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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以其学术思想的活跃、体制机制的
灵活、交往渠道的多样，在推动公共外交和
文化互鉴方面大有用武之地。智库功能发挥
得如何， 将直接影响我国在国际舞台传播

“中国声音”的效果。 在智库群体中，思想文
化类智库因其自身的思想文化特质，在推动
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责无旁贷。 方向既
定，但要真正进入对方文化围城，还要“择其
门而入”。

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发现，立足国际
市场规律，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由“送出去”
到“卖出去”的转变，是增强国家文化影响
力、传播力的最现实手段和有效途径。 随着

我国文化“走出去”向纵深推进，
学术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有机
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发挥独特的
作用。中国学者在国际场合自信
表达学术思想和观点，与对方开
展平等对话，是影响国外学者群
体、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有效手段。
要发挥学术智库信誉保障功能，
积极拓展与海外高校和研究机
构的合作关系。 以学术为纽带，
以中外学术合作备忘录等形式

为载体， 实现与海外学术合作的机制化、长
效化， 在与国外开展长期深入合作的过程
中，逐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以智库建设撬动人才培养模式转变，对
于文化“走出去”至关重要。目前来看，高端复
合型对外文化贸易及文化投资人才储备不
足， 是制约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效率和
效益的主要短板之一。 加快文化贸易领域的
高端智库建设，必将推动整个文化贸易领域
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依托高水平智库提供
的知识和智能，塑造高校文化贸易人才培养
的理论及实践氛围，将有效提升文化贸易人
才的创新素质，进而为促进中华文化有效“走

出去”打造一支富有战斗力的人才队伍。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如火如荼，如何

借“一带一路”之势，更好地实现文化“走出
去”，为智库界提出了新课题。 近年来，中国
文化在出口消费层面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变
化，这与“一带一路”建设密切相关，需要细
加研究。要特别重视民营企业在推动文化贸
易中的主体地位。 实际上，古代丝绸之路的
主体是商人，商人按照贸易法则进行相关生
产和贸易活动。 实践证明，这是文化“走出
去”的有效之举。 要重视国内市场的培育和
发展。 中国庞大的消费潜力，让我们拥有和
美国一样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中国可以和美
国相比拟的优势。在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消
费“走出去”的同时，外国人也在关注当下中
国人的消费需求和取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 中华文化
“走出去” 实践与中国智库海外交往创新已
远远超出既有经验和模式。在这样的大形势
下，迫切要求智库管理部门在管理思想与管
理方式上积极创新， 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
为学术机构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扮演好推
动智库学术外交的“台前”和“幕后”角色。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家文化
发展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智库，要扮演好文化
“走出去”的推广大使

□ 李嘉珊

语文期刊《咬文嚼字》近日揭晓 2016 年度
十大语文差错，这些语言文字使用中的差错与
年度社会热点高度关联，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
成功发射、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公投等国
内外重大新闻事件中，存在各种语言文字上的
误用误读。

1、“载人飞行”的“载”误读为 zɑǐ。
“载”是多音字，读 zɑì 时，意思是装乘、携
带；读 zɑǐ，意思是记载、刊登。“载人飞行”
指用飞行器承载人的飞行，应读作 zɑì。

2、 “一篮子货币” 误为“一揽子货币”。
2016 年 10 月 1 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简称 SDR）的一篮子货
币，是“一篮子货币”而不是“一揽子货币”。

3、美国总统大选报道中的量词混淆：“任”
误为“届”。 2016年 11月，唐纳德·特朗普在美
国总统大选中获胜，然而新闻媒体的报道却混
乱不堪。有媒体说他当选美国第 45届总统，也
有媒体祝贺他当选美国第 58届总统。事实上，
部分媒体混淆了量词“任”和“届”。

4、英国脱欧公投中的“脱离欧盟”误为
“脱离欧洲”。 2016年 6月 23日，英国举行“脱
欧公投”，其结果是英国“脱欧”，即英国脱离欧
盟，而不是英国脱离欧洲。

5、韩国“亲信门”事件中的词形错误：“手
足无措”误为“举足无措”。 2016年 10月中旬，
韩国总统朴槿惠被曝出亲信干政丑闻，部分新
闻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用“举足无措”来形容朴
槿惠执政团队的慌张和混乱。

6、 娱乐事件中的用字错误：“凭借” 误作
“凭藉”。 2016 年 11 月 26 日， 冯小刚以电影
《我不是潘金莲》获“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奖。新
闻中出现“冯小刚凭藉《我不是潘金莲》夺大
奖……”“凭藉”是不规范的，正确的写法是“凭
借”。

7、“令人髮指”误为“令人發指”。 2016年
8 月 31 日， 相声演员郭德纲在其个人微博上
发布了《德云社家谱》，全用繁体字书写，遗憾
的是，出现了好几处错误，“令人髮指”误成“令
人發指”就是一例。

8、体育明星的词形错误：“作为”误为“做
为”。 2016 年 11 月 17 日，林丹发微博就出轨
一事向家人道歉。这条道歉微博说：“做为一个
男人……”“做为”应是“作为”之误。

9、“绅士”误为“绅仕”。 随着中产兴起，
“绅士”一词大行其道，常现身广告中。 香港明
星黄宗泽 2016 年当选了某时尚杂志评选的

“新绅仕”，广告随处可见，但“绅仕”其实是“绅
士”之误。

10、 常见的食品名用字错误：“黏豆包”误
为“粘豆包”。“黏豆包”是北方的一种传统点
心，采用黄米、红豆等材料制作而
成，触手很黏。 店招、广告牌及食
物包装袋上基本上误写成了“粘
豆包”。

说起现在受众最广的手机应用，
应是微信无疑了。

超过 8 亿人在使用微信，超过九
成微信用户每天都会使用微信，半数
用户每天使用微信时间超过 1 小时，
近七成用户每月支付 / 转账额度超
过 100 元，超过六成用户使用微信生
活服务（手机充值、买电影票）……用
户粘合度如此之高，让人咋舌。

记得之前，当有人说，手机将会
在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中消解电脑
的作用，我还觉得匪夷所思。 没想到，
短短一两年时间，社交、购物、点外
卖、学菜谱、阅读、健身等这些几乎每
天必做的事，靠一部小小的手机就可
以完全实现。

与之前的传播媒介不同的是，微
信几乎是一场人人卷入其中的全民
活动。 每个人都是独立星球，每个人
都带来不同的生活体验与关注热点。
所有朋友圈的人汇集起来，就变成当
代社会的“清明上河图”。 世界各地的
新闻在发生， 林林总总的观念在表
达，形形色色的生活在上演。 朋友圈

犹如一部热气腾腾的巨型多幕人间
剧，在眼前徐徐拉开，史无前例的传
播图景正在形成。 当人人都成为发言
人，世界也许再也没有秘密可言。 在
这一公共平台，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
因为自身的言行被推上风口浪尖。 公
共领域的透明度极大提高，恶行越来
越无从藏匿。 对社会来说，这是一件
好事。

因为微信，有的人越来越近，有的
人越来越远。 志不同道不合的人更会
由此分出观念派别。 圈里价值观相同
的人，哪怕从未相见，彼此之间的精神
关联和滋养也会越来越深； 而曾经亲
密的朋友，走着走着，有的就不见踪影
了。 微信，让我们重新认识广阔世界，
也重新认识了身边的人。因为微信，有
的人越来越清醒，有的人越来越茫然。
但也有些人视此为挑战， 严格限定刷
朋友圈的时间， 并且严格筛选关注内
容，只汲取对自己成长有利的讯息，利
用碎片化时间去吸收学习， 把微信运
动排名作为锻炼身体的参考体系。 经
此一役，自律性大大提高。

你的生活，也被微信改变了吗
□ 袁小禾

开卷为什么就一定有益呢？ 其逻辑
前提大约无非认为书是个好东西。 既然
是好东西，接触一下总归有好处。 这其
实同样似是而非。 但凡是好东西，就一
定要接触， 或接触了就一定有好处吗？
人参倒是好东西， 也有吃了坏事的吧？
何况书非人参。 人参好歹是补品，书却
未必，没准是泄药。 世上有好书也有坏
书，有读了让人长见识的，有读了让人
犯糊涂的， 还有读了让人干坏事的，并
非一定就是好东西，怎么能说一开卷就
有益？

周国平先生有云，“玩物也可养志”。同样，读书
没准也会丧志。 世界上有激励意志的书，也有消磨
意志的书。 消磨意志的方法也很多：有不动声色的
（比如让你“玩物丧志”），也有当头棒喝的（比如大
讲“人生无常”），弄不好就给你来个“万念俱灰”。

开卷既然并非一定有益（甚至可能有害），为什
么还要说“开卷有益”，而且很少有人怀疑呢？ 无非
也就是为了给读书一个说法、一条理由罢了。 但在
我看来，读书可以有一千条理由，唯独不能用“有
益”做理由。一个人如果事先存了功利的目的，那书
是一定读不好，甚至读不成的。道理也很简单：如果
仅仅因为有益才读书，那么，倘若无益呢？ 就不读
了？ 既然如此，开卷又何必有益、何需有益？ 还不如
说“开卷有趣”呢！

沈从文在《边城》 的结尾意味深长地写
道： 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
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

回来！
1934年春，时年 32 岁的湘西苗族青年才

俊沈从文， 以 20 世纪 30 年代川湘交界的小
镇茶峒为背景创作的《边城》成书。 后来，这部
作品曾两度被诺贝尔文学奖组委会提名。

近年来，随着沈从文作品《边城》部分章
节入选中学语文教材， 师生开始广泛研读沈
从文的作品。 在沈从文作品创作地湖南花垣
县，2016 年 12 月底至 1 月， 以花垣县民族中
学为代表富有创造性地开展了首届“边城月”

文化活动。 花垣县副县长龙文斌，教体局党委
书记、局长刘世文走近师生观摩活动。

“边城月”活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是
读《边城》———师生《边城》读后感、续写比赛；
画《边城》———师生《边城》绘画、摄影、书法比
赛；演《边城》———师生《边城》民族风情、课本
剧表演赛。

在续写《边城》活动中，该校高 1602 班龙
雨柔这样给沈老的文章作结尾：

又是一年端午节到来， 这天城里热闹极

了， 码头边上围满了人， 嚷嚷着：“二佬回来
了，二佬回来了……”

“续写基本上是按照原著精神进行展开
的，富有想象，符合边城文化。 ”湖南省青年知
名作家符云亮如是评价。

为了更好地弘扬边城文化， 该校唐冰军
校长倡议率先在全县学校中举行“边城月”文
化节，以文学名著《边城》为载体，研读作品中
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苗族文化；以湘西作
家沈从文为榜样，引领师生热爱阅读、提高文

化素养。
在绘画《边城》环节，近 100 幅书画作品

将边城（茶峒）的前世今生表现得淋漓尽致。
边城鼓韵、边城笠影、忆边城，追梦边城……
伴随着演唱《边城》震响的鼓声，边城从历史
中走来，边城的苗族同胞从不屈不挠中走来；
长短高低,轻重缓急，这鼓声穿越了沧海桑田，
这鼓声透彻了器宇轩昂， 这鼓声诉说了顶天
立地。 边地的苗族同胞从西迁敲到文明富强
的今天，他们勿忘来时路，更砥砺前行！ 追梦
边城，是他们个体的梦，亦是民族的梦，更是
国家和美富强的梦！ 在诵读《边城》、续写《边
城》、绘画《边城》、唱演《边城》等层层递进的

“演绎”边城活动，首届“边城月”活动圆满礼
成。

湖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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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边城》 绘画《边城》 演唱《边城》

首届“边城月”文化活动演绎《边城》
本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伍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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