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8 日上午，上海翻
译家协会召开六届七次常
务理事会。市文联专职副主
席、秘书长沈文忠，译协会
长谭晶华，副会长柴明颎、
吴洪、魏育青、袁莉、袁筱一，
常务理事陆经生、李定军、
黄昱宁、梁珺霞，副秘书长
范亚敏等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上海翻译
家 协 会 法 定 代 表 人 的 变

更事宜，推选产生了冯春、
何敬业、蔡伟良、徐晓雁、
王维江、朱振武、黄福海、
王青松、李玉瑶、姜林静等
10 位会员为上海翻译家协
会 2017 年度“热心会员”。
会议还审议了上海翻译家
协 会 2017 年 工 作 总 结 和
2018 年工作设想，审议并通
过了赖小婵等十位新会员
的入会申请。

译协召开六届七次常务理事会

2018 年新春佳节期间，市文
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忠和
协会驻会干部先后走访看望了
夏仲翼、戴炜栋、任溶溶、薛范、
郝运、吴钧陶、黄杲炘、郑克鲁、
王 智 量 、张草纫、潘庆舲、姚以
恩、王志冲、张可平、张建平等部
分协会的老领导、资深翻译家和
重残、患病会员，为他们送上市

文联和翻译家协会的新春关怀
和温暖祝福，并对他们多年来对
文联和协会工作的关心支持表
示感谢。

在走访过程中，协会还充分
了解了翻译家们的生活和工作
状况，认真倾听了他们对协会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翻译家们对文
联和协会的关心表示了谢意，希

望译协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更好
地发挥好桥梁纽带的作用，团结
和引领广大文学翻译工作者，以
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翻译创
作导向，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
有人民，肩上有责任，笔下有乾
坤”，为推动文学翻译事业繁荣
发展贡献力量。

上海翻译家协会 年新春慰问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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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能够给人意趣无穷的遐思，而翻译是别
具魅力的耕耘和创作过程，诗歌邂逅翻译，便是

“金秋诗会”带给人们的艺术盛宴。由上海翻译家
协会主办的第二十七届“金秋诗会”，现面向广大
会员和诗歌翻译爱好者发出译诗征集。

今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代在不
断的变迁和发展，社会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于 在异域文学诗
歌作品中也在不断地呈现出新的面貌，全面了解
异域对中国的认知和想象，对中华文化更好地走
出去，有着积极而又重要的意义。

1、每人可提供 1-2 首符合主题内容的诗歌
翻译作品（双语对照），每首诗歌篇幅在 30 行之内

（如篇幅过长可能会进行节选）；
，优先考虑近 40 年里外国诗歌中关于当代中

国题材的作品。
2、提供译诗解析，包括原诗背景、译者在译诗

过程中对诗歌的解读等（200 字之内）；
3、提供诗歌原作者和译者简介（各100字之内）；
4、诗歌爱好者投稿，请写明详尽的个人信息：

如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工作学习单位、联系方
式、电子邮箱等。

来稿作品均被视为同意授权主办方对作品
进行修改、汇编等，有权在媒体上展示或用于相关
的公益性活动。

1、诗册：主办方将对来稿作品进行筛选并编
辑成册，入选作品作者将获得诗册一本，并受邀参
加“金秋诗会”相关活动。

2、演绎：主办方将对来稿作品进行筛选并进
行现场演绎。

1、网络：稿件请发至 ，邮件
标题上注明：金秋诗会，投稿以协会邮件回复确认
为准；

2、邮寄：上海市延安西路 200 号上海翻译家
协会，邮编 200040，信封上注明：金秋诗会。

联系人：陆建芳
联系电话：021-62473142

上海翻译家协会
2018 年 5 月 24 日

官方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hfyjxh/

官方微信

译协召开六届五次理事会
2 月 28 日上午，上海翻译家协

会召开六届五次理事会。市文联专
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忠出席，译协
会长谭晶华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
协会 2017 年工作情况和 2018 年工
作计划。

理事们认为，在过去的一年里，
译协在金秋诗会、翻译竞赛等品牌
活动的跨界融合以及翻译类学术活
动的传承创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公共文化服
务方面，除了继续深化“上海译家
谈：译家———读者文学沙龙”、“外国
文学进校园———中学生阅读习惯养

成”系列活动、“中
外诗歌进地铁”、

“经典与翻译”等
特色惠民品牌的
合作，同时还开拓
了“海上译荟”、

“欧洲之窗”等全
新的合作项目，同
时“翻译家口述历
史”等主题活动和
项目，也都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为发展和繁荣上海的
翻译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理事们
还就译协 2018 年的工作开展积极

建言献策，尤其在围绕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主题活动方面进行了深入探
讨。

2 月 28 日下午，上海翻译
家协会举行了 2018 年新春联
谊活动，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秘
书长沈文忠，译协会长谭晶华，
译协原会长夏仲翼、戴炜栋等

领导和协会会员 100 余人出席
了活动。

沈文忠副主席在新春致辞
中充分肯定了译协一年来的工
作成绩，指出 2017 年上海翻译

家协会在协会常务理事会的带
领下，在全体驻会同志和广大
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做了大量
积极有效的工作和活动。希望
译协在新年的一年里，以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团
结和发动广大会员，围绕上海
的文化建设，创作出更多的翻
译精品优品、发掘培养更多的

优秀翻译人才！
谭晶华会长总结了译协

2017 年的工作，并对协会 2018
年的工作进行了展望。2018
年，译协将继续履行“联络、协
调、服务”职能，进一步拓展思
路，坚持团结创新，倡导跨界融
合，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做
好各项工作，努力推动翻译创
作繁荣、翻译人才成长，为推进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作出更大
贡献。活动还为荣获上海翻译家
协会 2017 年度“热心会员”的
冯春、何敬业、蔡伟良、黄福海、
王青松、李玉瑶、姜林静等会员
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为协会
译著藏品库作出积极贡献的翻
译家张廷佺、姜向明、王俊颁发
了荣誉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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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决心以翻译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人，
他的时间、精力终究是有限的，他必须跌打滚爬，全身心地投入一本又一本书的译事中
去，必须放弃一些娱乐、爱好，甚至挣钱、获奖的机会。他的译作，不仅是给同时代的人，
而且是准备给稍后一些时候的人看的。正所谓：不愿炒作不图奖，留给后人慢慢看。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人老了，前面的
翻译之路越来越窄了。有朋友说“你的文字还不老，”我认为是对我极大的鼓励。新鲜
的意象，常常需要带有一点生涩的表达形式。“文字还不老，”褒扬的正是老人“精神上
的生涩”———始终怀着好奇心在有些陌生的领域中探索，在陌生的花丛中惊喜地采
撷。眼前正在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这本小说最初有语言大师赵元任先生的译本，
后来又有好些很好的译者的重译本。但我总觉得似乎还有“重译空间”，比如说，随处
可见的双关妙语，也许可以译得更放开一些，让读者无须时时看着注释来领会其中的
趣味，又比如说，贯串全书的“认真的无厘头”精神，也许不妨传达得更大胆、更到位
些。我想做个尝试，但究竟能否把充满童趣的原作译得“像那么回事儿”，还真不敢说。
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听到大家的意见。

Up in the attic where I slept
When I was a boy, a little boy,

In through the lattice the moonlight crept,
Bringing a tide of dreams that swept
Over the low, red trundle-bed,
Bathing the tangled curly head,
While moonbeams played at hide-and-seek
With the dimples on the sun-browned
cheek—

When I was a boy, a little boy!

And oh! the dreams
—the dreams I dreamed!

When I was a boy, a little boy!
For the grace that through the lattice
streamed
Over my folded eyelids seemed

To have the gift of prophecy,
And to bring me glimpses of times to be
When manhood’s clarion seemed to call—
Ah! that was the sweetest dream of all,

When I was a boy, a little boy!

I’d like to sleep where I used to sleep
When I was a boy, a little boy!

For in at the lattice the moon would peep,
Bringing her tide of dreams to sweep
The crosses and griefs of the years away
From the heart that is weary and faint
to-day;
And those dreams should give me back again
A peace I have never known since then—

When I was a boy, a little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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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鲁文集》发布会暨郑克鲁学术
与翻译思想研讨会在上师大举行

为凝聚文艺家，使文艺家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行创作,
同时紧扣 2018 国际翻译日主
题———在时代变革中弘扬文化
遗产，4 月 13 日，上海翻译家协
会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翻译学习
考察活动，市译协副会长魏育
青、常务理事海岸等 30 余名上
海市著名文学翻译家们前往位
于松江区的广富林文化遗址参
观学习。广富林文化遗址是目
前经考古发现的上海 29 处遗
址中包含内容最丰富，最具保
护与开发价值的古文化遗址。
全新打造的遗址区域以考古遗
址保护区为核心，对古遗址加以
原生态保护和呈现，突显农耕生
态文化，展现出了原汁原味的田
园风光，以蜡像形式生动再现了
先民生活场景。翻译家们通过参
观上海之根文化展示馆，全面的
了解了“上海之根”的历史文化，
包括广富林的文物和松江的历
史等。

此外，翻译家们还参观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杜
氏雕花楼和松江博物馆。杜氏雕
花楼这座占地面积 617 平方米
的老宅建于明朝旧宅基础上。原
房主为杜氏，现存四进。前三进
为走马楼，第一、二进为清代老
楼，第三进建于民国，第四进为
杂院。该楼豪华富丽，腰檐枋木
雕有穿枝二龙戏珠图案，其他外
露的木构件和门窗隔扇均精细
满雕中西式图案花纹。作为结合

中西建筑装饰于一体的传统走
马楼，其风格体现了松江近代建
筑对域外文化的吸收和融汇，在
松江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清
末和民国建筑中具有独特的审
美价值。松江博物馆主要展出的
是《流沙沉宝》———松江博物馆
珍品陈列。该基本陈列由序厅、
浦江晨曦、史河波光、艺海丹青
四个部分组成。“浦江晨曦”通过
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四个古文化
展示了松江先民早期的社会生
活。“史河波光”展示了近半个世
纪以来松江地区地面文物、墓葬
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的精品，再
现古代松江经济的繁荣发达。

“艺海丹青”展示了松江地区自
晋至清末，涌现出来的一批艺术
家的书画作品。董其昌是明代书
画大师，对后世的影响较深，因
此，在布局上仿制了江南水乡旧
时民宅，设置了一处 10 平方米
的仿董其昌书房场景“画禅室”，
内设铜塑董其昌像及仿明家具
陈设。整个展览通过 240 余件

（套）文物，再现了古代松江各个
时期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今年是协会连续第八年组
织会员学习考察活动，翻译家
们对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如
何更好地发扬前辈的治学精神、
传承和保护中华传统文化有了
更深的感触。大家热忱希望译协
今后能多组织类似的活动，为会
员提供更多交流的机会，为文学
翻译营造更多沟通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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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上午，由宁波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主办，上海翻译家协会、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镇
海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协办的《草
婴》特别展系列活动在宁波帮博物馆
拉开帷幕。草婴的家人参加了开幕式
活动。开幕式上，草婴女儿，旅美华人
公共艺术家盛姗姗将草婴先生的手稿
等物品捐赠予宁波帮博物馆。

《草婴》特别展分为“少年草婴”、
“译笔求道”、“一生的坚守”三个部
分，并展示了草婴翻译托尔斯泰小说
全集的珍贵手稿、生前使用过的物
品、来往信函等等，令公众全面了解
这位杰出文学翻译巨匠的人文情怀
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开 幕式 同期 举办 了 “ 译 笔 求
道———草婴与俄罗斯文学翻译”的读
书沙龙。本次展览还将在宁波书城等
地进行流动展览推送，旨在引导公众
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抛弃浮躁，回
归本真，践行草婴先生所彰显的对事
业的执着，对生命的珍视。

草婴（1923.3.24-2015.10.24），原
名盛峻峰，祖籍宁波镇海骆驼桥，卓
越的文学家翻译家。草婴先生 1986 年
任上海翻译家协会首任会长，在翻译
界享有崇高声誉。草婴毕生投入翻译
事业，以一己之力翻译了托尔斯泰小
说全集，曾获“高尔基文学奖”、“翻译
文化终身成就奖”等。其翻译作品曾
被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在出访时送
给外国元首。

镇海骆驼桥盛家是宁波帮望族
之一，不仅仅享誉镇海，在整个宁波，
乃至沪甬两地，都曾声名远播。草婴
先生的高祖父，盛植琯创办“盛滋记
酿造园”享誉浙东，盛植琯还与诸多
的宁波帮人士联合购置宝顺轮，为中
国的商轮保驾护航，传为一时佳话，
更被写进志书，名垂千古。草婴先生
的祖父、父亲，悬壶济世，救治了大量
乡民，在他们移居上海之后，还将部
分家族私产无偿捐献给社会。

草婴继承了家族恭谨、良善的训
导，他一生致力于弘扬人道主义精神，
投身翻译事业，60 年如一日，笔耕不
辍，为世人留下了一笔不可估量的精
神财富。

抗战时期，草婴以笔做枪，传递战
况，感召同胞。上个世纪 50 年代，草婴
的翻译作品已经家喻户晓，他所翻译
的俄罗斯文学，例如《拖拉机站站长和
总农艺师》、《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
遇》等等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草婴不要国家
编制、不要行政级别，在仅仅依靠翻译
稿费的情况下，锲而不舍的翻译肖洛
霍夫和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旨在培
养和唤醒人性的光辉，弘扬人道主义
精神。从 1977 年到 1997 年，草婴将全
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托尔斯泰小
说全集》的翻译中，12 卷，400 多万字，
他以人生中的 20 年，全力以赴。草婴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以一己之力
把托尔斯泰所有的小说从俄文直接翻
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人，为世人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草婴先生的一生饱含了对生命领
悟，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他认为，在
有限的生命里，多翻译一些东西，就相
当于为世界留下一片绿意。

先生已逝，他的作品却将长久留
存。草婴先生特别展系列活动，一方面
旨在纪念缅怀先生，另一方面，期望能
够感召公众通过阅读经典的文学作
品，抛弃浮躁，回归本真，践行草婴先
生所彰显的对事业的执着，对生命的
珍视。

4 月 7 日，“《郑克鲁文集》发布会
暨郑克鲁学术与翻译思想研讨会”在
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西部会议中
心举行。来自各大高校、研究所、学术
期刊编辑部的近 200 名专家学者齐
聚一堂。本次大会由上海师范大学人
文与传播学院、商学院及上海市外国
文学学会翻译研究委员会共同举办。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在致
辞中表示，郑克鲁教授始终把翻译
看成是“爱的劳作”，他 60 来年如一
日，投入时间和精力超出人们的想
象。他翻译的作品耳熟能详，一些经
典作品已经影响了好几代人。郑克鲁
教授也为上海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
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

郑 克 鲁 在 大 会 发 言 中 谈 到，
《郑克鲁文集》的如期出版对他而言
是一桩大喜事，非常感谢商务印书馆
以及其他关心文集出版的朋友们。他
从大学起就开始从事法国文学的研
究，正式从事研究和翻译是进入中国
社会科学院以后。除了诸多译著之
外，他主编的教科书和外国文学史的
数量也是巨大的。他称自己的翻译和
研究道路是由机遇和努力交织而成，
选择学习法语而非英语完全是偶然
的结果。虽然进入研究所之后，做学
术研究才是本行工作，但是由于对翻
译的热爱，他在一本接一本的翻译中
找到了乐趣，有时一坐下就是大半
天。除此之外，郑克鲁在讲话中还对
法国作家雨果、大仲马、左拉等的作
品做出精彩的评论。他从自身经历出
发，与在座专家学者们一同分享了诸
多宝贵的见解。

会议下午，三个分会场的与会代

表们分别
就“翻译
研 究 ”、

“ 文 学 研
究 ”、“ 教
学研究”3
个议题进
行了交流
汇报与深
入 研 讨 。
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谭晶华、西北大
学教授杨昌龙、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谢天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建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中先、东北师
范大学教授刘建军、浙江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主席蒋承勇等在分会场上交
流发言，会场沉浸在浓厚的学术氛围
之中。

在会议闭幕式上，中国翻译协会
常务副会长许钧在总结了这次会议的
交流成果之后向郑克鲁教授表达了衷
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他说，郑先生
的为文、为师、为人，用一个字总结就
是“实”。郑先生有着真实而坚实的学
问和厚实的肩膀，他为这个时代树立
了一种精益求精、追求真实的精神，他
的文字和精神值得人们不断学习、研
究和深入挖掘。

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谭晶华对郑
克鲁教授的著作出版和八十寿辰表示
祝贺。他说，现在不断有青年翻译家、
中年翻译家进入上海翻译家协会，希
望在郑先生等翻译老前辈的引领下，
共同将代代传承的文学翻译事业继续
下去。如今，跨文化交际旨在将全世界
的民族文化交流汇聚，郑先生在这一
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值得所
有人敬仰与学习。

2018 年 7月 1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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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之窗”解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6 月 30 日下午，杨浦区图书馆
四楼多功能厅内，一场解读莎士比亚
十四行诗的讲座正在热烈地举行中。
窗外初夏时节绵延的梅雨天气，并没
有阻挡读者们探索莎翁十四行诗之
迷宫的热情。

有人说，莎士比亚最好的戏剧，
其实要到他的十四行诗中去寻找。
本次活动邀请到诗人、翻译家、复旦
大学英文系青年教师包慧怡，从诗歌
的英语原文出发，带领读者行走于莎
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字里行间。莎翁留
下的 154 首十四行诗，既可以作为抒
情诗来单独解读，也可以被看作一种
四幕连环剧，其中蕴藏着诗人与一名

“美少年”、一名“黑夫人”之间不为人
知的故事。莎翁借助亦真亦假的戏剧
面具，用诗歌探索青春与死亡、爱恋与

嫉妒、星象与创作等各种主题与情感，
为读者留下英语语言中一些最为脍炙
人口的诗篇，也为历史留下一段至今
无解的悬案。随着“美少年”与“黑夫
人”的面纱在包老师的解读下一层层
被揭开，读者的参与热情也逐渐高涨，
纷纷表达自己对“商籁”（十四行诗的
别称，sonnet 音译）的理解与情感，还
有读者在现场用流利的英语朗读诗
篇，获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在“一带一路·文化先行”的理念
引导下，上海翻译家协会联合杨浦区
图书馆等社会资源打造“欧洲之窗”
中欧文化交流项目，由翻译家们讲述
欧洲文学、历史、旅游等主题，带领读
者从阅读中遇见世界，营造社会书香
文化氛围。

一提起法国，我们有一种
天然的亲近感，会想起它的建
筑、绘画、美食……会不假思索
地道出“浪漫”“小资”“艺术的
国度”……这些统统都在文化
的范畴里。

然而，法语文化是如何形

成的，又是如何变迁的，8 月 25
日，上海翻译家协会携手杨浦区
图书馆“欧洲之窗”展开了一场
题为“法语文化的形成与变迁”
的讲座，特邀华东师范大学外国
语学院院长、法国文学教授、翻
译家、文学评论家袁筱一教授来
为读者解密。

法国首先是“西方”的法
国，因为中世纪之前所谓的法
语文化是“西方文化”，或者说
欧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袁教授一开场便从欧洲的大历
史讲起，将古希腊罗马文化、宗
教文化对法国地域的深远影响
逐一清晰讲解。随着 1539 年

《维莱科特雷法令》的颁布，法
语才正式作为全国的法律与行
政语言。有了语言的自信，以语
言为核心的法语文化才开始慢
慢发展起来。

于是，法国便有了文艺复兴、
古典主义、启蒙时代、浪漫主义
一直到难以定义的现代这样一
条法语文化的脉络。不得不提的
是 19 世纪的法国，这是法语文
化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向“现
代性”转折的历史关键时刻；而
处于初生状态的“现代性”从一
开始便显示出它那生气勃勃、同
时充满矛盾的“不确定性”的品
格特征。不同风格和气韵的文化
同时并存和交错，使当时的法国
成为灿烂绚丽的自由创作园地；
文学大师辈出，天才巨星云集，各
种文学浪漫神话，此起彼伏，沉浮
流转，不胫而走，更使此处天空重
叠着层层鲜艳夺目的氛围光寰。

讲座结束时，袁教授提出了
“今天的法语文化是什么”“法语
文化是欧洲的还是世界的”追
问，让读者深思。就像法国翻译
家、哲学家贝尔曼所说的，文化
一向具有两个倾向，一是不断返
回自身的传统，另一个是不断向
外，接受和融入。法国文化的形
成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
诠释了文化的这两个倾向。

陈建华 华东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
导师，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外国文学学
科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辞海》外国
文学分科主编，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学术
委员，四川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或兼职研
究员，《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编委。国家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主持人。多次获教育部
高等学校社科优秀成果奖。著有（含主
编）：《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12
卷）、《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4 卷）、《外
国文学鉴赏辞典》（15 卷）、《20 世纪中俄
文学关系》、《当代苏俄文学史纲》、《阅读
俄罗斯》、《转型中的俄罗斯文化》、《托尔
斯泰传》、《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俄罗斯
人文思想与中国》、《悠远的回响》、《凝眸
伏尔加》、《顿河晨曦》、《丽娃寻踪》等几十
种。另有《米尔格罗德》、《小绿棒》、《陌生
人》等译作和百余篇论文。2013 年获得中
国译协颁发“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上海译协举办第二十五期“上海译家谈：译家———读者文学沙龙”

在俄罗斯苍茫大地寻找文学之魂
7 月 28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博导陈建华先生在长宁区图书馆
与俄罗斯文学爱好者畅聊“俄苏文学
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回顾。
陈建华先生是中国资深翻译家，华东
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与比
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多年来创作与
翻译的作品包括《20 世纪中俄文学关
系》、《当代苏俄文学史纲》、《托尔斯泰
传》、《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俄罗斯人
文思想与中国》、《丽娃寻踪》等几十
种，并活跃与上海文化公益圈，深受广
大读者的喜爱。

在本次讲座中，陈教授从 20 世纪
初俄罗斯文学通过“新文化运动”进入
中国后，百年来的翻译、推广与发展过
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及 1992 年中国
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组织后，一大批经
典作品被重译与重读，又一批新时代
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被引入与推荐给中
国读者，使得“俄罗斯文学热潮”再次
在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涌现。
活动当天正值气温超过 37℃的下午，
现场却坐满了对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喜
爱的读者，大家在互动环节中更是提
出了数十个感兴趣的话题，从经典俄
罗斯文学介绍，到文学与生活、政治的
联系，翻译家的日常修养等问题都让
嘉宾与读者的讨论不断深入，也从侧
面体现了新时代读者们对于经典作品
依旧喜爱与崇敬之情。

袁筱一 上海翻译家协会
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外国
语学院院长，法国文学教
授，翻译家，文学评论家。
1992 年以小说《黄昏雨》获
得法国青年作家大奖赛第
一名。法国文学博士，主攻
文学翻译及翻译理论。翻译
法国文学作品三十余部，其
中代表作有卢梭的《一个孤
独漫步者的遐想》，勒克莱
齐奥的《流浪的星星》、《非
洲人》、《看不见的大陆》，劳
尔·阿德莱尔的 《杜拉斯
传》，米兰·昆德拉的《生活
在别处》，伊莱娜·内米洛夫
斯基的《法兰西组曲》，高兹
的《致 D》，蕾拉·斯利玛尼
的《温柔之歌》等。翻译的同
时也从事法国文学批评和
翻译理论研究。著有《法国
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合
著），《法国当代翻译理论》

（合著），《文字·传奇———法
国当代经典作家与作品》，

《文学翻译基本问题》（合
著），外国文学评论随笔集

《我目光下的你》和《最难的
事》及文学评论文章八十余
篇。

包慧怡 上海翻译家协会会
员、都柏林大学中世纪文学博
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
讲师，研究古英语 / 中古英语
文学及手抄本中的图文互动。
著有诗集《我坐在火山的最边
缘》等，出版译著 11 种，包括普
拉斯诗集与毕肖普诗集。“沙仑
的玫瑰”工作坊成员。

9 月 15 日下午，由上海翻
译家协会与长宁区图书馆联合
举办的第二十六期“上海译家
谈：译家———读者文学沙龙”
邀请到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的徐静波教授，与现场读者一
起回顾 40 年来日本文化形象
在中国的演变历程，跟大家一
起来交流他所理解的日本文化
的真正内涵。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恰好在 40 年前，《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了。随着改
革开放路线的推进，中国也终
于打开了观察日本、接触日本
的窗口。差不多可以说，日本的
影迹，一直投射在中国人 40 年
的岁月历程中。渐渐涌入的日
本电影、歌曲、电视剧、家电产
品、文学翻译、动漫、时尚、游戏
……，差不多伴随了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的成长，如今，人们又
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国门来到这
个岛国，来亲身体验和感受这
一东邻的文化，从初时的陌生、
混沌的意象，到渐渐清晰和立
体的存在。

徐教授是恢复高考后的第
一批大学生，自身成长经历就
伴随着改革开放 40 年一路走
来，徐教授首先从自己的学习
与工作经历入题，从考入北京
外国语学院讲述自己从事日语
学习、翻译与中日文化比较的
多年经历与感悟，来引出日本
文化进入中国社会与民众生活
的主题。随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的签署，特别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
到整个 90 年代，日本的文学作品、
影视作品、动漫形象、流行音乐与
时尚理念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反
响，而随着中国人的收入越来越
高，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很多
人也是通过日本的旅游对这个国
家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讲座的后半部分，徐教授以
自己的角度谈了对日本文化在中国
变化、流行的思考，并认真回答了现
场读者的提问，对于我们的邻国，我
们必须以冷静的头脑与充分全面的
角度去看待文化现场与文化现场背
后的文化价值观，以简单的“二元判
断”不是一种正确理解当下中日文
化交流的心态与看法。

徐静波 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复
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
域为中日文化关系、中日文化比较。
著作有 《梁实秋———传统的复归》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 年）、《东风
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日本
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9 年）、《近代日本文化人
与上海（1923-1946）》（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3 年）、《上海の日本人社会
とメディア1870-1945》（合著，岩波
书店 2014 年）、《和食的飨宴》（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观知日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和食：
日本文化的另一种形态》（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 2017 年）等 8 种，译著有

《白河夜船》、《蹇蹇录》、《魔都》等
15 种，另有编著《日本文化与历史
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異郷」としての日本東アジア留
学生がみた近代》（東京勉誠出版
2017 年）等 12 种。曾在神户大学、
东洋大学、京都大学等日本多所大
学担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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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26 日下午，由上海
翻译家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
文艺》编辑部、上海师范大学基础教
育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外国文学进
校园———中学生阅读习惯养成”2018
系列活动第三场，也是下半年的首场
活动在位于松江区的上海师范大学
附属外国语小学举行。这是我们活动
首次走进这所小学，来到校园后便感
到校园里书香浓郁，处处体现着鼓励
阅读、引导阅读的良好氛围。讲座开
始前校长向我们介绍说，这里的学生
们普遍都很喜欢读书，家长们对阅读
也尤为重视，学校老师还会和家长们
一起指导学生们在线上平台上完成
读书计划。

本次活动面向的是小学中高年
级爱好阅读的小朋友们，我们有幸请
到了深受沪上家长与孩子欢迎的亲
子阅读专家赵小华老师担任讲座的
嘉宾。赵小华老师是宋庆龄儿童发展
中心亲子阅读指导专家、中国福利会
信息与研究中心教育推广部副主任、
儿童文化和家庭教育研究专员。上海
市文联艺术家讲坛“亲子阅读”主讲
专家。上海市静安区父子阅读联盟专
家指导委员会专家。她还担任上海市
多所中小学阅读教学及科研顾问。

讲座于下午一点十分开始，本次
讲座的主题是“学会阅读，成为有智
慧的人———与少年朋友谈谈如何品
读外国经典儿童文学”。讲座开始，赵
小华老师先以一个生动幽默的“三只
小猪的真实故事”开场，这个故事是
从大家所熟知的“三只小猪”故事中
的反面人物大野狼角度讲述的，通过
这个故事，赵老师让同学们体会到了
叙述角度与立场能对故事本身以及
读者判断产生多大的影响。接着她进
一步阐述了阅读的重要性，详细地向
同学们传授了阅读要旨，告诉他们读
一本书时要在心里提出四个问题，即

“整体来说这本书讲了什么？”、“这本
书的重点是什么，作者是如何说

的？”、“这本书有道理吗，是全部有道
理还是部分有道理？”，以及“这本书
和我有关系吗？”赵老师让小同学们
牢牢记住这四个问题，并将它们应用
到自己往后的阅读当中。

为了具体说明如何读一本书，赵
老师带领同学们赏析了《女巫》《夏洛
的网》和《比波王子》这三本外国经典
童书。在向同学们介绍了内容梗概之
后，赵老师就书中情节引导同学们进
行讨论，从中分析作者的隐喻和意图。
令人惊喜的是，同学们非常积极地争
相参与讨论，一个个举起了小手想要
一抒己见，他们的发言也都非常精彩，
体现出平日里的阅读积累和用心思
考。通过这一小时的讲座，同学们获益
颇多，了解到了读一本书的门道，相信
他们日后一定会将赵老师介绍的方法
应用到自己的阅读中，实现更有效有
益的阅读。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仍意犹未尽，
纷纷拿出自己心爱的书请赵老师签
名，还有几位小朋友凑近悄声问赵老
师是否还能再来他们学校里讲阅读，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喜欢赵老师的讲座
了。我们很欣慰活动受到了小朋友们
的热烈反响，希望我们的讲座能像一
颗种子播种在他们心里，带给他们外
国文学阅读的启蒙，也希望他们能在
阅读中收获快乐与智慧，在书香的陪
伴下健康成长。

2018 年 6 月 8 日中午，由上海翻
译家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
艺》编辑部、上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发
展中心联合主办的“外国文学进校
园———中学生阅读习惯养成”2018 系
列活动第二场在上海市实验学校附属
东滩中学举行。上海市实验学校附属
东滩中学是位于崇明陈家镇国际生态
实验区的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崭新学
校，由上海市实验学校委托管理。这是

“外国文学进校园———中学生阅读习
惯养成”2018 系列活动继上一场在崇
明区正大中学举行的启动仪式暨首场
讲座之后，二度来到生态优美的崇明
区，给当地的学生们带来春风化雨的
文学滋养。活动正式开始前，学校领导
首先带我们参观了校园，这是一所非
常美丽的园林式学校，一步一景，初夏
时节，花木繁盛，环境幽静而富有生
机，还有一条天然河流淌过学校；校园
占地面积广大，英伦风格的建筑设计
得非常漂亮，内部硬件设施设备也相
当完善，非常现代化，相信在这里学习
生活的孩子们一定很有幸福感。

本次活动面向的是六年级同学，
我们有幸请到了沪上深受欢迎的亲子
阅读专家赵小华老师担任讲座的嘉
宾。她是宋庆龄儿童发展中心亲子阅
读指导专家、中国福利会信息与研究
中心教育推广部副主任、儿童文化和
家庭教育研究专员。上海市文联艺术

家讲坛“亲子阅读”主讲专家。上海市
静安区父子阅读联盟专家指导委员会
专家。担任上海市多所中小学阅读教
学及科研顾问。

讲座于中午十二点半开始，本次
讲座的主题是“认识自我，拥抱世
界———外国经典文学作品分享会”。讲
座开始，赵小华老师从高考语文的重
要性讲起，告诉同学们“得语文者得高
考”这一道理，接着她进一步阐述了阅
读的重要性，然后又详细地向同学们
传授阅读要旨，告诉他们读一本书时
要在心里提出四个问题，即“整体来说
这本书讲了什么？”、“这本书的重点是
什么，作者是如何说的？”、“这本书有
道理吗，是全部有道理还是部分有道
理？”，以及“这本书和我有关系吗？”赵
老师让小同学们牢牢记住这四个问
题，并将它们应用到自己往后的阅读
当中。

为了具体说明如何读一本书，赵
老师带领同学们赏析了《比波王子》和

《西顿动物记》这两本外国优秀童书。
在向同学们介绍了内容梗概之后，赵
老师就书中情节引导同学们进行讨
论，从中分析作者的隐喻和意图。令人
惊喜的是，同学们非常积极地争相参
与讨论，一个个举起了小手想要一抒
己见，他们的发言也都非常精彩，体现
出平日里的阅读积累和用心思考。短
短一小时的讲座很快就结束了，同学
们意犹未尽，获益颇多，了解到了读一
本书的门道，相信他们日后一定会将
赵老师介绍的方法应用到自己的阅读
中，实现更有效有益的阅读。讲座结束
后我们还向踊跃回答问题的几位同学
赠送了精美图书，希望他们能在阅读
中收获快乐与智慧，在书香的陪伴下
健康成长。

走 进 上 海 市 实 验 学 校
附 属 东 滩 中 学

2018 年 10 月 13 日下午，由上海翻译
家协会、中译语通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幸福集荟联合举办的“海上译荟”第七
季———水墨晕染下的国画艺术讲座，在长
宁区幸福里创意新地标———“幸福集荟”开
讲。

《上海日报》创刊总编辑、高级编辑张
慈贇教授为本次讲座带来了以中英文双语
形式探讨了中国画的要素和中西绘画比较
的课件。众多爱好国学文学的学者和热爱
祖国文化的华侨通过公众号网络报名预约
参加了讲座。

张教授从古代的篆隶行楷草 5 种书法
体的区别和水墨画的关系，讲到阗白描五
花马、赵孟頫秋色图、溪山行旅图、富春江
居图等一卷卷唯美的画作，中间穿插生动
的历史背景故事介绍，带领现场嘉宾一同
感受大师们在丹青风韵、华致雅趣的字画
背后的禅意思想与深远意境，为大家展示
了中国古代国学文化的博大精深。

互动环节中，讲座听众踊跃提问，张教
授一一耐心作答。讲座组织方还特意准备
了张教授编著的 《Ancient Chinese Who
Left Their Marks on History》一书送给参加
互动环节的朋友。

7 月 28 日下午，由上海翻
译家协会、中译语通信息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幸福集荟联
合举办的“海上译荟”2.0———阿
拉伯文化探秘活动在长宁区幸
福里创意新地标———“幸福集
荟”圆满完成。

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
长、教育部高校外国语言文学
类专业指导委员会阿拉伯语专
业分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上海
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外国语
大学教授（二级）、博导蔡伟良
教授为本次活动倾情授课。大
批各个年龄层次的阿拉伯文学
和文化爱好者通过公众号网络
报名预约参加了讲座，其中年
龄最小的只有小学，其余大部

分是 50 后 60 后，也有 90 后。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使人马上联想起历史上的丝绸
之路。历史上被中外学者一致
认同的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
丝绸之路（也有人称其为陶瓷
之路），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
这两条丝绸之路在历史上都为
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贸易往来
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就
是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国家。

阿拉伯地区由于宗教的原
因相对其他地区比较神秘。其
次，阿拉伯地区进入新世纪以
来一直有国家处于战争或动乱
状态，致使人们对阿拉伯地区
的认知不够全面。为了能还阿
拉伯伊斯兰文化之真貌，使大
家能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一
个正确全面的认识，有必要从
历史、现状、文化、文学等予以
多角度探视。

蔡伟良教授从历史上的中
阿交流和相互影响开始，讲述
了阿拉伯天文学、音乐等对中

国的影响等。通过对“阿拉伯数
字”形成过程的叙述，肯定了中
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对人类文明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蔡教
授以亲身经历和第一手照片展
示了阿拉伯地区的灿烂文明。

阿拉伯地区是是人类古代
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世界三大
一神教的诞生地，讲座着重介
绍了该地区古代文明的亮点、
伊斯兰教的主要教义教规，以
及这些国家的风俗习惯。海湾
地区是当今阿拉伯的亮点，讲
座还以最新统计数字为基础介
绍了海湾诸国的近况。

最后，蔡教授介绍了阿拉
伯国家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
情况，以及包括中国文学家、文
学作品等在内的中国文学在阿
拉伯国家特别是在埃及的翻译、
研究情况。

在互动环节主办方为现场
观众准备了蔡教授亲笔签名的
书籍《阿拉伯学研究》（第四辑）。
现场观众就讲座内容提出了进
一步的问题，得到了圆满回答。

夏日悠长我愿在幸福里
梦见远方的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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