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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缘起 

今年上半年，根据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的决定，一场全国范

围内的地名普查工作再次展开。本次普查突出地名文化保护，强调清理整治地名

中存在的“大、洋、怪、重”等问题。 

地名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有关地名的读音、用字、改名等问题，

争论十分激烈。2016 年 4 月 27 日晚，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郭志坚将“六安”

读作“六（liù）安”，一下将地名问题之争推向了高潮。 

二、地名争论的焦点 

有关地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规范和改名两个焦点上。规范主要集中在地

名的读音究竟从谁？改名争论的焦点主要在能不能、应不应该更改地名上。 

1.“六（lù）安”还是“六（liù）安” 

4 月 27 日晚，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郭志坚将“六安”读作“六（liù）

安”之后，遭到民众的质疑，面对观众指出的“六安”该读作“六（lù）安”，

郭志坚发微博坚持认为“六安”应读作“六（liù）安”： 

“谢谢广大观众对‘六安’地名发音的关注。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发音

书写的唯一依据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审定的字典，相信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郭志坚还附上图片，拍下了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于“六”的解释。

根据词典中的说法，“六”只有“liù”这一个读音，并没有“lù”的读音。 

尽管如此，网友们还是提出了不同观点。有网友指出，“六”字的读音是在

第五版和第六版中才改为“liù”一个音，之前的字典里都有“lù”的读法。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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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拿陈寅恪、贾平的名字来做类比，认为人名、地名的读音应遵循惯例，不用拘

泥于现行字典。更有人翻出《广韵》，查找与“六”同小韵的字，发现系统地都

读为“lù”，以此认为“六”字本身就该读“lù”才更有道理。澎湃新闻也指出，

根据 2015 年 5 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15）》，安徽六安

应该念作“六（lù）安”。 

事实上，“六安”读音之争，就刚好与国家推行的地名文化保护政策相关。

今年 3 月，六安市市长毕小彬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候介绍，六安的地名来源于

2100 多年前，舜封皋陶于六（lù）地，当时的六地也就是现在的六安。后来，汉

武帝在平定叛乱之后，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的寓意，置六安国，这一地名

便延续至今。 

对此，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谢秉洪教授表示，读“lù”是出于地方文化保护，

呼吁从遵循当地人的方言文化出发，应该考虑为“六”补上“lù”这个音。王光

韩教授认为，地名是为地方服务的，读音是约定俗成的。“地方名称要听从地方

的读音，不能乱取消。”①
 

“六安”的读法只是地名争议的一个缩影。与此类似的，如山东济南、江西

铅山、上海莘庄、山东莘县、河南中牟、吉林珲春、四川犍为、甘肃宕昌等，都

有不同读法，且难有定论。单说北京一个城市，如大栅栏、演乐胡同、锣鼓巷等

就有本地的特色读法，而且这些特色读法还不全是因为方言发音的问题，更多是

地方文化的保留。 

2.对“黄山”复名“徽州”的讨论 

支持复名的意见： 

（1）李辉，《地名是回家的路“徽州”不妨考虑恢复》（《人民日报》，

2016-04-13） 

一个“徽”字，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含量。徽州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已成为世人瞩目的区域性文化的代表。无论

是徽派建筑、徽商、二百年前的“徽班进京”、文房四宝中的徽墨、宣纸、歙砚，

还是朱熹、戴震、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批著名的徽州籍历史人物，都证明

徽州是连接现实与传统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①
 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826/c22219-22693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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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黄山这个地名，仅从发展旅游经济的角度利用了黄山的知名度。但是，所

谓黄山市，不过是一个黄山南部地区部分游客的中转站。距离黄山景区最近也要

75 公里的黄山市，实际上既代表不了徽州，也代表不了黄山。即使要发展旅游

经济，徽州品牌并不一定比黄山要差。失却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旅游也

无法真正发展起来。 

（2）彭科峰，《恢复文化老地名当从徽州开始》（《中国科学报》，2016-04-19 

第 1 版） 

一个文化老地名，其本质就是一个群体的记忆遗产。对于像徽州这样有着全

民记忆的文化名片，理应得到恢复。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文化的传承。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民缅怀徽州、呼吁更名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文化自信。 

（3）张晶，《八成网友力挺复名徽州，改名就是回归？》（新浪《新闻极

客》第 842 期，2016 年 05 月 31 日） 

新浪新闻中心推出的问卷调查显示，八成网友认为，黄山应该复名徽州，并

恢复原先的“一府六县”；调查还显示，近一半网友知道黄山指的是徽州地区，

部分人认为，黄山已经没有再改回去的必要，徽州，早已只在梦里。毕竟，地名

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人文文化、自然文化的沉淀，随意改之便割断了当地的文

化脐带，导致文化传承错位，产生社会问题。地名并非不可更改，但我们应该努

力呵护地名的严肃性、历史性、自然性和稳定性。 

 

反对复名的意见： 

（1）王石川《黄山是否更名徽州，不妨听听当地民众怎么说》（《京华时

报》2016 年 04 月 16 日） 

具体到黄山市是不是改称徽州市，也不妨多听听当地民众的意见。调查显示，

不少人认为“改不改并不重要，关键是把传统文化传承好”，还有人认为“新地

名也用习惯了，再改回去劳民伤财，没必要”，这也是民意的一种呈现，不可不

听。简言之，不能乱改名，也不能瞎折腾。尽管“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

则事不成”，但不必在名头上过于用心思、耗力气，如果物阜民丰、百姓安康，

新名字同样能够叫得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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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三皮，《黄山改名徽州，不是说改就能改》（腾讯网，文化观察 

2016-04-17） 

复名的初衷是传承文化，但复名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文化，也难免被质

疑又一次折腾劳民伤财，这就需要为政者充分调研、全盘考虑再做出取舍。 

保护、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不一定以复名为前提和必要。在“黄山”的名

义下，就不能保护、传承和弘扬好传统文化吗？在“徽州”的名义下，就能确保

传统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和弘扬吗？在当前整体虚噪的社会中，比起叫什么，更

重要的是做什么和怎么做。 

与其纠结于复名，不如多思考如何完善徽州文化的跨区域保护难题，如何进

一步加大投入、培养人才，如何创新保护手段，如何保障更有利的执行。古人说

得好，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3）魏文彪《黄山将复名徽州？改地名岂能像翻烧饼》（人民网-观点频道 

2016 年 05 月 31 日） 

有关人士应当慎言地名更改，或将已经改过地名的地方又恢复原有名称，各

地政府与国家主管部门对地名更改，应当抱持慎之又慎的态度，以避免造成原本

可以避免的巨大浪费，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改善民生福祉等刀刃上，促进民生福祉

水平获得更大的提升。 

（4）徐梵筂《改地名？你的情怀价值 10 个亿》（易莲精舍，微信公众号

2016-06-04） 

关于所谓的改名或复名，我一直持反对意见，“黄山”作为地名，始于传说

中的黄帝时代；“黄山”比“徽州”更古老。“徽州”作为地名，并没有消失。

最后，论文化意义，徽州古代丧葬业兴盛，有“死在徽州”之说，吉利吗？而黄

山不同，他是人文始祖黄帝升仙的地方。徽州固然有“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之说，黄山也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说法，显然比徽州更具

旅游价值。 

最后的最后，情怀固然重要，也要照顾实际。改一次地名，政府文件、身份

证、地图、导航、路牌等等都要改，这个成本，小清新们算过吗？ 

同为地级市的「黄山市」如果改名，其直接成本恐怕也是少于 10 亿拿不下

来。据说，黄山市的领导很「支持」改名，我想劝他们学学石家庄，求真务实，

脚踏实地，不要为了虚幻的情怀瞎折腾，剩下这笔钱，实实在在地改善民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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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识】1949年以来中国的四次地名更改 

第一次是 1951 年，政务院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

名。于是，归绥、迪化、景化等一批带着“华夏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改为呼

和浩特、乌鲁木齐、呼图壁等尊重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名字。但是，在衡量

何为“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时，尺度问题难以把握。因此，像宣威这

种地方就被迫也改了名字，直到后来宣威火腿销售遇到困难，才又打报告改回了

“宣威”这个名字。 

第二次是在 1956 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以后，许多地名因用字的简化而

随之改变，比如“鬱南”改名为“郁南”。然而，这次的改名带来了一些混乱，

如“邠县”改为“彬县”，“大庾县”改为“大余县”，其中“邠”和“庾”二

字并未废弃或简化，只是因其生僻而改。更令人困惑的是，“大庾县”改成了“大

余县”，但县内的“大庾岭”却未改动，仍作“庾”字。 

第三次大改动是在 1966 年。地名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文革”中也接受

了“改造”。北京市委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在

此口号和相关政策的指导下，“工农兵东大街”、“学毛著胡同”、“大跃进路

头条”至“大跃进路十五条”等地名相继亮相。据《试论地名学》书中统计，“文

革”期间，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有 70 条街巷被改名为“反修巷”“文革巷”等名

称，福州城区的街道名称改动比例高达 98.7%。这一批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名字，

直到“文革”最后两年才开始陆续废除，但也有一些保留至今。 

第四次改名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1979-1986 年间，中国搞了“第一次全

国地名普查”，以十万之众穷七年之功，获得陆地地名 550 余万条，沿海岛屿、

海域地名 2 万余条，本来已经把全国地名暂时确定了下来。但是，由于改革开放

带来的经济发展，许多地方开始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更改地名。最著名的大概可以

算是云南中甸县 2001 年改名香格里拉，在“香格里拉”争夺战中获得了“最终

胜利”。 

阮桂君、鲁晓琴(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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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是否‘西化’之争”始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一篇发表

在察网、署名为宝贝安静的文章《和平演变要从你的孩子搞起？人教版小学语文

教材已严重西化》，由此引发社会热议。有人认为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的确“西

化”严重，也有“不一样”的声音，认为教材内容不存在西化不西化的问题，双方

针锋相对，激烈交锋，历时三个月，截止到 6 月 28 日 23 时，争论仍未停止。通

过百度搜索可以找到近三个月与完整关键词“语文教材西化”相关的信息 33,900

条。 

二、各方观点 

1.认为教材存在西化倾向 

宝贝安静：《和平演变要从你的孩子搞起？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已严重西

化》（2016 年 4 月 20日，察网） 

该文章观点犀利，角度新奇，在微信、微博、论坛、贴吧等各个平台被广泛

传播，阅读上亿次，并被《旗帜》微博等多家媒体转载。该文作者逐册盘点了小

学语文教材中的诸多课文，罗列出了与外国人名及故事相关的所有课文，认为其

中内容充斥大量“讴歌外国人、赞美外国人的文章”，并指认其为崇洋媚外心态

下的西方价值观。文章认为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对课文人物的塑造具有倾向性：

如《手捧空花盆的孩子》、《爱迪生救妈妈》、《画鸡蛋》等课文体现了外国人

的“诚实”、“聪明善良”等优良品质，而《一分钟》、《蓝色的树叶》等课文

则体现了中国孩子的“懒惰”、“不守时”、“自私”等缺点，《我要的是葫芦》、

《守株待兔》等课文更是表现出中国古人的“蠢笨”。文章最后认为要警惕在“润

物细无声”中逐渐“西方化”的文化教育，呼吁多学习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吴斌：《对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西化问题的认真研究》（2016 年 6 月 1

日，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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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以“六一节，再关注下孩子们的教材问题吧”的呼吁引入，逐册逐单

元对语文课文进行分析，认为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的核心主题——品质、价

值观方面，西化问题最为严重，其次是在培育“环保”意识方面，再次是在体

现“智慧”方面。另外作者认为教材存在“为殖民主义洗白”的嫌疑，歌颂民

国而贬低新中国，并在最后指出“人教版教材的西化是通过篡改、杜撰、伪造

等方式刻意为之的”①。 

网友“一边倒”地支持教材“西化”的观点 

从争论开始之时，网友们便“一边倒”地支持教材已经“西化”的观点，

一是可以从宝贝安静文章惊人的转发量看出，另外可以从网友对相关表立场文

章的态度看出。对于林书友《小学课本里真的藏着“和平演变”？》一文，其

“表态量”为 1290 人次，而选择“荒谬”表情的则多达 1086 人次，其评论中

也一边倒地支持宝贝安静一文的观点。而对于吴斌一文，网友的“表态量”为

223 人次，其中选择“愤怒”表情的达 186 人次，评论也是一致认为教材确实

有问题，应该作出修改和调整。在天涯上，楼主“负笔书生”发起了话题“暴

怒而又苍白的抵赖，是否就掩盖了真相？”，质疑人教社“关于人教版小学语

文教材外国题材选文有关情况的声明”②，整篇帖子点击量为 21689，回复量

944，从回复中可看出网友同样是一边倒地支持楼主的质疑，仅有的几个认为

“争论过头了，不用太上纲上线”的评论也遭到了“群体攻击”。网友们的主

要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①教材关系到下一代成长，因此至关重要，坚决拒绝崇洋媚外之风； 

②中国孩子应该接受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③ 教材西化背后更严重的是教育指导思想的西化。 

 

   2.认为教材不存在“西化”倾向 

人民教育出版社公开声明 

2016 年 4 月 28 日，人教社发布“关于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外国题材选文 

                                                 
① http://www.cwzg.cn/html/2016/guanfengchasu_0601/28494.html 
②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66153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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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情况的声明”，认为“教材西化”的有关言论不符合事实。声明中提到人

教版小学语文教材选取了大量歌颂和赞扬祖国优秀人物的文章，并不存在贬低

中国人的问题。 

林书友：《小学课本里真的藏着“和平演变”？》（2016 年 4月 28日，

观察者网） 

该文作者认为《和平演变要从你的孩子搞起？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已严重

西化》一文“标题惊悚”，可能有“夸大民族主义情绪的痕迹”，并用数据对

小学语文一至三年级教材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出课文倾向性图表 1。 

通过数据作者认为《和平演变要从你的孩子搞起？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已

严重西化》一文在课文取样上有硬伤，忽略了很多描述祖国河山景色、传统文

学文化、国人日常行为的文章，因此小学语文教材有“崇洋媚外”之结论难以

成立。 

 

图表 1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一年级～三年级课文统计
①
 

                                                 
① http://www.guancha.cn/LinShuYou/2016_04_28_358503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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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洪其：《“小学语文教材西化”是个伪命题》（2016 年 4 月 29日，北京

青年报） 

认为在评估教材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时，一方面要客观、完整地认识教材的

内容，另一方面要科学、公允地评价教材内容的意义。作者认为，“严重西化”

是一顶严重的帽子，不能“戴有色眼镜”评判教材内容。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

西方文明时，不能抱着非此即彼、有你无我的态度。文章更是认为，《和平演变

要从你的孩子搞起？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已严重西化》一文严守“夷夏之防”、

“中西之别”的观念并不科学，东拼西凑、断章取义、随意贴标签扣帽子、无限

上纲上线的做法更是需要警惕和防范。文章还指出中小学教材需要更多地从人类

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中吸取营养，简单地判定外国内容占比多大就构成“严重西

化”，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思维和粗暴生硬的做法①。 

侠客岛：《为什么总是语文教材惹争议？》（2016 年 6月 3日，海外网） 

盘点了近年来语文教材引起争议的热门事件，认为所有争议的背后折射出中

国纷繁复杂的思想状态。在互联网民主时代，每个人都希望能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这也让承担“凝聚共识”的语文教材“众口难调”。作者认为语文教材当然可以

收录西方的故事，介绍西方的文化，但一定要以“真”为前提，不然会出现《爱

迪生救妈妈》这类“杜撰外国故事”的贻笑大方的事情。 

知乎讨论帖：《如何评价<和平演变要从你的孩子搞起？人教版小学语文教

材已严重西化>？》② 

该帖有 100 多个回答，有网友认为小学教材最重要的任务是启蒙，是要教会

孩子们“善”与“恶”，而并非“中国好人比外国好人多”。“这种最初始的价值构建

不应该被政治立场和民族情绪所染指，更不应该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思维绑架孩

子们的启蒙认知。” 

3.由“教材是否西化”引发的深层次讨论 

（1）“教材西化”为简单粗暴的“二元论”观点，由文化自信的缺失导

致。 

                                                 
①
 http://guancha.gmw.cn/2016-04/29/content_19904136.htm 

②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3857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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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小学课本里真的藏着“和平演变”？》中提到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

张晴滟①的观点：正因为我们在实际上没有文化自信，才会在观念上产生本土

或是西方的二元论。 

（2）语文教材存在的问题并非“西化”的问题，而是应该更多地重视中

华传统文化。 

王旭明在 2016 年 5 月 23 日回答澎湃新闻的采访时说②，教材确实还存在

问题，但并非“汉奸”、“卖国贼”、“西化”等方面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

题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教材和教学中的要求偏少、偏简”。 

（3）语文教材编写并非“观念灌输”。 

搜狐教育网站上评论人虹野③认为“人教版语文教材严重西化”这一观点

下意识地肯定了“书或教材中的观念（或好或坏）都可以灌输给学生”，而语

文教材编写不能只想着“观念灌输”。语文教材要注重引领学生思考人生、社

会和自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陈静娟（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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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晴滟，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评论摘自网站：

http://www.guancha.cn/LinShuYou/2016_04_28_358503_s.shtml 
②
王旭明，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

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为语文出版社社长。 
③
虹野，教育工作者，新华网思客专栏作者，中国教育新闻网蒲公英特约评论员，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评

论摘自网站 http://learning.sohu.com/20160628/n4566097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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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词典在人们的学习和生活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人们

在享受众多的网络词典便捷服务的同时，似乎忽略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除少数

经由传统纸媒版本改造或正规数字出版的网络词典，多数网络词典的权威性不

高。很多网络词典往往过份倚重技术手段的抓取、整合与自动输出，校勘和规范

问题突出。测试并发布这些词典的翻译、释义等方面的问题，有助于推动网络词

典的健康发展。 

网络版有道词典以及其 PC 端词典和 APP 应用适用面较广，使用者极多，对

其翻译的准确性和规范性进行测试，可一斑窥豹。我们以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

词典》（第二版）附录常见英文人名及其含义和《实用英汉汉英表格词典》中的

地名和大学校名中文译名为参考比对有道词典收录的相应译名，对其中存在的不

规范现象进行总结概括。这两部词典编撰都是遵循相关国家或行业的标准与规范

的。通过比对分析，发现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中文译名用字有误是有道词典中最普遍的问题。无论是人名、地名还

是大学校名，都会出现这种不规范的现象。例如，Aaron（男子名）在《英汉大

词典》（附录九）常用英文名及其含义中的规范译名是“艾伦”，而有道词典收

录的中文译名是“亚伦”。Georgia（美国一州名）的规范译法是“佐治亚”，

而有道词典中收录的中文译名是“乔治亚”。Connecticut（美国一州名）的规范

译名是“康涅狄格”，有道词典中翻译的中文译名是“康乃迪克”，但是在有道

词典中输入 Connecticut University，翻译给出的中文译名则是使用的规范译法“康

涅狄格大学”。Cornell University 的规范中文译名是“康奈尔大学”，而有道词

典中翻译的中文译名是“康乃尔大学”。 

更有有道词典收录的中文译名和规范译名所选用的汉字完全不同的情况。例

如，Dorthy 的规范中文译名为“多萝西”，但是有道词典给出的中文译名是“桃

乐茜”。再如，Stanford University 的规范中文译名是“斯坦福大学”，也是最

通用的用法，但是有道词典的还出现了另一种用字完全不同的不规范用法“史丹

                                                 
①
 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 2015 年度科研项目“网络汉语学习资源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情况调查与研究”，

项目编号 YB12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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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大学”，只是与“斯坦福大学”音近，用字完全不同，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学

校。 

大陆译法和香港译法混杂收录也是造成中文译名用字不规范的原因之一。例

如，有道词典中就给出 Sydney University（中文译名：悉尼大学）的不规范译法

“雪梨大学”，“雪梨大学”则是香港译法，而“悉尼大学”才是大陆通行的规

范译法。 

第二，对英文名称的音节划分有误，造成同一个英文名称的中文译名出现汉

字字数不同的现象。例如，Absalom（男子名）的规范中文译名为五个字的“阿

布沙卢姆”，而有道词典给出的中文译名中有三个字的“狎沙龙”，字数上有明

显的差别，用字不同让两个中文译名看起来毫无联系。再如 Amber（男子名）的

规范中文译名是“安珀”，有道词典给出的中文译名是“安布尔”，和规范译名

在音节上是有差别的。在地名的翻译中国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例如，New 

Hampshire（美国一州名）的规范中文译名是“新罕布什尔”，而有道词典给出

的中文译名中出现了四个字的“新罕布夏”的译法。Salem 是美国俄勒冈州的的

州府，它的规范的中文译名是“萨勒姆”，有道词词典仍有“塞伦”的释义。此

种情况的还有 San Diego 的中文译名，其规范的中文译名为“圣地亚哥”，但是

有道词典给出的释义中有“圣迭戈”的译法，这也直接影响了与其相关的大学校

名的中文译法。 

还有一些中文译名出现汉字字数上的不规范，是因为译者对于采用音译还是

音译加意译的译法把握不准确，或者是因为采用的译法混乱造成的。例如，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规范的中文译名是“诺特丹大学”，但由于 Notre Dame

又有“圣母玛利亚”的意思，所以也有人将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译为“圣母

大学”；还有一例是 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中文译名出现“乔治敦大学”和“乔

治城大学”两种译法，前者是直接音译，而后者是对“town”进行了语义对应的

翻译，同样的现象还出现在 Little Rock 的中文译名中。Little Rock 是美国阿肯色

州的首府，它的中文译名则出现了“小石城”和“小岩城”两种译法，这造成了

两种译法在用字上的不同，而对音节没有产生影响。Wake Forest University 的规

范中文译名是“威克森林大学”，而有道词典给出的中文译名是“维克弗斯特大

学”和“威克弗里斯特大学”，不同的译法地造成中文译名的字数差异。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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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的中文译名也是出现了两种译法——“凯斯西储大学”

和“凯斯西保留地大学”，造成规范译名和不规范译名存在字数上的差别。这违

反了音系对应的原则。 

第三，释义不全或者缺少释义是有道词典的不规范现象之一。英文名称有多

种含义，而有道词典给出的义项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或者缺少释义。例如 Duncan

可以作为人名和姓氏使用，但有道词典给出的释义仅有“姓氏”一项，而缺少了

作为“男子名”的这一用法。Iris 的中文译名为“艾丽斯”，可以用作女子名使

用，但是有道词典给出的中文释义仅有“彩虹女神”一项，既缺少了“作女子名”

这一用法，也没有给出 Iris 的中文译名。Mark 的用法很多，既可以用作名词作

“马克、标志、痕迹、记号”讲，也可以用作动词意为“做记号、标志、打分数”，

还可以用作人名，虽然有道词典给出了作人名使用这一用法，但缺少了性别和中

文译名，释义不全。释义不全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人名的翻译中，在地名中也有所

体现。例如 Dover 的中文译名为“多佛”，英国东南部的一个港口名为 Dover，

美国特拉华州的州府也是 Dover，二者重名，词典理应给出此种说明，有道词典

只说明为“英国东南部港口”，漏掉了美国特拉华州的州府也使用 Dover 这一名

称。不少地名皆是如此，两地重名，有道词典给出的释义往往只包括一地或者几

个地方而并不是全部。 

第四，有道词典提供的标记信息不全面。网络词典释义提供的信息一般包括

单词标音、单词发音、词性、词形变化和汉语释义几个方面，但由于我们只测试

人名、地名和大学校名，词性全部为名词或者名词短语，所以不涉及词形变化。

此种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性别标记不全。有的单词既可以用作男性的名字，也可以用作女性的名

字，有道词典在收录此类人名时往往只标记为男子名或者女子名，缺少另一种性

别的中文译名或者性别标记。有的甚至连性别标记都没有，只提供一个中文译名。

例如英文名 Hope，其中文译名为“霍普”，既可以作男子名，也可以作女子名。

有道词典给出的释义是“n. (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并未

给出性别信息。再如 Julian 在有道词典中的释义为“n. 朱利安（男子名）”，

并未说明 Julian 还可以用作女子名。当出现此种不规范现象时，有道词典大多数

是缺少了“女子名”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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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释义未标明是人名，只给出中文译名。例如 Carmel 在有道词典中的释

义是“n.卡梅尔（位于美国）”，Carmel 是美国一个的一个小镇，英语中许多人

名都是从地名发展来的，Carmel 还可以用作人名，有道词典中给出的释义只有

中文译名和词性以及位置，并没有标明是人名和地名。 

三是单词缺少标音或者标音不全。Eleanor（埃莉诺，女子名）只提供英式

标音和发音，美式标音只提供了发音而缺少了音标。四是缺少词性标记。有的单

词有道词典只给出了中文译名，没有标明词性。Zoe（佐伊，男子名）在有道词

典中只有中文译名，缺少词性和性别信息。Yve 在有道词典中的释义是“伊夫（人

名）”，缺少了词性和性别信息。 

第五，当英文名称是名词性短语时，有道词典给出的中文译名存在地名排列

顺序混乱的不规范现象。这种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在翻译大学校名上。校名是一

个名词性短语，一般结构为“地名+University”或“University+of+地名”，当地

名有两个或多个的时候容易出现排列顺序混乱的情况。例如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USA 的规范中中文译名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

校”，有道词典中出现的不规范译名则为“加州伯克利大学”；再如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Francisco USA 的规范中文译名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

校”，有道词典给出的不规范译名是“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 USA 的中文译名，有道词典出现了三种译法，分别是“加州

大学圣迭戈分校”、“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规范译法和不规范译法混杂。与大学校名有关的另一种不规范现象则是对

“technical”或“technology”的译法不同导致校名出现不规范译名。如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Germany 的规范中文译名是“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有道

词典翻译的不规范中文译名是“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再如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应译为“悉尼科技大学”，有道词典翻译的不规范译名则有

悉尼理工大学。违反了书写顺序原则。 

英文名称的汉译存在着大量的不规范现象，如何有效的避免和减少汉语译名

的不规范现象，我认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凡是约定俗成的译名，即便不是规范的译名，翻译时应当继续沿用大众

普遍接受的译法，而不要随意更改以免造成进一步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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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译者在翻译外国名称时要选择有权威的工具书作为参考，按照现有的翻

译规范和原则进行外国名称的汉译。 

三是应进一步制定汉语普通话语音和其他语言国家标准音的译音对照表，注

意遵守《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等既定规范标准。 

 

张延成、吴婷婷（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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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下发《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阿

拉伯语人才培养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据我们的初步了解，省级

教育主管部门为外语、特别是小语种专门制定发展规划、并以正式文件形式印发，

这在全国尚不多见，以下拟综合相关材料，对《规划》略作解读。 

一、《规划》的政策背景 

《规划》全文三千三百余字，分为“我区阿拉伯语人才培养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四部分①。 

导言和“机遇与挑战”部分概括了宁夏大力发展阿语教育的宏观背景和先期

实践。事实上，早在 2011 年 2 月，自治区党委、政府制定的《宁夏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就已对发展阿语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②： 

打造民族教育优势品牌。重点支持宁夏大学外语学院、宁夏民族职业技术

学院和同心阿语学校阿语专业扩大招生规模，提高教育质量，加快培养阿拉伯

语人才，把宁夏打造成全国重要的阿拉伯语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和阿语商贸服务

专项专业技能考试试点单位；引导学校形成鲜明的民族办学特色；实施少数民族

重点专业支持计划，从办学经费、师资培养、实验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支持高

校加强阿拉伯语、清真食品加工、穆斯林用品生产加工等民族专业品牌建设；支

持高校与中东穆斯林国家合作办学，培养面向世界穆斯林国家的对外商贸和交流

人才。 

2012 年《国务院关于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规划的批复》（国函

[2012]130 号）更进一步明确了宁夏发展阿语教育的定位③： 

第七节  吸引培养国际化人才 

……适应向西开放的要求，加强阿语人才的培养，抓好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

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和同心阿语学校等建设，支持民办阿语教育机构发展，

                                                 
①
 http://www.nxedu.gov.cn:8080/maile/sviewp/3A9BC2A5-0302-40BA-B490-ABA2A6D09C95 

②
 http://news.cnr.cn/gnxw/201102/t20110214_507673587_2.html 

③
 http://ningxia.mofcom.gov.cn/article/zcfg/201304/201304000801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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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试验区建设成为阿语人才重要培训基地。支持宁夏与阿拉伯国家开展教育交

流合作，支持国内外高校在试验区与宁夏高校开展合作办学，支持试验区高校

增设涉外专业并扩大招生规模。……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在临床医疗教学科研、传

统医药、食品药品检验检测和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依托区级重点医院，

把银川建成面向阿拉伯国家及世界穆斯林地区的国际医疗和技术人才交流中心。

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制定人才向试验区流动的优惠政策。支持试验区依托国

家“千人计划”、宁夏“百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从国内外引进经贸、金融、

法律、文化、语言等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 

2015 年 7 月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融入“一带一路”加

快开放宁夏建设的意见》以及这次自治区教育厅下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伯

语人才培养规划（2016－2020 年）》，都是对以上相关文件的落实。 

《规划》在总结了目前宁夏阿语教育家底的基础上（3 所本科院校和 1 所高

职院校开设阿语专业，在校生 400 多名，阿拉伯语言文学硕士点 1 个；中等专业

阿语学校 2 所，在校生 2200 名），指出： 

尽管我区阿语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也还面临着许多问题，阿

语专科以上培养规模偏小，质量不高，阿语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能力不足、特别

是高层次阿语专业和复合应用型阿语人才不能满足中阿合作交流的需求。全区整

体阿语师资力量薄弱，生源质量不高，缺乏配套政策支持和长远规划。 

针对这些不足，《规划》在指导思想上提出： 

准确把握阿语人才培养在自治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打造丝绸之路经济

带战略支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坚持质量、规模、效益同步发展，大力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不断优化人才培养类型，加快阿语教师队伍建设和资源整合，推进中

阿联合办学和人才联合培养，建立和完善阿语专业与其它学科专业课程交叉融

合、不同培养层次相互衔接的阿语复合应用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在发展目标上提出： 

到 2020年，全区阿语博士、硕士以及优秀本科生与区外及阿拉伯国家大学

联合培养规模进一步扩大，阿语加专业方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以及质

量标准体系基本建立，高级阿语专业人才、应用性和技能型阿语人才基本满足自

治区中阿合作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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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的具体任务 

《规划》提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扩大人才培养类型”“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建设人才培养共享平台”“扩大就业和创业渠道”和“实施一批阿拉

伯语人才培养项目”六大具体任务，试将其中富有特色的内容略作分析。 

1、高等教育及学科建设 

培育高校自治区级阿语重点学科，加强阿语学院和专业建设，以培养高端阿

语人才为导向，建设国际化、复合型教材体系、课程建设体系和教学质量监督评

价机制，不断优化培养方案，创新培养模式，分层次完善多元化的培养体系，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据网文《全国开设阿拉伯语的高校及专业概述》④整理，目前全国共有二十

余所高校设有阿拉伯语专业，包括： 

北京（5 所）：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

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上海（1 所）：上海外国语大学 

江苏（2 所）：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天津（1 所）：天津外国语学院 

辽宁（1 所）：大连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2 所）：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外国语学院 

广东（2 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山大学 

四川（1 所）：四川外语学院 

陕西（1 所）：西安外国语大学 

青海（1 所）：青海民族学院 

宁夏（1 所）：宁夏大学 

河南（1 所）：洛阳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甘肃（1 所）：西北民族大学 

                                                 
④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_wjPtu-uiv2n7h4tSkMatbGrsvdXQkk_duoymmRHK5tnR8uc_mX-rVTRBQv

tEA0w7HH307-iTe6ATWz1iXkKeVF14-Mo3nBuBRusQcd_-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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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据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中国科教评价网和武汉大学

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ECCEQ）共同发布的中国研究生教育分专业排行榜⑤，

实力最强的五所学校分别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始建于 1960 年）、北京大学（始

建于 1946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始建于 1958 年）、黑龙江大学和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其中北大、北外、上外有完整的本、硕、博培养体系，上外的“阿拉伯

语语言文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⑥。相比之下，宁夏大学的阿拉伯语专业

起步较晚（2002 年开设），实力也相对较弱。但可以预见的是，在自治区相关

规划的大力支持下，这一状况会逐步改观。 

2、民办教育与职业教育 

搭建阿语人才学历提升立交桥，进一步完善中职直通高职升学机制，鼓励高

职院校开设五年一贯制阿语专业，选拔高职优秀阿语专业学生赴自治区高校本科

学习。 

鼓励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开设阿拉伯语选修课，培养阿语应用技术人才。 

支持一批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民办阿语学校开展规模化办学和提升办学层

次。 

层次多样是宁夏阿语人才培养体系的一大特色。自治区教育厅民族教育处王

玉林在其撰写的《宁夏阿拉伯语人才培养情况调研报告》中指出⑦： 

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宁夏阿拉伯语人才教育初步形成了从初级到中级、高

级的培养培训体系，并具有了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不同教育

模式。 

初级培养主要是由当地市、县教育部门或民族宗教部门批准举办的一些民办

学校，招收学生主要是初、高中毕业生，学制 2至 3年，主要从事非学历教育，

如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银川保伏桥阿语学校、石嘴山市阿拉伯语职业学校、吴

忠市民族阿拉伯语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等。 

中级培养主要是市或市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劳动人事部门或民族宗教部门批

准设立的公办或民办中等职业学校、阿语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如宁夏同心阿语学

                                                 
⑤
 http://www.nseac.com/html/236/670946.html 

⑥
 http://www.chinadegrees.cn/xwyyjsjyxx/zlpj/zdxkps/zdxk/ 

⑦
 王玉林：宁夏阿拉伯语人才培养情况调研报告，《宁夏教育科研》，2013 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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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同心县豫海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等，这些学校兼具

中等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高级培养是宁夏大学和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设立的、国家承认学历的阿语

专业大专班和本科班，主要是高等学历教育，学制 3至 4年，学生由国家按照招

生计划统一招考录取，颁发统一的国家承认的高等教育学历证书。 

马志强（2013）对“中国回族之乡”吴忠市的实地调查显示⑧，该市 2003

年起的短短七八年间已有五所民办阿拉伯语学校正式挂牌成立，发展势头较为迅

速。这些学校完全由民间力量创办并维持其发展，实行以信仰为纽带的阿拉伯语

教育模式，培养毕业生约 500 人，其中向全国各地输出阿拉伯语翻译人才近百人。

与此同时，吴忠市民办阿校也存在教学不规范、学生“充电”充不满，发展没保

障、资金少、老师少，以及阿校之间缺乏横向联系、不能集中优势力量办学等问

题。 

《规划》对宁夏阿语教育的发展提出“加强阿语人才培养规划和宏观协调”

“加强学校阿语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健全和完善阿语人才培养经费保障机制”

三点保障措施，明确： 

将阿语人才培养纳入自治区“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建立由政府有关部门

和学校共同参与的阿语人才培养协调机制，……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部署实施各

类阿语人才培养项目，细化工作任务分工和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科学合理安排项

目资金，确保规划顺利实施。 

阿语学校扶持项目：重点支持同心阿语学校、宁夏国际语言学校等具有一定

发展基础的中等学校积极改善办学条件，聘请阿拉伯国家教师来校任教、开展中

阿联合办学，提升学生的学历层次。 

建立多渠道经费投入和效益保证机制，在自治区教育专项经费等自治区其它

人才专项经费中安排支持规划实施，各学校也要筹措经费实施好阿语人才各类培

养项目，鼓励社会团体、企业等设立奖学金、留学基金等形式参与阿语人才培养

工作。 

相信这些措施的出台能有力缓解民办阿校在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不足，推动

其更好、更快的发展。 

                                                 
⑧
 马志强：宁夏民办阿拉伯语学校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以吴忠市利通区为例，教育与教学研究，

20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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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础教育 

探索开展初中和高中阿语选修教学试点工作。 

高中开设阿语课程试点项目：在全区选择部分普通中学进行中学“阿语”教

学试点，增加阿拉伯语课程为选修课，为培养我区高端阿语人才提前做好准备，

推进普通中学特色办学。 

在当前东部地区中学都极少开设小语种课程的情况下，宁夏率先提出进行阿

语选修课试点，这无疑是非常具有远见的。由于初中级阿语教育在宁夏具有广泛

的群众基础和多年的实践经验，相信这一工作的开展将会较为平顺。 

4、拓宽人才培养、就业口径 

大力培养阿语加专业方向的高端人才，满足自治区外交、经贸、金融、文化

交流、涉外企业管理、新闻、出版、同声传译、阿语教学以及阿拉伯国家问题研

究等专业高级人才需求，…… 

职教园区阿语教学中心项目：依托高等职业院校创建“职教园区阿语教学中

心”，利用职教园区教育资源共享机制，集中配齐阿语教师和开发教学资源，建

设“阿语+技能”人才的培养教学新模式，加快阿语教学在职业园区的推广。 

无论是高等学校还是职业学校，宁夏在推进阿语教育时都十分注重拓宽人才

培养口径，不是为语言而学语言，而是跟具有群众基础的宗教文化以及具有应用

前景的商贸知识相结合。2016 年 7 月 29 日的《宁夏日报》就以《宁夏阿语教育

“走出去” “阿语+”人才成“香饽饽”》为题，对相关经验进行了报道⑨： 

宁夏大学校长何建国介绍，近年来，宁夏大学十分重视培养高层次阿语复合

型专业人才，从主要以“阿语+文学知识”模式向“阿语+专业方向”模式转型，

设立了“阿语+国际贸易”“阿语+商法”“阿语+旅游”等培养方向，开发了国

际化复合型系列教材；在人才培养环节，本科生实行“3+1”“2+2”型，研究生

实行“2+1”联合培养模式，学生语言综合能力及综合素质明显提升。 

这一培养模式无疑取得了巨大成效，为服务中阿合作、开放宁夏建设培养了

众多“适销对路”的人才。 

5、加强国际交流、扩大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 

                                                 
⑨
 http://www.nx.xinhuanet.com/2016-07/29/c_11193059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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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校引进中阿优质教育资源开展中阿合作办学和人才联合培养，扩大国

际化、复合型阿语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 

借助自治区高级专门人才特殊引进政策和选派教师赴阿拉伯国家攻读硕士、

博士学位，引进和培养一批高层次阿拉伯语学科和学术带头人，提高学科建设水

平；……鼓励开设有阿拉伯语的学校积极开展阿语教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举办和

参加国际阿语教学学术会议，不断提高阿语教师学术和科研水平。 

通过建设一批中阿人才培养联合基地和学术科研交流合作基地，扩大聘请阿

拉伯国家教师来校任教规模，加强阿语教材和课程开发，建立阿语教学、人才培

养、学术科研三位一体资源开放共享机制。以建设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为依托，

建设海外阿语人才培养合作平台，提高平台国际化建设水平。 

强化阿语人才在推进中阿全面合作中的基础性作用，扩大阿语人才就业面。

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与国外高校、涉外企业、

阿拉伯人才市场的交流与合作，支持阿语毕业生赴阿拉伯国家就业和留学，推动

优秀人才向中阿合作重点项目聚集。…… 

阿拉伯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开展国内外阿语骨干教师培训，建设自治区“国

际阿拉伯语教师培训基地”，与阿拉伯国家大学合作每年举办 2 期阿语教师培训

班，并列入国家和自治区专业课教师培训计划；在约旦建立阿语教师海外培训基

地，每年选派 10-15名阿拉伯语骨干教师参与国家“西部项目”并派往基地学习，

同时为自治区培养高级阿语翻译人才。 

阿语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实施“国内+国外”人才培养模式，每年选派 100

名优秀在校本科生、专科生赴阿拉伯国家大学修学。设立赴阿拉伯国家留学政府

奖学金，支持高校阿语教师、本科毕业生赴阿拉伯国家大学攻读博士、硕士学位

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攻读本科学位。 

中阿教学交流合作项目：每年聘请 50名左右长短期阿拉伯国家教师来宁进

行教学合作、课程教材开发以及中外教师互派、访学和学术交流。柔性引进 10-20

名国内著名阿语教师来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支持对阿研究综合数据库建设，

服务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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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语人才培养平台建设项目：支持学校与阿拉伯国家大学人才培养基地和学

科建设、学术研究平台建设以及中阿学生人文交流活动的开展，支持学校建设针

对阿拉伯国家学生创办的汉学班及职业技术培训班。 

加强国际交流、特别是扩大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是整个《规划》的重中之重，

占到了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合作既有“引进来”，也有“走出去”，内容涉及

师资培训、人才培养、阿语教学、科学研究、职业培训等方方面面。仍据上述《宁

夏日报》2016 年 7 月 29 日的报道： 

近年来，宁夏不断扩大中阿教育合作“走出去”规模。自 2011年以来，自

治区教育厅承办了三届中阿大学校长论坛，宁夏高校与 50多所阿拉伯国家大学

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每年，宁夏高校安排 200多名学者、教师和学生到阿方合

作大学进行学习交流，派出的阿语专业学子远赴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也

门等国的合作大学开展“2+1+1”人才联合培养。宁夏国际语言学校、同心阿语

学校、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等中等专业阿语学校每年送出 200多名学生赴阿拉伯

国家攻读本科学位。 

……目前，我驻阿拉伯国家领事馆、贸易、文化、旅游等中资机构均有宁夏

培养的阿语专业人才，其中在阿拉伯国家就业和创业的人员近 1000名，在阿留

学和学习的学生有 600多名。在阿留学毕业生回乡就业和创业人员也逐年增加，

一部分选择到宁夏高校和中等阿语学校任教，为宁夏阿语教学规模不断扩大提供

了人才支持；另一些选择到企业、行政事业等单位工作或自主创业，为宁夏中阿

合作作出重要贡献。 

三、《规划》的实施前景 

社科院民族所马艳在 2016 年第 2 期《回族研究》撰文指出⑩，作为一个内陆

型、资源匮乏、人口稀少、地域狭小的省份，通道优势和经济优势并未构成宁夏

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区位优势的主体，但其区位优势仍不可小觑，其中，

与“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国家、地区人文、宗教联系紧密这一因素至关重要。

论文通过对宁夏阿拉伯语人才培训和输出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指出： 

                                                 
⑩
 马艳：宁夏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的民族人文优势———以阿拉伯语人才培训和输出实证研究为基

础，《回族研究》，201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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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宁夏阿拉伯语学校各自的教学理念不尽相同，但最终殊途同归———大

都以阿拉伯语人才输出为主。进一步的调查显示，与 2010年之前相比，自 2010

年始，宁夏阿拉伯语学校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并没有进入国内传统的外贸行业担任

阿拉伯语翻译，而是选择了出国留学再深造，或是非外贸领域的其他行业，如建

筑业、服务业、流通业等。这表明，近 5 年来阿拉伯语人才市场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学习阿拉伯语可以有更多样化的择业机会，同时也意味着将有更多向社会上

层流动的机会。 

总的来看，宁夏阿拉伯语培训业在全国整体范围内发展最为成熟、体系最为

完备。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区域历史和民族人文优势构成了其发展基础和主要基

调。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宁夏阿拉伯语学校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生源来自全

国、在校生人数最多、年毕业生数量及毕业生累积数量最多、办学理念更多样化、

公立和私立学校兼备。因此，就现今宁夏阿拉伯语培训业整体发展状况看，其基

本完成了集群化建设、体系化构建，形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产业化规模。其已然

从区位、学校、师资、在校生及毕业生软硬件两方面为“一带一路”战略布局搭

建了有力的文化交流平台和人力资源平台。而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毕业生的

状况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明证了宁夏在“一带一路”战略格局中所占据的民族人

文优势。 

 

随着“一带一路”构想不断推向深入，宁夏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也会日趋紧

密，语言文字领域一定有许多问题亟待研究。通过查询“国家语委科研项目数据

库”，所收录的 645 个项目信息无一以“阿拉伯语”为主题，以“宁夏”为主题

者仅“宁夏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一项，相关研究仍存较大空间。 

 

李佳(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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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门市沙洋县三峡移民村语言认同情况报告
①
 

一、调查背景 

三峡移民迁出地区主要集中在重庆和湖北部分地区，分属西南官话中湖广片

鄂中小片、川黔片成渝小片和西蜀片岷赤小片。其迁入的四川、湖南、山东、安

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以及重庆、湖北的非库区县等地区，涵盖了

官话、徽、吴、赣、闽、粤、客家等方言区，几乎囊括了现代汉语的所有方言。

不同方言区之间的迁移，尤其是从官话区向其他方言区移民，会不可避免地遇到

方言差异的问题，有的甚至造成冲突性事件，影响其社会适应性，从而产生社会

问题。从 2008 年开始，外迁的三峡移民开始出现自发返乡的现象。这一现象的

原因很多，但语言不通导致的融入困境带来的因素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2016 年 4 月 7 日至 4 月 11 日，“大规模移民的语言认同困境与相关对策研

究”课题组对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土家族村的语言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我们对

该村进行了走访调查。调查对象为赵德生等三位老年人（均在 60-70 岁）、小卖

部个体户等三位中年人（均在 40-50 岁），并对未成年人进行了简单提问；中青

年多外出务工，故缺少此年龄段调查对象。②调查结果表明，对语言障碍较小、

文化等基本接近的移民来说，融入当地显得十分自然。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土家族村是三峡外迁移民的一个典型移民点。该村距离

沙洋县城关镇 5 公里，距离李市镇 9 公里。2000 年，因建设三峡工程，巴东县

                                                 
①
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 2015 年度科研项目“大规模移民的语言认同困境与相关对策研究”专题调

查之一，项目编号 YB-125-188。 
②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如下：1.赵德生，男，66 岁，巴东移民；曾当兵十五年，随部队迁移至东北等地；小

学五年级文化；退休在家带孙女。2.芦从秀，女，62 岁，巴东移民；小学五年级文化；退休在家带孙女。

3.黄后文，男，68 岁，巴东移民；曾在安徽工作 4 年；小学毕业；退休在家和老伴生活，不和孩子一起住。

4.小卖店老板娘，女，40 多岁，非移民；重庆人，嫁到沙洋十几年，后来住进移民村。5.某男，40 多岁，

巴东移民；在沙洋本地打工。6.某女（女 1），40 多岁，巴东移民；无业。7.某女（女 2），40 多岁，巴

东移民；无业。8.杨主任，男，40 多岁，巴东移民；现任该村村主任。 

专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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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等 5 个镇 12 个村 1508 名村民集体迁到沙洋，至今已有 16 年，村民以巴东

移民为主体，也有百余名沙洋本地人在此购房居住。 

二、调查的基本内容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发现移民在对巴东话、荆门话和普通话三者的语言能力、

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1.家乡话、当地话和普通话的不同掌握程度 

在家乡话、荆门话和普通话的掌握上，巴东话作为家庭使用的核心方言，村

民们掌握得最好。村民回巴东探亲，在巴东用家乡话与巴东人交流，家乡人不会

听出有任何外地口音。 

对当地话（荆门话）掌握迅速。自从 2000 年在土家族村落户后，在语言适

应上，村民们只用了大约两年时间，就已经可以完全听懂荆门话，即使是老人也

不例外。只有在当地人语速过快的情况下，才会感到吃力。但对大部分人来说，

对荆门话都能听但不说。 

对于普通话，村民们在巴东的时候就已经通过大众传媒接触过。虽然在巴东

时候从不说普通话，但在理解方面早就没有问题。村里老人极少外出，只能听懂

却不会说；部分人曾到外省打工，在外地的时候用普通话和人交流，回村后虽然

不再说普通话，但在调查的时候和我们讲起普通话还是十分流利。 

二代移民现在基本在中小学读书，学校里多为沙洋当地学生，沙洋当地老师

授课时也是普通话和荆门话结合。因此，二代移民都可以说荆门话和普通话。部

分二代移民也会说巴东话，但老移民们普遍觉得自己的荆门话说得很不纯正；还

有一些二代移民只能听懂但不会讲巴东话。 

我们在调查二代移民荆门话的掌握程度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移民都不会发

荆门特色的大舌颤音[r]
①。 

2.家乡话、本地话和普通话的语码选择 

在语码选择上，大部分情况是不同的语码在不同的场景凸显。比如家乡话在

家里凸显，普通话在正式场合凸显，当地话在家庭外的各种生活中凸显。土家族

村的情况有些特殊，移民之间交流用巴东话，但移民和当地人交流的时候，两个

                                                 
①
王群生. 湖北方言的颤音[J]. 语言研究，1987(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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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仍各自用自己的方言，甚至不会因迁就对方而有意改变语调、换用词汇，只

有偶尔会减慢语速。在政府、银行等机构办事时，移民也主要说巴东话，办公人

员说荆门话，交流起来没有障碍。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在移民刚迁来的时候，双

方各自用各自的方言，彼此之间基本可以沟通，最初两年，双方交流起来还需要

多次重复、利用普通话或辅以手势，而两年以后则可以自由交流。 

究其原因，巴东话和荆门话都属于西南官话，且都属于湖广片的鄂中小片。

①虽然二者在语音和词汇方面都有差异，比如荆门话有颤音[r]，巴东话中保留有

土家语底层②，荆门话中用来表示做饭的词汇“烧火”在巴东话中有诋毁的含义，

但是在整体的音韵特点上是比较接近的，因此双方一开始就能互相听懂，很快就

可以正常交流。 

村里还有移民与当地人联姻的情况，比如移民家的儿子娶了沙洋本地的媳

妇。夫妻在家说话的时候，丈夫用巴东话，妻子用荆门话，虽然不可避免受到对

方方言的影响，但并没有刻意想要学习对方方言或改变自己方言。孩子在家里和

爸爸讲巴东话，和妈妈讲荆门话，偶尔还说普通话，父母也都听得懂。这一点和

此前的一些调查③也有所不同。 

3.移民的语言态度 

土家族村移民对荆门话多持开放态度。在我们调查的三位老人和三位中年人

中，虽然对移民工程的认同度各不相同，但都认为学习荆门话是必不可少的。他

们无一例外地表示，既然移民一事势在必行，那么只能用发展的眼光接受新事物。 

在对待普通话、荆门话和巴东话的态度上，受访者则表现地不太一致。老年

人表示普通话“更好听”，荆门话听起来“软一些”，巴东话说起来偏“硬”；

中年人认为还是家乡话好听，因为承载了乡情；而孩子则表示从没有考虑过“好

听”与否的问题。 

在二代移民的语言问题上，六位中老年受访者也都表示，孩子们的事随他们

自己决定。要和当地人交流，就要学会荆门话；将来要走出去发展，就要学会普

通话；而对于巴东话，他们则认为就算孩子们讲不好，甚至再下一代根本不会讲，

也是情理之中，并不强制让他们学习。 

                                                 
①
李蓝. 西南官话的分区（稿）[J]. 方言，2009(01)：80. 

②
罗姝芳. 恩施地区汉语方言中的土家语底层[D]. 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07. 

③
赵冰. 三峡移民的习俗文化变迁调查[D]. 武汉：武汉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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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几点建议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土家族村在众多三峡移民村中，属于经济发展较有成

效，社会适应性较好的典范，该村脱贫致富的许多做法曾经上过电视、报纸和网

络。在语言问题上，虽然在移民初期有过一段适应期，但总体上并没有产生激烈

的语言冲突。沙洋土家族村的方言使用情况，可以为类似的大规模移民的语言认

同问题提供一些借鉴。 

1.移民在同一方言片、方言小片内部迁移，语言适应性强，语言冲突少，有

利于移民稳定和融入。 

2.移民村跟当地乡镇距离近。双方接触多，语言适应得就更快，语言认同度

就会随之提高。 

3.中青年在当地语言认同和使用方面，更加积极和主动，搜集中青年语言适

应的典型案例，有利于归纳出类型，为移民语言使用作精准的指引。 

4.在移民初期，移民和当地人沟通以及适龄儿童入学时都曾遇到过一段时期

的语言障碍。政府有关部门、学校、社会应适当组织相关的方言培训，帮助儿童

迅速适应迁入地的语言生活。 

5.积极编写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方言词汇对照手册，帮助移民更快地掌握当地

词汇，规避如“烧火”等词汇含义差别而产生的误会。 

6.引导和帮助移民学习迁入地方言，目的是提高移民对迁入地的认同度和适

应性，并不是鼓励移民抛弃自己的方言。相反，我们对移民自身的方言状况也需

关注。国家语保工程可以专门设立移民方言调查项目，对移民的方言进行调查和

记录。 

 

阮桂君、赵亮、车雨（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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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发布了第六批被取消的 62 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从 2014

年起至今，国家分批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共达 319 项。一时间，取消

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迅速成为国内热议话题。语言资格证书直接关系到语言水

平的认定，进而关系到语言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的水平。被取消的语言服务

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有 11 项，在总体中的比例虽小，但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值得

进一步探究。 

11项语言服务相关证书被取消，是对是错？ 

职业资格证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重要内容，用于证明劳动者从事某职业必备

的学识和技能，通常分为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据统计，此次取消的 11 项语言

服务相关证书均属水平评价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针对国际商贸领域，既包

括如外贸英语、全国国际商务英语、金融专业英语等专业英语水平评定类证书，

又包括国际商务专业人员、外贸业务员等将语言作为必备技能的资格证书；另一

类是将汉语文字能力作为技能评定标准的资格证书，如网络编辑员和助理广告

师。 

表一 被取消的 11项与语言服务相关的资格证书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单位） 资格类别 取消年份 

国际商务专业人员 商务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 2014 年 8 月 

全国国际商务英语 商务部 水平评价类 2015 年 7 月 

外贸英语 商务部 水平评价类 2015 年 7 月 

全国外贸跟单员 商务部 水平评价类 2015 年 7 月 

全国外贸业务员 商务部 水平评价类 2015 年 7 月 

全国国际商务秘书 商务部 水平评价类 2015 年 7 月 

国际货运代理从业人员 商务部 水平评价类 2015 年 7 月 

全国商务文员 商务部 水平评价类 2015 年 7 月 

金融专业英语 中国人民银行 水平评价类 2016 年 1 月 

广告师｜助理广告师 工商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水平评价类 2016 年 1 月 

编辑｜网络编辑员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水平评价类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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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6 年 3 月，中共中央还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的意见》，特别指出要改革职称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将不对职称外语考试作出

统一要求。换言之，外语考试将不再是职业资格评定的必备条件，外语在职称评

比中的适当弱化也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对于取消这些举措，人们看法不一。多数人对国家清理规范各类职业资格证

书和考试表示赞同，认为这利于行业“松绑”、减轻就业负担；但也有部分人担

心这将影响此后专业语言人才的培养。 

赞同者认为：职业“含金量”并非由证书决定，验证英语能力的资格考试很

多，没有必要非得依赖某个证书。即使国家对职称外语考试不作统一要求，也不

代表放弃对其评定，专业人才完全可以通过同行评价的办法进行把关。并且，我

国英语水平认定的资格考试种类繁多，存在重复认定的现象。这将造成智力与资

源浪费，尤其是职称英语，考前短期突击、死记硬背，考过抛之脑后的情况时有

发生。“取消”意味着对从业者的“减负”。 

反对者则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分类细致的证书，则无法体现对外商务人士的

专业英语水平。英语四六级、雅思托福等外语考试是面向整个社会或某些数量巨

大的特定群体的普遍性考试，无法满足商务或外贸等行业对其从业人员英语的专

业需求。 

不过，虽然国家取消了上述证书，但不代表行业降低了对从业者资质水平的

要求，而只是降低了某些领域的准入门槛，以减轻从业者负担，提高人力资源配

置效率。 

现有语言服务相关资格证书繁多，是利是弊？ 

我国现有的语言服务相关证书数量众多，各自的考察对象、适用范围、水平

层次均不尽相同：一，我国语言服务相关证书包括水平评价类和教学准入类，并

以水平评价类为主；二，我国的语言服务相关证书呈现出重英语、轻其他语种，

汉语证书发展迅速等特点。 

与其他仍保留且在语言文字水平评定中发挥作用的语言服务相关证书相比，

英语作为中国的第一大外语，相关的资格证书门类最广、种类最多，大致呈现国

内通行水平认定和国际通行水平认定“平分秋色”的状态。比如，通行并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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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英语水平考试有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CET-4/CET-6）、英语专业四八级

证书（TEM-4/TEM-8）、自考英语、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IT 职业英语

水平考试（EPTIP）、全国职业英语水平考试等；通行并受认可的国际英语水平

考试有雅思考试（IELTS）、托福考试（TOEFL）、剑桥商务英语考试（BEC）、

剑桥职业外语水平测试（BULATS）、国际交流英语测试（TOEIC）等。相比英

语，其他的资格认定种类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状态，大多使用国际水平考试作为

认定标准。例如德语在我国较为常见的资格考试有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四八级考试

（PGG-4/PGG-8）、德福（TestDAF）、大学德语四六级证书（CGT- 4/CGT-6）

等；西班牙水平认定有全国高校西班牙语专业等级四八级考试（EEE-4/EEE-8）、

西班牙语水平考试（DELE）等；日本语水平认定有日语等级考试（JLPT）、商

务日语能力考试（BJT）、日本语鉴定考试（J.TEST）等……这些语言的测评种

类明显少于英语。此外，我国语言服务相关证书还存在认定语种覆盖不全的状况，

例如：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考试只分英、日、法、阿拉伯、

俄、德、西班牙等 7 个语种。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迅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

快速建立起沿线国家语言的水平评价体系显得十分必要。 

除了外语水平的认定，近年来随着汉语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能力的认

定证书种类也有所增多：既包括面向汉语为母语者的水平认定，也包括面向母语

非汉语的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少数民族考生的汉语水平认定。普通话水平测试、

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证书、秘书资格证、出版行业从业资格证等面向汉语为母语者

的语言能力及水平的资格认定依然十分具有“含金量”。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

等级考试（MHK）也一如既往地在推广普通话、增强民族凝聚力上发挥着巨大

作用。值得一提地是，面向母语非汉语的汉语使用者的水平认定发展迅速，汉语

水平考试（HSK）、汉语水平口语考试（HSKK）、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

商务汉语考试（BCT）等测评门类逐渐齐全。面向对外汉语教学人员的资格认定

也变得多样：国际汉语教师证书（国家汉办）、PAT 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IPA 国际注册汉语教师资格证书（国际认证协会）、ICA

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国际汉语教师协会）、IMCPI 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国际

汉语推广协会）、国际对外汉语教师教学能力证书（北京语言大学）、City&Guilds

汉语教师证（陕西师范大学）……这些资格证书的认定方既有汉办、又有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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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高校，虽然各个证书的权威性和效力不尽相同，仍需加以规范；但这些资格

证书的设置基本符合我国职业资格证书的改革方向。 

人社部副部长汤涛曾表示，资格职业水平评价应由市场或行业协会等第三方

说了算。在国家进一步的简政放权举措的推进下，应该会有更多语言服务类资格

证书向着符合社会评价和行业评价的标准靠拢。 

规范语言服务相关职业资格证书，何去何从？ 

近年来，“语言服务”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通常狭义的语言服务是指

语言翻译服务，广义的语言服务是指所有以语言作为工具或项目内容而开展的服

务。［1］结合当前形势，语言服务大致上可以分为对内服务和对外服务两个方面，

对内服务主要包括我国国内的语言规划、语言文字的推广与传播、语言文字的规

范与改革、日常语言文字的使用及相关咨询等内容，对外服务主要指面向国际交

流过程中的语言服务。随着中国渐渐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语言服务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关工作需要迎头赶上。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也指

出要“坚持共享发展，提高语言文字工作服务人民大众的水平，使全体人民共享

语言文字发展的成果”和“构建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测评体系、提升学生、国民语

言文字应用能力”。语言资格证书作为语言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合理设置

既有利于语言文字的传播和语际交流，又有利于完善我国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测评

体系。合理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测评体系有利于更好地评定我国语言人才的外语

水平或者他国来华人员的汉语水平，这对规范语言培训产业、语言出版产业、语

言翻译产业等语言服务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全球有超过 60 个国家参与支持，

时代发展为我国的语言服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想要有效获取全球资源，必

须语言先行。 

但目前我国普遍的语言服务意识还没有形成，语言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国家

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还比较薄弱。再加上，我们过去把主要目光投向欧美主要

语言，对“一带一路”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准备不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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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社会的需求，我国当下以英语为主要外语语种的格局应当有所改变。

在培养其他语种外语人才之时，外语水平的认定也应该配套，适当设立其他语种

的评价标准，并与就业紧密联系，以便选拔外语人才，加强海外语言服务。但是

此类资格考试也不能一味求多、盲目设立，国家应当加以监管，避免重复认证、

认证效力低下等情况的出现。 

 

朱天星(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屈哨兵.语言服务的概念系统[J].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1) 

［2］赵世举.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5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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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具体指的是：“1. 学习共产党党章党规，2.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3. 做合格党员”。源自 2016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

育方案》。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

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的重要举措。 

五大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强调，实现

“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

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

刻变革。2016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在五

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理念是方向、是钥匙，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

的突破。同时，创新发展居于首要位置，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两个氦原子：是“呵呵”的意思。借用氦元素符号 He 表示“呵”，两个氦

原子即“呵呵”。含有藐视、敷衍、不乐意的意思。 

剧二代：是指很多电视剧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纷纷开始拍第二部，但作为

原剧的续集，剧情和演员的改变却让观众认为青涩有余、真实不足，比第一部差

远了，观众称一代不如一代。 

第四代城市：也称第四代城市综合体、下一代城市，是指在城市中的居住、

办公、商务、出行、购物、文化娱乐、社交、游憩等各类功能复合、相互作用、

新词语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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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价值链的高度集约的街区建筑群体。例如“保利时代 15.3 万方商业盛宴比

肩国际,占据城市中心商业,启幕第四代城市内核”（新浪网 2016 年 03 月 02 日）。 

骨龄一代：是指出生于 1997 年及以后的一代足球运动员。2011 年，中国足

协开始对 1997 年以后出生的球员检测骨龄，测试合格率逐年递增，曾经盛行一

时的青少年球员年龄造假也从 1997 年龄段的球员开始销声匿迹。他们是“骨龄一

代”，带着这个年龄段应有的稚嫩，也有着让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到 2023 年左右，

二十多岁的他们将成为中国足球的中坚力量。 

零任务：（1）来自英语 Zero-tasking，是 multi-tasking 一词的仿词，意思就

是待着，什么都不做。现在人们大都处于多任务工作状态，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想要完成更多项目，所以没有时间休息。需要用 60 分钟的时间无所事事，只是

单纯地休息、放松、减压、减负。简单地反复呼吸，为自己还能呼吸、还活着、

还在这里而感到欣喜。（2）“零任务模式”，是《大国》游戏研发团队针对上

班族和学生党等白天没有时间玩游戏的玩家定制的一种全新升级模式，玩家选择

成为“暗夜猎手”后，在白天不做日常任务情况下，只需要在晚上通过击杀敌国

玩家和野外 BOSS 即可 100%获得白天任务的奖励和经验，为玩家节省 70%以上

的时间。 

中国整形第一人：或称中国第一整容狂人，网名“红粉宝宝”。她曾登上《鲁

豫有约》，获得“中国整形第一人”的称号。她自称历经 200 多次整容整形手术，

花费数百万元。13 年前，在乳房注射了奥美定后，就成了“装在套子里的人”。

现在面临整个乳房切除的境地。 

四进四信：“四进”即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进支部、进社团、进网络、进团

课”，“四信”即牢固树立对党的科学理论的信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实现“中国梦”的信念、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进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的信赖。“四进四信”是 2015 年首期高校团委书记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概括。 

3C 认证：是英文名称“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制度)的英文缩写，也是国家对强制性产品认证使用的统一标志。作为国家安全

认证（CCEE）、进口安全质量许可制度（CCIB）、中国电磁兼容认证（EMC）

三合一的“CCC”权威认证，是中国质检总局和国家认监委与国际接轨的一个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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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例如“6 月 21 日，全国首张平行进口车 3C 认证在上海自贸区落地颁发”

（《潇湘晨报》数字报  2016 年 06 月 27 日）。 

728 粉丝节：音悦台推出的粉丝节，728 是“去爱吧”谐音。音悦台是专注

于高清 MV 在线欣赏与传播的音乐分享平台。728 粉丝节在微博等自媒体上传播

较强劲。 

3+1 居住行动：3 居室加 1 个客厅。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准备生二胎的家

庭越来越多，二居房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所需。而小三居，100 平米左右的三居

产品，面积不大，功能齐全，两房面积，三房享受，对于刚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是

不错的选择。 

1+3 组合：由 1 个单簧管演奏家（尹相杰）和 3 个清新靓丽的女民歌手（中

国音乐学院毕业）组成，根据曲风不同，1 还可以变换（如不同乐器、说唱等），

二者在音乐及视觉上形成对比又完美融合。组合方式、曲风变幻多样，具有极强

的“专业性、艺术性”，视、听独具魅力。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原创音乐为主的流行

民歌跨界唱、奏组合，打破传统民歌的音乐、表演形式，注入多种流行音乐元素

让民歌“流行化”。 

2+7 合作框架：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3 年 10 月 9 日下午在文莱首都斯

里巴加湾市出席第 16 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就深化中国－东盟关系

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的合作框架设想，包括：两点政治共识和七个领域合作。 

666：从网络游戏对局中开始流行起来的数字简化语。一般当玩家做出精彩

操作，队友就会说 666，表示赞美意思。6 是口头语“溜”或“牛”的谐音数字。 

22k：k 指的是单位量，是一般业界在采购时所用单位(1000 为一单位)，后

来被泛用于各种情况，22k 指的是 22000 元。22k 的来源是台湾鼓励企业多给大

学刚毕业就业者机会，聘用当届毕业生就可每人每月补助约 22k，为期一年，却

反而发生企业以此为新入职毕业生雇用薪资准则，甚至期满(一年)后就辞退入职

者，22k 自此之后也被广泛用在各种不平的薪资状况。例如“打破 22K 魔咒台湾

21 岁大学妹创业卖泡菜”（凤凰网 2016 年 05 月 05 日）。 

 

张延成、罗衣赪（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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