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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梳理了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 黄帝内经素问》 在东西方医学交流中的英译历史，详

细分析了不同译本的内容、语言、类型及体例等信息，比较不同背景下东西方学者对《 黄帝内经
素问》 翻译的异同和特点，并指出代表性译本翻译及其研究的特殊价值。 为中医药名词术语的
标准化、中医药典籍的对外交流以及中国文化“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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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黄帝内经素问》 英译
本及其出版情况概览
２０ 世纪中期至今，东西方学者对《 黄帝内经

素问》 进行了翻译与研究。 美国学者 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 是
西方乃至世界上首位翻译 《 黄帝内经素问》 的学
者。 她历经两年时间翻译了《 素问》 前 ３４ 篇的内
容，并于 １９４９ 年出版。 这部作品首次将《 素问》 呈
现在西方学者面前，对于西方学者研究中医产生
了积极的作用。 海外出版的《 黄帝内经素问》 英译
本主要有三部，其中包括 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海外华人倪毛
信以及德国医学史学者文树德的译本。 且文树德
先生对《 黄帝内经素问》 的英译有两个版本，一是
评注本，二是英译本。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９⁃０１

［基金项目］

中国学者最早英译《 内经》 的是黄雯，他把部
分《 内经》 原文翻译成英文， 并加以评注， 发表在

１９５０ 年的 《 中 华 医 学 杂 志 医 史 专 号》 单 行 本 上。
遗憾的是，黄雯先生的译文仅翻译了《 素问》 前两
节的内容，且并非作为单行本出版。 此后，国内正
式出版的《 黄帝内经素问》 英译本主要包括美籍华
人吴连胜父子合译的《 黄帝内经》 即《 素问》 与《 灵
枢》 的合译本；朱明教授《 素问》 与《 灵枢》 的节译
本；李照国教授的中英对照全译本；罗希文《 素问》

译本、法国著名学者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Ｒｏｃｈａｔ ｄｅ ｌａ Ｖａｌｌéｅ

的《 素问》 第五篇的译本；杨明山的英汉对照本《 黄
帝内经素问新译》 。 为了便于研究者对这些译本
有较为直观的了解和把握，笔者整理出代表性译
本的信息对照简表，具体情况详见表 １。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资助项目（ ２０１６⁃４Ｙ００９１） ；上海市“ 高峰高原学科” 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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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 黄帝内经素问》 英译本研究史述
表１

年代

译者

１９４９

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

１９９５

倪毛信

１９９７

吴连胜

２００１

朱明

２００３

Ｕｎｓｃｈｕｌｄ

２００５

Ｐａｕｌ

（ 文树德）
李照国

２００９

罗希文

２０１１

Ｕｎｓｃｈｕｌｄ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Ｐａｕｌ

（ 文树德）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Ｒｏｃｈａｔ

ｄｅ ｌａ Ｖａｌｌéｅ
杨明山

３９

《 素问》 相关英译本信息

出版地 ／ 出版社

语言

内容

类型

１９６５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

英文

《 素问》

节译本

英文

《 素问》

编译本

书名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威廉 姆 斯 和 威 尔 金 出 版 社；
社再版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 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
Ｎｅｗ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ｉｊｉｎｇ Ｓｕｗ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 Ｃａｎ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Ｈｕａｎｇ Ｄｉ Ｎｅｉ Ｊｉｎｇ Ｓｕ Ｗｅ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ｉｎ 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 ｓ Ｃａｎ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ｌａ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ｕａｎｇ Ｄｉ Ｎｅｉ Ｊｉｎｇ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ａｎｇ Ｄｉ ’ ｓ Ｉｎｎｅｒ
Ｃｌａｓｓｉｃ—Ｂａｓ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ｈｙｔｈｍ 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ｉｊｉｎｇ
ｓｕｗｅ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 黄帝内经素问新译》

二、《 黄帝内经素问》 代表英译本述评
１． 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 与《 黄帝内经素问》 首部英译本

《 黄帝内经素问》 英译本最早出现在 １９４９ 年，

译者 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 １９１２—２０１３） ，出生于德国莱茵河
畔的路德维希港（ Ｌｅｄｗｉｇｓｈａｆｅｎ） 。 １９３７ 年赴美留
学，１９４７ 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
所医学史博士学位。 博士期间，她主攻《 黄帝内经
素问 》 文 献 研 究， 其 节 译 本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于 １９４９ 年 出 版 问 世。
主要内容包括《 黄帝内经素问》 前 ３４ 篇的译文以

Ｂｏ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ｈａｍｂａｈａｌａ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英对照

《 素问》
《 灵枢》
《 素问》

全译本

《 灵枢》

节译本

编译＋

外文出版社

英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英文

《 素问》

编译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英对照

《 素问》

全译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英文

《 素问》

节译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英文

《 素问》

Ｍｏｎｋｅｙ Ｐｒｅｓｓ

英文

《 素问》

中英对照

《 素问》

复旦大学出版社

注释＋
全译本
节译＋
评注本
全译本

及五脏六腑图、脉诊图、经络图和针刺穴位图等。

译本的前言中，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 指出，此部《 黄帝内

经素问》 译本完全是基于医学史的角度进行翻译，
并非基于语言学。 因此，译本的语言也许做不到
与原文的完全对等，但却体现了一位医学史研究
者对《 黄帝内经素问》 的真实理解。 在当时的社会
背景下，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 的这部译作得以出版，对中医典
籍的对外交流来说，已经是迈开了一大步，这一贡
献值得当今学者尊重。 除了单纯的翻译之外，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 还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分析了
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两方面原因：一是将中医

及关于《 内经》 成书年代、作者等信息的详细考证。

药的发展作为国家总体战略，即将中医药作为国

作为《 黄帝内经素问》 的首部英译本，在中医经典

家遗产加以保护。 二是由于现实存在的医疗条件

的翻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
［１］

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 历 经 两 年 时 间， 英 译 《 素 问》 前 ３４

篇。 除了对条文的翻译，还对《 素问》 的成书背景、
成书年代、作者以及《 素问》 的哲学基础、其中体现
的诊疗方法、治疗原则、病名考证等进行了全面地
介绍。 全书共有配图 ２５ 幅，扉页为日本画家 Ｓｅｉｂｉ

Ｗａｋｅ 的作品“ 三皇” （ 伏羲、神农和黄帝） 像。 其
余 ２４ 幅图主要来源于《 灵枢素问集要》 等医书，涉

决定的，当时中国西医从业人员较少，远远不能满
足一个人口大国对医疗条件的需求。［２］ 因此，政府
决定大力发展中医药，借助当时 ５０ 万的中医医生
去解决国民的健康问题。 可见 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 对中医药
发展的认识结合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医疗条件的实
际状况。

肖平 ［３］ 对 Ｖｅｉｔｈ 进行高度评价，认为该译本既

传神达意，又忠实不悖，堪称一绝，令人折服。 总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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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 Ｖｅｉｔｈ 英译本具有贴近原作，保持风格；层次

看作是《 素问》 英文版的白话解。

大胆创新的优点，在对汉语的把握和理解方面有

译作

分明，逻辑连贯；表达确切，生动传神；译笔灵巧，
较深的根底，在英译文中也有妙笔。 同时也客观

２０１７ 年

３． 文树德与西方《 黄帝内经素问》 考据的代表
德国学者文树德（Ｐａｕｌ Ｕｌｒｉｃｈ Ｕｎｓｃｈｕｌｄ，１９４３—），

地表明，由于汉语毕竟不是 Ｖｅｉｔｈ 的母语，故译文

药学博士、医史学家。 １９８６ 年任慕尼黑大学医史

不失为一部示范性佳作，遗憾的是 Ｖｅｉｔｈ 未完成对

著有徐灵胎及孙思邈研究等方面的书。 他与郑金

中难免有差错和不足。 但瑕不掩瑜，Ｖｅｉｔｈ 译本仍
《 素问》 的翻译，也为后人继续完成《 素问》 的翻译

研究所所长，编译有《 难经集注》 《 银海精微》 ，还
生教授合作完成了编译《 黄帝内经素问》 的巨大工

提供借鉴。

程 ［６］ ，主要是对《 黄帝内经素问》 述评本和《 黄帝内

编译本

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即第十一届“ 中华

２． 倪毛信与融合道家思想的《 黄帝内经素问》
倪毛信 （ Ｍａｏ Ｓｈｉｎｇ Ｎｉ） 美籍华 裔 中 医 师， 博

士，出生于中医世家，世代行医。 父亲 Ｈｕａ Ｃｈｉｎｇ

Ｎｉ 曾在中国和美国接受教育，不仅是中医医生也
是作家。 倪毛信受其父亲影响，热衷于中医和道
教。 倪毛信是 Ｙｏ Ｓ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ＣＭ 学校的创
建者和副校长，Ｙｏ Ｓａｎ 中医学院位于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的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 他也 在美国多 地进行讲

经素问》 译本的编辑和整理。 并于 ２０１７ 年荣获我
图书特殊贡献奖” 。

（１） 《 黄帝内经素问》 述评本

《 黄帝内经素问》 述评本 ２００３ 年由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属《 素问》 的翻译和述评。
从世界医学史的角度，文树德比较了《 黄帝内经素

问》 与同时期的西方医学著作《 希波克拉底文集》 ，
他认为《 希波克拉底文集》 的成就和意义逐渐淡

座，涉及中医养生、中医食疗、中草药、面诊、风水、

化，而截然不同的是《 素问》 仍被视为珍贵的医学

针灸、太极、气功以及医学史等方面内容。 倪毛信

资料，仍旧指导着现代中医的临床治疗。

的译本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

该书系统介绍《 素问》 的历史、命名、版本及注

Ｎｅｗ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ｉｊｉｎｇ Ｓｕｗ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ｅｎ⁃

家等内容之外，还深入评价了《 素问》 的自然观、人

ｔａｒｙ （ 《 黄帝内经：内经素问新译与评述》 ） 是《 素
［４］

问》 编译本，主要内容是《 素问》 ８１ 篇的翻译。 该
译本 １９９５ 年由 Ｓｈａｍｂａｈａｌａ 出版社出版。

倪毛信的译本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

体观、疾病观、养生思想以及各种治疗法则。 书后
半部分全面介绍“ 五运六气学说” ，使中国古老而
玄奥的运气说第一次用西文面世 ［７］ 。

该译本可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序言，

为前言、致谢和说明；第二部分为《 素问》 ８１ 篇译

阐明了《 素问》 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介绍了译著

录。 倪毛信认为《 内经》 中渗透着道家思想的中医

问》 的评注，包括对“ 黄帝” “ 内” “ 经” “ 素问” 的释

文；第三部 分 为 英 译 的 参 考 书 目、 译 者 介 绍 和 附
典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 内经》 涉及地

中特殊符号的使用； 第二部分是对 《 黄帝内经素
义、１１ 世纪以前的《 素问》 原文及其注释、《 内经》

理、气候、季节变化等外界因素对人体内部情感的

的文献源流及其版本流传以及日本的两个《 素问》

影响；二是《 内经》 告诉人们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

版本的考证等；第三部分为《 素问》 中的“ 五运六气

是如何影响人体的。

倪毛信译本往往采用“ 自由” （ ｌｉｂｅｒｔｙ） 的翻译

风格，且不用脚注，而是将注解直接穿插于译文当
中。 如原文应是“ Ｈｅａｖｅｎ ｇｉｖｅｓ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ｈａ⁃

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ｑｉ．” 此 处 倪 毛 信 将 其 译 为 “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ａｒｔｈｌｙ．．．．．．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ａｓｅｓ” ，

学说” ；第四部分为注解、参考书籍以及索引。

刘鹏认为文树德翻译的《 黄帝内经素问》 很好

地体现了古人言人必及天地的整体观念，以及用
譬喻来阐释集体生理病理变化的述理方式，很好
地把握了古代医家的思维方式 ［８］ 。 文树德作为西
方学者，从医学史的角度研究《 黄帝内经素问》 ，考
证原文，引经据典，其严谨的科研精神值得当今学

不仅对原文进行了英译，还解释说明了五行学说

者学习；而其部分学术观点亦有待于商榷，如董桥

［５］

是基于阴阳学说。 郭烨 等认为，倪毛信的译本

生对文树德提出的《 黄帝内经素问》 从公元前一世

倾向于归化，采用英译加注释阐释的方法，且该译

纪得以流传至今是因为他符合了儒家与法家的哲

本在知识传达方面较为准确。 倪毛信的译本可以

学家们的社会和政治思想，是儒家和法家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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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董桥生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医学的出现并非
仅仅归结于外部因素 。
［９］

４１

古，文不加饰” 的基本原则。 对于中医基本术语的
翻译，主张采用音译为主，释译为辅的策略；对于

王旭东教授针对文树德关于“ 中医不可能是

一个整体医学” “ 中医是政治的产物” 以及中医国

篇章标题的翻译采用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法。
依据此法翻译出的译文，读起来并不十分流畅，但

际化战略的观点表示质疑，认为文树德毕竟是西

却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的写作风格、思维方式和

方人，研究中医的时间再长，难免有疏漏之处，其

主旨思想。 对于中医基本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如

中不乏也有较多带有误导性质的言论

［１０］

。 可见，

阴阳、五行、脏腑、精、气、神等，在英语语言中基本

将中医的发展结合时代背景、政治社会因素来分

没有完全对应的说法，因此皆采用音译，另加括号

析是客观公正的，但不能片面地将其发展归咎于

的形式，将现行译法作为文内注解附于音译概念

中国政治的产物。

（２） 《 黄帝内经素问》 合编译本

该译本是文树德与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Ｔｅｓｓｅｎｏｗ 合编，

与郑金生教授合作完成的。 ２０１１ 年由加利福尼亚

之后。 如精 Ｊｉｎｇ （ Ｅｓｓｅｎｃｅ） 、神 Ｓｈｅｎ（ Ｓｐｉｒｉｔ） 、五行
Ｗｕｘｉｎｇ （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 《 黄帝内经》 作为中医经
典著作，既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亦不同于
科技文本的翻译。 李照国提出，为使其主旨思想

大学出 版 社 出 版。 全 书 分 上、 下 两 册， 主 要 是 对

不被曲解和演化，就不得不尽可能地保持其精神

是注解占大量篇幅，甚至比译文文字还多。 该译

同一概念或术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所指有时并

《 素问》 ８１ 篇的翻译和注解。 该译本最大的特点

原貌———包括其句法、 词法 和 行 文 风 格 ［１３］１０７ 。 且

本之所以可以顺利出版，得益于德国科学基金会

不完全一样，甚至截然不同。 例如“ 阴阳” 一般音

汽车基金会（ 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的长期支持。

阳方” 中“ 阴阳” 却不宜直接音译为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的资助和德国大众
文树德强调翻译中医原著应该遵循严格的语

言学原则。 不 能 用 当 代 西 医 术 语 去 解 释 或 意 译

２０００ 年前的医理著作，而应该充分了解古代医学
术语形成的初始原因。 因此他经常探究古代医学

译为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但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 合阴
因为此处的“ 阴阳” 有具体的内涵，即指男女，“ 合
阴阳方” 实际上讲的是“ 性医学” 。［１３］１１５⁃１１６ 在对于一
些涵义晦涩的术语进行翻译时，李照国主张采用
译文之后加注解的方法。 如《 素问·阴阳应象大

中比象、隐喻的原意，选择合适的词汇，配合注释，

论篇》 “ 六合” （ ｓｉｘ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一词，为了说明其

他尤其反对盲目迎合一般读者的理解水平，用西

解释。

来反映 ２０００ 年前中国医学的真实内容与看 法。
医术语来硬套中医术语的做法。
郑金生 ［７］ 教授认为此书严格按照西方语言学

标准，全文翻译了《 素问》 （ 王冰注本，７９ 篇） 。 文
先生一贯坚持的史学与人类学方法结合，讲究语
源与语境，使该译本最大限度反映了《 素问》 的原
义与风貌。 谢舒婷

［１１］

认为文树德在对《 黄帝内经

素问》 的英译时，采用拉丁文和希腊文自造新词翻
译中医词汇，以求在“ 充分性” 上更接近原文，但从
目前的 趋 势 来 看， 文 树 德 教 授 的 理 论 似 乎 难 以
推行。

４． 李照国与中英对照《 黄帝内经素问》 全译本
李照国主要从事中医英语翻译、教学和研究

工作。 李照国《 黄帝内经素问》

［１２］

译本在 ２０１１ 年

成功入选《 世界记忆名录》 。 该译本是《 素问》 的

具体所 指， 在 这 个 译 文 之 后 就 对 “ 六 合” 进 行 了

三、结语
纵观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 黄帝内经素问》 的主

要英 译 本 及 其 出 版 历 史， 比 较 研 究 后 发 现： 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 译本注重与社会历史背景的结合，分析中医

药在中国的发展；倪毛信译本善于结合道家思想，
分析《 内经》 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文树德译本注重
考据，结合后世医家对 《 内经》 的注释， 考证分析
《 黄帝内经素问》 原意；李照国提出“ 译古如古，文

不加释” 的原则，注重保持原文的传统文化内涵。
不同的译本从不同角度体现出《 黄帝内经素问》 中
所蕴含的中国传统的哲学 思 想 和 丰 富 的 医 学 理
念。 而究其差异性，我们可以找到三点主要原因：
一是译者学术背景不同。 国内外译本由于译

全译本，以汉英对照的体例编译。 为了最大限度

者学术背景的不同，对《 素问》 原文的理解也不尽

地体现《 黄帝内经素问》 中的文化内涵，保持其传

相同。 如朱明是中医临床医生，罗希文是中医文

统文化特色， 李照国主张翻译时应坚持 “ 译古如

献研究领域专家，吴氏父子既为中医师，亦从事中

４２

燕山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医教学，文树德则是医史学家、翻译学家、汉学家，

２０１７ 年

笔者认为，《 黄帝内经素问》 的翻译，在强调形

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 主要从事医学史研究，李照国、杨明山主

式等效的同时，还需兼顾功能等效，达到最大程度

景，形成了不同的翻译风格。

来了一定的困难，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源语的某些

要从事中医英语翻译及教学研究。 不同的知识背
二是翻译目的不同。 由于针对的读者群体不

同，翻译的目的也有差异。 文树德译本和 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

等效。 “ 语言之间在微观结构上的差异给翻译带
语义内容难以在译语种找到完全的对等。” ［１４］ 故完
全等效仅仅是翻译的一个理想目标。 而形式等效

则主要是针对具有一定中医基础的读者，重点不仅

和功能等效仅仅代表翻译处理中的两个空间。 东

体现在对《 黄帝内经素问》 原文的英译，还包括对

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医药典籍的研究，或

《内经》版本的考证，东西方医学的比较，《内经》 作

许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今天，中医药要走向世

者的考证等。 罗希文译本则主要针对初学者，对中

界，首先要让中医药典籍走向世界。 研读经典，重

医有兴趣的西方读者，故除了译文之外，重点是对

视经典已经在大多中医院校广泛流传，因此，探讨

中医药基本名词、概念的介绍。

和分析东西方学者对《 黄帝内经素问》 的英译，无

三是翻译方法和策略不同。 西方学者文树德
作为考据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善于文献考证，故其

论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对于中医药
典籍的国际传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译本中的注释部分占据大量篇幅；倪毛信重视道
家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医典籍中的体现。 李照国则

［参考文献］

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主张“ 译古如古，文不
加饰” 的翻译原则；杨明山主张用安格鲁撒克逊语
翻译古代中医典籍。
由于译者自身学术背景的差异，或译本所针
对的读者对象的不同，故翻译时采用不同的原则

［１］ 王尔亮，陈晓． 美国学者 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 对中医典籍的研究及其贡
献［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７，３７（３） ：２７０⁃２７３．

［２］ Ｉｌｚａ Ｖｅｉｔｈ．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和方法。 《 黄帝内经素问》 作为中医现存成书最早

［３］ 肖平．《 黄帝内经》 英译评析［Ｊ］．浙江中医杂志，２００２，３７（ ９） ：

医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英译本对中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ｉｊｉｎｇ Ｓｕｗ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 Ｂｏｓｔｏｎ

的一部医学典籍，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对后世中
医药理论的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
国际著名医学史学者马堪温教授，曾工作于
中国中医研究院。 任英国伦敦大学维尔康医学史
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从事中西比较医学史研究以
及中医名词术语的国际标准化问题的研究，为中
医药在海外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他指出：“ 作为
中医药故乡的中国，过去虽然在中医药古籍英译
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工作，但与国际上在此方
面的研究工作相比，和从国际上中医发展的情况
和需要来看，中国的工作还是很不够的，还不能适
应新的形势的需要。” 马堪温教授指出，应先从《 内
经》 等有影响的古典医籍着手，在现有中外关于译
述中医的出版物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讨
和规范，对中医在世界上的传播，定会有所裨益，
与此同时，自然也会改变中国在此工作上的落后
状态。

３９９⁃４０１．

［４］ Ｍａｓｈｉ Ｎｉ Ｍａｏ．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 Ｎｅｗ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ｈａｍｂａｈａｌａ， １９９５．

［５］ 郭烨，陈瑜．从译者主体性看译文差异：以《 素问上古天真论》
两译本为证［Ｊ］．华章，２０１２（３０） ：９３．

［６］ 李经纬． 中外医学交流史［Ｍ］．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７８⁃３７９．

［７］ 郑金生．文树德教授的中国医学研究之路［Ｊ］． 中国科技史杂
志，２０１３，３４（１） ：８．

［８］ 刘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Ｎ］．中国中医药报，２０１２⁃０４⁃２３（３） ．

［９］ 董桥生．读文树德 《 什么是医学：东西方的治疗之道》 ［Ｊ］．中国
科技史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１） ：１２０．

［１０］ 王旭东．中医是人类认识宇宙的另一双眼睛［Ｎ］．中国中医药
报，２０１２⁃０７⁃２０（３） ．

［１１］ 谢舒婷． 《 黄帝内经》 英译事业及其研究综述［Ｊ］．云南中医学
院学报，２０１２，３５（５） ：６７⁃７０．

［１２］ 黄帝内经素问［Ｍ］． 李照国，刘希茹译．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
安有限公司，２００５．

［１３］ 李照国．译海心语：中医药文化翻译别论［Ｍ］． 上海：上海中医
药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４］ 衡孝军．从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看汉语成语英译过程中的功能
对等［Ｊ］．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１１（２）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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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ｃ⁃Ｐｌａ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５０ｓ
ＷＡＮＧ Ｅｒｌｉａｎｇ １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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