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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译者群体的双重追求

—民族大义的青年捍卫者和女性话语构建的引路人

□ 赵启红

摘 要：本文以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译者群体为研究对象，根植于五四时期特殊的社会、

文化和政治变迁，分析女性译者群体崛起的主客观必然性，省察其翻译活动及

整体译作特征。聚焦社会语境下女性译者群体翻译主题的选择，探寻其与男性

译者及主题选择的异同，揭示时代话语、女性话语双重追求的两难，厘定文化

启蒙、思想救国五四话语的共建，植入多元女性形象、走出男权传统藩篱性别

话语的构建。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译者的崛起和翻译实践，已超越了译介本身，

她们是国家民族大义的青年捍卫者、中国女性话语构建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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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因“西学东用”大势所需，翻译成为

爱国志士传播新思潮与开启民智的重要方式，旨在

批判中国固有传统之弊病，秉承文化启蒙、思想救

国。这一场震古烁今的思想启蒙运动，凝聚着近代中

国思想变革之风云，孕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科学

精神，亘古长流。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

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

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

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

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

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

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五四精神传承

百年，历久弥新，广大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弘扬五四精神，不应

是简单的历史凭吊，而需追源溯始，重新省察五四时

期的历史文化意蕴将大有裨益。近年来，五四时期文

学翻译研究逐渐升温，多聚焦该时期翻译流派和翻译

团体的研究，但针对女性译者的研究却相对较少。钩

沉拾遗，从历时性角度考量，清末民初中国女性译者

浮出历史地表，至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译者在何种主客

观条件下崛起？有无印记可寻？从共时性角度觉察，

五四时期的女性译者群体是对同期的男性启蒙思想家

们的仿效，还是主体性的体现？在五四特殊历史时期

她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隐形的他者还是社会变

革的能动者？于今日青年弘扬五四精神有何借鉴？这

些问题将是本文的研究主体。

一、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译者群体崛起的
主客观必然性

关于“五四时期”的时间界定众说纷纭：王政教

授在《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

中认为，五四时期始于1915年新文化运动，止于1925
年“五卅”事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周纵策教授在

《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将五四时期

上下限界定在1917—1921年，释义“五四”主流的

重要事件多发生在这一阶段。本文所指的五四时期

为1917—1927年，这一限定源于《中国新文学大系》

“十年断代”法。一般认为，1917—1927年为中国现

代文学历史进程的第一个十年，该时期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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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飞猛进，百家争鸣，文学革命和民族命运遥相呼

应，其中，外国文学翻译对文学运动的新陈嬗代功

不可没。

随着翻译研究女性视域的转向，国内关于中国女

性译者的研究陆续面世。早期郭延礼教授梳理挖掘20
世纪初中国女性译者群体崛起及其文学成就；罗列教

授2014年出版专著《性别视角下的译者规范：20世纪

初叶中国首个本土女性译者群体研究》对该时期女性

译者群体特征及翻译活动进行研究。但置于五四时期

这一特殊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女性译者的研究尚有断

层。通过认真梳理史料发现，目前可以确认的五四时

期（1917—1927年）有译作出版的中国女性译者群

体共计38位［五四时期，有译作署名发表并能确定

性别身份的38位女性译者群体如下（以姓氏拼音首

字母排序）：陈璧君、陈翠娜、陈鸿璧、陈美玉、德

馨、凤云女士、高华珠、高君珊、高君韦、高君箴、

韩邝瑞生、黄静英、惠凤英、金陵女子大学学生、李

冠芳、林徽因、刘韵琴、陆慎仪、佩芬、沈俊英、沈

性仁、汤红绂、吴弱男、吴毓欢、萧惠、徐珠宝、薛

琪瑛、杨季威、杨润馀、俞庆堂、袁昌英、袁玉英、

翟惠贞、张近芬、张默君、章㠭、郑申华、朱懿珠］，

她们的翻译体裁多样，涵盖小说、戏剧、寓言、诗歌

和儿童文学；译出语包括英语、法语、俄语、日语

等；涉猎主题有教育、婚姻、科学、政治、文学、经

济和医学等。

1. 客观必然

天赋人权的赋予，两元对立的欧美女权思潮在

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旨在解构男权霸权主义，与父

权制分庭抗礼，恰与五四时期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

觉醒和性别话语的构建遥相呼应。来华传教士披着

宗教的外衣，大肆鼓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勾勒出

被期待中的意识形态，客观上加快了国内性别解放

的步伐；举目神州，落后、缠足的母体成为种族羸

弱之根，女性解放与国家民族危难被非常紧密地联

系起来。让被动的他体言说，是男性启蒙思想家的

政治目的所在。当性别解放成为人的解放的重要座

标，女性势必挣脱男尊女卑和相夫教子等传统观念

的约束，冲破父权社会性别等级的藩篱，开始走出

被囿的闺阁争取多元的社会角色。五四运动见证了

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的兴起：青年女学生。她们在国

家民族危难当头时，跨越性别言说的平台被搭建，

加入浩浩荡荡的队伍为国家命运奔走呼号。女学兴

盛，“中国女学不讲，已废弃人民之半数”［1］，省察

被动之因，西方传教士兴办女学开风气之先。留学

热潮兴起，后随之官办、民办女学涌现，孕育女性

译者群体的土壤开始丰沃，女性译者群体教育背景

呈多元态势，可主要归为三类：出身名门、较早地

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贤媛”，受西方教会浸润的

青年女学生和中西合璧的青年海外留学生，其中还

不乏高学历者（见表1）。新女性学识的增进，视野

的开阔，爱国责任心的驱使，五四时期女性译者群

体的涌现成为历史之必然。

表1：五四时期青年女性译者海外留学背景

留学国家 译者姓名 毕业院校 所获学位

美国

高君珊 哥伦比亚大学 硕士

高君韦 康奈尔大学 硕士

李冠芳 波士顿大学 硕士

林徽因 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 学士

俞庆堂
特拉华女子大学、圣玛利
亚学院、芝加哥大学、哥

伦比亚大学
学士

陆慎仪 威尔士廉大学 学士

英国 袁昌英 爱丁堡大学 硕士

法国 杨润馀 第戎大学 硕士

日本 吴弱男 青山女子学院 学士

德国 张近芬 柏林大学 博士

2. 主观使然

落后的传统文化成为麻痹民族灵魂之沉疴，救亡

启蒙意在打破传统之桎梏，借镜西学反叛传统之诟

病，翻译必然成为革新之利器，文学翻译成为先锋，

自觉担当起见人之所未见的责任。恪守相夫教子、谨

遵“三从四德”教条的女性被认为 需要被启蒙和唤

醒。以追求民族利益为己任，女性译者群体蓄势待

发。报刊书局成为启蒙思想传播之载体，女性专刊

和女性专栏骤增为女性译者群体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女性译者活跃的前沿阵地构筑成功（见表2）。例如，

1912—1922年间《女铎》杂志紧跟时代潮流，围绕妇

女启蒙这一思想主题发表各类文章、通讯、消息共

4566篇（条），平等、自由、科学、责任、爱国、参

政等逐渐成为在知识女性中流行的高频词汇［2］。报

纸传媒与女性译者的深度互动，预设读者群的扩大，

“新女性青年”“新女性形象”和“贤妻良母”等专题

在西学思潮中的相似相融得以广泛探讨，新女性国民

得以塑造。由于深谙传统教条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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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译者群体纷纷加入男性启蒙思想家的队伍，译介

西学，为女性被动的他体寻找解放的参考和依据，是

五四时期女性译者群体的本能反应。

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

荼，中国女性解放的讨论在维新运动时期已有端倪，

新文化运动将其提上重要议程，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将

女性解放推向了历史高潮。清末民初，女学时兴，开

放女禁，冲破教育体系性别隔离的第一批女性译者破

天荒地登上历史舞台。在民族解放、思想解放、女性

解放与个性解放相激荡的五四时期，从宗法父权和传

统权威羁绊中解放出来的女性中，拥有中西文化合璧

优势的女性译者群体的崛起注定不是因缘巧合而是水

到渠成。

表2：五四时期主流期刊对女性译者译作刊登

情况

期刊名称 女性译者（译著数量）
译作总
数量

《新青年》 沈性仁（2）、吴弱男（1） 3

《妇女杂志》 高君珊（3）、高君韦（1） 4

《女铎》

德馨（2）、惠凤英（1）、李冠芳
（8）、陆慎仪（1）、吴毓欢（1）、
萧惠（1）、徐珠宝（5）、薛琪瑛

（1）、杨润馀（1）、袁玉英（1）、
章㠭（1）、郑申华（15）、佩芬

（3）、陈美玉（2）、高华珠（2）

45

《小说月报》
凤云女士（1）、高君珊（1）、高
君箴（7）、沈性仁（5）、杨润馀

（1）、张近芬（4）
19

《晨报副刊》 沈性仁（1）、张近芬（4） 5

《太平洋》
沈性仁（2）、杨润馀（2）、袁昌英

（2）
6

《东方杂志》 高君韦（1）、袁昌英（3） 4

二、民族大义的青年捍卫者

五四时期是中西文化接触的重要转捩点之一，文

化革新与爱国热情融为一体，启蒙主义者在重构民族

国家主体性的目的上高度契合。“要阐述翻译文学与

民族关系，分析翻译文学形成发展的时代原因，就必

须尽可能地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还原文学翻译的文化

生存环境”［3］。五四时期的翻译凸显鲜明的时代烙印

和社会印记，担当着破旧立新、启蒙救亡的重任。翻

译超越了语言活动场域，承载着特殊的政治使命，正

如迈考拉·沃夫所言：“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

动，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并构成整个系统内部的一

种操作力量”［4］。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导向，造就

了译介主题选择上社会功用高于文学审美，社会需求

重于个人喜好。文以载道，翻译担当着文化启蒙、思

想救国重任。

1. 固有的家国情怀

性别解放炽烈地深入，传统性别内涵外延界限的

打破，女性得以参与社会话语的构建。民族主义的激

励，固有的家国情怀置强国为先，跨越性别界线的女

性译者群体在五四时期崛起，与同时代男性启蒙知识

分子关注的热点问题一致，如女子教育、女性解放、

爱国、革命、法律、科学、军事等主题均在女性译者

的文学作品中展现出来［5］。她们在译介主题的选择

上与五四精神一致，旨在传递新思想，实现救亡图存

之目标，符合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追求，是启蒙时代

话语的参与者。

有代表性者，如“易卜生号”在《新青年》的

初刊引发文化热论，“易卜生热”成为五四时期新文

化地标。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为新思想的引进鸣

锣开道：“一是实行写实主义；二是强调个性独立，

反对专制；三是主张充分发展个性。”易卜生作品的

思想锋芒与五四时期民族解放、人的解放的指向相契

合。出走的娜拉成为社会化的符号，女性解放的风向

标。《新青年》第4卷4号发布特别启事：“易卜生著作

久已风行世界，独吾国无译本……尚拟征集关于易卜

生之著作，以为介绍易卜生入中国之念。”易卜生思

想的引进可谓声势壮阔，《新青年》第4卷5号“易卜

生专号”发布《本志特别通告》的预告称“本报现以

第四卷第六号为易卜生号。以为介绍欧洲近世第一文

豪易卜生（Ibsen）入中国之纪念。内有易卜生之名

剧《娜拉》《国民公敌》《小爱友夫》三种之译本……

读者不但可由此得知易卜生之文学思想，且可于一册

之内得三种世界名剧。此为中国文学界杂志界一大

创举。想亦海内外有心文学改良、思想改良者所欢

迎也”。

吴弱男所译的《小爱友夫》与男性启蒙先驱的译

作相提并论，见证了女性译者积极参与社会文化书写

的事实。《新青年》第4卷第6号、第5卷第3号连载《小

爱友夫》，小说译本采用白话文文体，译文简洁却引

人入胜，阿夫德和妻子荔连的牵挂爱意被娓娓道来，

儿子爱夫友“足跛，左腿挟木杖以，身小面弱”却立

志当兵的坚韧，勾画出人们期待中的家庭关系［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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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离愁别绪、凄苦幽怨传统的女性闺阁文学，吴弱男

对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聚焦，远远超越了文学范畴，

释放了强烈的信号呼吁性别解放和家国命运同构。适

应国家民族与时代政治话语构建的需求，女性译者得

以蹚过性别界河跻身于社会主流话语体系。

2. 共建五四启蒙话语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力启思想文化

之蒙与国家民族之蒙，力救民族于沉沦。译介活动

折射五四话语，男性启蒙思想家力图以西方思潮为

参照，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等思潮蜂

拥而入，女性译者群体也主动加入这场文化自觉的醒

世觉世运动。莫泊桑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作品中的战

败凌辱和民族危机的焦虑与五四时期中国的社会语境

相一致，符合男性启蒙思想家的政治诉求。仅以《新

青年》为例，在第3卷、6卷和9卷就分别有胡适、张黄

和沈雁冰译介莫泊桑的作品。为走出失语被动的地位，

崛起的女性译者群体也走向了革命，她们的译介活动

有意识地选择对革命的描写，成为社会变革的能动者。

五四时期翻译选材的自觉成为其鲜明的标签，时

代语境的具体诉求的惯性凸显，启蒙话语的烙印在译

作标题的翻译策略上印迹明显。1923年女性译者陈鸿

璧翻译了美国马尔腾的著作Every Man a King or Might in 
Mind-Mastery，译作标题《思想之伟能》采用归化翻译

策略，符合时代话语的书写。直译在五四时期成为主

流翻译规范，陈鸿璧的译作有意淡化异质元素以契合

时代精神，翻译过程中的民族化显而易见。林语堂先

生在20世纪30年代重译该著《成功之路》，在序言里写

道：“自读马氏的原书后，精神为之大振，人生观念为

之一变，烦闷、消极、悲观、颓唐的妖雾阴霾，已经

驱除尽净。现在所面对着的，是光天化日下的世界和

人世了。谨将此书介绍给同病的青年，希望他们从中

获得同样的兴奋与影响。”根深蒂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

命感贯穿于翻译实践，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印记负

载于翻译过程，同时代与陈鸿璧不谋而合的女性译者

还有很多，如1924年《译者刊》刊登了薛琪瑛译作《青

年须知》，原作是美国威尔逊所著The American Boy and 
the Social Evil：From a Physician’s Stand-Point。

三、女性话语构建的引路人

西方女权主义话语推动了中国女性新主体性的构

建，但中国妇女解放远不像西方女性解放那样是一场

自上而下的觉醒运动，中国的女性解放蕴含于国家民

族解放运动中，男性启蒙思想家把妇女解放纳入了启

蒙运动的构想，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启蒙运动的产

物。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和推动

使女性译者群体的主体身份得以实现。五四时期的女

性译者群体，启蒙与被启蒙的身份，与男性译者和而

不同：投袂而起，追求民族利益为己任以救危亡为

和，以期共进译介实践有对男性译者的效仿；来自性

别本能和受压迫切肤之痛之不同，译作中自然充满了

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轨迹。

1. 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

五四时期“妇女问题”讨论的话语实践延伸，从

狭隘的政治生存羁绊中摆脱出来的女性译者群体，自

觉向以社会性别等级为准则的儒家传统发起挑战。启

蒙意味着与传统的决裂，守旧的纲常礼教和父权传统

成为女性译者群体批判的众矢之的。“女性自觉成长

的两个标志，一是对女性肉体的觉醒、女性欲望的觉

醒；二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的深刻怀疑、对异性

婚恋以及自由婚恋结局婚姻品质的重新审视”［7］。作

为一直以来的失语者，五四时期女性译者群体迫不

及待地憧憬建立一个和西方相同的跟上时代的家庭

体系，“改造家庭制度被有些人视为改造中国社会的

‘ 便捷的途径’”［8］。婚姻自由成为女性家庭革新

论的突破口，本文述及的38位女性译者译介活动几乎

都有涉及女性形象或婚姻家庭革命的主题。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数千年来视为不可侵犯的

旧礼教，风俗，习惯等都现破裂之象，尤以婚姻问题

为 甚”［9］。女性译者群体深谙传统婚姻之弊病，瞭

望西方家庭体系之优化，热衷于对追求恋爱自由、婚

姻平等的“娜拉”的译介是 自然不过的选择。以青

年女性译者沈性仁为例，她22岁就曾翻译了英国戏剧

家王尔德的《遗扇记》，并发表于《新青年》，是较早

尝试用白话文语体翻译外国话剧的译者，也是中国白

话文运动的开路先锋。五四时期她先后共计翻译戏剧

9部，小说3部，散文诗歌1首，非文学作品2部，其中

7部戏剧涉及婚恋家庭主题。

沈性仁译作《遗扇记》，刊登在《新青年》

1918—1919年第5卷第6号和第6卷第1、3号。唯美主

义代表王尔德对婚姻、爱情和道德等主题的探究与女

性译者有意识的选择相一致。原作开篇构述贤良、正

派，被上流社会公认为“好女人”的温夫人（Lady 
Windermere），黑化引诱她人夫、设法融入上流社会

的“坏女人”尔林夫人（Mrs.ErLynne），两人戏剧的

结局让人大跌眼镜：好女人沦落与他人私奔，坏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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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名节成全女儿的名声和婚姻。《遗扇记》中婚姻

和道德的主题，是五四时期关注的焦点，剧中结尾表

达了对僭越道德的坏女人的惋惜，抨击了中国传统礼

教对女性“三从四德”的禁锢。译者的选择，寓意明

显，颠覆了传统礼教对男女不平等的道德约束，旨在

惊醒被束缚的中国女性。

1919年《新潮》第2卷第2号，刊登了沈性仁的译

著《哑妻》。原作讽刺了审判官丈夫成为妻子命运的

主宰，他可完全根据男人意愿，选择妻子成为正常人

或哑巴的命运。妻子不是作为“人”而存在，而是财

产的一部分。五四时期倡导人的解放，提倡女性人格

独立、人身自由，这与原作者的批判和讽刺不谋而

合。相同的社会地位和命运，通过译介在文学作品中

呈现，促使更多的人从“习以为常”中觉醒，召唤更

多女性为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而搏斗。作品中的审判官

娄翁那卜德“娶的是一位好乡绅人家的姑娘，年纪很

轻，长得也漂亮，名字叫嘉色林……可惜她是哑巴”，

“我只顾着恋她的美，贪她的财，因此，一点没有想

到别的，只计算这婚姻的好处，与她在一块儿的快乐

了”［10］。律师亚当非姆“完全为得可怜她，并没有

一点私心，我是她的律师，但是一会，如果将来她的

财产都能要回来，财产并不少呢，我便可以做她的丈

夫，真的，我早已想法子使她爱上我了”。作品中仅

以财产多寡作为择偶标准，计算婚姻中的收益和好

处，“为财产之累积”的婚姻，这与五四时期宣扬的

恋爱自由，爱情作为婚姻基础的主题相违背。婚姻关

系中的不平等，人权的丧失，“哑妻”是中国封建礼

教下无数女性的缩影，译介主题选择契合五四时期婚

姻观念的探讨。《哑妻》1924年先刊登在《小说月报》

第15卷专刊“法国文学研究”，后由《小说月报》专

刊第39期《法郎士集》第1版转发，足可见当时的受

欢迎程度。

1924年《小说月报》第13卷10号刊登了沈性仁的

独幕剧译著《常恋》。剧中的男女主角西西尔·哈勃顿

和爱维连利·福斯在一个好天气的日子里，靠在大树

下，听着杜鹃鸟叫声展开了爱情的讨论。男主人公对

“常恋”的定义是“所谓常恋就是一个永远与人有爱情

的人”［11］，而女主人公则认为“止于爱一个人”［12］。这

与五四时期所宣扬的爱情的专一和一夫一妻制相吻合。

女主人公爱维连是五四时期众多彷徨女性的缩影，她

一边享受和西西尔大树下的恋爱自由，认为“恋爱是世

上 美的事情”［13］，却又摆脱不了传统婚姻和封建家长

制的束缚，要让自己的婚姻首先得到母亲的同意，“我

们现在应该告诉我母亲去了”［14］，批判西西尔不负责任

的爱情观“如果你爱人，为什么不定婚约呢”［15］。媒

妁之言、父母之命的传统已经融入血脉，这与五四时

期宣扬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对传统婚姻的颠覆激烈

地冲突着。沈性仁《常恋》的译介，“爱维连”们的

彷徨，无疑是中国女性 真实的内心独白。

译本的选择是女性译者群体自身在传统和现代间

的挣扎，是挣脱陈旧传统桎梏的宣言。社会话语建构

的共同实践，女性译者群体在公共领域言说的合法身

份被认可。沈性仁所译的《新闻记者》1920年由《新

青年》第7卷5号、第8卷1号和1921年第9卷2号发表。

原作中的女主人艾薇吉夫人手里拿着针线坐在炉火

旁，自由地和丈夫、新闻记者、医生讨论“哎，这些

政治！”［16］，可以和丈夫分析女婿加入政界的利害，

探讨“政治和证券交易会到底是什么关系呢”［17］，

批判“这些政治是万恶之由”［18］。中国传统的“贤

妻良母”都是被排挤在政治之外，政治一直以来属于

男性话语，译作传递了女性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作

为五四运动女学生参政议政的参照，女性译者群体的

实践已不满足于家庭婚恋为主题的拘囿，她们急于树

立新女国民的形象，为中国女性成为参与政治主体寻

找理论依据。

2. 解构和重塑女性形象

五四时期女性形象的嬗变见证了社会的变迁。传

统女性形象一直由男性代为构建，当柔弱美和贤妻良

母的典范无法满足于男性的江山社稷，女性才被赋予

言说的权利，从边缘的他者开始言说自己，女性形象

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足儿缠的小小的，头

儿梳的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身儿

是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

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19］，

千年沉积的女性形象规范，在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发

生轰然坍塌时伴随着史无前例的角色更迭。

高君韦，福建长乐人，是商务印书馆元老、 具

声望的出版家高梦旦先生的次女，她是中国第一位向

国人介绍海伦·凯勒作品的作家。她的译作《盲聋女

子克勒氏自传》1920年被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7
年由《妇女杂志》13卷第7～12号、1928年第14卷第

4～8号连载，这是海伦·凯勒自传首次在中国出版。

她在美国留学期间聆听了海伦·凯勒的讲座，“在纽约

省绮色佳得亲见其人，并且听见她的演说，和助她成

名的沙利文女士的叙述，格外叹她可惊之成功”［20］，

以其不向命运屈服的坚毅激励着国内精神羸弱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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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遂在回国之后翻译出版此书唤起女性意识的觉

醒。女性形象的变迁是社会结构变动的晴雨表，传统

视阈下女性柔弱美的典范“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

处似弱柳扶风”，已经脱离五四时期的社会语境，海

伦·凯勒在黑暗死寂中的斗争精神成为五四时期女性

解放的内在驱动力。

五四时期女性形象的多元角色在女性译者群体的

笔下演绎，从单一的家庭角色向家庭-社会双重角色

拓展。女性形象的变迁融贯于民主革命斗争之中，救

国的担当定格了女性形象嬗变的主旋律，西方女性形

象的植入抹染上救国主义的色彩。凤云女士笔下有一

个“留心时事的女子，真不可多得啊！”［21］的女子；

沈性仁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歌《门槛》中，有一个为

了追求革命胜利，不惜忍受“冻，饿，恨，讥笑，轻

视，监牢，病，以至于死”［22］，甘愿抛头颅，洒热

血的进步革命女青年；高君珊选择的“列女”泰西，

金陵女子大学学生编译《世界巾帼英雄传》。在个性

解放和民族利益间徘徊的女性，女性译者群体笔下新

女性形象的规范注定无法超越五四话语的范畴，始终

在自救与救国中摸索。

“让女性在语言中显身，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

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23］，五四时期女性译

者群体选择西方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移植到中国，以期

成为中国新女性形象的期待和参照。女性译者群体翻

译实践中解构男权话语，使她们的语言可见，声音微

弱却划破天际，译文中女性身影打破了传统父权对单

一、模式化女性形象的叙述，多元化女性形象的植入

为中国女性话语的构建寻找出路。

四、结　语

五四时期的翻译热潮承载着仁人志士的政治抱

负，女性译者群体的崛起打破了翻译领域以男性为主

导的传统，高度的民族责任心和认同感在译介主题的

选择上凸显，契合了思想启蒙、开启民智、救亡图存

的时代话语。女性译者群体的翻译实践自觉承担起转

型时期的社会责任，不约而同把民族兴衰置于女性话

语构建之先，但女性整体解放意识的薄弱和自身的局

限性掣肘了女性话语的构建，新女性形象的期待和重

塑中有拟男倾向，西化的烙印也比较明显。但无论

如何，五四时期女性译者群体开始奋力言说，为今

后“半边天”女性形象埋下了伏笔，为中国翻译领域

女性视域的研究开拓了新天地。今日，我们大力弘扬

五四精神，昔日，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女性话语构建

的引路人应该被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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