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龙”最初表示雷声

在有语言无文字时代， “龙” 是
模仿雷电现象的声音， 是表示对天空
雷电现象指认的语言。

经考古证明，我国龙文化已有6000
年至8000年历史。有文字的时代才3000
多年，在没有文字时的4000多年中只能
用语言交流，因此语言中的“龙 (隆 )”，
是对雷电现象的指认。 “龙(隆)”既可以
给古人类带来甘雨，又会给森林带来火
灾。 雷电威力虽大，但转瞬即逝，人们
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 便用艺术形式，
将大自然中这种壮观的物理现象幻想
和艺术加工为具体形象，成为精神生活
中的文化符号。 文字是语言的延续，汉
字中的“神”字，保持着古人类对雷电崇
拜的印迹。 “神”字的“示”字偏旁表示
祭祀，而“申”字则是“电”字的变形。 因
为人类对天空雷电自然现象的敬畏，所
以“神”字内含有“电”的身影。 “龙”是
古人类由闪电幻化出来的“动物”造型，
是人类创造的艺术品。 在研究龙文化
时，要注意“龙”字的字音，才好抓住源
头。 在“龙”字系列的近似音中，“隆”字
与龙同声。 “隆”表示规模大、起点高、
声音响、色彩美。

■龙也要为人服务

神话传说阶段 ， “龙 ” 的 “神 ”
与 “形” 受到分解。

首先，“龙” 仍保持其一定的 “神”
性，包括龙身人面的雷神，也是“神”，华
青氏在雷泽边踩着了雷神的足迹感应
结孕，生下了伏羲，伏羲是东方木德之
帝。 《山海经》中的“雷神”，是经过艺术
加工的二度“龙”形，将其当做“龙”的起
源，还是没有找到“龙”的本源。 但是，
“雷神”保持了龙文化中“神”的印迹，使
我们不会忘记“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
从具体的动物形态中去寻找“龙”的真

谛。 我们讲“龙的传人”，是讲源于体现
对“天”崇拜的那个“神”的龙，这个龙的
出身十分神圣，是中华民族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 由于雷电转瞬
即逝， 人们只能用日常能见到的动植
物和自然现象对它进行幻化。 因此，见
于人间各种“龙”的形象，均是人为的艺
术作品，不是对“龙 (隆)”雷电现象实体
的再现。 传说中的“龙”的形象是人创
作的， 除继续保有一定的对人世间有
“主宰”的“神”性外，更多的是要为人服
务。 在《山海经》中，黄帝是宇宙最高主
宰，龙可助黄帝作战，又是人间社会领
袖可驾驭的“坐骑”；火神祝融可乘双龙
飞行，黄帝乘龙上天。 人间社会有了自
己的领袖， 对自然有了一定的适宜能
力、 利用能力和抵御能力后 ，“龙 ”的
“神”和“形”受到分解，它的作用向两个
方向分化。 在《山海经》中的雷神是“龙
身人头”；应龙擅长蓄水行雨;雷神的骨
头可以制成鼓褪吓敌。 古代传说中甚
至出现了豢龙氏。 这个时期“龙”只是
“麟、龙、凤、龟”中的“四灵”之一，“青
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物之一，在
诸多吉祥物中，未占“统治”地位。 龙的
形象有个发展过程，不同时代有不同特
点。 龙的外形发展历史可以这样总结:
“周代以前夔龙期，陶器残片显光辉；春
秋战国多飞龙，体态婀娜多造型；南北
隋唐行龙美，矫健豪放喜欢水；宋元黄
龙进宫廷，三停九似云中行；明清神龙
添长发，龙凤呈祥权威大。 ”

■文学中的龙

儒、道、释三家与 “龙 ”文化结缘 ，
“龙” 文化成为中华吉祥文化的代表。
受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思想
影响，“龙”有了庞大的行政队伍和家族
队伍，有凤凰为伴，有九子相随。 龙生
九子有几种不同说法，下面仅举一例：
“大爷品属形似龟，碑下负重显神威；二

爷蠕吻形似兽，屋顶远望着宇宙；三爷
蒲牢身材小，生性好吼为钟钮；四爷狸
秆形似虎，立于狱门不喊苦；五爷警臀
喜欢吃，立放鼎盖护饮食；六爷霸下性
好水，立于桥柱吓水鬼；七爷眶毗性好
杀，紧抱刀环看着家；八爷狡貌形似狮，
立于香炉把烟吃； 九爷椒图似螺蚌，乐
守铺首街门上。 ” 受道家思想影响，大
湖大海、大江大河均有了有名有姓的龙
王。 受佛教影响， 佛经翻译者把佛经
《华严经》 中司兴云降雨之神译为无量
诸大龙王，将龙王和龙女成佛等概念引
入“龙文化”。 “龙王”人身龙面，“龙”的
本身形象在宋代也逐渐有了统一认识：
“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颈似蛇，腹似
唇，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

■帝王开始垄断“龙”

进入史学时代， 帝王政权与 “龙”
文化相联系。

最早将龙与炎帝、黄帝联系起来的
大约是在汉代。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
《史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刘邦的母
亲刘姐在大水域边上休息时，突然下了
雷雨。 刘邦的父亲来找刘姐，看到一条
蛟龙盘在刘邦母亲身上，后来刘邦的母
亲就怀上了刘邦。 刘邦出身寒微，比不
上六国诸侯王后裔的身份高贵。 为了
抬高自己树立权威，刘邦及其亲信便编
造了这么一个神奇的故事，把自己说成
是“天”的儿子。

古人认为，雷电现象是天地交合之
气，因此“龙”只是“天”的象征而已。 在
《史记》中，秦始皇被称为“祖龙”，使“皇
帝” 与战国时期的各国国王有了区别。
源于声音表示的虚幻“龙”来自于天，皇
帝称自己是“真龙天子”。 “天”什么样？
有文字后，不必再幻化各种造型，北京
天坛公园内的皇育宇是存放祭天神牌
的场所，大殿正中陈设 “皇天上帝 ”神
版，代表天。 人间皇帝是天上皇天上帝
的儿子，所以在祭祀时要自称“臣”。 龙
也是皇天上帝的臣子，皇帝与龙“同朝
为臣”。 因此，皇帝的身体叫“龙体”，皇
帝的脸部表情叫 “龙颜 ”，皇帝穿的
衣服叫“龙袍”。 “龙”和皇权紧密联系
在了一起，皇帝所做一切均是“奉天承
运”。“龙”使皇帝的权力成为上天所授，
在这种情况下，虚幻的“龙”恢复了它的
“神”性。

■神龙阶段，多元一体中华龙

由于“龙”能包涵中华民族天人合
一、辩证统一、求实向善与和合圆融的
哲学思想，又能体现自强不息的民族精
神；身体又圆又长，符合民族的审美要
求和祈福攘灾的吉祥愿望，成为民俗节
庆中的重要吉祥文化符号，受到全国人

民的喜爱和欢迎。 正月十五元宵节，全
国各地有耍龙灯的习俗， 争奇斗艳，丰
富多彩；二月二“龙抬头”，许多生活文
化均与“龙”结缘，讨个口彩；五月初五
端午节有划龙船、赛龙舟活动，激发民
族活力，彰显齐心合力共同向前的团结
奋斗精神。 全国以“龙”命名河流山川
的数不胜数，以“龙”为名的公民遍及全
国各地。 中国人民喜欢龙 ，因为它是
吉祥的象征。

“天” 是龙的 “神”；“物” 是龙的
“形”。 为了体现龙属于“天”物的神圣，
多用阳数之极的 “九” 来规范和形容。
龙有“九似”：牛头鹿角眼如虾，鹰爪蛇
身凤尾己，鳄鱼嘴泥鳅须，混身披满金
鱼甲。 “龙有九子”有几种版本，合起来
涉及到的龙名有十几种：品属、蠕吻、蒲
牢、狸秆、警臀、霸下、眶毗、狡貌、椒图、
囚牛、嘲风、负属等。 因此，把这些龙形
可归结为十二势：行似云、卷似风、展似
松、奔似马、飞似鹰、蹲似犬、卧似熊、爬
似鳄、蟠似蛇、游似鱼、盘似螺、走似虎。
总之，龙造型中的 “九似 ”和形态上的
“十三势”，均属于龙的外在内容，属于
“形”。 考虑到“龙”的声音为“隆”，来源
于雷闪的模拟音，十分神圣。 因此建议
对外翻译时，应用“long”，更加贴切，而
不要用“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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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赵书

“龙” 是什么？ 龙在封建社会是皇帝表示自己 “君权天授” 的标识； 在老百姓心中是 “龙王
爷”， 是主管风调雨顺， 保证五谷丰登的神。 “龙” 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吉祥物， 它的造型威武雄壮，
寓意丰富多情，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 龙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 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多姿
多彩的艺术形式。 龙文化有近8000年的历史， 大体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主讲人介绍：

赵书， 1941年出生， 北京人，
满族 。 1961年毕业于北京市工艺
美术学校。 现为北京市文史研究
馆馆员 、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 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团顾问。

一一个个““龙龙””字字
连连接接着着五五千千年年中中华华文文化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