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任何一个作者动笔的时候，心目中都有一群

假想的接受者，他不一定想到具体接受者的个人

特点，但是对这个群体的共同的历史背景、文化特

征、思想认识、语言习惯是心中有数的，这个共性

的‘数’越清楚，作品的效果就越好。”[1]文学创作如

此，翻译亦是如此。从广义上来说，翻译也是一种

再创作，因此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也会产生自

觉的读者意识。这是因为“译者为了充分实现其

翻译的价值，使译作在本土文化语境中得到认同

或发挥特定的作用，他在原文选择和翻译过程中，

就必须关注其潜在读者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2]而不同的读者意识也会对译者的

翻译策略以及文体风格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并且，不容忽视的是源语作者有自己的风格，

译者也有译者的风格。因此译者从事翻译工作中

就会流露出独有的文体意识和译者痕迹。在翻译

这个复杂的交际过程中，译者在源语作者和目的

语读者之间做着语言和文化的权衡考量。阐释学

认为翻译是译者和原作者的一场平等的对话，那

么在这场对话中译者如何将自己的文体风格融入

到原作的风格中，如何使译作风格接近原作风格，

译者面临着多重选择，需要做出一系列的决策。

作为《红楼梦》日译本的全译本，伊藤漱平版本

和井波陵一版本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伊藤漱平

的《红楼梦》译本一共有五种版本：1958全集本、

1963普及本、1969大系本、1973奇书本、1996 Li-

brary本。1958全集本出版后，伊藤漱平又改译了

两次，一次是 1969大系本、另一次是 1996 Library

本；修订了两次，一次是 1963 普及本、另一次是

1973奇书本。1996 Library本集二次改译之精华，

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参照版本。井波陵一翻译的《新

译红楼梦》于2013年9月至2014年3月相继在岩波

书店出版，是时间最近的全译本，并于2015年2月

获得日本的读卖文学翻译奖。两个版本都带有明

显的译者痕迹和时代印记，对研究各自版本的读者

意识和文体决策的形成起到了很好的参照作用。

本文将《红楼梦》中语言风格特色最突出的王

熙凤人物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描述伊藤漱平版本

文体差异与典型人物阐释策略
——以伊藤版和井波版《红楼梦》日译本为例

北京语言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吴 珺

[摘 要] 伊藤版和井波版《红楼梦》在王熙凤人物语言翻译上呈现出不同的文体风格。伊藤版文体

郑重，古香古色。而井波版平实易懂，容易亲近。这既是个人风格的体现，同时也受到译者所处不同

时代的影响，可以说是译者视域与原文本、读者视域融合的结果。经考察得出伊藤版本的第一目标读

者是“专家型学者”，译文的不断“改雅”现象都是此目标下的驱动。而井波版本把则年轻人作为目标

读者。不同的读者意识也对两位译者的文体决策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 《红楼梦》日译 读者意识 文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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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井波陵一版本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两位

译者的读者意识，剖析两位译者各自选择不同文

体风格的必然性。

1 王熙凤人物语言特色

“王熙凤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得最精

彩、最成功的文学典型之一。她的美貌泼辣，她的

精明强干，她的善解人意，她的巧舌如簧，她的随

机应变，她的乖巧机智，她的杀伐决断，她的争强

霸道，她的贪赃枉法，她的机关算尽，她的狠毒阴

险……真可谓变幻莫测，一人千面！”[3]曹雪芹对王

熙凤人物语言的描写鲜明而逼真，八面玲珑的形

象跃然纸上，使人过目难忘。

《红楼梦》中的人物对王熙凤的语言特色是这

样评价的：

模样又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

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第2回，冷子兴）

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她不过。

（第6回，周瑞家的）

你们只听凤丫头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车子

似的！帐也清楚，理也公道。 （第36回，薛姨妈）

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市俗专会打细算盘分

斤拨两的话出来……若是生在小户人家，作个

小子，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呢？（第45回，李纨）

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

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

（第65回，兴旺）

在《红楼梦》中的四百多位人物当中，王熙凤

无疑是语言风格较为突出、形象较为鲜活的角色

之一，具有很好的代表性。鉴于此，本研究把王熙

凤的人物语言翻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深入

考察，论证伊藤漱平版与井波陵一版《红楼梦》在

翻译文体风格上的异同以及其决策背后的成因。

2 案例分析

以下选取王熙凤有代表性的言语表达，以此

考察伊藤版王熙凤语言翻译特色，并兼与井波版

本展开对比，剖析两个版本文体风格的异同及其

决策背后的成因。伊藤版译本底本前八十回采用

中华书局出版，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的《红楼

梦八十回校本》，后四十回以俞校本所附的程甲本

为底本，并参照各种脂砚斋注本和程伟元注本翻

译而成。井波版译本前八十回以庚辰本《脂砚斋

重评石头记》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

案例原文均出自《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俞校本）。

案例1

俞校本：

“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我今儿总算见

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

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

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

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 ” （第三回）

伊藤版本：

広い世間には本当にこんな器量よしもいらっ

しゃったのですわね。わたくし、今日初めて

この目で実物を見られたというものです。そ

れに、この全身からにおうようなご気品は、どう

見てもお祖母さまの外孫でいらっしゃるとは

うけとれません。内孫の姫さんとしか見えま

せんものね。これならお祖母さまが毎日のよ

うにお噂もされ、お心にもかけていらっしゃ

いましたのもごもっとも。それにつけてもお

可哀想なのはこの方、こうまでご運がわるい

とは。なぜにまあ叔母さまったら、あの世へ

いっておしまいになったのかしら……

（1996 Library版第一册 第94页）

井波版本：

世の中には本当にこんなに美しい方がいらっ

しゃるのですね。わたしは今日までお目にか

かったこともありません。しかも気品にあふ

れたお姿は、おばあさまの外孫娘どころか、直

系の孫娘ではありませんか。道理でおばあさ

まが来る日も来る日も口になさり心にかけて、

片時もお忘れにならなかったわけです。それ

につけてもお気の毒なのはこちらのこうした

不幸な命
さだめ

、どうしてよりによっておばさま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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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くなってしまわれたのでしょう。

（《新译红楼梦》第一册 第 47页）

分析：在这一段当中王熙凤既夸奖了黛玉，又

讨好了贾母，同时又恭维了“三春”。由此可以看

出王熙凤八面玲珑、善于逢迎的性格。从版本来

看，庚辰本与俞校本有两处不同：一处“我今儿才

算见了”，另一处是“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儿”。没

有本质的差异，不影响翻译的结果。从译文文体

风格来看，伊藤版本翻译得更加具有古典韵味，而

井波版本则更平实易懂。比如说，「器量よし」相

对于「美しい」而言更雅致些，「わたくし」相对于

「わたし」也郑重许多，而「全身からにおうような

ご気品」与「気品にあふれたお姿」相比，无疑前者

更靠近原文，而后者更靠近读者。另外，“嫡亲的

孙女”伊藤版本翻译成「内孫の姫さん」，用「姫さん」

一词烘托出豪门贵族的浓重气氛。而井波的译文

是「直系の孫娘」，平实了许多，这和井波版本的整

体氛围也是一致的。另外，从人物形象塑造来看，

伊藤版本中所用的「わたくし」后面加了顿号，凸

显了“我”，语气更强。「この目で実物を見られた」

一句也能感受到王熙凤上下打量林黛玉的眼神，

犹如身临其境，可以看出此句译文中伊藤版本的

王熙凤要强势一些。但不可否认两个版本都有一

个缺陷，就是没能翻译出“我这妹妹”这一个表

达。透过“我这妹妹”其实可以感觉到王熙凤想拉

近和黛玉之间的距离从而博得贾母的欢心，但日

文和中文在称谓上不同，日文无法直译，如果译的

话只能用「ちゃん」来表示，但在日文当中对于第

一次见面的黛玉是没法用「ちゃん」来称呼的。因

此无论是伊藤还是井波都用了「こちら」这一表

达。「こちら」是表示方位的代词，也可以读出“这

边”之意，但与“我这妹妹”的语感还是有差异。

案例2

俞校本：

“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 现吃什么药?在
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

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

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

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

们去歇歇。” （第三回）

伊藤版本：

あなたお幾つになられて。やはりお勉強は

しておいででしょうね。いまどんなお薬を飲ん

でいらっしゃる？こちらにいらしたからには、

お家を恋しがったりなさってはだめですよ。

召し上がり物、お遊びのお道具、よろずご入用

の品はどしどしわたくしにおっしゃって。召

し使いや婆やたちに不都合がありました時に

も、包まずに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ね。」そう

いう口から今度老女たちにたずねて、「林の姫

様のお荷物は運び込みましたか、お供はいく

たりついてこられたの。あんたたち、大急ぎ

で下部屋を二軒ほどお掃除して、その人たち

に休んでもらいなさい。

（1996 Library版第一册 第95页）

井波版本：

あなたはおいくつ？お勉強はなさっている

の？いまどんなお薬を飲んでらして？ここでは

お家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てはいけませんよ。食

べたいもの、遊びたいものがあったら、私に言

えばいいの。侍女やばあやたちが怪しからぬ

時も、私に言えばいいの。」そう言いながら、ま

た召し使いたちに尋ねました。「林のお嬢様の

お荷物は運び込みましたか。お付きのものは

何人連れていらしたのですか。おまえたちは

早く二間の召し使い部屋を掃除して、その人

たちを休ませてあげなさい。

（《新译红楼梦》第一册 第48页）

分析：王熙凤为了讨贾母的欢心，通过一连串

贴心的询问表现出自己对黛玉生活起居非常关心

呵护，同时又能让人充分感受到王熙凤作为大观

园大管家的权威。从版本来看，庚辰本与俞校本

有一处不同：“丫头、老婆们不好了”，多一个顿号，

可忽略不计。在这一部分的处理上，伊藤版本和

井波版本有诸多不同之处。首先，在文体上伊藤

版本依旧采取了非常郑重的形式，「お幾つになら

れて」「お勉強はしておいで」「お薬を飲んでいら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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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ゃる」「召し上がり物」「お遊びのお道具」等表

达，从敬意上来说程度非常之高，由此也可以看出

在伊藤版本中王熙凤是把林黛玉作为一个贵族公

主来看待。同时「なさってはだめですよ」（可不能

想家）「包まずに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ね」（不要

隐瞒告诉我）等表达可以传递出王熙凤的泼辣和厉

害。而井波版本中黛玉的形象有所不同，「あなた

はおいくつ」「お勉強はなさっているの」「食べた

いもの」「遊びたいもの」「私に言えばいいの」等等

表达的使用让人感觉到黛玉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小

女孩，王熙凤的语气也如同邻家大姐般亲切了许

多，甚至能感觉到王熙凤弓着身子询问黛玉的场

景。另外，从对林黛玉的称呼上来看，伊藤版本翻

译成「林の姫様」，是林公主之意，现实中基本不

用。而井波版本处理成「お嬢様」，此称呼在当今日

本正式的场合依然使用，让读者产生亲近感。

案例3

俞校本：

“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

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别

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

行。错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

的，一例现清白处治。” （第十四回）

伊藤版本：

こうしていっさいをまかせていただいたか

らには、わたしとしても、あんたたちにきらわ

れようがなにしようが、そんなことで遠慮な

どしておられぬのです。わたしわね、あんた

たちのご主人（尤氏）のような、みなを気儘に

させてくださる出来たお方といっしょになり

ませんからね。それからこちらのお屋敷では

先例はこうだなどという口は利かないこと、

これからは万事わたしの言いつけどおりに運

ぶのです。これっぽちでもわたしの指図に違

おうものなら、上のものであろうが、したのも

のであろうが、手加減はしません。同じよう

に調べ上げて罰しますから。

（1996 Library版第二册 第95页）

井波版本：

わたしに任された以上、あんたたちに嫌が

られることなんかかまってはいられません。

あんなたちの若奥様（尤氏）のように、お人好

しであんたたちの言いなりになるのとは比べ

ものになりませんからね。「こちらのお屋敷で

はもともとこうでした」と言う言い訳は、もう

通じません。これからはわたしの指図通りに

やりなさい。わたしのいいつけにちょっとで

も従わない場合には、体面があろうがなかろう

が、一律にきっちり処分します。

（《新译红楼梦》第一册 第237页）

分析：从版本来看，庚辰本与俞校本有两处不

同：一处是在“原是这样”处打了单引号，既是‘原

是这样’，暗含此话听得太多之意。另一处是在

“依着我”之后断句，因此后一句就成为“行错我半

点儿”。但两个版本内含信息相同，对源文本解读

没有影响。从内容上看，这是王熙凤针对宁国府

的五大弊病，发表的措辞强硬但又能体现出其管

理才华的就职演说。王熙凤在言谈中，总是把

“我”放在话语的突出地位，说话总以“我”开头，言

必称“我”，以“我”为话语的视点、中心和归宿。[4]

短短的一句话中王熙凤就用了五个“我”来发威，

具有很强的震慑力。尽管在日文当中，言必称

“我”会给人盛气凌人的感觉，不符合日本人的言

语表达习惯，但是伊藤版本和井波版本为了凸显

王熙凤的这一语言表达习惯，更好地让读者理解

到人物的性格，采取了尽可能保留“我”的翻译策

略。从数量上来看，伊藤保留了四个“我”，而井波

翻译了三个“我”，都多于正常日文表达中的“我”

的数量。由此也可以看出两位译者为传递原文的

意境所做的努力。从措辞来看，伊藤版本用了「き

らわれようがなにしよう」（即便讨厌我我也

不……）「出来たお方」（好人，用敬语形式表达挖

苦讽刺之意），「ないこと」（表示禁止，语气生硬强

势）「であろうが、であろうが……ない」（不管如

何都怎么样，语气强烈），由此王熙凤强势蛮横的

人物形象也就跃然纸上了。井波版本的王熙凤与

伊藤版本相比，语气的强度明显减弱，「てはい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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れません」（没工夫搭理）「とは比べものになりま

せんから」（没法相比）「もう通じません」（行不

通）等等与伊藤版本相比语气相对客观，由此王熙

凤的“辣”劲也就减弱了几分。

伊藤漱平对王熙凤这个角色做过如下阐释：

一般从男人和女人权力关系这一角度来看，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实际上中国女人一直发挥着

强势的作用，正如“惧内”（惧怕妻子，俗话说“怕老

婆”）一词所显示的那样，结婚以后的男人常常在

家庭里表现出在“内人”，也就是妻子的面前抬不

起头的恐妻现象，为小说的世界提供了绝好的题

材。曹霑笔下塑造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王熙凤，人

物形象突出鲜明，在一群“娘子军”当中，为她们打

抱不平。[5]（笔者译）

伊藤眼中的王熙凤是一个强势泼辣的形象，因

此译文也凸显了这一形象。由此可见伊藤漱平对

原文本中王熙凤形象的把握也影响了其翻译策略。

另外，从字数来看，中文部分共91个字，伊藤

版本用了255个字来呈现，而井波版本则用了197

个字。伊藤版本不仅字数多于井波版本，其语体

表达也更为复杂、句式也更为多变，可见伊藤版本

翻译得细致；而井波版本平实，客观上来说更容易

被年轻的读者所接受。这完全是两位译者与源文

本和读者视域融合的结果。

案例4

俞校本：

“这二十个分作两班，一班十个，每日在内

单管亲友来往倒茶，别的事不用管。这二十个

也分作两班，每日单管本家亲戚茶饭，也不管别

的事。这四十个人也分作两班，单在灵前上香、

添油、挂幔、守灵、供饭、供茶、随起举哀，也不管

别的事。 （第十四回）

伊藤版本：

この二十人は二組に分かれます。十人が一

組となり、毎日奥に詰めてお客の出入りの案

内とお茶を出すことだけにかかりきり、他の

ことには手を出すには及びません。この二十

人も二組に別れ、毎日親類のかたがたのお食

事のご用だけを受け持ち、その他の要件は構

う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この四十人もやはり二

組別れ、もっぱらご霊前に控えていて、お線香

をあげ、灯油を注ぎたし、幔幕をかけ、それか

ら亡き骸のお守りをしてご飯やお茶を供え、

どなたか来られて哭かれるときは、それにつ

いて泣き声を上げるようにね。ほかのことに

は手出しせずともよろしい。

（1996 Library版第二册 第95页）

井波版本：

この二十人は二班に分かれ、一班十人構成

で、毎日ただお客様の案内とお茶の接待にの

み責任を持ち、他の仕事には手出し無用とし

ます。この二十人も二班に分かれ、毎日ただ

親戚の皆さんの食事にのみ責任を持ち、他の

仕事には手出し無用とします。この四十人も

二班に分かれ、もっぱら御霊前でお線香をあ

げお灯明の油を注ぎ足し、幔幕をかけて柩に

付き添い、ご飯やお茶を供え、ご遺族が声を上

げて泣かれる時には付き従って泣き声を上げ

るようにして、他の仕事には関わり無しとし

ます。 （《新译红楼梦》第一册 第237页）

分析：这一部分曹雪芹描写了王熙凤雷厉风

行的做事态度和有章有法的管理能力。中文部分

多为命令式的简单句，听起来干脆利落。王熙凤

的语言和林黛玉等相比，更加通俗、平实，多用谚

语等比较生动的语言。从译文来看，伊藤版本和

井波版本都呼应了原文简洁干脆的语言风格，日

文表达没有多余的修饰，直截了当。但细读伊藤

和井波的译文，还是能从译者留下的翻译痕迹看

出各自不同的特色。首先，伊藤译文更加注重原

文，体现了伊藤对原文本每一个细节描写都尽量

保留的翻译策略，有很深的「逐語譯」痕迹。「逐語

譯」，即逐字逐句翻译。比如，“在内”“亲友来往”

等表达井波译文省略不翻，而在伊藤译文当中一

字不落地得以展现，“在内”的译文是「奥に詰め

て」，“亲友来往”翻译为「お客の出入りの案内」，

翻译得细致入微。笔者认为在汉日翻译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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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逐語譯」既是一种翻译方法，即直译；同时也

是一种翻译理念，即忠实于源文本、严谨细致的理

念。对此，笔者将另撰文论述。另外，原文当中三

次出现的“也不管别的事”的翻译也有所不同，伊

藤版本分别用了三种表达，「他のことには手を出

すには及びません」「その他の要件は構うことは

ありません」以及「ほかのことには手出しせずと

もよろしい」，而井波则采用了基本一样的表达。

可见伊藤版本更注重用不同形式的句子表达，增

加译文的新鲜感。从版本来看，庚辰本与俞校本

不同之处在于把“上香、添油”等六个词合并成三

个词组，既“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饭供茶”。因

源文本标点标注不同，两个版本的译文也因此体

现出不同的译者痕迹。

两个版本对「守灵」一词的翻译值得商榷。日

文当中有「お通夜のお守りをする」这样的表达，

但是两位译者并没有如此翻译，其理由是因为在

日本「お通夜」有一系列固定的仪式，流程非常正

式严格，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如果直接用「お通

夜のお守りをする」来翻译，会误导读者，引起文

化理解上的混乱。伊藤处理为「亡き骸のお守り

をして」，笔者认为有失妥当。「亡き骸」按照国语

辞典的解释是死后灵魂出窍的躯壳（死んで魂の

抜けてしまったからだ），与守灵的仪式内容相

左。而井波将之处理为「柩に付き添い」（在灵柩

边伺候）也不符合源文本意。由此也可以看出要

真正地达到与源文本的视域融合是一件不易

之事。

案例5

俞校本：

“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

苦！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报，说今日大

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不知赐光谬

领否?” （第十六回）

伊藤译文：

これはこれは国舅殿下にあらせられまする

か。こたびはなんともはや祝着至極に存じま

する。して国舅殿下には、長のご道中まこと

にご苦労千万、さだめしお疲れでいらせられ

ましょう。わたくしめ、昨日お差立の一番手

の早馬のものより、本日殿下にはご帰邸のお

もむき拝承、心ばかり粗酒の用意をいたしお

きましたなれば、なにとぞ旅塵をおすすぎいた

だきたく、恐れながらご台輪のうえご嘉納くだ

さりましょうや？ （1996 Library版第二册 第153页）

井波译文：

国舅さま、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国舅さ

まにおかれましては、長旅でさぞお疲れのこ

とでございましょう。わたくしめは昨日の先

触れの早馬によりまして、本日ご一行がご帰

還遊ばされると承りました。いささか薄酒を

整えて歓迎の意を表したいと存じますが、果た

して喜んでお受けくださいますでしょうか。

（《新译红楼梦》第一册 第266页）

分析：此段王熙凤的语言与平时大不相同，用

了几处文言表达。王熙凤自幼充男儿教养，没有

宝玉等的学识，因此在她的语言表达当中没有太

多的雅文雅词。这一段是王熙凤对贾琏开玩笑说

的，一向强势的王熙凤向贾琏作揖行礼并用了“风

尘辛苦”“大驾归府”“不知赐光谬领否”等文绉绉

的敬语表达，既表现了自己作为妻子谦卑、贤淑、

可爱的一面，同时也体现出王熙凤处理人际关系

上的心计和谋略。这一行礼不但博取了贾琏一

笑，读者也会会心地一乐。那译文是否能传达同

样的意境呢？「祝着至極」「ご苦労千万」「ご帰邸の

おもむき拝承」「ご嘉納くださりましょうや」的

使用让伊藤版本的译文显得文体郑重，古香古

色。日文读者能感受到此时的王熙凤与平日不

同，既谦卑，又有那么一点俏皮。这与原文本中文

言体的表达相匹配，很好地传递了源文本的信

息。井波的译文也是如此。一向不太使用古典文

体的王熙凤对自己的丈夫突然使用敬语本身就已

经传递了此时王熙凤这一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不

同的是，伊藤版本所使用的敬语表达在一些历史

剧中才可以听见，为老一辈的日本读者所熟悉，但

对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些繁琐、陌生，但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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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译文用相对接近现代日文翻译，语言平实易懂。

此句庚辰本与俞校本基本相同，“不知赐光谬领

否”一句在庚辰本当中是“不知可赐光谬领否”。

案例6

俞校本：

凤姐笑道：“我又不会作什么湿的干的，要

我吃东西去不成?” （第四十五回）

伊藤译文：

あら、わたし、詩
し

（湿）めっぽいの、歌
か

わ（乾）

いたのと、そんなものの心得はありませんの

よ。まさか私にただご馳走になりにおいでと

おっしゃるのではありませまいね。

（1996 Library版第四册 第153页）

井波译文：

私には湿ったとか乾いたとかいうのは作れ

ませんのに、まさか私にご馳走してくださる

とでも？ （《新译红楼梦》第三册 第255页）

分析：此句庚辰本与俞校本一致。大观园姐

妹们要成立诗社，邀请王熙凤当监社御史。王熙

凤知道大家醉翁之意不在酒，便打趣说了这句话，

话语顿时显得活泼风趣。这反映出王熙凤幽默机

智的一面，同时也衬托出王熙凤与李纨以及众姐

妹们其乐融融的气氛。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是个

极有语言天赋的人，本句就是她“玩弄”文字的一

个极好的代表。源文本读者读到这里会忍俊一

笑，可要让日文读者产生同样感受的确是一件难

事。但伊藤漱平做到了。译本中“湿的”译成了

「詩
し

（湿）めっぽい」，“诗”“湿”同音，由“诗”转为

“湿”；而“干”则灵活地翻译成了「歌
か

わ（乾）いた」，

“诗”对“歌”，“湿”对“干”，让日本读者也能够心领

神会，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具有很高的独创性。《红

楼梦》伊藤漱平版本中章回回目和诗词翻译中多

处使用了“保留汉字添加振假名”的训读方式对其

内容进行阐释。“保留汉字添加振假名”的方式在

保留汉字词特有的形象的同时，达到译文简洁凝

练的目的。因此在章回回目和诗词当中多见此译

法。井波译文在这句翻译中采用了直译加注的办

法，也可以传递王熙凤幽默机智的语言风格，但不

如伊藤版本直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伊

藤译本采取的是正式的文体，语言表达郑重，用词

讲究厚重。译文显得古香古色，充满古典的韵

味。其次，从对王熙凤译文的翻译可以看出伊藤

译文更加注重原文，采取了对源文本每个细节描

写都尽量保留的翻译策略。这也体现了作为汉学

家和翻译家的伊藤漱平对《红楼梦》这部作品以及

作者曹雪芹的敬仰和尊重。

日本安田女子大学红学家森中美树认为伊藤

漱平与其他译者不同，伊藤漱平把《红楼梦》看做

（拟）话本体的作品，是用说话人的口气来翻译

的。 [6]这对伊藤漱平的文体风格做了很好的概

括。同时，译者个人的写作风格是前理解结构中

重要组成部分，对不同译本之间风格差异的形成

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伊藤漱平的著作以及论著

中所表现出的文体特点，常年从事日本《文学界》

同人杂志评介、甚至被誉为文坛新人“猎头”的驹

田信二评价说“美文”“文体郑重亲切”[7]，对此评

价，伊藤漱平本人也非常重视，“郑重亲切的文体

的深意尽管我还不能完全了解，但是却引起了对

它的关注。文集是这三十年间零零碎碎所写的杂

文汇集而成，是否有一贯的文体贯穿其中，我自己

也不太清楚。以「ますです」的说话体风格翻译了

七千多页《红楼梦》，期间又积累了各种执笔经验，

也许这些使我变成了‘美文家’和‘文体郑重亲切’

的人了吧。”（伊藤漱平，笔者译，2008：524-525）“美

文”“文体郑重亲切”“以「ますです」结句的说话体

风格”可以说也是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本的语言

特色。这一特色与译者对源文本的文体判断以及

读者意识有关，同时也深深地打上了译者个人写

作风格的烙印。

3 伊藤漱平版本的读者意识与文体决策

伊藤漱平曾这样阐述自己对翻译的看法和对

读者的期待：

“（前略）尽管对译者来说译本若能抓住读

者的心是最大的幸事，但无论是再有名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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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实质还只是翻译。我希望《红楼梦》这部著

作读者能够直接阅读原著，尽管这样说有为自

己赚吆喝之嫌。拙译如果能够为此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即读完译作之后产生阅读原著的意

愿，哪怕一两人也好。那么这样我的所愿、我的

使命也就得以成就。”[8]
（笔者译）

“译本能够抓住读者的心”，这是伊藤漱平在

翻译《红楼梦》时明确的读者意识。同时，从他希

望自己的译作能起到唤起读者阅读原作的作用，

又可以看出伊藤漱平对原作《红楼梦》的尊重和热

爱。对于自己的翻译成绩，伊藤认为“则要企盼包

括专家在内的读者们的鉴定”[9]，通过这样的表述

也体现出伊藤漱平对读者的重视，尤其是对于专

家型读者的极大关注。甚至可以猜测认为伊藤漱

平的目标读者就是专家型读者。这与井波陵一的

目标读者是不同的。

井波陵一的获奖感言中对自己的目标读者以

及翻译目的谈得非常明确：

“如果读者能够通过拙译欣赏到中国文化

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茶、饮食、器具、建筑、诗以

及文章的写作方法甚至骂人话等等，并由此对

整个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另外再能够领悟到我

们存在之本的汉字文化之博大精深，那就太让

人欣慰了。《红楼梦》究竟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何

种地位？我发自心底地希望年轻读者当中能够

出现对此完美作答的人。”[10]
（笔者译）

井波陵一版《新译红楼梦》是以近代日本小说

的文体翻译而成，译文流畅易懂，对目标读者的汉

文素养没有过高的要求，面向学者的信息都以注

的形式给与补充。而伊藤漱平的目标读者是汉文

素养较高的人，包括汉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

专业学者，因此在伊藤漱平在翻译时注重保持源

文本的特色和章回小说的文体特色，并附加大量

的注释补充相关知识，甚至有不少是伊藤漱平自

己考证而得。译者间的前理解结构差异造就了其

各自不同的视域，并相应地在与文本互动过程中

形成不同的“视域融合”，最终导致风格各异的翻

译版本。

另外一个必须提及的原因就是两位译者的年

代之差。伊藤漱平生于1925年，而井波陵一生于

1953年，年龄相差近30岁。这本身就造成了两位

译者在文体风格上的差异。不仅如此，日本整个

社会的文体变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从 1950

年开始，日本的文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体风格

追求“简洁”“平易”，而这一文体的变化必然也会

影响到译文文体的变化。伊藤漱平的文体风格带

有传统日语的印记，而井波陵一的风格则是日本

文体变革之后的产物，既是个人风格的体现，也是

时代影响的体现。因为“尽管译者自身因素是译

者风格形成的关键原因，然而译者并非生活在真

空之中，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选择以及译者翻译策

略和方法的应用都会受到具体历史时期的社会意

识形态、审美观和翻译规范等因素的制约”。[11]

对伊藤漱平的译文高度评价的台湾学者丁瑞

滢指出《红楼梦》日译本没有关注到读者的接受度

的问题，并阐述道：“所译出的作品文雅严谨，具有

很高的文学价值，却失去了一般的读者群”“《红楼

梦》的翻译者与研究者，于翻译时并未注意到读者

的接受度”[12]。由此可以看出该学者对伊藤漱平

所译《红楼梦》译本评价也有矛盾困惑之处。其实

伊藤漱平所译《红楼梦》并非没有接受度。笔者查

阅了有关《红楼梦》日译本各个角度的研究文献，

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文献的语料大部分都

来自伊藤漱平所译《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在研究

者当中有很高的认知度，在汉学家以及对中国文

化有兴趣了解的日本人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是不容忽视的。可见伊藤漱平并不是没有意识

到读者的接受，而是伊藤漱平期待视野当中的读

者群体可能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群体，因此在译本

文体选择以及表达输出都与其他译者有所区别。

如前所论，伊藤漱平的第一目标读者应该就是“专

家型学者”，因此讲究考证，译文的不断“改雅”现

象[13]都是此目标下的驱动。这表明了伊藤漱平对

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了翻译风格的选定。

从接受的角度来说，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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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便是伊藤版《红楼梦》日译本译得过“雅”，超越

了一般读者群的接受度。尽管现阶段还没有充分

的数据可以证明井波陵一版《新译红楼梦》的一般

读者群接受度超过伊藤漱平，但其语言平实易懂，

确实降低了阅读的门槛。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井波

陵一版《新译红楼梦》可以完全取代伊藤漱平版

《红楼梦》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阐释学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存在空白点，并且

对空白点的诠释因不同的译者和不同的读者而呈

现出不同的样态，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而

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不再局限于原文本和译文本

微观层面上的对照，而是把译文文本置于其产生

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去考察，揭示促使译者

选择此种翻译策略的深层次原因。这也是拓宽伊

藤漱平《红楼梦》日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译学

理论真正地融入文本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众多日

译本中，伊藤漱平凭借其对《红楼梦》的深刻理解

以及造诣超群的文字功底对《红楼梦》做出了独特

的阐释，他与《红楼梦》的对话帮助他完成了与源

文本的视域融合，为日本读者带来了深刻的阅读

体验。

［本文为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语料

库的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研究”（项目批号：17YJA740056）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吴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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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istic Differences and Interpretation Strategies of Typical Character: Examining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Hongloume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the Work of
Ito Sohei and Inami Ryoichi

Abstract: Ito Sohei and Inami Ryoichi presented totally different styles in their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speeches by Wang Xi-

feng, a character in Hongloume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to's translation is formal and classical, while Inami's is easier

to understand and more intimate. Such variation shows the translator's personal prefere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imes,

at the same time it results from the merging of different horizons of the translators,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read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it is found that the prior target readers of Ito's version are "experts" and that the "refinement" phenome-

non in his translation is driven by this target; while Inami put the young generation as his target readers. So it is that different

reader responses also influence these two translators in their choice of style.

Keywords: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Hongloumeng; awareness of the reader; stylistic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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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工作日语工作日语

11))接听电话接听电话 –利用–利用《《しごとのしごとの日本語 電話応対編日本語 電話応対編》》

进入日企需要接听日本人的电话时，有很多礼仪要学习哦！首先进入《しごとの日本語 電

話応対編》，学习一下如何接听电话！选择IN接电话（图104）。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学习内容学

习。现在看看Unit13伝言を受ける（图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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