亲切，介于文言与日常口语之

间，多少保留了非日常语言的、诗歌语言特点。如

果考虑到诗歌产生的年代和当时的语言特点，模

仿中国古诗的翻译手法能够再现和歌的历史风

貌。当然，文言和白话同时存在，更能满足不同层

次的读者的阅读需要。

3.3 “枕词”的翻译手法

在雄略歌的7种译文中，“枕词”的译文共有5

种，其中3种为文言，2种为白话。钱稻孙通过保留

“枕词”，再现原诗的气氛，具体分析如下（为研究

方便，原文引用 1959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注释本。

以下“枕词”添加下划线，相关部分添加双划线）。

…そらみつ 大和の國は おしなべて わ

れこそをれ しきなべてわれこそ座せ…

（高木市之助，1957：9）

译文一：

……天监兹大和，悉我宅京，无或不秉我承。……

译文二：

……天监兹大和，率我所舍，率我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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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三：

……天鉴兹大和，率唯我所居，率唯我所坐。……

译文四：

……天阜盈大和，率唯我平治，率唯我敷坐。……

译文五：

……大天底下这大和地，全是我在镇定的；

全是我在治理的。……

译文六：

……天生来这大倭国，满是我的住家；全是

我的坐地。……

（钱稻孙，2012：2-5）

「そらみつ」是「大和」的“枕词”，上述的 4种

文言译文中有 3 种译文：天监兹、天鉴兹和天阜

盈。译文一、二为“天监兹”，松冈香指出，“天监”

二字传递出《日本书纪》中饶速日命乘天磐船俯视

大和国的传说，二字的翻译体现了钱稻孙对日本

文化的深刻理解（松冈香，1989：4-5）。笔者推测

“天监”二字可能出自《毛诗序》。《诗经·皇矣》曰：

“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其中“监”有“从上向下看”

之意；《毛诗序》注解：“《皇矣》，美周也。天监代

殷，莫若周。”《笺》注：“监，视也。天视西方可以代

殷王天下者，维有周耳”。[12]这种从中国古代语言

中借用现有词语的做法，不仅突出原诗的古朴格

调，还能保留其中的历史典故。“兹”有“这样”之

意，钱稻孙将「つ」译为“兹”，考虑到二字发音接

近，译文能够实现兼顾音意。译文三“天鉴兹”的

“鉴”字有“照”“洞察”之意，与“监视”接近。

对于译文“天阜盈”，曾维德脚注为：“原文‘虚

見津 山跡乃國者’，其中“見津”可训“见”或“满”

之义。然兹按万叶真名当解为“见”，则‘天阜盈’

数语不确”。（钱稻孙，2012：4）“盈”有“充满”“丰

满、饱满”之意，译者将「みつ」另解为「満つ」，“阜”

有“大”“兴旺、旺盛”之意，因而“天阜盈大和”意为

“上天赐予这富饶的大和国”。

译文五和译文六为白话文，为表达与文言文

相等的内容量，需要增加字数，这是由于现代汉语

存在较多的双音节词。译文五“大天底下这大和

地”，从天与地的上下位置关系上理解“枕词”，但

未译出“见”之意。把大和国的“国”字改为“地”，

是与“天”呼应，「そらみつ」展现出被群山包围的

大和国的辽阔，天皇进而炫耀这广阔无垠的天地

“全是我在镇定的；全是我在治理的”。译文六“天

生来这大倭国”将「そらみつ」四个音对应为汉语

四个字，同译文五一样，“这”字使“枕词”与相关部

分的关联更为紧密，加强了修饰效果。

4 结 语

钱稻孙的雄略歌译文多达 7种，是其诗歌译

文数量最多的一首。笔者通过对雄略歌译文的样

态及变迁的分析发现，钱稻孙不但力求译文从形

式和表现手法上最大程度接近原文，也更注重多

角度理解原文内容，尽力通过不同译文传递各注

释本中的不同解释。钱稻孙努力尝试文言体和白

话歌谣体的不同表现风格，以灵活多变的形式和

语言强化读者对原文的印象。对于“枕词”的翻

译，钱稻孙在文言译文中保留“枕词”，以追求再现

原诗的古朴格调；在白话译文中保留“枕词”，以四

言或五言对应“枕词”的四音或五音，再现其形式

特点。可以说雄略歌的翻译是钱稻孙的《万叶集》

翻译历程的缩影。

注

[ 1 ] 佐竹昭宏，山田英雄，工藤力男等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萬葉集一[M].東京：岩波書店，1999：12-13.

[ 2 ] 钱稻孙.日本古歌诠译二则[J].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1937（1）：1.

[ 3 ] 钱稻孙译.万叶集精选（增订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2.

[ 4 ] 钱稻孙.万叶一叶[J].日本研究，1943（4）：97.

[ 5 ] 佐佐木信綱編.白文万葉集（上卷）[M].東京：岩波書店，1930：9.

[ 6 ] 佐佐木信綱編.新訓万葉集（上卷）[M].東京：岩波書店，1927：43.

[ 7 ] 文洁若.我所知道的钱稻孙[J].读书，1991（1）：58.

108



日本文学研究2020年 第2期 总207号

[ 8 ] 高木市之助，五味智英，大野晋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萬葉集一[M].東京：岩波書店，1957：9.

[ 9 ] 松岡香.「万葉集」の中国語訳について(その1)：銭稲孫を考える[J].北陸学院短期大学紀要，1989（21）：5.

[10] 吴卫峰.白話か文言か：日本古典詩歌の中国語訳について（その三）－銭稲孫『万葉集』の翻訳[J].東北公益文科大学総合研究論集，2010

（19）：7-8.

[11] 邹双双.「文化漢奸」と呼ばれた男[M].東京：東方書店，2014：140.

[12] 周振甫.诗经译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0：387.

参考文献

王晓平.日本诗经学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福井久藏.枕詞の研究と釈義[M].東京：不二書房，1933.

賀茂真渊.冠辞考（上卷）[M].大阪：交盛館，1894.

鴻巢盛广.萬葉集全釋（第一册）[M].東京：廣文堂書店，1931.

吉本隆明.初期歌謡論[M].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7.

久松潜一.万葉集講座 第三巻[M].東京：有精堂，1973.

鹿持雅澄.万葉集古義 枕詞解[M].東京：国書刊行会，1898.

作者简介：孙伏辰（1977—） 女 汉族 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E-mail：sunfuchen765@sina.com

A Study on the Qian Daosun's Translation of Yuryakuuta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translation by Qian Daosun of Yuryakuuta in the Man´yoshu. It took the translator almost 30

years to finish the translation, working between the 1930s and 60s. By analyzing the patterns and changes of seven different

translations and translation technique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Qian Daosun not only strived to approach the source text to the

greatest extent in terms of form and expression, but also payed much attention to the multi-angl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ried to offer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nnotated versions through various translations. Qian Daosun tried hard to

use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classical and vernacular ballads and left a great impress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on the readers by using

flexible forms and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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