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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之“新”， 重在新理念、 新思维，
新媒体的特点给语言学研究创造了新条件，
同时， 互联网思维与大数据思维也给语言生
活研究提出了新问题。 日前， 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语言大学、 商务印书
馆和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办的“2015中青年
语言学者沙龙” 在京举行。 本次沙龙的议题
是“语言学与新媒体”， 与会专家就此展开研
讨；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 《2014中国网
络语象报告》。 本版摘编报告主要内容， 以飨
读者。

网络汉语：因何流行？ 如何规范？
文化风潮■

文化速讯■

“引碑入草”：于笔墨中见大美
■王浩雷 郭志全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书法家李志敏
（1925-1994） 率先倡导并实践引碑入草，
其探索准确把握了当代书法发展方向及趋
势，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纵观中国书法史， 关于碑帖结合的问
题， 至今尚未形成理论体系， 在探索实践
中也未建立起明确的技法标准。

在书法诸体中， 草书与碑学风貌距离
最远， 最具实践难度， 其实践价值也最
高， 故引碑入草应为碑帖结合的高级形
态。 作为有深厚学养和艺术创造力的书
家， 李志敏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深刻
洞悉这一发展趋向， 在汲取前辈书家碑帖
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率先明确提出
“引碑入草” 的命题， 并进行了开创性的
尝试和探索。

引碑入草作为碑帖结合之高级形态，
其首要问题是结合什么、 引什么、 入什
么。 不是简单地将碑书和草书两种书体穿

插在一起， 而是要将两种书体彻底融为
一体。 碑讲究朴厚雄强， 字形方峻坚
削、 古拙劲正， 而草书讲究流放姿纵。
所以， 在探索引碑入草道路上必须敢于
和善于取舍， 其取舍原则， 就是取其最
本质特色， 同时舍弃其余的特色。 引碑
入草正是要将魏碑和草书在高级层面，
并非是要将所有诸要、 诸美都无一疏漏
地保留下来。 否则， 引碑入草必将失去
实现之可行性， 妄图“众美” 却丢掉
“大美”。 这是探索引碑入草的理论前提
和实践基础。

引碑入草的开创性探索的意义， 正
在于李志敏的思维里有着明确的取舍原
则和强烈的求变思路， 即集中将碑的最
本质笔法和雄强之风貌， 从根本上植入
草书特别是狂草实践之中， 同时， 他又
敢于果断舍弃一些固有的技法原则和要
求， 结字高古， 取法汉魏， 用笔大胆，
点画简省， 结体奇异险峻， 使他的草书
书风兼具“流放姿纵” 和“苍茫雄浑”

的神韵。 此外， 他的每一幅草书作品都极
力寻求变化和差异， 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
“千篇多面” 的特点， 但整体上又能体现
出凝重粗犷、 雄奇厚拙的碑学意蕴。 如果
说在当代草书实践中， 林散之为飘逸之
美， 那李志敏则为苍茫之美， 两者风格迥
异、 刚柔互补， 凸显“南林北李” 的双峰
对弈。

引碑入草的实现， 最终依赖技法的支
撑。 一在笔法上， 将魏碑之雄强、 开阔笔
法有机引入草书之中。 魏碑的中锋绞转、
万毫齐力与草书的外拓笔法不谋而和， 在
草书遒媚之中加以雄强之力， 使狂草线条
更显张力， 可有效弥补大草用笔直白乏力
的缺陷。 二是在墨法上， 将碑之用墨的生
涩老辣以及饱墨法引入草书创作中， 任意
铺毫， 万毫齐力， 纵横使转。 三是在结体
和布局上， 引碑入草注重“以势带形”、
化线为点、 疏密互补、 结构天成， 通过横
向与纵向交替相映的字势变化， 实现空间
的随性摆布， 提升全局的灵动和跳跃。 更

利于在流放姿纵的狂草中彰显出碑派的风
骨与气势。

李志敏引碑入草作品的大气磅礴之势，
得益于魏碑方笔和圆笔的浑然妙用。 同时
以狂草神韵境界为精神内核与之互通互融，
亦方亦圆， 方圆兼备， 流畅中不失劲正之
气。 他将碑的墨法引到大草之中， 厚涩之
间现朴拙， 酣畅之中出力道， 形成浓枯对
比更为强烈、 线条点画更具张力、 视觉感
官更具冲击力的墨风特色。 他注重“用笔
贵约， 约而能真”， 在“化线为点” 的探索
中将“点” 的运用推向极致， 打破以传统
点线互补为布局的固定模式。

任何一种书体和书风从开始萌芽到发
展成熟， 都需要历经岁月的多重砥砺和
洗礼。 李志敏作为引碑入草的开创者所
进行的探索， 为当代书法史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页， 值得书法理论界认真研究
和借鉴。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
所）

宏大时代叙事与微观生活体悟借由
网民智慧的解构， 不断成为网络流行语
素材， 表现出社会心态的前后传接。

网络流行语的核心层面是社会心态
的传接。 虽然公共话题在网络流行语中
占比不高， 但却反映出网民对于国家公
共议题的关注和理解。 APEC （亚太经
济合作组织） 会议期间， 习近平主席包
容百姓吐槽“APEC蓝” 的谈话， 将政
府治理环境问题的决心传递给网友， 使
原本的调侃表达经历变奏， 获得体制内
认可， 强化了网友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感。 情感类话题的词语仍是网络流行语
的关键组成部分， 人们需要新词语用以
活跃情感话题。 “小清新”、 “女汉子”
转生为“小鲜肉”、 “暖男”， 网络流行
语不仅感叹着感情的无奈， 也寄望着感
情的美好。

分析多个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情况，
并将其传播趋势线重叠， 可以看到明显
的波浪形状。 网络流行语的这种“排浪
式消费” 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原因。 首
先， 网络流行语多基于网络热点事件，
具有传播“爆炸式” 的特征， 同时受制
于热点事件的传播周期， 因此“什么仇
什么怨”、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等流
行语的热传和淡出都十分迅速。 其次，
网络热点事件的层出不穷， 使新的网络
流行语对原有流行语的使用形成分流和

稀释。 再其次， 如果网络流行语的表意
不具有多种语境的普适性， 如“且行且
珍惜”、 “保证不打死你” 等， 则也较
难被网民长时间应用于日常的网络表达
中。

互联网带来的话语权平等、 去中心
化、 权威解构， 成为网络流行语璀璨生
成的最主要原因。 一些汉语中的词汇被
重新发现， 并被赋予更为多元， 更为形
象的意义。 “囧” 这个原意表达光明的
字， 在网络上却被赋予了无奈、 叹息的
意义。

网络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 已经
使网络流行语成为社会文化传播不可忽
视的存在。 但是， 网络语言中的低俗、
恶俗现象也应予以严肃的文化批判。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 文化仍具有精
英和大众的分层， 精英文化的警觉对整
个国家文化的健康发展， 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 如果完全由互联网上草根文化
扛大旗， 会降低我们的文化高度和文明
品质。 单纯为了追求娱乐性和吸引眼
球， 将“碉堡了”、 “蛋疼”、 “我随便
起来不是人” 等等用得不亦乐乎， 不仅
粗俗轻佻， 而且破坏了汉语的严谨与含
蓄。 网络不会拒绝智慧的插科打诨， 也
不会拒绝流行语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发
泄。 但粗鄙化、 低俗化、 反文化理应受
到严肃的文化批判。

对于网络流行语与语言的规范性， 近
年来争论极多。 更迭换代的流行语层出不
穷， 如同“行话” 或“切口” 一样表达着
网络社群的自我认知， 确立起独享的“私
属语言”。

传媒用词方面， 互联网时代之前的异
形词规范可为明证， 上世纪80年代艾滋
病见诸报刊之时， 曾经“艾滋” “爱滋”
同存并用， 为避免“爱” 而“滋” 病， 原
卫生部将名称规范为“艾滋病”。

教育教学方面， 对青少年进行人文素
养的严肃培训， 书面用语的规范是必须且
必要的， 应以“谨慎而不轻率”、 “宽容
但又严苛” 的态度对待网络流行语。

辞书编写方面， 作为我国语言规范标
杆的 《现代汉语词典》， 自1978年出版以
来，历经改版，已经吸纳了诸多网络新词。
2012年的第6版即收录了“雷人”、“宅”、
“山寨”、“草根”、“粉丝”、“闪婚” 等网络热
词。同时也拒绝了“剩男”“剩女” 等具有歧
义或歧视色彩的词汇。

不必将网络流行语视为断送中华文脉
的洪水猛兽， 宏观上无过分干预的必要，
社会历史自然会对网络语言进行公正而有
效的筛选。 微观应用方面却不可置之不
理， 媒体应用的规范、 教育领域的节制、
出版行业的谨慎， 无疑是避免部分网络流
行语污染社会文化、 保持语言规范与文化
健康的关键。 （每文 整理）

京剧科班富连成社创办110周年

纪念京剧科班富连成社创办110周年座
谈会日前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谭元寿、 梅
葆玖等京剧艺术家们齐聚一堂， 共忆富连成
社的兴办历程， 探讨京剧人才培养理念和未
来京剧教育发展方向。

富连成社 （简称“富社”） 是整个京剧
教育史上历时最长、 规模最大、 培养人才最
多的京剧科班。 1904年以喜连成班为名开
办， 存续达44年之久， 培养了近700名京剧
艺术人才。 后经几代人努力， “富社” 发展
成为京剧教育机构， 在梨园行中有“京剧第
一科班” 之称。 侯喜瑞、 马连良、 梅兰芳、
周信芳、 李世芳等京剧表演领域的“大师”
级人物都是“富社” 学员。

座谈会上还发布了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出版的 《富连成画传》， 书中收集了
700张珍贵的历史图片， 以及近年有关富连
成研究的最新成果。 （李莎莎）

《世界历史文库》填补空白

作为“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项目， 大型汉译出版工程 《世界历史文库》
于2009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至2013
年全部完成， 共计出版76种90册。 这项中
国出版集团承担的国家出版基金工程， 由商
务印书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及东方
出版中心合作出版， 是目前国内最新、 最全
的大型世界历史译丛。

《世界历史文库》 的特点在于， 不仅保
证“常规动作”， 收录了一向广受瞩目的大
国史、 全球史和断代史， 而且注重拓展和创
新， 引领对历史新角度、 空白点的挖掘， 既
涵盖了一些在地缘政治上较热的地区史， 如
《中东史》、 《东欧史》， 又涵盖了目前在国
际史学界逐渐兴起的海洋史研究作品， 如
《地中海史》、 《黑海史》、 《大西洋史》、
《太平洋史》、 《波罗的海史》 等， 更重要的
是补足了在国内属于稀缺品种的若干中小国
别史。 （王珺）

福建师大编纂 《严复全集》

福建师范大学严复研究所主持编纂， 联
合京、 津、 港、 台等地22位专家学者， 历时
10年共同完成的 《严复全集》 日前由福建教
育出版社出版。 《严复全集》 是严复所有著
作的大结集， 包含了严复的翻译、 编纂、 政
文、 序跋、 诗词、 信札、 日记、 账册、 评点
等类所有作品， 全书共11卷22册， 约630多
万字。

《严复全集》 主编之一、 福建师范大学
教授汪征鲁介绍， 该书的亮点是： 翻译著作
部分收录了 《天演论》 等八大译著和其他译
著， 其中 《天演论》 共收录了6个不同版本；
评点作品部分收录了新发现的 《手批 〈植物
名词中英对照表〉》， 并采用影印与整理相配
合的做法， 力求把原貌呈现给读者。

（龙超凡 李玉莲）

北京传统音乐会《燕落花枝》推出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日前推出了北京
传统音乐作品音乐会 《燕落花枝》。 这台音
乐会选取北京传统器乐曲中具有代表性的吹
打乐、 弦索乐、 戏曲音乐、 宫廷音乐等作为
节目框架， 以 《北京民族民间器乐曲》 和目
前流传在民间的器乐曲为基础， 加工演绎不
同风格的北京传统器乐作品 《四上贤》 、
《文朝凤》、 《燕落花枝》 等共16首， 用音乐
表现北京传统文化的神韵。

《燕落花枝》 音乐会是2011年该院申报
的教育部中央财政支持项目。 据学院院长、
剧作家刘侗介绍， 作为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
深厚的艺术院校， “北戏” 将优秀的中华传
统文化与学院的艺术教育实践相结合， 逐渐
把学院打造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研究和传习
基地。 （梁杰）

“喜羊羊” 十岁了

在羊年到来之际， “喜羊羊与灰太狼”
迎来了品牌创立十周年庆典。 作为著名国产
动漫品牌，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喜羊
羊” 系列涵盖图画故事、 连环画故事、 拼音
认读故事、 科普百科、 益智游戏、 手工制
作、 认知学习等多品类图书。

据悉， “喜羊羊欢乐十周年全国巡展”
将在全国30多个城市展开， 通过多种多样的
图书类别、 独特的十周年珍藏系列和大电影
系列， 与读者分享“羊” 式教育新主张。

（伶俐）

第一届乡村儿童阅读绘画大赛落幕

日前， 由云南大益爱心基金会、 六和公
益教育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乡村儿童阅读绘画
大赛———“涂美家乡” 落幕， 贵州省正安县、
安徽省霍邱县22个乡镇155所乡村小学近
34000余名小学生参加， 最终评选出高低年
级一二三等奖、 茶主题特别奖、 网络人气大
奖。

本次大赛以阅读为基础， 将绘画艺术之
魅力引入乡村， 激发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家乡
故事、 家乡美景。 据了解， 云南大益爱心基
金会除资助大赛费用外， 还向参赛学校捐赠
了4100个美术“涂涂包”， 并设计了大赛主
题引导课指导手册。 （杨阳）

文字， 蕴含文化之根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日前联合清华大学出版

社、 北青悦读文化共同举办“文字与文化自醒力” 研讨会暨
《我们的文字》 首发式。

《我们的文字》 历时一年成书， 作者们遍访11个省的50
余个城市和乡村， 采访了30个非遗项目的37位传承人及专
家， 拍摄了400余小时的影像和口述资料。 书中将与文字有
关的60余个非遗项目融入其中， 以全新的视角讲述文字故
事； 内容纵向贯穿文字发展的全部历程， 横向覆盖了我国20
余个民族所使用的30种左右的民族文字， 涉及10余种已经消
失的文字。

文化部原巡视员宗介华说： “文字不仅仅是作为记录事
件的载体， 其本身便记载了我们的文化， 我们从文字中可以
看到祖先的生活、 思想， 这些文字里蕴含着我们的文化之
根。” （王珺）

用舞蹈唤醒灵魂
■实习生 刘小溪

在不久前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主办
的“当代基础艺术教育（舞蹈）发展”研讨会上，专家
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舞蹈学习对人格培育的影响，
认为舞蹈进入中小学艺术课程将为学习者填补音
乐、美术之类非综合性艺术课程的空白。

“唤醒灵魂是舞蹈训练的第一步。每一个人与生
俱来就具备舞蹈天赋， 而舞蹈教育者在做的事情应
该是去发现、去唤醒，通过舞蹈让孩子找到自我。”北
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舞蹈系主任肖向荣说， 舞蹈不
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技艺传授，而且是能力培养、知识
建构、理解创新三位一体的教学活动。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欧建平认为，
舞蹈训练能够陶冶气质性情、开发想象力、提高创造
力、培养意志力。

研讨会还对《北京市中小学生舞蹈素养调查报
告》进行了讨论与分析，作为“中小学艺术课程衔接
研究与实践项目”，该调查对北京市5所高中、5所初
中、7所小学进行采样，得到2450份样本。

调查数据显示，公立学校舞蹈课的开课率为52.3%，
私立学校为63.2%， 中小学舞蹈课开设情况低于音乐和
美术四成多，并且公立学校对于开设舞蹈课表现得更为
“保守”。 学校也很少组织学生去看舞蹈演出，29%的学
生从来没去剧院看过演出，经常去的仅有10%。 在调查
的学生中，观看《中国好舞蹈》电视节目的占了36.93%，
与其他的舞蹈作品接触方式相比是最高的一个。

从调查报告所显示的数据看，我国的舞蹈基础教育
状况不容乐观， 很多学生不仅没有机会在学校学习舞
蹈，甚至对舞蹈缺乏应有的了解。调查者发现，大部分学
生认为学习舞蹈课程有益于形体的塑造、 身心的舒缓，
而且并不耽误较多的学习时间。 由此可见，学生们对舞
蹈课程是十分期待的，然而他们却在应该接受基础艺术
教育的年纪，没有太多机会去接受艺术的熏陶。

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师王杰表示， 在调研中
一些校长也认为应该开设舞蹈课， 但是课时、 教室、
师资等方面的匮乏都是让他们头疼的问题。

专家们认为， 中小学舞蹈课程的缺失， 标准设置
的缺失， 评价体系的缺失等， 是目前开展舞蹈基础教
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闻链接】

语言， 饱藏丰富资源
公民的语言能力和国家的语言能力直接影响国家竞争力和

国家地位，语言的影响力已成为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日举
行的《语言与国家》新书出版座谈会上，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等单位的专家提出如上观点。
专家认为，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 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
具，更是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宝贵资源。同时，专家呼吁，
文风与政风、世风密切相关，要花大力气整顿文风。

据介绍， 《语言与国家》 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国家语言文字发展战略研究” 的成果
之一， 由国家语委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武汉大
学文学院赵世举教授担任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
学研究所、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等机构编写， 历时四
年， 六易其稿， 今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和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
出版。 （缇妮）

艺术视窗■

电影《爱·回家》
以“直销”形式在全国公益巡映

■本报记者 梁杰

由光明日报主办、 北京正道恒
业影视有限公司承办的电影 《爱·回
家》 全国公益巡映启动仪式暨文艺
作品与社会责任论坛近日在京举办。
与会专家以电影 《爱·回家》 为例，
就新形势下创作与市场的关系、 文
艺创作的导向、 国产电影的海外传
播策略、 主流电影的市场推广以及
如何加强和改进文艺批评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专家认为， 越是在市场化
的背景下， 越应始终以人民为中心
而不是以“人民币” 为中心， 让艺
术驾驭市场而不是让市场奴役艺术。
一件艺术作品有观众才能变成真正
的产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想

让主流文艺作品发挥应有的教育功能，
除了政府要加强扶持力度外， 主流文艺
作品也应努力探索新的推广营销模式。
电影 《爱·回家》 虽然在商业院线没有
取得理想的票房， 但其以“直销” 的形
式进行全国公益巡映活动， 是对主流电
影推广放映模式的一种重大创新， 为主
流文艺作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并发
挥影响力， 开辟了新的空间。

由陈双印编剧并导演、 历时5年拍摄
的电影 《爱·回家》 将视角聚焦女子监狱
和青少年犯罪， 以一个叛逆期女高中生
的犯罪过程为主线， 探索了青少年犯罪
的家庭和社会成因。 影片带给观众的不
仅是对女子监狱和青少年犯罪等一系列
社会现象的思考， 更多的是对家庭责任、
社会道德、 子女教育等深层次问题的反
思。

任 何 一
种书体和书
风从开始萌
芽到发展成
熟， 都需要
历经岁月的
多重砥砺和
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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