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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意识形态的译学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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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首先回顾了过去

）

年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在中西方的进展。指出中外学者

在从意识形态视角进行翻译研究时存在不同的研究取向，西方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力求理论突
破，而中国学者则主要是利用已有的理论假设来解释翻译个案。然后作者对哲学意识形态的
概念和哲学意识形态研究的基本范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梳理，进而指出译界学者从哲学意识
（）
形态视角进行译学研究的局限性及其哲学根源，即（ ）意识形态、文化的关系有待厘定；
强调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围困，忽视翻译主体超越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 ）强调意识形态
的排他性，忽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杂合与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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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若从操纵学派的成名作《文学操纵》
（
，
）算起（勒弗维尔等于该书中首次指出翻译作
为一种改写受译入语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的制约），
当代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已经历时二十余年。从
这
年间，中外学者主要从意识形态
视角对翻译的认知过程进行解释性研究，包括意识
形态对译本选择、翻译策略、译本传播等的影响。
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力求理论突
破，如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勒弗维尔首先指出“翻译
就是改写（
，
）
”，继而详细阐述了影
响翻译的“两要素”：意识形态（外部机制）和诗
学（内部机制），其中赞助人控制意识形态，
“专业
人士”控制诗学（
）。解构主
义学者韦努蒂（
）则把翻译定义为对异域文
本的能动性重构，反映译入语与原语在意识形态、
文化、语言、政治等方面的差异性。指出在战后的
一段时期，英语及其价值观念在全球占统治地位，
与此相适应，英美等国要么选择与其意识形态相和

谐的异域文本进行译介，要么通过归化对冲突和差
异进行消解。韦努蒂呼吁译者采用阻抗式的翻译策
略，用异化的手段进行翻译（
）。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尼兰贾娜（
）指
出 殖民地里所隐含的驯服 主体化的行径，一方面
是通过帝国的强制机器得以实施，另一方面也借哲
学、历史、人类学、语文学、语言学以及文学阐释
这种话语得以推行。因此殖民 “主体”是在多重
话语网内且是在多个场点之上产生出来的。翻译就
是这样一个场点。它“强化了对被殖民者所作的统
识性
描述”
（李文革，
，
）。
操纵学派的另一位旗手巴斯勒特（
）指出
由于意识形态等某些文化因素的制约，原文有时以
译作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这样的翻译是伪翻译（
），作者 译者和读者之间亦存在“共
谋”（
）。描写学
派代表人物之一赫曼斯在图里（
）的三个 翻
译“常规”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不同层次的制约：
）、常规
、规则
惯例（
和法令
。其强制性依次递增。而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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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主要是利用已有的理论假设来解释翻译个案，如

意识形态探讨出现几种新倾向，最具代表的是由知

王晓元依据阿尔杜塞（
）意识形态理论在
国内较早地从翻译动机、文本选择和翻译中的增删

识社会学代表人物曼海姆提出的两种意识形态：个
别的意识形态和总体性意识形态：前者“表示我们

等方面验证了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王
：
）；王东风、蒋晓华等也通过对
晓元，
佛教中国化、严复和穆旦的翻译的分析，揭示了意

对由对手所提出的各种观念和表象特征持猜疑态

识形态对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的操纵（王东风，
：
蒋晓华，
：
）；王友贵从

度”后者“涉及这个时代或者这个群体所具有的总
：
体性精神结构的构成和各种特征”
（曼海姆，
）。五六十年代有学者抛出“意识形态终结论”
遭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反驳。此后，西方马克思主

勒弗维尔、赫曼斯和本雅明的理论假设出发，梳理

义研究出现了各种新的进展，一直延续至今。早期

了中国近
年（
考察了意识形态对

代表人物有马尔库塞
、阿尔杜塞

）的意识形态变迁，
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史的影

、弗罗姆
等。

响和操控。根据译者的选目路线提出四种翻译模

该派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在空间上的普遍性和在时

式：弱国模式（倾向于翻译波兰等弱小民族的文学
作品，如茅盾、冰心），西化模式（主张“全盘西

间上的永恒性。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马克思
主义有明显的后现代转向，主要代表人物有哈贝马
、詹姆斯 罗斯诺
等。
斯
哲学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范式
西方意识形态研究流派纷呈，但若论对文艺
界的影响，当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理论。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关系从总体
上说 前者是建立在对后者的误读基础之上的。但
这种误读并不遮蔽他们的理论工作给我们研究马
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带来新的理论视阈（张秀琴，
：
）。基于这样的认识 我们可以把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研究概括为以下三个基
本范式：
弘扬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西方早期马
克思主义者卢卡奇
等把马克思的
意识形态理论看成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意识形态
批判必须解释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并揭示
在这一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到底包含有多少真理的
成分。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容就是否定、肯定和扬
弃。葛兰西
和柯尔施
的文化霸权理论则把意识形态批判由政治领
域拓展到整个社会领域。他们强调低层次的意识和
高层次的意识如“大众”知识和文化都在为统治集
团服务 因此 意识形态批判工作也应该是更大范
围内的理论批判活动。为此 他提出了“位置之战”
和“策略之战”作为其社会主义战略的核心概念
（张秀琴，
：
）。
）追问意识形态的本体存在。与卢卡奇相比，
阿尔都塞更具有反人道主义的性质。阿尔都塞视人
们为意识形态的承担者 而不是任何方式的自觉的

化”，如胡适、梁实秋），名士模式（坚持以文言文
译介外国文学，如吴宓），通俗文学模式（以通俗
：
文学翻译为主，如“鸳鸯蝴蝶派”
）
（王友贵，
）；查明建以中国
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文
学为中心，考察了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选材和文学
经典构成的操纵，揭示了文学经典建构的文化和政
治意图（查明建，
：
）；方开瑞通过比
较晚清小说《格列夫游记》的几个译本，探讨了意
识形态因素导致的人物形象的变形问题（方开瑞，
：
）。意识形态本是一个哲学范畴。笔者
在梳理过去
多年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的主要内
容时，发现译界学者在借鉴哲学的研究成果时存在
严重误读。鉴于此，本文拟对中西方意识形态研究
的主要范式作一系统梳理，然后从意识形态的哲学
渊源指出译学研究领域内尚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
题和有待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

一、哲学意识形态研究
的主要阶段和主要范式
哲学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阶段
从历史发展看，西方意识形态研究大致可以划
分为四个阶段： ）特拉西（
）阶段； ）马
克思列宁（
）阶段；）曼海姆
阶段； ）西方马克思主义
阶
段（袁胜育，
：
）。意识形态的原创者
世纪末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把意识形态定义为“关于
观念的学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表现为统
治阶级的“虚假意识”。列宁则认为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 世纪
年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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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在阿尔杜塞看来，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这样

外，还包括： ）中产阶级的崛起； ）政党向选民

的功能 正是这一功能决定了其定义 ：将具体的个
人设定为主体。“主体”一词用在这里是在独立的
人的意义上使用的 同时也意味着“主体性的存在
他屈服于更高一级的权威 并且因此被剥夺了所有
的自由—除了自由地接受其使命”
（

党转变； ）政治多极化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同党
派的利益摩擦； ）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对绿党、

）。其次 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和科学做了严格
的区分。首先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作用比它的理论
作用大得多 作为知识的作用 。意识形态是不能仅
仅局限在从意识层面上来理解它的 它也作为想
像、概念 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结构发挥着作用
即把这些东西强加给我们。其次，意识形态将会永
远存在 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但是 知识
却不是这样 知识是一种生产系统、生产方式。他
称此为问题域 在问题域中包含有一系列相互关联
的假定、方法和概念。而要真正理解知识的问题域
只有通过他提供的“症候式阅读法”。
）求索意识形态的超越之径。上世纪八十年
代，哈贝马斯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以特殊的方
式作了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其交往理性的思想之
中。首先 “意识”是作为一种历史性力量形成
的。其次 这一形成过程在认识论问题上并没有产
生“科学”和“意识形态” 或者“真实”和“错
误”之间的区别。第三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通
过建立一种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的内容是“生
活世界” 它包括文化、社会和个人。生活世界既
提供了交往行为意义的基础 也是构成交往行为的
意义交换的产物。也就是说 在哈贝马斯看来 一
套规范的和可理解的对话规则限制了交往 并有助
于维持对世界的意识形态的解释
。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判有一个从认识论批
判到交往范式批判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同时就是
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后现代走向的过程。詹姆斯
罗斯诺对全球化语境下公民技能的研究，也对意识
形态的“效用”问题作了一些新的阐释。罗斯诺指
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公民技能的提高和参政意识
的增强，将对意识形态的效用和传统特征提出自下
而上的挑战（倪世雄，
：
）。在此基础
上，中国学者付杰提出了意识形态“中间化”概念
（付杰，
：
），即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没有
消除对立的同时，开始由基本上是完全互相排斥向
互相借鉴、包容吸收的方向发展。意识形态“中间
化”的动力因素除全球化浪潮和公民技能的提高

女权主义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认同。执政党意
识形态中间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中间化”
的意识形态。即西方社会出现的“第三条道路”。
）“兼容型”的政党。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二、译学对哲学意识形态
研究成果的借鉴与不足
既然翻译文学是文学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那么
意识形态理论在成为文学批评的工具之后，继而成
为翻译批评的工具也就不足为奇了。二十多年来的
事实证明，意识形态俨然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主要
视角。译界学者在借鉴哲学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时
乐此不疲。欣喜之余似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
就是任何一种理论都只能向真理无限的接近。它本
身有缺陷，因此也需要一个演进完善的过程。下面
就重点分析从意识形态这一哲学视角进行译学研
究时，尚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意识形态、文化的关系有待厘定
意识形态与文化混为一谈是哲学界与生俱来
的问题。在意识形态研究的不同阶段，人们对它的
界定也各不相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如： ）普
遍观念与阶级信仰； ）个别意识形态与总体意识
形态； ）意识形态绝对性与意识形态相对性； ）
意识形态终结论与意识形态永恒论。
伊格尔顿（
）在总结各种概念的基础上，就认为其
中“普遍的、总体的、具有绝对作用的意识形态与
‘文化’差不多”（孟登迎，
： ）。这种“泛
意识形态论”在译界也屡见不鲜。如翻译描写学派
图里
对翻译规范（
）的解释是：社
会文化对翻译的约束力。其中“首要规范”最重
要，它决定译者翻译某篇作品时的总体取向，如是
依附于原文还是遵从译入语文化系统。图里的三个
规范以及后来赫曼斯提出的四种不同层次的制约
实际上把翻译规范跟文化、意识形态以至于权力机
构联系在了一起，但又未能有效地界定翻译规范、
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区别。使得操纵翻译行为的那只
“看不见的手”更加扑朔迷离。香港学者孙艺风博
士认为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并不代表文化就是意识
形态。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种特定意义的态度，
文化则是包括人们的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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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态度的改变较为容易，文化习俗的变化却没那

实上借助翻译强化或颠覆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现象

么容易了”。孙博士所言不无道理，我们固然不能
将意识形态和文化相提并论，同时也应该辩证地看

在翻译史上并不少见。如清末民初，作为启蒙思想
家的严复在通过对一系列西方学术著作的“歪曲”，

待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承认意识形态与文化在

启动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变得过程。他的译著对

特定的场点可能会部分叠合；此外，还应注重意识
形态的多重性。比如孙艺风博士这里所谈论的“特

梁启超、康有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郭沫
若等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翻

定意义的态度”更倾向于曼哈姆所说的总体意识形
态，而“读者的审美情趣”则倾向于个别意识形态。
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对翻译主体的围困，忽

译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有关苏俄问题翻
译以及早期共产党人的翻译出版活动，为中国共产

视翻译主体对意识形态的突围
在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中，表面上真
实、自由的社会主体只是意识形态操纵的对象和结
果。这种意识形态决定论对译界学者影响颇深。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忽视译
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主体性即译者在翻译活动中
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它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
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
在对文本选择、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
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查建明、田
雨：
：
）。例如在
世纪俄国文坛的大
辩论中，主张“为人民而艺术”的革命民主派和主
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出于不同的
意识形态考虑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上都迥然不
同。前者多选择思想进步、具有民主倾向的作品，
后者选择的多是格调低沉的爱情诗和历史叙事诗。
但两派在翻译选材上有时也出现与各自基本立场
相反的做法。中国“五四”时期，尽管“那种只为
取悦读者或单纯满足个人审美情感的译介实践受
到挑战及遏制”，但“按个人偏爱的艺术倾向进行
译介者仍不乏其人，喜好浪漫主义反叛精神的创造
社和新月社圈内外人士便是典型
均因作者与译
者之间在性情和观念上的契合有关，并且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
”（王建开
：
）不少
学者把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这里主要指译者）对
于译本的选择、翻译策略、译文的理解和接受统统
归结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在把译者从原文的桎梏中
解放出来的同时，又给译者套上了意识形态枷锁。
）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忽视翻
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化或颠覆。当代意识形态与
翻译研究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学者们考察的主要是
意识形态对译本选择、文本理解和译本接受的影
响，忽略了翻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化或颠覆。事

党的成长和壮大直接提供了理论上和人才上的准
备。五四期间，《娜拉》等问题剧的译介还直接影
年湖南长沙赵五贞用
响了一代人的人生观。
剃头刀割破喉管自杀于迎亲花轿中的惨案和
年李欣淑的离家出走，表明了《娜拉》等问题文学
的译介给中国青年的震撼之巨大。“娜拉在中国已
经演变成一种符号，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
： ）
（邹振环，
）混淆意识形态与主体性。首先是概念混淆，
如译者的个人审美意识是意识形态范畴还是主体性
范畴呢？从意识形态视角看，它当属于曼海姆提出
的个别的意识形态；但同时它也是翻译主体在翻译
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即主体性的表征之一。因
此译界既有学者用个人审美意识来论证意识形态
的作用（
；蒋骁华，
：
等），也有学者用它来证明译者主体性的作用
（
；查建明、田雨，
：
等）。概念混淆直接导致功能混乱。对于翻译过程
中的误读、偏见和创造性叛逆，意识形态和译者主
体性谁起决定作用，可谓仁者见仁。如何解释译者
的译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是迫于意识形态操纵，
还是一种主观能动？显然这一问题上不能采取二
元对立的观点。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实际上是能动
性、受动性和为我性的辩证统一。能动性以受动性
为前提，改造客体、影响客体以受客体制约、尊重
客观规律为前提。
片面强调意识形态排他性，忽视意识形态
的杂合与共生
无论是操纵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在强调意
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时，实际上预设了一种意识形
态对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征服和取代。在他们那里，
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结果
不是 取代 就是 取代 ，根本就不存在中间
地带。这与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是背
道而驰的。不论是哈贝马斯、还是罗斯诺、付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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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都有一个从认识论批判到交往

形态与译者主体性结合起来研究，理清二者的辩证

范式批判的转变过程，或者说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后
现代过程。交往范式强调的是对话、妥协、间性与

关系，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共生。从主体间性角度来看，翻译既是原作者与译
者主体间共在的场所，也是他们主体间相互交往的
方式。原作是他们对话的契机，也是他们对话交流
的平台。这样译本中就隐含了一种“复调结构”。
译本中既有原作者的声音，也有译者的声音；既有
译者与原作者共鸣的部分，也有译者不同意原作者
的地方。而意识形态“复调”在译本中也是昭然可
见的。如佛教在进入中国时，人们用老庄哲学来诠
的形
释佛教义理；二战时，美国文学界对
象重塑时，故意淡化其马克思主义信仰等。但意识
形态学者往往只强调译入语意识形态对原语意识
形态的操纵，即所谓从“原文中心”走向“译文中
心”，忽略了两者的对话、妥协与杂合。孙艺风教
授的论述颇为精辟：“在跨文化交流中，意识形态
无疑具有某种支配性。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可以共
处的生成形态被人为地割裂，形成不必要的二元对
立格局。进行文化碎片的重组时，文化碎片里都隐
藏着意识形态，有必要认识到跨文化交际的杂合
性，对于由意识形态引发的话语霸权需要颠覆和消
： ）
解。
”（孙艺风，

三、结语
翻译研究的“意识形态”视角将文本置于社会
文化的多元结构中，把文本、译者、读者和意识形
态分别看作一个与外界相联而又相对独立的结构，
弥合了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从而拓展了翻译研究的
范围；该研究视角冲破了传统语言学派“忠实”、
“等值” 的樊篱，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佐哈尔
（
）多元系统论关于社会文化因素的简化论。
把“以忠实为天职”的译者从尴尬中解放出来，将
译者 作者、译文 原文置于平等的地位，极大的提
高了翻译的地位。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新
视角成了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给翻译研究
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但毋庸讳言，译界学者在借鉴
哲学意识形态研究范式时尚存在一定的误读，突出
表现在意识形态研究与主体性研究的人为割裂。长
期以来，意识形态研究和翻译主体研究由于各行其
是，其研究结果时常相互对立、消解。而哲学界的
意识形态与主体性研究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论述 必提及 。因此笔者主张译界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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