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文化翻译需要树立六个重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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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外介绍中国的思想、观念、情况时，难免要涉及许多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如果翻译不准确，

轻则理解失误，重则产生相反效果甚至给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通过考察大量跨文化翻译案例，研究认为，

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应该树立一些新的观念: 1．应从外国人( 以目的语为母语的人) 的角度判断翻译是否正

确; 2．不能仅根据辞典了解一个外文词汇的含义，更要看其在实际使用中所代表的含义; 3．不译不等于不释，零

翻译不等于零解释，音译只是第一步，用外语为其撰写解释是更重要的工作; 4．网上辞典收录词汇时应遵循

“下限原则”，尽力收入中国新造“外去语”; 5．在对外翻译时，要考虑翻译活动中的经济学规律，外国人倾向于

使用比较简洁的汉语音译，弃用繁琐的外文意译; 6．在音译中国文化负载词时，可以以汉语拼音为基础，但也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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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国人民宣传中国的思想观念、介绍中国的情况和进步时，难免要涉及很多中国文化负载词。
如果翻译失误，外国人民看不懂这些词，或者理解出来的含义和中国人的原意截然相反，那么，我们的努

力就会白费，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
2005 年，龙落选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因为龙在英语里被译为 dragon，和欧美文化中最大的恶魔同名。

这件事引起了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工作的广泛关注。十余年来，在很多人士的推动下，一些中国文化

负载词被重新翻译，避免了混淆，例如国家体育总局规定“象棋”应该译为 xiangqi，北京和上海京剧院已

经把“京剧”译为 jingju，“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把“仁”“神”“风骨”“君子”和“有无”等改为音

译，中国龙舟协会和亚洲龙舟协会已经把“龙舟”译为 longzhou，一些企业和政府部门已经把“龙”译为

loong。但是外交部、外文局和中央编译局的专家们，以及翻译学界很多学者仍然坚持译龙为 dragon 或

Chinese Dragon。2017 年 11 月 18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带领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故宫时说:“我们

叫龙的传人。”他的随行翻译将“龙”译为 dragon。因此，中国文化负载词外译工作中的“龙头”问题仍然

没有得到解决。
笔者对大量跨文化翻译案例进行了研究，认识到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我们应该树立一些新的观

念。下面结合实例逐一讨论。

一 应该从以目的语为母语之人的角度判断翻译是否正确

2015 年 9 月 27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国赠送艺术品“和平尊”( 又名“和平樽”) ，以纪念

其成立 70 周年。新华社报道说: 这座一人多高的和平尊的“顶部龙饰象征守望和平”①。新华社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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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将这句话译为“with dragon-shaped decorations on its top showing expectations for peace”①。2016 年 2
月 25 日，这座和平尊被正式安放在联合国总部，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刘结一也称这些龙饰为 dragon②。

中国人都知道这个 dragon 是指中国的龙，是吉祥和力量的象征。但是，欧洲神话虚构的动物杜拉

更③在英语中的名称也是 dragon，它的象征意义和中国龙截然相反，主要象征邪恶和非正义。
同样在联合国总部，矗立着一座名为 Good Defeats Evil( 正义战胜邪恶) 的雕塑，它由苏联政府于

1990 年赠送给联合国，纪念其成立 45 周年。联合国多媒体网站( United Nations Multimedia) 介绍说: 这

座雕塑塑造的是欧洲英雄圣乔治正在刺杀杜拉更( the sculpture depicts St． George slaying the dragon) ④。
这座雕塑的特殊之处在于，杜拉更的身体部分直接使用了美苏两国销毁中程核武器时拆毁的苏联 SS-20
和美国潘欣核导弹的部件( The dragon is created from fragments of Soviet SS-20 missiles and United States
Pershing nuclear missiles that were destroy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Intermediate-Ｒ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of 1987．) 。这座雕塑生动地象征着美苏两国的裁军行动( It is a vivid symbol of disarmament．) 。显然，这

头杜拉更象征的是核战争的威胁。
欧美国家的人用 dragon 一词称呼象征核战争威胁的恶魔，中国则用 dragon 一词称呼守望和平的神

兽———龙，这显然是不妥的，不仅没有向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反而扭曲或模糊了中国声音的原意，向世

界人民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至少会让很多外国朋友感到困惑。很多中国人认为，随着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逐渐增加，外国人已经知道中国的 dragon 是好的，和欧洲的 dragon 不同。因此，译龙为 dragon 不会导致

外国人误解。这种说法是典型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跨文化传播，而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传

播效果。用外语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人可能不理解，因为外语不是中国人的母语。要让中国人理

解，必须使用中文例子。
如果意大利人把他们的快餐 pizza 汉译为“砒霜”，然后向中国人解释: “意大利的砒霜和中国的砒

霜不同，意大利的砒霜是美食，不是毒药。”即使我们中国人能够理解这一翻译，知道两者虽然名称相

同，但是内涵截然相反，我们中国人会有什么感觉? 至少会觉得很荒谬吧? 即便意大利人为他们的传统

美食 pizza 创作最有趣的广告，把“砒霜店”布置得美轮美奂，我们中国人多半也不敢去品尝这种名称奇

怪的美食，更不会同意自己的孩子去“铤而走险”。有人认为这个例子不现实，意大利人不可能把自己

的美食和中国的毒药同名。的确如此，这是因为意大利人在进行跨文化翻译时，遵循了正确的原则，或

者说遵循了最基本的常识。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却违背了这些原则和常识，迟迟不去纠正中国的象

征———龙———与欧美国家的魔鬼杜拉更同名这一错误，这和把美食的名称 pizza 汉译为“砒霜”没什么

两样。
另一方面，既然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的龙和欧洲的杜拉更内涵截然相反，外形和习性也有很多差

异，为什么不在英语中给中国的龙另取一名呢? 为什么不设法去一劳永逸地根除误读，反而要维护时时

引发误解的错误翻译、不断地向外国人解释呢? 南方的橘子到了北方发生了变异，尚且要另取新名
“枳”，为什么对中国对外宣传的常见主角———龙———要这么吝啬呢?

二 不能仅根据辞典了解一个外文词汇的含义，更要看其在实际使用中所代表的含义

辞典对一个词汇的解释，只是客观记录人们对它的理解，这不等于根据这些解释进行的跨文化翻译

不会出错。在英语辞典中，dragon 被解释为恶魔之外，又被解释为东亚地区的神兽。这只是对 dragon 一

词使用现状的描述，但不等于这一现状是合理的。把龙和 dragon 互译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至少从 19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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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开始，就不断有外国人发现并指出龙和杜拉更有显著的区别。
1882 年，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牧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 Pagoda，Loong and Foong-Shooy( 宝塔，

龙和风水) 。他写道:“The loong or dragon，as it is commonly translated，is to the Chinese nation all that the
eagle is to us，and a great deal more． It is a mysterious，fabulous creature in many respects like the dragon of
western fables，but far surpassing it． Not only supernatural，but almost divine qualities are attributed to it．”①

( 龙通常被译为 dragon，它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就和鹰对我们的意义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是一种

神秘的、巨大的生物，在很多方面和西方神话中的杜拉更相似，但远远优于杜拉更。它不仅是超自然的，而

且还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特质。) 他并非第一个把龙音译为 loong 的人。据笔者考据，早在 1814 年，第一个

英译《论语》的英国传教士 Joshua Marshman( 马希曼) 就已经把“龙”字注音为 loong 了。②

1923 年，美国人 Newton Hayes( 海斯) 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书，英文书名是 The Chinese Dragon，中文书名

只有一个字: 龙。他指出龙和杜拉更在外形上的差异之后，在书中写道:“A still greate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varieties exists in the matter of disposition． The European dragon is usually portrayed as a cruel mon-
ster，the personification of all that is evil，and the enemy of man ．．． The Chinese dragon，on the other hand，is
in this respect very nearly its antithesis． It is a beneficent creature，a friend to man．”③( 中国龙和西方杜拉更

更大的差异在它们的性情方面。欧洲的杜拉更通常被描绘成一个残忍的怪物，是所有邪恶事物的化身，人

类的敌人。……然而，中国的龙在这方面几乎截然相反。它是一种行善的生物，人类的朋友。)
1931 年 2 月 12 日，牛津大学汉语教授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中文名“苏慧廉”) 在英国皇家亚洲

文化协会( Ｒoyal Asiatic Society) 做了一场报告，他在描述了龙和杜拉更的差异后说:“So different are the
two conceptions that it would almost seem wiser to call them by different names，adopting the Chinese name
Lung for their national benefactor．”④( 这两种东西是如此的不同，为它们取不同的名字显然是明智的，可

以用来自中文的名字 Lung⑤ 称呼这个国家的施惠者。)
美国语言学家奈达( Eugene A． Nida) 是《圣经》翻译界的权威，曾经在中国多所大学讲学。他在

1981 年出版了一本书 Meaning Across Cultures( 《跨文化的语义》) ，书中写道:“．．． But most problems that
invole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much more complex: they involve conflicting values attached to the same objects．
For example，in the Orient the‘dragon’is not regarded as a threatening animal，symblic of overwhelming evil
power，as in the Book of Ｒevelation; rather，the dragon suggests good luck and fortune．”⑥( ……但是绝大多

数涉及文化差异的问题都要复杂得多: 在同一个对象上，会存在着完全对立的价值观。例如，和《启示

录》里说的不同，在东方，dragon( 龙) 没有被视为有威胁的动物，也没有被视为强大的、压倒一切的邪恶

力量的象征; 相反，dragon( 龙) 意味着好运。) 认识到龙和杜拉更的差异后，奈达对翻译界提出了忠告:

“In most areas of the world a term for dragon would imply something fearsome，but in certain parts of the Ori-
ent the dragon is regarded as the symbol of prosperity and good fortune，and it is necessary，therefore，in
translating into certain languages in the Orient to employ ( 1) a somewhat different expression，for example，

‘terrible reptile’or‘fearsome snake’or( 2) a marginal note which will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in connota-
tion．”⑦(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dragon 一词意味着某种可怕的东西，但是在东方一些地方，它被认为是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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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和好运的象征。因此，在把这个词译为东方的某些语言时，应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 1．使用某些不同的表

达方式，例如将其译为“令人恐怖的爬行动物”或“可怕的蛇”; 2．做一个旁注，解释其内涵的不同。)
外国人了解了中国文化后，知道龙不应该继续被称为 dragon，杜拉更( dragon) 也不能被称为“龙”，

或至少应该做一个注释。那么，我们中国人要了解 dragon 一词在外国人心中的真实含义，也应该看它的

实际使用情况。
笔者收集了几百年来大量国外时政绘画( 宣传海报和报刊漫画) ①，发现杜拉更( dragon) 被世界各

地的画家们用来象征几乎一切负面事物，在战争和革命时期，敌对双方的宣传机器都把对方描绘成杜拉

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相互把对方比喻为杜拉更; 在俄罗斯革命中，红军和白军相

互把对方比喻为杜拉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和纳粹德国相互把对方画成杜拉更
( 图 1) ; 在冷战中同样如此，美苏双方把对方比喻为杜拉更。在反恐战争中，美国漫画家把恐怖主义组

织画成杜拉更。与此同时，伊朗画家把美国画成杜拉更，阿拉伯画家把美国的盟友以色列画成杜拉更。
在欧美各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中，敌对政党也都把对方或其反对的事物比喻为杜拉更( 图 2) 。

图 1 二战时期的宣传品

左: 波兰反纳粹海报; 右: 纳粹德国出版物的封面

图 2 美国政治漫画

左: 特朗普反对的事物是杜拉更; 右: 特朗普是杜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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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欧美人心里，杜拉更( dragon) 的象征意义是非常负面的，龙作为中国的象征，应该和它

划清界限，不能与它同名。
在欧洲一些地区和城市，人们把杜拉更视为守护者。在不少童话故事和影视作品中，杜拉更是正面

角色。这是很多人坚持译龙为 dragon 的理由。德国学者 Thorsten Pattberg( 中文名“裴德思”) 指出:“欧

洲的杜 拉 更 根 本 没 有 变 得 友 善，它 们 只 是 被 降 服 了 而 已。”( the European dragons haven’t become
friendlier at all，they just have been subjugated．①) 欧美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敌人比喻为杜拉更( dragon) ?

因为在基督教文化中，杜拉更是最大的恶魔，杀死杜拉更是英勇而正义的行为。因此，在宣传中把敌人

画成杜拉更，可以为己方获得道德合法性，从而有利于争取其他人的支持。
中国龙愿意被西方人降服吗? 显然不愿意。由此可见，文化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

同文化中的特有事物，使用完全独立的专用名称，以免在跨文化传播时“窜味”。
中国父母为孩子取名时、企业创建品牌时频频使用“龙”字，足以说明龙的象征意义主要是正面的。

很多人以“dragon 并非总是代表坏的东西”为理由，反对为龙创造一个新名字。但是，为什么要在 dragon
总是代表坏的东西的时候，才为龙改译呢? dragon 经常代表坏的东西，不就足以说明龙不能被称为

dragon 了吗? 龙是中国的象征，把龙译为 dragon，不仅不利于塑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反而方便了反

华势力妖魔化中国，赋予了他们的反华行为以道德正当性，主动让反华势力占据了道德制高点，部分甚

至完全抵消了中国对外宣传的正面作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欧美儿童自幼接触描绘英雄杀死杜拉更的童话故事、戏剧、电影、动画片以及各种

雕塑和绘画作品，从小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杜拉更( dragon) 是恶魔，应该杀死它们。”很多学校还把

时政绘画作为教学辅助材料，其中不乏把本国的敌人比喻为杜拉更的作品。在欧美，“Everyone has a
dragon to slay”( 每个人都有一头杜拉更等着他去杀死) 是一句励志格言，常被大人用于鼓励孩子战胜困难。
当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在遇到自称为 dragon( 龙) 的后代( “传人”) 的中国人时，在和中国发生意识形态或利

益冲突时，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可想而知，那时再对他们宣传中国的善意，就为时已晚，而且也未必有效。
1994 年，在卢旺达内战中，胡图族人杀害了近百万图西族人，震惊世界。胡图族电台和杂志在煽动

民族仇恨时，把图西族人称为“蟑螂”( inyenzi，卢旺达语) ，以此污名化图西族人，使胡图族民众去人性

化，兽化( dehumanization) ，把杀人( 杀戮图西族人以及帮助图西族人的胡图族温和群体) 视为理所当然，

没有心理障碍。图西族人被称为“蟑螂”是被动的。但中国人坚持译龙为 dragon 却是在主动称自己是

“恶魔杜拉更”，主动帮助我们的敌人妖魔化( demonization) 中国人。
中国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现在致力于解决“挨骂”的问题，国家为此投入了

大量人力物力。但是，自称“龙的传人”的中国人译龙为 dragon，是自己在“找骂”。因此，在考虑翻译问题

时，不能只看辞典，视野不能只局限在外语上，还要了解历史、政治与文化，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
一个事物的名称不是几个文字的简单组合，它身上承载着大量背景信息甚至好恶情感。在对外宣

传时，我们完全可以为中国事物创造各种专用新词，然后赋予它们相关的信息和情感，准确对应原中国

概念，不产生任何歧义。

三 不译不等于不释，零翻译不等于零解释

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时，音译文化负载词是全世界常用的做法。但是，很多中国人担心音译

中国特有事物名称会使外国人看不懂。实际上音译( 创造外文译名) 只是第一步，用外语为其撰写解释

是更重要的工作。
外国的东西进来，如果只有音译，我们也是看不懂的，例如“呜呜祖拉”( vuvuzela) 。但是，只要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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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Thorsten Pattberg，Long into the West’s dragon business，China Daily，2012-01-16，http: / /www．chinadaily．com．cn /cndy /2012-
01 /16 /content_14450195．htm．



句介绍或看一眼解释，我们就明白了:“这是南非土著人使用的一种长喇叭。”配上图片就更容易一目了

然了。网上辞典还能播放吹呜呜祖拉时发出的声音。显然，并非只有把 vuvuzela 生硬地“意译”为“南

非唢呐”，才能使中国人看懂。如果硬要把 vuvuzela 译为“南非唢呐”，反而要引起中国人的困惑了:“南

非土著人怎么会有唢呐?”如果这样翻译 vuvuzela，那么在南非人对中国人民介绍南非情况时，中国听众

的脑子里反而要乱套了。
一个新词的解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注释，在说话或文章中使用。音译新词第一次出现在一

次讲话或一篇文章中时，可以在它后面写上短注释。例如: “在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上，很多球迷吹起了

呜呜祖拉( 南非土著人使用的一种长号) 。”可以根据讲话或文章的主题，从不同的角度撰写短注释。例

如讲中国祈雨风俗的文章，可以把龙解释为一种神兽，掌管雨水; 介绍“龙的传人”的文章，可以把龙解

释为中国文化和精神的象征，等等。长注释主要用于辞典，对新词进行全面的详细说明，并可配上图片。
如果是电子辞典或网上辞典，还可以配上音频或视频等多媒体资料。

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中国的“君子”原来

被英译为 gentleman，显然词不达意，因为“君子”的含义非常丰富，远远不是一个“绅士”所能表达的。于

是该工程的专家将其音译为 junzi，用这个新词作为符号，代表“君子”这个概念的复杂含义。为了帮助

外国人看懂，该工程的学者为其撰写了短注释和长注释，分别为:

Junzi( Man of Virtue)

Junzi was originally used to indicate a person’s social status，generally referring to a ruler or a
member of the aristocracy． Beginning with Confucius，the term acquired an additional moral dimen-
sion and came to mean someone of true virtue． The opposite of junzi is xiaoren，which roughly means
the“petty men．”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junzi is someone who is above a scholar and below a
sage in terms of moral influence． A man of virtue pursues and practices the ideal known as Dao and
regards Dao as the fundamental meaning of life above power or gains．①

奇怪的是，“君子”被译为 gentleman，只有歧义、没有贬义，该工程的专家学者仍然把它改译了。但把

“龙”译为 dragon，不仅有歧义，而且有强烈的贬义，专家学者却拒绝改译。② 十余年来，笔者在宣传重新

译龙时遇到了无数反对者，理由千奇百怪，国人留恋 dragon 一词的程度简直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1985 年出版的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龙”译为 long。但是，在英语里，long 是一个常用

词，本来就具有多种含义。译龙为 long 会导致歧义，例如 The Long Tail 这本书不是讲龙尾巴的故事，而

是在讲“长尾理论”。因此，将“龙”音译为 loong 可以避免歧义。这一译法已经得到了一些运用。2006
年，中国自主研制的 CPU 芯片“龙芯”被英译为 Loongson; 2011 年，中国察打一体无人机“翼龙”被英译

为 Wing Loong; 2017 年 7 月首映的电影《龙之战》的英文片名是 The War of Loong。
“译名———短注释———长注释”这一结构也适用于介绍其他中国特有事物，例如中国菜肴。中国餐

馆的外文菜单可以使用下面这样的结构:

译名: 音译，接近菜名的中文发音，不仅简洁，而且能让中国服务员听懂;

短注释: 菜肴的物质内容———菜肴的主要原料和烹饪方法，以帮助外国食客点菜;

长注释( 可选) : 菜肴的文化内容———菜肴的起源和故事等，使外国人进一步了解菜肴背后的文化，

既可以使他们在等菜时有事可做，也可以增加他们的谈资。

四 网上辞典收录词汇时应遵循“下限原则”

要建设好有利于中国的国家话语生态，建设好供外国人使用的中国文化负载词辞典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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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库，Junzi，http: / /www．chinesethought．cn /EN /shuyu_show．aspx? shuyu_id = 2271。
《中国龙依然是 dragon，别纠结》，北京晨报( 记者: 张璐) ，2017 年 5 月 18 日，http: / /wemedia．ifeng．com /15885199 /wemedia．shtml。



在编辑传统纸质辞典时，是否收入一个词汇，依据的是“上限原则”: 有足够多的人使用，有足够长

的历史，或者有足够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纸质辞典不能太厚。
但是网上辞典的空间几乎无穷大。笔者个人建立的“龙 Loong 网”( www．loong．cn) 存储空间为一千

兆字节( Giga byte) ，每年租金为一百元人民币，如果纯粹存储文字的话，可以存储数亿个汉字，而官方机

构或企业拥有大量资金，所建网站的空间肯定会大得多，可以存放天文数字的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文

件。所以，网上辞典完全可以按照“下限原则”尽可能多地收入词汇: 即使只有一个人提出某种译法，即

使只有少数人在使用，即使缺乏影响力，也可以收入，以免外国人遇见某个生词时空手而归。
例如中国的龙，现在有各种译法，除了 dragon 之外，还有 Long、Loong、Liong、Lorng、Londeity 等新

译法。这些词汇都可以收入。可以在后几种译法下写明它们还不是最后定论，尚未得到权威机构或学

术界的普遍认可，其解释仅是少数人的建议。这样，外国人遇到这些词汇时，不至于毫无头绪，无法继续

阅读有关中国的文章。
中国文化负载词网上辞典可以专门新建，也可以利用网上现有的开放辞典，如维基百科( Wiki) 和

都市辞典( Urban Dictionary) 等，主动添加新词汇及其注释。有志于参与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机构和个

人，无须等待权威外宣部门慢慢想通对外传播的道理，可以主动翻译中国文化负载词，为其撰写外文注

释，并利用自己的网站和博客等自媒体平台发布。搜索引擎无孔不入，外国人能够通过搜索互联网看懂

这些中国文化负载词。
语言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官方专家提出的译法未必会被普遍接受，民间业余爱好者建议的译

法未必不会受到大众青睐。而且民间百花齐放也能扩展官方专家的思路，搞好外译工作。

五 在对外翻译时，要考虑翻译活动中的经济学规律

语言是供使用的，因此，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越简洁越好。我们自己也经常在简化语言，例如
“中央电视台”被简化为“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被简化为“春晚”，“费拉德尔菲亚”被简化为“费城”，

“马尔维纳斯群岛”被简化为“马岛”。
外文译为中文时同样如此。pizza 最初被意译为“意大利馅饼”，后来被简洁的音译“披萨”所取代;

cement 最初被音译为“水门汀”，后来被比较简洁的意译“水泥”所取代; telephone 最初被音译为“德律

风”，后来被简洁的意译“电话”取而代之，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具体是音译还是意译，最终很

可能不是取决于翻译理论，而是取决于哪种译法更为简洁。即使中国的龙被官方规定译为 Chinese
Dragon，一旦外国人知道它还有一个简洁的音译方法 Loong，也会迅速改用后者。

2006 年，国外新闻媒体报道了笔者译龙为 Loong 的建议之后，外国人在来信讨论时就立即开始使用

这种译法了，包括反对我这一建议的外国人。一位美国研究《圣经》的教授反对我把龙和杜拉更区分开

来，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You said you would like to educate foreigners about the loong or dragon． As an American Bible
Prof． I would also like to educate people about the bible word for dragon． The word Loong in chinese
is the same as a dragon in the English． The chinese bibles even use the word loong for dragon． It is
used 13 times to depict evil or the devil( Satan) ． ．．．( 你说你要告诉外国人龙和杜拉更的区别。作

为美国《圣经》教授，我也要向人们介绍《圣经》中的 dragon 一词。中文“龙”字的含义和英语

单词 dragon 的含义是一样的。中文版《圣经》就是把 dragon 译为“龙”的。它十三次使用“龙”
字描述罪恶和魔鬼( 撒旦)。……)

这位美国教授的来信说明，为龙取一个外文专用名词 loong 即使对于反对重新译龙的人来说也是有

好处的，这可以使他们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龙和杜拉更是一回事。这封信的另一个价值是，它告

诉我们: 中文版《圣经》有十三处将 dragon 译为“龙”，以此称呼恶魔。这再次警示我们再也不能把龙和
dragon 互译了。虽然《圣经》的历史很悠久，但它至今仍然在欧美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美国总

87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6 期



统宣誓就职时，都是要把手按在《圣经》上的。
英语等拼音文字是一维文字，只能通过水平方向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含义，例如 work、worker、work-

shop 等。然而汉语是二维文字，在垂直方向也能发生变化，例如高、搞、篙、藁、 等等。因此，汉语用较

少的音节就可以产生较多的含义，这决定了把汉语词汇译为拼音文字时，音译比意译简洁，耗费的音节

数和字母数比较少。因此，翻译过程中的经济学规律决定了在外译中国概念时，音译方案往往会占据压

倒性的胜利。即使最初有意译方案，音译方案还是可能后来居上。例如 martial art( “武术”的意译) 不

敌 Kung Fu( “功夫”的音译) ; Spicy diced chicken with peanuts( 宫保鸡丁) 被 Gong Bao Ji Ding 所取代。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想搞好对外宣传工作，也必须遵循科学规律，否则就会事倍功

半，甚至适得其反。
很多人担心音译中国概念产生的外文新词汇会显得很“怪”，不像外语。实际上这体现了异国特

征，外国人反而更喜欢。我们同样如此。如果 coffee 被汉译为“提神茶”，chocolate 被汉译为“黑香糖”，

cigar 被汉译为“大烟卷”，humour 被汉译为“暗噱语”，disco 被汉译为“摇头扭臀舞”，bikini 被汉译为“戏

水遮羞布”，这些译文完全是中国化的，但我们中国人还会觉得它们是充满异国情调的东西吗?

中国事物名称外译的方法是否正确，可以借用外国事物名称汉译的方法来判断。我们不能实行双

重标准，在外国事物进来时，很欢迎充满异国情调的、无法直接理解其含义的音译名称( 例如“华尔兹”
“白兰地”) ，把中国人学习一个新的外来中文词汇视为理所当然; 但是在中国事物走出去时，却不愿意

让它们的外文名称携带中国特征，坚持使用很冗长的意译( 例如油条被译为“deep-fried dough sticks”) ，

唯恐外国人不能一眼看懂其含义，害怕外国人太懒或太笨，不肯学或学不会从中文音译出来的“外去

语”( 例如“youtiao”) ，即使这样做可能导致外国人理解错误，也在所不惜。如果这一方法还是不能确定

我们的外译思路是否正确，可以把中国事物名称的各种可能外译法告诉外国人，让他们去选择，例如
Chinese Dragon 和 Loong，让客观规律自己发生作用。

牛津英语辞典( OED，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一直在积极收入世界各地的新英语单词。香港英语
add oil( 加油) 近日被收入了。为什么音译 jiayou 落选了? 可能是因为两者字母一样多，虽然前者音节

略有增加，但比后者容易理解得多，所以权衡下来选择前者。这是符合翻译经济学规律的。

六 可以根据汉语拼音进行音译，但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

很多人批评 loong 这种译法违背了拼音字母规则。但是，中国于 2009 年推出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

本规则》在 2012 年进行了修订。这个国家标准的第 5．5 条规定:“除了《汉语拼音方案》规定的符号标调

法以外，在技术处理上，也可采用数字、字母等标明声调……”①比如，“陕西”和“山西”的汉语拼音完全

一样，依据上述规则，“陕西”被译为 Shaanxi②，增加了一个字母 a，以区别于 Shanxi( 山西) 。同样如此，

loong 增加了一个字母 o，用最简洁的方法区别于 long 这个英语常用词，以避免误读。因此，这一拼写法

并未违背中国的法律法规。
Loong 方案存在一个缺点: 拼写形式和它相近的一些英文单词的含义不好，例如 loony、loon 和 loo

等，可能产生负面联想。但因其较为简洁，发音很接近汉字“龙”，而且李小龙这样的偶像级英雄人物的

英文名也使用了 loong③，所以接受的人比较多。“龙”字至少从 1814 年开始被注音为 loong。之后一直

有人将“龙”音译为 loong，并延续使用至今，中间没有间断。④ 1940 年代，上海出品的“龙凤牌香烟”的英

文品名就是 Loong Voong Cigarettes。
根据汉语拼音音译中国文化负载词时，我们应该根据各国语言的特点，进行适当的微调，以便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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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http: / /baike．baidu．com /view /2292589．htm。
陕西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 / /www．shaanxi．gov．cn /。
Lee Siu Loong 这个英文名外国人用得比较少，他们主要使用李小龙的另外一个英文名: Bruce Lee。
黄佶:《译龙风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争议及研究》，2015 年，http: / /www．loong．cn /ylfy。



的发音接近中文原文的发音。
2009 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文，规定象棋的“英文译名采用‘Xiangqi’”，此举非常有助于推动保

护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为了避免出现“英语特殊化”现象，中国官方的合适说法应该是:“Xiangqi 是
‘象棋’的罗马字母拼写法。”而不要明确说它是“英文译名”。另一方面，在 Xiangqi 进入各国语言时，为

了便于该国语言的使用者，可以也应该根据各国语言的拼写习惯，做适当的调整。例如，因为 X 和 Q 在

英语里的发音和在汉语拼音里不同，Xiangqi 在英语里的发音不是“象棋”，因此，实际的英文译名可以是
Shiangchi，这个拼写的英文发音才比较接近“象棋”在中文里的发音。中医术语“气”也经常被音译为
Chi。也就是说: 是借用现有外文词汇 chess 对“象棋”勉强进行意译，还是按照“象棋”的中文发音音译

成外语，主动权理应在我方( 中国) ，但各国语言具体如何把此发音拼写出来，可根据各种语言的具体情

况确定。这样的实例也是存在的。韩国首都“首尔”的外文译文在英语中是 Seoul，在捷克语中是 Soul，
在葡萄牙语中是 Seul，在拉脱维亚语中是 Seula，在立陶宛语中是 Seulas，在西班牙语中是 Seúl，在匈牙利

语中拼写为 Szul，等等。①

结 语

自从 2006 年来，如何译龙这个问题引发了学界内外广泛而激烈的讨论，至今仍然分歧严重。但如

果我们把如何译龙一事分解为三个问题，我们就比较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一: 龙和杜拉更( dragon) 到底是不是一回事?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基本上不成问题了，就连拒绝改译龙的专家们也知道“‘龙’的概念在中西方完

全不同”“海外很多读者已经知道中国龙不同于西方的龙”②。
问题二:“龙”要不要重新翻译?

不同的事物应该有不同的名称，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既然龙和杜拉更“完全不同”，那么为龙另外

取一个外文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从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角度考虑，仅凭欧美各国、各种政治

实体长期和广泛使用杜拉更( dragon) 来象征自己的敌人这一点，这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应

该重新翻译，必须重新翻译。
问题三: 如果重新译“龙”，应该怎么译?

目前呼声较高的译法有 Long、Loong 和 Liong 等等，这些译法各自都有一些不足，但我们不能因为

现有的重译方案都不太理想，就否定重新译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外语学界和对外传播管理部门可以组织力量，为“龙”创造更好的翻译方法，供大众参考和选择。

简单地拒绝一种不完美的译法，不如提出更合理的方案，让大众主动使用好的译法。

( 责任编辑 胡范铸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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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http: / / en．wiktionary．org /wiki /Seoul．
《400 条文化术语诠释与英译公布，专家: 误译易引发误解》，2017-5-18，北京晨报，http: / /www．chinanews． com /cul /2017 /05-18 /

8226988．shtml。



contributed to his unexpected victory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over his Democratic opponent and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Hilary Clinton． 2． The language of presence and the language of absence，two of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function，can no longer constitute a satisfactory answer to the“Trump
Phenomenon．”3． The language of presence-and-absence can help free us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function． 4． To accurately deconstruct the“Trump Phenomenon，”it is essential to
develop a new understanding of rhetoric’s generative and transformative capability． Only by securing this kind
of understanding can we begin to engage America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rhetoric more critically and to
develop new concepts that can transcend such binaries as facts versus fiction，appearance versus essence，and
probability versus certainty．

Keywords: rhetoric，the language of presence，the language of absence，the language of presence-and-
absence，generative and transformative power

On the Acceptabilit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opular Chinese Neologisms
( by DOU Wei-lin ＆ DU Hai-zi)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findings of a study on the acceptabilit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20
popular Chinese neologism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The
study tries to find out the elements that influence such acceptability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nd others． An analysis of the survey results reveals that when translating Chinese neologisms，context
greatly influences the acceptability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for words exhibiting a large cultural vacancy，a
conserv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such as literal translation method or transliteration method with annotation
method works better，while for words exhibiting a smaller cultural vacancy，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such
substitu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s free translation method and naturalization method． Furthermore，gre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ognition，thinking patterns，the culture tradition of the potential readers and
the communication purpose，which entail flexible use of translation methods．

Keywords: popular Chinese neologisms，acceptability of translation，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Six Important Concepts for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 by HUANG Ji)
Abstract: When introducing China’s thoughts，concepts and situations，it is unavoidable to involve the

translation of many Chinese culture-loaded words． If the translation is inaccurate， it will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even produce the opposite effect，and bring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national image． By
investigating a large number of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cases，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some new concep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ranslating cultural-loaded words: 1． The translation should be judg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ers( native speaker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 2． The meaning of a foreign word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only from the dictionaries，but also from their actual use; 3．“No translation”does not mean
“no interpretation”，“zero translation”is not equal to“zero interpretation”; transliteration is only the first
step． Interpreting the new words in foreign languages is more important second step． 4． Online dictionaries
should follow the“lower limit principle”and try to incorporate any new word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5． The
economic law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ranslation; foreigners tend to use more concise transliteration and
abandon the complicated free translation． 6． Translite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loaded words can be based on
Chinese Pinyin system，but it should be fine-tun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Keywords: national image，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culture-loaded words，loong，dragon

The Ｒapid Development Miracle of China’s Ｒeal Estate Industry: Its
Driving Factors and Sustainability ( by ZHANG Yong-yue，HU Jin-xing ＆ WANG Sheng)
Abstract: The Chinese economy，including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has achieved sustained and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the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real
estate industry’s input，output and social impact，as well as with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al estate industry is a miracle． This miracle has been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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