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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读又读

只推荐有口碑的好书

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彭镜禧先生曾说：“莎

士比亚跨海而来，先是有名字，然后有简单的故

事，再开始有人翻译剧本，然后全集出现。有了

这些作品，才有后来的莎士比亚研究，演出与发

展也才有了基础。”

以中文介绍和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最早可

追溯到上个世纪初。1902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学

生最早用英语演出《威尼斯商人》。同一年，梁

启超的 《饮冰室诗话》 里面出现了 “莎士比

亚”，从此确定下莎翁的“中文名”。1903年的

《澥外奇谭》和1904年出版的《英国诗人吟边

燕语》都是根据英国兰姆姐弟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士比亚故事）”翻译而来的。

如今，参与过莎士比亚戏剧和十四行诗的

翻译家有朱生豪、梁实秋、方平、孙大雨、卞之

琳、梁宗岱等等。这些译本自然有各自的特色和

彼此细微的差异。相关资料显示，最为人熟知的

莎剧翻译家当属朱生豪和梁实秋，而有计划地

全译莎剧作品的除了梁实秋和朱生豪，还有曹

未风和孙大雨。

朱生豪：典雅传神，不屑“粗俗语”

现在较为通行的《莎士比亚全集》大都跟

朱生豪有关。朱生豪是浙江嘉兴人，1933年大学

毕业后，在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

1936年春，朱生豪开始着手翻译《莎士比

亚戏剧全集》。 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他打破

了英国牛津版按写作年代编排的次序，而分为

喜剧、悲剧、史剧、杂剧4类编排，自成体系。

可惜，纵有雄心勃勃，他赶的时代不好，那

个时候正是近代中国风雨交加、战乱频仍的时

候。朱生豪历经辗转流徒，译稿也几度被毁，仍

坚持不懈。后来他因劳累过度患上肺病，才32岁

便英年早逝，生命最后岁月仍在拼命译稿。

到朱生豪病逝前， 他已经译出31部莎士比

亚戏剧。1947年秋， 上海世界书局出版27部。

1954年，经补充4种遗稿，出版了12卷31出戏的

《莎士比亚戏剧集》。

1978年，经过全面校订，补译了原缺的6出

历史剧和十四行诗、长诗及杂诗，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了11卷的《莎士比亚全集》，成为莎翁全

集最经典的版本之一。

关于朱生豪的译本特色，浙江莎士比亚研

究学会会长洪忠煌认为“译笔流畅典雅，文句

琅琅上口，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递莎剧的气

派，给我们的内心留下酣畅淋漓的记忆。”

朱生豪的译本中，经典的诠释真不少，最著

名的莫过于将“To� be, � or� not� to� be.” 译为

“生存，还是毁灭”，着实是神来之笔。

不过，在朱生豪译本中，似乎不屑于传达莎

翁粗俗文字的“神韵”。 学者朱俊公曾评价说

“粗俗和猥亵的语言， 在生活充满乐趣而无所

顾忌的莎士比亚笔下是很多的， 特别是在他的

喜剧里。（朱生豪）这种净化文字的风格是否符

合莎剧的精神固然值得商榷， 却显现出了翻译

家的良苦用心。”

正是如此，瑕不掩瑜，更多的人依然同意：

朱生豪的译文是莎士比亚戏剧最好的译文。

梁实秋：加入了大量注释并写序言

与朱生豪相比，梁实秋的名气要大很多。他

也对莎士比亚情有独钟， 一个人花了37年翻译

了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

1930年， 胡适开始掌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董事会的翻译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的翻译计划，

其中之一便是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原拟由闻

一多、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和梁实秋5人承

担，预计5~10年完成，最后，这任务就落实到了

梁实秋的头上。

比较几个莎译本，我们不难发现，梁译本的

特点有：白话散文式的风格；直译，忠实于原文；

全译，决不删略原文。除此之外，梁译本还有独

到之处。第一是加了注释。莎翁作品原文常有版

本的困难，晦涩难解之处很多，各种双关语、熟

语、俚语、典故也多，猥亵语也不少，梁实秋不但

直译，而且加了大量注释，帮助读者理解原文。

梁实秋还在每部剧前加了序言。序言中对

该剧的版本、著作年代、故事来源、舞台历史、该

剧的意义及批评意见等均有论述。余光中对梁

译曾有过评价：“梁氏的译本有两种读法，一是

只读译本，代替原文，一是与原文参照并读。我

因授课，曾采后一读法，以解疑惑，每有所获。”

曹未风：口语化表达原作神韵

著名翻译家曹未风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

全集》，是中国最早出版的莎翁剧作集。1931年

前后，他开始着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后来他去

英国留学期间，也有目的地搜集有关莎士比亚

戏剧资料，并瞻仰了莎士比亚故居。

1943～1945年，曹未风所译《威尼斯商人》

等11种剧本，由文通书局用《莎士比亚全集》的

总名出版。在他翻译莎士比亚的生涯中，共翻译

并出版戏剧12种，此外还有十四行诗集一部。

在具体的莎剧翻译过程中，曹未风主张用

口语化的语言来翻译莎剧，以表达原作的神韵；

在语体上，也忠实于原文形式，采用以诗译诗，

以散文译散文的处理方法，很受欢迎。

有关研究专家认为，曹未风先生翻译的莎

士比亚戏剧具有很多优势和亮点，比如首先是

能再现莎剧语言的幽默诙谐；能弥合莎剧中的

英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能传达出莎剧的

风格特征，这些特征也反映出译者在翻译过程

中的创造性。

曹未风译本在今天依然有着广泛的市场。

只是这几年，网上谈论莎剧，多以朱生豪、梁实

秋为重，其他翻译家的作品反而很少提到了。

孙大雨：首创诗体莎译

现代文学研究学者陈子善曾说：“翻开一

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孙大雨的名字虽然并不及

闻一多、徐志摩响亮，但他也是‘新月派’的重

要成员， 他的新诗理论和创作实践同样成绩卓

著……他的莎士比亚翻译也独树一帜， 决不在

朱生豪、梁实秋等人之下。”

孙大雨曾翻译过莎士比亚的8部作品：《李

尔王》《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威尼

斯商人》《冬日故事》《暴风雨》和《罗密欧与

朱丽叶》。 他是我国第一位用诗体翻译莎士比

亚诗剧的学者。

他的译本以他本人所创建的音组体制为模

式， 用汉语的五音组素体韵文翻译英文的五音

步素体韵文，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如他翻译的

十四行诗：“我可否将你比作初夏的清晖？/你

却焕耀得更可爱，也更温婉/狂风震撼五月天眷

宠的嫩蕊/孟夏的良时便会变得太短暂……”

有意思的是，1933年下学期，孙大雨接到梁

实秋的聘书，任外文系教授，开设英国文学课。

但后来，在翻译莎士比亚剧作的方法上，他与梁

实秋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梁实秋认为应以散文

体翻译，孙大雨则认为应以诗体翻译，二人互不

相让，不欢而散。

孙大雨虽然翻译的不是莎士比亚全集，却

因内容独特而在众多译本中占有一席之地。

另外，中国“莎学泰斗”方平也曾主持翻译

中国第一部诗文体的《莎士比亚全集》，他所翻

译的莎剧被认为“译文在语气、语言节奏感上

更接近莎剧原貌”。

为了纪念莎士比亚诞辰

450

周

年，国内多家出版社推出了莎士比

亚全集译本。 据各种资料显示，华

语世界现在主要有五种莎士比亚

全集的译本：

1.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的、以朱生豪译本为主体

(

经过吴兴

华、方平等校订

)

、由章益、黄雨石等

补齐的十一卷本；

2. 1967

年梁实秋翻译、在台湾

出版的四十册本；

3.1957

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的

以朱生豪原译为主体、由已故学者

虞尔昌补齐的五卷本；

4.

译林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朱

生豪翻译

(

裘克安、何其莘、沈林、辜

正坤等校订

)

、索天章、孙法理、刘炳

善、辜正坤补译的八卷本。

5.

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今年推出

的首部诗体《莎士比亚全集》，该译

本由已故翻译家方平主译， 屠岸、

阮珅、汪义群、张冲、吴兴华、覃学

岚、屠笛等参译。

另外，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今年

推出《莎士比亚戏剧朱生豪原译本

全集》， 这是经过朱生豪后人审定

的莎士比亚戏剧朱生豪民国原译

本。有关人士指出，此前出版的朱

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经

过多人校订，并非朱生豪译本的原

来面目，这个版本号称“恢复民国

文学味道， 传导莎剧原作神韵，引

导读者重新认识莎剧朱译的价值

和贡献”。

还有，新星出版社也在今年推

出 《莎士比亚全集经典插图本 》，

除

37

部戏剧、

154

首十四行诗、两首

长叙事诗和其他诗歌外，《一错再

错》 首次根据莎学界最权威的阿

登莎士比亚丛书版本译为中文 。

该套丛书还收录了

700

余张精美原

版插图，由

19

世纪英国皇家水彩协

会会长约翰·吉尔伯特爵士、狄更

斯好友及其作品权威插画者乔

治·柯鲁克山绘制，问世

120

年来首

度与中文读者见面。

你知道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吗？你知道为什么要选这一天吗？

因为，这一天既是伟大的莎士比亚的诞辰，也是他逝世的日子。确实太值得纪念了。

今年的读书日意义格外不一般：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为了纪念他，英国各地将举办一场又一场莎翁戏剧表演。从4月23日起，《哈姆雷特》环球巡演也将拉开大幕。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认识莎士比亚，只能通过中译本。如果你家里也有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你可曾注意到它是出自哪位译者之手？你认为谁的翻译最为传神？

有没有一个最好的“中文莎士比亚”

五大全集译本

各有风格

招聘
●高薪聘招办主任15928487305
●招空调安装工15828499997空调修移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全自动麻将桌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清洁公司
●新鸿保洁85186977★84414889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搬家公司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玉龙87326666优86259642空调丧葬一条龙服务
●85593168灵堂棚公墓86276116二手货交换

●收空调桌椅废旧13880991212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汽车转让
●优转公司车数辆13666198747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86664773建筑资质执照代理
●英才专业办执照资质86922599

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咨询13881761948启事
●本人牟骐，购保利中心项目1栋2
单元2205号、2206号、2208号楼，以
下收据：日期2011年5月7日，原收
据号0057719，金额4962497元；原
收据号0057720，金额2380398元；
原收据号00577 21，金额2158265
元；收据遗失，特登报挂失。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成
都分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510104663029760遗失作废
●成都大吃八方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账号4402087739000050458）
在工行三洞桥分理处开立的验资

账户（宋刚）印鉴章遗失作废
●东郊殡仪馆2014年3月25日所开
姜丽萍的火化发票遗失作废.
●康火清、代正英之女康梓菁出生
证J510041279不慎遗失身份证遗失
●周丹511323198802255426遗失

汽车报失
●川M65A93五菱宏光面包车于
2014年4月15日在成都市光华大道
万家湾公交站附近被盗。发动机号:
8D61821313车架号:LZWADAGA
0D4128084知情请电18328243136

房屋租售
●锦江区商业广场农贸市场一楼
招租行业不限，电话：86648387

写字间租赁
●售一环内写字楼13708025599

酒楼·茶楼转让
●转茶楼商务酒店18081007398
●优转式承包南门玉林中路大型
茶楼.浴足房,证齐18628164007
●光华村酒吧18万13540772716
●北门茶楼800平转13084455958餐馆转让
●200平火锅急转15184431112
●转市中400平中餐18113112275美容美发转让
●建设路金域蓝湾楼下210平精装
美发旺铺招租13881855962店铺
●转科华北路旺铺13808061639厂房租售
●蛟龙港8400平工厂水电气齐可
供制衣制鞋电子类企业87076496
●新津工业区厂房13982104638
●蛟龙港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租售1200平厂房13908185396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15000
平出租水电齐15882044508★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新酒楼.别墅招商18780096013
●www.scyier.com寻股东合作
●建筑工程装修寻总包垫资抵房
等其他形式分包13348950679
●收购出租车公司13198543600
●融灿投资好项目咨询85952803

朱生豪

梁实秋 孙大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