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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稱此四項為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

被譽為“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者”。中國大陸近年來研究余光中作品成為熱點，即所謂

“余學”熱。僅 2001 年至 2005年之間，研究余光中詩歌或散文創作的博碩士論文就達

11 篇之多，但對作為翻譯家的余光中卻關注得不夠。到 2008 年止，大陸出版的余譯完

整著作僅見王爾德的三部戲劇；而專門研究余光中翻譯的博碩士論文，也僅見四川大學

韓彩虹碩士的論文《翻譯家余光中研究》。事實上，迄今為止，余光中出版的翻譯集共

有 13 種，包括詩歌翻譯、戲劇翻譯、小說翻譯、傳記翻譯和自譯詩。其中尤以詩歌翻

譯最為突出，譯著包括《英詩譯注》、《美國詩選》、《英美現代詩選(上下冊)》、《土耳其

現代詩選》、《New Chinese Poetry》（為新詩英譯作品）等。單就英美詩歌翻譯而言，其

作品的絕對數量並不算多，但品質之高及研究意義卻不容小視，這從本文下面的分析中

將可以見出。臺灣地區對余光中的翻譯研究開展較為深入，已有數篇碩士論文專題探討

他的傳記翻譯或戲劇翻譯，如《余光中之<理想丈夫>》、《<不可兒戲>的原著、仿諧等三

個版本中語言的探討》、《評王爾德<理想丈夫>二中譯本》、《以余譯<梵谷傳>為例論白話

文語法的歐化問題》等。但對其詩歌翻譯尚未見有專門的研究。其實，余光中的英美詩

歌翻譯早已引起了大陸一些學者的注意。王佐良在“漢語譯者與美國詩風”[1]一文中對

《美國詩選》進行了評價。他首先點明，之所以關注《美國詩選》，是“因為我想看看

詩人余光中是怎樣譯詩的；以寫小說出名的張愛玲居然也譯詩，也出我的意料”。他認

為“這裡有譯得很好的詩，如余光中譯的愛倫·坡的五首”。並舉《給海倫》為例，指

出其韻律，用詞，氣氛都如原詩，幾個技術難題也處理得妥當，例如專名的處理。而在

音韻方面，原詩第一節第四行有 weary，way，worn wanderer，四個 w 的頭韻，則加

注聲明“譯文無法表達，歉甚”，使人覺得譯者坦白可親。總之，“這是出色的譯文，

讀起來典雅而順口。”當然，王氏也以麥克里希的《詩的藝術》為例，指出“像別的譯

者一樣，余光中也有所失。” 他分析說，因為漢語譯者的特別處境，余光中的難題別

人也未必能夠輕易解決。他尤其對余光中譯的《升起，哦時代，自你深邃的海底》評價

不高，並詳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王佐良先生對余氏譯詩的剖析為余光中英美詩歌翻譯

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總的說來，余光中的英美詩歌翻譯（以下簡稱譯詩）

具有以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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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語”採眾長、多元調和 

 

黃海晴（2004）指出，詩語和詩體是余光中詩學的兩個重點。而余光中的詩語觀和

詩體觀對他的譯詩有著深刻的影響。 

余光中理想的詩語是“以白話為骨幹，以適度的歐化及文言句法為調劑的新的綜合

語言”，而且經過得當的搭配，能夠富有“彈性”。[2]他表示：“純粹的白話，俚俗的

白話，毫未加工，仍停留在原料階段的白話，不能成為新文學的精美語言。這種情形于

新詩尤然。”[3]作家的任務就在於將它選擇而且加工，使它成為精純的藝術品。 

他主張並實踐多種語言成分的融合與互化，使它們在詩中形成一種錯落、參差的格

局。這些特點，概括起來就是“文白相濟”、“中西相融”。他指出，在白話文的優秀

作品裡，“文言的簡潔渾成，西語的井然條理，口語的親切自然，都已馴馴然納入了白

話文的新秩序，形成一種富於彈性的多元文體”[4]。但這種彈性、綜合、開放背後又有

其“常”與“律”。那就是“以白話為骨幹”，反對“鋪張和堆砌”，實現“以淡取勝，

以簡馭繁”的“淨化”。[5]他將“措辭簡潔、語法對稱、句式靈活、聲調鏗鏘”稱為“中

文的常態”。[6]也就是說，他理想的詩語雖然是一種博採眾長的多元綜合，卻仍然是現

代白話的而非文言的或歐化的。 

這種“‘語’採眾長、多元調和”的詩語魅力同樣出現在余光中的譯詩中。我們以

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 1809-1892)那首著名的短詩《鷹》(The Eagle)為例： 

 

The Eagle  

 

He clasps the crag with crooked hands;  

Close to the sun in lonely lands,  

Ringed with the azure world, he stands.  

 

The wrinkled sea beneath him crawls;  

He watches from his mountain walls,  

And like a thunderbolt he falls. 

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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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彎手抓緊在岩際； 

傍著落日，在漠漠的荒地，  

背負著長空一碧，他危立。 

 

蒼皺的大海在他的腳下爬； 

他從峰壁上悄然俯察， 

像一閃霹靂他驀地沖下。 

 

全詩用三行體（triplet）一氣呵成，魄力雄勁，為丁尼生最短的傑作。余光中評曰：

“前五行雖寫靜態，而蓄勢待發，風雨欲來，氣吞九垓；末行一落千丈，由靜入動，萬

古佳句，令人想起了‘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8]正是由於對該詩詩境的深入把

握，余光中將多重語言的融合發揮到了極致：“蒼皺的大海在他的腳下爬”全然是口語

的，但頗顯鷹之居高臨下輕蔑的口吻；“用彎手”是西語的用法，若在平常，將被視為

“惡性西化”之弊，許多譯者將其歸化為“它彎曲的手”，顯得中規中矩。其實正由於

在余氏譯詩中沿用了這一西語的語法方式，才使得“鷹”之主角形象以凸顯的方式貫穿

全詩；第二、三兩行的西式語序不合漢語常規，但用在此處卻顯得緊湊有力；“岩際”、

“落日”、“長空一碧”、“危立”、“悄然”、“驀地”等文言語彙扭緊了全詩，使

“鷹”的精悍與“詩語”的精悍渾然一體！而這也正應和了余光中所一貫提倡的“白

以為常、文以應變”的綜合語法：“在白話文的譯文裡，正如在白話文的創作裡一樣，

遇到緊張關頭，需要非常句法、壓縮用詞、工整對仗等等，則用文言來加強、扭緊、調

配，當更具功效”。[9]細心的讀者只要多讀幾遍這首譯詩，並將之與其他譯者的譯作對

比，就更能感受到余光中譯詩語言的彈性與張力。 

 

余光中對譯詩語言的選擇是視詩情而定的。他把傑佛斯（Robinson Jeffers）的一段詩

句（原文略）譯成： 

……瀕此海豹之濱，而鷗翼 

在空際如織網然織起 

聖哉充溢之美。 

認為這種文言化的方式“精煉而緊湊”，如採用口語化的方式則“費辭而鬆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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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譯傑佛斯的另一段詩（原文略）時，他卻選用了粗獷的語詞： 

“管他什麼高談民主的笨蛋， 

什麼狂吠革命的惡狗， 

談昏了頭啦，這些騙子和信徒。 

我只信自己的長牙。 

自由萬歲，他娘的意識形態，” 

黑鬛的野豬真有種，他這麼說， 

一面用長牙挑毛巴索山的草皮。 

在他看來，原詩語俚而聲亢，“如用文言句法譯出，就不夠意思了”。[11] 

 

一、 “體”隨情變、中西交融 

 

“五四”新詩的一大標誌是自由詩。“郭沫若的‘裸體美人’、艾青的‘散文美’

等都是對自由詩美學規範的探索，這些觀點以犧牲外節奏為代價去尋求內節奏，其消極

影響顯而易見”。[12]也就是說，它們革除舊的束縛是徹底痛快了，卻淺白得連詩味都革

除了，以至在藝術上始終不能有大的造詣。故在經歷了最初的“放縱”階段之後，從新

月詩人開始，又講究起格律來。余光中在這一點上是承新月精神的。 

他認為自由詩不要韻，不要音律，不講究行與節的多寡、長短的特質都是“消極”

的，只是格律詩到現代詩的一個過渡。他認定“藝術之中沒有自由”，“‘自由’一詞，

原來是指擺脫前人固定的格律，而不是指從此可以亂寫”，超越前人的形式並不意味著

取消形式，“一個詩人必須在消極的‘不要這樣，不要那樣’之外，做一些積極的形式

上的建樹”。[13] 

余光中雖提倡有約束和格律的詩體，但是這種約束和格律卻並非死板的教條，這就

和同樣提倡整齊的新月詩派又拉開了一些距離。他認為新月派聞一多的理論，“太淺顯

單純”，只能用來“糾正胡適、冰心等的散漫”，而不能有所開創奠立，在實踐上又往

往“淪為填字與湊詞”，“整齊而陷於刻板”，“尚未把握到適度的彈性”。[14]現代詩

應該有現代詩的節奏和體式，它們來源於現代人的生活和氣質。他對新月詩論的不滿之

處也由此可見在於其沒有體現出傳統與創新、律與變之間的內在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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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詩論家呂進所言，“律中求變，變中寓常”是余光中在詩體上的美學追求。[15]

而律中求變意味著向中國古典詩和外國詩開放。余光中在詩體上的開放是全方位的。他

要“讓詩體在格律和音韻的軀體上拍打著求新求變的翅膀，向著更加廣闊的天地飛

翔。”[16]  

與余光中詩歌創作中求新求變的詩體追求相一致，余光中譯詩的詩體也表現出了

“‘體’隨情變、中西交融”的特點。他早期的譯詩在格律上總體而言較為嚴謹，頗承

新月詩派格律之風。這與原詩大多偏向於傳統形式有關。《英詩譯注》開篇的“譯者小

引”中就專門對英詩傳統中常見的音步和詩行作了簡要的介紹。而《美國詩選》的編者

林以亮在該書“序”中則坦言，在編選中“有可能偏向於一些採取傳統形式的作品”。

[17]但即便是譯傳統形式的作品，余光中的譯詩也表現出了“律中求變，變中寓常”的特

點，即以“適度的彈性”克服了“豆腐乾體”的“填字”、“湊詞”、“刻板”的毛病。

如本·瓊孫（Ben Jonson，1573-1637）作品《歌贈西麗亞》（Song To Celia）（原詩略）： 

歌贈西麗亞[18] 

 

但用你/眼波/來向我/祝飲， 

  我也將/我的/雙眸/回敬； 

不然僅/留個吻/在我/杯中， 

我就/不用將/美酒/找尋。 

那起自/靈魂/深處的/焦渴 

 

原需/神聖的/酒來/解救； 

即如我/能飲/天帝的/甘釀， 

我也/不願/以你的/換求。 

 

前日我/贈給你/一圈/玫瑰， 

  並非為/增添/你的/光輝， 

只算是/寄它以/一個/希望： 

在你/身邊/它不會/枯萎。 

但是你/僅僅在/花上/輕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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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將他/還給/送花/的人； 

從此它/抽長，/吐香，/我說， 

  為的/是你，/不是它/自身。 

全詩每行包括四個音組，以二字音組與三字音組為主，雖不求行行字數相等，但單、

雙數行字數自相統一，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音組的變化，如首節第 6 行的“酒來解救”，

本來理應劃分為“酒/來解救”，似乎打破了原來二、三字音組的穩步推進，蘊含著變化，

但順著節奏念下去，居然念成“酒來/解救”也不差，甚至更有韻味了。這一推理也適用

於末節第 6行的“送花的人”，並且與首節同在第 6行的“酒來解救”同中有異，遙相

呼應。事實上，本詩特有的靈活性還表現在，由於其中許多三字音組是由單字音組與二

字音組結合而成的，因此它們的劃分還可以有別的方式，即二字音組有可能擴為三字音

組，而三字音組有可能縮為二字音組，可以依誦讀者的感覺而定。“律中求變，變中寓

常”的特點在本詩中得到了極大的發揮，也因而造就了“整齊而不刻板”的整體效果。

更為重要的是，就本詩分析得來的模式並不完全適用於余光中早期的其它譯詩，但它們

總體上又共同遵循了一個原則：即從現代漢詩以“音組”為節奏單位的基本規律出發，

視詩情而定，進行音組的“彈性”調配。他的早期譯詩中主要是與本詩同而有異的格律

較嚴謹的譯詩，但也有如下的反映原詩“變奏”特點的譯詩： 

蚱蜢和蟋蟀[19] 

 

大地的歌詠是永不沉寂： 

當小鳥給驕陽曬得頭昏， 

躲進了清涼的樹影，一派歌聲 

便沿著新割的牧場的籬邊傳遞； 

那是蚱蜢的低吟——他首先發起 

盛夏的豪遊——他的歡欣 

永無止境，每當他玩到力盡， 

便躺在涼爽的草底休息。 

大地的歌詠是永不沉寂： 

在寥落的冬晚，當那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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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住了一切聲響，蟋蟀的歌聲 

便在那暖氣漸增的爐邊揚起， 

聽在那半困的爐邊人耳旁， 

就像是蚱蜢在草崗的低鳴。 

這首譯詩的原作是濟慈（John Keats，1795-1821）的一首義大利體十四行詩“On the 

Grasshopper and Cricket”。余光中曾專門分析過濟慈的另一首十四行詩，指出：“西洋

詩的句型因頓的前後挪動而活潑不拘，‘煞尾句’和‘待續句’又相互調劑，因此詩的

格律和語言自然的節奏之間，既相迎合，又相排拒，遂造成一種戲劇化的對照。霍普金

斯稱這種情形為‘對位’。事實上，不同速度的節奏交匯在一起時，謂之‘切分法’。

我說西洋詩兼唱兼說，正是這個意思。而不論切分也好，對位也好，都似乎是中國古典

詩中所沒有的。”[20]余光中的這首譯詩頗為傳神地反映了原詩的“變奏”特點：頭兩行

各有四個音組，先穩住了節奏，接著是兩個五音組詩行，前者有頓而後者無頓，再接著

是有頓的三行，分別為五個音組、四個音組和五個音組，然後又回到兩個四音組詩行，

重新穩住了節奏，接著又進入有頓的四音組詩行、有頓的五音組詩行、無頓的五音組詩

行，最後再次回歸到兩個四音組詩行，也就意味著回歸了穩定，中間還不時穿插著“待

續句”，使得整首詩的節奏極為活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仍然有一種恒定的節奏脈絡

貫穿全詩。那就是每行字數恒定於“十字到十三字”[21]。這使得誦讀者能夠將每行誦讀

的時值控制在大體一致的範圍內，保證了全詩穩步的推進。也就是說，這仍然屬於“恒

奏”中的“變奏”。它是從西洋詩借鑒而來的，但又完全中國化了。這種相較英詩更具

彈性的“變奏”能有效地避免“湊字”或“用字局促”的毛病，是一種很有創意的嘗

試。 

余光中對英美現代詩的翻譯作品除少部分編入了《英詩譯注》和《美國詩選》之外，

大部分收錄于《英美現代詩選(上下冊)》，其中包括了英美二十一位現代詩人的九十九篇

作品。余光中在該書“譯者序”[22]中分析說，這些詩人的作品形式風格各異，有寫自由

體而有成就的，有沿用傳統格律的，有在傳統格律的背景上作合於自己需要的變化的，

也有到古代的格律中去發掘“新形式”的，也有將自由體和格律配合使用的。但不管是

自由體還是格律體，都應該是“便於自己表達的”，“絕對的自由是消極而且不著邊際

的”，反對機械化的節奏不等於完全放棄了格律，“格律之為物，全視作者如何運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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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真正的行家駕馭有方，反而感到一種馴野馬為良駒的快意”。儘管他坦言，與主

題和意象不同，節奏和韻律“與原文語言的關係更為密切，簡直是不可翻譯”，“翻譯

原是一件不得已的代用品，決不等於原作本身”，但他仍傾力而為，表示“在可能的情

況下，我會努力保持原文的形式：諸如韻腳，句法，頓的位置，語言俚雅的程度等等，

皆儘量比照原文”。在他看來，對有經驗的譯者而言，直譯意譯的區別是沒有意義的。

“意譯”是為了求“達”，而“直譯”的理由在於“文學作品不能遺形式而求抽象的內

容，此點詩較散文為尤然”。因此，《英美現代詩選(上下冊)》中的譯詩風格各異，詩體

大都依原詩的詩情、原詩的形式特點、漢語的表達特點三方綜合研判而定。它們雖無定

式，卻不等於沒有規矩，因此最能體現余光中“‘體’隨情變、中西交融”的譯詩特點，

可謂達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成熟境界。試觀其中一首少有的古典味十足的譯詩

（原文略）： 

華衣[23] 

 

為吾歌織華衣， 

刺圖復繡花， 

繡古之神話， 

自領至裾， 

但為愚者攫去， 

且披之以驕人， 

若親手所紉。 

歌乎，且任之！ 

但有壯志蓋世， 

當赤體而行。 

他解釋說，葉慈的《華衣》，短小精悍，句法短者四音節、二重音，長者亦僅七音

節、三重音，如果譯成白話，“不但虛字太多，的的難免，而且句法必長，淪於軟弱，

絕難力追原文。”所以只好用文言來對付，其結果便是，“雖然韻序更動，氣勢則勉可

保留，至少，比白話譯來有力”。[24] 

黃海晴指出，“余光中的詩從體式上來說詩意濃厚、格律節奏鮮明，而每首又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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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故顯搖曳多姿的特點。”[25]這種評價用在余光中的譯詩上也大體不差。 

 

一、 “學者”風範、“創作”境界 

 

余光中在 1994 年“外國文學中譯國際研討會”的主題演說辭中寫道，“譯者其實

是不寫論文的學者，沒有創作的作家”。前者指譯者“必定相當飽學”，後者指譯者“必

定擅于運用語文，並且不止一種，而是兩種以上：其一他要能盡窺其妙，其二他要能運

用自如。”達到這兩項要求的才是“真正夠格的譯家”。[26] 

他認為真正的譯者可以不落言詮，可以述而不作，卻不能沒有學問，這種學問已經

化在他的譯文裡了。並指出有些譯者在譯文之後另加注解，以補不足，而便讀者，便有

學者氣象。如果能再加上前序後跋之類，就更見學者的功力了。他本人的譯詩就極具“學

者”的風範。他的第一本譯詩集《英詩譯注》在開篇“譯者小引”中特別說明，之所以

編成此書，是“純為便於初學英文詩者的參考……因此，研究的性質重於提倡。”書中

每首詩都中英對照，並附原文難解字句的詮釋，創作的背景，形式的分析，作者的生平

等等，“務求初習者有此一篇，不假他求，且能根據書中所示的途徑，進一步去瞭解，

欣賞更多的英美作品。”[27]《美國詩選》的編者林以亮在該書“序”中指出，幾位譯者

（包括余光中）都是拿幾位詩人的全集“從頭到尾熟讀”，然後才開始工作的。“如果

不浸潤於他們的作品中，不熟悉他們的風格，特徵，長處和缺點，一個譯者真有無從下

手之苦。”在每位詩人的譯詩之前，都有一篇極詳盡的文章，介紹這位詩人的生平和著

作，“也等於是一篇小傳和批評”。而“每篇文章結尾總在努力嘗試給那位詩人一個價

值上的判斷”，目的是要“盡文學批評的責任”，也是為了“做到徹底介紹美國詩歌的

任務”。所有各詩還在詩名旁注上原作的英文名稱，“以便利讀者去尋找原作”。所有

見諸於介紹文字中的人名、地名、書名也都“一一加以核對並統一”。[28]真可謂盡學者

之能事了。《英美現代詩選（上下冊）》的“譯者序”則詳細介紹了英美現代詩半個世紀

以來的發展演變歷程，包括內容上從晦澀到明朗的變化，以及形式上從自由到格律的種

種變遷。詩集中的每位詩人都有評傳一篇，較難欣賞或用典繁多的詩也必有一段附注，

因此除譯詩本身之外，還不時涉及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像余光中那樣，譯詩中如此這般

地做學問，在大陸譯詩界並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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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光中看來，“真正靈活、真有靈感的翻譯，雖然不能徑就取代原作，卻也不失

為一種創作，一種定向的、有限的創作。”作者要“翻譯”自己的經驗成文字，譯者要

“翻譯”的卻是間接的經驗，有既成的文字為憑。因此，儘管翻譯作品不具文學作品的

原創性，但“譯者動心運筆之際，也不無與創作相通之處”。他頗為推崇雪萊的翻譯原

則，即“譯文在讀者心中喚起的反應，應與原文喚起者相同。”[29]他曾以自己十多年的

創作經驗為例，談到譯詩和寫詩的相通之處：每每心中湧起一個意念，而表達它的方式

可能有三種：第一種念起來洪亮，第二種意象生動，第三種則意義最為貼切。這時就面

臨微妙的選擇，“必須照顧上下文，且乞援於自己的直覺”。[30]這種選擇包括合適的字

眼、妥當的句法、或莊或諧的風格、或雅或俗的語言等等。他認為譯者的功勳雖然不像

作家彪炳，卻更難能可貴。因為作家的選擇往往僅需“發揮一種語文之長，到其極限”，

而譯者的選擇卻常常要跨越國界，“調和兩種語文的特色”。恰如上文所言，直譯而照

顧原文的形式是必要的，而意譯以求通順也自有其道理，這時就要靠余光中所說的“旗

杆”來定奪了。“譯文是旗，原文是風，旗隨風而舞，是應該的，但不能被風吹去……

旗杆，正是譯文所屬語文的常態底限，如果逾越過甚，勢必杆摧旗颺”[31]，譯者選擇之

難，尤在於此。也難怪余光中會提出，“翻譯，我是指文學性質的，尤其是詩的翻譯，

不折不扣是一門藝術。”[32]正是在譯詩形式上的遴選雕琢精神，使余光中的譯詩達到了

“創作”的境界，這從上文所舉的譯例中已經有所反映。而《余光中集（第七卷）》中

有一篇近 5千字的文章“釋一首現代詩”，專門探討一首美國現代詩的理解和翻譯，有

心者讀之，當更能領略余光中譯詩的“學者”風範和“創作”境界。 

 

二、 以“譯”促“創”、以“創”佐“譯” 

 

He translates to promote writing and writes to guide translating.余光中的英美詩歌翻譯

與其詩歌創作有著密不可分的互動關係。這種互動關係歸納起來，就是“以‘譯’促

‘創’”和“以‘創’佐‘譯’”。 

余光中認為，翻譯，對於作家是絕對有益的鍛煉：它不僅是最徹底的精讀方式，也

是最直接的“臨貼”功夫。他頗有感觸地指出，雪萊每逢詩興不振，就轉而譯詩，一來

免得閒散，二來借此自勵，以期導向新作。並坦言：“我出身外文系，英美詩讀了一輩



 

 

 

 

素質的凝聚，藝術的自覺——余光中的英美詩歌翻譯 

 

 

 

 

 

57 

子，也教了半生，對我寫詩當然大有啟發，可是從自己譯過的三百首詩中，短兵相接學

來的各派招式，恐怕才是更扎實更管用的工夫。”[33]以“譯”促“創”，從他翻譯詩集

與創作詩集在譯、寫時間上的關聯也可以看出些端倪。《英詩譯注》收錄了余光中

1950-1956 年間的譯作，以傳統格律詩為主。而他同時期的創作詩集《舟子的悲歌》

（1949-1952 作品）、《藍色的羽毛》（1952-1953 作品）和《天國的夜市》（1954-1956 作

品）“接受英國浪漫主義的影響，抒寫了非常西方的浪漫愛情和孤寂心境，許多詩題即

充滿異國情調”[34]，形式上也以格律詩為主。在前兩本詩集的後記中還都著重談到了英

詩對其創作的啟發。《英美現代詩選(上下冊)》收錄了他 1961-1968 年間的譯作，以現代

詩為主。而從《鐘乳石》（1957-1958作品）開始，余光中的詩創作進入了現代化的實驗

期，直到《蓮的聯想》（1962-1963作品）才告一段落，轉而進入了新古典期。從時間上

看，《英美現代詩選(上下冊)》應該是余光中告別了幼稚的“現代病”，融入了新古典精

神之後的成熟譯作，其中既有現代詩的實驗痕跡，也有新古典的自覺，因此對他後期詩

歌創作的影響不容忽視。 

余光中同時指出，作家翻譯時如果遇到平素欠缺鍛煉的文體，就會“窮於招架”，

因為有些基本功夫是無法臨陣磨槍的。例如某些詩人譯詩，由於平日寫慣了自由詩，碰

上格律詩的關頭，自然就捉襟見肘，不是詩行長短失控，就是韻律呼應失調，而“因己

之拙，禍延原著”。而文言修養不夠的譯者，碰上盤根錯節的長句，當然也會“不知所

措，無法化繁為簡，縮冗為濃”[35]。余光中在詩歌創作中自覺地進行詩語和詩體的多方

實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圓融的詩語觀和詩體觀，這使他在翻譯詩歌時得心應

手，遊刃有餘。這從前兩個特點的分析中已可以見出。他在梁實秋翻譯獎（譯詩組）評

語合集的前言“含英吐華譯家事”[36]中指出，譯古典格律詩將考驗譯者用韻的功力。用

韻之道，首先在於自然，勉強湊韻不可取。其次韻腳之間，四聲應有變化。第三，韻腳

還應配合該句的感情：剛句的韻腳若用上聲，柔句的韻腳若用去聲，都不相宜。這實際

上是在用他的創作經驗規範翻譯了。 

《現代漢詩的百年演變》的作者王光明指出，20 世紀中國詩歌是一種在“現代經

驗”、“現代漢語”、“詩歌文類”三者的互動中展開凝聚和建構的文類[37]。余光中的

英美詩歌翻譯著力於現代漢語詩意價值的挖掘，譯詩形式秩序的探索，在學習借鑒英美

詩歌“現代經驗”的過程中始終不忘藝術的自覺。他的譯詩是中國譯詩長河中一顆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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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星，其中的奧妙和價值還有待於更深入的挖掘。 



 

 

 

 

素質的凝聚，藝術的自覺——余光中的英美詩歌翻譯 

 

 

 

 

 

59 

注 釋 

 

[1]  王佐良“漢語譯者與美國詩風”，《王佐良文集》第 100-128 頁，北京：外語教學

與研究出版社，1997 年。 

[2]  余光中“談新詩的語言”，《余光中集（第七卷）》第 42-50頁，天津：百花文藝出

版社，2003年。 

[3]  同[2]。 

[4]  余光中“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余光中集（第七卷）》第 278-295頁，天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 年。 

[5]  余光中“後浪來了”，《余光中集（第五卷）》第 288-292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

社，2003年。 

[6]  余光中“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余光中集（第七卷）》第 505-525頁，天津：百花

文藝出版社，2003年。 

[7]  余光中《英詩譯注》第 43頁，臺北：文星書店，1960年。 

[8]、[18]、[19]、[27]同[7]，分別為第 42頁、第 3頁、第 31頁、“譯者小引”部分。 

[9]  余光中“論的的不休”，《余光中集（第八卷）》第 370-385頁，天津：百花文藝出

版社，2003年。 

[10]  余光中“翻譯和創作”，《余光中集（第五卷）》第 91-106頁，天津：百花文藝出

版社，2003年。 

[11]、[30]、[32]同[10]。 

[12]  呂進、劉靜“余光中的詩體美學”，黃曼君、黃永林主編《火浴的鳳凰 恒在的繆

斯》第 76-95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3]  轉引自黃海晴《余光中新古典主義詩學論》第 29頁，華中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

學專業博士論文， 2004 年。 

[14]  余光中“聞一多的三首詩”，《余光中集（第五卷）》第 538-544 頁，天津：百花

文藝出版社，2003年。 

[15]  同[12]。 

[16]  黃海晴《余光中新古典主義詩學論》第 31頁，華中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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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論文， 2004年。 

[17]  林以亮《美國詩選》“序”第 4頁，香港：今日世界社，1976 年。 

[20]  余光中“中西文學之比較”，《余光中集（第四卷）》第 453-466 頁，天津：百花

文藝出版社，2003年。 

[21]  余光中“含英吐華譯家事”，《余光中集（第九卷）》第 3-8 頁，天津：百花文藝

出版社，2003年。 

[22]  余光中《英美現代詩選（上下冊）》“譯者序”第 1-23頁，臺北：學生書局，1968

年。 

[23]  同[22]第 9頁。 

[24]  同[11]。 

[25]  同[16]第 84頁。 

[26]  余光中“作者，學者，譯者”，《余光中集（第八卷）》第 344-353 頁，天津：百

花文藝出版社，2003 年。 

[28]  同[17]第 5-6頁。 

[29]、[31]、[33]、[35]同[26]。 

[34]  梁笑梅《壯麗的歌者：余光中詩論》第 28頁，蘇州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

論文，2004年。 

[36]  同[21]。 

[37]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第 10 页，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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