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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宏印先生是典籍翻译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更是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拓荒者和领路人。本文追溯

先生从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术轨迹，并基于其相关论述的被引用情况，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相结合，探讨其学术影响和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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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典籍翻译研究近年渐成气候，王宏印先生在其中扮演了拓荒者和领路人的角色。他生

前任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翻译学科带头人，中国文

化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等职，主要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但又 “文理皆通，中西兼容，贯通古

今，立足当下”［１］１，集翻译实践、翻译批评、理论研究、文学创作于一身，专著、编著、译著、

论文数量甚多，可谓著作等身。本文将重点观照其在民族典籍翻译这一领域的研究，追溯其从

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术发展轨迹，并结合其相关论述被引用的情况，总结其在这一领域产

生的重要影响和所做出的学术贡献。

一、引用内容分析及数据来源
引用是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扬弃，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对文献引用情况进行分析，

是近几十年来的研究热点。引用分析，即用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来分析学术期刊、论文、著者

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证与被引证现象，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分析方

法。［２］学术界判断一位学者或一种期刊的学术影响，往往会借助其学术著作、论文被引用的情况

作为一个观测指标，但是单单看被引频次并不足以进行科学的评判，因为引用行为非常复杂，

涉及引用动机、引用目的，甚至期刊格式要求、学科差异，等等。很多学者基于引用动机和引

文功能对引用行为进行了分类，但其实这两种分类可以说是 “一体两面”［３］４。至今仍有重大影响

的是穆拉维斯基 （Ｍ．Ｊ．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和穆鲁哥山 （Ｐ．Ｍｕｒｕｇｅｓａｎ）的分类法：（１）概念性引用或

方法性引用；（２）有机引用或敷衍引用；（３）演进式引用或并列式引用；（４）肯定的引用或否

定的引用；（５）珍稀型引用或冗余型引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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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于引用内容的全文引文分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则还关注引用位置、引

用强度和引用语境。引用位置就是指引用发生的位置［３］，引用出现在 “引言”“材料和方法”

“结果”和 “讨论”部分，能够反映施引者对被引内容的认识。基于翻译研究的特点，本文将引

用位置仅划分为引言、论证和结语三个部分。引用强度指的是引文在施引文献中的重要程度［３］，

我们将沿用有机引用和敷衍引用二分法，前者指引用被引文献的观点或文字并将其有机融入论

文，后者指仅仅提及，并不引用任何观点或文字。引用语境是 “引用时的上下文内容，即施引

文献对被引文献的描述性或评论性文字”［３］２３，揭示的是引用的深层动机和目的，即施引作者对

被引论文是持赞同或否定态度。

综合三个关注点及多位学者的分类法，本文将借鉴ＣｈｉｓｈｉｏｕＬｉｎ等的综合分类法，将有机

引用再细分为概念性、事实性和方法性引用 （见表１）
［４］。

表１　引用分类方案

Ｏｒｇａｎｉｃｖｓ．Ｐｅｒｆｕｎｃｔｏｒｙ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ｖｓ．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ＣＣ ＯＣＮ

Ｆａｃｔｕ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Ｃ ＯＦ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ＭＣ ＯＭＮ

Ｐｅｒｆｕｎｃｔｏｒｙ ＰＣ ＰＮ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引文数据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①。在库中选择 “高级搜

索”，根据学科特点将 “被引文献类型”确定为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图书及外文

文献。最后，在检索项设定 “被引主题”为 “民族典籍”，“被引作者”为 “王宏印”，共检索出

文献１６篇／部，总被引２４２次，篇均被引１５．１３次。这一数据远低于用 “被引作者＝王宏印”＋

“被引单位＝南开大学”的检索结果，后者分别为文献总数５１篇／部，总被引１２３１次，篇均被引

２４．１４次。由此也可以看出，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小众的研究领域。正因如此，王

宏印先生的开拓性价值就更为凸显。为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学术性，本研究仅对期刊论文引用王宏

印先生关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１６篇／部论述情况进行讨论，学位论文对其论述的引用暂不讨论。

二、王宏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王宏印先生是国内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拓荒者、开路人，也是笃行的实践者和领路人，他

亲自或带领博士研究生率先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过文

献梳理，可以将先生从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历程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萌芽期———慧眼识英

从文献看，王宏印先生最早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和典籍的重要性及其研究价值是在２００４

年。在其论文 《试论文学翻译批评的背景变量》中，他首次提出 “民族文学，这里专指中国少

数民族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主流和汉族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和中国文学文化全景的重要组成部

分，舍此则中国文学是残缺不全的。”［５］３８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少数民族文学向西方语言、汉语和

其他民族语言的译介——— “这些重大的研究课题，长期以来被边缘化，不予特别的关照，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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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没有成为中国翻译学建设的一项任务正式提出来。”［５］３８同年，王宏印先生开始有意识招收

在民族地区工作并有意从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如邢力、李宁。

２００６年，王宏印先生与博士生邢力合作发表论文 《追寻远逝的草原记忆：〈蒙古秘史〉的复

原、转译及传播研究》，首次提出 “民族典籍翻译”这一概念，指出 “少数民族历史上的文献，

包括文学和文化文献，是中华民族文化史和文献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族典籍翻译因此上是

翻译学中典籍翻译研究的重要的构成部分，舍此则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是不完整的。”［６］２８文中明确

指出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是一个 “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 “长期以来被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致使许多选题机会和研究成果失之交臂。”［６］２８－２９这充分体现了王宏印先生敏

锐的洞察力。但仅仅发现问题还不足贵，更为可贵的是，他已经开始思考这一研究领域的学科

归属，认为民族典籍翻译研究 “身兼二任，学跨两科，成为民族学与翻译学融会贯通的交叉研

究领域”［６］２８。不但如此，他还为后学提供了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思路，即关注少数民族典籍的

民译 （含民语文今译）、汉译和外译，以及汉族典籍的民译、外译和今译。

一方面，民族语文翻译界长期从事民汉、汉民翻译实践，但对外译缺乏关注；另一方面，

外语翻译界关注外译，却多侧重于汉族文化典籍，尚未注意到少数民族典籍。王宏印先生则率

先突破了学科壁垒，在外语界占主导的中华典籍翻译研究这块版图上开疆拓土，开辟出了民族

典籍翻译研究这一片被遮蔽、被忽略的处女地，还对这片领地的归属及区域划分进行了探索，

其首创之功不容忽视。

（二）成长期———香远益清

２００９年，王宏印先生主编的ＭＴＩ系列教材 《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出版，先生明确指出该书

的考虑正是 “以汉族文献为主，兼顾其他民族文献的多元文化格局”［７］３，书中再次指出，少数民

族文学是中国文学文化全景的重要组成部分。［７］

２００９年，邢力主持的 “《蒙古秘史》的多维翻译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

２０１０年，李宁撰写的 《〈福乐智慧〉翻译研究》作为王宏印先生主编的 《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系列

丛书》第一部著作，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这不仅仅是先生人才培养的成果，更是民族典籍翻译

研究取得初步成果的重要标志。在同年举行的第六届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

先生专门谈到了少数民族典籍的整理、翻译和研究。他认为 “到目前为止，我国少数民族文化

典籍的整理、研究和翻译已经形成了一个突出的领域和一些重要的课题”。［８］７５７先生在会上的主旨

报告便是 “作为领域和课题的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研究”［９］１１，他以博士生李宁所研究的 《福乐智

慧》为例，论述了民族典籍研究可细分为哪些领域，从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博士生应具备哪

些学术基础，如何开展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以及至今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创

新。这一报告不仅客观地总结了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现状，还提供了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参

考。具体而言，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可以包括作者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译者研究、文学

研究、传播研究、语言研究、批评研究、理论研究、翻译研究十个研究论题。翻译学博士生应

有广博的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学、蒙古学、敦煌学等中国研究、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外国

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中国民族文化、文学、中外及国内民族关系史、交流史等领域的

基本知识，同时要形成自己的独立研究领域。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思路包括特定民族典籍翻译

史研究，特定民族典籍文本的翻译研究，特定民族典籍翻译的综合性研究，特定作者的创作或

翻译研究，特定翻译家成果研究，民族典籍翻译的某个领域或某些方面的比较研究，特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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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文体研究，应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开展实证性翻译研究，以民族典籍为切入口对少数民族

与汉族的交流关系进行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的或整合性的研究，等等。［９］

关于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王宏印先生总结为：一是从宏观上论证了民

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弥补性关系，二是在 《蒙古秘史》《福乐智慧》等具体文本翻译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和讨论了 “古本复原”“再生母本”“往复翻译”“无根回译”等概念。［９］

２０１１年，第七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大学举行，王宏印先生当选为中国典籍翻

译研究会新任会长，其大会主旨发言 “中国文化典籍翻译论纲”涵盖了文化典籍翻译的八个方

面。在界定何为文化典籍之后，他所论述的第二个问题便是 “要强调民族典籍的翻译”。他指出

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涵盖 “民族典籍向外文、向汉语的翻译，汉语向民族语的翻译，以及民

族语之间的相互翻译”［１０］１１，他还高瞻远瞩地看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这一增长点，指出 “民族典

籍翻译将会成为最近几年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一个热点。除了实证的个案研究之外，在理论上

的发现也会有些重要的成果”［１０］１１，“一步一步地进行资料性的研究，从资料上升到理论和经验归

纳，形成中国式的翻译研究理论，……民族典籍翻译具有开拓性的作用”。［１０］１１在其后的采访中，

王宏印先生也再三强调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将会成为热点，而且会从中产生重要的成果。［１１］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首届全国民族典籍翻译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举办，王宏印先生因病未能出

席，但首届专门研讨民族典籍翻译的会议的召开，说明先生所倡导并引领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

已如鲜花绽放。

在这一阶段，王宏印先生身体力行，带领博士生进行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他们从个案研究

入手，从中总结和提炼出新的学术概念，研究日渐深入。同时，王宏印先生及其博士生通过会

议发言、论文、专著等形式，让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理念走进民族地区院校的视野，成为其特

色研究增长点。

（三）成熟期———果实累累

如先生所言，民族典籍翻译研究逐渐成为新的热点。２０１３年，“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系列丛

书”第二部著作———崔晓霞撰写的 《〈阿诗玛〉翻译研究》出版。同年，第八届全国典籍翻译学

术研讨会在河北师范大学举行，研讨会首次设立了民族典籍翻译研究讨论组。正如赵长江、李

正栓所言，“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民族典籍翻译在全国已初具规模。”［１２］６３在该研讨会论文集中搜

索，即可检索出 “民族典籍”共计出现１９５次，而此前的论文集中出现不多于１０次。会议期间，

王宏印先生还接受了采访。他认为，民族典籍翻译研究 “形成重大翻译理论的可能性极大。”［１３］２

甚至于 “可以预见，民族典籍翻译理论研究将为未来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成为新

的理论热点、创新点和增长点，进一步促进并完善翻译理论研究。”［１３］２

２０１４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４期以王宏印先生为封面学者推出了

“民族典籍翻译”专栏，同时刊发先生的文章 《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科基础与发展目标》［１４］及

张媛采访稿 《民族典籍翻译的现状、问题与对策》［１５］，全面阐述了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种种问

题，包括何为民族文学 （典籍），民族典籍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民族典籍翻译的学科基

础，译者和研究人员应具备的专业素质，研究方法，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发展目

标及规划，等等，即全面回答了Ｗｈａｔ，Ｗｈｙ和Ｈｏｗ的问题。

关于Ｗｈａｔ的问题，王宏印先生所指的民族文学 （典籍），专指狭义的少数民族文学 （典

籍）；其学科基础包括民族学、民间文学、翻译学和传播学；因此译者和研究人员应具备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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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民族起源、历史、文化、习俗、宗教、文学等相关文献的专业素质，懂民族语和外语，接

受过翻译的专业训练和翻译观的素质培养，还应具备翻译和创作、评论、研究多方面结合的素

质。此时，先生已意识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最终是要 “朝向人类学诗学的目标汇聚，以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际跨文化交流的宏大愿景。”［１４］２那么，为什么要研究民族典籍翻译

（Ｗｈｙ）？一是有助于加深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二是可以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

化和文学史的书写。三是可以促进民族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了解和团结。至于Ｈｏｗ的问题，先

生指出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兼涉古典学、文献学、语言学和人类学，具体而言，就是要

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语言学的研究机制、翻译学和译介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原文文本

的挖掘、考据、分析，探究翻译过程，考察译本的传播和接受，等等。［１４］

２０１４年秋，在大连民族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族典籍翻译研讨会上，王宏印先生明确提

出了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任务，即 “调研民族典籍，优选翻译文本，开展批评研究、探讨翻译

理论”［１６］２６０。

２０１６年，王宏印先生主持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由大连海事

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他本人撰写的 《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概论———朝向人类学翻译诗学的

努力》（上下卷），邢力的 《蒙古族典籍翻译研究———从 〈蒙古秘史〉复原到 〈红楼梦〉新译》，

李宁的 《维吾尔族 （西域）典籍翻译研究———丝路遗珍的言际旅行》，王治国的 《藏族典籍翻译

研究———雪域文学与高原文化的域内外传播》和刘雪芹的 《西南诸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她们

从远古的歌谣中走来》。“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系列丛书”的第三部著作———梁真惠的 《〈玛纳斯〉

翻译传播研究》也于２０１５年出版。至此，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已结出累累硕果。

在这一阶段，王宏印先生及其带领的团队产出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意在 “能涵盖主要的

民族地区与民族典籍，以及民族典籍的翻译情况和翻译特点”［１７］５，也的确实现了这一愿景，可

谓硕果累累的成熟期。

（四）升华期———高屋建瓴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王宏印先生的文章 《中华民族文化典籍与翻译研究——— “四大落差”及思

考基点》分上、中、下篇由 《民族翻译》连载，指出了其他民族典籍与汉族典籍之间存在着时

间时代落差、文明文化落差、文本文学落差、翻译传播落差。［１８］在详细分析四大落差之后，先生

还提出了对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几点思考。概括地说，就是要关注民族典籍在形成时间、传播

形态、域外影响等方面的特殊性，放宽选材下限，重视口传传统，考察民族间相互影响，重视

海外文献资料，加强国际合作等。［１９］四大落差的总结，以及关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这些思考，

都是先生经过大量阅读和考察，“基本摸清了中国各主要民族的布局、来源、文化和文献等基本

状况，并且和汉族、汉语、汉文化进行比较”［２０］８之后才得出的结论。

先生的另外一篇文章 《典籍翻译：三大阶段、三重境界———兼论汉族典籍、民族典籍与海

外汉学的总体关系》亦于２０１７年在 《中国翻译》发表。文章将典籍翻译划分为 “以汉族汉语汉

字和汉文化为基点的奠基时期，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为特点的扩张时期，以及以海

外汉学为代表的晚近外传时期，相应地，便形成了以汉族圣贤文化为中心的古典时期的我族中

心主义、以少数民族文化为特征的多元文化互补民汉交融时期的多族共和主义，以及晚近以来

以海外汉学与国内国学交互传播为标志的世界主义境界”。［２１］１９如此睿智深邃的思考、言高旨远的

表述，无疑是王宏印先生 “文理皆通，中西兼容，贯通古今，立足当下”［１］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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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论文 《多元共生，稳定发展，共同繁荣》明确指出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 “已经

形成了一个热点，一个显学，或者说，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学科而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２０］７，可

见先生也认为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已经成熟。文章主要论述了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

化中的地位，提出了研究、翻译和创作三结合的方法，以综合开发利用民族典籍的文学和文化

价值，还论述了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研究对汉族文化研究和传统国学研究的逆向影响、相互之间

的学科关系，最后将其归结为古典学学科群的探讨。其实早在２０１４年，王宏印先生就指出，民

族典籍的译者和研究人员应 “具备翻译和创作、评论、研究多方面结合的素质”［１５］２５，要 “围绕

作品及其流动，使创作、翻译和研究三者结合起来”［１４］６。２０１５年在接受采访时，先生还指出，

创作、翻译和研究 “这三股力量应该结合起来才行”。［２２］８８而在２０１９年的这篇文章中，王宏印先

生深入阐述了背后的理念———过去收集整理的民族典籍可能带有时代的烙印，“最好的办法就是

找到原始资料，进行重新构思和整理”［２０］９，实现 “对民族典籍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进行综合

性的开发利用”［２０］７。

王宏印先生在这一阶段的论述是在大量阅读和考察的基础上对历史和现状的高度概括，也

为今后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擘画了路线图，后来者可以由此挖掘出很多重要选题。

三、王宏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被引分析
按照我们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对王宏印先生１６篇／部与民族典籍翻译密切相关的论文著作

被引用情况 （共计１９２次）进行了统计，未发现有负面引用或方法论引用。我们还对引用内容

进行了关键词标注，可以发现：在１９２次引用中，有１４次 （占７．２％）属不规范引用，即仅在

文末参考文献中列出了文献，而在行文中未标明引用作者及文献出处，亦可将其视为敷衍引用，

则其总体被引情况如表２：

表２　总体被引用情况

类型及频次 有机引用ｖｓ．敷衍引用频次及占比

总被引 １９２次

有机引用
１５８次

（８２．３％）

敷衍引用
３４次

（１７．７％）

概念性引用
１４１次

（８９．２％）

事实性引用
１７次

（１０．７％）

—

他引 １７９次

有机引用
１４７次

（８２．１％）

敷衍引用
３２次

（１７．９％）

概念性引用
１３４次

（９１．１％）

事实性引用
１３次

（８．８％）

—

自引 １３次

有机引用
１１次

（８４．６％）

敷衍引用
２次

（１５．４）

概念性引用
７次

（６３．６％）

事实性引用
４次

（３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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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引言部分引用５４次，占比２８．１％ （详见表３）；论证部分引用达１１９次，占

６１．９％ （详见表４）；结语部分引用５次，仅占２．６％ （详见表５）。

表３　引言部分引用情况

总频次 有机引用ｖｓ．敷衍引用 高频引用内容关键词

５４次
有机引用 ４４次

敷衍引用 １０次

概念性引用 ４０次

事实性引用 ４次

—

典籍的范围 １０次

民族典籍翻译的重要性 ６次

研究现状 ４次

翻译方向 ４次

—

—

在引言部分的５４次引用中，４４次为有机引用，１０次为敷衍引用。敷衍引用往往出现在文

献回顾，施引者仅提及作者或论文，并不引用任何观点或文字表述。事实性引用指的是历史事

实、数据等，只是因其信息渠道为王宏印先生的论文著作，故此类引用较少，仅为４次。从高

频概念性引用内容的关键词可以看出，先生关于典籍的范围和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重要性的论

述被引用最多，分别为１０次和６次。研究者在引言部分引用前人研究，一般是为研究做铺垫，

或说明选题和研究的价值。如，中华民族典籍是指 “在中国土地上历史形成的各民族的口头的

和文字文本的文化典籍的总和”［１７］６９，“除文论、艺术理论而外，更广泛的像建筑、风水学、中

医、中药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典籍都应该受到重视”［２３］６１，这类引用是论文作者为自己的选题找到

研究空间；“不仅可以促进民族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了解和团结还能够弥补我们对中华民族历史

和文化认识的偏差，弥补中国文学史的缺失”［２４］１１６，“民族典籍的翻译、民族文学的关注，要是

做得好的话，可以起到促进民族交流的作用”［２３］２７等引用则是为了凸显自己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论证部分引用共１１９次，但有２次为文献标记错误，即正文中所引内容并非出自所标记的文

献，我们仍将其视为敷衍引用，引用情况如表４。

表４　论证部分引用情况

总频次 有机引用ｖｓ．敷衍引用 高频引用内容关键词

１１９次
有机引用 １０９次

敷衍引用 １０次

概念性引用 ９６次

事实性引用 １３次

—

翻译方向 １１次

译介策略 １０次

学科性质和学科素养 ８次

翻译人才队伍 ５次

四大落差 ５次

研究现状 ５次

—

—

论证部分的引用对施引者的论点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翻译方向问题是从 “翻译世界”转

向 “翻译中国”［２５］的过渡时期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问题。由表４可以看出，王宏印先生关于顺译、

逆译之利弊及合作翻译的观点被引最多，施引者均赞同王宏印先生 “中外合作既是一个折中的

途径，又是一个最佳的途径”［１３］６的观点。其观点被引用频次第二高的是关于译介策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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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既强调 “中国文化原本的东西要坚持，保留中国文化的本土名目和它的典型文化特征”［１３］３，

“典籍翻译的理想译文应该是ｔｈｉｃｋ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深厚翻译）”
［１３］４，同时也注意到要 “快节奏的生

活中人们还喜欢文化快餐，精、短、美的译本往往比厚重的经典更为走俏”［１３］３，“先迁就，后征

服”［１３］５，典籍翻译要树立三个意识：“一是文化产品意识；二是读者意识；三是国际市场意

识。”［１３］３关于民族典籍翻译的学科性质和译者／研究者的学科素养，王宏印先生秉持其一贯的

“打通”意识，认为其兼跨古典学、文献学、语言学、人类学，则其译者和研究者应具备几个学

科的基本素养，这一观点被引用较多，排在第三位。并列排在第四位的分别是先生关于翻译人

才队伍、四大落差和典籍翻译研究现状的论述。

表５　结语部分引用情况

总频次 有机引用ｖｓ．敷衍引用 高频引用内容关键词

５次
有机引用 ５次

敷衍引用 ０次

概念性引用 ５次 民族典籍翻译及研究的重要性 ３次

事实性引用 ０次 —

— —

论文的结语部分往往是对研究的回顾和总结，以及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从表５的结语部

分引用数据也可以看出，王宏印先生论述民族典籍翻译及研究的重要性的观点占到了结语引用

的６０％。如，赞同典籍外译 “能实现 ‘中学西传’的目的，有助于解决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

‘文化入超’问题”［１３］１，或引用先生的观点指出 “少数民族典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凝积着

各民族同胞的集体智慧、民族特性以及民族情怀，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

道亮丽风景”［２６］１０６。这都说明研究者意欲凭借权威话语提升其研究价值，同时也说明王宏印先生

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和重要影响。

四、王宏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术贡献
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仅仅是翻译学中的典籍翻译研究的一小部分，起步较晚，至今仍是一个较为

小众的研究课题，但在王宏印先生的引领及众多学者的推动下，已经取得了较大发展。通过对先生

在该领域的学术史梳理及其被引用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其学术贡献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在典籍翻译研究领域开疆拓土，发现和开拓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王宏印先生拓展了 “典籍”的概念范围，从文学文化典籍拓展到天文地理、工艺制造、书画艺

术、文艺理论、园林建筑、习俗制度等方面的典籍，从汉族典籍拓展到少数民族典籍，从纸质文本

拓展到石刻等非纸质文本，从文字文本拓展到口头活态文本。关于少数民族典籍，他指出，要考虑

少数民族典籍起始较晚和形成与传播接受较晚的事实和特点，典籍选材的下限可以相对宽松。［１９］先

生认为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是一个 “学术价值和学术潜力巨大的研究领域，由此可以衍生出众多重大

的研究课题”［２０］２８，可以包括 “民族典籍向外文的翻译、向汉语的翻译，以及汉语向民族语的翻译，

还有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翻译。”［１０］１１另外，民族典籍翻译理论研究还能为未来的翻译理论研究 “提

供丰富的素材，成为新的理论热点、创新点和增长点，进一步促进并完善翻译理论研究。”［１３］２这些

论断为典籍翻译的扩充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打开了广阔空间。

二是确立了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科定位，提出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王宏印先生发现并指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这一片处女地的时候，恰逢中国的翻译学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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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萌芽期走向学科体制建设期的过渡阶段。［２７］先生凭借其敏锐的学科意识，觉察到了民族典籍翻

译研究在翻译学学科中的重要地位，指出 “民族典籍翻译因此上是翻译学中典籍翻译研究的重

要的构成部分，舍此则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是不完整的”［６］２８。他还明确了民族典籍翻译 “身兼二

任，学跨两科”的学科属性，进而指出其兼跨古典学、文献学、语言学、人类学的学科特质和

跨学科研究方法，为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拓宽了思路。

三是为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王宏印先生曾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 “调研民族典籍，优选翻译文本，开展批评研究，

探讨翻译理论。”［１６］４２３他率先垂范，“一步一步地进行资料性的研究，从资料上升到理论和经验归

纳，形成中国式的翻译研究理论”［１０］１１，通过对典籍翻译的个案研究，创造性地提炼出了 “古本

复原”“无根回译”（后改为 “无本回译”）等新的理论概念和术语。先生从个案研究出发，在个

案中发现和提炼出翻译话语的做法，以及他亲身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 “研、译、创”一体的研

究方法，不仅促进了中国翻译理论，尤其是外译理论的发展，同时也为后学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五、结语
本文系统梳理了王宏印先生从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术历程，将其划分为萌芽期、成长

期、成熟期和升华期四个阶段。同时通过学术期刊论文引用先生１６篇／部民族典籍翻译研究著

述的频次、位置、强度、语境、动机，发现王宏印先生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思想目前最受关注、

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对典籍的范围、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学科性质、翻译方向、翻译

人才队伍等问题的论述。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可以发现先生的学术贡献在于在典

籍翻译领域开疆拓土，确立了民族典籍翻译的学科地位，并指明了未来研究方向和方法遵循。

笔者认为，随着民族典籍翻译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王宏印先生作为该领域的拓荒者和奠基

人的影响必将日益显现。

本文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民族文化典籍译介的 ‘深度翻译’研究”（１７ＦＹＹ００３）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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