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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英语里，
“龙”被翻译成 ｄｒａｇｏｎ。在基督教文化中，ｄｒａｇｏｎ 是恶魔的象征，是所有罪孽

的化身，还有凶暴的人等含义。西方媒体还把 ｄｒａｇｏｎ 描绘成恐怖主义势力的象征。
“龙”落选 ２００８ 年北
京奥运会吉祥物，和“龙”的英译名的贬义有关。很多学者提出应该重新英译“龙”，例如 ｌｏｏｎｇ。应该
重视重新翻译“龙”的工作，这不仅与塑造正面的中国国际形象有关，也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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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不应该翻译为 ｄｒａｇｏｎ，多年前就有很多学者指出了这一点 ① 。台北学者蒙天祥在 ２００４ 年
撰文提议把龙翻译为 ｌｏｏｎｇ ②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揭晓，原来呼声最高的龙
落选。奥运会组织委员会的解释是：龙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不宜作为奥运会的吉祥
物 ③ 。这再次激发了人们对龙的翻译问题的关注。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中国文化管理学会等组织
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形象·龙的正名”学术交流活动，提出将龙音译为 ｌｏｎｇ ④ 。笔者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撰写并发表了《“龙”的英文应该翻译成 Ｌｏｏｎｇ》一文 ⑤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龙凤文化
研究专家庞进发表文章：《呼吁：中国龙凤应译为 Ｌｏｏｎｇ Ｆｅｎｇ 》⑥ 。新闻媒介广泛地报道了这
一“为龙正名”活动，几千个网站、论坛和博客转载了有关文章，读者也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龙不应该翻译为 ｄｒａｇｏｎ
１、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 在本质上完全不同
对于中国人来说，龙是一个重要事物。虽然它曾经长期被中国皇帝占用，作为权力和威严的
象征，但在民间，龙主要被视为尊贵、力量和吉祥的象征，有着“望子成龙”、
“龙凤呈祥”和“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７－１１
①

郝钦海：
《广告语言中的跨文化语用失误——简析中译英广告语言》，
《外语教学》第 ２１ 卷第 ３ 期，２０００ 年 ７ 月，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１１６。

②

蒙天祥：
《为“龙”正视听是我们的责任》，
《广西文献》，台北市广西同乡会编辑 ２００４ 年版，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ｗａｎｇｓｉ－
ｔａｉｐｅｉ．ｃｏｍ．ｔｗ／ｊ１０３．ｈｔｍ＃０００３。

③

汪涌、高鹏 ：
《热门方案为何落选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新华网北京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ｏｌｙｍｐｉｃｓ／２００５－１１／１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７６７７２０．ｈｔｍ。

④ 《为中国龙形象正名，专家提议将“龙”音译为 ｌｏｎｇ》，
《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⑤

黄佶：《“龙”的英文应该翻译成 Ｌｏｏｎｇ》，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ｏｏｎｇ．ｃｎ／ｌｏｏｎｇ１．ｈｔｍ。

⑥

庞进：
《呼吁：中国龙凤不是外国龙凤，应译为 Ｌｏｏｎｇ Ｆｅｎｇ》，新浪文化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ｃｕｌ．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ｔ／２００６－０３－１５／１０４９１５５３５６．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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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快婿”等说法，中国人名、企业名、商标以及旅游景点名称中也大量使用了“龙”字。现在，
龙还被视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象征，成了联系海内外华人情感的精神纽带，很多华人自称“龙的
传人”。海外华人在喜庆节日举行舞龙活动，就是通过“龙”这一符号来表达他们对中华民族的
认同。
在英语中，龙被翻译成 ｄｒａｇｏｎ。最权威的英语字典《韦氏词典》对 ｄｒａｇｏｎ 的解释是 ① ：
（１）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ａ ｈｕｇｅ ｓｅｒｐｅｎｔ；
（２）
ａ ｍｙｔｈｉｃ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ａ ｍｏｎｓｔｒｏｕｓ ｗｉｎｇｅｄ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ｙ ｓｅｒｐｅｎｔ ｏｒ ｓａｕｒｉａｎ ｗｉｔｈ ａ ｃｒｅｓｔｅｄ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ｃｌａｗｓ；（３）ａ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ｍｂ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ｖｅｒｙ ｓｔｒｉｃｔ ｐｅｒｓｏｎ；
（４）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ＤＲＡＣＯ；
（５）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ｏｒ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ｆｏｒ－
ｍｉｄａｂｌｅ ｏｒ ｂａｎｅｆｕｌ。翻译成中文就是：（１）（古义）巨大的毒蛇或阴险的人；（２）神话中虚构
的动物，通常被表现为恐怖的有翅膀、鳞甲、冠毛和巨大爪子的大毒蛇或蜥蜴；
（３）粗暴的、好
斗的、或非常严厉的人；（４）大写时为星座名；（５）可怕的或有害的事物或人。
显然，ｄｒａｇｏｎ 和龙有很大的差异。笔者归纳了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 之间最主要的五个差异：
（１）龙
主要是吉祥的象征，而 ｄｒａｇｏｎ 主要是邪恶的象征；（２）龙一般没有翅膀，而 ｄｒａｇｏｎ 有着巨大
的蝙蝠翅膀；（３）龙的身体修长，而 ｄｒａｇｏｎ 的身体粗壮；（４）龙为金黄色或其它颜色，ｄｒａｇｏｎ
主要是黑色的。（５）龙不食人间烟火，但是 ｄｒａｇｏｎ 要吃人和动物。
有人把中国的龙和“外国的龙”
（即 ｄｒａｇｏｎ）的区别归纳为 ：中国的龙被人们视为神；外国
的龙被人们视为怪。中国的龙是吉祥如意、大富大贵的象征；外国的龙是魔鬼怪兽、瘟疫受灾的
代表。中国的龙是传统四大神兽之一；外国的龙是传说妖魔鬼怪之一。中国的龙以遇到为荣；外
国的龙以遇到为祸。中国的龙常穿梭于云海，吞云吐雾下甘露；外国的龙常藏匿于深山，守财守
宝吃人肉 ② 。
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 之间有这么多截然对立的差异，把龙英译成 ｄｒａｇｏｎ，把 ｄｒａｇｏｎ翻译为中文“龙”
显然都是错误的。
龙被翻译成 ｄｒａｇｏｎ 引起了很多外国人的疑惑，与他们接触的中国人不得不进行一番解释。
一位读者给笔者来信说：
“我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文化交流工作，每天要面对很多老外，解释各
式各样的中国文化。说到 ｄｒａｇｏｎ，他们非常不喜欢，而听到中国人把龙翻译成 ｄｒａｇｏｎ，他们会
觉得很奇怪，怎么中国人喜欢这玩意。”另一位读者写道：
“我在中心大酒店工作时，一位老外问
过我：‘你们中华民族怎么是 ｄｒａｇｏｎ 的传人呢？这个动物太可怕了，我的天啊！’”③ 我国的国
际航班上曾经把龙作为纪念品送给乘客，一些乘客就把龙留在座位上根本不带走。
２、在西方的神话和传说中，ｄｒａｇｏｎ 是恶魔的象征
哥伦比亚百科全书（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里有关 ｄｒａｇｏｎ 的条目这样说（译文）
：
“Ｄｒａｇｏｎ 常常与邪恶联系在一起。在许多传说里，ｄｒａｇｏｎ 具有严重破坏土地的能力，所以，要
么用人作为牺牲品来满足它，要么将它杀死。它也经常是宝藏或处女的守护者。在中世纪的传说
中，一个英雄的最高成就，就是杀死一头 ｄｒａｇｏｎ，如 Ｓｔ．Ｇｅｏｒｇｅ 的故事所描绘的。”④《不列颠
百科全书》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说（译文）
：
“在基督教的艺术品中，ｄｒａｇｏｎ 象征着罪
恶和异教徒，在图画中，ｄｒａｇｏｎ 匍匐在圣人和殉教者的脚下。”⑤
①

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ｗ．ｃｏｍ／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ｄｒａｇｏｎ．

②

ｈｔｔｐ：／／ｚｈｉｄ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３２１１６１．ｈｔｍｌ．

③

吴业山：
《为龙正名关系中国的形象》，
《金陵晚报》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为龙正名”系列评论二。

④

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Ｓｉｘ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 年，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ｒｔｌｅｂｙ．
ｃｏｍ／６５／ｄｒ／ｄｒａｇｏｎ．ｈｔｍｌ．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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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龙被翻译成 ｄｒａｇｏｎ，在中文版的圣经词典里，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 被相提并论，被解释为畜生
和魔鬼 ① 。一些中国人在信奉基督徒之后认为龙是邪物，要把雕有龙凤的红木家具打烂、烧掉，
要撕毁扔掉绣着龙凤的丝绸被面。
３ ． 中国被比喻成 Ｒ ｅ ｄ
Ｄｒａｇｏｎ，但ｒｅｄ ｄｒａｇｏｎ是基督教
传说中最初也是最大的恶魔
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
正在一次题为“建设良好的国
际舆论环境”的报告中说 ：
“美
国有一本畅销书‘Ｒｅｄ Ｄｒａｇｏｎ
Ｒａｓｉｎｇ’（《红龙崛起》），它就
把中国画成一个龙，用这个龙
来表示中国的崛起，在这儿用
意是负面的。”② 为什么把中国
比喻成“红龙”的用意是负面
的？因为 ｒｅｄ ｄｒａｇｏｎ在圣经中就
是魔鬼，名字叫撒旦——地狱
中最大的魔王。
新约圣经里写到：
“她怀了
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
红龙（英语原文为 ａ ｇｉｇａｎｔｉｃ
ｆｉｅｒｙ ｒｅｄ ｄｒａｇｏｎ），七头十角，
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
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龙（英语原文为
ｄｒａｇｏｎ）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
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
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
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
图１ 有七个头的ｒｅｄ ｄｒａｇｏｎ

的；她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
里去了。……大龙就是那古蛇，

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③ （见图 １）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共产党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显然，标题中的“Ｒｅｄ Ｄｒａｇｏｎ”是
有着双关含义的，一方面是指中国，另一方面暗示中国是恶魔撒旦。
４、西方媒介用 ｄｒａｇｏｎ 象征恐怖主义势力
①

圣经词典。
在该辞典中使用的主要圣经版本为中国南京出版的新标点和合本。该辞典还介绍了只在现代中文译本和当代
圣经中使用的一些术语，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ｅｎｇｊｉｎｇ．ｏｒｇ／ｓｈｅｎｇｊｉｎｇｃｉｄｉａｎ．ｈｔｍ。

②

赵启正：
《建设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瑞音》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ｊｈ．ｃｏｍ．ｃｎ／ｄｏｃｐａｇｅ／ｃ８８５／２００６０１／
０１１７＿８８５＿５０３５．ｈｔｍ。

③ 《中英对照新约圣经》，启示录第 １２ 章，中文和合本 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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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副标题为“Ｓｔ．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圣乔治和 Ｄｒａｇｏｎ）的政治漫画中（见图
２），现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手拿写着“反恐战争”的宝剑，正和几头代表恐怖主义势力的ｄｒａｇｏｎ
对峙着 ① 。漫画的标题“Ｓｔ．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是有双关含义的。Ｓｔ． Ｇｅｏｒｇｅ（圣乔
治）是西方中世纪传说中的英雄，他杀死了邪恶的 ｄｒａｇｏｎ，解救了利比亚一个深受其害的异教
小镇，并使其皈依。从古代到现代，有大量的油画和雕塑描绘了圣乔治杀掉 ｄｒａｇｏｎ 的英雄事迹。
这些作品的名称一般都叫“Ｓｔ．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美国现任总统布什的名字也是乔治（Ｇｅｏｒｇｅ Ｂｕｓｈ）。漫画作者把“Ｓｔ．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作为漫画的标题，显然是把美国总统布什比喻成了铲除恶魔的英雄，而 ｄｒａｇｏｎ 所代表
的恐怖主义势力当然都是恶魔了。
５、在西方电影里，ｄｒａｇｏｎ 被描述为未来世界的毁灭者
２００２ 年美国拍摄了一部惊悚幻想电影“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Ｆｉｒｅ”（中文译名：火龙帝国）。影片描
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人们在无意中惊醒了一头沉睡了几个世纪的巨型喷火 ｄｒａｇｏｎ。２０ 年后，整
个世界被摧毁，成了一片废墟，罪魁祸首就是这头巨兽及其后代。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华盛顿时报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描写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速度超
过了美国情报和军事分析家的预期。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ａｗａｋｅｎｓ”② （中
国“龙”醒了）。
６ 、在虚拟的电子游
戏世界里，ｄｒａｇｏｎ 也是恶
魔
Ｄ ｒ ａ ｇ ｏ ｎ 是电子游戏
中的重要角色。在很多电
子游戏中，只有打败了镇
守关卡的 Ｂｏｓｓ（魔头），游
戏者才能进入下一关。很
多游戏的Ｂｏｓｓ就由ｄｒａｇｏｎ
担任。游戏者每杀死一头
ｄｒａｇｏｎ，业绩就会增加，
业绩还是将来分配“宝藏”
的唯一标准。在游戏中有
ＤＫＰ（Ｄｒａｇｏｎ Ｋｉｌｌ Ｐｏｉｎｔ）
积分，记录杀死 ｄｒａｇｏｎ 的
成绩。
图２ Ｓｔ．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游戏中的 ｄ ｒ ａ ｇ ｏ ｎ 往

往非常丑陋凶恶，而且经常被描述成和亚洲或中国有关。Ｆｉｎｇ Ｆａｎｇ Ｆｏｏｍ 是西方卡通读物中
很著名的一头 ｄｒａｇｏｎ，也是一些电子游戏中的 Ｂｏｓｓ，以下是一个网站对它的描述 ③（括号中是
笔者的译文）
：Ｃｌａｓｓ： Ｄｒａｇｏｎ（种类：Ｄｒａｇｏ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Ｎｏｎｅ（职业：无）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国籍：中国）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ｓ： Ｎｏｎｅ（亲属：无）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①
②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ｘａｎｄｆｏｒｋｕｍ．ｃｏｍ／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２００５＿０２．ｈｔｍｌ．
Ｂｉｌｌ Ｇｅｒｔｚ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ａｗａｋｅｎｓ，”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ＴＩＭＥＳ，Ｊｕｎｅ ２６，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ｈ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５０６２６－１２２１３８－１０８８ｒ．ｈｔｍ．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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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ｅ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 活动范围：全世界，早期在中国）……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ｉｎ Ｆａｎｇ Ｆｏｏｍ ｉｓ ａ ｇｉｇａｎｔｉｃ
ｄｒａｇｏｎ，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１５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ａｌｌ ｗｈｏｓ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ｓ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ｂｕｔ ｗｈｏ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ｔｏ ｈａｖｅ
ｌｉｖｅｄ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历史：Ｆｉｎ Ｆａｎｇ Ｆｏｏｍ 是一头巨大的 ｄｒａｇｏｎ，大约有 １５ 层楼高。它的
出生地不明，但据说它曾经生活在古代中国。）
西方儿童在成长中听着“圣乔治和 ｄｒａｇｏｎ”的神话故事，玩着杀死来自中国的 ｄｒａｇｏｎ 的游
戏，看着 ｄｒａｇｏｎ 毁灭世界的电影，他们在成年后对自称“Ｄｒａｇｏｎ＇ｓ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龙”的传人）
的中国人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儿童也很喜欢玩电子游戏，所以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斩
龙”、“杀龙”、“屠龙”和“屠龙积分”（Ｄ Ｋ Ｐ）。这些以“屠龙”为荣的中国孩子，长大后可能
会不喜欢划龙舟、舞龙灯，不愿意作“龙的传人”（实际上这样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有很多了）。
一些学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西方人对 ｄｒａｇｏｎ 的厌恶可能逐渐消失，随着中国和世界
的交流日益扩大，西方人会知道还存在一种完全不同的中国式 ｄｒａｇｏｎ。但事实恰好相反。从上
述资料我们可以看到，ｄｒａｇｏｎ 现在不只是神话和宗教里的魔鬼，它还代表了现实世界里的魔鬼
——恐怖主义势力；随着技术的发展，ｄｒａｇｏｎ 不再只出现在文字描述和图书插图里，它还走上
了因特网，被做成了电子游戏中的重要角色，成为孩子们与之战斗的敌人。电影《哈里波特与火
焰杯》用电脑特技制作了 ｄｒａｇｏｎ 追逐和攻击主人公的大段情节，非常凶险。
７、把中国的象征“龙”翻译为 ｄｒａｇｏｎ，不利于树立中国正面的国际形象
绝大多数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文化，不知道此龙（中国龙）非彼“龙”
（ｄｒａｇｏｎ）。
中国人自称“ｄｒａｇｏｎ”的传人，会使不了解中国情况的西方人对中国产生负面理解。在中国和西
方之间存在分歧或发生冲突时尤其会这样。
虽然 ｄｒａｇｏｎ 在某些民族或某些地方有正面意义，例如威尔士国旗使用了 ｄｒａｇｏｎ 的形象，某
些外国城市把 ｄｒａｇｏｎ 尊为守护神，很多卡通书籍、电影或玩具把 ｄｒａｇｏｎ 重新塑造成了可爱的形
象，但在西方人心目中，ｄｒａｇｏｎ 的象征意义和引发的联想主要是负面的。这和老鼠的情况是一
样的：中国人在鼠年即将到来时，总是赞颂老鼠的机敏和勤奋，迪斯尼则塑造了举世闻名的可爱
的米老鼠形象，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人们对老鼠的厌恶态度。
有人指出，香港很多饭店的名称中包含“龙”字，一般都翻译为 ｄｒａｇｏｎ，但是生意仍然很
好。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商业和政治是不同的。即使西方人的确不介意在商业和娱乐产品中出
现 ｄｒａｇｏｎ，我们也不能把象征中国的龙翻译为邪恶的 ｄｒａｇｏｎ。就好象我们不介意看米老鼠卡通
片、穿米老鼠牌衣服、吃米老鼠牌奶糖，但如果某个国家用老鼠作为自己的象征，我们对它的印
象仍然是不可能好到哪里去的。
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其间的鸿沟是难以在短期内填平的。即使中国努力向西方靠拢，
也无法完全为西方人所认同和接纳。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人口和土地规模足以成为世界上任
何强国的挑战者，中国无法不让外国人担忧。西方人会长期把中国视为异类和潜在的敌人，至少
是竞争对手。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西方人把中国当作合作伙伴，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对中国保持着警
惕。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世界了解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这种情况下，把代
表中国的龙翻译为 ｄｒａｇｏｎ ——西方文化中的恶魔，显然是不利于完成这个任务的。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强大以后，西方人会按照中国人对龙的理解来重新理解 ｄｒａｇｏｎ，因此
没有必要改变龙的英译名。笔者认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和遏止会阻碍甚至中断“中国强大
起来”这个过程。为了减少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敌意，为了使
中国早日强大起来，我们恰恰有必要进行一系列树立良好中国形象的工程，而修改龙的英文译名
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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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Ｄｒａｇｏｎ 的形象实在太丑陋了
龙的形象一般比较华丽、飘逸、尊贵，而 ｄｒａｇｏｎ 的形象则异常地凶暴、丑陋、猥琐。这实
际上是人们赋予这两种虚构生物的特性在艺术作品中的反映。即使不考虑前面谈论的所有因素，
仅仅从视觉感受上来说，把龙翻译为 ｄｒａｇｏｎ，把龙这一中国的象征和极端丑陋的 ｄｒａｇｏｎ 联系在
一起，也是我们中国人难以接受的。

二、龙的新英译名
是谁从什么时候开始把龙翻译成 ｄｒａｇｏｎ 的，已经无从考证，也没有必要进行考证了。我们
把它改过来就可以了。在翻译时，如果找不到对应的外文词汇，即使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说，也
应该音译。外国的东西到中国来很多都是这样：汉堡、比萨、寿司、料理、雷达、引擎，等等。
如果被翻译的事物象征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着一个民族的感情、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形象，那
就应该特别慎重。龙就是这样一个事物。而 ｄｒａｇｏｎ 恰恰又是邪恶的象征，那就更应该音译了，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 在外形上有某些近似之处，就把龙直接翻译为 ｄｒａｇｏｎ。
１、龙可以翻译为 ｌｏｏｎｇ
上世纪 ４０ 年代，中国生产的一种“龙凤牌香烟”被翻译成 Ｌｏｏｎｇ Ｖｏｏｎｇ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① 。很
多海外华人姓名中的“龙”字也是音译为“Ｌｏｏｎｇ”的，如著名武术家李小龙（Ｌｅｅ Ｓｉｕ Ｌｏｏｎｇ），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Ｌｅｅ Ｈｓｉｅｎ Ｌｏｏｎｇ），华人船王包玉刚捐资在内地建造了很多教学设施，大
部分以他父亲的名字包兆龙（Ｐａｏ Ｓｉｕ Ｌｏｏｎｇ）命名，等等。在澳大利亚等地，中国人舞龙灯中
所使用的龙灯也是被称为 ｌｏｏｎｇ ②。国外一些网上商店把龙形玩具称为 ｌｏｏｎｇ ③。因此，把“龙”
翻译成“ｌｏｏｎｇ”有着很广泛的使用基础，而且符合海外华人的习惯，有利于团结海外华人。
曾有研究者指出：英文可能最初也是一种象形文字 ④ ，例如：ｅｙｅ（眼睛），ｂｅｄ（床）。Ｌｏｏｎｇ
的两个“ｏ”字母，就象龙的两只大眼睛；很多西方人有意把“ｌｏｎｇ ｌｏｎｇ ａｇｏ”写成“ｌｏｏｎｇ
ｌｏｏｎｇ ａｇｏ”，因此 ｌｏｏｎｇ 同时具有象形文字和表义文字的特点。
英文辞典中现在没有 ｌｏｏｎｇ 这个单词，把龙翻译成 ｌｏｏｎｇ，不会引发歧义。
《‘龙’的英文应该翻译成 Ｌｏｏｎｇ》一文 ⑤ 发表后，被广泛转载。一些报纸进行了系列讨论 ⑥ 。
对读者反馈进行的一次粗略统计的结果是：约 ７４％的人支持把龙翻译为 ｌｏｏｎｇ，１３％反对，另 １３％
没有明确表示态度。
赞同者还开始了实际行动：用 ｌ ｏ ｏ ｎ ｇ 作为自己在网络上的名字；创造新词组，如 Ｌ ｏ ｏ ｎ ｇ
Ｄａｎｃｅ（龙舞）⑦ ；重新翻译景点名称，如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被重新翻译为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ｏｏｎｇ ⑧ ；注册包含 ｌｏｏｎｇ 的域名，如中华龙凤文化网：ｗｗｗ．ｌｏｏｎｇｆｅｎｇ．ｃｏｍ，中国龙
网·国学在线：ｗｗｗ．ｌｏｏｎｇ．ｉｎｆｏ；把龙舟翻译为 Ｌ ｏ ｏ ｎ ｇ Ｂ ｏ ａ ｔ ⑨ ；在为企业或产品取名时用
ｌｏｏｎｇ 代替 ｄｒａｇｏｎ 或与其并列，例如龙市：Ｌｏｏｎｇｓ，龙泵：Ｌｏｏｎｇ Ｐｕｍｐ，龙灯：Ｌｏｏｎｇ（Ｄｒａｇｏｎ
Ｌａｎｔｅｒｎ），等等。
①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ｃｎｃ．ｇｏｖ．ｃｎ／ｄａｔａｌｉｂ／２００２／ＳｍｏｋｅＭａｒｋ／ＤＬ／ＤＬ－１６４３１０。

②

Ｇｏｌｄｅｎ Ｄｒａｇｏｎ Ｍｕｓｅｕｍ，ｈｔｔｐ：／／２０３．２１９．５７．１９８／ｄｒａｇｏｎｓ．ｈｔｍｌ．

③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ｔｏｙｓｔｏｒｅ．ｃｏｍ／ｔｙ－ｂｅａｎｉｅ－ｙｕｇｉｏｈ－ＢＢ＿ｌｏｏｎｇ．ｈｔｍｌ．

④

参见袁立：
《Ｅｎｇｌｉｓｈ说文解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

⑤

黄佶：《“龙”的英文应该翻译成 Ｌｏｏｎｇ》，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ｏｏｎｇ．ｃｎ／ｌｏｏｎｇ１．ｈｔｍ。

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ｏｏｎｇ．ｃｎ／ｍｅｄｉａ．ｈｔｍ．

⑦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ｋｂ．ｃｎ／ｌｏｎｇ／ｌｏｎｇ１９．ｈｔｍ．

⑧

ｈｔｔｐ：／／ｆｒａｎｋｃｈｅ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ｌｏｇ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５２０４２４０．ｈｔｍｌ．

⑨

ｈｔｔｐ：／／ｆｏｒｙｏｕｒｄｅａｒｅｓｔ．ｓｐａｃｅｓ．ｌｉｖｅ．ｃｏｍ／ｂｌｏｇ／ｃｎｓ！ＣＡ１０Ｄ９５Ｃ３０６５２ＡＢ７！２６３．ｅｎ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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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来就是人们进行交流的工具。大多数人觉得合适并使用的词语，会逐渐成为民间的通
用语言，最后被权威机构认可，被收入辞典，成为正式语言。一些新词汇和网络用语就经历过或
正在经历这样的进程。显然，ｌｏｏｎｇ 也已经开始了这个进程。
有人批评把龙翻译为 ｌｏｏｎｇ 是恢复使用已经被废除的威妥玛拼音法。这是错误的。在威妥玛
拼音法里，对应龙的是 ｌｕｎｇ。
有人担心中国人以后会热衷于自创一套“汉语拼音式英语”。这一担心完全是多余的。重新
翻译龙，是因为 ｄｒａｇｏｎ 的本意是魔鬼，和龙根本不是一回事情。而“汽车”、“飞机”等很多事
物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不会发生他们担忧的情况。
２、龙不应该翻译为 ｌｏｎｇ
一些学者主张把龙翻译为 ｌｏｎｇ。但是，ｌｏｎｇ 在英文中是一个使用非常普遍的常用词，
《韦氏
词典》中的含义多达 １２ 种，如：长、久、期盼、股票或期货的多头等 ① 。把龙翻译成 ｌｏｎｇ 会造
成意义上的混乱。所以不能简单地用龙的拼音字母作为龙的英译名。我们是在翻译龙这一事物，
不属于“中国人名和地名翻译成外语时必须使用拼音字母”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中国人名中的
“龙”仍然按规定翻译为 ｌｏｎｇ，与 ｌｏｏｎｇ 是“龙”这一事物的翻译，两者没有冲突，也不违反国
家规定。就好象姓名中的“黄”字翻译为 ｈｕａｎｇ，而“黄”的意译是 ｙｅｌｌｏｗ。
另一方面，ｌｏｎｇ 的英文发音和龙完全两样，相当于中文的“狼”，并非真正的音译。
和 ｌｏｏｎｇ 方案相比较，ｌｏｎｇ 不如 ｌｏｏｎｇ 那样有海外华人的使用基础，也不象 ｌｏｏｎｇ 那样有象
形文字的特征，视觉上不如 ｌｏｏｎｇ 形象和传神。
３、Ｄｒａｇｏｎ 的汉译
重新翻译龙的同时，也应该改变 ｄｒａｇｏｎ 的汉译。日文把 ｄｒａｇｏｎ 音译为ドラゴン（发音近似
为“多拉贡”），我们可以借鉴，把 ｄｒａｇｏｎ 音译为“毒拉根”、“劫更”等 ② 。
在 １９８６ 年出版的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５ 卷中，有两个“龙”条目。第一个是
“龙 ｄｒａｇｏｎ”；第二个是“龙 ｌｏｎｇ（ｄｒａｇｏｎ）”③ 。前者的内容实际上是在说 ｄｒａｇｏｎ，即一种
虚构的邪恶喷火有翼生物，后者说的才是我们中国的龙。虽然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
物被分开在两个条目中，但因为龙被翻译成 ｄｒａｇｏｎ，而 ｄｒａｇｏｎ 被翻译成龙，两者之间仍然没有
彻底划清界限。如果重新翻译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就非常清楚了。
在“大英百科全书线上繁体中文版”中，龙也被分为两个条目，第一个是“龙 ｄｒａｇｏｎ”，第
二个是“龙 ｌｕｎｇ”④ 。条目内容和大陆的简体字版相近。由于大陆版使用拼音字母 ｌｏｎｇ 翻译龙，
而台湾使用威妥玛拼音 ｌｕｎｇ，结果造成了新的混乱。把龙统一翻译为 ｌｏｏｎｇ 可以避免这一混乱。

三、关于推广 Ｌｏｏｎｇ 的思考
对于重新翻译龙，我们应该充满信心。文化的传播总是伴随着新词汇的诞生。中国要摆脱文
化净输入国的境地，要向世界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外语无法准确翻译某些概念或事物
时，必然要创造新的词汇，例如“Ｋ ｕ ｎ ｇ Ｆ ｕ”（功夫）等。
笔者认为可通过以下工作逐步推广 ｌｏｏｎｇ 这一新词。
１、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 之间的差异，知道可以把龙翻译为 ｌｏｏｎｇ
①
②

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ｗ．ｃｏｍ／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ｌｏｎｇ．
庞进：
《呼吁：中国龙凤不是外国龙凤，应译为 Ｌｏｏｎｇ Ｆｅｎｇ》，新浪文化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ｃｕｌ．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ｔ／２００６－０３－１５／１０４９１５５３５６．ｈｔｍｌ．

③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５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

④

大英百科全书线上繁体中文版，ｈｔｔｐ：／／ｔｗ．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ｃｏｍ／ｒｅａｄｍｏｒｅ．ａｓｐｘ？ｉｄ＝１６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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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往往不知道 ｄｒａｇｏｎ 之丑恶凶暴，外国人往往不知道龙之吉祥尊贵。而这是两者之间
最根本的差别。可以使用公益广告和图片说明的方法，来解释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 之间的差异，介绍龙
的新译名 ｌｏｏｎｇ ① 。
很多中国年轻人认为龙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象征。对此我们应该进行说明：龙本来就是普通人
民创造的神物，只是被皇室拿去做了自己的代表。封建王朝早已经被推翻，现在龙是中国文化的
象征，在海外华人心中，龙代表着祖国。海外华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之下，有着不同
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我们不能脱离实际，用一个现代化的东西，例如神舟火箭，或者政治符号，
例如五星红旗，去做中华民族的象征、去连接他们的情感。对不同意重新翻译龙、或不同意ｌｏｏｎｇ
方案的人，不必指责他们，只要他们以后看见 ｌｏｏｎｇ 时知道它的含义是“龙”就可以了。
２、撰写 ｌｏｏｎｇ 的标准解释，供有关机构、人员或出版物参考使用
以下是笔者参考众多资料后撰写的初步方案，抛砖引玉。Ｌｏｏｎｇ ［ｌｕ：η］：（１） ｎ． ｃ． ａ ｍｙｔ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ｔ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 ｂｕ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ｕ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ｏｎｇ ｉｓ ａ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ｔｉｅ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Ｌｏ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ｐｒｏｕｄ ｔｏ
ｃａｌｌ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ｏｎｇ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ｓ ＂ｄｒａｇｏｎ＂ ｗｒｏｎｇｌｙ
ｎｏｗ． Ｉｎ ｆａｃｔ， Ｌｏｏｎｇ ｉｓ ｖｅ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ｓ．（２） ｎ． ｕｓ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ｋｉｎｇｓ， ｔｈｅｉｒ ｂｏｄｙ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Ｌｏｏｎｇ＇ｓ ｂｏｄｙ＂． （３）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ｏｎｇ．翻译成中文就是：（１）龙是一种虚构的神话中的动物。一般来说它被认为是吉
祥无害的，但它能够制造雷电。龙是中国人之间的精神联系，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国文化的
一部分。中国人骄傲地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现在被错误地翻译为“Ｄｒａｇｏｎ”。实际上，龙
的特性和 ｄｒａｇｏｎ 是非常不同的。
（２）龙曾经是中国皇帝的象征。皇帝的身体被称为“龙体”。
（３）
舞龙节目中的长龙道具，龙灯。
虽然辞典里现在还没有 ｌｏｏｎｇ，但它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新造单词了。从龙凤香烟算起，它至
少已经有 ６０ 年历史了。因此，英汉词典完全可以把 ｌｏｏｎｇ 收入进去。为了稳妥起见，也可以暂
时只使用一种解释，即含义（３）。该含义已经被英语国家的博物馆用于说明文字，完全有理由被
收入词典。
３、大量使用
现在中外交流非常频繁，大量外国人到中国来旅行。几乎每个景点都有中英文等多种语言对
照的说明。中国可在龙艺术品（如龙的绘画或雕刻）的英文说明中使用ｌｏｏｎｇ，使外国游客把ｌｏｏｎｇ
和龙直接联系在一起。还有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和学习，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向他们介绍ｌｏｏｎｇ。
很多中国企业的名称和商标中都包含“龙”字，在翻译成外语时，可以使用 ｌｏｏｎｇ。这可以
使 ｌｏｏｎｇ 借助中国的出口商品走向世界。
４、发挥对外传播媒介的作用
中国的对外媒介可以发表系列短文，介绍龙的来历，龙的有关知识，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 的差别，
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内涵，使西方读者了解龙（ｌｏｏｎｇ）和 ｄｒａｇｏｎ 在外形和内涵上的区别，
进而对龙、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有正确的认识。
５、青少年读物和用品（包括电子游戏）的生产者有责任正确塑造龙的概念
在青少年读物以及电子游戏中，应该正确区分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不再把 ｄｒａｇｏｎ 称为“某某龙”，
应该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多从正面去塑造龙的形象，使青少年不再把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 混淆在一起，
① “龙就是 Ｌｏｏｎｇ”，公益广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ｏｏｎｇ．ｃｎ／ｌｏｏｎｇ＿ｃｎ＿ａｄ．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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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龙理解为和 ｄｒａｇｏｎ 一样是恶魔，进而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６、政府支持
韩国首都的汉语名称由汉城改为首尔时，由汉城市长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界正式宣布，并
正式通知中国的有关部门。
“龙”不是政治事物，不必由官方出面宣布更改英译名。但中国官方
可以在一些活动中有意识地推动ｌｏｏｎｇ的应用和普及。例如在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上把龙翻译为ｌｏｏｎｇ，
在 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上选择龙作为吉祥物，并直接称呼其为 Ｌｏｏｎｇ，等等。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展了划龙舟活动，并组织了龙舟队。可以利用在中国举行国际比赛的时
机，宣布龙舟的正确翻译应该是 Ｌｏｏｎｇ Ｂｏａｔ，而不是 Ｄｒａｇｏｎ Ｂｏａｔ。
７、大量的延伸工作
龙英文改为 ｌｏｏｎｇ 之后，还有很多其它相关工作要做。例如重新翻译含“龙”字的词组和成
语，其它语种的翻译，等等。

四、争夺文化财富已经成为国际斗争的新焦点
重新翻译龙不单纯是文字方面的事情，我们还应该把它上升到文化争夺战的高度来看待。正
确翻译龙，可以避免人们把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 混为一谈，避免人们只知道 ｄｒａｇｏｎ 而不知道龙，避免龙
文化被 ｄｒａｇｏｎ 所侵蚀和消融，是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之一。
韩国抢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端午节列为该国文化遗产，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最近日
本有人提出“日本是龙的国家”，把日本版图绘制成龙的形象，已经得到了政府颁发的专利保护①。
这说明龙文化已经成了一些外国人眼中的下一个目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和国家之间
的争夺对象，不仅有领土、天然资源、市场和有形的古代文物，也有无形的文化财富。文化是人
区别于动物的地方，文化是把一群人凝聚成一个民族的核心力量，因此，文化是我们绝不能丢失
的一块阵地。我们应该从一项项具体的工作做起，认真梳理、积极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再也不能
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任何遗憾了。
我们不必消极等待政府或“有关部门”来做这些工作，传统文化本来就是民间的事情。充分
利用网络等新的传播媒介，民间人士可以做很多事情，
“为龙正名”活动的蓬勃发展已经说明了
这一点。当然，政府和专业机构应该在民间人士大胆尝试和开拓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正规
化地开展工作，并行使指导和支持职能，使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成为国家行为。
（责任编辑：周小玲）

Study of Translation of Loong
Huang Ji
Abstract: The loong is translated as “dragon” in English now, which is a mistake. In fact, loong is so different in
nature from dragons that it may be more reasonable to consider them as dissimilar creatures.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dragon is the symbol of evil, and loong is of luck; dragon has huge wings, but loong has none; dragon
breathes fire, but loong spurts water. In western political cartoon, dragons are used to present terrorist power.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rrect the old translation of loong for establishing the positive images of China in the world.
Key words: Loong; Translation; Dragon; Images of China; Protec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ｒｅａｔｅｓ．ｃｏ．ｊｐ／ｒｙｕｋｏｋｕ． ｈｔｔｐ：／／ｔｅｎａ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ｌｉｖｅｄｏｏｒ．ｃｏｍ／ｔ／ｅ－ｔａｂｌｅｔｏｐ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ｄ＝１７５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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