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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不是法外之地，必须找
到一条既能保护写作者合法权益又
能保持网络文学创作活力的道路。

日前袁电影叶少年的你曳热映袁引
发观众关于原著小说抄袭与否的热
烈讨论袁野融梗冶一词也随之进入大众
视野遥 所谓野融梗冶袁通常是指网络文
学创作过程中汇集各方创意袁在作品
人物设定尧故事套路等方面借用他人
智力成果的行为遥有的创作者倾向于
用野借鉴冶来解释这种行为袁有的批评
者则指责其实质为野抄袭冶袁还有不少
读者使用专门的文档比对工具野调色
盘冶袁可视化地标明不同小说在字句尧
段落尧情节尧文风上的相似之处遥

其实袁类似野融梗冶野洗稿冶等词袁
此前都是在网络文学读者内部使用
的野术语冶遥随着近年来网络文学影视
剧改编与日俱增袁 网络文学日渐 IP
化袁 作品影响力呈几何级数增长袁这
些词语也开始进入大众文化视野袁并
且与 野抄袭冶野剽窃冶野侵犯著作权冶等
传统意义上的判断对接起来遥 叶花千
骨曳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曳叶锦绣未央曳
等热门影视剧播出的同时袁有关其原
著小说涉嫌抄袭的争论就沸沸扬扬遥

野融梗冶究竟是不是抄袭袁是否应
该受到法律惩戒袁网络文学界应该如
何应对钥这些疑问集中凸显网络文学
生产传播过程中有关原创与模仿的
界定难题遥

野原创冶是著作权制度的核心概
念袁和这一概念相连的是现代意义上
的作家形象院 基于灵感和生命体验袁
从无到有地进行创作袁通过消耗自己

的智力劳动袁创造独一无二的精神产品遥创作被划分
为应该得到保护的野原创作品冶和不应该得到保护的
野剽窃作品冶袁 著作权制度也从最初的财产贸易规则
转变为有关创作的伦理规则袁 深度参与对文学价值
和写作者价值的判断遥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野作家冶和野原创冶的认
识袁在面对互联网时代的类型文学写作时受到挑战遥
网络文学生产从发展之初就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模仿
和借用袁 这种现象不能简单理解为法律保护不够到
位袁 在更深层面上是与网络类型文学生产机制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遥

比如袁类型的决定作用遥类型套路是网络文学典
型特征袁包括穿越尧玄幻尧修仙在内的几十种大类型尧
不计其数的小类型袁是网络文学 20年发展的重要收
获遥类型绝大多数并非由单个作者独立创造袁而是由
初始设定出发袁经由大量写作者前后相继袁才得以陆
续展开遥对网络类型小说来说袁由无数文本累积而成
的类型是远远高于单部文本的袁词藻尧结构尧思想性
不是评价一部作品的核心标准袁 世界观建构是否新
颖尧宏大尧合理袁在本类型内有无突破袁才是读者最在
意的遥一部网络文学作品面世后袁很多读者不关心写
作者是否完成从无到有的创造袁 而是聚焦于他是否
完成既有类型的接续和延展遥

再如袁读者前所未有的参与性遥网络作家的工作
通常不再是野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冶袁而是归属于
一个复杂的交流网络遥 与人们想象中孤独挖掘内心
或者寻找灵感的传统写作不同袁 网络文学生产仿佛
一场在相同时空里不断发生的接力赛袁 作者和读者
之间存在大量互动袁写作要阅读过程紧密结合遥读者
反馈至关重要袁读者对创作的参与性也大大增强袁作
者和读者共同汇聚野创意冶袁实现类型的创造尧更新和
进化遥在这样一种创作机制之下袁野套路冶和野梗冶的反
复使用常难以避免遥甚至有文化研究者指出袁网络文
学生产环境更接近于一种数据库式的写作和阅读遥
作者和读者共享文化数据袁对共享元素主动抓取渊二
次创作冤和再创造渊原创冤袁新的文本又会再次进入共
享数据库袁被重新分解尧分类和再利用遥

对于类型化的网络文学创作袁野融梗冶 只是关于
写作资源使用的经验式描述袁 本身并不具备道德或
法律上的贬义袁但这不意味着袁抄袭是可以容忍的遥
尤其在商业的背景下袁 抄袭无疑会带来对创作者积
极性最大程度的伤害袁 并最终伤害到网络文学行业
的繁荣遥 叶少年的你曳和其他网络文学影视改编作品
所引发的抄袭与否的讨论袁恰恰提醒我们袁作者尧读
者尧 从业者和研究者必须正视网络文学特殊的生产
机制和阅读机制袁 充分认识和研究新机制对传统文
学观念的冲击袁 在此基础上探索一种客观公正的评
价体系袁 对模仿尧 抄袭和剽窃的界限有更明确的界
定袁在创作规范尧网站监管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袁从
而保护和激发创造性袁 正确引导网络文学创作和发
展遥
网络文学绝不是著作权的法外之地袁 要真正承

担起大众文化源头行业的重任袁 必须找到一条既能
保护写作者合法权益又能保持网络文学创作活力的
道路遥源于印刷文明的著作权观念和制度袁也有必要
对互联网时代新型知识生产机制做出积极回应袁在
产业实践尧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中共同探索袁创造性
地解决文化资源在写作者之间尧 写作者和读者之间
共享和利用的问题袁更好促进文学创造遥 渊储卉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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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第二天袁叶上海文学曳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了莫言新作叶一斗阁笔记(三)曳节选遥 该作刊载于叶上海文
学曳2020年第 1期遥

新作写了什么钥
2019年袁叶上海文学曳曾发表莫言的叶一斗阁笔记曳与

叶一斗阁笔记(二)曳遥
与前两篇野笔记冶类似袁叶一斗阁笔记(三)曳仍延续了此

前形式袁由十二篇作品组成遥
叶上海文学曳在其微信公众号中发布了叶老邓之妻曳叶鸟

虱曳叶盗车铃曳叶卖驴曳四篇短小说遥
其中袁叶老邓之妻曳写了部队的故事曰叶鸟虱曳颇具魔幻

色彩袁是一篇乡土神话曰叶盗车铃曳写了野我冶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的经历见闻曰叶卖驴曳则讲了周氏父子卖驴的故事遥
莫言的 2019院写小说尧出国访问尧照看卧病的父亲
在叶上海文学曳2020年卷首语中袁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

宏介绍袁本期刊发的莫言新作野每篇都值得细细玩味袁无论
写人记事抒情袁都生动独特袁让人读而难忘冶遥

他还在卷首语中写到了自己与莫言约稿的情形院野他
去年答应我继续为叶上海文学曳写叶一斗阁笔记曳袁但稿子迟
迟未来袁我多次询问袁他只是说袁在写袁正努力遥 冶

记者注意到袁 赵丽宏还在文中透露了不少莫言 2019
年在忙的事情院野这半年中袁他多次出国访问袁还来回奔波
照看卧病的父亲袁我担心他没有时间写小说遥 在本期集稿
的最后时刻袁莫言还是及时发来了这十二篇短篇新作遥 发

稿后袁他又多次来信修改袁对其中的一些篇章字斟句酌袁让
我看到一个大作家内心世界的细致尧真挚和坦荡遥 冶

古风长诗道出莫言的真率性情
此外袁这篇卷首语还显示袁已于 2019年发布的七言古

风长诗 叶东瀛长歌行曳袁 也在修改后被收入 叶一斗阁笔记
(三)曳遥

赵丽宏指出袁这首长诗野内容非常丰富袁上天入地袁溯
古追今袁记东瀛之行袁谈书法艺术袁忆文学人生袁抒赤子情
怀冶遥

而此次被收入叶一斗阁笔记(三)曳的叶东瀛长歌行曳较此
前有野不少修改和添加的地方冶遥

赵丽宏认为袁诗作中道出了野莫言的真率性情冶遥 他同
时也表示袁 莫言还将继续写 叶一斗阁笔记曳袁野打算写一百
篇冶遥 野余下的篇章袁将在叶上海文学曳陆续刊发遥 冶

渊源自光明网冤

莫言 2020年新作面世：古风长诗道出率直性情

林风眠袁原名林凤
鸣袁广东梅县人遥 解放
后袁任上海中国画院画
师袁中国美术家协会顾
问袁常务理事遥 是享誉
世界的绘画大师袁是
野中西融合冶 最早的倡
导者和最为主要的代
表人袁是中国美术教育
的开辟者和先驱遥作品
有叶春晴曳尧叶江畔曳尧叶仕
女曳尧叶山水曳尧叶静物曳
等遥 著有叶中国绘画新
论曳袁出版有叶林风眠画
集曳等遥

冰心说袁野我永远喜欢下雪的天冶袁然而现
在冬天比往年暖和多了袁北方也很少下雪袁即
使下雪袁也不能出现野小孩站在雪里露不出头
顶冶渊萧红冤的那种大雪了遥幸好我们还可以借
助作家的文字感受雪的魅力遥

野雪不像雨袁它不曾点滴凄清尧愁损离人曰
也不曾挟风掠阵尧 铁马冰河曰 更不会敲着窗
棂尧打着芭蕉尧拍着梧桐曰而是轻轻悄悄地袁在
你毫不知觉中袁铺满整个大地冶渊刘墉冤袁雪的
可爱之处在于野它的广被大地袁覆盖一切袁没
有差别冶袁野朱门与蓬户同样的蒙受它的沾被袁
雕栏玉砌与瓮牖桑枢没有差别待遇遥 地面上的坑穴洼溜袁冰
面上的枯枝断梗袁路面上的残刍败屑袁全都罩在天公抛下的
一件鹤氅之下冶渊梁实秋冤遥

石评梅在雪夜里逛过北京城袁野过顺治门桥梁时袁一片白
雪袁隐约中望见如云如雾两行挂着雪花的枯树枝袁和平坦洁
白的河面冶袁野城墙上参差的砖缘袁披罩着一层一层的白雪袁抬
头望院又看见城楼上粉饰的雪顶袁和挂悬下垂的流苏冶袁野过了
宣武门洞袁一片白地上袁远远望见万盏灯火袁人影蠕动的单牌
楼袁真美冶袁野伟大庄严的天安门袁只有白袁只有白袁只有白袁漫
天漫地一片皆白冶遥 孙福熙还见过北京的春雪袁野我愿在多雪
而雪不易消融的北京等候他遥可是袁等候着等候着袁我爱的雪
还是没有来冶袁正当他野决计抛弃对于雪的想望袁全副精神地
等待春色冶时袁春雪却来了袁野我到中华门面前袁大的石狮上披
着白雪袁老年人怕雪而披雪兜袁他却因爱雪而披上雪做的兜遥
他张了嘴不绝地笑袁谁说只有小孩是爱雪的钥 冶遥

在老舍的眼里袁济南的冬天下点小雪最妙袁野山上的矮松
越发的青黑袁树尖上顶着小髻儿白花袁好像日本看护妇遥山尖
全白了袁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遥 山坡上袁有的地方雪厚点袁有
的地方草色还露着曰这样袁一道儿白袁一道儿暗黄袁给山们穿
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曰看着看着袁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袁
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遥 等到快日落的时候袁微
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袁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袁微微露
出点粉色冶遥

不过袁在北方袁要想去看真正的雪世界袁只有去东北袁野从
冬到春袁雪是永远不化的遥 下了一层又一层袁冻了一层又一
层遥大地冻成琉璃板袁人在上边可以滑冰冶袁野一片无边的是雪
的世界遥在山上袁在原野上袁在房屋上袁在树木上袁都是盖着皑
白的雪层冶袁野雪浴洁白的雪浴晶莹的雪浴吱吱作响的雪浴我的
灵魂好像是要和它融合在一起了冶遥

北方下雪袁不稀奇袁江南的雪袁却并不那么容易见到遥
上海是一个几乎不下雪的城市袁野难得上个月上海下了

一场雪袁雪花漫天飞扬袁宛如柳絮鹅毛袁飘飘洒洒遥极目苍穹袁
为之心旷神怡遥 可惜这美景只显现了十分钟袁大地还没有粉
妆袁尘埃尚未冰封袁便匆匆猝然而止冶渊赵清阁冤袁野这里毕竟是
上海袁仿佛连一点雪的洁白也容不下袁一边下袁一边融化袁只
湿润了光滑的地面袁一点痕迹也不留遥倘在乡下袁屋面的瓦楞
该盖没了袁山该白了头袁树该着了花袁无际的田畴也必然是耀
眼的一片银装了冶渊柯灵冤遥

到过西湖的肯定不少袁但像钟敬文一样有幸领略过西湖
雪景的却未必那么多袁野飞来峰疏疏落落地着了许多雪块袁冷
泉亭及其他建筑物的顶面袁 一例地密盖着纯白色的毡毯冶袁
野观海亭石阶上下都厚厚地堆满了水沫似的雪袁亭前的树上袁
雪着得很重袁在雪的下层并结了冰块冶袁野旁边有几株山茶花袁
正在艳开着粉红色的花朵遥 那花朵有些落下来的袁半掩在雪
花里袁红白相映袁色彩灿然袁使我们感到华而不俗袁清而不
寒冶遥

下雪了袁如果不出屋子袁做点啥好呢钥 野窗外袁北风呼号袁
雪花乱飘袁这时袁炉火正红袁壶水正沸袁恰巧一位风雪故人来袁
一进门袁打打身上的雪花袁进入了我的内室袁沏上一杯龙井袁
泡沫喷香袁相对倾谈袁海阔天空遥 水壶咝咝作响袁也好似参加
了我们的叙谈冶渊臧克家冤袁也是一件美事遥在冯骥才看来袁野雪
夜里的灯光朦胧却分外温暖遥 有灯光袁就有人家袁有炉火袁有
热茶袁有亲情袁有生活的趣味要要要有了这些袁就不再惧怕漫天
的冰雪与世间的严寒遥 此时袁人间的气息便分外迷人冶遥

而汪曾祺更愿意雪天时走出屋子袁野到后园去折腊梅花尧
天竺果遥 明黄色的腊梅尧鲜红的天竺果袁白雪袁生意盎然冶遥

当然最盼望下雪的当属孩子们袁他们野毫不计较双手冻
得又红又肿袁只顾经心经意地堆着雪人袁大大的头袁长长的胳
膊袁也许是短短的腿遥或者是握一支打狗棒袁或者是手提一只
旱烟袋袁脸上的眉眼鼻嘴袁则是用烧过的柴灰抹出来的轮廓袁
四不像袁却能引得人们看见之后哈哈地大笑一场冶渊李辉英冤遥

雪总是要融化的袁化得满地雪泥让人心烦袁但迟子建却
偏爱这浑然天成的泥泞袁当她走在农贸市场的土路上袁野泥泞
中的废纸尧枯草尧烂草叶尧鱼的内脏等杂物若隐若现袁一股腐
烂的气味扑鼻而来遥这感觉当然比不得在永远有绿地环绕的
西子湖畔袁撑一把伞在烟雨蒙蒙中幻想来得惬意冶袁但它野仍
然能使我陷入另一种怀想要要要想起木轮车沉重地碾过它时
所溅起的泥珠袁想起北方的人们跋涉其中的艰难背影袁想起
我们曾有过的苦难和屈辱袁我为双脚仍然能触碰到它而感到
欣慰冶遥

我们和张炜一样袁祈祷着野下雪吧袁下雪吧冶袁可雪总不
来遥 不过袁即使盼不来雪袁我们还可以野给自己的心房来一场
白蝶飞舞般的瑞雪冶袁野那些雪花可能是亲情尧友情尧爱情的回
味袁可能是童年往事的追忆袁可以是生命历程中许多琐屑却
璀璨的闪光点袁可以是唯有你自知之明袁或者竟暧昧莫名的
某些隐秘情愫冶遥 渊源自光明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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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袁是指农历正月初一袁又叫阴历年袁俗称野过年冶遥
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尧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遥 春节的历
史很悠久遥 从古到今袁一些文人雅士在春节之时都免不了
诗兴大发袁对春节的民间风俗进行了记述袁既丰富了我国
传统的春节文化袁又为后人留下了富贵的文学财富袁今日
读来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欢乐尧祥和遥

腊月二十三袁人称野小年冶袁是春节的前奏遥 而祭灶袁则
是小年的主题袁为的是送灶王爷上天袁在玉皇大帝面前野说
好话冶遥 清人袁枚的叶随园诗话曳中收有 12岁的谢学墉写的
叶送灶曳一诗袁对此做了淋漓尽致地描绘院野忽闻爆竹乱书声袁
香黍盛盘酒正盈遥 莫向玉皇言善恶袁劝君多食胶牙糖遥 冶民
间有人作的叶灶君谣曳一诗袁对人们祭灶的初衷更是表白得
一清二楚院野灶糖一盘茶一盏袁打发灶君上青天遥 天宫见了
玉帝面袁不当言的且莫言遥 冶

举行过灶祭后袁便正式地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备遥 家
家户户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打扫卫生袁 干干净净迎春
节袁称为野扫尘冶或野除残冶袁用意是要把一切野穷运冶野晦气冶
统统扫出门遥 明代袁宏道所撰的叶岁时纪异曳中就记载说院
野﹝十二月﹞二十七日扫屋尘袁曰除残遥 冶清代文人蔡云看到
家人和邻居扫尘袁便以叶吴歈曳为题对这一民俗进行了描
写院野茅舍春回事事欢袁屋尘收拾号除残曰太平甲子非容易袁
新历颁来仔细看遥 冶四句诗除对扫尘进行记述外袁还流露出
扫尘后的喜悦遥

春联袁古称野桃符冶遥 每逢春节袁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
大红春联贴于门上袁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遥 被人誉称为唐
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著名散文家王安石袁眼见人们欢度新
年的喜庆袁以叶元旦曳为题拈来一诗院野爆竹声中一岁除袁春风
送暖入屠苏曰千门万户瞳瞳日袁总把新桃换旧符遥 冶短短四
句袁明丽欢快的诗句情景交融尧有声有色袁生动地反映出诗
人致力改革的坚定信心袁读起来给人一种宏大的气势袁不愧
为千古绝唱遥 人们在贴春联的同时袁一些人家要在屋门尧墙
壁尧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野福冶字袁或在窗户上贴上窗花袁
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表现得淋漓尽致袁将节日装点得
红火富丽遥

放爆竹袁作为民间春节时的一项习俗袁最早是为了驱吓
危害人的山魈袁用来避邪祛灾遥 这一点从宋代诗人刘敞的
叶爆竹曳一诗中可以看到院野节物随时俗袁端忧见旅情曰土风犹

记楚袁辞赋谩讥伦遥 烈火琅玕碎袁深堂霹雳鸣曰但令休鬼瞰袁
非敢愿高明遥冶而南宋孟元老在叶东京梦华录窑除夕曳则记载院
野是夜袁禁中爆竹山呼袁声闻于外袁土庶之家袁围炉团坐袁达旦
不寐袁谓之守岁遥 冶这就是说袁除夕之夜袁人们除燃放爆竹以
外袁还要野团坐守岁冶遥梁朝徐君倩在叶共内人夜坐守岁曳一诗
就从多个侧面反映了 1400多年前人们在除夕之夜欢乐待
晓的情景院野欢多情未极袁赏至莫停杯遥 酒中喜桃子袁粽里觅
杨梅遥帘开风入帐袁烛尽炭成灰遥勿疑鬓叉重袁为待晓光摧遥冶
而唐朝诗人张说的叶钦州守岁曳一诗袁则再现了那些因公务
在身袁 或因其他原因而不能与家人团聚的远方游子在除夕
之夜守岁不眠的思乡之情院野故岁今宵尽袁新年明旦来遥愁心
随斗柄袁东北望春回遥 冶

新年的第一天袁人们都早早起来袁穿上新衣袁出门走亲
访友袁相互拜年袁恭祝来年大吉大利遥宋人孟元老在叶东京梦
华录曳卷六中描写北宋汴京年节时云院野开封府放关扑三日袁
士庶自早相互庆贺遥冶不过袁由于旧时士大夫交游广袁若四处
登门拜年袁既耗费时间袁也耗费精力袁很难登门遍访袁即使登
门有时也见不到友人袁因此大多采用名帖投贺遥即派仆人拿
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二寸宽尧 三寸长袁 上面写有受贺人姓
名尧 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送往友人之家袁 这种卡片称为
野飞帖冶或野名刺冶遥 宋代周辉在叶清波杂志曳中就记载说院野宋
元佑年间袁新年贺节袁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遥冶明代杰出
画家尧诗人文征明则以叶贺年曳一诗对此进行记述院野不求见
面惟通谒袁名纸朝来满蔽庐曰我亦随人投数纸袁世憎嫌简不
嫌虚遥冶今人春节赠送贺年片尧贺年卡袁便是这种古代互送飞
帖的遗风遥

总之袁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节日袁其节日的热烈气氛不
仅洋溢在各家各户袁也充满各地的大街小巷袁甚至许多海外
华人聚居地袁一些地方的街市上还有舞狮子尧耍龙灯尧演社
火尧游花市尧逛庙会等习俗袁游人满街袁热闹非凡袁盛况空前袁
直要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袁春节才算真正结束了遥

渊袁文良冤

古诗词中春节乐

2019年 12月 25日袁叶咬文嚼字曳编辑部
公布 2019年十大语文差错遥叶咬文嚼字曳编辑
部一直以来遵循典型性尧新闻性尧广泛性这三
个标准进行年度评选袁想以这种方式袁吸引社
会的广泛关注袁 最大程度地激发人们规范运
用语言文字的意识袁 唤醒人们对母语的敬畏
意识遥

一尧足协致歉声明中的成语误用院以野差
强人意冶表示让人不满意遥 2019年 11月袁中
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负于叙利亚队遥 赛
后袁 中国足协通过微博为中国男足的糟糕表
现向球迷致歉院野中国男足表现差强人意袁令
广大球迷倍感失望袁 中国足协对此深表歉
意浴冶其中误将野差强人意冶当作野让人不满意冶
用了遥差渊ch佟冤院略微曰强院振奋遥野差强人意冶表
示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遥

二尧明星微博中的知识差错院把野人非圣
贤孰能无过冶当成孔子的话遥 2019年 11月袁
演员李小璐和贾乃亮宣布离婚遥随后袁李小璐
发微博称自己是一个野普通女人冶袁还说野孔子
曰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冶遥 这句话不是孔子说
的遥 已有辞书收录野人非圣贤袁孰能无过冶条
目袁用例大约出现在明清时期袁意思是院常人
不是圣贤袁 谁能不犯错误钥 其出处可追溯到
叶左传窑宣公二年曳野人谁无过袁过而能改袁善莫
大焉冶一语遥

三尧干支纪年中的用字错误院野己亥冶误为
野已亥冶遥 2019年是农历己亥年袁野己亥冶在使

用中常被误为野已亥冶遥 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
合称遥天干中有野己冶没有野已冶袁干支纪年中只
有野己亥冶年而没有野已亥冶年遥 还有将野2019
年己亥年冶误为野2019年乙亥年冶的遥 干支纪
年中确实有野乙亥冶年袁但 2019年不是遥

四尧科技新闻中的词形错误院野挖墙脚冶误
为野挖墙角冶遥 2019年 8月袁华为发布操作系
统野鸿蒙冶袁并许诺了众多优惠袁力邀安卓应用
程序开发者为鸿蒙效力遥媒体一时调侃院这是
在野挖安卓的墙角冶遥 其中野墙角冶是野墙脚冶之
误遥墙角是指两堵墙相交接所形成的角曰墙脚
则指墙基遥墙角被挖开对墙体损害有限袁但墙
脚被挖整堵墙就会坍塌遥因此袁汉语词汇系统
中有野挖墙脚冶袁而无野挖墙角冶遥野挖墙脚冶即拆
除墙基袁比喻从根本上加以破坏遥

五尧影视新闻中的用字错误院野主旋律冶误
为野主弦律冶遥 2019年国庆期间袁叶我和我的祖
国曳叶攀登者曳叶中国机长曳 三部主旋律影片集
中上映袁 获得广泛好评遥 相关新闻中袁野主旋
律冶常误为野主弦律冶遥野旋律冶通常指若干乐音
经过艺术构思而形成的有组织尧 有节奏的组
合曰野主旋律冶 指多声部音乐作品中的主要曲
调袁 现在也用来比喻基本的观点尧 主要的精
神遥野旋律冶不能写作野弦律冶袁野主旋律冶也不能

写作野主弦律冶遥
六尧经贸新闻中的不规范用字院野鲇鱼冶误

为野鲶鱼冶遥 2019年 11月袁美国确认中国鲇鱼
监管体系与美国等效袁中方表示欢迎遥相关报
道多将野鲇鱼冶误为野鲶鱼冶遥 鲇鱼袁头扁平袁口
宽大袁体表无鳞袁多黏液袁过去也作野鲶鱼冶遥
2013 年叶通用规范汉字表曳公布实施袁确定
野鲇冶为规范字袁而其异体字野鲶冶未收入表中遥
此后袁将野鲇鱼冶写成野鲶鱼冶就是不规范的了遥

七尧司法新闻中的词语误用院野不以为意冶
误为野不以为然冶遥2019年 10月袁大连一名 10
岁女孩惨遭杀害袁 凶手蔡某因不满 14周岁袁
依法不追究刑责遥有媒体报道院蔡某行为素有
不端袁其父母虽有察觉却野不以为然冶袁未加严
管袁最终导致恶性事件遥 其中野不以为然冶是
野不以为意冶之误遥 野不以为意冶指不把事情放
在心上袁表示不重视曰野不以为然冶指不认为他
人是正确的袁表示不同意遥父母不重视孩子的
不良行为袁应用野不以为意冶遥

八尧环保新闻中的用字错误院野禁渔冶误为
野禁鱼冶遥 2019年年初袁多部委联合印发叶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
案曳袁 对长江流域分阶段实施禁捕做了规定遥
在相关报道中袁部分媒体把野禁止捕鱼冶说成

野禁鱼冶袁混淆了野鱼冶和野渔冶的区别遥野鱼冶是名
词袁即鱼类曰野渔冶是动词袁即捕鱼遥野禁渔冶是为
了保护渔业资源袁 在一定时期或一定水域内
禁止捕捞袁不能写成野禁鱼冶遥

九尧 波音坠机事件中的用语错误院野令人
堪忧冶遥 2019年 3月袁 埃塞俄比亚一架波音
737-8飞机发生坠机空难袁举世震惊遥不少媒
体报道院波音飞机的安全性野令人堪忧冶遥 野令
人堪忧冶是病态结构遥 野堪冶指值得曰野堪忧冶指
值得担忧袁意即令人担忧遥因此袁可以说野波音
飞机的安全性堪忧冶袁也可以说野波音飞机的
安全性令人担忧冶遥但是袁将野堪忧冶与野令人担
忧冶杂糅成野令人堪忧冶袁是错误的遥

十尧外交新闻中的词语误用院野令人不齿冶
误为野令人不耻冶遥对于美国无端挑衅的野霸凌
主义冶行为袁我外交部发言人曾用野令人不齿冶
一词予以抨击遥 相关报道常将野令人不齿冶误
为野令人不耻冶遥 野齿冶本指牙齿袁引申指并列曰
野不齿冶指不与同列袁表示鄙视遥野不耻冶指不以
为有失体面袁如野不耻下问冶遥对美国的挑衅行
为表示鄙视袁应用野令人不齿冶遥野令人不耻冶是
根本说不通的遥

年十大语文差错

美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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