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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族格言诗翻译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中华文化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沟通了各民族

之间的情感，促成了相互间的沟通理解，也促进了对外文化交流和藏学的发展。本文对藏族格言

诗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翻译现象进行简单梳理，以简史形式将藏族格言诗的翻译大致分为八个

阶段：１３、１４世纪 《萨迦格言》蒙译初始期；１７、１８世纪 《萨迦格言》蒙译跟进期；１９世纪

《萨迦格言》外译初期；２０世纪上半叶 《萨迦格言》全本德译及比较研究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萨迦格言》汉译初始期；２０世纪下半叶 《萨迦格言》多语翻译繁荣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藏族格

言诗汉译繁荣期；２１世纪初多部藏族格言诗多语翻译鼎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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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格言诗是藏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藏族人民中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对藏族

格言诗翻译历史进行梳理，无论对历史还是对现实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学

作品，藏族格言诗的翻译动机和时代环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王尧等在划分藏学史时建议划分为八个时期：萌芽时期 （１８４０—１９１１年）、创立时期

（１９１２—１９３７年）、艰难发展时期 （１９３８—１９４９年）、新生时期 （１９５０—１９６５年）、沉寂时期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复苏时期 （１９７７—１９８５年）、繁荣时期 （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和稳定发展时期

（１９９５年以后）。
［１］藏学史八个时期的划分对我们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藏族格言诗自诞生以来就不断地被翻译成蒙古语，后又被译入西方几种语言。藏族格言诗

汉译 （亦属民族翻译）史也比较复杂。李正栓、赵春龙曾另外撰文把藏族格言诗汉译分成五个

阶段，即萌芽期 （１９３８—１９４９年）、新生期 （１９５０—１９６５年）、沉寂期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全面

期 （１９７７—１９９５年）和深入期 （自１９９５年）。
［２］若把藏族格言诗割裂的翻译现象串在一起考虑，

情况更为复杂，因为藏族格言诗先后被译成近十种语言。因此，本文拟将藏族格言诗翻译史研

究纳入更大的范围来考量，以避免孤立进行个案研究时可能得出的片面结论。通过梳理割裂的

藏族格言诗多语种翻译活动，并且系统划分其翻译历史阶段，可以深入全面地探讨格言诗翻译

的特点和规律。（本文研究对象以正式出版为依据，蒙古语版本除外。）

一、关于 《萨迦格言》
《萨迦格言》由萨班·贡嘎坚赞 （１１８２—１２５１年）创作，作为传世之作，影响深远，是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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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诗的肇始和典范。贡嘎坚赞是萨迦王室的第四代祖师，他自幼聪慧好学，熟习释典，深研

经学，师从当时最有学问的名人，最终成为西藏第一位班智达 （ｐａｎｄｉｔａ，即 “博学之士”），因

此后世学者经常用 “班智达”指代贡嘎坚赞。

贡嘎坚赞不仅对藏族文化的发扬和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捍卫我国领土完整、稳固西

藏地方政权、改善民族关系等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他的率领下，包括他的侄子在

内的藏族代表历经磨难抵达凉州参加了１２４７年的凉州会谈，通过沟通和平解决了蒙藏之间的矛

盾，进一步确立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地位。在其后的藏蒙交流过程中，藏族文化传入蒙古

族人民当中，极大丰富和影响了蒙古族的文化、文学和思想，并促成了佛教在当地的传播。藏

族格言诗通过译成蒙古语进而辐射到世界，成为藏族格言诗在世界范围进行翻译和传播的重要

母本。

《萨迦格言》是贡嘎坚赞认真观察藏地文化和社会现象，经过深入思考，以格言诗形式创作

的一部诗集。诗篇充满哲理，能够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有利于帮助统治者治理社会。《萨迦格

言》原书共九章，由４５７首诗组成，每首诗由４行组成，每行７个字，不完全押韵，属于自

由体。

《萨迦格言》是世界文明互鉴的一个范例，其问世得益于印度文学经典。从形式和内容来

看，《萨迦格言》与印度佛哲龙树 （Ｎａｇａｒｊｕｎａ，约１５０—２５０年）的格言诗一脉相承。例如，《萨

迦格言》中有１００多首诗直接模仿和化用了龙树格言诗的内容，这一数量达到了诗篇总量的五

分之一。

二、《萨迦格言》蒙译初始期和跟进期
《萨迦格言》在贡嘎坚赞在世时就被译成蒙古文，时间大约是１３世纪下半叶，最早版本的

译者是密咒大师索南·嘎拉 （亦译索南·戈拉，ＳｏｎａｍＧａｒａ，藏语Ｂｓｏｄｎａｍｓ）。索南·嘎拉生

卒年不详，根据文献推测他属于忽必烈时期 （１２１５—１２９４年）。《萨迦格言》被译成蒙古文时书

名有变，汉语意为 《善说宝藏》，蒙古族称之为 《苏布喜地》（梵文音译）。《善说宝藏》于是成

为美国译者常用的ｔｒｅａｓｕｒｙ和ｅｌｅｇａｎｔｓａｙｉｎｇｓ的词源。《萨迦格言》蒙古文译本是１３世纪以来的

重要文献，在藏区和蒙古族地区流传，对蒙古族地区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深远。

索南·嘎拉翻译 《萨迦格言》用的是八思巴文。八思巴就是贡嘎坚赞的侄子罗卓坚赞 （Ｇｒｏ

ｍｇｏｎ，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年），即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１２４７年，他随其伯父贡噶坚赞参加了著名的

凉州会谈，不仅和平解决了蒙藏争端，还确立了萨迦家族在西藏的统治地位。１２６４年，罗卓坚

赞奉命创建蒙古文字。１２６９年，全国开始使用 “蒙古新字”，即 “八思巴”文。八思巴文在元代

用来拼写蒙古语、回鹘语和汉语。因此，《萨迦格言》被译成八思巴文的时间只能发生在１３世

纪和１４世纪，具体约在１２６９至１３６８年间。因为１３６８年元朝灭亡，蒙古贵族们退回到草原后重

新启用了古老的回鹘蒙古文。

文献显示，《萨迦格言》还有布里亚特共和国蒙古文译本，刊印年代不详。

１７、１８世纪是 《萨迦格言》蒙译跟进期。藏族格言诗对蒙古族文化、文学和思想影响很深，

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 《萨迦格言》蒙译活动仍在进行，主要有３个版本：１６３０至１６６１年间，出现

托忒文蒙古文译本 《萨迦格言》，译者是咱雅班智达；１８世纪中叶，北京出现莫日根·葛根·丹

毕坚赞翻译的 《萨迦格言》木刻本；１８世纪下半叶，在漠南察哈尔查干敖包庙出现 《善说宝藏》

察哈尔查干敖包庙译本，译者察哈尔格布西鲁布桑楚鲁图木不仅是学者和翻译家，还创作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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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兼具译者、作家和研究者身份。这几个蒙译本是传承藏族格言诗的重要载体，也是西方人

翻译藏族格言诗的重要底本。

三、十九世纪 《萨迦格言》外译初期

１９世纪是藏族格言诗走出去的重要开端，也是世界藏学形成的肇始。虽然几个译本都是选

译，其重要意义不可低估，它们在西方的流传使西方人开始了解中国文化思想，开始认识西藏

的文学与宗教。自此西方对藏族格言诗的翻译一半是受它们的影响，另一半是受蒙译本的影响。

这几个西方译本的译者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乔玛对 《萨迦格言》的选择性英译

１８１９年，匈牙利人亚历山大·科斯马·德·克鲁西 （ＡｌｘａｎｄｅｒＣｓｏｍａＤＥＫｒｓｉ，１７８４—

１８４２年，其名汉译有两种译法，一是乔玛，二是克鲁西，我们且称之为乔玛）历时两年，从匈

牙利徒步到了印度和中国喜马拉雅山区，在臧格拉村 （ＺａｎｇｌａＶｉｌｌａｇｅ）居住，与许多藏族学者

一起生活，学习藏族语言，研究藏族文化，并在此度过余生。一般认为，他来东方是为了寻根。

为着这一目的，他试图把藏文格言诗译成英语，试图在英译的过程中发现两个民族的思维模式、

方法以及语言表达结构的异同。实际上，根据乔玛传记作者迪瓦达尔·杜卡 （ＴｉｖａｄａｒＤｕｋａ，

１８２５—１９０８年）介绍，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匈牙利语的马札尔语 （Ｍａｇｙａ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是起

源于中亚的一种语言，或许是维吾尔语 （Ｕｙｇｈｕｒｓ）的一支。乔玛对此很感兴趣并试图对此进行

论证，这就是他来东方的原因。结果他虽然没有找到他要找的语言和地方，却翻译了藏族格言

诗 《萨迦格言》，成为第一个外译 《萨迦格言》的人和藏学创始人。

１８３３年，乔玛将 《萨迦格言》的２３４首译成了英语，开藏族格言诗英译之先河，刊登于

《孟加拉亚洲学会期刊》１８５５年第２４卷 （第１４１～１６５页，８５节）和１８５６年第２５卷 （第２５８～

２９４页，１４９节）。乔玛给他的选译命名为犃犅狉犻犲犳犖狅狋犻犮犲狅犳狋犺犲犛狌犫犺á狊犺犻狋犪犚犪狋狀犪犖犻犱犺犻狅犳

犛犪犽狔犪犘犪狀犱犻狋犪。
［３］该版格言诗英译使用的是散文体而非诗体。他选译的２３４首分为９章，采用藏

英对照形式。也就是说，他从 《萨迦格言》的９章中分别选译了一些诗节。乔玛开藏族文学英

译之先河，功绩卓著。［４］

在藏族文学外译和世界藏学发展过程中，乔玛贡献最大，他首译 《萨迦格言》，还把他积累

的很多文献寄给匈牙利科学院。这些资料后来成为西方藏族研究的重要资料，是世界藏学研究

的基础，也是使匈牙利东方学研究立于不败之地的宝藏。达文波特对乔玛也有好评，并认为乔

玛是 《萨迦格言》翻译的倡导者。［５］

但乔玛是第三方译者，藏语和英语都不是他的母语，他的母语是匈牙利语，所以他的译文

是否完全准确，值得存疑。

（二）施福讷对 《萨迦格言》的选择性德译

１８６３至１８６５年间，安东·施福讷 （ＡｎｔｏｎＳｃｈｉｅｆｎｅｒ，１８１７—１８７９年）出版 《萨迦格言》德

译节选本 （３３首）。施福讷出生在爱沙尼亚城市瑞威尔 （现称都塔林，爱沙尼亚首都）的一个德

语家庭，爱沙尼亚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施福讷从１８４０至１８４２年在柏林专心致志地学习东方语

言。１８４３年返回圣彼得堡之后，很快在帝国学院获得一个职位，１８５２年他受命讲授藏语和藏族

文学，１８７９年于圣彼得堡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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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可士对 《萨迦格言》的选择性法译

１８５８年，法国的富可士 （ＰｈｉｌｉｐｐéｄｏｕａｒｄＦｏｕｃａｕｘ，１８１１—１８９４年，亦译福柯，但容易与

另一个福柯混淆，故本文用富可士）在巴黎的本杰明杜邦出版社出版 《萨迦格言》法译节选本

（１３４首）。该书只有４６页，其选文来源是乔玛译本。正文是对１３４节诗的翻译，用散文体；正

文后是两页的文字，标题是犘犔犃犐犖犜犈犛犇犈犖犗犚犣犃犖犌———犃犔犃犚犈犆犎犈犚犆犎犈犇犈犢犐犇

犘犎犚犗犕犃，最后是两页的注释。需说明的是，正文所选诗节是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理解从

《萨迦格言》九章４５７首节中选择的，顺序是自前向后，序号是译者自己加的。

本书于２０１０年在美国重新出版。出版者说重新出版此书的目的是保护和促进世界文学。这

部著作能被列为世界文学之列，足以说明其价值和影响。

四、二十世纪上半叶 《萨迦格言》全本德译及比较研究期

２０世纪上半叶，藏族格言诗翻译最重要的活动是 《萨迦格言》全本德译。它的重要意义不

只是体现了 《萨迦格言》的完整性，还提供了对 《萨迦格言》整体思想和艺术形式进行研究的

底本。对此，苏格兰人坎贝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ａｃｈｌａｎ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８８０—１９３７年）贡献卓著。

１９２５年，坎贝尔翻译的 《萨迦格言》德译本全本出版，德语书名是犱犻犲狊狆狉狌犮犺犲狏狅狀狊犪犽狔犪，

译成汉语即是 《萨迦的格言》。坎贝尔曾于１９１６至１９１７年间在西藏中南部江孜镇工作。在那里

他买过一些格言诗书籍，其中还包括一些木刻版本，文字准确性不强。由于是第三方译者，其

译文质量也存在争议。

另外，在此有必要提及坎贝尔做的另一项工作，他翻译了印度佛哲龙树的 《智慧之树》，英

文是：犜犺犲犜狉犲犲狅犳犠犻狊犱狅犿，封面上写着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Ｗ．Ｌ．Ｃａｍｐｂｅｌｌ。《智慧之树》这本书是

从藏语译成英语的，１９１９年在加尔各答大学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出版。根据坎贝尔１９１８年

１０月在甘托克译本中的前言所述，《智慧之树》约在公元１１世纪被译成藏语，曾被许多藏族作

家引用过，并且有时是整句整句地使用。他称此种行为叫文学剽窃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ｐｉｒａｃｉｅｓ）行为。
［６］

可见，坎贝尔在研究 《萨迦格言》和 《智慧之树》的内在联系，这就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

发现问题。他把贡嘎坚赞的格言诗和龙树的格言诗相提并论，看出了藏族格言诗与龙树格言诗

继承性脉络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证实了一些人的推测，即藏族格言诗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

都继承了龙树格言，并把这种文学形式发展得更加完善。

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萨迦格言》汉译初始期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为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使百姓免遭战火，中央决定对西藏实施和

平解放。１９５１年１０月，西藏和平解放，藏族格言诗开始逐渐被译成汉语，这与西方人对待 《萨

迦格言》态度相近，属于探索性翻译。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人民日报》副刊连续刊登王尧 （１９２８—２０１５年）选译的２００余首 《萨迦

格言》。后来经过进一步加工整理，１９５８年，王尧汉译的 《西藏萨迦格言选》由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王尧的汉译开格言诗汉译之先河，意义重大，当之无愧地成为开山之祖。

·１２·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总第１２６期）　民族翻译



六、二十世纪下半叶 《萨迦格言》多语外译繁荣期

２０世纪下半叶，外译版本不断出现，促进了藏族格言诗的传播，为２１世纪多语翻译奠定了

基础。

（一）美国学者薄森的英译

１９６９年，加利福尼亚大学詹姆斯·艾佛特·薄森 （ＪａｍｅｓＥｖｅｒｔＢｏｓｓｏｎ，１９３３—２０１６年）

出版了其１９６５年完成的博士论文 《警句宝库》。这是 《萨迦格言》的第一个完整英译本。薄森

的译本包括蒙译英和藏译英，其参照的底本是藏文原文版的 《萨迦格言》和蒙文版的 《萨迦格

言》。后者是匈牙利学者路易斯·李盖提 （ＬｉｇｅｔｉＬａｊｏｓ，１９０２—１９８７年）１９４８年在匈牙利影印

的。薄森的译文采用的是散文体直译，论文中附有较详尽的考据资料。他翻译 《萨迦格言》的

目的是进行语言研究，以及宣传宗教。该英译本被收录于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物乌拉尔语系和阿

尔泰语系系列之第９２卷。

这本书的序言很有价值，介绍了译者掌握的资料，还比较了藏蒙语言和语法现象。薄森用

蒙古语、藏语和满语做研究并进行翻译，他出版的几部著作都是开创性的，包括 《布里亚特语

读物》和 《警句宝库：藏蒙语萨迦·班智达的萨迦格言》，这两部书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分别

于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９年出版。

（二）美国公民塔尚·塔尔库的英译

塔尚·塔尔库 （ＴａｒｔｈａｎｇＴｕｌｋｕ，１９３４－不详）出生于中国西藏东部，熟谙佛学，后来去往

印度，１９６９年定居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他的 《萨迦格言》英译本名为犈犾犲犵犪狀狋犛犪狔犻狀犵狊 （即

《雅言宝库》）该书由Ｄｈａｒ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于１９７７年出版。他译本的选诗与乔玛译本所选格言诗诗

节数量相同，选目也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塔尔库采用的是诗节形式，用词也有些变化。译诗为

非韵体，属于自由体译诗，以诗译诗，还原了诗歌的节奏美感，是他的一大贡献。他还替换了

一些词语，此举也许是为了躲避抄袭之嫌，也许是根据藏文原义对乔玛译文的有意纠正。如前

所述，乔玛是第三方译者，而塔尔库的藏语肯定比乔玛好。

（三）匈牙利藏学家李盖提的匈牙利版本

１９４８年，李盖提的 《萨迦格言》影印本在布达佩斯出版，影印底本来自于匈牙利科学院，

这是李盖提在１９２８到１９３１年间在内蒙古地区考察时，从一个王爷府上购买的。在影印本的序言

中，李盖提对文稿的来源和价值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说明此书中的文字包括藏文和回鹘

（Ｕｉｇｈｕｒ）蒙古文。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底本，是通过蒙译向西方传播的关键母本。

１９７３年，李盖提的 《名句宝藏：索纳木·嘎啦所译萨迦格言》由布达佩斯的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索纳木·嘎啦是忽必烈 （１２１５—１２９４年）时期的著名人物，他曾把藏文 《萨迦格言》译

成回鹘蒙古文。这个译本的前言和介绍是法语。正文部分是１９４８年的影印本内容，即回鹘蒙古

语或对其内容进行的转写，共包括４５７首诗。正文后附有目录和参考文献，最后的列表表明这

本书是李盖提蒙古学研究系列文集的第四本。

１９３３年，李盖提对乔玛寄给匈牙利科学院的有关藏族的资料进行了介绍，让世界首次认识

了这些藏族格言诗。１９４２年，李盖提开始着手编辑资料索引，开启了藏学研究，并且把乔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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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藏学专家。他还引导约瑟夫·特尔杰克 （ＪｚｓｅｆＴéｒｊｅｋ）确定了研究方向，启发他对乔

玛进行详细的分类研究，将藏学研究推向高潮。

（四）戴利科娃的选择性俄译

《萨迦·班智达箴言录》（НазидательныереченияСакьяПандиты）是关于藏族格言诗的一

篇重要的俄语论文，由前苏联藏学家戴利科娃 （ДылыковаВ．С．）在１９７３年创作发表。这篇论

文中有３７首俄译 《萨迦格言》诗篇。此论文还被收录于 《苏联中国文学研究 （苏联科学院院士

Ｎ．Ｔ．Ｆｅｄｏｒｅｎｋｏ诞辰６０周年六十周年纪念文集）》（Изучениекитай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вССР：

Сборникстатей．К６０－летиючл．－корАНСССРН．Т．федоренко），该文集出版于莫斯科。

（五）格奥尔·卡拉的选择性德译

１９７７年，格奥尔·卡拉摘译９首 《萨迦格言》，从选译的诗可以看出，卡拉非常重视 《萨迦

格言》中体现的伦理价值以及在提高人文修养方面所起的作用。

（六）坦多瑞·德兹的 《萨迦格言》匈牙利语译本

１９８４年，李盖提的蒙藏双语译本被匈牙利诗人、翻译家坦多瑞·德兹 （ＴａｎｄｏｒｉＤｅｚｓ，

１９３８—２０１９年）转译成匈牙利语，由布达佩斯的欧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匈牙利语译本不同

于李盖提１９４８年影印本，是第一个匈牙利语全本，不仅使 《萨迦格言》完整地被认识，对匈牙

利的世界藏学研究也起到了推进作用。２０１１年，匈牙利ｆａｐａｄｏｓｋｏｎｙｖ．ｈｕ出版社再次将此书印

刷出版。

七、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藏族格言诗汉译繁荣期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的改革开放初期阶段，藏族格言诗的翻译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其中还包括对一些格

言诗的复译或重译。

（一）《萨迦格言》汉译

１９８０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次旦多吉等人的汉译本 《萨迦格言》。此书开印８０００册，

１９８５年第二次印刷，印数达到１８０００册，即二印１００００册。王尧的完整本 《萨迦格言 （汉藏文

版）》于１９８１年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

（二）《格丹格言》与 《水树格言》汉译

《格丹格言》作者是班钦·索南扎巴 （１４７８—１５５４年），创作于１６世纪中叶，含１２５首诗，

每首诗４行７字，教人走正路、争做智者，每首４行，每行７字。前两行立意，后两行比喻，语

言朴实，意象生动。

《水树格言》作者是孔唐·丹白准美 （１７６２—１８２３年），即第三世贡唐仓活佛，博学、多才。

该书以水和树作比喻来讲人生道理。其中 “水”含１３９首诗，“树”含１００首。在 《水树格言》

中，作者通过佛教哲理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寓意深刻，思想深邃，特色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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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予方 （１９２９—　）的汉译 《格丹格言》和 《水树格言》合集于１９８６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

（三）《国王修身论》汉译

《国王修身论》（亦译 《论王道》）由米庞嘉措 （１８４６—１９１２年）所著，藏语本第一次出版于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据达文波特研究，此书为东藏德格王国的王子江白仁钦

（ＪａｍｐａｌＲｉｎｃｈｅｎ，‘ｊａｍｄｐａｌｒｉｎｃｈｅｎ）邀请米庞嘉措所写，用以指导他如何治国理政。
［５］ 《国王

修身论》由耿予方翻译成汉语，于１９８７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国王修身论》继承以往格

言诗之优点，又有极大创新。全书共２１章，包括１１０２节格言诗，近６０００行，是篇幅最长的藏

族格言诗。该书具有不朽的文学、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价值。

（四）其他藏族格言诗汉译

１９８４年，李午阳、王世镇、郑肇中翻译的 《藏族物喻格言选》藏汉文对照本由甘肃民族出

版社出版，其中，各格言诗选录情况如下：《木喻格言》５８首，《水喻格言》６６首，《火喻格言》

１０首，《铁喻格言》１２首，《宝喻格言》１６首。

八、二十一世纪初多部藏族格言诗多语翻译鼎盛期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民族交流、对外交往的进一步密切，藏族格言诗的翻译进入鼎盛

期，语种不断增加，翻译对象从单一的 《萨迦格言》到其他格言诗集；汉译本不断重印，其他

语种旧版本也屡有重印。

（一）《萨迦格言》多语翻译

１达文波特等的英译

２０００年，美国人约翰·Ｔ·达文波特 （ＪｏｈｎＴ．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等翻译的 《萨迦格言》英文全译

本由智慧出版社 （ＷＩＳＤ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出版，英文书名强调智慧和良言：犗狉犱犻狀犪狉狔

犠犻狊犱狅犿：犛犪犽狔犪犘犪狀犱犻狋犪狊犜狉犲犪狊狌狉狔狅犳犌狅狅犱犃犱狏犻犮犲，该译本突出了ＧｏｏｄＡｄｖｉｃｅ，认为这是

《萨迦格言》的真谛和要旨，并且针对普通民众，帮助民众增长智慧 （ｗｉｓｄｏｍ）。书中还附有对

格言诗的解释性评注，这种评论性深度翻译在西方较受欢迎。

该译本署名是ＪｏｈｎＴｈｏｍａｓ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ｗｉｔｈＳａｌｌｉｅＤ．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ａｎｄＬｏｓａｎｇＴｈｏｎｄｅｎ。应当

说这是一次合作翻译，各有所长。ＬｏｓａｎｇＴｈｏｎｄｅｎ（洛桑·松顿）是藏族人，藏语水平高，英

语水平也不错。北塔猜测该译本是达文波特听洛桑口述后与ＳａｌｌｉｅＤ．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一起用英语进行

翻译。［７］

达文波特翻译 《萨迦格言》的目的之一就是教化美国民众，引导美国读者学习佛教思想。

为更好地引导读者，他不厌其烦地进行注释，副文本极为丰富。

李正栓和赵春龙曾发表论文对该译本给予较高评价，对该译本之诗体、修辞、韵律、句法

等内容进行了评论。［８］

２图马诺瓦的选择性俄译

２００１年，俄罗斯学者图马诺瓦 （ＴＹＭＡＨＯＢＡＯ．Ｔ）在其一部专著里选译了部分 《萨迦格

言》诗篇。虽说数量不多，也是一次重要的俄语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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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今枝由郎的日译

今枝由郎 （１９４７—　）是日裔法国藏学家，对世界藏学研究贡献很大。他的 《萨迦格言》

日译本于２００２年由东京株式会社岩波书店 （いわなみしょてん，ＩｗａｎａｍｉＳｈｏｔｅｎ）出版，其翻

译底本是薄森的博士论文和一个西藏文本。

４西里耶娃的选择性俄译

２００４年，俄罗斯翻译家瓦西里耶娃选译 《萨迦格言》第９章，收录在她的论文集 《印度与

西藏：文本与译文》（Индия－Тибет：текстивокругтекста）里。

５ 《萨迦格言藏汉英对照本》

２００９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 《萨迦格言藏汉英对照本》。这个三语本的汉译本译者是仁

增才让和才公太，英译用的是达文波特英译本，表明国内对 《萨迦格言》开始有了国际传播

意识。

６ 《萨迦格言》藏汉双语本

班典顿玉、杨曙光的 《萨迦格言》藏汉双语本于２０１０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２年９

月出版第２版，２０１３年６月第２次印刷，印量增至１２０００册。此书配有插图，使文本内容更加

直观。

７ 《萨迦格言：西藏贵族世代诵读的智慧珍宝》汉藏双语本

王尧汉译的 《萨迦格言》２０１２年更换书名重新出版。该书前一部分是汉语，后一部分是藏

语。这一版在封面上加上了一个副标题，从一个侧面强调了 《萨迦格言》对人们成长的重要性，

只是 “贵族”二字剥夺了作品原有的大众性。

８ 《图说萨迦格言》英汉藏三语本

２０１８年，李正栓等译的 《图说萨迦格言》英汉藏三语本在尼泊尔和国内西藏藏文古籍出版

社分别出版。《图说萨迦格言》以英汉藏三语呈现，语言简洁流畅，配有大量插图以增强译本的

趣味性和可读性，以域外读者现实文化需求为导向，注重语言的简洁性、内容的趣味性和出版

的大众化。

９ 《萨迦格言》译本重印

步入２１世纪后，《萨迦格言》各种版本不断在美国、匈牙利、中国、法国被重印。不难看

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出版机构仍然对 《萨迦格言》情有独钟，相对而言对其他格言诗重

视程度不够。

（二）其他藏族格言诗多语翻译

１ 《水木圣典》英译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日，美国Ｋａｒｕｎ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出版了叶什·科德拉普和威尔逊·赫里 （Ｙｅ

ｓｈｅＫｈｅｄｒｕｐａｎｄＷｉｌｓｏｎＨｕｒｌｅｙ）英译的犜犺犲犠犪狋犲狉犪狀犱犠狅狅犱犛犺犪狊狋狉犪狊，译成汉语即 《水木圣

典》。通过比较和研究，发现 《水木圣典》就是丹白准美 （ＴｅｎｐａｉＤｒｏｎｍｅ）的 《水树格言》。该

书是一个藏族学者和一个美国人合译的。出版商Ｋａｒｕｎａ意为 “慈悲”或 “慈心”，可见这家出

版社与佛教关系密切。

２ 《国王修身论》（英汉藏）三语本

李正栓、刘姣英译的 《国王修身论》（英汉藏）三语本于２０１７年７月由天利出版文化公司在

尼泊尔出版。此英译本底本是耿予方教授汉译本，李正栓最大限度地忠实于汉语原文，意即间

接地忠实于藏语原文。这是国内外首个英译，填补了 《国王修身论》英译领域的空白。

·５２·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总第１２６期）　民族翻译



２０１７年８月，第２１届尼泊尔国际书展在加德满都举行，该书隆重亮相，颇受欢迎。该书从

南亚地区向全世界传播，使藏族格言诗这一中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瑰宝走向世界。

３ 《水树格言》（英汉藏）三语本

李正栓和李圣轩英译的 《水树格言》（英汉藏）三语本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由尼泊尔的出版社

出版。

４ 《格丹格言》（英汉藏）三语本

李正栓和韶华英译的 《格丹格言》（英汉藏）三语本于２０１９年６月在尼泊尔出版。李正栓仍

然是紧跟耿予方汉译本，最大程度地忠实于该汉译本，以求做到间接忠实于原文。

（三）藏族格言诗合集的翻译

１ 《藏族格言诗水木火风四论译著》汉译

２０００年，台湾出版了 《藏族格言诗水木火风四论译著》。以水、木、火、风作喻，分别收录

诗１３９首、１０６首、７０首、６５首。

２ 《藏族格言诗英译》双语本

２０１３年，《藏族格言诗英译》双语本由长春出版社出版，译者是李正栓带领的一个团队，内

容包括三大格言诗，当时 《国王修身论》英译尚未完成。此译本得到汪榕培教授、黄国文教授

和王宏印教授赞许。

３藏族嘉言萃珍 （藏汉对照绘图本）系列

２０２０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藏族嘉言萃珍 （藏汉对照绘图本）系列共４本。《格丹格

言》和 《水木格言》两译本于２０２０年１月出版，作者署名分别是班禅·索南扎巴、贡塘·丹白

准美，译者皆为龙仁青。龙仁青是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省 《格萨尔》工作

专家委员会委员。两本译文每首诗都用阿拉伯数字标了序号，每首诗占一页，按藏汉顺序排版，

汉语每行七个汉字，不押韵或押韵自由。

《萨迦格言》和 《王侯美德论》两译本于２０２０年４月出版，作者署名分别是萨班·贡嘎坚

赞、米庞嘉措，译者皆为仁增才郎。仁增才郎是青海贵德人，青海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中国藏族

网通主任编辑，担任藏汉英三语文化栏目编辑和审稿工作。两本译文每首诗都用阿拉伯数字标

了序号。其中 《萨迦格言》每页两首诗，按藏汉顺序排版，汉语每行７个汉字，押韵自由；《王

侯美德论》每页三首诗，分双栏，左边是藏语，右边是汉语，汉语每行７个汉字，押韵自由。

４ 《藏族四大格言诗 （藏汉英）》在美国出版

２０２１年，美国南方出版社 （ＤｉｘｉｅＷ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将李正栓主编、赵春龙副主编

的 《藏族四大格言诗 （藏汉英）》（犉狅狌狉犌狉犲犪狋犅狅狅犽狊狅犳犜犻犫犲狋犪狀犌狀狅犿犻犮犞犲狉狊犲狊犻狀犜犻犫犲狋犪狀，犆犺犻

狀犲狊犲犪狀犱犈狀犵犾犻狊犺）列入 “东西文翰大系”（Ｏｒｉｅｎｔ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Ｌｉ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出版。本书以藏语、

汉语和英语三种语言呈现，把 《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和 《国王修身论》放在一

起，以便读者集中阅读中国藏族特色鲜明的优秀文学。

（四）李正栓转译反哺本

为了加强对外国译者的藏族格言诗藏译英版本的研究，同时加强与中国出版的藏译汉版本

进行对比研究，李正栓等人把几部藏译英 《萨迦格言》转译成汉语。２０１４年，加拿大Ｔｏｒｏｎ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出版了李正栓和耿丽娟转译的塔尔库英译本犈犾犲犵犪狀狋犛犪狔犻狀犵狊，书名叫 《雅言宝

库 （萨迦格言）》，译者在 “雅言宝库”后以括号形式注明是 “萨迦格言”；２０１６年，花山文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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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出版了李正栓、赵春龙转译的达文波特英译本犗狉犱犻狀犪狉狔犠犻狊犱狅犿：犛犪犽狔犪犘犪狀犱犻狋犪狊犜狉犲犪狊

狌狉狔狅犳犌狅狅犱犃犱狏犻犮犲，书名为 《普通智慧：萨迦·班智达良言宝库 （原名：萨迦格言）》，在直译

其书名后以括号形式注明 “原名：萨迦格言”。

李正栓等转译的原则是：忠实对等地翻译，不对原作语言进行美化或丑化，以期探析外国

译作所用的句法结构和用词。除乔玛和薄森外，塔尔库、达文波特和赫里都与藏族学者合作翻

译，国内译者除王尧外，也基本上是汉族学者和藏族学者合作翻译，应当说在原文理解上都不

会有很大问题。李正栓等只是提供了转译译本，尚无进行过比较研究。目前，粗浅地发现，达

文波特译文所表达的意思和次旦多吉译文所表达的意思还是有出入的。这些由英译版本转译的

汉译本作为对藏族文化的反哺，在具备研究价值的同时，也扩大了读者群，促进了藏汉民族

交流。

本文对藏族格言诗各语种翻译进行了梳理，也发现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师承关系。这表明藏

族格言诗翻译已经形成一个系统。当前，藏族格言诗翻译仍然如火如荼，这不仅是弘扬中国文

化之需要，也是构建世界文学的一个路径，体现了学者们对中国民族文化和文学的高度重视。

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文学文本阅读增进相互之间更进一步的了解，定能助力 “一

带一路”倡议和建设，以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藏族格言诗翻译史研究”（１６ＢＹＹ０１８）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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