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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重新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黄  佶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 上海  200062)

=摘  要> 文章从传播学理论、翻译经济学和保护民族文化等角度对龙的重新翻译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把
本国独有的事物翻译成外语时, 第一应该考虑跨文化传播的准确性, 避免误读, 必要时应该建立新的传播符

号及对应的知识系统; 第二应该考虑语言的 /性价比0, 常用词汇应避免使用解释性的意译词组; 第三应该保

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选用 /陌生而怪异0 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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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传播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
共同进步, 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文化影
响力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北京奥运会的临近, 中国

文化越来越受到其他国家人民的关注。龙是中国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的象征。在北京奥
运会吉祥物的评选活动中, 龙的呼声最高, 但在

最后落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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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这是因为龙在英语中被翻译为 drag-

on, 而 dragon在英语中的意思是 /恶魔 0。 2006

年 12月, 上海一新闻媒介以 /中国形象标志可
能不再是 -龙 . 0 为题, 报道有学者在研究 /重
新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品牌 0, 其理由也是因为龙

被翻译为 dragon
[ 2 ]
。这一设想遭到了广泛的反对,

因翻译不妥就要抛弃龙的做法, 受到了广泛的批
评。因此, 一些学者此前有关重新翻译龙的提议

受到了普遍关注
[ 3, 4, 5]

。 2007年 11月 5首届中华
龙文化兰州论坛宣言 6 发布, 指出龙与 dragon完

全不同, 提出应将龙英译为 loong以示区别。
[ 6 ]

Dragon除了在词典上和基督教文化中具有负
面意义之外, 西方新闻媒介还用 dragon象征恐怖

主义、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黑社会势力、
财政赤字、政治麻烦和火灾等; 在西方电影里,

dragon被描述为未来世界的毁灭者; 在电子游戏
里, dragon也是恶魔。D ragon的形象十分丑陋,

体态庞大, 面目可憎, 在大多数场合象征着恶魔;

而龙的形象主要是飘逸超脱的, 在大多数场合象
征着力量、吉祥与和谐。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
语时, 其中的龙翻译为 dragon, 破坏了原作的意

境, 使西方读者产生误解, 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传
播。

因此, 改正错误的翻译, 重新翻译龙, 是理
所当然的事情。但中国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反对
意见。分析这些反对意见, 可以使我们对跨文化

传播有更深的理解。本文将从传播学理论、翻译

经济学和保护民族文化特色等角度对龙的重新翻
译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一、 /知识系统 0: 影响跨文化传播准确性的
重要因素

信息传播过程是一个符号的传播过程。信息
的发送者和接受者对同一个符号的理解是相同的,

信息才能顺利传播; 否则就会出现 /鸡同鸭讲0、
/对牛弹琴 0 的现象。
文字也是一种信息传播符号, 掌握同一种语

言并了解该种语言背后文化的人, 对同一个文字
的理解基本上是相同的。这种理解实际上是一组

有关这个文字的知识。以下为了表述方便, 笔者
称这组知识为 /知识系统 0。

(一 ) 信息的顺利传播需要发送者和接受者
具有相同的 /知识系统0

学习过汉语并对中国文化比较熟悉的人对汉

字 /龙0 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知识系统: 龙是一种
身体很长、头部有多种独特特征的虚构生物; 在

中国封建社会里代表皇帝; 民间在庆祝节日时会
举行舞龙活动; 一些地区在端午节会举行划龙舟
活动; /望子成龙 0、 /乘龙快婿 0 等成语反映了
/龙0 有很多正面含义; 一些神话传说中则有对
龙的负面描述; 等等。

在传递 /龙 0 这个概念时, 人们不可能罗哩
罗嗦地把那么多文字都说一遍, 而是用汉字
/龙0 这个符号代表众多信息。信息接受者看到
汉字 /龙0 之后, 立即调动有关知识系统, 对这
个符号进行诠释。由于信息接受者对 /龙 0 字具
有相同的知识系统, 因而能够正确了解信息发送

者的意图, 传播过程得以顺利完成。
(二 ) 跨文化传播中的信息发送方和接受方

的知识系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在很多情况下, 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的

知识体系是不同的, 这会导致信息传播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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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接受者从符号中读取的实际信息和发送者所
希望发送的信息之间存在差异。在进行跨文化传

播时, 这一现象尤其常见。
一些学者反对重新翻译龙, 原因之一是他们

没有认识到, 他们对单词 / dragon0 这个符号的
知识体系是和外国人完全不同的。绝大多数中国

人对一个英文单词的理解, 主要来自 /英汉词
典 0 这样的工具书 (英语教材也以各类英汉词典
为准 )。英汉词典里把 dragon翻译成汉字 /龙 0,
于是他们把关于 /龙 0 的知识系统嫁接在英语单
词 dragon身上, 一旦看到 dragon这个符号, 大脑
就启动有关 /龙 0 的知识系统, 进而产生一系列

正面含义为主的联想。
但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人关于 dragon的知

识系统却和中国人关于 /龙 0 的知识系统截然不
同: dragon是蜥蜴状的庞大怪兽, 长着巨大的蝙

蝠翅膀, 喜欢喷火烧毁城市, 吃人和其它动物;

西方神话和基督教教徒把 dragon描绘为恶魔; 古
代神话中的武士以杀死 dragon为最高英雄业绩;

但有一些地区的人们把 dragon尊为守护神; 等
等。西方人看见 / dragon0 这个符号, 产生的是
一系列负面意义为主的联想。

因此, 中国人用 dragon这个单词作为符号,

向西方人传递有关 /龙 0 的信息时, 西方人头脑
中浮现出的景象, 和中国人的本来意图是截然不
同的。因此, 我们中国人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

只看 /英汉词典 0 和 /汉英词典 0 是绝对不够
的, 还必须看这个单词在英语国家实际生活中的
使用情况, 即了解英语国家的人自己对这个英文

单词的理解, 了解西方人关于这个单词真实的知
识系统。龙的翻译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三 ) 一个符号对应多个有差异的知识系统

时, 应该另外新建符号
假设意大利馅饼 pizza最初进入中国时, 被错

误的音译为 /砒霜0 (假设翻译者认为洋快餐都
是垃圾食品 )。如果有懂中文的意大利学者提出

应该重新翻译,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会觉得这个建
议非常正确。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人非常了解 /砒
霜 0 这个符号的内涵是 /毒药 0, 而 pizza是食

品, 和砒霜根本不是同类事物, 应该有不同的符
号, 以便清晰地加以区别。汉语词组 /砒霜0 作
为一个符号, 本来对应的知识系统是 /巨毒毒
药 0, 用它来翻译 pizza, 使它同时对应了另外一
个含义有巨大差异的知识系统 ) ) ) /美味食品 0,
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会造成信息传播的混乱。因
此为 p izza建立一个新的符号 (例如 /比萨 0 ),

是理所当然的。
把 /龙 0 翻译为 dragon, 是让 dragon这个符

号同时对应 /西方恶魔0 和 /东方瑞兽 0 这两个
截然不同的知识系统, 这也是不合适的。因此,

在英语里为龙建立一个新的符号 (例如 loong ),

也是理所当然的。

实际上, 即使差异不大的事物, 人们也愿意

建立不同的符号来一一对应。例如 /武术0、 /拳
击0、 /柔道 0、 /跆拳道 0、 /泰拳 0 等都是徒手
技击术, 既可以进行非杀伤性的比赛, 也可以用
于实际的攻击和防卫, 但中国人没有统一使用
/武术 0 来称呼它们, 而是分别创建了不同的词
组与其一一对应。大众也一一建立相应的知识系

统。虽然看上去这样比较烦琐, 但能够保证传播
的精确性。考虑到人脑的容量几乎是无限的, 所
以建立新的符号和对应的知识系统, 在 /硬件 0
(大脑容量 ) 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 学习或拒绝新的符

号和知识系统, 或忘记旧的符号和知识系统。那

些对技击术没有兴趣的人会用一个统一的符号来
对应世界上所有的技击活动: /打架0。

显然, 只有在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对符号都

建立了正确的知识系统之后, 传播才能够顺利进
行。一个反对重新翻译龙的人在给笔者的来信中
说: /正常的人永远不会把 p izza翻译成砒霜 0。
的确如此。这里所谓 /正常的人 0 显然是指对
/ p izza0 和 /砒霜 0 这两个符号都建立了正确的
知识系统的人。

同样道理, 对 /龙0 和 dragon都建立了正确

知识系统的人 ) ) ) 即 /正常的人 0, 也不应该把
/龙0 翻译为 dragon。我们知道, 每个中国父母
都 /望子成龙0, 即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社会栋

梁; 但西方的家长在鼓励孩子克服困难时却说:

/ E very one has a dragon to slay0 ( /每个人都有一
头 dragon等着他去杀死 0。意思是你将来会遇到
更大的挑战, 眼前这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 )。龙
和 dragon在两种文化中有如此天壤之别, 直接互
译显然是非常不正常的。

(四 ) 改变旧知识系统不如建立新知识系统
有一些学者在主张继续把龙翻译为 dragon的

同时, 提出应该大力宣传中国文化, 使西方人改

变自己对 dragon的理解, 把 dragon理解成一种象
征吉祥和力量的瑞兽。

这实际上是要改变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人关
于 dragon这个符号的整个知识系统。即使这不是

一个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情。一个民族对一个符号的有关知识是经过漫长
的历史逐渐形成并代代相传的, 不是轻易就能够

改变的。与其花费巨大的力气, 先消除旧的 drag-

on知识系统, 再建立新的 dragon知识系统, 不如
直接建立一个新的、关于 loong的知识系统。

资料表明, 早在大约一百六十年前, 就有西
方人把中国的龙音译为 loong

[ 7]
; 20世纪 40年

代, 中国生产的一种 /龙凤香烟 0 的英语名称是
/ Loong Voong C igarettes0 [ 8]

; 很多海外华人把自

己姓名中的 /龙 0 字音译为 loong (如武术家李
小龙: Lee Siu Loong;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Lee

H sien Loong等等 ); 一些外国网站也把中国人舞
龙用的龙灯称为 / loong0[ 9]

。这都说明, loong作

为代表 /龙 0 的符号早就存在了, 现在只需要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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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它正式代表龙的地位, 并开展必要的传播工作,

使西方人在接触中国文化的同时建立起有关

/ loong0 的知识系统就可以了。
实践表明, 一旦获悉有关 loong的知识, 这

个知识系统很快就能够建立起来, 并投入实际应
用。一些外国读者在给笔者的第一次来信中就开

始用 loong作为 /龙 0 的符号 [ 10]
。一位采写英语

新闻的记者在报道 2006年底中国关于龙的大讨论
时, 直接把 loong用在标题里: / To Slay the Drag-

on, Bu t No t for Loong0 (杀死 dragon, 但别杀
龙 )

[ 11]
。
在帮助外国人建立关于 loong (龙 ) 的知识系

统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帮助中国人建立关于 drag-

on的新知识系统 (恶魔, 喷火巨兽 ,, ), 并确
定一个 对应 dragon 的汉字符号, 例如 /獗
更 0 [ 12]

。
为一个事物重新建立符号和对应的知识系统

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新中国在建立了独立的工
业体系之后, 很多商品不再进口, /洋火 0、 /洋
钉 0、 /洋灰 0 等分别改为 /火柴0、 /钉子 0 (或

铁钉 )、 /水泥 0。人们并没有抱着旧的符号体系
不放, 更没有人主张重新理解汉字 /洋 0, 将其
含义从 /外国的 (东西 ) 0 改造为 /中国的 (东

西 ) 0, 因为这种主张是很荒谬的。显然, 建议改
造外国人对 dragon的认识也是很荒谬的, 是反客
为主, 是对他民族文化和语言的不尊重。

(五 ) 建立新符号及其对应的知识系统是很

平常的事情
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 一个常见现象是: 源

文化中的某个概念或事物, 在目标文化中没有完

全相同的对应物。龙就是这样一个事物。其它例
子还有豆腐、饺子、武术、风水、道等等。外国
事物在中国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例如 p izza、

jeep、 laser、 radar、 co la、 co ffee、 choco late等等。
遇到这种情况时, 不能简单地在目标文化的

语言中寻找一个现成词汇来翻译外来新事物, 因

为每个词汇都有其原来对应的知识系统。一个词
汇一旦用来翻译新事物, 原来的知识系统就会和
新事物挂钩。如果旧知识系统和新事物的实际内

涵存在差异, 就会导致跨文化传播出现差错。把
pizza音译成 /砒霜0 虽然是个荒诞的假设, 但很
说明问题。

因此, 遇到这种情况时, 必须在目标语言中

创造一个新单词或新词组。例如, pizza进入中国
后出现新词 /比萨0 与之对应。中国的孩子们看
一眼比萨, 再尝一口, 就能够立即建立起对应

/比萨0 这个符号的基本知识系统。
人类文化非常丰富, 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各有

千秋, 新的事物也不断涌现, 并不断向世界各国

扩散, 因此在语言中创造新词是很频繁也很平常
的事情, 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 不必把新
词 loong的出现看成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建立新的知识系统很简单, 但创建合适的新

符号需要费一番脑筋。创造新词时可以音译, 也
可以意译, 例如也可以把 p izza翻译为 /意大利馅
饼0。那么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呢? 这可以通过
/翻译经济学0 的分析来寻找其中的规律。
二、翻译经济学: 语言的翻译也讲究 /性价

比0
大自然有一条基本规律: 以尽可能少的能量

做一件事情。人类同样如此, 做一件事情时, 尽
量寻找花费力气最少、成本代价最低的方法。文

字的翻译过程也是这样。翻译经济学是语言经济
学的一个分支。语言经济学研究语言演化过程中
的经济学因素、语言在社会中的经济价值等等。

翻译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来自对客观事实的归纳,

也必须接受客观事实的验证。如果发现现有原则
无法解释的现象, 现有原则应该进行修正, 或者

补充新原则。
(一 ) 翻译经济学的 /字数最少化 0 原则
原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自己一

篇博客文章中介绍了他和几位外国友人关于京剧

的讨论, 文章说: /一位对中国文化有研究的法
国人说, 京剧英译为 -北京歌剧 . ( Pek ing Oper-

a) , 使外国人误认为是北京 (演出 ) 的 5茶花
女6 5卡门 6 那类的歌剧, 就不一定会以强烈的
好奇心去观赏了。而以京剧和西方歌剧特色差异
之大, 绝不可在概念上有所混淆。大家讨论的结

果是, 既然京剧是中国的艺术瑰宝, 就应当用京
剧的音译 - Jing ju. , 正像日本的 -歌舞伎 . , 按
日语发音译为 -Kabuki. 一样。0 [ 13]

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举例说:

/ -Opera. 以前中国并没有, 把它翻译成 -歌 .
+ -剧 . , 而不是音译为 -奥佩拉 . 0 [ 14]

。
Opera之所以被意译为 /歌剧 0 而不是音译

为 /奥佩拉 0, 其背后是翻译经济学的 /字数最
少化 0 原则在起作用。

Opera进入中国后, 自然要为它在中文里建
立一个传播符号及对应的知识系统。不论使用什

么符号, 建立知识系统都是一样的。那么在各种
可能的符号中选择哪个呢? 不妨假设当初存在两
种方案: /歌剧 0 和 /奥佩拉0。

/歌剧 0 只有两个汉字, 而且表述了 opera的
基本特征: 引亢高歌之戏剧。而 /奥佩拉 0 有三
个汉字, 又没有直观的意义, 即使当时存在这种
翻译方法, 最后也会被逐渐淘汰。

/水门汀0 就是这样的实例。它是 cem ent的
音译, 流行了很长时间, 至今仍然在沪语中有所
耳闻, 但绝大多数人已经选择了更简洁的意译法:

/水泥 0。
相反, 如果音译比较简洁, 人们最终则会选

择音译, 例如 /雷达0 ( radar, 意译是 /无线电
定向和测距技术 0 ), /咖啡0 ( coffee, 意译的话
多半不止两个汉字 ), /幽默 0 ( hum our, 至今还
没有人能够对 hum our做一个明确的中文定义, 更

不用说进行意译了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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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ijing Opera有五个音节, 而 Jing ju只有两个
音节, 所以音译比较经济。因此, 不能根据 opera

没有音译, 就反对把京剧音译成 jing ju。这是一个
和文化没有关系, 只和语言的经济性有关的事情。

同样道理, 即使为了减少书写和说话时的麻
烦, 龙也应该翻译成 loong, 而不是 dragon或 Ch-i

neseD ragon。因为 Loong只有五个字母、一个音
节; 而 dragon有六个字母、两个音节, Ch inese

Dragon则有十三个字母、五个音节。

(二 ) 翻译经济学的 /效用最大化0 原则
在音译和意译字数一样时, 如何选取? 这时

要看其 /效用0 ) ) ) 哪种方案能够更好地传达事
物的内涵, 易于人们理解。

Laser最初音译为 /莱塞0, 后来出现了意译
/激光 0。两种翻译法都用了两个汉字, 但 /激
光 0 表现了 laser的 /受激辐射发光 0 这一性质,

于是被广泛使用。
在台湾地区流行的 /雷射 0 翻译法被引进到

大陆地区后, 在娱乐和民用领域得到了迅速的普

及。笔者分析其原因是: 在娱乐场所或使用民用
激光音乐器材的人并不在乎激光的科学原理, 而
夜总会里震耳欲聋的音响, 不断扫过黑暗空间的

激光光束, 和 /雷射 0 这两个字本身的意义很贴
切, 于是得到选用。结果是: 科学家仍然使用
/激光0, 而夜总会选择使用 /雷射0。
有很多西方人有意把 long long ago写成 loong

loong ago, 说明 loong能够引发对 / long0 (长 )

的联想, 而身体很长也是龙的基本特征。汉字是
象形文字。一些学者认为英语也可能是象形文字,

例如 /床0 bed、 /眼睛 0 eye、 /看 0 see和 look

(字母 e和 o可能代表眼睛 ) , 等等。如果的确存
在这一规律, 那么把 /龙 0 翻译成 loong, 也会使

西方人在看到 loong时对 /龙 0 有直观的感受
(两个 o字母是龙的眼睛 )。这些都是把龙翻译成
loong所得到的附加效用。

(三 ) 翻译经济学的 /总成本最低0 原则
不论是意译还是音译, 人们在遇到新的传播

符号时, 都需要学习一番, 即建立对应这个符号
的 /知识系统0, 然后才能够理解别人传播过来
的这个符号, 或用这个符号承载信息传播给别人。
遇到尚未建立该知识系统的人, 还需要帮助他建
立这个知识系统。

例如 /丁克 0, 其对应的知识系统是: 这是
英文 D INK ( / Doub le Incom e, No K ids0 的缩写 )

的音译, 意思是 /夫妻双双有收入却不愿意生孩
子 0。

建立知识系统是需要耗费一定精力的, 因此,

一种翻译方案的总成本由两部分组成, 即: 总成
本 =学习成本 +使用成本。

如果是一个常用词, 学习成本可以分摊在大
量的使用次数上, 可以忽略。一个翻译方案的主
要成本就是它的使用成本, 即: 总成本 =学习成

本 /使用次数 +使用成本U使用成本。因此, 常用

词的翻译往往优先遵循 /字数最少化0 原则。
如果是一个非常用词, 学习成本只能分摊在

很少的使用次数上, 不能忽略, 因此倾向于能够
降低学习成本的解释性意译, 即使字数比较多。

例如 gaspereau被意译成 /鯷状锯腹鲱 0。如
果音译的话最多四个汉字: 盖斯泊鲁, 甚至还可

以简化为 /盖鱼0, 但必须花费力气建立其知识
系统。由于使用频率极低, 这样不合算, 于是选
择字数较多的解释性意译。

龙被翻译成 loong后, 外国人虽然需要学习
一次, 建立对应 loong的知识系统, 但以后每次
在谈论龙的时候, 可以少说很多音节、少写很多

字母, 因此 loong的总使用成本比 dragon和 Ch-i

nese Dragon这两种译法都要低。概括的说就是:

学习 / loong0 麻烦一次, 说 / Ch inese Dragon0
麻烦终生。

(四 ) 翻译经济学的 /文化和美学价值最大
化0 原则

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语言除了有传

播信息的实用价值, 还应该有文化和美学方面的
欣赏价值。不同的翻译方案, 如果其它方面情况
相近, 那么最后胜出的往往是文化和美学价值最

高的方案。例如: Coca Co la曾经被翻译为 /蝌蝌
啃蜡 0, 毫无美感, 很快被兼具中国特色和语言
韵律感、含义恰到好处的 /可口可乐 0 所取代;

B enz最初被译为 /本茨 0, 后来在中国香港被翻
译为 /平治0 (应该是取自成语 /平治天下 0 ) ,

虽豪迈大气, 但仍不如中国内地的翻译 /奔驰 0
更能够体现汽车的特性。

(五 ) 语言翻译也存在 /沉没成本 0 和 /沉
没成本误区 0

沉没成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经

济活动中已经发生, 无法收回的支出。 /沉没成
本误区 0 指的是人们往往明知一个项目存在问
题, 但考虑到过去的大量投入, 因而依依不舍,

继续硬撑下去, 直到实在撑不下去了, 才被迫终

止, 结果造成更大的损失。
在语言翻译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大家都觉得

一种翻译方案并不理想, 但因为这种译法已经被

长期使用, 于是勉强继续使用, 忍受各种负面效
应。很多反对重新翻译龙的人, 其理由就是
/ dragon虽然有很多问题, 但已经用了很久了。0
实际上, 正确的做法是壮士断腕, 长痛不如

短痛。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最初译为 Friend-

lies, 后来觉得不好, 就立即改为拼音 Fuw a了。
(六 ) 语言翻译中也存在 /无形资产0
一种译法被人们用惯了, 也会形成惯性, 形

成某种无形资产, 例如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和熟悉
了这种译法等等。因此, 一种译法即使存在问题,

如果不是特别严重, 人们总是倾向于保持习惯的
译法。但如果新译法能够克服旧译法的问题, 带
来的额外益处远远大于旧译法的无形资产, 人们

也会选择新译法的。非洲国家 M ozamb ique长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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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为 /莫三鼻给 0, 很不严肃, 现已经改译为
/莫桑比克0 了。
把 /龙 0 改译为 loong不仅减少了字数和音

节, 降低了传播成本, 还能够提高跨文化传播的
准确性, 彻底解决 dragon引发的误解问题, 降低
对外宣传工作的难度, 有利于中国塑造积极正面

的国家形象, 其好处远远大于失去的无形资产,

因此我们应该停止龙的旧译法 dragon, 积极推广
新译法 loong。

三、保护民族文化特色, 是翻译的重要任务
之一

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地方, 文化是把一

群人凝聚成一个民族的核心力量。因此, 虽然全
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合作化的趋势越来越明确,

但是世界各国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工作却在不断加
强。中国是一个大国, 是任何人无法忽视的庞大

力量, 很多恐惧这一力量的人都在希望中国分裂。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粘合剂, 是我们绝不能丢
失的一块阵地。

把本国独有的事物翻译成外语时, 第一要考
虑跨文化传播的准确性, 避免误读; 第二要考虑
/性价比 0; 第三就是要考虑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
色。

外国学者对此早有精辟的阐述。北美翻译学
领域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劳伦斯 # 韦努蒂
( Law renceV enut i) 在 5翻译再思 6 一书里说:

/翻译是今日有战略作用的文化活动 0, 从弱势文
化翻译到像英语文化这样的强势文化中去的时候,

要采取 /异化0 的 /抗拒性翻译策略, 制作既陌

生又怪异的译文, 有助于保存外语文本的语言和
文化差异0。[ 15]

很多人批评 loong不符合英语的发音规则,

但根据韦努蒂的观点, /怪异 0 的译文恰恰有助
于保存原语言和文化的特色。实际上西方人并不
反对 /怪异 0 的外来语, q igong (气功 ) 和 jiao zi

(饺子 ) 等更怪异的单词都被他们接受了。日本

人则在英语里创造了更多、更不象英语的新词汇。
实际上, 强势文化翻译到其它文化中去时,

也是以 /怪异0 来体现异域特色的。 /伊丽莎白0
这种怪异的译法能够表现异国风情, 而 /毅力煞
白 0 就毫无特色了。如果巧克力当初被译成 /黑
香糖0, 可能就不会成为浪漫和爱情的象征物了。
意大利历史名城佛罗伦萨的中文译名不使用徐志
摩的 /翡冷翠 0, 原因可能是: 虽然很美, 但没
有异国特色, 也不陌生, 没有神秘感: 一块冰冷
的翡翠而已。我们中国人早就对无数怪异的外来

语 /见怪不怪 0 了, 例如 /菩萨 0、 /和尚 0、
/引擎0、 /巴士0、 /咖啡 0、 /芝士 0 等等。既然
如此, 为什么要对还不算特别 /陌生 0 和 /怪
异 0 的 loong那么苛刻呢?

四、结  语
纵观两年多来围绕着 loong的种种争论, 笔

者觉得存在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很多中国学者

实行双重标准, 同样的事情, 外国人做没有意见,

但中国人做就不行了。

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程度是超乎想象的。
笔者参加过一个抢救性记录上海民间艺术的记录
片摄制项目, 仅上海郊县就有数百项独特的民间

传统艺术正在濒临灭绝, 整个中国的数量就非常
庞大了。但以目前每年仅数个项目的速度申请联

合国非物质文明名录的保护, 是远远不够的。
笔者在深入民间的摄制记录过程中发现, 中

国民间艺术具有独特的美, 并不 /土 0, 非常值
得保护和开发。笔者在此向中国政府呼吁, 迅速
开展中国民间传统艺术的登记工作, 简化程序,

宁滥勿缺; 呼吁政府出资发动高等院校师生利用
现代影视技术, 进行抢救性的记录, 不仅记录民
间艺术的外部形态, 也详细记录其工艺手法; 呼

吁新闻媒介向社会广泛宣传中国传统艺术的华美
和实用, 形成市场需求; 呼吁政府以经济优惠手

段鼓励企业开发民间艺术产品, 使其走向市场,

重获真正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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