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西周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一

生著译书籍八十多种。因他是系统性将西方哲学

介绍到日本的第一人，故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

父”“日本近代文化建设者”“明治初年新文化运动

的领导者”。日本学者有诸多关于西周的文章，但

更多地是着眼于他的哲学成就，而研究他的译词

的书籍和文章并不多。而观之中国国内，对于西

周其人，知之者甚少。据笔者统计，研究他的书籍

和文章仅十余篇，其中多篇是通过研究“哲学”一

词的翻译或探究其翻译的正误，或研究他的哲学

思想，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较为少见。其实西周

翻译的很多词汇一直流传至今，在翻译领域的成

就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他的翻译策略对于我们

现代翻译工作者来说很有研究的必要。西周采用

了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为什么采用这种策略？本

文将对此进行分析和探讨。

1 西周其人

西周是明治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翻

译家。他 4岁读《孝经》，6岁读《四书》，12岁入藩

校（日本江户时代至明治初年藩政时代各藩经营

管理的学校的总称）系统研修儒学，学习《史记》《五

经》《汉书》等，21岁在大阪的“松阴塾”等学校继续

学习儒学，毕业后任“培达塾”塾夫（私塾的校长），

兼任授读教官。1853年24岁的西周来到江户任时

习堂（以学儒学为主的学校）的讲释。同年佩里率

领舰队来到日本，提出开国的要求，令朝野震惊，也

令当时的西周萌生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想法，并于同

年冬天开始学习荷兰语。1856年，西周开始学习

英文，并广泛阅读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

作。1862年至1865年，西周留学荷兰，师从经济学

教授毕晒林，深入研究学习了统计学、法律学、经济

学、政治学和外交学等方面的知识。回国后的第三

年即1867年，西周任开成所教授。西周于1870年

应明治新政府之召任职于兵部省，同年 11月创办

私塾“育英舍”，开始讲授『百學連環』，对西方学术

作全面而细致的介绍，并用汉字翻译了大量的西

方哲学词汇。由以上西周的学习生涯可以得出结

论：西周无论在中国的儒学研究方面还是在西方

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研究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可谓

学贯东西，这为他的翻译生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西 周 英 译 词 的 翻 译 策 略 研 究
——以新造词「哲学」和「演繹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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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周是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和翻译家，翻译了诸多词汇流传至今，如「哲学」「肯定」

「否定」「帰納法」「演繹法」「本能」等，其中有很多是西周自己研究出来的新造词。本文拟以「哲学」和

「演繹法」两词的翻译过程为例，对其英译词的翻译策略及其原因和意义进行总结分析以探讨汉学对

中外互译实践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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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周的新造词

日本对于西周的译词研究由来已久，早在

1966年栗岛纪子就发表了『訳語の研究―西周を

中心に―』的文章，对于西周的译词做了详细的统

计：西周使用过的汉字译词为1410个。栗岛认为

其中有787个汉字译词是西周独创的，她把这787

个汉字译词分为三部分：在『大漢和辞典』里明确

记载有出典的为 340个，记载无出典的为 113个，

无记载的为334个。

而在日本东北大学手岛邦夫著的博士毕业论

文『西周の訳語の研究』里，手岛对上述栗岛的统

计资料进行了更新补充。首先他参考『漢字百科

大事典』（1996）中的「翻訳漢語」义项和陈力卫论

文（2001：269），把日语汉字译词分为三类：第一类

是由古典汉语或固有汉语而来的转用词；第二类

是由中国翻译的西学书籍和英华辞书而来的借用

词；第三类是日本人独创的新造词和「和製漢

語」。他认为栗岛所列举的787个西周新造词里，

340个有出典的词只能把它们定义为转用词，而非

新造词，所以栗岛统计的西周的新造词实际上只

有447个。同时他认为栗岛只依据『大漢和辞典』

来考察译词的出典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所以他

以『日本国語大辞典』『大漢和辞典』『漢語大詞典』

为中心，参考了『索引本佩文韻府』『辞源』『仏教語

大辞典』等，较为全面地统计了西周使用过的译词

共有 2459个，其中汉字译词为 2006个，占到所有

译词总数的 88%，两字及以上的汉字译词为 1894

个。[1]他将这1894个汉字译词分为四类：第一类是

汉籍和佛经里有出处，近世以及之前的日本书籍

里被使用过的词汇，这类词汇是原有意思未发生

太大变化的或者意思发生变化的，也就是所谓的

转用词，这样的词有628个；第二类是在汉籍和佛

经里有出处，但到幕末明治初期以后才被使用的

词汇，里面也包括了很多转用词，共有 328个；第

三类是汉籍和佛经的出处不明，主要在近世以后

的日本书籍里才能找到用例的词汇，里面包含了

很多兰学家的新造词，共有 92个；第四类则是在

汉籍，佛经或近世以及之前的日本书籍里没有用

例，是幕末明治初期出现的新造词汇，共有 846

个，而其中有 699个词汇可以确定是西周的新造

词，纠正了栗岛纪子的观点（手岛邦夫，2013：29）。

因为西周汉字译词中转用词和借用词较多，

翻译策略较为复杂，并非一篇论文所能阐述清楚，

同时笔者认为转用词和借用词也不能很好地体现

西周汉字译词的独创性，故本文拟以新造词为对

象来分析西周英译词的翻译策略。从上述手岛对

西周的新造词的定义可以看出，所谓的新造词是

完全由西周本人所创造出来的，在汉文典籍，一般

词典，哲学词典，佛经或近世以及之前的日本书籍

里都未曾出现过的词汇，像「感性」「交換」「合成」

「思考」「体験」等词或有汉文典籍的出处，或被前

人使用过，这类词皆不属于新造词的范围。

本文拟就西周新造词里的「哲学」和「演繹法」

两词的产生过程来分析西周的翻译策略。

3 「哲学」一词的翻译过程

“philosophy”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原意为“爱

智慧”，最终由西周定译为「哲学」并流传至今。关

于「哲学」一词的翻译，中日很多专家都对此做出

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的林美茂在

《“哲学”抑或“理学”？―西周对philosophy的误读

及其理论困境》中提出：西周并未认识到西方哲学

里最本质的“知”与儒学根本不同，导致了西周对

philosophy的误读。学者卞崇道写了《从“哲学”用

语的定译看翻译之可能―兼论大学外语本科教学

中翻译学科建设问题》《东亚哲学史上西周思想的

意义―透视“哲学”用语的定译理念》两篇文章，主

要就西周对「哲学」一词的定译来探讨大学外语本

科教学中的翻译学科问题和全球化潮流中的哲学

问题。京都大学的藤田正胜写有《日本如何接受

“哲学”》一文，分析了西周所理解的哲学与儒学的

区别。清华大学的孙彬则在《西周的哲学译词与

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一书里对「哲学」一词的翻译

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就西周各个阶段的翻译

方法追根溯源，认为翻译为「哲学」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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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彬的著作主要是从西周对“哲学”一词的理解来

分析「哲学」的翻译过程，本文则拟从汉学典籍的

出处来分析「哲学」一词经历了从意译到音译到创

译，最终定译的过程。

首先，西周将“philosophy”音译为「ヒロソヒ」

或意译为「希哲」。从目前所有的文献来看，西周

第一次使用“philosophy”一词是在 1861年给津田

真道『性理論』所撰的跋文中，其中写道：

西土之學，傳之既百年餘，至格物舍密地理器

械等諸（術）科，間有窺其室者，（特）獨至吾希哲

學（ヒロソヒ）一科、則未見其人矣。[2]

他又在 1863年写就的『西洋哲學史の講案断

片』中，把“philosophy”翻译为「ヒロソフル」和「希

哲学」：

ヒロソフル、語の意は賢徳を愛する人とい

うことにて、所謂希賢のと均しかるべしと存

せらる、此ヒロソフルこそ希哲學の開基とも

謂へき大人にて。

「ヒロソフル」一词，其语意是爱贤德的人，应

与所谓希贤之意相同，故此ヒロソフル才成为希

哲学之开基。（大久保利谦，1960：16）（笔者译）

「ヒロソヒ」「ヒロソフル」与“philosophy”一

词的英文发音颇为相近。由此可知，此时的西周

是把“philosophy”音译为片假名的「ヒロソヒ，ヒ

ロソフル」或意译为「希哲」的。而西周本人在回

国后所撰的『生性発蘊』里提及「哲学」一词的翻译

过程时也说到：

哲學原語...愛賢者ノ義ニテ、其學ヲフィロソ

フィト云フ、周茂叔ノ所謂ル士希賢ノ意ナリ。

哲学一词原为爱贤者之意，其学问被称为フィ

ロソフィ，正是周茂叔所谓的“士希贤”之意。（大

久保利谦，1960：30）（笔者译）

而“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是新儒学的开山

鼻祖周敦颐所提出来的命题，“士希贤”即读书人

都希望成为贤德之人。那为何西周更多地使用

「希哲」而未采用「希賢」一词呢？在『譯利學説』

中，西周写道：

此語原名斐魯蘇非（フィロソフィ）、希臘語、

斐魯求義、蘇非亞賢義、謂求賢德也、猶周茂叔

所謂士希賢之義。

此语原名斐鲁苏非，希腊语。斐鲁意为求，苏

非意为亚贤，故（斐鲁苏非）意为求贤德也，与周茂

叔所谓士希贤之意相同。（大久保利谦，1960：161）

（笔者译）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西周将“sophy”理解为

「亞賢」，「亞賢」一词古汉语里也找不到出处，也是

西周自己创造出来的，而「亞」可以理解为“次于，

逊于”之意，所谓「亞賢」也就是“次于贤人”之意。

关于“贤人”的定义，孔子有一段论述：“所谓贤人

者，德不踰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

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

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易·系辞

上》里有：“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

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所

谓“贤人”更多的是看重才德并重，而“哲人”一词

在中国的《诗·大雅·抑》里有：“其维哲人，告之话

言，顺德之行。”所谓“哲人”就是智慧卓越之人。

西周通读中国古代诸多文献，对于“贤人”和“哲

人”的区别，了然于胸，所以单从“贤”和“哲”的选

择上来看，「希哲」与“philosophy”的本意“爱智慧”

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西周之所以把“philoso-

phy”意译为「希哲」，充分表明当时的他对西方哲

学这一学科不甚了解，必须要从汉籍里寻找对应

的词汇，选择「希哲」而非「希賢」也证明他对中国

古文献的深刻理解和他对翻译的精益求精。

第二阶段西周将“philosophy”音译为「ヒロソ

ヒ」或汉字音译为「斐鹵蘇比」。直接音译为「ヒロ

ソヒ」这一说法是在1862年『西洋哲學に對する関

心を述べた松岡鏻次郎宛の書翰』中，西周论述道：

只ヒロソヒ之學ニ而、性命之理を説くは程

朱ニも軼き、公順自然之道に本き、経済之大本

を建たるは、所謂王政にも勝り、合衆國英吉利

114



翻译论坛2019年 第4期 总203号

等之制度文物は、彼堯舜官天下之意と、周召制

典型は心ニも超へたりと相覚申候。

独ヒロソヒ之学，说及性命之理，超过程朱，

以公顺自然为本，建经济之大本，亦胜于所谓王政

及美英等国的制度文化，亦超越尧舜官天下之意

和周召制典之心。（大久保利谦，1960：8）（笔者译）

此时的西周尚未到过荷兰，对于哲学是何种

学科尚无把握。在他看来哲学一科超过程朱，胜

于王政，是超越中国儒学的学问体系，不是「希賢」

或「希哲」一词所能概括，所以宁愿直译为「ヒロソ

ヒ」，也不愿沿用之前的译法。

到了后期，西周将此词直接翻译为音译汉字

词汇。1862-1865 年西周留学荷兰时写了『開題

門』一文，他在开头就称：

東土謂之儒，西洲謂之斐鹵蘇比，皆明天道而

立人極，其實一也。 （大久保利谦，1960：19-20）

此时的西周将中国的儒学和西方的哲学相提

并论，并提出「其實一也」的论断，可以看出这一时

期的西周认为西方哲学和东方的儒学是同一种学

科，此时的音译可以认为是他在研究哲学一词翻

译过程中的权宜之计。他放弃了之前一直使用的

「希哲学」，是因为他在寻找一种可以和儒学相对

应的译名。对于西周来说，准确的意译译名是其追

求的最终目标，音译的译名只是翻译的过渡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西周将“philosophy”定译为了

「哲学」。在明治4-6年（1871-1873年）西周所写的

『生性発蘊』一书中，西周已开始使用「哲学」这一

译语，并论述道：

今哲學ト譯シ東洲ノ儒學ニ分ツ。

儒學ニマレ、哲學ニマレ、始メハ天道ヨリ、見

解ヲ立テルコトノ、到底性理ニ帰着セサルヲ、

得サル所ニシテ、従来儒哲ノ學ニ於テ、性理ヲ

以テ、一大要部トスルハ、蓋シ是カ為ナリ。

现将其译为哲学以区分于东方的儒学。（大久

保利谦，1960：31）（笔者译）

无论是儒学还是哲学，都是以天道为开端来

阐述自己的见解，最终还是归结于性理之学。从

来儒哲之学都是以性理之学为重点，也是出于这

一原因。（大久保利谦，1960：40）（笔者译）

继而在明治7年（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論』

中，西周写道：

天道人道ヲ論明して,兼テ教ノ方法ヲ立つ

るヲヒロソヒー、譯して哲學ト名け。

把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为

哲学。（大久保利谦，1960：289）（笔者译）

从此“philosophy”正式定译为了「哲学」，并广

泛流传。此词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成为了中日

近代哲学史和翻译史上最重要的词汇之一。

把「希哲学」的「希」去掉的翻译方法，中日专

家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军曾

批判“希”去掉的话等于遗漏了希腊文原意里的

“爱”或“追求”智慧的含义，认为这不是很合适的

翻译方法。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孙彬则认为

“名词+学”的翻译方式是西周之前的日本翻译家

的通用方法，比如儒学，徂徠学，古文辞学，兰学等

等，所以西周也采取了这种翻译方法，把「希哲学」

一词中的「希」去掉。笔者比较认同这一观点。笔

者认为这一翻译方法也受中国古汉语的影响，比

如在《剧谈录.宣宗夜召翰林学士》中有：“曩者仰

卿材器，今日覩卿词学”。而“学”一字在古汉语中

有学问之意，《后汉书·列女传》中有“天子积学”，

清·刘开《问说》中也有“学有未达”一句。既然学

有学问之意，前面再加上动词就有些多余了。从

逻辑上来分析，“名词+学”的方式也比较符合古汉

语的习惯，因此西周在同一时期翻译的「音樂學」

「詩歌學」「語法學」「歷史學」等都采取了“名词+

学”的方式。对于通晓中国古文化的西周来说，这

种融合了西方文明和东方文化的意译的翻译方法

正是他所追求的最理想的翻译策略。

4 「演繹法」一词的翻译过程

「帰納」和「演繹」通常都被相提并论，而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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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词也一直被误认为是西周的新造词。栗岛纪子

（1966）在『訳語の研究―西周を中心に―』一文中

提到有35个两字汉字词是西周独创、没有出典且

沿用到现在的，其中就有「帰納」一词，但这一点被

手岛纠正了。他指出「帰納」一词出自于中国宋朝

欧阳修的《与宋龙图书》，并于1783年使用于日本

诗人江村北海的『授業編』中（手岛邦夫，2013：

47），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帰納」属于转用

词。同样「演繹」一词出自于《朱熹·中庸章句序》，

原文为“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言，质以平日所

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

者”，意为推论尧舜以来传下来的道理，并和平日

所听到的父师之言互相演绎，而成此书，以告知后

来的学者。此处所谓“演绎”是相传之言与父师之

言相互验证之意。西周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所以

「演繹」一词也不属于新造词，也是转用词。但手

岛却把「演繹法」一词认为是西周的新造词。因为

“两字汉字译词+法”是西周常用的独特造词方

式。据手岛统计，在西周所创的 460个三字及以

上的新造词中，带「法」这一结尾词的三字汉字译

词达21个，是除了「学」（77个）之外用的最多的结

尾词。因此笔者也以「演繹法」一词是新造词为前

提来分析它的产生过程。

「演繹法」的英文原词为“deduction”，在明治

二年（1869年）起草的『學原稿本』中，西周将此词

翻译为「ひきいたすかむかへ」意为“引出之思考

方式”，并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对归纳法和演绎法做

出了精确到位的解释：

由主辞之内引出宾辞之附着状，以为宾辞，谓

之“引出之思考方式（deduction）”：将此下位主辞归

入上位，以为其宾辞，谓之“引入之思考方式”。譬

如，牛兽也，兽动物也，其意即牛乃兽类之一，兽乃

动物类之一，其思考方式即为引牛入兽类。或曰此

胜于彼，然彼将主辞之状由上引下，此乃依其状同

而引于上段，其所命题者无异，故无需深究优劣也。[3]

在明治三年（1870年）开始编撰的讲义『五原

新範』『百学連環』和明治七年（1874年）的『致知啓

蒙』中，西周则将此两词翻译为「鉤引法」和「演繹

法」。由此可见在明治初期西周的翻译方法是将

英语翻译为日式词汇，而到后期渐渐演变并定译

为汉字译词。这说明无论学习多少西方先进的思

想和文化，西周的东方文化基因使他毕生致力于

汉字译词的创造和传播。

继而，就「演繹法」一词，西周在『百學連環繼

論』做出了如下解释：

演繹とは猶字義の如く、演はのふる意、繹は

糸口より糸を引き出すの意にして、其一ツの

重なる所ありて種々に及ぼすを云ふなり。之

を猫の鼠を喰ふに譬ふ。猫の鼠を喰ふや、先

ツ其の重なる所の頭より始め、而して次第に

胴四足尾に至るなり。古昔聖賢の學も孔子は

仁智と言ヒ、孟子は性善を説く。孔子の如き

は更に論しかたしと雖も、孟子言ヘハ必稱堯

舜と、即も性善を説くものにして、仁智と言

ヒ、性善と言ふも皆重なる所の記號にして、是

よりして幾緒の道理を引き出すなり。古來儒

（學）者たる者その理にして、經書（孟子）を學

ふ者は之を重とし、歷史（論語）は歷史（論語）

を重とし、總て其重とする所よりして種々の

道理を引き出す、是則ち貓の鼠を喰ふ演繹の

法なり。

所谓演绎，犹如字义。演者，延也；绎者，剥茧

抽丝之意也。即自主要处而及于多方之意也。可

将此喻为猫食鼠。猫食鼠时先食其头，此乃其最

重要之部位，后食其四肢躯干及尾部。古代圣贤

之学，孔子言必道仁智，孟子言必称性善。孔子的

论述未离其宗，孟子言必称尧舜说性善，皆是由仁

智，性善之要点，引出几多道理。古时儒学者皆循

此理，学《孟子》者以《孟子》为重，学《论语》者以

《论语》为重。故曰，从其重要之处引出种种道理，

犹如猫食鼠之演绎法。[4]（笔者译）

所谓演绎法就是从普遍性的理论知识出发，

去认识个别的、特殊的现象的一种逻辑推理方

法。也就是西周所说的，猫吃老鼠从头这一重要

部位开始，再吃四肢躯干。这种解释方式虽然不

是十分精确，但反映出他对「演繹」一词的深刻理

解和深厚的汉学功底。而这里所说的「演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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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与《朱熹·中庸章句序》中“演绎”的原意相差

甚远：西周将「演」和「繹」两字分开来解释，对于原

意进行了扩展，赋予这个词以新的哲学含义，再加

上「法」这一通俗易懂的接尾词，使得这种用古汉

语表达新意的翻译方法很容易就被彼时尚以汉学

为主导的日本社会所接受，因此「演繹法」一词也

固定下来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了对中日哲学界影

响深远的重要名词。

5 西周的翻译策略及其原因

翻译策略分为两大类：归化策略和异化策

略。这两个术语是美国翻译理论家 Lawrence

Venuti（1995）创造的。所谓归化，旨在尽量减少译

文中的异国情调，为目的语作者提供一种自然流

畅的译文。而异化是故意使译文冲破目的语常

规，保留原文的异国情调。归化策略下有意译，仿

译，改译和创译四种方法；异化策略下有零翻译，

音译，逐词翻译和直译四种方法。[5]从上文对「哲

学」一词的分析可以看出，西周开始将“philoso-

phy”翻译为「希哲學」并用片假名来标注发音，是

归化策略下的意译法和异化策略下的音译法同时

使用的结果。这意味着他在寻找一个能更好地表

达西方哲学术语的汉字译词却不可得，只能采取

折中的方式；第二阶段他直接用异化策略下的音

译法来翻译「哲学」一词，但后期和前期不同的是

他主要使用的是汉字音译法——斐鹵蘇比，从这

点可以看出他对用汉字来翻译英语词汇的坚定决

心；几经波折之后，他最终还是采取了归化策略下

的创译法。「演繹法」一词则是先采取归化策略下

的意译法之一的释义法，即用假名来对原词进行

解释性翻译，后采取另一意译法：套译法，即借用

古汉语词汇来替换原词，最终也采取了创译法。虽

然「哲学」的造词方式是以儒学为基础重新创造出

「希哲学」一词，然后对此原创词汇中的「希」进行了

删减；「演繹法」的造词方式是将古代汉语「演繹」转

用为新的含义，然后在转用之后加上接尾词「法」，

但两者的翻译策略最终都是以汉字为基础的归化

策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以汉字为基础是因为西周对汉字

的使用更为得心应手，并忠实于用古文辞学来翻

译西方哲学词汇。

古文辞学是江户时期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儒

学家荻生徂徠创立的，也称徂徠派。此学派以研

究事实和文辞、成为学者为目标，提倡汉文直读

法，反对从前的汉文训读法，强调要研究高深的道

理须先理解中国语言文学，先以唐音读汉文，后再

改为纯粹的日语，对宣扬中国文学、提倡经史考证

产生重大作用。西周 18岁以前熟读儒家经典著

作，并对程朱之说倍加推崇，18岁时曾卧病在床，

无意中阅读了荻生徂徠『論語徴』，进而研读了『徂

徠集』，方知程朱之学存在着谬误，因而改学徂

徠。受徂徠派的影响，西周一直信奉汉学是学好

西学的前提，曾建议：

然とも洋學は漢學ありて始而可なり，始而

洋學二入るは甚不可なり。

西学有汉学方可，开始即入西学甚为不可也。[7]

（笔者译）

并说：

故に政律の學を以て其用をなさんものは、

必す和漢古今の書を講究し、而して西洋の學

をなすを要すへし。

故而，日本政治法律之学要学得其用，须钻研

和汉古今之书，而后方能学习西学。（大久保利

谦，1960：235）（笔者译）

这与古文辞学的“要研究高深的道理须先理

解中国语言文学”这一宗旨同出一辙。

不仅仅是关于儒学的看法，对于翻译的方法，

西周也深受徂徠即古文辞学的影响。日本学者莲

沼启介说过：

西周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古文辞学，对于非古

代中国的那些近代西方的概念范畴，转用古文辞

的方法就是西周通常使用的方法。他对于构成西

方哲学核心部分的基本观念从很早以来就有所关

注并能够获得正确的理解，这多半是因其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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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法的缘故。[6]

莲沼所言的“转用古文辞的方法”就是西周翻

译时常用的转用词，而转用词使用的就是归化翻

译策略里的意译法之一的套译法。从这点可以看

出，无论在翻译英文词汇时西周经历多少反复，他

译词的最终方式还是选择转用及借用古汉语词汇

或用汉字来创造全新的词汇。笔者认为那是因

为日本文化起源于中国古代文化，日语来源于汉

字，汉字的使用对于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华文化并

拯救日本文明的思想家们包括西周来说，是不可

或缺的。

另外，汉字的造词能力极强，每个汉字都有不

同的意思，而且可以灵活组合，特别在将西方词汇

翻译成日语时，用汉字远比单纯的假名更容易找

到相对应的意思。这也是西周在翻译西方哲学词

汇最终选择了汉字译词的原因。

第二方面，选择归化策略下的创译法是因为

意译或音译的方式不容易为世人特别是知识分子

所理解和接受。

西周在选择汉字译词时其实也将汉字的多重

意思进行了简化，选择了一种不易被误解，容易被

大众所接受的翻译方法，并对此做出了准确易懂

的解释。因为西方的哲学名词追求的是精确，用

古汉语原有的字词不能很好地表达，这时就必须

舍弃汉字原有的多重含义，突破原有的古汉语框

架，但单纯的意译不能让世人特别是深受汉学影

响的日本上层知识分子了解哲学名词本身的精髓

所在，音译则更让世人无法理解词义本身。西周

因此仔细研究中国古典文献，赋予了前文所列举

的「哲」和「演繹」等汉字以新的含义，再后续「学」

和「法」等结尾词，创造出了很多的新汉字词。这

些新造词不仅在当时的整个东亚社会获得了广泛

的传播，而且流传至今的还有 79 个（手岛邦夫，

2013：63）。

西周以汉字为基础的归化翻译策略对于近代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很多日本

的专家学者都在探讨明治前后东方文化在日本是

否出现了断层，实际上正因为有西周这样以东方

文化的模式表现和解释西方文化的思想家和翻译

家，他毕生致力于在以朱子学为基础的东亚文明

体系中吸收西方近代文明，以汉学为基础翻译西

方哲学著作并创造出一些全新的词汇，准确高效

地移植西方学术理论，日本才能在近代东亚文化

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他的这些汉字译词

通过中国在日留学生的回传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

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西周的汉字

译词特别是新造词在东亚文明史上起到了融合东

西方文明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6 结 语

“philosophy”和“deduction”两词的翻译过程

历经几多波折，最终由西周用以汉字为基础的归

化策略创译为「哲学」和「演繹法」。中日近代的翻

译家们都经历了这一过程，他们翻译过程的艰辛

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因为他们学习的都是以儒学

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西方的词汇对于他们来说是

全新的，他们首先要仔细揣摩词语本身的意思，再

要从古汉语中找出对应的词汇，如果找不到对应

的词语，就必须要自己去创造，但不是所有的创造

都是成功的。比如严复就将“归纳”和“演绎”翻译

为“内籀”“外籀”，因为过于诘屈聱牙，最终由在日

中国留学生将西周的译词带回国内，并替代了严

复的这两个译词。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工作不是一蹴

而就的，必须要经过仔细的研究和揣摩，才能找到

合适的翻译方法。翻译策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西周在翻译「哲学」一词时就经历了从归化到异化

再到归化的过程，翻译「演繹法」一词也经历了从

释义法到套译法再到创译法的过程。现今的汉语

词汇已经远比 200年前丰富得多，而且随着现代

科技的飞速发展，新词汇层出不穷，在翻译这些新

词汇时也需要我们现代翻译工作者们学习西周精

益求精的翻译态度，敢于创新的翻译精神以及灵

活多变的翻译策略。

西周的英译词也让我们了解汉学及汉字在古

代日本备受推崇，彼时的日本把欧洲文献翻译为

日语必先学习汉文。而在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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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汉学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

深越来越引起整个世界的瞩目。这就要求翻译工

作者们不仅要像西周一样在认真研读古代经典汉

文书籍的同时积极译入外文书籍，吸收传播国外

的先进理念和知识，还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外语水

平，尽量译出更多的汉文典籍，并提高译介质量做

到译文通俗易懂又保持国学的精髓，这样就能把

中国的国学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接受中

国文化，进而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本文为2017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梁启超与

西周翻译策略的对比研究”（项目编号：SK2017A0456）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盛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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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Words Translated by Nishi Amane: Taking
Coinages "Philosophy" and "Deduction" as an Example

Abstract: Nishi Amane was a famous philosopher and translator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period. He translated many words

which are still in use nowadays, such as "philosophy", "affirmation", "negation", "induction", "deduction ", "instinct", etc,

many of which were created by himself. Tak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two words "philosophy" and "deduction" as an exam-

ple, this paper makes a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reasons and meanings of his translated word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Sinology to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reciprocal transl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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