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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爱玲，一个相当中国的名字，其实她本名为艾莉诺·古德，地道的美国人，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研究员。她自幼对汉语充满兴趣，后来更走上了翻译之路——为美国读者推介中国当代诗歌。她曾协助宇文所安参
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她的译著《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王小妮诗选》深获好评。她本人的诗集也即将出版。

文 l 唐骋华   图 l 资料

新鲜的生活经验
顾爱玲并不是第一次来上海。实际上她曾在这座城市待了整整一年。但那次经

历显然不足以消磨掉新鲜感，如今，她依然兴趣满满。不过诗人的兴趣点总是比较特

别——繁华的商场、时髦的街道当然也吸引目光，可她最爱打量的还是城市里的人。

有好几次，顾爱玲漫步于淮海中路，遇到穿着“居家短裤”的中老年男子悠然而

过。这种在美国绝对见不到的现象勾起了她的探究欲。

很多人批评此类“不文明行为”，顾爱玲不以为然。她更愿意作跨国界比较。“我

们美国人，家是私人空间，外面是公共空间，你在私人空间和在公共空间的行为举止

是非常不同的。但是上海人，会把家门口的那条路也当作你家的一部分，附近的公园也

是。”顾爱玲觉得此种差异的背后是文化区别，那“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使她与“典型美国人”拉开了距离。顾爱玲说，美国人只关注自己，很少放眼看

世界。举个例子，《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通常被本土作家占据，连欧洲的都极有限，更

别提亚洲了。对此顾爱玲无法理解：其他文化也有好多精彩的故事啊！她想做点努

力，将中国当代文学引介给美国人，拓宽其“狭隘的视野”。

2013年，顾爱玲把王小妮的诗集《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翻译成英文并出版。王

小妮，诗人、小说家，1980年代即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创作至今。在顾爱玲看来，她

的诗歌看似简单，思想却深刻，而且直面社会问题。“美国人完全想象不到，太有价值

了。”

《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反响不错，聚拢了一批美国读者。但总体上，翻译中国当

代文学是一件挺寂寞的事：译得辛苦，喝彩声却寥寥。

所幸顾爱玲有个令人羡慕的身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借

此，顾爱玲能接到项目、获得资助，有机会到北京、上海等地参加文学活动、与诗人

和作家交流、担任访问学者，等等。此次她到上海就是受邀来当驻场作家的，待三个

月，专心写诗、翻译。

嬉皮士二代
顾爱玲汉语说得流利，咬字清晰而不刻意，略带些“儿化音”。闭起眼睛，你几乎

会以为是在跟中国同胞讲话。追根溯源，这要归功于她幼年的小伙伴。

五六岁时，顾爱玲家里住进了一名中国小男孩，他们经常一起玩耍。男孩比顾爱玲

大几岁，会讲有关中国的故事，还教她中文，诸如“我是猫”“我从哪儿来”之类的。小

老师十分严格，如果发音不准确，会被要求重说5遍。当时顾爱玲有点排斥：“啊呀，很

狠呢！”时隔多年又十分感激——那段启蒙期使她建立起良好的声调感，避免了说一口

“怪怪的”中文。

顾爱玲的父母均为学者，知识渊博，尤其是她那位身为嬉皮士（Hippie）的父

亲。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嬉皮士运动兴起于美国，年轻人批判和反抗主流社会价

值，寻求新的生活方式。期间，东方的文化、文学和宗教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诗人加

里·斯奈德大力引入和提倡禅宗，对嬉皮士产生了深刻影响。顾爱玲的父亲正是其中

之一。他信奉禅宗。

“那大概是美国人对外部世界最感兴趣的时期了。”顾爱玲说。至1990年代，嬉皮

士逐渐老去，社会价值观日趋稳定，美国人的关注点又收了回来。嬉皮士时代悄然

落幕。

但总会有例外，比如顾爱玲。1979年出生的她自称“嬉皮士二代”，而且是被父亲

以“禅宗方式”养大的。长久的沉浸使她对东方文化抱持着浓厚的亲切感，并促使她

日后将王维和杜牧的诗译成英文。不过，顾爱玲身边的朋友几乎都对此不甚关心，这

也让她显得颇为另类。好在美国人自有其长处——尊重每个人的偏好和选择。

顾爱玲父母藏书丰富，家中有个书架放满了诗集。她自小对那些长短句“特别

有感觉”。七八岁尝试着写，很早就立志做诗人。无论在中国或美国，诗人都被认为

前景渺茫。但美国家长的作风是：遵循孩子的天赋和爱好，鼓励、支持。

高中毕业后顾爱玲选了冷门的文学专业，同时汉语也没落下——当然，全靠自

学。

精彩的出发点
2011年，顾爱玲抓住个机会，到上海某私立学校做外教。初来魔都，她有一种

晕头转向之感。“首先，上海话我听不懂；第二呢，对上海的环境设施不了解，路

牌、商标也看不懂。”但她不仅不沮丧，反而变得兴奋，开始努力学习。

“从不认识这个字到能准确地用它，过程非常有意思，会得到很多很多启

发。”

顾爱玲的学生多为成年人，出于工作或出国需要来练口语。相处久了，学生琢磨

着给她起个中文名。她本名Eleanor Goodman，取其谐音，就叫“顾爱玲”吧。“这名

字乍一听还以为是中国人。”等亲眼见到这个金发碧眼的老外，人们往往好奇地追

问：你很喜欢张爱玲？

一年后顾爱玲返美，入波士顿大学读硕士，师从哈金和卡明斯基学创意写

作。两位导师风格迥异——后者传统，强调阅读经典；前者温和善良，但对文学的

看法强烈而坚定。

期间，在华裔作家哈金指导下顾爱玲翻译了几首唐诗，刊登于文学杂志。这是

她首次发表作品，“挺容易啊，那我继续吧。”此时耶鲁大学博士生、诗人王敖提出

建议：你热爱诗歌，又懂中文，为什么不翻译当代中文诗歌呢？

此前，在波士顿大学举办的文学活动中顾爱玲结识了好些中国诗人，开始了解

诗歌圈的生态。但真要翻译她颇感棘手，“太难进入了。”她选择跟王敖合作，先试

下水。“这是个精彩的起点。”多年后顾爱玲心怀感激地评价道。

几年下来，她向美国读者推介了不少中国诗人，包括王小妮、蓝蓝、萧开愚

等。最近她利用到上海访学的机会，翻译臧棣的诗作。她对中国当代诗坛的了

解，普通中国人望尘莫及。

去年起，诗人秦晓宇将目光投向工人群体。他编写《工人诗典》，为自杀的打工

诗人许立志众筹诗集《新的一天》，还拍摄了纪录片《我的诗篇》。秦晓宇找到顾

爱玲，希望她将字幕翻译成英文。“我目前翻译的都是收入稳定的诗人，而打工诗

人，是我没有看到过的。值得去做。”今年6月，《我的诗篇》荣获第18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顾爱玲
嬉皮士二代的中国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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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移动电源众筹 3万礼品直接送！

从今年上半年的三星Galaxy S6 

e d g e到下半年的三星G a l a x y 

S6 edg e+和三星Galaxy 

Note5，无不是代表了今年

安卓手机的高水准。然而光

有手机还是远远不够的，随着三星

Galaxy S6 edge+的发布，三星也同时展示了

海量的配件供消费者选购。

近日，三星在京东官方发布移动电源的

众筹，三星希望无线移动充电进入更多人的

生活，通过众筹，移动电源也仅仅是裸价狂

奔，只等消费者的青睐。这款移动电源摆脱

了传统移动电源的束缚，可以和手机“合为一

体”，随时随地就可以为手机充电，同时，它也

是直接充当着手机的保护者，有效保护手机

背部和边缘，以防磕碰。而比起上一代移动

电源更强的是，它可以在180分钟

就将手机的电量充满。

如此惹眼的移动电源，众筹

的反馈也是相当惊人的，只要你支持1

元钱，你就会获得抽奖资格，京东官方将每

4800名抽取1名幸运奖（不足4800也按4800

抽取），可获得价值4588元的三星手机专属

京东e卡和贝尔顺智能按摩器一部（注：京东

e卡可直接抵扣金额，且仅可用于购买三星S6 

edge+或note5手机）（抽奖规则和中奖名单将

在话题区公布）！而除了1元的支持之外，如果

支持的更多，还有着近万名额的奖品支持，并

且奖品的数量也将会让你惊叹！

此次众筹会在10月15日10点到11月1日10

点结束，丰富的回馈和出色的产品相信会让

你动心，届时不要忘记登录京东参加活动。

想写作，先工作

Q:你挑选作品似乎有个原则：一定要能带给你新鲜的生

活经验。翻译打工诗人的作品就这方面的考虑？

A:对，打工诗人很有创造力、想象力，但同时，他们面对最基

本的生存问题：怎么吃饭？怎么工作？他们中有巷道爆破工呀、煤

矿工人呀，都是挺危险的工作，对吧？你天天下矿井，怎么面对这

种状况？怎么用诗歌表现它？有的打工诗人写得相当好。这在美

国是不常见的。美国人缺乏这种在极短时间内面临巨大变化的

生活经验。打工诗人置身于这个过程，而且比大学教授更贴近。

Q:那么王小妮呢，她能带给你什么？

A:我非常佩服王小妮。她朴素，富有同情心，敢于面对现实

问题。她住在深圳北边一处很小的地方，每天外出买菜，会与街上

的小摊贩交流。坐火车时，她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她会在诗里写

买西瓜、擦玻璃之类的事情。美国人根本无法想象这种场景，太新

鲜了。我翻译她的诗集，想给美国的诗人打开一个新空间。

Q:不过据我观察，美国人不太爱读翻译，能排上畅销榜

的基本是本土作品。

A:对，在美国，每年出版的书籍中翻译作品约占市场3%，这

是非常非常少的量。基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美国人确实局限于

读自己国家的书。他们认为读美国人写的英文书已经足够，不必

读欧洲的，更不必说中国了。诗歌也是这样，只看美国人的英文诗

就够了。

Q:这种状况是怎么造成的？

A:美国人觉得自己是个伟大的国家，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看外面？（笑）其实这种看法非常窄。我做翻译就是针对这种错

觉，我想给他们看一些中国的精彩作品，包括不同的题材、风

格、话题。我想让美国人知道，你们做不到这一点！

Q:可有意思的是，现在美国的汉学研究又被公认为很

强，有许多名教授、名学者，像史景迁、孔飞力、宇文所安。

A:我觉得这跟大学的系统有关。美国的大学比较有钱，资

源比较充足，如果你是教授，职位特别稳定，算是非常好的一份

工作。（笑）但是普通人未必会对汉学感兴趣。

Q:就是说汉学在大学传承，水平会积累得很高。但影响

不到社会，两者的关系就像平行世界？

A:对，大学有自己的小世界。其实诗人也是这样。大部分美

国诗人在大学工作，拥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去创作。当然也有诗人

做别的事情，比如到银行、超市打工。总之，你必须拥有一份职

业。在美国光靠写作是很难生存的。

Q:所以很多读人文社科的，念完本科、硕士后，会在读博

阶段转到一个实用的专业。

A:是这样，你必须吃饭、必须生活，这是非常现实的。诗人杨

铁军就很典型。他刚到爱荷华大学读的是比较文学，后来转行至

亚特兰大大学去学计算机了。

Q:写的东西大众不太关心，只给圈内人看，什么感受？换

了中国知识分子或许会很焦虑。

A:美国人不会太在意。我们的看法是：如果想做学术、搞

文学，那就去大学吧。不喜欢就不去，没关系。当然有些教授很

关心社会，但是没有焦虑。在美国，教授从来都不会获得太多关

注，都习惯了。

Q:跟你在波士顿大学一起学创意写作的，毕业后有多少

人在创作？

A:很少，我们全班十一个人，可能只有三四个人在写。有个印

度同学，回去后比较出名，有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另一位同学出过

书，没什么反响。其他同学要么去法学院，要么组成家庭完全不

写了。我算是运气非常非常好的。

Q=生活周刊   A=顾爱玲

（本刊实习生杨青对此文亦有贡献）

《三体》获奖，翻译很重要

Q:哪一类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在美国的接受度比较高？

A:西川。香港城市大学一位教授翻译了他的《思想练习》，译得很

好。这本诗集在美国很受欢迎。此外有翟永明、蓝蓝、欧阳江河，当然还有王

小妮。

Q:我在好几个场合听西川朗诵过《思想练习》，发现西方读者反应

很热烈，尽管他念的是中文。似乎西川的诗比较符合西方人的节奏感和

思维方式。

A:他的诗歌非常吸引人。你刚才说到的节奏感是一个原因，而且他念诗

就像在唱歌。他能表演，虽然观众并不听得懂，但能看到他幽默、讽刺的表演

方式。西方人能理解讽刺。这跟西川本人也有一定关系，他英文非常流利。

Q:《三体》你读过吗，翻译得如何？

A:读过几小段，可惜我对科幻不太感兴趣。但我

能感受到译者刘宇坤非常棒。他是中国人，现住普林

斯顿，熟悉英语文学。科幻在美国很流行，可大家只看

本土的，翻译作品很少。《三体》能得雨果奖，翻译的

作用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Q:看来没有好的翻译外国读者就不会认识

你。

A:翻译是个巨大的问题。美国的文学翻译本来

就少，尤其是诗歌翻译。我们领域的人我都认识，才十

几个。

Q:有中国诗人主动找上门，请你翻译他的作品

吗？

A:真的有，但要看我喜欢不喜欢。我不靠翻译诗

歌赚钱嘛，所以非常挑剔。翻译诗歌对我来说是个爱

好，我不会随意翻译东西，而且越来越是这样。

Q:你翻译过唐诗，现在翻译当代诗歌，如果可以比较，哪个更难？

A:唐诗虽然难，但风格和词汇是稳定的，而且有注释参考。当代诗歌对

我来说就太难了，不知道该怎么进入。幸运的是王敖教了我很多东西，这是

一个精彩的出发点。

Q:你将中文翻译成英文，原则是什么，会力求符合英语的节奏吗？

A:我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译文太晦涩，等于不是英文，可如果

把译文梳理得特别像英文诗，也不合适。翻译时我会保留一些不通畅的痕

迹，那样读者会停顿，而这种停顿将带来某种新鲜感、陌生感。这是我非常

喜欢的。我的译文整体上没障碍，但会有一些稍微奇怪的地方。

Q:会跟原作者交流吗？

A:会啊。我最近在翻译臧棣的诗，经常交流。我会问非常具体的问

题：这个单词是什么？这个地方在哪里？但我绝对不会问：这个比喻想表达

什么意思？我必须自己了解。

Q:那难免造成误解。

A:误解是没办法的，但我会努力。我对翻译非常严格，不能加入、删掉

任何东西，尽量保持每一行的结构。我译得很快，然后放一段时间，核对、修

改。最后把译文单独拿出来：作为英文诗歌，行不行？有没有价值？有没有

感觉？不行的话还得修改。翻译是重新创造的过程，但原文并不是你自己

的，对吧？是你的又不是你的，这很矛盾。对我而言，我不希望译文里充斥着

我个人的想法。

Q:什么样的译作能让你自己满意？

A:必须要有陌生感，知道这不是我自己写的。

Q:最近你在翻译臧棣，他是学院派，跟王小妮啊、打工诗人很不一

样，跨度蛮大的。

A:确实会造成一些困难，但我也将它视为替自己打开眼界的机

会——巨大的机会。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声音，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Q:你翻译了不少中国诗，又跟很多诗人打过交道，你自己倾向于哪

个流派？

A:我觉得这是个敏感问题（笑）。我对诗歌流派有一点反感。其实我觉

得流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喜不喜欢这首诗，如果喜欢、如果适合，我

就会去翻译。

Q:所以对诗歌界的各种争论你不介入。

A:不介入。在这方面，我作为外国人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笑），我通常

可以当旁观者。去年我在北京待了一年，故意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学术

会议，结识了很多诗人，包括见面喝杯酒，都没问题。我的翻译工作是超越诗

歌流派的。

Gua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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