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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文學作品的最早中譯，既非德國傳教士葉道

勝（Immanuel Genähr）翻譯的單行本《托氏宗教小說》

（1907），抑或《托氏宗教小說》當中那一篇自一九〇五

年八月起，就在《中西教會報》連載發表的《論人需土如

何》，也非《教育世界》自一九〇五年五月起連載發表的

小說《枕戈記》。所謂最早，恰如最近所指出的那樣，應

該歸給英國傳教士狄益華（Ernest Francis Gedye）翻譯的兩

種單行本《誠實敬神論》、《解仇良法》，出版時間均不

晚於一九〇〇年。2不過，葉道勝所譯《托氏宗教小說》作

為托爾斯泰作品中譯的早期單行本，其價值仍然不可低

估。談論托爾斯泰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葉道勝仍是一個

重要環節。然而，葉道勝之托爾斯泰翻譯的更多細節，國

內學界一直以來並不太了解。就此而言，實有必要較翔實

                                                             
 1. 香港道風基金資助成果。感謝德國圖森基金（Fritz-Thyssen Stiftung）資助，二〇一三年

六月至八月訪問德國，得以在此期間前往烏泊塔爾「三巴會」檔案館（Archiv- und 
Museumsbestände der Vereinten Evangelischen Mission，簡稱 VEM），查看葉道勝的檔案
資料。感謝館員阿佩爾特博士（Wolfgang Apelt）惠助，也要向友人陳志維（波鴻魯爾
大 學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 、 陳 業 卓 （ 烏 泊 塔 爾 大 學 [Bergische Universität 
Wuppertal]）表示感謝。感謝香港道風基金資助，二〇一四年一月至三月訪問香港，得
以查詢與香港禮賢會有關資料。二〇一五年十月至十二月訪問牛津大學，得以搜集、核
實其餘所需文獻。林子淳研究員、陳家富教授、李正榮教授、余玥教授，及劉瀏、毛建
雷諸位師友，自劍橋、東京、香港、北京各處給予幫助，以下將一一言謝。 

 2. 參看楊俊杰，〈托爾斯泰和狄益華：也談托爾斯泰文學作品的最早中譯〉，載《俄羅斯
文藝》2015 年第 4 期，頁 151-158。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第四十七期．二○一七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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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介紹葉道勝之托爾斯泰翻譯的具體情形，以促進更深入

地了解托爾斯泰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以及傳教士在這當中

起到的作用。 

關於葉道勝的托爾斯泰翻譯，真正重要的研究乃是德

國學者塞林（Hansjörg Sellin）一九九六年出版的《葉道勝：

在中國翻譯托爾斯泰的德國人》（Immanuel Gottlieb Genähr. 

Deutscher Tolstoj-Übersetzer in China）。塞林充分使用葉道

勝的檔案資料，研究基礎較為扎實，頗具參考價值。黑龍

江大學刁紹華教授的俄語文章〈論托爾斯泰作品的第一種

中譯單行本〉（Первое издан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Л. Толстого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原是一九八八年他在科隆大學斯拉

夫語研究所（Slavischen Institut der Universität zu Köln）所

作講演，被塞林收作附錄。關於《托氏宗教小說》譯文與

俄語原文的關係，刁教授分析得相當細緻，然而葉道勝的情

況，他不太熟悉。塞林的主要貢獻在於，對葉道勝其人，及

其翻譯托爾斯泰的過程作了詳細闡述。3其中對葉道勝其人

所作的介紹，似略顯過多，4但總體而言，還是相當精彩的。 

葉道勝是德國禮賢會（Rhein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派到中國的傳教士，其父葉納清（Ferdinand Genähr）也是

著名的來華傳教士，可以說是秉承父業。禮賢會後來與德

語地區其他傳教機構合併，便組成「聯合差會」（Vereinigten 

Evangelische Mission）—按照香港基督教界的慣稱，則是

「三巴會」。所謂三巴會，係由巴冕會、巴色會、巴陵會

組成。巴冕會即禮賢會，總部在 Barmen 即巴冕，也就是德

國的巴門。巴色會即崇真會，總部在 Basel 即巴色，也就是

                                                             
 3. Hansjörg Sellin, Immauel Gottlieb Genähr. Deutscher Tolstoj-Übersetzer in China. Mit 

einem Beitrag von Diao Shaohua (Mainz: Liber, 1996)。 
 4. Michael Pursglove, “Review: Hansjörg Sellin. Immauel Gottlieb Genähr. Deutscher 

Tolstoj-Übersetzer in China”,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76.1 (1998), pp.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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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巴塞爾。巴陵會即德國信義宗柏林教會，德文原名

是 Berliner Missionerswerk，總部在 Berlin 即巴陵，也就是

德 國 的 柏 林 。 三 巴 會 檔 案 館 現 在 德 國 的 烏 泊 塔 爾

（Wuppertal），葉道勝的檔案資料正在其中。塞林所使用

的材料，就出自那裏。筆者曾利用赴德國進行學術訪問的

機緣，前往檔案館查看。然而，在檔案館所藏資料的佔有

和使用方面，自覺沒有能夠超越塞林的地方，大概只是作

了一種類似覆核的工作。塞林著作的功力，由是可見一斑。

就此而言，要談葉道勝的托爾斯泰翻譯，必須儘可能多地

吸收塞林的研究成果。 

針對葉道勝的托爾斯泰翻譯，其實也還有一些中文資

源可供參考，可塞林不太了解它們。其中有些資源，不單

塞林不太了解，甚至國內學界到目前為止也都沒有留意。

筆者很費了一些氣力，終於找到並加以利用，也特別要感

謝各地師友的惠助。接下來以葉道勝用德語寫給托爾斯泰

的信為中心，就葉道勝翻譯托爾斯泰的情況向國內學界作

一些介紹，擬在充分吸收塞林的研究成果的同時，並輔以

中文材料，必要時再作一些補充、糾正。唯盼能對托爾斯

泰在中國這一環節進行充實，豐富國內外學界對葉道勝之

托爾斯泰翻譯的認識，或有助進一步了解來華傳教士在西

學東漸方面，尤其是在西方文學譯介與傳播方面的貢獻。 

 

一、葉道勝的德文信 
在譯著《托氏宗教小說》出版之前，葉道勝用德文給

托爾斯泰寫過一封信。戈寶權先生早就知悉它的存在，並

作簡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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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葉道勝用英文寫的前言中，知道他同托爾斯泰有過通

信關係。我當即把這個問題向莫斯科托爾斯泰博物館提出，

他們終於在博物館的文獻當中發現了葉道勝在一九○六年八

月六日用德文寫給托爾斯泰的一封信，其中講到他翻譯托爾

斯泰的民間故事的原因，並說其中有六篇小說，已經發表在

上海出版的教會刊物上。托爾斯泰在接到這封信之後，曾委

託他的家庭醫生馬科維茨基（捷克人）代為覆信。在馬科維

茨基尚未發表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今天，根據列夫．

尼古拉耶維奇的委託，我寫了信給香港禮賢會的格納爾（即

葉道勝牧師的德文原名）」。告訴他尼古拉耶維奇很高興他

把他的幾篇民間故事譯成中文，並且詢問他：《閱讀園地》

如果譯成中文會不會獲得成功，他是否準備把它譯成中文。5 

 

戈寶權寫得很清楚，之所以知道這封信的存在，是通

過葉道勝《托氏宗教小說》一九〇七年初版的英文序言。

葉道勝在英文序言裏寫到—「托爾斯泰在寫給我的信裏

說，他對中國人是很有好感的，也評價很高。從他的這些

小說裏，中國人也能得到很多收穫」。6《托氏宗教小說》

的初版，芥川龍之介曾於一九二一年購得一冊。這位日本

作家當時就有了一個疑惑，並寫進隨筆裏—「出版了這

樣的譯本，托爾斯泰知道嗎？」。7可要是他仔細讀過這篇

                                                             
 5. 戈寶權，〈托爾斯泰和中國〉，載《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 年

第 1 期，頁 43。 
 6. “The Chinese for whom Tolstoi, as he has written to me, has very kindly feelings, and of 

whom he thinks very highly, can also learn a good deal from these ‘Tales’.”見托爾斯泰
著，葉道勝譯，麥梅生述，《托氏宗教小說》（香港：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1907）。
感謝陳家富兄（香港浸會大學）惠寄《托氏宗教小說》初版。這本書的出版機構是香港
的 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即香港禮賢會），在日本橫濱印刷。印刷單位是 Fukuin 
Printing Company，應是福音印刷合資會社。國內許多基督教會都在這裏印刷書籍，其
中包括施約瑟主教（Samuel Issac Joseph Schereschewsky）主持翻譯的《聖經》。 

 7. 芥川龍之介著，羅興典、陳生保、劉立善譯，《芥川龍之介全集》（濟南：山東文藝出
版社，2005），卷三，頁 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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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序言，恐怕就不會有這樣的疑惑。既然能和托爾斯泰

通信，同舉世聞名的大文豪建立起聯繫，那麼，翻譯大文

豪的書，想必會讓他知道的。 

葉道勝寫的英文序言，僅見於《托氏宗教小說》初版。

上海廣學會一九二五年再版《托氏宗教小說》，不知何故

竟將之抹去。8《托氏宗教小說》另有兩篇中文序言，分別

是王炳堃（王謙如）「序」、葉道勝「托氏宗教小說序」。

在初版裏，「序」在「托氏宗教小說序」之先。在一九二

五年再版裏，次序則出現顛倒，亦不知是何原因。推想起

來，應該都是上海廣學會擅自做出的變動。塞林對《托氏

宗教小說》的介紹頗為詳細，唯獨沒有談到英文序言，他

大概沒有見到初版。 

馬科維茨基（Dushan Makovitsky）一九〇六年八月二

十九日的日記內容，即戈寶權翻譯的那段話，俄文版托爾

斯泰全集第 76 卷的編者注釋恰好作了引述。9換而言之，

給香港禮賢會傳教士葉道勝寫回信的，準確說來，並非托

爾斯泰，而是秘書馬科維茨基。葉道勝的德文信，未收入

托爾斯泰全集，藏於托爾斯泰博物館。前蘇聯什夫曼教授

（А. Шифман，A. Shifman）也曾留意到這封信，然而他整

理發表的，並非德文信本身，而是德文信的俄語翻譯。10塞

林在著作裏給出了德文信的全文，當中藏有不少有價值的

信息。擬全錄如下並試作翻譯— 

                                                             
 8. 托爾斯泰著，葉道勝譯，麥梅生述，《托氏宗教小說》（上海：廣學會，1925）。感謝

余玥兄（四川大學）惠寄廣學會一九二五年版《托氏宗教小說》。 
 9. Л. Н. Толсто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0 томе. Том 76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p. 289。 
 10. Sellin, Immauel Gottlieb Genähr, p. 41；А. Шифман, Лет толстой и восток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pp. 140-141。什夫曼教授在注釋裏說，這篇翻譯之前發表
在《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雜誌 1958 年第 5 期。翻查《新世界》雜誌，果然在 1958
年第 5 期，頁 275-276。感謝同事李正榮教授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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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chverehrter Herr Graf! Seit einiger Zeit damit 

beschäftigt, Ihre kleineren Volksschriften ins Chinesische zu 

übertragen, kam mir heute der Gedanke Ihnen davon Mitteilung 

zu machen. Sie warden ohne Zweifel nichts dagegen haben, daß 

ich das chinesische Publikum (ich habe besonders das 

christliche im Auge) mit ihren Erzählungen bekannt mache; ich 

glaube sogar annehmen zu dürfen, daß Sie sich darüber freuen, 

daß Ihre Schriften auch den Chinesen nützlich sind. Schon 

lange ging ich mit dem Gedanken um, gute Deutsche 

Volksschriften den Chinesen zugänglich zu machen, hatte auch 

einen bescheidenen Anfang damit gemacht. Die meisten der 

selben eignen sich aber nicht zur Übertragung in’s Chinesische. 

Da fielen mir Ihre Volksschriften in die Hände und es schien 

mir, daß diese sich ganz besonders zur Übertragung in’s 

Chinesische eignen, ihrer Ursprünglichkeit und Natürlichkeit 

wegen. Das bestätigte sich mir auch gleich als ich einen Anfang 

damit machte. Meinen Übersetzungen liegt die englische 

Ausgabe von Bain, die den Titel „Tales from Tolstoi“ hat, zu 

Grunde. Bis jetzt habe ich folgende Erzählungen in 

chinesischen (christlichen) Monatsschriften, die in Shanghai 

erscheinen, veröffentlicht: „How much Land does a man 

require?“; „How the little Demon earned his stolen crust of 

Bread“; „Where Love is there God is also“; „The Candle: or 

how the good Muzhik overcame the evil overseen“; „Neglect a 

fire, and `t will overmaster you“; „Two old men“. Später lasse 

ich die Erzählungen in Buchform erscheinen, und verspreche 

mir nach dem was ich jetzt schon gehört habe, viel Gutes davon. 

Sobald das geschehen ist werde ich mir erlauben Ihnen 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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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davon zuzustellen. Möchte es Ihnen beschieden sein 

der Welt noch manches Erzeugnis Ihres Geistes zu schenken! 

Mit großer Teilnahme verfolge ich die in Ihrem Vaterlande 

ausgebrochenen Wirren. Es blutet einem ja das herz, wenn man 

von den blutigen Kämpfen und der heillosen Verwirrung im 

Lande liest. Wie muß Ihnen da zu Mute sein! Wollen Sie nicht 

zum Heile Ihres Landes Ihre Stimme erheben? Sie würde gewiß 

gehört werden und dem Lande die Ruhe, die ihm vonnöten ist, 

geben. 

Ich erlaube mir zum Schluß noch die Bemerkung, daß ich 

seit 23 Jahren in China als Missionar der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 Sitz Barmen, tätig bin. Mit dem 

Sprachidiom der Chinesen genügend bekannt, glaube ich, ohne 

mir etwas darauf einzubilden, hinreichend ausgerüstet zu sein, 

den Chinesen Ihre Schriften zu vermitteln. Lassen Sie mich, ehe 

ich schließe, noch meinen und meiner Frau persönlichen Dank 

aussprechen für den Gnuß, den uns das Lesen Ihrer Schriften 

verursacht hat. Wir befehlen Sie und Ihr schwer heimgesuchtes 

Land dem väterlichen Schutz Gottes. 

Mit dem Gruß der Hochachtung bin ich, verehrter Herr 

Graf, Ihr sehr ergebener Immanuel Genähr. 11 

 

備受尊敬的伯爵先生！我近來頗花了一些時間把您的

一些短篇的民間作品翻譯成了漢語，今天我想到要告訴您這

件事情。您肯定不會不喜歡我讓中國的老百姓（我首先想到

的還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讀到了您講的故事；我相信甚至

可以認為，您會高興地看到您的作品對中國人也有用處。我

                                                             
 11. Sellin, Immauel Gottlieb Genähr, pp.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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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很想讓中國人讀到好的德國民間作品，已經小小地開了

一個頭。然而，這類作品當中的大多數都不適合翻譯成漢

語。我接觸到您的民間作品，覺得應該特別適合翻譯成漢

語，它們樸實，自然。着手進行翻譯以後，發現事情果然如

此。我的翻譯是以貝恩（Robert Nisbet Bain）的英譯本為底

本，也就是 Tales From Tolstoi。到目前為止，以下這幾篇我

已發表在上海的一些漢語（基督教）刊物上，即“How much 

Land does a man require? ”、“How the little Demon earned 

his stolen crust of Bread”、“Where Love is there God is 

also”、“The Candle, or how the good Muzhik overcame the 

evil overseen”、“Neglect a fire, and ‘t will overmaster 

you”、“Two old men”。稍後我會讓這些故事以書的形式

出版，根據我現在所了解到的情況應該是大有希望。一旦出

版，我就會給您寄一本。真希望您再向這個世界饋贈一些您

的精神成果！ 

我很關注您的祖國爆發的騷亂。這會刺痛一個人的心

的，要是了解到在那片土地上發生了這樣一些血淋淋的打鬥

和這樣一些無可救藥的混亂。您會有甚麼樣的感受！您難道

不想讓您的聲音成為您的國家的救星嗎？您會被聽到的，您

會給這片土地帶去它所需要的安寧。 

我最後還要冒昧說的是，作為巴門禮賢會派來的傳教

士，我來中國做事情已經二十三年了。既然已經很熟悉中國

人的語言了，我自信可以把您的故事介紹給中國人。也請您

允許我，在我擱筆以前，將我的謝意，還有我妻子的謝意講

出來，謝謝由於閱讀您的故事而收穫了享受。我們願您，願

您那災難深重的國家，從上帝那裏得到慈父般的佑護！ 

謹以崇高的敬意獻於尊敬的伯爵先生，我是您恭順的伊

曼紐爾．格納爾（按：即葉道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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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萍蹤文影 
葉道勝在信裏提到，有六篇翻譯已先行發表。它們分

別是“How much Land does a man require?”，“How the 

little Demon earned his stolen crust of Bread”，“Where 

Love is there God is also”，“The Candle, or how the good 

Muzhik overcame the evil overseen”，“Neglect a fire, and ‘t 

will overmaster you”，“Two old men”。葉道勝《托氏宗

教小說》含十二篇，依目錄分別是（1）《主奴論》，（2）

《論人需土幾何》，（3）《小鬼如何領功》，（4）《愛

在上帝亦在》，（5）《以善勝惡論》，（6）《火忽火勝

論》，（7）《二老者論》，（8）《人所憑生論》，（9）

《論上帝鑒觀不爽》，（10）《論蛋大之麥》，（11）《三

耆老論》，（12）《善擔保論》。《托氏宗教小說》的底

本是貝恩的英譯 Tales From Tolstoi，一九〇一年出版。《托

氏宗教小說》篇目順序，與英文底本完全相同。12葉道勝向

托爾斯泰說到的那六篇，乃是《托氏宗教小說》第二至七篇，

即《論人需土幾何》、《小鬼如何領功》、《愛在上帝亦在》、

《以善勝惡論》、《火忽火勝論》、《二老者論》。 

查《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可以找到其中五篇，

未見《二老者論》。《論人需土幾何》連載於《中西教會

報》第 120、121 和 122 冊，一九〇五年八月一日、九月一

日和十月一日出版。《小鬼如何領功》發表於《中西教會

報》第 132 期，一九〇六年八月出版。《愛在上帝亦在》，

原以《仁愛所在上帝亦在》為題，連載於《萬國公報》第

216、217 冊，一九〇七年一月和二月出版。《火忽火勝論》，

原以《不滅火便為火滅論》，連載於《中西教會報》第 174、

175 冊，一九〇七年二月和三月出版。《以善勝惡論》發表

                                                             
 12. Tolstoi, Tales From Tolstoi (trans. R. Nisbet Bain; London: Jarrold & Sons, 1901),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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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萬國公報》第 218 冊，一九〇七年三月出版。13刊發這

些翻譯的雜誌《中西教會報》、《萬國公報》，正是「上

海的一些漢語（基督教）刊物」。 

《二老者論》的發表，實是在葉道勝擔任「主筆」的

香港《德華朔望報》。時間是一九〇八年，恰在《以善勝

惡論》之後。自創刊號第 1 期起連載，完成於《德華朔望

報》第 7 期。分別是一九〇八年正月朔日第 1 冊第 13-19

頁（第一章至第三章），正月望日第 2 冊第 13-16 頁（第

四、五章），二月朔日第 3 冊第 13-17 頁（第五章餘部、

第六章），二月望日第 4 冊第 9-13 頁（第七、八章），三

月朔日第 5 冊第 9-12 頁（第九章），三月望日第 6 冊第 9-12

頁（第十至十二章），四月朔日第 7 冊第 19-20 頁（第十

二章餘部）。14從《論人需土幾何》到《以善勝惡論》，葉

道勝應該是依英文底本篇目的順序先後譯出，並次第發

表。依據這一邏輯可以推斷認為，《二老者論》的翻譯與

發表，時間應在《以善勝惡論》發表以後。香港《德華朔

望報》刊載的《二老者論》，恰在一九〇七年三月發表的

《以善勝惡論》之後。在暫時不能採集到更多有價值信息

的情況下，也有理由認為《德華朔望報》刊載《二老者論》，

系《二老者論》初次在刊物上發表。 

葉道勝在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三日向禮賢會總部彙報工

作的信裏，按照粵語的讀音將《德華朔望報》稱作“Tak Wa 

Sok Mong Pas”，並用德語譯其意作“Vierzehntägiges 

Gemeindeblatt der vereinigten deutsch-chinesischen 

Missionen”—或可譯作「三巴會牧區雙週報」。15「雙周」

                                                             
 13.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上海：上海人民，1965），卷一，頁 400-401、

498-502。 
 14. 感謝林子淳兄（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惠寄《德華朔望報》。 
 15. Sellin, Immauel Gottlieb Genähr,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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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rzehntägig）之說，並不完全確切。《德華朔望報》創

刊號首頁，寫明「每月二冊」，而朔、望恰是初一、十五。

所以，《德華朔望報》應該是半月刊，按照德語的說法，

宜稱作“Halbmonatsschrift”。創刊號首頁右署「丁未冬月

第一冊」、左署「一千九百零八年正月朔日」（左）。這

表明《德華朔望報》的朔、望，並非農曆的初一、十五，

而是公曆的一號、十五號。第 1 期之「正月朔日」是公曆

時間一九〇八年一月一日，而非農曆正月初一。葉道勝在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裏說，「過不了幾天，牧

區報紙的第 1 期就要付印了」。16牧區報紙，當然就是指《德

華朔望報》。創刊號既是一九〇八年一月一日出版，其之

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確實是「過不了幾天」。 

葉道勝寫給托爾斯泰的德文信，時間是一九〇六年八

月六日。即便推至寄送的時間—即信封郵戳的時間，也

不過是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結合前面所列舉的各篇

發表信息可知，葉道勝翻譯的托爾斯泰作品，當時實際已

發表的，其實只有兩篇，即《論人需土幾何》、《小鬼如

何領功》。其餘四篇的發表，則都是之後的事情。如《仁

愛所在上帝亦在》、《不滅火便為火滅論》、《以善勝惡

論》等，至多只是他提前得知將錄用，還不能說是「已發

表」。其在信中所說的那番話，有誇大其辭之嫌。糟糕的

是，塞林卻對葉道勝的話信以為真。他認為，葉道勝同托

爾斯泰提到的六篇「已發表」的翻譯，是在「一九〇四至

一九〇六年之間」發表的。17一九〇六年這一時間點，必定

是他以葉道勝寫信的時間為據而推斷得出的。至於「一九

                                                             
 16. 同上。 
 17. 同上，頁 35：“Diese und eine weitere im selben Hause herausgegebene Zeitschrift brachten 

dann zwischen 1904 und 1906 die ersten sechs der von Genähr übersetzten Tolstoj- 
Erzähl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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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四」，則是一個頗突兀的時間點。翻查其著，並不能找

到對之形成支撐的實際內容。 

塞林很清楚俄國學者德拉加諾夫（Draganov）有過一

個說法，即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三年間中國已有兩篇托爾斯

泰小說的中譯。德拉加諾夫並不清楚究竟是哪兩種（實則

是狄益華翻譯的《誠實敬神論》、《解仇良法》），塞林

同樣也沒有辦法知道，他也明確地談到了這一點。18恐怕正

是有鑑於此，他才會推測說，葉道勝的托爾斯泰翻譯發表

時間不會是一九〇三年抑或更早。很顯然，所謂一九〇四，

純屬他的臆測，沒有事實根據。葉道勝最早發表的翻譯是

《論人需土幾何》，時間是在一九〇五年。真要說這六篇

翻譯的發表時間，應該是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八年間。 

與此同時還可留意到，《主奴論》作為《托氏宗教小

說》英文底本的第一篇，理應最先翻譯，並最早安排發表，

葉道勝在信裏卻沒有提到它。一九〇六年八月以前，其必

定沒有發表。葉道勝在《托氏宗教小說》中文序言裏又說，

「《主奴論》《人需土幾何》《小鬼如何領功》等編，曾

有印於《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閱者甚喜」。19《主

奴論》到底有沒有發表，是不是在一九〇六年八月至一九

〇七年「夏月」（或可說是一九〇七年八月）之間發表的，

便成了一個疑問。 

通常都說，在《托氏宗教小說》單行本出版以前，葉

道勝已將《主奴論》、《論人需土幾何》等六篇作品發表

在國內一些刊物上。這裏面其實有需要廓清的地方。所謂

《主奴論》是已發表了的，其根據必然是葉道勝《托氏宗

教小說》中文序言裏所說的話。所謂已經發表了六篇，則

                                                             
 18. 同上，頁 36。 
 19. 托爾斯泰著，葉道勝譯，麥梅生述，《托氏宗教小說》，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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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以戈寶權對葉道勝德文信所作的簡要介紹為依據。

可實際上，戈寶權並沒有具體地說，六篇究竟是哪六篇。

他更沒有講，其中是不是包括了《主奴論》。這樣說起來，

大概只是葉道勝的中文序言帶來了啟發，以致將之同戈寶

權的介紹結合，才有了所謂《主奴論》、《論人需土幾何》

等六篇作品已先行發表的說法。很顯然，這是一種來源非

常可疑的說法。葉道勝在德文信裏所說的「六篇」，並不

包括《主奴論》，乃是《托氏宗教小說》的第二至七篇。 

《托氏宗教小說》的出版是在一九〇七年十二月，葉

道勝的序言作於「一千九百有七年夏月」。以這個時間來

看，葉道勝的德文信裏提到的那六篇翻譯，其中有五篇已

發表。至於《二老者論》，即便在葉道勝的計劃裏，將發

表於醞釀中的《德華朔望報》，則還不能算「已發表」。

要是《主奴論》恰在一九〇六年八月至一九〇七年八月這

段時間發表，則通常的那個說法，雖然來源可疑，卻要誤

打誤撞地切中實事了。不過，翻查這段時間的《萬國公報》、

《中西教會報》，並無《主奴論》。葉道勝在《托氏宗教

小說》中文序言裏關於《主奴論》所說的話，恐非信言。

在《托氏宗教小說》出版以前，「曾有印於《萬國公報》、

《中西教會報》」的，實際上只是其中的五篇翻譯，即第

二至六篇《論人需土幾何》、《小鬼如何領功》、《愛在

上帝亦在》、《以善勝惡論》、《火忽火勝論》。 

 

三、文以載道 
葉道勝在信裏提到，他本來就是想翻譯一些好的民間

作品。首先想翻譯的，是一些「好的德國民間作品」（gute 

Deutsche Volksschriften），然後才過渡到翻譯托爾斯泰的

這些「民間作品」。所謂「好的德國民間作品」，首先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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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指《兩兒尋天堂》—「《兩兒尋天堂》Two Children 

Seeking Heaven，（德）葉道勝（Immanuel Gottlieb Genähr, 

1856-1937）譯，淺文理，『述二孩母死受欺，赴天堂覓母，

旋有信道者憐而養之。』上海：中國聖教書局 1907 年、1910

年；上海：協和書局 1907 年」。20《兩兒尋天堂》的原本，

是德國女作家佛里馬爾（Agnes Vollmar, 1836-1910）創作

的 Zwei Kinder, die den Himmel suchen。葉道勝一九一二年

八月三日在禮賢會總部，用德語草擬一份簡要的中文著述

列表，其中第二項就是它。21 

佛里馬爾擅長給青少年創作文學作品，其作品也常被

稱作 Volksschriften。Zwei Kinder, die den Himmel suchen 之

為《兩兒尋天堂》，還有續篇。那就是 Zwei Erwachsene, die 

den Himmel gefunden haben，篇幅同樣短小，與《托氏宗教

小說》所含各篇相類。在葉道勝的中文著述列表裏，它是

第七項，且注明是第二項《兩兒尋天堂》的 Fortsetzung 即

「續」（按：葉道勝錯把 Erwachsene 寫成 Kinder，作 Zwei 

Kinder, die den Himmel gefunden haben）。關於葉道勝所譯

《兩兒尋天堂》續篇，目前暫未找到與之相關的書籍信息，

各種重要書目均未存目。此續篇，他究竟有沒有翻譯，又

或者有沒有將翻譯發表或者出版，已無從得知。但可以肯

定的是，葉道勝至少想過翻譯，甚至很有可能已經翻譯好，

只是沒有發表，或已發表而未為人知。這意味着，其所說

的「好的德國民間作品」，還應包括《兩兒尋天堂》的續

篇—或可模仿地說成是《兩兒得天堂》。 

葉道勝翻譯的「民間作品」，除了德國（佛里馬爾）、

俄國（托爾斯泰）的，還有英國的作品。「《叢中美花》，

                                                             
 20. 宋莉華，《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2010），頁 51-52。 
 21. Sellin, Immauel Gottlieb Genähr,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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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葉道勝（Immanuel Gottlieb Genähr, 1856-1937）著，

淺文理，52 頁，上海：協和書局發行」。22《叢中美花》

的底本，是英國作家謝伍德夫人（Mary Martha Sherwood）

的 The Flowers of the Forest。《叢中美花》的出版時間，應

該不晚於一九〇七年。23《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一九〇七年四月總第 38 卷第 4 期，

刊有 G. M. 即金多士（Gilbert McIntosh）的書評，評點葉

道勝翻譯的《叢中美花》、《兩兒尋天堂》。金多士談到，

葉道勝這兩種翻譯「之前已刊載於上海的一些月刊」（Both 

stories have already appeared in monthly papers in 

Shanghai）。24 

金多士在書評裏，還扼要講述了《叢中美花》、《兩

兒尋天堂》的故事內容並作簡評。其中，《叢中美花》「特

別適合女孩子看，當然其他的人也會有興趣有收穫的」。

故事發生在法國村莊的一所寄宿女校，學生都是信仰天主

教的，只有女主人公愛美（Aimée）屬於抗議教。學校的督

導，一位年邁的神父，在與愛美接觸的過程中深受啟發，

由天主教改宗至抗議教。至於《兩兒尋天堂》，則「是一

個聖誕節故事」，兩個小孩要找天堂，去世了的媽媽應該

就在天堂裏。他們踏着滿地的白雪，經過樹林裏的一間小

屋。透過窗戶看到有一家人正其樂融融地圍着一棵聖誕

樹，就敲門進去問這是不是就是天堂。這一家人接待了他

們，聽他們講要到天堂找媽媽的故事。金多士還指出，傳

教士通常都很重視把基督教的書籍、論述（religious books 

and tracts of all descriptions）帶給老百姓，卻很少想到要利

                                                             
 22. 宋莉華，《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頁 261。 
 23. 筆者找到的《叢中美花》，正文約五十一頁。亦無出版信息，只有「粵城美華浸信會書

局承印」之標識。感謝毛建雷同學（北京師範大學）自日本惠寄此書。 
 24.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1907), 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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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些好的故事（good story books）來感動年輕人，更沒

有留意到當時正迫切地有這樣的需要，而葉道勝翻譯的這

兩個故事，則在這方面有所貢獻。25 

同為在華傳教士，金多士所見與葉道勝略同。葉道勝

翻譯這些民間作品，包括托爾斯泰的，就是由於深覺這是

一種重要的方式，可以把年輕人吸引到教會裏來。他有過

真切的經驗，將「民間作品」帶進教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他在一九〇七年二月十八日的信裏說，「晚禱由我來主持，

我把托爾斯泰那篇很能抓住人的故事《哪裏有愛，哪裏就

有上帝》［譯按：即葉道勝所譯《仁愛所在上帝亦在》］

講了講，發現大家聽了之後都很有感觸，因為哪怕是中國

人，也是非常喜歡聽故事的」。26關於這點，葉道勝也公開

地作了表示。《二老者論》在《德華朔望報》連載完成於

第七期，他寫了簡短的「記者謹按」。先是說明《二老者

論》實是《托氏宗教小說》第七篇，緊接着還直截了當指

出，不單《二老者論》，全部的十二篇作品，「閱者幸毋

忽視，各購一卷留心玩索，可以涵養德性，可以收為講料，

引人樂聽，發人善心」。27所謂「收為講料」，其實是強調

這些民間作品可以輔助佈道，有益於在普通民眾中間推廣

基督教。《德華朔望報》是牧區的刊物，葉道勝可以把這

一點講透而不必有顧慮。相比之下，《托氏宗教小說》面

向社會發行，葉道勝措辭則要含蓄一些，不能把這一點說

得過於直白。所以，在中文序言裏他只是說，托爾斯泰的

文學作品，「凡男女老幼，皆喜玩索，不第覺有娛目悅耳

                                                             
 25. 同上，頁 229-230。 
 26. Sellin, Immauel Gottlieb Genähr, p. 37. 
 27. 《德華朔望報》，1908 年第 7 冊，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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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趣，且有修心養性之理，以訓誨人、儆惕人，所獲之益

誠非淺鮮」。28 

即便教會內部傳來批評的聲音，甚至面臨着壓力，葉

道勝也仍然想堅持這種以「故事」載道的間接傳教方式。

他在一九〇八年一月九日的信裏又說，「我真想不明白，

總監奧布勒（Oebler）先生竟然不願意我們牧區報紙裏面也

有副刊性質的東西。其實，故事或者小說，每一份基督教

報刊的週末版都會刊登。之前我給您寄去了牧區報紙的一

份試刊號……副刊（故事）裏，我用的是托爾斯泰的故事，

寫得真好，而且深刻，講兩個男子前往耶路撒冷朝聖。不

過，只有一個抵達了目的地，另外一個經過饑民之地，把

麵包都給了挨餓的人，連身上帶的錢也都給了他們，好讓

他們可以活下去，可以有明天。他很欣慰，哪怕只好半路

返回。前一位卻通過這次旅行，明白了一個道理，耶穌基

督所願意的並不就是把聖朝好，而是要向弟兄盡心盡力，

因為上帝所願意的祈禱是那種用靈，在真理之中的祈禱。

所有這些都裹在這個富有生活氣息的故事裏，我覺得中國

人是看得懂的」。29這當然是指《德華朔望報》創刊號上發

表的《二老者論》，《二老者論》開篇正是—「話說俄

國有二老者，決意往耶路撒冷崇拜上帝。一是富有，名曰

以非吾。一是貧者，名曰以利西」。30葉道勝真正希望的，

還是中國的普通民眾都能看懂故事裏的精義。托爾斯泰寫

作這些民間故事，恰也是希望在普通民眾當中達成這樣的

效果。他在《勸善故事集》的「序」裏說到，《勸善故事

集》裏的「故事」都「符合基督的教訓」，從而都是「善

                                                             
 28. 托爾斯泰著，葉道勝譯，麥梅生述，《托氏宗教小說》，頁 2。 
 29. Sellin, Immauel Gottlieb Genähr, p. 40. 
 30. 《德華朔望報》，1908 年第 1 冊，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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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真的作品」，給出了「天國的真理」，闡明了「人為了

實現上帝的意志應該努力做甚麼」。31 

這裏對葉道勝的托爾斯泰翻譯進行梳理，首要目的是

釐清這樁學術個案包含的疑難。傳教士之為西學東漸的重

要媒介，呈現着很多這樣的個案，都值得仔細鉤沉。西學

東漸又或者更進一步地說，西「道」東漸，帶來了文以載

道的要求。利瑪竇（Matteo Ricci）入華，與中國士人交遊，

以文會友，自然是對這一要求早就有了默會。透過葉道勝

的個案，還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與此同時不難發覺到，

對於葉道勝這些深入民間的傳教士來說，文以載道就是要

把「道」傳向中國的民間，使民知之。所以，他選擇了托

爾斯泰的民間故事。在葉道勝之前，已有不少傳教士都在

做着類似的事情，向中國民間傳播以文以載道為目的的翻

譯文學作品。其中最負盛名者，有楊格非（Griffith John）

翻譯的《紅侏儒傳》（Terrible Red Dwarf）等。歷史長河

滾滾流動，西「道」東漸依舊在持續。選取恰當的既具有

文學價值，又具有思想內涵的文學作為載道的工具，無論

翻譯，還是創作，恐怕仍然是一個任重道遠的問題。 

 

關鍵詞：托爾斯泰 葉道勝 塞林 傳教士 禮賢會 

 
作者電郵地址：yangjunjie@bnu.edu.cn 

                                                             
 31. 托爾斯泰著，陳燊等譯，《列夫．托爾斯泰文集》（北京：人民文學，1989），卷十四，

頁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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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n though the earlie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Leo 

Tolstoy’s literature was no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How 

much Land does a Man Require?” by Immanuel Genähr in a 

Shanghai Christian magazine in August 1905, his translation 

stil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olstoy in China and is thus worth studying. No recent 

study has contributed much to this topic other than Hansjörg 

Sellin’s Immanuel Gottlieb Genähr. Deutscher 

Tolstoj-Übersetzer in China (1996). His work looked 

thoroughly into the materials preserved in Archiv- und 

Museumsbestände der Vereinten Evangelischen Mission. 

However, 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Chinese materials beyond 

his reach, which gave us evidence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enähr and Tolstoy. This article revisits Sellin’s study and 

makes amendments with reference to these Chinese materials. 
Keywords: Leo Tolstoy; Immanuel Genähr; Hansjörg Se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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