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HONGO NO
日 本 文 化 研 究GAKUSHU TO KENKYU2019 年 第 6 期 总 205 号

引 言

进化论在传入中国的过程当中，日本因素——

包括涉日或留日人员、进化论著作的日译本、日

本学者的进化论著作及其汉译等——的“中介作

用”[1]或“渠道”[2]功能不可忽视。而其中的涉日或

留日人员当中，除了梁启超、章太炎、鲁迅、康有

为等人物之外，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被誉为国

学大师的刘文典（1891-1958）[3]亦是“五四时代进

化论学说的主要传播者之一”[4]。但是，在国内出

版的有关进化论的著作中，如吴丕（2005）、王中江

（2010）、葛奇蹊（2016）等，都没有有关刘文典的

论述。

刘文典学贯中西，尤精校勘、考据之学，同时

他还精通英、日语[5]。据资料[6]显示，刘文典曾先后

翻译出版了三本进化论著作：德国哲学家海克尔

的《生命之不可思议》（1922）和日本动物学家丘浅

次郎的《进化与人生》（1920）与《进化论讲话》

（1927）。另外，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虽然最终未

成功出版，但也经翻译后发表到了第5章。[7]在这

些译著当中，《进化与人生》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后被收入到蒋百里主编的“共学社丛书”之“时

代丛书”，再版更是多达 7次，由此也可见该书影

响之大。[8]如此，刘文典不仅翻译了较多的进化论

著作，而且在当时也颇具影响。但是，对于刘文典

为什么会选择并翻译丘浅次郎的著作、翻译得如

何以及如何评价等问题，学界尚缺乏相应的深入

研究。本稿拟就上述问题进行初步考察，并求教

于方家。

1 文本的挑选以及翻译的良苦用心

刘文典曾经分别于 1908- 1912 年（或 1907-

1911 年）[9]、1913-1916 年、1936 年 [10]先后几度赴

日。而他之所以会翻译国外的进化论著作，无疑

与其留日的经历有关。刘文典当年留学时，日本

恰好处于所谓的“素养时代”，全社会大兴阅读哲

学书籍之风。而在此期间，在深入系统地学习西

方哲学知识时，刘文典接触到了“生物进化”“进化

论”，而且深受影响。对此，他在《我的思想变迁

史》一文中，曾这样回忆：

我就在日本沿门持钵，疗我头脑子的饥饿，

刘文典的进化论译著刍论
——以丘浅次郎的著作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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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刘文典翻译生物进化论著作，一方面源于他对于进化论的科学作用的认识，同时也是为了

反对灵学。而选择翻译丘浅次郎的著作更是经过一番考量。本文考证了刘文典译著的蓝本，并认为

他的译文忠实原文、译笔直白流畅。作为近代大量翻译生物进化论的第一人，其传播进化论的贡献应

该得到应有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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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人学这样，明天从人学那样。……看见

书上常说到生物进化的话，不懂进化论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拿起 Darwin 的种源论，看不出味

来，后来读了日本人丘浅次郎和石川千代松的

略的晓得一点，后来又寻着了Heackel的宇宙之

谜,和生命之不可思议两部书，读了真是无异

“披云见日”，把我所怀疑不解的问题，确实解决

了几个。我从此才真晓得近世科学的可贵，晓

得哲学万离不开生物学，晓得国家社会的一切

问题都要依据生物学来解决，才晓得不但是中

国的学，就连学西洋那些“没有科学上根据的哲

学”都是不中用的。[11]

可见，刘文典后来之所以会翻译海克尔和丘

浅次郎的进化论著作，并非一时心血潮来，而是有

渊源和理由的。而他之所以要翻译《生命之不可

思议》与《进化与人生》等书，一方面源于他对进化

论=“近世科学”的作用的认同。这一点，除了上述

所引的“把我所怀疑不解的问题，确实解决了几

个”的个人层面之外，他甚至还将此作用提高到解

决“国家社会的一切问题”“中国一切的祸乱”的

高度。

另外，他还曾说过：

我在十多年前认定了中国一切的祸乱都是

那些旧而恶的思想在那里作祟。要把那些旧的

恶的思想扫荡肃清，唯有灌输生物学上的知识到

一般人的头脑里去。关于进化论的知识尤其要

紧，因为一个人对于宇宙的进化、生物的进化没

有相当的了解，决不能有正当的宇宙观、人生观，

这个人也就决不能算社会上的有用的份子了。[12]

显然，正如有的研究邹振环（1991）、章玉政

（2008）、黄伟（2014）等指出的，刘文典翻译进化论

还与二十世纪初期宣扬鬼神观念的灵学思潮在中

国大行其道有关。相对于严复支持灵学（黄克武，

2012），刘文典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却

对这种“迷信”思想和运动深恶痛绝、极力反对。

而他反对“那些旧而恶的思想”所依靠的武器，就

是其极为推崇的“近世科学”——进化论。他明确

地写道：

我着手译这部书，是在三年以前，正当那

《灵学杂志》初出版，许多“白日见鬼”的人闹得

乌烟瘴气的时候。我目睹那些人那个中风狂走

的惨象，心里着实难受，就发愿要译几部通俗的

科学书来救济他们，并且防止别人再去陷溺……

经了几次的选择，就拣定了赫凯尔（原文如此）

博士的两部书，一部是《宇宙之谜》，一部就是这

个《生命之不可思议》。

（刘文典全集（增订本）第4册，2013：181）

另外，刘文典批判易乙玄等“鬼神论”者的“有

鬼论”，认为其“害之所极，足以阻科学之进步，堕

民族之精神”（诸伟奇，刘平章，2013（5）：144），高

举的也是“进化论”的科学旗帜。只不过，到了

1927年前后，他翻译《进化论讲话》时，或许有“自

负”与“生计”（章玉政，2008：156）的考虑在内了。

然而，虽说是要翻译“几部通俗的科学书”，但

也是刘文典“经了几次的选择”和取舍的。如前所

述，他在第一次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读到了丘浅

次郎和石川千代松的进化论著作。但是，他却只

翻译了浅次郎的著作，并没有翻译千代松的。个

中的缘由，并非是先生的译力所不及，而完全是缘

于知识传播或是现实的需要。一方面，社会进化

论的相关知识，最著名的就是严复所译的《天演

论》，虽然早已传入中国，但真正的自然进化论的

知识，对于当时的普通中国人而言，还是很新颖和

前沿的。当然，即便是对于当时的普通日本人而

言，也是很新的。而要传播和普及新知识，通俗的

书籍肯定要有利一些。另一方面，是出版社出于

销量或盈利的考虑。太过专门的书籍如果没有销

路，出版商自然不太愿意花钱翻译、出版。比如，

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就曾致函刘文典：“《生物

学和哲学的境界》……惟此原书，较为专门，须略

识生理学、化学门径者，方易明白，恐销路上较为

狭小，为可惜耳”[13]，拒绝了先生提议的翻译该书。

那么，浅次郎与千代松，两人的著作的差异究

竟如何呢？对此，浅次郎本人在其《进化论讲话》

的“前言”中，曾对千代松的著作有过如下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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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原本，进化论是在十九世纪当中使人的思

想产生最伟大变化的学问上之原理。按理，今

天受过教育的普罗大众应该都了解，但遗憾的

是，在我国，著述之的书籍仍甚为稀少。就现在

的情况而言，可称得上是用日语著述的进化论

的书籍几乎也仅有石川千代松君所著的《进化

新论》而已。该书广泛参考国内外学者之著作、

论文等，论述了直至最近的、最为高深之学说，

故而对于学习生物学的人而言，乃是极贵重之

书籍。但正因为高深，所以一般的人理解起来

就非常不容易。[14]
（笔者译）

也就是说，千代松的《进化新论》虽然“极贵

重”，但也“最为高深”，所以对于“一般的人”而言

就非常难于理解。浅次郎的这一看法，也得到了

《进化论讲话》书评作者的认同。其中，在《进化论

讲话》面世后不久，曾在我国“京师大学堂”担任

“教习”的动物学者桑野久任[15]，即在“东京动物学

会”（现“日本动物学会”）的《动物学杂志》上发表

书评。作者写道：

以前，关于进化论的邦文（即日文——引

者）图书甚少。明治初年虽有过一两本小册子，

但都不值一提。……可知进化论整体的书，石

川理学博士的《进化新论》乃是迄今唯一的一

本。然而，该书原本就非通俗书籍，所说高深，

具有一般人士不易理解之憾。而本书（指《进化

论讲话》——引者）所说浅显易懂，受过中等教育

之人自不待言，就连现在正在接受教育者、未曾

受过教育者，只要具备阅读能力，就不难推测出其

内容之大概，出版此书于世实乃（可喜）可贺。[16]

（笔者译）

不仅如此，刘文典本人对浅次郎的“通俗”文

笔评价亦是很高，他说：

这部书也是日本丘博士著的，他的特长是

会用极畅达的文辞说精微的学理，教人读着无

异听一位老博士“口若悬河”似的在那里讲演，

只觉得畅快，不觉得烦难。一场听到底，不费事

就把进化论的梗概都懂得了。

（刘文典全集（增订本）第4册，2013：543）

也就是说，石川千代松的进化论著作虽然早

于丘浅次郎，但却“高深”难懂。而“浅显易懂”的

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恰好符合出版商和刘

文典所要求的“通俗”的标准，将其翻译、引介到中

国来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论及至此，笔者觉得有必要简要交代一下进

化论在近代日本的引入及传播状况。众所周知，

西方的进化论由来已久，但最终由英国人达尔文

（1809-1882）于 19世纪确立其不庸置疑的科学地

位。之后，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将这一理

论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即社会达尔文主义，

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影响至深。所以，在19世纪后

期，当时的西方国家同时存在生物进化论和社会

进化论两大潮流。此一两大潮流亦迅速传入明治

维新后的近代日本。其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学说，最早于 1874年流入日本。当年，一个名叫

葵川信近的人在其所著的《北乡谈》中有“英之理

学家达尔文之说曰”云云，非常粗略地介绍了进化

论，并说其内容“契合我古事记之说”。1875年，松

森胤保在其所著的《求理私言》中亦部分涉及到进

化论。但是，真正最早并系统地将生物进化论引

进到日本的是美国动物学家爱德华·莫尔斯（Ed-

ward Sylvester Morse, 1838-1925）。1877年，莫尔

斯为采集、研究舌形贝（也称“鸭嘴海豆芽”）来到

日本，因缘际会成为了刚创立不久的东京帝国大

学理科大学（现东京大学理学部）的首任教授。他

负责教授动物学，进化论就属于其讲义的一部

分。[17]而他亦是上文提到的“东京动物学会”的创

始人之一，千代松就是他的学生。1883年，千代松

将莫尔斯的讲义进行翻译，以《动物进化论》为书

名由万卷书房出版，1887年共同书房再版。该书

成为近代日本系统介绍生物进化论的、最早的一

部日文著作。而上文提到的《进化新论》，是经消

化吸收后由千代松于1891年进行改写，由敬业社

出版的。值得一提的是，千代松所著的《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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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也被翻译在我国出版发行（实藤惠秀等，

1980：240）。

2 丘浅次郎其人及《进化论讲话》与《进化与人生》

那么，经刘文典精心挑选而翻译的《进化论讲

话》和《进化与人生》以及其著作者丘浅次郎的情

况如何呢？以下择要展开。

据学者研究（筑波常治，1974：430-461），丘浅

次郎，1868年11月18日生于日本远江国磐田郡掛

塚町（现静冈县龙洋町），为丘家次子，其父为明治

政府造币局的官员。5 岁左右开始从父学习英

语。因住在大阪的造币局官舍内，所以亦从此时

起与造币局聘请的外国技师家庭开始接触。12岁

时，进入大阪英语学校学习，且成绩优异。但不幸

的是，浅次郎的全部亲人——妹妹、父母亲和哥哥

分别在他 11岁、13岁和 16岁时相继因故离开人

世。这一经历对其人生观和社会观影响很大，导

致他对人类命运极度悲观。1886年，19岁的浅次

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动物学“选科”（非

正式录取的另一类别）学习，1890年毕业后留校继

续从事研究。1891年至 1894年留学德国。回国

后，先后在山口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

筑波大学）任教，直至 1929年从东京高等师范学

校退休。1944年 5月，因病去世。浅次郎为近代

日本著名的动物学家，主要研究水蛭、海鞘的分

类、发育等，编著有多种动物学教科书，出版了 3

本面向普通读者的评论集及大量学术论文。其主

要著作有：《教育与博物学》（1901）、《进化论讲话》

（1904）、《人类之过去现在及未来》（1914）、《生物

学讲话》（1916）、《最新遗传论》（1919）；评论集：

《进化与人生》（1906）、《烦闷与自由》（1921）、《由

猿群到共和国》（1926）；教材：《近世动物学教科

书》（1899）、《女子理科生理卫生教科书》（1905）、

《女子理科动物教科书》（1906）、《初等生理卫生教

科书》（1910）、《中等教育动物学教科书》（1912）、

《中等教育博物通论》（1914）、《最新动物学教科

书》（1917）、《新撰生理卫生教科书》（1926）等。而

且，浅次郎的全部评论集和部分教材，都曾被译成

中文。可以说，浅次郎在中国的影响力和贡献，都

值得研究者在今后深入进行研究。

而因著述《进化论讲话》对普及生物进化论作

出了巨大贡献，丘浅次郎被时人视为“日本科学界

中，几乎唯一的科学思想普及者”（筑波常治，

1974：412）。不仅如此，现代的研究者们，如筑波

常治（1974）、广井敏男（2010）、李冬木（2013）等人

也都高度评价浅次郎。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在二

十世纪70年代由筑摩书房出版的“近代日本思想

大系”（36卷本）中，浅次郎更是作为唯一的“自然

科学领域的思想家”（筑波常治，1974：430），与其

他如福泽谕吉、西田几多郎、和辻哲郎等思想家一

样，其著作也独占一卷，虽然显得有些异类，但同

时却也凸显出其在思想领域的独特贡献。

结合刘文典的译著，具体而言，《进化论讲话》

最早由东京的开成馆于 1904年 1月出版，乃是浅

次郎本着“尽可能地广泛普及进化论的精神”而著

的一本普及性读物，其意图就是使得“毫无生物学

素养”的普罗大众亦可通过此书至少可以“了解进

化论的精髓”（丘浅次郎，1904：1）。该书作为日本

首本解说生物进化论的通俗书籍，出版后“一时洛

阳纸贵，广受好评，并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筑波常

治，1974：446）；而且一版再版，出版当年即再版三

次，浅次郎也因此一举成名。到 1914年增补（第

11版）之前，该书的发行就达到了十版之多。本文

在李冬木（2012）的研究基础上，经过在日本实地

查询，笔者进一步补充、细化了该书各版本的信

息。具体来看，第 11版之前的各修正版都没有改

变全书的框架，目录、内容等都与初版保持一致，

只是对部分词句和结论部分稍作订正、加入图版

或新图以及改变字号。比如，1907年的第 7版最

大的改变就是将字号从四号改为五号，从而减少

了整本书的页数，同时增加了“数十新图”[18]；而第

10版（1910）“仅重写了卷末一章，其它止于订正少

许字句”（丘浅次郎，1914：4）。直到十年后的1914

年，浅次郎“稍微变更了全书的架构，特别是重写

了后半部分（指新增“遗传性的研究”“变异性之研

究”“反对学说之略评”三章，并替代了原来的第十

五、十七、十九章。——引者注），虽然简单，但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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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进了最新研究的结果”（丘浅次郎，1914：5），由

开成馆出版了增补改版（第11版）。这次大改版，

具体而言，不仅“页数增加了一百一十八（页），还

新增了有关遗传、趋异（原文如此。应为‘变异’。

——引者注）的章节，进而还补充了数十幅插图以

及数张色泽鲜丽的三色印刷的图版，参考书中追

加了新书十册”[19]。而到1925年时，著者又对该书

稍加改动以“新补改版”（第13版）发行，但实际上

较 1914年的增补版变化不大，仅在第十七章“变

异性之研究”里增加了一节“由注射导致的变异”。

而这也是判断刘文典译本的蓝本并非该版的依据

所在。1940年12月，开成馆出版了浅次郎在世时

的最后一版第14版。二战后1948年，岩崎书店将

该书重印发行。1967年，东京有精堂也重印发行，

后于 1969 年又列入该社出版的《丘浅次郎著作

集》（筑波常治解说；原本为 1914 年的“增补”

版）。1974年，该书再被收录进筑摩书房的三十六

卷本“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筑波常治解说；原本为

1904年 1月的初版）；1976年，讲谈社发行该书的

学术文库本。

而刘文典的译本，虽然没有明确写明所依版

本，同时也没有翻译原著的“序言”或“前言”部分，

但是，根据目录并对照译文，可以推测其依据的是

1914年增补版（第 11版）或 1917年的第 12版（两

版的内容完全一致）。该译著1927年由上海亚东

图书馆出版，1928年再版，是亚东版发行量较大的

图书之一。

其次，刘文典所译的《进化与人生》，最早也是

由东京开成馆于 1906年 6月出版发行，全书共十

章内容，皆为作者从给“各杂志的投稿和学会演讲

的速记中选出若干篇，按照一定的顺序，省略重复

的，补足不足的，进而经过改写”[20]而成。并且，作

者还特意说明了该书与《进化论讲话》之间的关

系。他说：“本书所集各篇都是论述与该章（指《进

化论讲话》中的第十九章《与其他学科之关

系》——引者）内容相关的问题，因为有不少是对

该章所述的简略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补充，所以，从

这一点而言，可以认为本书是对《进化论讲话》的

第十九章进行了详细说明”（丘浅次郎，1906：2）。

而五年后的 1911年 8月，该书的内容被增补到二

十章。1912年 9月发行第 3版（见丘浅次郎《增补

进化与人生》（1921年版）封底的版次信息。经笔

者在日多方查找，至投稿日期止，暂未找到该版。）

1921年9月，该书再次增补（第4版）发行。该版除

“卷末新加三篇”之外，正文的内容“全部为原样，

毫无增减之处”[21]。同样地，在 1968年，该书也被

列入《丘浅次郎著作集》由东京有精堂（以1921年

的增补4版为原本）单册重印出版发行。1976年，

讲谈社发行学术文库本。

刘文典的译本，最早于1920年11月由上海商

务印书馆出版，编入“共学社丛书·时代丛书”。至

1931年3月，该书一共发行了7版之多，是“共学社

丛书”中版次最多的四部书之一（邹振环，1986）。

此书翻译时所依据的原著版本信息同样也没有标

出，但通过将译文目录与原文进行对比，就可以清

晰地发现，其翻译时依据的至少应是 1911年的增

订2版。

3 译著的特点、问题以及刘文典对于进化论的认识

通过对照原文，并通读译文，笔者发现，刘文

典的翻译确实如其所“自负者”：“为‘忠实’‘流畅’

两个难得并存的好处”（耿云志，1994（39）：734）。

先生的译文不仅平实、流畅、忠实原文，而且很有

语言特色。限于篇幅，在此仅略举《进化论讲话》

中的一例。

原文例（引文中的符号为引者所加）：

進化論といふ言葉は、近頃では頗る盛に用
·····

ゐられ
···

、書物や雑誌でも屡読み、また談話
··

や講
·

演
·

でも屡聞くやうになったが、//さて進化論と

は何のことであるかと尋ねると、人
··々

によっ
···

て往
···々

著しく違った意味に用ゐられ
·············

、//中には

自分で是が進化論であると思ふものを勝手に

定めて、頻に主張したり攻撃したりして居る

人も、まだ澤山あるやうに見える。

（丘浅次郎，1914：1）

译文例（引文中的分句、着重号及下划线等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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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者所加；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

①“进化论”这个名词近来是很流行的了
······

，

在书籍以及杂志上也时常看得见，在寻常的谈
····

话
·

或是名人的讲演
·····

里也时常听得着的。//②但

是要问起“进化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来，恐怕
··

是各人有各人的答法
·········

，往往会要弄到驴头不对
··········

马嘴的
···

。//③这中间自己任意的胡乱解释，说

进化论是如何如何，对这个名词乱作主张，甚而

至于乱攻击别人的人似乎还很多的哩。

（刘文典全集（增订本）第4册，2013：545）

对比可以看出，刘文典不仅将原文的一个长

句进行分拆，变成三个短小一些的句子，使得译文

更为通俗易懂。此外，还进行了加译处理（译文例

中加着重号的部分）；而且，意译的部分（译文例中

的①句中加着重号的部分，③句下划线部分）也非

常简洁、易懂，富有汉语言的特色。

另外，《进化论讲话》的译文，相对原著中的插

图和图版共计多达154幅，而译文仅38幅（其中一

幅将原图一分为二了。见初版中的第 238、239

页）。大幅减少的原因（或因制版的难度问题；或

因印刷成本的问题等）暂且不明。虽然会存在时

代的条件限制，但笔者还是认为，这样做相对地削

弱了该书的通俗性和趣味性。但即便如此，这点

细枝末节并不影响后人高度评价刘文典的译笔及

其对传播进化论所作的贡献。

再者，通过比较《进化与人生》的原著与译文，

便可直观地看出，译著中并没有包括原著中的两

章——《人类的生存竞争》（丘浅次郎，1911）和《战

争与和平》（丘浅次郎，1911）。原著中所收的《战

争与和平》一文，最早发表在杂志《青年界》（1904

年 4月）；而《人类的生存竞争》最早发表在《中央

公论》（1905年10月）上。仅从发表的时间上也可

以看出，这两篇评论都跟“日俄战争”（1904年2月-

1905年9月）密切相关。《人类的生存竞争》的主要

观点，可以概括为：与其它动植物一样，人类从根

本上也无法避免生存竞争。人类的生存竞争不仅

毫不逊色于野兽，其程度更是完全超过它们。人

类存在个体以及由个体构成的各级团体，但无论

大小，他们之间都存在生存竞争，而最高级的是国

家之间的竞争。人类个体或小团体之间的竞争都

受到上位团体国家的限制，与单独生存、自由争取

最后胜利的野兽的生存竞争完全不同；而国家与

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受任何限制，完全与野兽的相

斗无异。今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开拓，国

家间的竞争会愈加激烈。在竞争中，国家间的结

盟完全是源自生存的需要，一旦需要瓦解，联盟马

上就会解散。竞争是常态，而结盟只是一时的方

便法门。人类生存竞争的根本还是人种间的竞

争。“日俄战争”也是“人种间”的“生存竞争”。

而《战争与和平》的主要观点是：战争为实，和

平为虚。和平虽然评价很高，但实际上并不存

在。何以战争常有而和平绝无？这源于人类的性

质。人类无论个体还是个体构成的各级团体，不

同种族之间都存在竞争。战争所费极大，从经济

角度考虑，虽然战争不是那么容易就会发生，但战

争的手段和方法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而发生变

化，战争本身终究不会灭绝。而战与不战都是为

了维持自己种族的生存。结盟只是为了对付共同

的敌人而保护自己的一时的方便法门，一旦危险

消除，同盟就会解除。而各强国联合成立的国际

机构也不能消除战争。过去的历史都是战争的历

史，未来的历史也是战争的历史。一次战争与下

一次战争之间夹杂的和平时代，只是为了下次战

争做准备，是下次战争的准备期，人们要有心理准

备。而“和平”“人道”都是毫无意义的套话、战争

的口实。文明进步的程度事关种族的死活。文明

是指知力的进步。知力、纯粹及应用的科学的进

步是人类生存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在生存竞争

上，科学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不可疏忽。

上述两文发表的时间虽一先一后，但在编入

《进化与人生》时，顺序被倒置了过来。浅次郎在

这些文章中论及的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不可避

免、“优胜劣汰”的逻辑，正是包括他在内的日本进

化论的主流——“社会有机体说”的基本逻辑。未

译或未收录的这两章虽说是“因百里先生删去三

章”（耿云志，1994（39）：713），且删去的缘由也暂

且不明，但通读刘文典的其它文章可以看出，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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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战争”“生存竞争”（先生言“竞存争生”）的观点

与浅次郎非常一致。比如，先生在《欧洲战争与青

年之觉悟》一文中，就写下了这般的文字：

一、和平者痴人之迷梦也。天下事有字书

虽载其名而终古不可得见者，“和平”二字是

也。此二字本卑劣怯弱者脑海中一种幻觉，绝

无实现于世界之一日。盖世界所以不灭，乾坤

所以不熄者，实赖此永世不休之战争。……战

争者进化之本源也，和平者退化之总因也。

（刘文典全集（增订本）第5册，2013：120-121）

4 结 语

刘文典的进化论译著，在当时产生了相当的

影响（邹振环，1986、1991；李学勤，2001），他“在五

四时期以进化论为理论武器，同灵学迷信展开了

激烈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启

蒙运动的蓬勃发展”（邹振环，1991）。所以，从传

播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先生作为近代大量翻译生

物进化论的第一人，其译著弥补了生物进化论在

近代中国的滞后传播，其贡献应该得到应有的高

度评价。而且，无论是翻译生物进化论，还是翻译

《近世思想中的科学精神》（诸伟奇等，2013：543-

551），抑或是高度评价“近世科学的可贵”“国家之

存亡在科学之精粗”等等，都显示出刘文典虽然作

为国文学者，却对“科学”的极度推崇和重视。先

生推崇科学、传播科学（翻译生物进化论）、利用科

学（与灵学斗争），无疑是“仗着理性的光明，不怕

他四周的黑暗”（诸伟奇等，2008：32），追求“幸福”

（诸伟奇等，2013：572）的典型和标杆。这，即便是

在今天，仍然富有意义。

[本文为2015年度基地重大课题“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

逻辑——从国体论到日本精神论”（项目批号：15JJD770015）的

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刘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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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u Wendian's Translation of Evolutionary Theory: Focusing on Oka Asajiro's Works

Abstract: Liu Wendian's translation of works in biological evolution, on the one hand, stems from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scientific role of evolu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due to his opposition to spiritualism. The choice of translating Oka

Asajiro's works has been carefully consider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Liu Wendian's translation and ar-

gues that his translation is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and the quality is straightforward and fluent. As the first person to translate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on biological evolution in modern times,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spread of evolutionary theory should be

highly valued.

Keywords: Liu Wendian; evolutionary theory; Oka Asajiro; science; spiritualism

Author's Information:

Liu Xiaojun (Male) Year of Birth: 1981

Lecture at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China

Japanese Culture,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mail: doki_liu@126.com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