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   12.15.1978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yáoyuǎn de dōngfāng yǒu yī tiáo jiāng ，tā de míngzi jiù jiào chángjiāng 。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yáoyuǎn de dōngfāng yǒu yī tiáo hé ，tā de míngzi jiù jiào huánghé 。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suī bùcéng kànjiàn chángjiāng měi ，mèng lǐ cháng shén yóu chángjiāng shuǐ ， 

虽不曾听见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 

suī bùcéng tīngjiàn huánghé zhuàng ，péng pài xiōngyǒng zài mèng lǐ 。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gǔlǎo de dōngfāng yǒu yī tiáo lóng， tā de míngzi jiù jiào Zhōngguó ，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gǔlǎo de dōngfāng yǒu yīqún rén， tāmen quándōu shì lóng de chuán rén 。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jù lóng jiǎo dǐxia wǒ chéngzhǎng，zhǎng chéng yǐhòu shì lóng de chuán rén ，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hēi yǎnjīng hēi tóufa huáng pífū ，yǒng yǒngyuǎn yuǎn shì lóng de chuán rén 。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bǎinián qián níngjìng de yīgè yè ，jù biàn qiánxī de shēnyè lǐ ，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qiāng pào shēng qiāo suì le níngjìng yè ，sì miàn chǔ gē shì gū xī de jiàn 。 

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duōshǎo nián pào shēng réng lónglóng ，duōshǎo nián yòu shì duōshǎo nián ，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jù lóng jù lóng nǐ cā liàng yǎn ，yǒng yǒngyuǎn yuǎn dì cā liàng yǎn 。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   12.15.1978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它的名字就叫長江， 

yáoyuǎn de dōngfāng yǒu yī tiáo jiāng ， 

tā de míngzi jiù jiào chángjiāng 。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它的名字就叫黃河。 

yáoyuǎn de dōngfāng yǒu yī tiáo hé ， 

tā de míngzi jiù jiào huánghé 。 

雖不曾看見長江美，夢裡常神遊長江水， 

suī bùcéng kànjiàn chángjiāng měi ， 

mèng lǐ cháng shén yóu chángjiāng shuǐ ， 

雖不曾聽見黃河壯，澎湃洶湧在夢裡。 

suī bùcéng tīngjiàn huánghé zhuàng ， 

péng pài xiōngyǒng zài mèng lǐ 。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 

gǔlǎo de dōngfāng yǒu yī tiáo lóng ， 

tā de míngzi jiù jiào Zhōngguó ，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gǔlǎo de dōngfāng yǒu yīqún rén 
tāmen quándōu shì lóng de chuán rén 。 

巨龍腳底下我成長，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 

jù lóng jiǎo dǐxia wǒ chéngzhǎng ， 

zhǎng chéng yǐhòu shì lóng de chuán rén ， 

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hēi yǎnjīng hēi tóufa huáng pífū ， 

yǒng yǒngyuǎn yuǎn shì lóng de chuán rén 。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夕的深夜裡， 

bǎinián qián níngjìng de yīgè yè ， 

jù biàn qiánxī de shēnyè lǐ ， 

槍砲聲敲碎了寧靜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 

qiāng pào shēng qiāo suì le níngjìng yè ， 

sì miàn chǔ gē shì gū xī de jiàn 。 

多少年砲聲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duōshǎo nián pào shēng réng lónglóng ， 

duōshǎo nián yòu shì duōshǎo nián ，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永遠遠地擦亮眼。 

jù lóng jù lóng nǐ cā liàng yǎn ， 

yǒng yǒngyuǎn yuǎn dì cā liàng yǎn 。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永遠遠地擦亮眼，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永遠遠地擦亮眼。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永遠遠地擦亮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