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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绿色钢城
成就百年基业

特 约 刊 登

史海钩沉 译林求知
———访著名拉丁美洲史专家郝名玮

一心要考北大

坐在郝名玮家宽敞的客厅里，看着

一本本穿越时空的论著，听老人讲着半

个世纪前的故事。

“省溧中建校以来最好的高考纪录

恐怕还是由我们那一届创造的呢，我们

班光北大就考上
&

个。记得当年高考可

以填
&

个志愿，我班有
'

个填了北大。”

为何对北大情有独钟？郝名玮笑着

回忆：“我父亲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

系，是省溧中的语文教师。受父亲的影

响，我自小酷爱读书，一个星期至少一本

小说。那时懵懵懂懂，对法国文学特别向

往，像巴尔扎克、莫泊桑等人的小说都是

喜欢的读物，想着最好到北大学法国文

学才带劲。”

尽管郝名玮的数理成绩优秀，但他

仍是选报了文科。“最终被英语专业所录

取，我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当时的省溧

中并没有像国内多数高中那样开设俄

语，而是依然开设英语教学。教我们的英

语老师刘大伸当时在沪宁线上小有名

气，担任的又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因此令

我们这些学生受益良多。”

当然，在北大的五年，因为得到一批

大家的教诲，更令郝名玮难以忘怀。

朱光潜先生、俞大 先生都亲自授

课。朱先生除了英国语言及文学外，还

在英国学习了生物学与心理学，是我国

著名美学家。而俞先生是曾国藩的曾

外孙女，又是陈寅恪的表妹，
$()$

年曾

研究过曼斯菲尔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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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

研究了英国当代诗歌倾向。不仅具有

很高的素养和深入的研究，而且以饱学

擅教闻名。

“四年级教我们精读的赵绍雄先生

也是极有学问，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

曾有一次跑去问他，怎么我看懂了所有

句子，可就是翻不出来。赵先生很认真地

告诫我：这就说明你根本没看懂。汉语词

汇非常丰富，可以说没什么内容是你表

达不了的，翻不上来说明你对英语的理

解完全没到位。半个世纪后，我对向自己

提问的一些青年学子常提及赵先生的教

导，可谓受益终生。”

北大严谨的治学精神、先生们的

修养与人品，深刻地留在郝名玮的记

忆里。

先划边界，后赴古巴

郝名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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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时，没有像绝大

多数同学那样被直接分配到某个单位，

而是按系领导要求与几名同学一起将关

系留在北大待命。

身为团员的郝名玮临下乡劳动前，

突然得到系领导通知，拟前往云南参加

中国跟缅甸的划界工作。

“那会儿，国民党残匪还盘踞在中缅

边境缅甸一侧，时常流窜袭扰我边民，形

势比较复杂。划边界离不开地面、天文的

测绘工作，这些专业词汇缅甸语中没有，

只能通过英语进行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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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我赶往云南中缅交界地带，当时内心

略有不安。好在北大的英语教学以基础

扎实著名，至于各学科的专业词汇完全

可以通过自学来完成。”

这段翻译工作中，郝名玮印象最深

的是一次三天两夜没睡觉。“一般来说，

划边界都跟着分水岭走，可因为一段分

水岭走着走着分了岔，这下中缅双方就

各执其词了，引经据典，翻出各种资料，

开始唇枪舌剑。我当时一心想的就是，不

好好干，那就把一块儿地硬给整别人那

儿去了。不行，豁出去了。等这场论战得

了胜，我紧绷的神经一松弛，倒在床上整

整昏睡了
!*

个小时。”

“工作忙碌而充实。当翻译需要尽最

大可能去了解国家政策，好在正式谈判

之前组织上都会向我们交待清楚。不过，

谈判中总有波折，有时谈完之后会发现

某些不足，这时身为翻译需要勇于承担

责任，告诉对方是自己翻错了，再把最新

确定的想法告诉对方。”

跟缅甸的划界工作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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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外交部又指派郝名玮前往西藏，在跟

尼泊尔划边界的工作中继续当翻译。“任

务特别急，我从景洪赶到思茅时，长途公

交车开走了，我只好跟着邮政车赶往昆

明，人就挤在邮包里，路又难走，整整一

天一夜才艰难地颠到昆明。记得乘飞机

赶到北京，入住外交部招待所，自己还穿

着单衣呢。”

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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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郝名玮才被学校

告知分配到北京的“西苑机关”。没多久，

郝名玮又接到教育部指示，派他前往古

巴学习西班牙语。“我们那个年代，是以

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一共
$%

人辗转到了

古巴。我觉得学文学太专了，而历史则包

罗万象，词汇丰富，生动有趣得多，将来

也实用，就选读了哈瓦那大学历史系，进

修拉美历史。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

学好，否则回国后没法交待。很用功，每

天早上
'

点起床，晚上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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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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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郝名玮学成回国，而这段

经历则铸就了他一生中的学术辉煌。

终成拉美史专家

从古巴回国，郝名玮进入了国际关

系学院。那时“拉美革命”正处于低潮。再

往后就是“文革”，整个学院遭到解散，郝

名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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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河北饶阳当上了农民。

“我当时跟军代表说，自己是江南

人，要当农民不如回江南种地；没曾想这

个军代表倒很会劝慰人，说国家花了这

么多钱在你身上，还真能让你一直当农

民？先干着，以后会有改变的。”郝名玮笑

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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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郝名玮调回到北京，进入中

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拉丁美洲

史研究工作。

“自己总算进入专业对口阶段了，搞

起了拉美史研究。我们对拉美史的研究，

也是跟着时代而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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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研究的多

为‘革命’与‘解放’，改革开放后则从事经

济发展研究，后来关注的是文化传承。”

郝名玮边说边拿出自己跟另一研究

人员共同主编的一本绿色封面的书籍

《新世界的震荡———拉丁美洲独立运

动》。这本书是为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

,""

周年而出的，后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收

藏。这本书与国内外学者撰写的有关拉

丁美洲独立运动的著作有一个较大的不

同点，就是该书将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

家的独立运动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来加以考察，国内外学者有关拉丁美洲

独立运动的撰写范畴，一般只包括西属

美洲大陆和葡属巴西，该书还包括法属

海地和西属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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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郝名玮主持的研究论著《外

国资本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正式出

版，着重研讨了外债对拉丁美洲国家经济

发展的影响，以此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

些参考。该课题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通常而论，翻译作品极少能成为社科

院得奖项目。但郝名玮的《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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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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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及《制造路易十四》却打

破惯例，先后获奖，斩获业界好评如潮。

英国作家彼得·伯克所著的《制造路

易十四》旁征博引当时再现路易十四的

媒体———油画、版画、雕刻、文学、戏剧、

歌剧等等，详细论述了十七世纪的形象

制造者如何操纵民意来包装君主，清晰

地呈现了权力与艺术的互动关系。通过

作者比较文化的精辟观点，读者会对现

在媒体包装机制有新的解读与思考。

当然，在郝名玮的论著中，最能引起

社会反响的莫过于他主持撰写的《拉丁

美洲文明》一书了，该书是世界文明大系

的组成部分，获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

究所“
!""$

年优秀科研成果奖”。该书出

版后，原外交部长钱其琛曾向相关单位

和人员作过推荐，中宣部将其列为“国家

社科基金精品”。该书成为我国研究拉美

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突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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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退休后，郝名玮仍笔耕不辍，

应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约请，

独自或和他人合作翻译了十余部史学和

社会科学著作，介绍国外相关学术研究

成果。

本报记者 林以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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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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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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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毕业于江苏省溧阳中学! 同年考入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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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

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

!"$*

年
*

月

赴古巴留学!就读于哈瓦那大学历史系!

专修拉丁美洲史# 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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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回国! 被指派到国际关系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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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奉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历史研究所从事拉丁美洲史研究" 从

("",

年
()

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现

为欧美同学会会员! 并应聘任中国拉丁

美洲史研究会顾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

殊学科带头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

明比较研究中心理事" 已出版专著和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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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部" 主编有$新世界的震荡%%%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外国资本与拉丁

美洲国家的发展&#$拉丁美洲文明&#$神

奇的拉丁美洲&等专著'独译有$史学研

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世界体系(

&))

年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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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保卫历史&#$制

造路易十四&#$智利史&等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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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名玮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魏作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