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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两歌 ，译彩纷呈 ？
——— 以金陵判词两英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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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作为整部小说的“文
”
，
“诗谶”
眼
金陵判词对作品中故事的走向和人物命运进行了宏观的预告，充分体现了“一声两歌”笔法的艺
术特色。在判词中作者使用双关、析字、藏词、典故和委婉语等，展现了“一声两歌”笔法的艺术特色。以杨译
本和霍译本为例，运用文本解读、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和量化统计分析等具体方法来分析判词英译，考察译者如
何处理这些“一声两歌”笔法现象。研究发现，英汉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差异以及“一声两歌”笔法的艺术特色
给判词英译带来了种种障碍，两译本都没能很好地做到“译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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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nique Artistic Feature
———Taking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Panci in Hongloumeng as a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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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acme of Chinese classic novels，Hongloumeng highly combines the artistic forms
with the contents． Panci in Hongloumeng foretells the ending of the story and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which vividly represents the unique artistic feature，namely，two songs in one voice． In Hongloumeng，this unique artistic feature is used in puns，dissembling characters，hidden words，allusions and
euphemisms． This paper taking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loumeng as the examples，with the
methods of text interpretation，comparativ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ries to analyze how and why the translators transform this unique artistic feature． After analysis，the
paper only find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unique artistic feature is not so successful and gives its
own implications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nto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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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楼梦》这部旷世巨著，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地融合在一起 。
曹雪芹
“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几乎使用了我国几千年来传统和民间的所有文艺形式，包括诗、词、曲、赋、歌、
咏、谣、谚、小调、小曲，乃至灯迷、酒令、偈语、俚语、禅诗等，而且运用得恰到好处，对全书艺术框架的构
建、主题思想的深化和典型形象的塑造 、人物命运的暗示以及人物性格的刻画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
作为中华民族的“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 ’”，甚至在《红楼梦 》尚未问世以前，就有不少人对
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从各种角度来阐释其蕴涵的各种含义 ，其独特的艺术特色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其
［2］（ p8）
中一个最重要的艺术特色就是“一声两歌”笔法的大量运用。
金陵判词出现在《红楼梦》全书的第五章，共有 14 首，包括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和又副册，共描绘
了 15 位女性； 大部分判词都是以四句诗歌形式写成的 ，一般而言，前两句都是对人物生平事迹或者性格
的描述，后两句则是对其未来命运的预言。 作者对这 15 位女性的描写使用的是被称为“神乎其技 ”的
“一声两歌”笔法； 曹雪芹并不是直接对人物进行素描，而是通过双关、析字、藏词、典故和委婉语等“一
声两歌”的艺术手法来展示的。作为整部小说的“文眼”，“诗谶”判词对作品中故事的走向和人物塑造
进行了宏观的预告，充分体现了曹雪芹高超的语言文化艺术水平和情节构思上的奇思妙想 。 对于判词
的翻译无疑显得十分重要，而同时又那么充满挑战性。能否处理好这些判词的翻译，对于译文读者理解
整部小说和欣赏中华文化的精妙之处有着重要影响 。 本文拟以杨宪益夫妇的译本 （ 以下简称杨译 ） 和
霍克斯译本（ 以下简称霍译 ） 为例来考察译者是如何处理这些“一声两歌 ”笔法的，为深入研究《红楼
梦》的翻译、诗词翻译、乃至中华文化外传提供一定的启示作用 。

一、“一声两声”笔法的翻译分析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其诗词曲赋是“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
些诗词曲赋在艺术表现上具有一种特殊现象 ，那就是“作者喜欢预先隐写小说人物未来的命运 ”，从这
［3］（ p3 － 11）
个意义上讲，诗词曲赋的这种独特艺术手法就是“一声两歌”笔法。
所谓“一声两歌”笔法是（ 清）
戚蓼生在其《〈石头记〉序》中提出来的，他对“一声两歌”的笔法做了详细介绍：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 神乎技矣！ 吾未之见也。
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 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 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
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 》一书。 嘻！ 异矣。…… 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
［4］（ p1）
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庶得此书弦外音乎？”
戚在序的一开头就道出这个令他惊异的叙事技巧： “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 ”，意思是一个人
同时能唱两首歌，一种声音从喉中发出，一种声音从鼻中发出； 一只手同时能写两种字体，即一句话有两
层意思，一下笔能写两件事。确实是神乎技矣，然而，这种“注此而写彼，目送而手挥 ”的艺术特色在《红
楼梦》中却俯拾皆是。“一声两歌”笔法就是一种描写包含着多种寓意 ，就是显中寓隐、弦外有音的艺术
手法，这种艺术手法具有暗示故事人物未来信息的作用 ，显义层面又是故事情节或人物话语的有机成
分，不露人为暗示痕迹，充分体现了作者“注此而写彼 ”的高超艺术修养和语言功力。《红楼梦 》第五回
的判词大量运用了双关、析字、藏词、典故、委婉语等，充分体现了“一声两歌”笔法。
（ 一） “一声两歌”笔法之双关语翻译考察
［5］（ p77）
陈望道认为双关是“用了一个词语同时关顾着两种不同事物的修辞方式 ”。
说得通俗些双关
就是“利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条件，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叙说对象在特定语境中语义的多解性来营
［6］（ p30）
构一语而有表里双层语义”。
双关语除了表层含义，同时能含蓄地表达另外一种语义，语意深厚，
婉转蕴藉，余味无穷，是“一声两歌”笔法的一个重要体现。双关一般分为语音双关和语义双关 。
在判词中，使用双关语 30 余处，通过对这些双关语翻译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杨译对这些双关语
都是按照字面直译处理的，而霍译只有一处省译之外，其他也都是按照字面直译出来的 。这些双关的翻
译，两个译本都只是翻译出双关的表层含义 ，却损失了判词浑然一体的暗含意和判词词句之间的逻辑关
系，对于译文读者来说，也就不太能欣赏到《红楼梦》文本的这种“一声两歌”艺术特色。
判词“一处鲜花，一床破席”，“席”谐音“袭”，画面上既有花，又有“袭”，寓意为“花气袭人 ”，点出这
个判词是描绘袭人的。袭人这个名字是贾宝玉从宋代陆游《村居书喜 》中的“花气袭人知昼暖，鹊声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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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喜新晴”中取“袭人”而得来的。这里使用谐音双关语的“一声两歌 ”笔法，我们原文读者很容易就能
领悟到其中的内涵，但是杨译和霍译分别直译成“a bunch of flowers and a tattered mat”和“a bunch of
fresh flowers and a worn － out mat”。看到杨译和霍译的字面译文，译文读者无论如何也联想不到这是有
关“袭人”的判词，也不能看“花袭人”三个字与图画的谐音关系。例如：
［例 1］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杨译： Alas for her wifely virtue，
Her wit to sing of willow － down，poor maid！
Buried in snow the broken golden hairpin，
And hanging in the wood the belt of jade．

霍译： One was a pattern of female virtue，
One a wit who made other wits seem slow．
The jade belt in the greenwood hangs，
The gold pin is buried beneath the snow．

判词第二句“玉带林中挂 ”中的前三个字倒读谐“林黛玉 ”三字； 同时也暗含贾宝玉挂念林黛玉。
“金簪”喻“宝钗”，而“雪”谐音“薛”，“金簪雪里埋”同时也暗喻了薛的最后结局之冷落与凄苦 。 我们可
以看到杨译和霍译分别把“玉带”译为“the belt of jade”和“jade belt”，而“雪”和“金簪”只是照字面意思
直译为“snow”和“golden hairpin / gold pin”。在杨译和霍译中，林黛玉和薛宝钗分别译为了“Lin Daiyu /
Lin Dai － yu”，“Xue Baochai / Xue Bao － chai”，我们可以看出杨霍译本的翻译无论从听觉上还是从视觉
上都不再具有语音双关的效果。这两个谐音双关效果在译文中的丧失 ，可谓对于译本读者理解译文造
成很大的障碍，“因为原文中利用双关点名了全书的两个重要人物 ，而译文则很难从该句辨认出作者在
［7］（ p294）
［8］（ p138）
“从根本上消解了曹雪芹写贾宝玉进入太虚幻境的良苦用心 ”。
说谁”。
曹雪芹在第五回判
词中使用的双关语言艺术，由于英汉语之间的较大差异，在英译本中都很难得以保存，那译文读者也就
很难体悟和欣赏到这种带有谶语性质的“一声两歌”艺术。
（ 二） “一声两歌”笔法之析字翻译考察
陈望道给析字下了定义： “字有形、音、义三个方面； 把所用的字析为形、音、义三个方面，看别的字
［5］（ p118）
通俗的讲就是利用汉子特有
有一面同它相合相连，随即借来代替或即推衍上去的，名叫析字格。”
［6］（ p211）
的字形结构和组字方式，“通过离合或增损字形的方法来巧妙地表情达意 ”。
这种表情达意方式，
既有含蓄达意的味道，也有文字游戏的妙处在里面，易于引发读者思索、探究文本的含蓄性和新异性特
质。而含蓄性和新异性特质恰恰是“一声两歌 ”笔法的表现形式，也就是通过析字手法，作者将其意图
含蓄地隐藏于判词内。
金陵判词中共有四处涉及到析字格，分别是香菱判词、王熙凤判词和迎春判词。 这四处判词的翻
译，霍译都是通过直译的方式处理的 ，而杨译三处是通过直译方式处理，只有一处采用了接近析字翻译
方式来处理，但两译本几乎没能表现出其所具有的“一声两歌”艺术特色。例如：
［例 2］ 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
杨译： After the growth of a lonely tree in two soils，
Her sweet soul will be dispatched to its final rest．

霍译： The day two earths shall bear a single tree，
Your soul must fly home to its own country．

判词中的前半句便是一个析字的字谜，“两地 ”指两个土，合在一起便是“圭”； “孤木 ”就是一个
“木”字旁，二者合在一起就是“桂”，暗指薛蟠之妻夏金桂； 这两句词暗含夏金桂虐待致死香菱。 显然，
对于不熟悉汉字也不太了解汉字析字法译本读者 ，无论是从杨译中的“a lonely tree”和“two soils”，还是
从霍译中的“two earths”和“a single tree”，译文读者都无法明白作者所表达的意思，更不用说能联想出
两句中析出的汉字“桂”和夏金桂了，对于香菱“香魂返故乡”的原因自然是想不明白。
（ 三） “一声两歌”笔法之藏词翻译考察
陈望道认为藏词就是： “要用的词已见于习熟的成语，便把本词藏了，单将成语的别一部分用在话
［5］（ p128）
这种修辞文本把表达真实意图的关键词巧妙地 、暗暗地镶嵌在诗文中，所以表
中来替代本词的。”
达上显得比较委婉含蓄，读者需要依赖自己的知识经验去弥补作者留下的表达空间 ，才能真正捕捉到作
者的真实意图和文本的语义指向 ，这种若隐若现地表达判词所指代人物和其命运，富有“一声两歌 ”笔
法特色。
金陵判词中共有藏词四处，杨译和霍译大多是采用直译的方法，而在晴雯判词和李纨判词中，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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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两处意译。直译只是基本上传达出了判词的表层含义 ，没能很好地表达判词本身所蕴含的意义 ，
没能让“一声两歌”笔法在英文中得到很好地传达； 然而，霍译的两处意译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惊
喜。例如：
［例 3］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
杨译： A clear moon is rarely met with，
Bright clouds are easily scattered；

霍译： 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
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

例 3 是晴雯的判词，准确说来，晴雯判词并不属于藏词，因为“晴雯 ”二字并未在判词中直接显现出
来，而是隐含在判词里面，读者通过阅读联想才能发现。 那么此处判词的“一声两歌 ”手法就显得更难
翻译。雨过天晴时的明月叫“霁月”，点出了“晴雯”的“晴”字，同时也暗喻晴雯的高尚品格； “彩云 ”，寓
“雯”（ 雯，即彩云） 。从例 3 杨译中，我们可以看到译者译出了“霁月”，彩云译成了“bright clouds”，应该
说从字面意思来讲这两句话还算是比较忠实和准确的 ，但是读者却不能欣赏到“一声两歌 ”笔法在此处
的运用，因为从这两句判词看，读者很难把这两句英译与“Qing Wen”联系起来。 我们再看例 3 霍译，译
者译出了“彩云”，却没能译出“霁月”。但是“晴雯”名字这一“一声两歌 ”笔法却在霍译中得到了展现。
在第一行句尾有“sky”一词，在第二行中有“brightness”一词，将两词合并起来就是 Skybrightness，而我们
都知道“晴雯”在霍译中是“Skybright”，那么就可以看出来霍译本在此“一声两歌 ”时的良苦用心，译文
读者很容易看出来晴雯的英译名是隐藏在译文中的 。
（ 四） “一声两歌”笔法之典故翻译考察
典故是运用古代历史故事或者有出处的词语来说写的修辞格 ，使用典故可以在表达上显得婉约含
蓄； 由于文本寓意内涵是由典故暗托出来的 ，读者必须要首先理解典故的含义才能真正理解文本的内
涵，也就是在理解了文本的表层含义的同时 ，才能理解文本的深层内涵。 典故与中国历史、文化具有更
加紧密的关系，运用典故无疑会增加作品的寓意和信息含量，这也是很典型的“一声两歌 ”笔法。 在金
陵判词中共有典故五处，杨译两处意译，其他按字面直译； 霍译三处意译，一处以西方典故套译，一处按
字面意思直译。例如：
［例 4］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杨译： Alas for her wifely virtue，
Her wit to sing of willow － down，poor maid！

霍译： One was a pattern of female virtue，
One a wit who made other wits seem slow．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这句判词包含两个典故： “停机德 ”语出《后汉书 · 列女传 · 乐羊子
妻》。乐羊子妻割断织布机上的绢来比喻学业中断 ，徒劳无功，以此来劝说中途回家的丈夫继续求学谋
取功名，不能半途而废。“停机德”指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要求的一种妇德，暗指薛宝钗。“咏絮才 ”语出
［9］
《世说新语·言语二》。
晋女诗人谢道韫，聪明有才辩，某天大雪，韫叔谢安问： “白雪纷纷何所似？”韫
堂兄谢郎答曰： “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曰： “未若柳絮因风起。”“咏絮才 ”指女子敏捷的才思，在这
里暗指林黛玉。杨译将“停机德 ”意译为“wifely virtue”，浅化地译出了典故的内涵意义，但损失了原文
丰富的内涵和表达方式上的“一声两歌”艺术特色，不过也切合了薛宝钗的“封建社会女性品德楷模 ”形
象； 而将“咏絮才”直译成“wit to sing of willow － down”，似乎保留了典故的字面意义，但是估计译本读者
读到此句时无法想象到这里是表达女诗人的过人才思 。 就这两句的翻译而言，杨译还是照顾到了“可
叹”和“堪怜”，尤其是“poor maid！ ”，表达出了原文作者的怜香惜玉之情 。至于霍译，作者在两个典故中
都采用了直译，分别译为“female virtue”和“wit”，虽说译出了其内涵意义，但是却同样损失了原文表达
的含蓄性和典故的信息量，也没能传达出“一声两歌”的艺术特色。
（ 五） “一声两歌”笔法之委婉语翻译考察
委婉语“euphemism”一词源自希腊语“euphemismos”，意为“to speak with good words or in a pleasant
［10］（ p245）
manner”（ 以好听的言词或令人愉快的方式来说话 ） 。
使用委婉语常常是为了回避或掩盖某些严
酷的社会现实，或为了防止出语伤人，避免有失体统，以显得文明礼貌。 委婉语采用婉转间接的语言手
段进行交际，故若不经过联想、推理，读者难以识别说话人的真正意图。 曹雪芹对判词中女性的悲惨结
局是充满同情心的，在谈到她们死时，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委婉语。 在金陵判词中共有四处委婉语用
法，杨译和霍译都是一处为直译，其它三处是用英语委婉语来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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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 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杨译： Her early death is caused by calumny，
In vain her loving master’s grief must be．

霍译： And in the end you were by slanders slain，
Your gentle lord’s solicitude in vain．

［11］（ p15）
“委婉语的翻译既要顾及指称义，又要顾及意图和含义 ”。
也就是说我们翻译委婉语的时候，
既要注意表层含义，更要注意其内涵意义，也就是要照顾到“一声两歌 ”艺术特色。 杨译将“寿夭 ”译为
“her early death”，只是译出了其表层含义，但没能表达出曹对晴雯的怜悯，而霍译将其直译为“were
slain”，也只是译出其表层含义，没有顾及到作者对晴雯的怜悯之意。 在这里可能是因为英汉语使用委
婉语的具体所指有些不同，所以不能对等翻译出来。
［例 5］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

杨译： How can the last spring equal the spring’s start？
When Hare and Tiger meet，
From this Great Dream of life she must depart．

霍译： Though three springs never could with your first spring
compare，
When hare meets tiger your great dream shall end．

在这里“大梦归”是委婉语，杨译意译为“this Great Dream of life she must depart”，委婉地表达出了
元春去世之事。就这两句的翻译而言，杨译的“三春”和“初春”多少有些问题，“三春 ”一般理解为“孟
仲季”三春，而不是季春，也就是春天最后一个月，这样的翻译必然会造成“一声两歌 ”艺术特色的损失。
霍译把“大梦归”直译为“great dream shall end”，虽说委婉地表达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翻译也算成
功，但对“三春”和“初春”直接取其表面意思翻译，没有考虑到谐音“迎春、探春、惜春 ”和“元春 ”，使得
此句翻译同样造成了“一声两歌”艺术特色的损失。

二、结语
虽然杨宪益夫妇和 David Hawkes 先生是公认的翻译大家，但就判词翻译而言，他们没能很好地做
“
到 译彩纷呈”。两译本对于原文“一声两歌 ”笔法的处理，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让步： 要么由于双关、析
字、藏词等富有中国语言文化特色的音 、形、义，造成原文信息量和原文暗含意义的损失，要么由于典故
和委婉语只是译出其表层含义，造成暗含意义不同程度的损失。但相比较而言，两译本对典故和委婉语
的处理要比对双关、析字和藏词的处理相对成功一些，然而，两译本都没有达到原文内容和形式浑然天
成的“一声两歌”的效果。通过对判词中“一声两歌 ”笔法的翻译表现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和语言
方面的差异以及“一声两歌”笔法的艺术特色造成了判词翻译的种种障碍，甚至使人对金陵判词、文学
尤其是富有艺术特色的古典诗词的翻译一度产生怀疑 。然而，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微观角度 ，这样
的怀疑将会随着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而逐渐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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