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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京雪

如果每个人生来都自有使命，许多人恐怕至死都没能找到
这样的东西，而另一些人一早便已觉悟。

张卜天显然是后者。
从 2001 年、 22 岁着手翻译柯瓦雷的《牛顿研究》起，他

再没中断学术翻译这项枯燥冷清、报酬并不丰厚的工作，将自
己的业余时间尽数投入。

到 2016 年末， 37 岁的张卜天已出版译著 36 本，交付译
稿 40 余部；独力策划、翻译着两套译丛：湖南科技出版社的
“科学源流译丛”和商务印书馆的“科学史译丛”。

15 年寂静光阴里，这位年轻学者如埋头修行的苦行僧，
以平均每年两到三本的速度，把古希腊至科学革命后科学发展
的诸多经典陆续引介。

多少了解学术翻译是怎么回事的人，都难免为之惊讶。有
人称赞张卜天以“一己之力”为学术传播做出重要贡献，有人
评价他是这个时代的大熊猫，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编辑李
婷婷说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译者，简直不像这个世界上的
人”。

偶尔，也有读者从哥白尼、爱因斯坦、薛定谔、李约瑟和
《大问题》《现代性的神学起源》《科学与宗教的领地》等名
词背后留意“译者张卜天”这行文字。“越了解越胆寒，
1995 年 16 岁入中科大， 2008 年北大哲学博士毕业，科技史
大咖吴国盛先生的高足。译著均为世界级科学名著，对拉丁文
也有研究。在这些神人作品前，我有强烈的文盲感。”一位读
者如此慨叹。

“我是早就定位清楚了，翻译是我第一重要的事。”坐在
桌子对面，张卜天边说着话边低头注视自己搁在桌面上的双
手。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媒体面对面的采访。这位“希望尽可能
隐藏起来”的资深译者有一张比实际年龄更显年轻的明净面
孔，回答任何问题都诚恳而坦然。

“不被关注挺好，在翻译很多书的同时，大家不知道我是
谁，甚至以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是一本本遗著被整理出来，我
挺享受这种感觉。”他这样说完又立即补充，“其实骨子里还
是在乎自己声名的，达不到真正的无欲无求，只不过喜欢以一
种比较独特的方式昭示自己、刷存在感。”

交谈间，他几次提起最钟爱、也受其影响至深的钢琴家格
伦·古尔德，“他说，一个人可以在丰富自己时代的同时并不属于
这个时代，他可以向所有时代述说，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
时代。这是一种对个体主义的最终辩护。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
时间组合，拒绝接受时间规划所强加的任何限制。”

大学毕业时，张卜天把这些句子作为临别赠言写给同学，
“我太喜欢这段话了。”

张卜天原名“张晓天”，读初二那年，算命的人说他名字
里应该换一个两笔画的字，家人在二、十、七、八、九等一串
两画字里，挑出了“卜”。“倒也印证了我后来的人生历程，
从纯理性的‘知晓’转向更神秘、理性无法统辖的领域。”张
卜天说。

他曾是纯粹的理科生，对文科毫无兴趣，解起数理化习题
轻松自如，乐在其中。 16 岁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父亲劝他千
万别选数学、物理那种纯理论专业，建议他考虑热科学与能源
工程系。这个系名在少年张卜天脑海里幻化出一幅阳光照到米
饭上把饭“照”熟的画面，顿生神往，结果开学后，他发现自
己要面对的是锅炉和叶轮机械。

大学一年级读的爱因斯坦传记对张卜天影响颇大，“直接研
究光是什么不比研究制冷、锅炉有意思得多吗？广义相对论多么
有趣，这么重大的东西怎么能不学呢？”他开始申请转系，这
在中科大很不容易，尽管他是要求转到更冷门的近代物理系。

那段时间，张卜天喜欢上听古典音乐，转系申请书里，他
颇自信地写道：“当我听到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时候，我就知
道我一定能转成。”大一下学期，他果然成了第一个成功转系
的学生。

从中科大毕业后赴美留学，他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继续攻读理论物理，导师是 1979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
蒂文·温伯格。

听着古典音乐研究物理学，在所有人眼里，张卜天都该沿
着这条路走得顺顺当当，但紧随其来的一场“惊心动魄的精神
危机”让他留学刚满三个月便弃学归国，人生也转向截然不同
的方向。

“待不住，文化不适应、饮食不适应……在完全陌生的环

境里，各方面都成了诱因，让你过去最喜欢、珍视的东西，
比如数学、物理、巴赫，都变成极其压迫人的外力。你突然
发觉这些没有血肉、没有任何人味的东西与你离得如此之
远，感到人生没有意义。”

心理医生说张卜天没有任何问题，但当那种难以描述的
压抑感愈发沉重，他会因为突然察觉自己有呼吸、有心跳而
害怕，会盯着两手，疑惑手掌末端为何会分叉生出手指，对
自身的存在产生不解和恐惧。

“物理和古典音乐都没法支撑我，我需要知道——— 你可
能感到可笑，但对我是最最真实的感受——— 我最关心的问题
其实只有一个：世界为什么存在。”

2000 年冬，在从洛杉矶回国的飞机上，窗外夕阳如
血，张卜天抓着身边的陌生人不断说话，以此勉强维持平
静。“所有人都说要坚持住，这不是多大的事，但我知道，
对我来说真的不是这样。”

后来，读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开篇第一句让
他深感震撼、如逢知音——— “世界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这
是哲学最基本的问题。”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谈‘畏’和‘怕’那两
节，在没有任何哲学训练的情况下，每一个字我都能懂，写
的完全是我在美国的感受。他分得很清楚：‘怕’是怕某个
具体东西，比如一条蛇，而‘畏’是没有对象的怕，不知道
怕什么，就是怕本身。在我来说，你要一定问我当时恐惧什
么，我就是怕‘存在’，存在本身对我有强大的异己感，怎
么忽然就有了这一切？这种恐惧和困惑没法跟人说，别人也
不能理解，谁都没法救你。”

回想起来，他说 20 岁的自己太过年轻和敏感，但这份
敏感促使他及早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真正关切的是哲学层面
的问题，之前对物理的喜爱本质上也是出自这种关心，“只
有哲学还能收留我这样的人。”

2001 年年初，出国前从没看过哲学书的张卜天跑到北
京，在北京大学周边租房，旁听哲学课，正式“弃理从
文”。他认为自己的疑惑很大程度上是科学带来的，决定报
考北大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生。

从理科跨入文科，一无所知、一切自己摸索，这段旁
听、备考的时光极大地温暖平定了他的心境，他感觉考研挺
容易，没什么压力，每天就是听听音乐、上上课。在这个过
程中，他渐渐发现自己关心的东西还有不少人也关心，有了
一种归属感。

也是在旁听期间，张卜天后来的导师、当时在北大任教
的哲学教授吴国盛在看过他的试译章节后，将《牛顿研究》
的翻译工作交给了他，这是“译者张卜天”的开始。

2001 年暑假，在河南老家，张卜天每天早上带着早
饭、字典、草稿纸和《牛顿研究》出门，骑车去家里刚简装
过、还没入住的空房子，开始一天的翻译，直到晚饭时间再
骑车回家。那时他还没买电脑，就先翻译在草稿纸上，完了
借别人的电脑录入。书有些枯燥，但翻译本身很新鲜，他查
着词典、译着书不知不觉过完了夏天。

翻译的本质是分享，对于“分享”，张卜天有种天然的
喜好，他说这是自己执着于翻译的最大动力。当初读物理、
学相对论、量子力学时，他曾为这些理论不可思议的纯粹跟
美妙赞叹又苦恼，心想世界上只有很少、也许仅 0 . 1% 的人
能领略这份美妙，那剩下的 99 . 9% 的人该靠什么过活啊？
“实际别人当然生活得挺好，可我就会觉得不忍心，不愿独
享这些好东西。”

跟从出版机构接活的译者不同，张卜天的翻译书目几乎
全部由其自主选定，觉着哪本书不错，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读
到，就拿过来翻。

2002 年，北大图书馆处理旧书，还在读研的张卜天随
手拾起一本外文书翻了几页，发现那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哲学

入门好书。他迫切地想将之译成中文与更多人分享，辗转联
系上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校友，写了各种策划报告，终于促
成此事。这就是后来重印多次、豆瓣网友评分高达 9 分以上
的《大问题》。

会在写博士论文期间翻译《韦洛克拉丁语教程》，也是
因为他这种急于分享的性格。“做西方研究的各门各科都会
用到拉丁语，国内想学的人也很多，可就是找不到书，我在
北大学习用的也是一本德语教材。如果没能力自己写，翻译
国外现成的经典教材不就行了吗？不是多难的事，怎么就没
人做呢？我只好勉为其难了。”

那时，他已出版差不多 10 本译作，越来越明确自己的
兴趣和能力所在，当周边的人们开始忙于工作、为生计打
拼，毕业后进入中科院就职的张卜天已决心把翻译作为最紧
要的事。

北大周边 40 来平方米的小两居，是张卜天与人合租之
处。房间很破旧，有台老空调，一插上就跳闸，房客们只能
靠小电扇度过炎夏。

上班之外，张卜天不怎么出门，除去吃饭睡觉，绝大多
数时间都待在屋子里翻译，有时一天能译 10 小时以上。
2015 年上半年，他去剑桥大学访学， 6 个月译书 4 本半。

当然也有译不下去的时候，翻译《现代性的神学起
源》，难度太大，他中途两次想放弃，最后，还是在北京酷
暑里一间没有空调的办公室中，对着电脑坐了两个多月，译
完了这本书。后来，有人说这是他最好的译著之一，豆瓣评
分 9 . 3 ，“读起来像坐滑梯一样顺畅”“丝毫不觉是译
作”“选书眼光不俗”……“我自己是一翻完就不敢再读
了。”张卜天说。

他没给自己定过具体目标，只是一本接一本不停译下
去，常常上午刚完成一本书的翻译、交了译稿，中午就已着
手翻译下一本。在休息和放松上，他对自己极为吝啬，偶尔
想换个环境，就买张票跑到南京或者哪里，住进旅馆继续翻
译，累了出门逛逛，吃点小吃。

“时间太紧迫，我实在舍不得。”他说海德格尔讲人要
向死而生，高僧印光把“死”字挂墙头，睁眼即见，“每译
完一本书我离死亡也近了一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他的词典里没有“拖延”，只有日月逝矣、时不我待的
急迫。感兴趣的书越来越多，这些书没人介绍可能永远没人
知道。而每本书的打磨都没有止境，为争取更多地翻译，他
只能牺牲一部分质量，自觉达到 80 分、 85 分就停手，“我
急切地想把更多好的东西展现出来，毕竟也积累了十几年翻
译经验，如果不充分利用不是很可惜吗？”

没有人向他施加压力，他的急迫完全来自内心，对翻
译，他有强烈到带宗教意味的使命感。

“不为什么，也不需要想清楚为了什么，奉献本身就让
人着迷，这是一种生存方式。”他怀疑自己前世是个传教
士，所以这辈子也成了苦行僧似的人，憧憬修道院那类清
苦、单调又带着纯粹精神气息的氛围，“最好加一点音乐，
再加一点台灯的灯光。”

音乐不妨用巴赫的管风琴曲，比起浪漫派的肖邦、舒
曼，他认为内敛严谨的巴赫才最浪漫——— 一种“冷浪漫”，
在数学般精确、干净、枯燥的表层下潜伏着浩瀚的海洋，存
蓄着最汹涌澎湃的力量，其境界宽广、清澈、悲悯，他说自
己跟巴赫精神气质相投。

“他崇尚简洁，讨厌冗余。体现在翻译中，他的译文绝
少有多余的表达，多一个‘的’字能把他难受死。”熟悉张
卜天的商务印书馆编辑李婷婷说，“他对自己能做什么、不
能做什么太清楚了！清楚之后就笔直地、一点不拐弯地去
做，像一束激光，绝不将精力旁散到其他地方。”考虑到当
前学术体制下，翻译收入低薄又不算学术成果的现实，她认
为张卜天实在很不容易。

张卜天承认这不容易，会牺牲很多，不过他喜欢这类工

作。“就像走路，每一步付出的代价都不大，坚持下来可以
走很远，难在坚持。坚持就是忍耐，闷着去忍耐。”用跟表
情一样平淡的声线，他低声说自己的生活极度简单，“真正
的波澜都在心中。”

无疑，张卜天热爱学术也热爱翻译，并将二者结合得很
好。他在这些事上毫无保留地付出心力，同时，又显得并不
那么在意。

北大哲学系退休教授张祥龙从张卜天读研时就认识他，
十几年中一直有往来。在他的印象里，张卜天敏感、聪明、
勤思好问，“这种敏感既是学术的、艺术的，又与他对生存
环境的反应有关。他善于在别人注意不到的冷僻处找到研究
点，然后以特殊的视角来发掘其中的深意。他有很强的思想
嗅觉，能应机判断各种文献的价值和长处所在。”

他认为张卜天拥有当今国内学界极为需要的才能，即通
过直接掌握、再现和消化国际学界的成果，来切实推进我们
自己的探索，找到高人一筹的研究新方向。

“但我其实没太把学问和翻译当回事，对我来说，这都
属于‘认真地玩’。”张卜天说。

作为学者，他把太多精力放在不算成果、也不为人看重
的学术翻译上。他申请过一个社科基金课题，后来很后悔，
挑剔地抱怨要按他的标准做，给定的时间完全不够，课题费
倒是给多了，好难花出去。

他感觉评职称要用的论文不难发，但能少发就要少发，
“只为功利性目的发论文特别没意思，而按我的要求写篇好
论文又需要太多工夫，耽误翻译。”

他也不急于撰写专著。在剑桥大学访学时，他在图
书馆看见一眼望不到边的科学史著作，对照国内的情
况，深觉当前阶段多做点翻译引介的工作比自己写本书
更有价值。翻译得越多，他的眼光越高、标准越严苛，
也越不敢轻易动笔。一些东西长久地在他脑海里酝酿，
他想自己最后可能只会写一本书。

作为译者，张卜天热衷分享，但也清楚自己的译著都是
“高冷”款，注定吸引不了太多读者。他有点遗憾，又说没
关系，他享受“与极少数人的心有灵犀”，并且“对于读
者，我也是要挑的”。

他认为翻译是自己在世间的使命，很干脆地说这一生会
翻译到死，但又觉得学术和翻译都只是学问层面的东西，相
对于他在灵性层面上对生命与生存终极问题的求解，它们只
不过是种手段，“就像佛教修行，挑水担柴是庙里的日常，
它培养你的心性、磨砺你的忍耐力，但它本身不是目的。”

他把整个生命看作一场修行，学术和翻译是他的“挑水
担柴”。

有人说张卜天关注的东西太过宏大，不够现实，他微露
笑意，说真不知道是谁不现实，“天天忙挣钱、忙各种世俗
的东西就叫现实吗？突生重病和临终时的人最清楚什么东西
真正现实，最现实的是跟人的生命离得最近的那些事，从这
个角度，我很现实。”

在朋友们眼中，张卜天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不接地
气。他脾气温和、待人诚挚，他们有事爱问他的看法，因为
他的建议理智、直率，有时直得人后背发凉，但又具有见识
和分量。此外，他们也觉得张卜天活得如此独特，以至于一
般人难以理解。

某种程度上，张卜天的确与他最欣赏的古尔德有类似气
质：厌恶主流、享受独特、乐于啜饮每个相似的心灵都品尝
过的孤独，“与时代的每一种可能潮流都背道而驰”。

很多年前，他写过一篇乐评，说“各位音乐大师们各自
构成一环完整的锁链，不知不觉地又向音乐的源头靠拢，组
成一个完满的圆，从而完成一个类似 1+1=2 的证明。而格
伦·古尔德很难归入这个圆中的任何部分，他在这个圆外独
立地画着自己的圆，这个圆没有完成什么证明的命中注定的
责任，却有着它独立的圆满性和不可抗拒的魅力。”

他说：“毫无疑问，古尔德是我真正的朋友。”

“苦行僧”般痴迷“不算成果”的学术翻译，以“高冷”的译著享受与学术知音的“心有灵犀”

译者张卜天：让生命有意义的事才最现实

▲张卜天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张卜天的部分译著。 照片均由张卜天提供

从 2001 年、22 岁着手翻译柯

瓦雷的《牛顿研究》起，张卜天再没

中断学术翻译这项枯燥冷清、报酬

并不丰厚的工作，将自己的业余时

间尽数投入

有人说张卜天关注的东西不够

现实，他微露笑意，“天天忙挣钱、忙

各种世俗的东西就叫现实吗？突生

重病和临终时的人最清楚什么东西

真正现实，最现实的是跟人的生命

离得最近的那些事”

“卜天”

弃理从文，“从纯理性的
‘知晓’转向更神秘、理性无法
统辖的领域。只有哲学还能收留
我这样的人。我最关心的问题其
实只有一个：世界为什么存在”

“分享”

翻译的本质是分享，对于
“分享”，张卜天有种天然的
喜好，他说，当初读物理、学
相对论、量子力学时，他曾为
这些理论不可思议的纯粹跟美
妙赞叹又苦恼 ，“觉得不忍
心，不愿独享这些好东西”

“坚持”

“就像走路，每一步付出
的代价都不大，坚持下来可以
走很远，难在坚持。坚持就是
忍耐，闷着去忍耐。”张卜天
承认翻译不容易 ，会牺牲很
多，不过他喜欢这类工作

“修行”

“我其实没太把学问和翻
译当回事，对我来说，这都属
于‘认真地玩’。”张卜天把
整个生命看作一场修行，学术
和翻译是他的“挑水担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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