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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视角下的品牌名称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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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来商标的翻译是一项重要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商标名的背后体现了本土文化独有的
特性。在其汉译过程中，如何与中国文化结合一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结合的成功与否，也很大程度地影
响着中国消费者对商品的接受度。 从中国文化的视角下分析外来商标的翻译，主要从吉祥文化、动物文
化、植物文化、文学文化、汉字文化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总结并提出了商标翻译中体现文化元素的三个
的方法，以便译者能对商标名准确翻译，同时宣传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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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后发现，出现最多的理论是目的

訛
訛
訛
品牌名称不仅是商品进入市场的“敲门砖”，同 论 譼
、合作原则 譽
和顺应论 譾
，关于翻译中的文化元

样也是企业自身的形象战略。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 素的研究并不多。 不同语言国的文化通常具有较大
加强，品牌的翻译显得更为重要。翻译即解释，具体 的差异，在情感表达、内涵诉求等方面都有或多或少
地说， 翻译的过程就是在跨文化的历史语境中，译 的不同。 正如王作良先生曾经说过的：
“
处理的是个
者使自己的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互相发生融合形 别词，而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 ”本文拟从一个新
成新视域，并且浸润着目的语文化的语言符号将新 的角度研究品牌名的翻译， 深入分析中国文化元素
视域重新固定下来形成新文本的过程。
度上来说，翻译是一种文化建构。

訛
譹

从某种程 在商标名翻译中的体现， 同时揭示中国文化元素在

訛
譺

随着《商标法》的颁布，许多学者对商标名的翻
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好的商标翻译会激发购
买欲。

訛
譻

翻译中应用的规律。
二、中国文化在品牌翻译中的应用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在五千年的发

随着翻译理论的不断创新，学者们不断将 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有的中国文化传统，翻译

新的理论应用到商标翻译中。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 商标名时正确利用这些文化传统，可较好地表达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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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内涵并体现中国文化元素。
（一）中国吉祥文化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祖先就把与生活息息相关

89

之威猛，难以比拟龟鹤之长寿。因此，人们往往借助
动物表达内心的诉求与祝福。比如男孩子的名字会
带上虎、龙、豹等。

的符号、图腾作为精神寄托，祈福祈愿。徐华龙先生

在商标的翻译中， 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Lan－

将吉祥文化分为物体吉祥、行为吉祥、语言吉祥、文

drover 在中国大陆译为
“
路虎”，在香港地区译为
“
路

字吉祥、数字吉祥五个层面。

华”。 路虎是著名的英国越野车品牌，同时也是世界

吉祥文化中，“
喜”是一个常用字，意为高兴、快

上生产四驱车的公司之一。 这个品牌象征着无所畏

乐。中国文化认为喜能报喜，寓意吉祥。人们常把一 惧、 勇往直前的精神。 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是威
件好事说成喜事，比如常用的新婚之喜、开业大喜 猛、勇敢的象征。 早在《战国策·楚策一》中就有：
“
虎
等。在商标的翻译中，喜字使用较多。例如著名饮料 求百兽而食之。 ”后来用虎来比喻威武勇猛的人，比
7-up，在中国译为“七喜”，并没有直译为“七起”， 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评》：“关羽、张飞皆称万人
而是把 up 的含义引申， 变成中国文化中喜爱的喜 故，世之虎臣。 ”Landrover 的翻译也同时符合路虎公
气洋洋，所以译为“七喜”。 同样译法的还有德国著

司的口号：Above and Beyond，这也意味着路虎公司

名奶粉 Hipp， 在中国译为“喜宝”， 鸡尾酒品牌 将会不断地超越自己， 以独有的个性引领每一段路
Yankee Dutch 译为“燕吉-达喜”。 同样，“吉”也是 虎人生。路虎车就像是马路上的虎一样无所畏惧，一
吉祥文化中常用字，Jur 词，它在常规的英语字典中 直向前，给消费者带来视野开阔、胸怀天下之感。
指的是苏丹的一个地名叫做“朱尔”，也是由 Jur 音

Hummer 是美国的一种越野车， 本义是风鸟，

译而得， 但在鸡尾酒品牌名称的翻译中就译为了 在中国译为悍马。

訛
譹

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积极进

“吉儿”，并没有采用直接音译的方式。 在中国传统 取、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正能量代表。在中国很长
文化中，都很注重大吉大利、吉祥如意，因此在品牌

的一段历史时期中，马都是主要的代步工具，在古

翻译中也被经常运用。

时的战场上也是重要的作战工具。 在《易经》中还

数字不仅表示物品的多少， 同时隐含着吉祥， 有：“乾为马。”干脆用马来比作天，可知马在中国文
比如三阳开泰、七星高照。 数字吉祥中既有小数吉

化中的重要性。 中国很多的成语也都有“马”的出

祥，也有大数吉祥，百事亨通、万事如意便是大数吉

现，比如万马奔腾、马到成功、一马当先等，都展现

祥。 Pepsi-cola 翻译为“百事可乐”就体现了数字吉 了马的豪迈和奔腾的气势。“
悍马”一词的翻译不仅
祥， 这个翻译不仅符合中国文化喜四字的传统，而 符合 Hummer 品牌本身的理念，同时也很好地展现
且寓意美好，即表示诸事顺利，心情舒畅。 “百”在 了中国文化元素， 类似的品牌翻译还有 Mazda 译
中国文化中表示一个概数， 形容数量多的意思，比 为
“马自达”，BMW 译为“
宝马”。
如中国成语
“
百发百中”“
百花争艳”。 在《诗·大雅·

（三）中国植物文化

假乐》中就有说道：“千禄百福。 ”用来表示禄厚福

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特性， 在文化的传承发

多。 这样的翻译既翻译出了产品本身，是一种饮料

展中，人们根据植物的特性衍生出了较多的人文含

“可乐”，又翻译出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包含着吉祥 义。比如牡丹色泽艳丽、富丽堂皇，素有“花中之王”
和美好的祝愿。 类似的还有源于英国香烟品牌 的称号， 常用来代指富贵女性，“
岁寒三友” 的松、
Marlboro，在中国被译为
“
万宝路”。
（二）中国动物文化
人虽贵为高级的动物，但相比其它动物的某些

竹、梅经冬不凋，常用来表示坚毅的性格。
法国品牌 Laneige，译为“兰芝”。 中国素有“花
中四君子”的说法，分别是梅、兰、竹和菊。这四种植

个性，人类总有不足的地方，比如人难以比拟虎豹 物都有自己的品质，即：傲、幽、坚和淡。在中国传统
訛李亮， 范武邱：《外国汽车商标汉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譹
—以动物形象为例》，《中国科技翻译》 2013 年
第 2 期，第 23-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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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被多次作为文学题材。 在《孔子家语·在厄》 在这里
“驰”的意思是骑马奔跑、追赶之意。 另外毛
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芷兰生于深谷， 不以无人不 泽东在《沁园春·雪》中也用到了“驰”字，写道：“山
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 ”“兰”有空谷 舞银蛇，原驰蜡象。”整句诗的意思是说被白雪覆盖
幽芳，香雅怡情的意味。“
芝”的本意是灵草、香草， 的凹凸起伏的山峦就像是银蛇一样，不断盘旋驰骋
后引申为美丽的意思。通常用
“芝颜”来形容女子美 在中国大地上，“舞”和“驰”字都着重刻画出了祖
丽的容颜。“兰芝”一词的翻译很好地反映了此品牌 国山河的伟大景象。因此
“奔驰”的翻译就很好地与
的文化理念， 因为 laneige 在法语中就是自然之 中国文化中的意象相吻合， 体现出了此款车的潇
“雪”的意思，主要是为年轻时尚的女性缔造美丽的

洒、奔放、大气之感。类似体现中国古典文化的还是

容颜，永葆青春。 类似还有 Lancome 译为
“
兰蔻
“
“
兰” Estee Lauder 翻译为雅诗兰黛，SYLPHY 译为轩逸，
字不再赘述，
“
蔻”字在中国文化中指豆蔻，我们熟悉 Accord 译为雅阁。
的成语就有
“
豆蔻年华”，用来指少女的青春年华。 和
该品牌联系在一起不免让人联想到用了此化妆品后
就可以保持青春，皮肤也会像少女般细嫩光滑。
（四）中国古典文化

三、文化元素在品牌翻译中的体现方法

（一） 兼顾音译，适度叛逆
商标是消费者接触产品的第一印象，能否准确
读出商标则决定消费者是否最后接受品牌名。在翻

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从诸子百家到程朱理

译的过程中，如果能兼顾音译，在消费者看到商标

学，从诗词曲赋到小说杂文。 古典文化是我国文人

原词时，能准确对应到中文品牌名，英汉商标名能

的智慧结晶，是公司、个人起名的灵感源泉。

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关联。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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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国外的很

IKEA 是瑞典的全球知名家具和家具用品零 多公司和商品以人名命名，或者是几个人名字的首
售商，它的品牌在中国译为“宜家”，灵感源自《诗 字母， 而如果直接将这些人名翻译为中文商标，则
经·国风·周南·桃夭》的“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可能内涵不足或者语调不顺。 这种情况下，就要求
“宜”在中文中表示
“
正好，恰好，合适”的意思，例如

译者结合中国文化，对原词适度叛逆。 比如前文提

“宜年”就表示
“丰收之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

到的 Benz 是创始人的姓，直接音译是“本茨”，然而

国人是很注重“家”的概念，“家”对于中国人来说 在中国大陆翻译为“奔驰”，在音译的基础上，融入
不仅仅是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生活共同

中国文化，符合车的理念，使得翻译更加生动，富有

体，也不仅仅是一个房子，也是人们的一种人身价 创 造 力 。 类 似 的 还 有 Chanel 翻 译 为 香 奈 儿 ，
值和精神归宿，因此“
家”对于中国人有着特殊的精
神价值。 IKEA 的商业理念就是为老百姓提供美观

SEPHORA 翻译为丝芙兰，Pardo 翻译为霸道。
（二） 借助意象，间接表达

实用、种类繁多并且买得起的家居用品，因此其翻

意象是创作主体为了表达情感而借助的艺术

译“宜家”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理念，并且让消费者

形象。 意象理论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周易》已有

在品牌名上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归属 “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的说法，刘勰在《文心雕
感。

文》中对意象也做了深入的阐释。 中国文化源远流
奔驰汽车的翻译，其英文是 Mercedes-Benz，国

长，在诗词等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一个简单的意象

际上被称为“梅赛德斯(Mercedes)”，在香港地区译 就能表达作者丰富、细腻的情感，比如柳表达依依
为“平治”，在台湾地区译为“宾士”，在中国大陆译 惜别，竹表达高风亮节。 同样，在品牌的翻译中，适当
为“奔驰”。 其中“奔”字在中国文化中有“急走，跑，

利用中国文学的传统意象，便能达到
“言半功倍”的

奔跑”的意思，表示速度很快；“驰”在中国传统文化

效果。 比如，上文提到的顶级化妆品兰蔻（Lancome）

中通常指车马等奔跑、驱车马追逐、传播等意象。在 和雅诗兰黛（Estee Lauder）就使用了中国传统文学
《左传·庄公十年》中提到：“齐师败绩，公将驰之。 ”

中常用来指代美丽少女的兰、蔻、诗、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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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三） 适当修饰，凸显品质
不同品牌之间的商品总是有些许的差异和相

中国市场的潜力正在不断被世界所认可，如何

对的优势。 在品牌名的翻译中，适当增加修饰词可 吸引中国消费者是国外各大品牌的工作重点之一，
有效突出商品的特色。比如，同样是汽车，有些汽车 一个品牌名翻译的好坏， 一定程度上影响品牌的接
倾向于速度，有些倾向于力量，有些车牌主打越野， 受度。 本文以外国品牌的中文译本为例，尝试着讨论
有些品牌主打跑车。 在汽车品牌的翻译中，如果能

了商标翻译中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化元素。通过对一些

适当地增加修饰词，可简洁明了地表达车的性能优

国际品牌中文译本的分析，总结了三条商标翻译时和

势，比如捷豹（Jaguar）的“捷”不仅兼顾了音译，而 中国文化接轨的办法，以期促进译者在翻译时能更好
且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该品牌汽车的特点是主打速 融合地中国文化。同时也需指出，在翻译的过程中，融
度，主要产品是跑车，悍马（Hummer）中的“悍”字的 入中国文化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过犹不及。 文化元素
中文含义是蛮横，悍字较为形象地表达了悍马越野
车无可阻挡的超级越野性能。

訛
譹

的滥用，也会使得一些品牌名失去特色，且造成品牌
名过于接近，消费者难以区分。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tradema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GUO Yanan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trademarks is an important and creative process. The trademarks
themselves reflect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 culture. However, it is a difficult task to know how
to combine the translation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So its combination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acceptance
of the Chinese consumers. This paper is going to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tradema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the auspicious culture, animal culture, plant cultur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Furthermore, this paper has concluded and put forward three
methods in the translation of trademarks so that translators can not only translate the brand names correctly
but also promote the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trademarks; Chinese translation;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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