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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追溯了主要以拉丁化国语为文学语言的越南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尤其是以《南

方来信》为代表的反帝爱国作品在 20世纪 50年代—70年代中国政治语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巨大反

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越南现代文学以至“全球南方文学”中译的兴盛和沉寂都具有深刻的文化政治

意涵，表征着中国的世界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变迁。这种译介一方面受到政治的制约，另一方面又能动地影

响着中国对于异国和世界的认知乃至立场。在中国深入参与世界秩序重构的过程中，接续和发展与广大

亚非拉国家的文学文化交流乃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工作。

［关键词］越南 现代文学 《南方来信》 翻译

一、越南现代文学的诞生

与中越文学关系的新纪元

堪怜世上人，梦里度光阴。夭寿穷通判，都

关一点心。既无登仙意，营营求名利。日夜逐纷

华，费尽三寸气。欺人人恒欺，伤人亦伤己。为

人第一宜讲求，正直道德与仁义。世风日下心不

古，事事皆思己有益。心机耗尽不遑恤，名利到

手而已矣。所谓人子孝亲今有几？人臣忠君今

有几？骨肉视如秦越人，结纳更难得知己。同室

有异心，一片怀私意。人不我轧我倾人，千秋万

古伊胡底？如此世界为人难，难难难难难又难。

既得杖头有馀钱，沽酒且学醉中仙，尚可安常守

分度馀年。①

1869年仲夏，年轻的中国外交官张德彝在巴

黎坠马受伤，经治疗后独自乘船回国。9月23日，

船过印度洋，风平浪静，晴空万里。英国人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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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西贡新闻纸一张，系英法文，无汉字”，谙熟英

文的张德彝索报一阅，见“内有安南著名大夫诗

一章，语有可采”，于是信笔译出。

张德彝译此诗，原是旅途寂寞时的消遣，自

己不以为意，收入日记稿本《再述奇》后也少有后

人问津。这首“安南大夫诗”，直到近年才引起学

者们的注意，被认为是早期外国诗中译的重要作

品。②但这首译诗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

开风气之先，还在于它标志着中越文学关系的转

型。越南虽早在五代十国时期便脱离中国而独

立，文化上却以儒学为正统，士大夫皆熟读儒家

经典，通晓汉诗汉文，并用文言写作。③尽管脱胎

于汉文的喃文写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体上

不登大雅之堂，更没有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因

此，中越两国虽然言谈不通，文学上却无需译介，

可以借助汉文这种文化世界语（cultural esperan⁃
to）自如交流。张德彝读到的诗作，极有可能原以

汉文写成。然而，他看到的并不是汉文，而是西

方国家的文字，这也直接影响到了翻译的效果。

“语有可采”大抵是讽世劝善的“意有可采”，修辞

上实在乏善可陈。究其根由，恐怕是因为汉文的

考究已经在西文的自由体翻译中丧失殆尽。这

种前所未有的文学翻译，堪称现代中越关系的隐

喻。以朝贡和册封为核心形式的东亚世界体系

所界定的宗藩关系，受西方殖民势力坚船利炮的

冲击而逐渐瓦解。其后果是，中越两国不仅在政

治上屈服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被纳入西方中心

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文化上也不得不接受西

方的中介。

这种中介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文学语言。早

在 17世纪，以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得（Al⁃
exandre de Rhodes）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便在越

南语语音研究的基础上创制了拉丁化的越南国

语。这种以传教为旨归的拉丁化国语遭到越南

士人的鄙夷，直到 19世纪上半叶也没有被接受。

但在法国殖民者侵占越南并强制推行法语和拉

丁化国语后，越南民族知识分子发现，易学易记

的拉丁化国语对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宣传抗法救

国的革命主张很有帮助，是反抗殖民侵略、争取

民族独立的有力武器，遂转而积极推广拉丁化国

语。④鼓吹言文一致以利新民救国的思想，在 20
世纪初的越南和中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汉

字拉丁化运动在中国几经周折最终失败，一大原

因是中国知识界不愿因此割裂民族文化与古典

传统。⑤后者一方面遭到新文化运动的口诛笔

伐，另一方面却又是内在于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

义诉求所要捍卫的对象。而在越南，法国殖民当

局和越南民族主义者虽然尖锐对立，双方在削弱

中国文化对越南的深刻影响这方面却是一致

的。殖民统治者强制推行，民族主义者顺水推

舟，于是西方人创制的拉丁化国语成功地取代了

汉文、喃文，成为越南最主要的文学和文化语言

以及现代越南思想的载体。

因此，尽管越南现代文学的外延可以广至

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后越南人用汉文、喃

文、法文、拉丁化国语以及其他语言文字所创作

的所有文学作品，但其核心毫无疑问应该是迟至

20世纪初才兴起的拉丁化国语文学。这类作品

字面上对于非越南人而言的不可理解（inaccessi⁃
bility），凸显了其民族文学属性；而在内容上，它

们也深刻地反映并推动了越南民族意识的成长，

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石。张德彝的译诗，

只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真正意义上的越南现代文

学在进入中国的文学文化语境时，正如下文将要

论述的那样，必然以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为背

景，并广涉支配这一体系运动变化的资本主义、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其在世界各地激起的不满

和反抗。中越文学关系的演进，也需要置入这样

的背景中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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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无人问津到繁盛一时：

20世纪前期和中叶的越南现代文学中译

张德彝之后，越南文学中译沉寂了大半个世

纪，进一步表明他的译诗之举乃属偶然。“从五四

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除了杂志上仅有

的一两次另星介绍外，竟连一本越南文学作品也

没有翻译。”⑥学者李长傅曾撰《安南文学漫话》一

文，对越南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越南现代文学

各文类的成就，以及越南的图书报刊出版状况，

都有扼要评述。他敏锐地观察到诗歌在越南现

代文学中的突出地位：“安南是个诗国，作家读者

很爱好的诗是讽刺诗。安南人对于某种事物不

满，多好用诗表露出来。这种作品，在书店并不

多，但是在新闻纸上触目皆是。”⑦不过，李长傅是

研究南洋史地、华侨史的历史地理学家，只是因为

取道越南回国时与越南文学界人士来往甚欢，才

偶然涉足文学领域。那么，中国的文学界，特别是

注重团结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左翼文坛，何以对饱

受殖民奴役的近邻越南不置一词呢？究其根由，

刚起步的拉丁化国语文学不够成熟，中国又缺乏

通晓这种新生语文的人才，或许是重要原因。但

我们如果放眼 1949年以前亚非文学翻译的总体

状况，就会发现，除了日本、印度、伊朗、朝鲜等少

数例外，大部分亚非国家文学的译介都是空白。

由《小说月报》的“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限于波

兰、捷克、芬兰、塞尔维亚、犹太等民族文学可见，

我们对世界文学的认识仍然囿于欧洲一隅。

新中国的建立，使越南在中国的世界文学视

野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1949年 7月，郭沫

若在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

总报告中表示：“我们要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

术遗产，发展一切优良进步的传统，并充分地吸

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宝贵经验，务使爱国主义

和国际主义发生有机的联系。”⑧这就意味着，新

中国的文学翻译工作，一方面要广泛引介世界各

国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生的人民共

和国在文学文化领域的政治诉求。随着 1955年

万隆亚非会议和 1958年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的

召开，中国的亚非拉文学翻译蓬勃发展。这方面

的文学翻译主要由国家组织和引导，侧重各国文

学中以反帝反殖、争取独立自由、歌颂祖国为主

题的作品。其中，越南文学的译介成绩尤为突

出。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文艺

报》《译文》等报刊就开始关注越南文学动态，《人

民文学》和《译文》分别刊登了素友和阮宜的作

品。总体上看，除开古典文学名著《金云翘传》和

文学论文集《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在1949年—

1966年的“十七年时期”翻译出版的越南现代文

学作品多达 67部单行本和若干篇零星刊载于文

学刊物的译作，其规模超过了积淀深厚的日本文

学译介，跃居亚洲第一。从无到有，迅速成为翘

楚，可以说越南文学翻译的剧增是一个突出

现象。

这一时期越南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

播，可以基于如下五个特征去把握：

其一，有代表性的作家得到引介。有作品被

译成中文的作家，既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

者阮公欢、20世纪30年代就蜚声越南文坛的阮辉

想等老一辈作家，也有阮庭诗、武辉心、阮文俸、

元玉等崛起于 20世纪 50年代的文坛新人，以及

素友、制兰园等在越南家喻户晓的诗人。他们的

作品多在越南文艺协会 1951 年—1952 年度和

1954年—1955年度的两次评奖中获奖，而他们中

的多数人几十年后再次获得胡志明文学艺术奖，

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证明这些作家在越南现代

文学领域的历史地位。

其二，体裁多种多样。翻译成中文的作品，

涵盖各种体裁，如《矿区》《水牛》《决堤》等长篇小

说，《西北的故事》《面包树》等短篇小说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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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阳光与土壤》等诗集，《清香战役》《战斗的

越南少年》等报告文学，《一个南越士官的日记》

《南方来信》等散文作品，以及《瑞卿与周俊》《和

大姐》等剧作。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是越南

文学欣欣向荣的全景。⑨

其三，纪实性作品较多。越南人民在抗法、

抗日、抗美救国斗争中的英勇事迹，一方面是越

南作家们的创作重心，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在译介

越南文学时优先考虑的主题。中越双方都有意

识地运用文学作品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鼓舞其

参与军事斗争或生产建设，因而平实明快、意旨

鲜明的纪实作品最受青睐。《高谅纪事》《奠边府

战役回忆录》《越南南方解放军胜利纪实》……这

些作品的内容可谓一目了然。在这一时期被翻

译的越南文学作品中，纪实作品多达 24部，占到

了总数的三分之一。

其四，重要报刊和出版社的参与。出版过越

南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10
部）、中国青年出版社（3部）、少年儿童出版社（4
部）、作家出版社（29部）等国家级出版社以及上

海文艺出版社（12部）等一些地方上的重要出版

社。陆续刊载越南文学译文和评论的《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世界文学》《文汇报》

《戏剧报》《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同样堪称阵

容鼎盛。

其五，著名文学家的参与。在中国现代文学

名家中，不乏译笔不辍、著作等身的翻译大师，但

由于通晓越南语（即拉丁化国语）者甚少，这一时

期的越南文学翻译队伍中少见文坛名宿。尽管

如此，很多文学家还是热心地参与了和越南文学

界的交流，巴金等作家还曾远赴越南参访。他们

给一些越南文学译作题写的序言，使其增色不

少。如萧三在阅读了素友的诗作并在河内与素

友交流后写道：“他的诗的语言有刚毅和温柔两

个因素（这又是中部民歌语言的特色），而且二者

结合得很好。所以说，他的诗在艺术上也是很成

功的：语言很美，能打动千百人的心。”⑩应该说，

这对于素友诗作艺术特征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

由此可见，“十七年时期”的越南现代文学翻

译乃是中国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者秉承国家意志，

以很高规格和极大热情去勉力承担的一项文化

工程。他们的努力，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人民的第

三世界视野，在文化界和社会舆论中营造出同仇

敌忾、支援越南人民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氛围，为

中国在外交和军事层面上参与国际斗争提供了

有力支持。不过，高度政治化的文学译介，也必

然存在种种缺憾。其一是题材有所偏颇，集中于

战争和 1945年“八月革命”后的文学创作。事实

上，除了《金云翘传》等古典文学作品外，20世纪

上半叶的越南文学在反映殖民统治下的城乡社会

变迁、民众生活以及知识分子境遇等方面颇有建

树，一些作品与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乡土小说中

的杰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类作品至今仍少有

中译。吴必素的名著《熄灯》，20世纪50年代末中

国译者就在着手翻译，但直到 1996年才出版，这

番延宕很可能与译介工作的偏于一端有关。其二

是对译介作品少有高质量的文学批评，以称颂为

主，有时过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狱中日记”诗

钞》的评介——虽非译作，却有代表意义。越南民

族解放运动领袖胡志明因在中国境内从事革命活

动，1942年—1943年被中国国民党政府辗转关押

于广西多处监狱。他在狱中用汉文写下的一百

首旧体诗，后来辑选为“诗钞”，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于1960年出版，并很快得到评论家的推崇。平

心而论，这些诗作虽然展现了胡志明豪迈乐观的

胸襟和坚贞不屈的斗志，具有史料价值，但大部

分相当粗浅平淡。即以其中为数不多的佳作而

论，郭沫若所言“把它们杂在唐宋人的诗集里，恐

怕也不容易辨出”，也有些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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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方来信》的译介、传播及其意义

在越南现代文学的中译史乃至整个中越文

化交流史上，《南方来信》都堪称一座丰碑。这部

作品拥有庞大的发行量和众多的读者，并被改编

成多种艺术形式，成为 20世纪 60年代中国文化

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长存于数代中国人的记

忆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越两国关系

史上越南在文化输出方面最为成功的事例。因

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语境中，追溯其来龙去

脉，探究其历史意义。

《南方来信》原名《祖国来信》，由抗美战争期

间越南南方人民写给北方亲人和朋友的信件汇

集整理而成。这些信有的控诉了美军和南越政

权的暴行，有的描述了南越人民在城市和乡村奋

起反抗的事迹，更多的是表达了对亲人和朋友的

绵绵牵挂，对美好往昔的怀念，以及对幸福未来

的憧憬。这部作品出版后，在越南北方引起了轰

动。1964年 1月，越南外文出版社将其译成中文

出版，6月又推出了第二集。这个未标译者姓名

的中译本，显然是越南官方外宣工作的成果，而

书名由《祖国来信》改成《南方来信》，固然是为了

适合中国读者，却也显得意味深长：既是从越南

南方寄到北方的信函，也是在中国的“国境之南”

写给北方的社会主义中国、期盼中国人民给予同

情和支持的书简。

这些来自南方的信最终送到了中国的千家

万户。1964年 5月和 7月，中国的作家出版社在

越南外文出版社版本的基础上，将《南方来信》第

一、第二集重新排印出版，印数分别达到 30万册

和 50万册。1965年 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从

两集《南方来信》中选出23封信，添加了一些方便

阅读的标题、注解、注音、插图后，编成《南方来信

选（农村版）》，印数亦达30万册之巨。在《南方来

信》大量印行的同时，文学评论家们对这部作品

予以高度评价和积极推介。伯龄称这些信件为

“革命的颂歌，战斗的乐章，闪烁着革命理想的诗

篇”。叶廷芳认为，《南方来信》“远远超越了一

般家信的范围，而成为宝贵的革命文献，不朽的

英雄史诗”。

中国文学界对《南方来信》的热情，还表现在

创作层面的回应。著名诗人臧克家在《人民文

学》1964年第6期发表了组诗《南越英雄赞——读

〈南方来信〉》，将阅读《南方来信》的体会融入了

自己的诗情：“读着字句心悲愤，自己就像收信

人。／心头嘣嘣敲战鼓，耳边声声听控诉。／眼

中不禁泪涔涔，就像你心碰我心。”类似的诗作

在《解放军文艺》《边疆文艺》《湖南文学》《四川文

学》等刊物均有出现。赵朴初则写下一首《江城

子》：“南方来信送春雷，血花飞，汗珠挥。火海刀

山，争赴视如归。到处铜墙和铁壁，千百万，阮文

追。”韩北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报道《〈南方

来信〉的收信人》，最终衍生为《南方来信的收信

人》这部记载袁鹰、杜宣、束为、西虹等中国作家

访越见闻的散文集。

但最为热烈的回应，却来自文学之外的领

域。《南方来信》出版后，总政文工团很快便排演

了由莎色、傅铎、马融、李其煌编剧的同名话剧，

一炮打响。1964年10月，应邀前来北京参加国庆

15周年庆典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观看了话剧《南方

来信》，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自此之后，《南方来

信》热演不衰，总政文工团还按周恩来总理的要

求为中央领导举行了专场演出。1965年春，八一

电影制片厂准备将总政文工团版《南方来信》改

编成电影，时任总政文工团话剧团团长的傅铎率

队赴越南体验生活，后因“文革”爆发而不了了

之。与此同时，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集体编剧

的《南方来信》，以及涵盖京剧、越剧、昆曲、川剧、

粤剧、评剧、曲剧、芗剧、秦剧、楚剧、彩调等各个

剧种的全国各地数十家高水平剧团改编或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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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方来信》，纷纷上演。一时间，你方唱罢我

登台，好不热闹。上海市儿童艺术剧院等团体以

原著为基础，演出了朗诵剧《第三颗手榴弹》《阮

八姐》《胡伯伯的孩子》等剧目；北京的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在广播电台播讲了《第三颗手榴弹》；中

国铁路文工团在北京电视台演出了一场支援越

南人民反对美帝侵略斗争的歌唱、朗诵、曲艺晚

会；各地文艺团体更是纷纷创作和排练声援越南

的小话剧、活报剧、街头剧以及歌曲、曲艺节

目。

在电视远未普及的时代，文化水平不高的群

众乃至语言不通的外籍人士也能欣赏自如的戏

剧，就是传播能力最强的文艺形式。被搬上舞台

的《南方来信》，通过艺术的再创造充分表达了作

为“收信人”的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苦难感同

身受，与之同仇敌忾的强烈意愿和丰沛情感，不

仅感动了大江南北的中国观众，也让观看了表演

的越南来宾感慨万千。不仅范文同总理情不自

禁，两位来华进修的越南留学生在看了京剧《南

方来信》和评剧《南方烈火》之后也表示，每当看

到中国文艺工作者用各种形式表现越南人民的

反美斗争时，他们“都感到无比的亲切，并从中得

到巨大的鼓舞”。话剧《南方来信》不仅风靡中

国，还流传到了越南南方，引来一封新的“南方来

信”：“我们决心早日把美国强盗赶出越南南方，

创造条件，使我们能有机会亲眼看到张梦棣同志

扮演的阿霞。”藉由戏剧改编，《南方来信》在中

国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回流”越南，使单向传播变

成双向的互动和交流，为译介工作的巨大成功增

添了新的注脚。

除戏剧之外，《南方来信》还被改编成木刻组

画和连环画，同样精彩纷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和连环画出版社分别于 2007年和 2013年再版

了《南方来信》连环画的两个不同版本，可见其艺

术生命力。

半个世纪过去了，越战的硝烟已经散尽，当

年洛阳纸贵的《南方来信》所产生的影响，今天我

们看得更加分明。这部作品最主要的功用和最

突出的贡献，无疑是政治教育。从 1964年 8月北

部湾事件爆发到 1965年 4月中国决定全面援助

越南，中国国内抨击美国霸权行径、支持越南民

族解放战争的呼声渐趋高潮。在这个过程中，来

自战火纷飞的越南，真切地反映了敌人之凶残暴

虐、人民之英勇不屈的文艺作品，显然比直陈立

场的社论式宣讲更为震撼人心，更能凝聚整个国

家的意志。1964年—1965年是中国译介越南现

代文学的高峰，仅在 1965年就出版了 23部越南

文学作品，其中小说集《南方风暴》、诗集《英雄的

天空和海洋》、报告文学集《战斗的越南南方青

年》、回忆录《像他那样生活》以及《在十七度线

上》等电影都得到了评论界热情洋溢的介绍。《南

方来信》的卓异之处在于，它不仅在刚刚译介到

中国时迅速走红，而且长盛不衰，甚至在动荡不

安的“文革”年代成为唯一一部可以公开出版发

行的外国文学作品。这自然和抗美援越这一屹

立不倒的“政治正确”密切相关。作家张贤亮在

小说《习惯死亡》（1989年）中，如是记述主人公在

海外与越南人相遇时的心底波澜：

“你是从哪儿来的？”

“越南。”

“哦，越南。”你展开一丝宿命的微笑，“那么

说，是‘同志加兄弟’了。”

“什么？”

她居然不懂这一句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表示

对越南人民情谊的语言！那时，即使在劳改队，

一提起“越南”，每个劳改犯人的意识都会马上进

入“胡志明小道”；那时，全中国亿万人可看的翻

译文学作品仅仅是一本越南的《南方来信》；那

时，连中国的劳改犯都有义务“支援越南抗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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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越南！越南！

诚如其言，《南方来信》在中国的文化政教机

制中发挥了持久的作用。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中

国人，尤其是比1936年出生的张贤亮年轻一代的

中国人，《南方来信》是他们的国际政治启蒙读

物，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第三世界想象，融入

其政治意识甚至政治无意识。不过，正如一些研

究者指出的那样，《南方来信》对一代中国人的启

蒙，并不仅仅在政治层面。这些书信既充斥着惊

心动魄的战争叙事，也不乏温柔缱绻的爱情抒

发，更有“带着蕉风椰雨味道”、引人入胜的异国

风情描写，在与中国读者的革命战争记忆若合符

节的同时，又填补了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留下的空

白。即便是在中越关系叠遭变故之后，众多中

国读者受《南方来信》影响而产生的越南情结亦

不曾磨灭，指引着他们一路向南。

四、岭外音书断：

越南现代文学中译复归沉寂及相关思考

越南现代文学中译的热潮并未持续很长时

间。国内政治局势的波动以及中苏、中美关系的

变化，使得“文革”期间只有寥寥数本越南文学作

品被翻译出版。越南实现统一后，中越两国龃龉

渐深，终至兵戎相见。虽然中越关系在20世纪90
年代实现了正常化，但因为种种原因，1973年《越

南短篇小说集》出版后数十年间，除《熄灯》外中

国竟再也没有出版过越南现代文学作品中译的

单行本，刊载于文学期刊或收入作品选集的单篇

译文也屈指可数。

纵观一百多年来（如以完整译本出现为起

始，则不到一百年）越南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和传播，政治形势的变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影响因

素。当同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和越

南并肩作战、同声相应时，原本不受重视的越南

文学被赋予友好交往和政治教育的使命，迅速得

到大量译介，进而在整个文艺领域如日中天。而

当两国关系因冷战国际局势的改变而步入低谷

时，越南文学也随之被打入冷宫，翻译几乎中止，

甚至连越南文学界的动态都少有人关注。这不

禁让人产生一种感觉：已有的越南文学中译只是

政治的附庸，固然有开拓视野、形塑世界观的政

教之功，但缺乏对“文学本体”的考量。应该说，

如果不考虑《南方来信》等少数例外，这种感觉并

不纯然是错觉。

然而，尽管中越两国在1990年实现了关系正

常化，政治并未远离两国的文化交往，而是以另

一种形式继续存在。著名学者钱理群曾经回忆，

当他和陈平原、黄子平等人提出“20世纪中国文

学”的概念后，其导师王瑶曾经对他提出严肃的

批评：“你们讲 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

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只从消极方

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

学的影响？”钱理群本人虚心接受了这个批评，

然而王瑶的批评所折射出的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以降整个中国文学文化转型过程的畸形和自蔽，

却延续至今。新中国早期的世界文学译介，唯国

家的政治指令是瞻，重政治立场而轻文学水准，

在西方文学译介上的投入明显不足；改革开放以

来，却又在回归文学本身的名义下，形成了一种

涵盖学院、媒体、大众的倾向，在臧否取舍世界文

学时，以西方文学的形式、内容及其业界判断为

标准，忽略第三世界文学或南方文学尤其是其中

未获西方关注和认可的部分，无视这些作品的艺

术创造力及其包含的经验事实、情感心态和价值

取向。可以说，这是一种同样深刻的政治，只不

过因为“艺术”和“市场”的包装而远为隐晦。

最近，越南作家保宁的名著《战争哀歌》即将

由三联书店推出中文版。《战争哀歌》这部以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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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的小说，自1991年出版后在越南国内外产

生了巨大反响，多次获奖，相信阅读其中文版将

使我们更深地理解这个在 20世纪历史进程中饱

受战火摧残的邻国。然而，《战争哀歌》得到译

介，并非直接出自中国自身的文化需要，而首先

是因为它在国际上（准确地说是西方世界）获得

了认可。一部在中国的重要邻国享誉二十多年、

思想内涵深厚的文学名著，我们竟几乎一无所

知，这恐怕不仅意味着我们的世界视野的缺失，

也体现了整个文学领域与时代的脱节——既无

力用创作描绘变动中国的全貌，又不能以翻译呈

现完整的世界图景。所幸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冷战后中国一度倾心的那种西方主导的新自由

主义世界秩序，在根本上是不义也不可持续的。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本文所回顾的越南现代文学

中译史才有可能作为“短二十世纪”的文化遗产

被重新发现，让我们想起，中国曾经有过卓有成

效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文化政治实践，曾经和

今天时常被简单视为生意伙伴的广大亚非拉国

家同仇敌忾、并肩战斗。进而言之，我们必须在

历史记忆的基础上，恢复对包含越南在内的“全

球南方”（global south）文学文化的关注和思考

——这是超越民族主义的心态和逻辑，也是真正

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注释：

①张德彝：《欧美环游记》，载林鍼、斌椿、志刚、张德彝：

《西海纪游草·乘槎笔记·诗二种·初使泰西记·航海述

奇·欧美环游记》，长沙：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808—
809页。

②连燕堂认为，“安南大夫诗”或许是第一首由中国人

独立翻译的外国诗歌。此说法似不确，因为张德彝在

此之前已经陆续翻译了多首外国诗作以及民谣、童

谣。参见连燕堂：《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

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年版，第 64—66页；邓

庆周：《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译诗中的“新诗”因素

——以张德彝为主例》，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8年第6期，第60—64、124页。

③“直至上世纪末，纯粹的越南散文可以说还不存在。

整整八个世纪，在我们作家的创作中，实际上以中国文

言写成的正统文学占据优势。散文家和诗人，为了崇

敬中国，都情愿采用中国的各种文体，从古文论说的章

法和规矩复杂的韵文——汉赋，一直到韵律丰富的唐

诗，全面承袭。”参见邓台梅：《越南文学发展概述》，黄

轶球译，载《东南亚研究资料》1964年第4期，第11页。

④参见于在照：《越南文学史》，世界图书出版广州有限

公司2014年版，第267—270页。

⑤夏衍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四千年文字

记录的文明古国，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类书、

传奇、小说，古籍渺如烟海，废止了汉字之后，试问如何

对待这笔精神遗产？能把它们都译成拉丁拼音字么？

即使译了出来，在乡音未改的情况下，有多少人能看

懂？”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

店 2000年版，第 150页。关于汉字拉丁化运动，参见湛

晓白：《拼写方言：民国时期汉字拉丁化运动与国语运

动之离合》，载《学术月刊》2016 年第 11 期，第 164—
179页。

⑥季羡林、刘振瀛：《五四运动后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

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

学）》1959年第2期，第153页。

⑦李长傅：《安南文学漫话》，载《求是月刊》第 1 卷第 6
号（1944年），第18页。

⑧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转引自

周发祥等：《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十七年及“文

革”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⑨参见［越］武辉心：《矿区》，黄敏中译，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 1956 年版；［越］阮文俸：《水牛》，曾文博译，北

京：作家出版社 1957 年版；［越］阮庭诗：《决堤》，岱学

译，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5年版；［越］苏怀：《西北的故

事》，张钧、黄永鉴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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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公欢等：《面包树》，马祖毅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59年版；［越］素友、阮庭诗等：《我的故乡》，松柳、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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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his book，Land and Labor in China，with the diagnosis that the crux of the problems

plaguing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peasantry lies in technological stagnation，loose organization，political incom-

petence，and intellectual formalism. In addition，Tawny discovered that there was an emerging phenomenon of

“absent landlord”in Chinese cities and judged from this that China’s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was a financial

one. Fei Xiaotong is the best heir to Tawney’s viewpoi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eat scholars can-

not be understood mer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ethics. They also share the same view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history or political economy. However，Fei gradually revised Tawney’s point of

view in his three books，The Jiang Village Economy，Farming Lands in the Lu Village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those books，he offers a more systematic narrative with more concrete judgments on the rural industry and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more exposi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phenomenon of absent landlord，the mis-

sion of the intellectuals，and other issues.

Keywords：Tawney，Fei Xiaotong，absent landlord，cooperative organization，rural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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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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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trace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odern Vietnamese literature written

in the romanized official language，especially the sensational response created by the anti- imperialist patriotic

works represented by Letters from the South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China in the 1950s-1970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odern Vietnamese literature and the

“global southern literature”have profound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symbolizing the changes in Chi-

na’s world consciousness and self-identity. On the one hand，the translation is subject to political constraints，

and on the other hand，it has an active impact on China’s perception of and position on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in-depth participation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order，continued devel-

opment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Asian，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cannot afford to be

neg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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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examines“Chinese justice”as a total system，including both the civil and criminal，ad-

ministrative and legal，and the formal（state）and informal（among the people）parts of the justice system，as

well the semiformal system（“the third realm”）that has resulted from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form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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