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近代日本对于译词"经济#的犹疑和替代尝

试

综上所述!幕末"明治间日本逐渐普遍地以#经

济$对译 !"#$#%&!#经济$一词脱离了古汉语的固有

含义%经世济民&!也游离于’经济$一词词形所可能

昭示的意义之外( 对于此一翻译!以及由此导致的

经济学的物化主义走向!日本也不乏批评者!如日

本经济史家山崎益吉在 )横井小楠的社会经济思

想*%多贺出版株式会社 ’()’ 年&的序章说+
众所周知!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经国安民!

是#大学$八条目之治国平天下论% &&近代以

后!经济的真实意义被遗忘!单纯讲追求财物

和合理性!而失去了本来面目%
山崎明确指出!日译’经济$一词已抛弃’经世

济民$古典义!这不仅是词语的畸变!也意味着经济

学说从关切治国平天下的大义!走入追逐物质财富

及论证其合理性的道路(
当然! 近代日本也并不是立即将 !"#$#%*"+ 的

译名统一为’经济学$的!幕末明初对译词’经济$持

犹疑态度者不乏其人( 如西周虽在 ,)-. 年的书信

中使用过’经济学$一词!,)-/ 年留学荷兰期间交叉

使用’制产学$和’经济学$!但他一直不能忘怀’制

产学$这一名目( 明治三年%,)01&西周的讲稿%多年

后由学生整理成)百学连环*刊行&中!遵循中国经

典)孟子*的’制民之产$一语!再次阐发’制产学$这

一学科名目!并认为以’经济学$翻译 !"#$#%&!选词

并不准确!而’制产学$则较能在古汉语义与西义之

间达成沟通( 西周在)百学连环*中指出+
近来津田氏有’经济学(译语行世% 此语采

用’经世济民(的缩语!而专指民生)活计论!则

不一定适当!故我采用孟子’制民之产(一语!
创’制产学(以译之%
后来!西周于明治七年%’)02&刊行的)人世三

宝说*中!又在论金钱,富有时使用’经济学$!还在

论贮蓄流通时使用’经济学$!这都是正面肯认作为

!"#$#%*"+ 译词的’经济学$(但在同篇!又有’弥尔氏

的利学$一语!将英国学者弥尔%今译穆勒&的经济

学称’利学$( 可见!直至 ,3 世纪 01 年代!西周一直

在’经济学$与’制产学$"’利学$等词之间徘徊( 以

’经济学$作 !"#$#%*"+ 译词!显然不是西周的理想

选择(
福泽谕吉是’经济学$译词的创用者之一!如前

所述!他早在 ,)-0 年编写的)西洋事情-外编*中便

使用’经济学$!,)-) 年又在其创办的庆应义塾%今

名 庆 应 义 塾 大 学 & 将 美 国 人 弗 兰 西 斯-威 兰 德

%456$"*+ 76&86$9 ,03-.,)-:& 的 著 作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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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交换)消费的总和!兼指节俭)合算% 今天我们习用的负荷着上述新义的’经济(一词!既与该词的汉语古典

义相去甚远!又无法从其词形推导出今义来!是一个在’中*西*日(语汇传译过程中步入别途的词语% 而’经

济(所指概念的转变!正透露了近代日本人以及随后的中国人对于社会生计问题的认识!从泛政治)泛道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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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直译为"政治经济学原

理#$翻译成%经济学要论&’作为教材( 但与此同时’
新术语)经济*+,经济学*的始作俑者福泽又多次使

用,理财*+,理财略*+,理财方略*+,理财法*+,理财

的 法*一 类 词 语’以 指 称 生 计 活 动 及 相 关 学 说!见

%福泽谕吉全集#第 /0 卷+第 /1 卷$( 其,理财*一

词’取自%易经-系辞下&的,理财正辞*’意谓对财富

的有利运用( 近代日本学者以,理财*名篇的不少’
如中村敬宇安政五年!/232$作%论理财&!%敬宇文

集&卷之二$(
大约是根据福泽意旨’庆应义塾设,理财科*’

明治二十三年!/245$’其文学+理财+法律三学科合

成大学部’此为庆应大学的基础’而庆应大学的经

济学部直至 05 世纪 15 年代还称,理财学部*( 与之

类似’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东京大学’其经济学部

的前身是文学部的理财学科’大正九年!6407$%大

学令&颁布后’其,理财科*才被,经济学部*所取代(
,理财*一词长时期在日本通用( 明治 8/ 年!/292$’
日本大藏省记录局编纂篇幅浩繁的 %德川理财会

要&’沿用,理财*一词!参见千种义人%福泽谕吉的

经济思想之现代的意义&第 :94 页’关东学园大学

平成 ; 年版$(
井 上 哲 次 郎 !8233.84<<$等 编 纂 的 %哲 学 字

汇&第一版!明治十四年$’绪言列举该辞典涉及学

科名目’未出现,经济学*’而用,理财学*!初版%哲

学字汇&井上哲次郎撰%绪言&$’将 -+&#&!*+% 条目

译作,家政’理财学*/ %哲学字汇&848: 年第三版’仍

将 (&)*$*+,) "+&#&!. 并列译作,经济学 理财学*’并

在注中引汉籍语,文中子云’是其宗侍’七世矣’皆

有经济之道( 易系辞云’理财正辞( *
直至当代’日本辞典还有兼论 "+&#&!. 的多种

汉字译名’如新村出编’岩波书店 8442 年 88 月出

版的%广辞苑&第五版的,经济学*词条’注明,经济

学*是 =&)*$*+,) >+&#&!. 及 >+&#&!*+% 的译语’并对

其下定义为,研究经济现象的学问’旧称理财学*(
这表明’,理财学*作为过渡性译词’长期在日本流

行’ 直至近年的辞书还要注明经济学曾称 ,理财

学*(
可见’与,经济*近义的译词’如,制产学+利学+

富国学+理 财 学*等’在 日 本 曾 长 期 与,经 济 学*并

用( 经济+经济学成为通行的+规范化的术语’日本

也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84 世纪 ;7 年代初至 47

年代末$(
六!清末中国学人不大认同译词"经济#$而以

"富国策!富国学!计学!生计学!平准学!理财学!财

学!资生学!轻重学#等翻译 >+&#&!.
与幕末+明治间的日本曾产生 >+&#&!. 的多种

译名一样’清末中国也对该英文词语作过种种翻译

尝试’而且比日本的译名更加纷纭多歧(
清末最早的 >+&#&!. 汉译’ 是京师同文馆 84

世纪 ;7 年代末设立经济学课程’ 主讲者是美国的

新教传教士丁韪良 ?@,A$*#-B*))*,! C-( 8209.
848;D’他将课目定名为,富国策*!袭用宋人李觏%富

国策&的篇名’而李觏的篇名之词干’又取自%荀子&
的%富国&篇$’以英国人福塞特!E-F,G>+>$$ 又译法

思 德 8211H622<$62;1 年 版 的 @,#I,) &J (&)*$*+,)
-+&#&!.!可直译为%政治经济学指南&$一书作教材

底本’该书后由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汉译+丁韪良

鉴定’书名%富国策&’同文馆 6220 年印行(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K&I#L M&N# C))># /21;.

/459$光绪二年!/29;$闰五月在%万国公报&载%强

国利民略论&’议及,强国若何’利民若何*’提到%大

学&的,理财必先以格致*之说( 后来传教士以,理

财*表述 -+&#&!. 自此始(
英 国 新 教 传 教 士 傅 兰 雅 OFA.>A-M&N# 6214.

6402P8223 年翻译钱伯斯兄弟的自由主义经济著作

(&)*$*+,) -+&#&!.!可直译为%政治经济学&$’定名为

%佐治刍言&’,佐治*与,经国济世*同义0书中将,经

济学*表述为,佐治之学*+,理财之律学*’又音译作

,伊哥挪米*(
822; 年’入华英国新教传教士艾约瑟!-QR*#%-

M&%>=N 82:1.8473$将 英 国 人 威 廉-杰 文 斯!B-S-
M"T&#% 8213H822:$8292 年 印 行 的 UN> UN>&A. &J
(&)*$*+,) -+&#&!. 第 : 版!可直译为%政治经济学入

门&$汉译’取名%富国养民策&’先在%万国公报&第

<1.22 册连载 !光绪十八年闰六月至二十二年四

月$’后由海关总税务司出版单行本’该书将 -+&#&V
!. 译为 ,富国养民学*’ 称经济学家为 ,富国养民

家*’均由,富国养民策*推衍而来( 该书还使用,分

工*+,资本*+,流行不息资本*!流动资本$+,定而不

移之资本*!固定资本$+,利银*!利润$ 等汉字经济

学术语(
陈炽!1 .6244$624; 年著%续富国策&’宣称承

袭英国亚当 W 斯密的%国富论&’由于时人将%国富

!



论!讹称"富国策!#故陈炽将自己意在追迹亚当$斯

密的论著命名为"续富国策!#并宣称其书是要%踵

英而起&#促成中国富裕’
光绪二十五年(!"##)正*二月#马林*李玉书在

"万国公报!连载"各家富国策辨!#评介欧美各种经

济学说’ 同年十二月"万国公报!载广学会*益智会

"推广实学条例!#陈列%华文西学&课程单#内有%富

国策&一目’
总之#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入华西洋人及中国

仿效者曾用 %富国策&*%富国学&*%佐治之学&*%理

财之律学&*%理财学&*%伊哥挪米&等多种名目翻译

$%&’&() 及 $%&’&(*%+’ 清朝学部审定#将 $%&’&(*%+
的译名定作%富国学&’ 中国学者探求此一名目的#
始于梁启超和严复’

直至 !# 世纪末叶#中国士人仍然多在%经世济

民&义上使用%经济&#连乐用新名词的康有为也如

此#他的"日本书目志!卷五%政治门&中#有%凡六经

皆经济之书&的议论+!"#" 年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

在北京建立%经济学会&’ 这两处出现的%经济&一

词, 仍取经世济民古义’
梁启超 (!"-.,!#/#)!"#0 年首先在理财*节

俭*合算义上介绍%经济&一词和%经济学&这一学科

名目’ 他该年在"时务报!第 !1 册刊发的文章说-
%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著有

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

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 &次年梁启超撰"变法通

议$论译书!#在%富国学之书&下加注%日本名为经

济书&’ 可见#赴日之前的梁氏并用%资生学*理财

学*经济学&#而以资生学*理财学为主词#以经济学

作辅助性的比照名称’
亡命日本以后的梁启超#开始正面使用日本译

词%经济&’ !"## 年梁氏在日本撰"论近世国民竞争

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文称-
故其之争也!""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

于经济之事#
将%经济&与%政治&对称#其%经济&已不是经邦

济国义了#他对此解释道-%用日本名#今译之为资

生&’ 这时的梁氏对日本人将 $%&’&() 译作经济#已

开 始 采 纳#却 又 并 不 完 全 认 同#他 推 崇 的 还 是%资

生&一词’
!#23 年#梁氏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引述日本

人翻译马克思(其时译名为%麦喀士&)的言论,,,

%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

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 &这是在新义上用%经济&一

词’ 而 !#3/ 年 / 月#梁氏在"新民说$论进步!中言

及#亚当$斯密开创了近代新的经济学说#文曰-%斯

密破坏旧生计学#而新生计学乃兴’ &这里使用%生

计学&#回避%经济学&一词’ 可见#梁启超流亡日本

后#徘徊于日译词%经济&和自译词%生计&之间’
严复(!"41,!#/!)对日本 译 词%经 济&采 取 更

为鲜明的保留态度’ !"## 年#严复翻译英国古典经

济学家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初拟译名"计学!#该

年二月完成一册#寄吴汝纶阅#吴答严曰-%斯密氏

计学稿一册敬读一过#望速成之’ 计学名义至雅驯#
又得实#吾无间然’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民国

丛书!第三编#--#上海书店#第 1! 页)可见#桐城古

文大家吴汝纶十分赞赏译名 %计学&# 以为既雅且

实’ 严复根据亚当$ 斯密原著书名本义# 后来于

!#3! 年成时#将译名定为"原富!#他认为这是亚当$
斯密十余种论著中%最善&之作#他在"斯密亚丹传!
中说-斯密%归里杜门十年#而"原富!行于世’ 书出#
各国传译#言计之家#偃尔宗之’ &这里的%言计之

家&相当于今语%经济学家&’
严复译毕"原富!#并撰"译事例言!#批评日本

将 $%&’&() 译作%经济&失之笼统(%太廓&)#不妥#
主张译为%计学&#并说明理由-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 叶科!此

言家# 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 言计!则其义

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

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 盖

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

之以理财# 顾必求吻合!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

又为过狭# 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 虽计之为

义!不 止 于 地 官 之 所 掌!平 准 之 所 书!然 考 往

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

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 故%原富&者!计

学之书也#
又解释何以将书名定为"原富!-%云原富者#所

以察究财利之性情#贫富之因果#著国财利所由出

云尔’ &
严氏还在 !#3/ 年与梁启超的通信 "与新民丛

报论所译原富书!(载"新民丛报!第十二期)中谈及

%计学&一词的来源-
再者计学之名! 乃从 5%&’&(*%+ 字祖义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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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想!""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

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 窃以谓欲立一名!其

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
可见严氏创!计学"这一译词#是颇费心思的#

认为它既昭显了!计"字包蕴!国计$家计$生计"诸

义#又 切 合 英 文 !"#$#%&"’ 的!祖 义 "#故 他 对 译 词

!计学"相当自信%
严复在这里提出了汉英对译的原则&兼顾汉英

双方传统词义’祖义(#选择与原名内涵相符的汉字

词作译词#从而达成两种语文的通约% 严复的!计

学"一词虽未获流传#但他提出的翻译原则却是正

确 的#百 年 之 后 读 来#仍 令 人 心 服#此 诚 先 哲 之 至

论#后人不该遗忘)
同一时期#陈昌绪也采用!计学"一词#将自己

的作品命名*计学平议+#可视作对严复创!计学"一

词的响应%
梁启超基本赞同严复的!计学"译名#梁氏 ()*+

年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便是在严译!计

学"的基础上#将经济学译为!生计学"% 他在该小史

的!例言七则"中说&
兹学之名!今尚未定$ 本编向用平准二字!

似未安$ 而严氏定为计学!又嫌其于复用名词!
颇有不便$ 或有谓当用生计二字者!今姑用之!
以俟后人$ 草创之初!正名最难$ 望大雅君子!
悉心商榷!勿哂其举棋不定也$ %&梁启超全集’
第 + 册!第 ,-+ 页(
梁氏这番话透露了他曾以!平准"译 !"#$#%.#

但不满意#又选!生计学"#仍属姑且用之#并寄望于

来者!悉心商榷"% 这既说明一门学科初创时的定名

不易#亦显示梁氏在术语厘定上的虚怀若谷态度%
关于严复等中国学者不认同日本以 !经济学"

对译 !"#$#%&"’ 的原因#笔者略作如下推测&日本以

!经济学"对译 !"#$#%&"’#发生在幕末明初#即 /, 世

纪 0*$1* 年代#其时欧洲还处在!政治经济学"盛行

的时代#日本人自然以!经邦济国"义的!经济"对译

之% 而严复正式展开翻译事业#在 (,$+* 世纪之交#
其时欧洲已发生将!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中分化

出来的转变# !"#$#%&"’ 限于讨论国计民生问题#故

严复认为以!经济"译之!太廓"#从而选用!计学"之

类译词% 但严氏自己并未直接指出上述意思#这只

是笔者的一种分析#聊备一格#提出来供参考%
总之#严氏$梁氏等清民之际的中国学者一直

不大认同以 !经济学" 对译 !"#$#%&"’ 这一学科名

词# 而力图从古汉语中寻找意义与 !"#$#%&"’ 较为

相近的词% 除计学$生计学外#时人还一度起用!平

准学"#其中的!平准"一词#取之汉代实行的!平准

法"#*史记,平准书+有具体记述% 平准法意在保护

小农免受巨商垄断之害#朝廷在市场物价低时购进

生活用品#市场价格上涨时以优惠价售出#以保障

平民生活% !平准"一词后来从平抑物价之义引伸为

财政政策#接近今义!经济"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上述努力在辞书中也有表现% (,*2

年#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保留!计学"名目#并

对计学下定义&
论生财#析分#交易#用财之学科!谓之计

学!亦谓之经济学) 俗谓之理财学)
这里以!计学"为条目主称#而以经济学$理财

学作辅佐性说明词#没有以!经济学"设立词目%
曾 留 学 日 本 东 京 帝 国 大 学 的 胡 以 鲁 ’- 33

(,(4(#(,(5 年撰*论译名+’载于梁启超主编的天津

*庸报+第 +0$+1 期合刊(#对日本新名词入华从总

体上给予肯定#也指出有些译词含义不通#认为!不

宜袭用#防淆乱也% "其中!亟宜改作"的日本译名#
胡氏特举!经济"$!场合"$!治外法权"等例% 可见#
认为日译词 !经济"!不合吾国语法"#!不宜袭用"#
是清末民初中国学人的普遍看法%

七!民初因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影响及孙中山提

倡"!"#$#%. 的译词由众名纷纭到定格#经济$
清末民初#!"#$#%&"’ 在中国的译名#音译$意译

并用#呈现一词数译的多元局面% 音译如严复译*原

富+中的!叶科诺密"#还有!爱康诺米"$!伊康老米"
等等% 意译有新教传教士翻译的富国策$富国养民

策$理财之律学#中国人自译的平准学$计学$生计

学$轻重学$理财学$财学$资生学$轻重学等等#众

词并用#莫衷一是% 这些译词多选自古典#!平准"$
!富国"前述不赘% 又如!理财"#典出*周易,系辞下+
!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宋以后成为流行语#王

安石称当时的患贫#是因为!理财未得其道"’*临川

先生文集,上仁宗皇帝书+(.南宋叶适有!古之人未

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之论’*叶适集,财

计上+(% 可见!理财"是古汉语中表述经理财政的通

用词#以之对译 !"#$#%.#庶几切近% 梁启超在*史记

货殖列传今义+一文中将经济学阐释为!*大学+理

财之事"#将经济学家称之!理财之学者"%

!



!" 世纪初!#$%&%’( 的译名由众词纷然终于定

格为"经济#!与汉译日籍$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学教

科书%的强劲影响有关& )*+, 年由留日学生纂集的

’译书汇编(中发表’经济学史(一文!即采用日本译

词 )经济学#& ,*"- 年日本学者杉荣三郎$,./-*
,*01%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编写’经济学

讲义(!在中国教坛上宣讲+经济学,!使今义+经济,
和+经济学,开始得以普及- ,*+- 年商务印书馆译印

日人持地六三郎的’经济通论(.此后!,*+1 年王珏景

芳译日人山崎觉次郎的’经济学(.,*+0 年王绍曾编

辑山崎觉次郎讲述的’经济学讲义(- 清末翻译西洋

经济学论著!也借用日本译词定名!如 ,*+. 年朱宝

绶译麦克文 234 56 57$87&#9著作!题’经济原 论(.
)*)+ 年熊嵩熙等译 :6 ;#<( 的书!题’经济学概论(-
与其他日源新语迅速在中国通行有别!+经济,一词

直至辛亥革命前后仍未被中国人广为接受!原因即

在于!此词的新义与古典义相去甚远!又无法从词

形导出该新义!包括梁启超/严复等学界巨子在内

的不少中国士人! 曾一再试探找寻与 #$%&%’=$> 相

对应的/含义较确切的汉字词!故"经济学,长期与

"理财学/富国策/计学/生计学,并列使用& 如前所

述!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西周等!虽然也

使用"经济学,一词!却又并不满意!福泽谕吉欣赏

"理财学,!西周更钟爱"制产学,& 这都反衬出以"经

济,对译 #$%&%’(!并不理想!汉字文化圈内中日两

国的顶级学者都试图另寻译词&
"经 济 学,在 中 国 取 代 其 他 译 名!成 为 通 用 术

语!除清末民初日籍$尤其是日本教科书%流行造成

的影响外!还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文化宣传实

践颇有干系& 在日本编辑出版的革命派报纸’民报(
多用日译词"经济,& 孙中山$,.00*,*!1%/朱执信

$,..1*,*!+%等人文章常在今义上使用"经济,& 民

国初年!孙中山还专门提倡"经济,一词!力主以此

取代"富国策,/"理财学,之类& 孙氏 ,*,! 年 . 月在

北京作’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批评(讲演$见’孙中山

全集(第 ! 卷!第 1,+ 页!中华书局 ,*.! 年版%!论

及 #$%&%’( 的译名时说0
按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 管子者!经济家

也!兴盐渔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

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 厥后经

济之原理!成为有统系之学说!或以富国学名!
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以赅其义!惟经济二字!

似稍近之" 经济学之概说!千端万绪!分类周

详!要不外乎生产#分配二事" 生产即物产及人

工制品!而分配者!即以所产之物!支配而供人

之需也"
,*,! 年 ,+ 月! 孙氏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

也讲过类似的话!并在演说中一再出现+经济学,/
+经济学家,/+经济主义,/+经济学之原理,等语&

民初以后!经济/经济学逐渐 成 为 #$%&%’( 和

#$%&%’=$> 的通用译名!包含社会生产/交换/分配/
消费等内涵!与古典的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义分道

扬镳& 然而!经济学与富国策/计学/理财学并用!在

民国年间还延续了一个时段!中国第一位留美经济

学博士马寅初 $,..!*,*.!%,*,? 年在耶鲁大学所

撰博士论文!便不用+经济学,一词!而用+富国策,/
+计学,!表现出对+经济学,这一译名的保留态度&
大约到 !+ 世纪 !+ 年代以后!+经济,及+经济学,才

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普遍接受并获通用&
马寅初后来的著作!也命名为’中国经济改造(/’经

济学概论(/’战时经济论文选(/’马寅初经济论文

集(等等& 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 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引述他从日

文翻译的马克思著作 ’经济学批评序文($今译名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其中的+经济学,当然是

采用的日本译词&
八!今义"经济#的语义学考察$在古今义转换!

中西义对接间错位

今义+经济,$国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总

和!兼 指 节 省/合 算%!已 经 约 定 俗 成!不 仅 学 界 通

行!而且民间习用!大概是难以更换的了& 然而!+经

济,所负荷的今义从语义学及构词法考究!存在明

显弊病!却是应当予以揭示的&
由于汉字的多义性!汉字词往往可以在同一词

形下包蕴多种含义! 故借用古汉语词对译西洋概

念!常常发生含义的扩大/缩小/引申甚至全变!这

是汉字古典词能够演化为新语的条件& 不过!这种

扩/缩/引申/全变!应当遵循汉语文词演变的逻辑!
人们才可以在理解中使用!或在使用中理解&

常见的汉字旧词生新义的方法是!以原词的古

义为出发点!令其外延缩扩!内涵转化& 如+教授,!
原为动词!意谓传授知识.宋代以降!成为偏正结构

名词!指掌管学校课试的学官& +教授,的今义是在

翻译 @A%B#>>%A 时获得的!特指大学教师中的最高职

!"#$%&’()*+,-

!



!""#! $" !"#$%&%’ # %$% $&

称!但此一新义是原义的合理引申" 再如#物理$!古

义泛指事物之理!今义是在翻译 !"#$%&$ 时获得的!
收缩为自然科学中的一个门类!研究分子以上层面

的物质变化规律%分子发生变化!则是化学研究的

领域&!此一内涵演变也有逻辑可循" 又如’历史$!
古义为史书!指过往事实的记述!今义是在翻译 "%$’
()*# 时获得的! 转化为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

程!或指历史学科!此种引申!易于理解" ’组织$的

古义是纺织!今义是在翻译 $)$%+% 时获得的!转化为

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进而引申为社会中按某种

任务和系统结合成的集体,)*-./%0.(%)/1!古今义变化

甚大!但今义可从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内寻觅" 总

之!这些汉字词的古今义之间虽然有泛与专(宽与

窄的区别!或者所指发生了变化!但其新旧词义间

保持着遗传与变异之间的内在张力!因而使用者稍

运神思!便可发现二者间的演变轨迹!对词义的古

今推衍(中西对接!有所会心)
反观’经济$一词!其今义不仅与古典义脱钩!

而且无法从词形推衍出来!即使改变构词法!也不

能引出今义* 今义%国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总

和!以 及 节 省(合 算&是 外 加 给’经 济$这 一 汉 字 词

的!因此!新术语’经济$失去作为汉字词的构词理

据" 这正是中国学者严复(梁启超(胡以鲁(马寅初

等不愿意认同此一译词的原因!而试图以’计学$等

词取代,日本学者西周则创’制产学$以更替’经济

学$!福泽谕吉虽是译词’经济学$的最早制造者之

一!但他也并不满意该译词!而更倾心于’理财学$!
其内在原因也在于此*

九!今义"经济#的历史学考察$国计民生问题

与政治!伦理相分离%社会进步的经济尺度的突现

然而!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中两国还是先后选

择了’经济学$作 2&)/)3%&$ 的译词!其间的原因!须

从历史学角度观察!方能获得真解*
综观除’经济学$以外的近代中日两国创制的

2&)/)3%&$ 各种译词!如’计学(生计学(平准学(资生

学(轻重学(理财学(富国学(制产学$等等!有着类

似的性状-都以某汉语古典词%如’计(平准(资生(
轻重(理财(富国(制产$等&作基轴!并以其古典义

为出发点引申出新义! 故词形与词义是统一的!可

以观形索义! 因而具有较充分的汉字词构词理据*
但是! 何以它们都未能占据 2&)/)3%&$ 译词的正宗

地位呢. 笔者以为!这些词虽然有着充分的构词理

据!却全都存在一个相似的弱点-分别只表达了人

类物质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足以概括全貌* 严复

在/原富0的/译事例言0中说-作为 2&)/)3%&$ 的译

词!’理财又为过狭$* 平心而论!严复此一批评!不

仅适用’理财学$一词!其实是切中了上述诸词%包

括严复自创的’计学$在内&共通的要害-它们所彰

显的意义!或为生产+或为消费+或为分配+或为管

理!而无力总括人类物质生活的整体!故均难以充

作 2&)/)3%&$ 的理想译词* 唯独’经济$及’经济学$!
虽然被严复责备’既嫌太廓$%含义太泛&!但毕竟更

富于统合力! 终被历史勉为选中作 2&)/)3%&$ 的译

词*
本文前面已详述!译词’经济学$存在概念古今

错位+词形与词义相脱节的缺陷!并非一个合理的

汉字术语!对学科的发展带来某种不便!如在追溯

此学科的学术史时!古典概念与今之概念!东方概

念与西方概念间!便多有隔膜!须化费颇大气力作

阐释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叶坦研究员

曾 著/’中 国 经 济 学$寻 根0一 文%/中 国 社 会 科 学0
4556 年第四期&!对此一问题作辨析*

如果变换角度!将语义的变迁置于历史%特别

是 思 想 史&大 背 景 下 加 以 考 察!则 可 发 现-近 人 以

’经济$翻译 2&)/)3#!使’经济$从治国平天下+经世

济民的政治+伦理’大义$中解脱出来!赋予物质财

富的创造+交换+分配等意义%节俭也在此意之中&!
这样!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此一头等重要的实际

问题!其研讨的重心!便由’义$转为’利$* 这正昭显

了一种时代精神的转型-社会的价值取向从古典的

’轻利重义$演变为近代的实利主义*
近代工业文明有多重精神支柱!实利主义为其

重要支柱之一* 利益驱动+价值法则这只’看不见的

手$!是推进近代工业文明的强大动力* 正是这种近

代工业文明令实利主义大为张扬的历史实际!使得

作为国计民生之学的 2&)/)3%&$ 在近代西方创生并

逐渐摆脱对政治的附庸地位* 2&)/)3%&$ 作为这样

的一种近代学科!46+45 世纪成长于欧美!进而播扬

世界!就东亚而言!日本率先于 45 世纪中叶开始建

立此一学科!这与其’开国$并向工业文明迈进大体

同步* 被称之’东洋卢梭$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中江兆

民!对经济的近代意义有敏锐的观察!他 4666 年指

出-’45 世纪以前!经济曾是政治的附属品!但这种

附属品变为了必用品* $%/东云新闻0!明治 74 年!

!"



!" 月 # 日!"经济# 一词的含义在近代日本发生变

更$从中江兆民的这番话中可以悟出个中原由%
中国约于 !$ 世纪末以日本为中介开始传入西

方的近代经济学$ 同期严复直接从欧洲译介此学$
但如前所述$在清末尚未形成统一的术语% 至 %" 世

纪初&民国初年$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近

代民族工业得到发展之际!$ 近代经济学正式流播

中国$而’经济(含义的古今转换$)经济学(成为国

计民生之学的共名$ 正是在这种历史进程中实现

的%
严* 梁等近代中国学人从语义学的纯正角度$

不满于译词"经济($而试图另拟别语作为 &’()(*+
的译词$但中国人终于从民国初年开始接纳"经济(
这一译词% 表面上看$此为日本新名词强劲影响及

孙中山倡导的结果$但究其实质$却有一种时代趋

势 在 起 作 用+中 古 式 的 泛 政 治*泛 伦 理 的"经 世 济

民(之类意义$已不敷需用$而英语 &’()(*+ 所包含

的"国民生产*消费*交换*分配之总和(的意义$更

能反映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的总体状貌$人们无以

名之$只得从古典词里寻出"经济(以称呼% 当然$人

们为此支付了放弃词语纯正性的重大代价%
从语义学与历史学相统一的角度反思$同属汉

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 当年如果能创制更加确切

的*形意相应的汉字术语以表述 &’()(*+ 所包蕴的

新概念$或许会有助于人们观词索义$从而便利大

众理解$促进相关学科的成长% 不过$语文发展的历

史进程并不理会"如果(% 它的实际运行过程表明$
在新概念纷至沓来之际$似乎无法十分从容地字斟

句酌$有时还会放弃对构词理据的坚守$只顾在大

众的语文实践中浩荡前行%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反

思的无益$因为$去者不可追$来者犹可为$我们所

应当做$也能够做的工作是,,,
揭示已成术语的演化过程$辨析其间的成败得

失$以增进今后接纳新概念*创制新术语的理性自

觉$使术语&尤其是核心术语!的建设$步入较为健

康的轨道$为发展中的知识网络提供坚实可靠的纽

结%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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