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真正的大国，需要在思想理念上拥
有影响这个世界的力量，实现软实力和硬实
力相得益彰

“中国，和西方世界所试图描绘的完全
不一样。”这是印度尼西亚女孩诗法·阿德里
亚娜的切身感受。诗法漫游过中国许多城
市，去年夏天，她介绍中国的短视频，引来国
外网友热烈追捧。一件小事，既说明越来越
多的人渴望了解真实的中国，也说明讲好中
国故事仍然任重道远。

一个大国发展兴盛，必然要求文化影响
力大幅提升，实现软实力和硬实力相得益
彰。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

不乏精彩的故事，需要的是精彩的讲述。习
近平总书记将“展形象”作为宣传思想工作
的一项重要使命任务，旨在向世界展现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
需要宣传思想战线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中国至高无上
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
要。”一个真正的大国，需要在思想理念上拥
有影响这个世界的力量。在这方面，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当今年
夏天北半球的持续高温引发全球变暖的热
议，人们可以重温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
想；当网络世界不断爆出安全漏洞，不妨回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当一些
地区的战争阴霾挥之不去，“百姓昭明，协和
万邦”的世界想象应该激起更多共鸣。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
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不仅能够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而且能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既要宣介优秀传
统文化，也要传播优秀当代文化，展示当代
中国的发展进步、当代中国人的精彩生活。
在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3亿多
人民为着美好生活而奋斗，这正是讲好中国
故事最深厚的土壤、最丰富的素材。作为中
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

著作之一，为各国读者开启了一扇观察和感知
中国的窗口。世界对中国充满兴趣，正在于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新
的可能”。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
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故事，既能让世界更好了解真实的
中国，更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全媒体时代到来，让我们有机会突破地理
的阻隔、语言的障碍，向世界呈现一个更加真实
多元的中国；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让增
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任务之艰
巨前所未有。尽管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
差距不断缩小，但我们在传播理念、传播技巧、
话语体系、传播手段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对外传
播综合实力不强、发声能力偏弱的问题还没有

得到根本性改观。推动对外宣传创新，着力重
塑外宣业务、重整外宣流程、重构外宣格局，才
能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
响”等问题，开创外宣工作新局面。

丝绸之路上，声声驼铃见证中西文化交
融；郑和下西洋，滚滚波涛传递讲和通好、观
风问俗的声音。自古以来，中国故事就不仅
书写在典籍里，更记录在中国人走向世界的
脚步里。从1981年中国第一份全国性英文
日报创刊，到如今媒体纷纷“出海”、讲述原
汁原味的中国故事，中国对外传播不断开启
着新的篇章。以过往为序章，以使命唤担
当，推动外宣工作在推陈出新中别开生面，
我们就能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好，让中国声音
传得更远。 （据《人民日报》）

展形象，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大观

■国粹■闲话

“古法制笔工艺繁复、用料细致，我
演示给你们看吧！”

张虹霓师傅顺手拿起一只完整的槟
榔果实，浸入清水中为其梳理纤维经络，

“以槟榔制笔是最初级的笔工，步骤虽
少，但也考验制笔人的手艺是否精微。”
张师傅顺左手轻捏槟榔果底部，右手握
紧牛角梳，一下一下由根部梳起。梳理
过程由手腕发力，用巧劲牵动手指关节
以决定力度，既可穿透整片纤维，又不至
将其折断。

梳理数十次后，果实纤维渐显顺畅，
此时需将其从清水中拿起并置于案板上
用小锤反复敲打。这一过程是对槟榔果
纤维的再加工，使经络更细更小、直至发
白为佳。几道工序循环往复，常常需要
梳理、敲打成千上万次。

“文房四宝中，以毛笔的制作难度最
大。”首先是择毫，制笔人须对各种动植
物生长的毛料性质了如指掌；其次在于
配毫，“通晓各毫料间的强健柔弱，才可
搭配出刚柔并济的理想笔毛。”

作为清朝皇家御用制笔师张杨氏的
第五代传人，张虹霓师傅传承了在宫廷
中被称为“撚颖法”的制笔方法，仅大工
序就有30余道，各种纷繁复杂、细枝末
节的小工序则足足过百道。

制笔数十载，最让张师傅念念不忘
的还是他一手承接并起家的胎毛笔。

首先是分毛脱脂。张师傅将毛发样
品分别盛于5只小碟上，再倒入适量石
灰粉及水，“石灰水的效用如同用开水蒸
煮，可将毛发内的油脂尽快脱离出来。”
腌过石灰的毛发随后需在“水盆”内过水
梳理，这一工序的目的是理顺毛发，并将

无锋的毛发或绒毛等不适合做笔的毛发
清理干净。

反复 3次后，便可进行毛发拉板。
在薄薄的木板上，张师傅左右手紧密配
合，一只捏拉、一只按压，不消几分钟就
迅速将在水中成团的毛发一层层平铺在
木板上，笔锋整齐排列、一致向外。

张师傅旋即将木板竖起至与案台垂
直的角度，一下一下轻轻地进行“墩
板”。长短不一的毛发在这咚咚声响中
乖乖“归位”，底部划一、顶部错落有致，
宛若一道笔帘。

接下来就进入最重要的步骤——扎
毫，也就是将毛发捆扎成型。张师傅小
心地捏起每一层笔帘，细致地铺于微微
弯曲的左手四指上，经过拇指的揉搓、推
挤和食指的借力配合，笔头雏形初现、圆
润饱满。张师傅又拿起细线，在左手的
按压下，右手熟练地转、勾、套，顷刻间已
将胎毛笔头牢牢扎起。

“理想的笔头要达到圆、尖、齐、健4
个特性，才能在书写时实现‘万毫齐力’
的手感。”

古法制笔，师傅往往根据用笔人的
执笔习性、书写风格等“按需制作”。张
虹霓回忆少时帮太祖母送笔的经历说，
有些买家试笔之后选择退货，回来后全
家人便会根据他当时的握笔方式、蘸墨
深浅等细节着手改进笔锋的软硬及粗
细，往往可将“败笔”转为“胜笔”。

“从1667年我的曾太祖母张杨氏为
皇室制笔，到现在培养我的儿子成为第
六代传人，张家制笔坚持古法。”张虹霓
笑言，“做笔如做人，从一而终方为品质
保证。” （据《人民日报》）

广州人“食得生猛”，也不是今人才有的说
法。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食得生猛”与
数千年来养育了一代代先民的岭南水土是否息
息相关？早在唐宋年间，从中原来的士大夫，无
不惊叹于本地吃货的路子之“野”，用南宋地理
学家周去非的话来说，他们“不问鸟兽蛇虫，无
不食之”。两千多年前，这里的先民擅长驾舟打
鱼，又是持弓打猎的好手，他们又是极其骁勇的
族群，故而菜谱十分丰富。根据史料记载，早在
先秦时期，这些先民就已驾着小船，最远航行到
菲律宾沿海。

靠海吃海。古人吃海鲜，连鲸鱼都敢吃！
虽然历史典籍里没有留下烹制鲸鱼的菜谱，但
凭着先民爱吃烤肉的习惯，他们吃过烤鲸鱼，甚
至还腌过鲸鱼干。鲸鱼是海里的大家伙，先民
都有胆去吃，蛤、螺、蚌、蚬、虾、蟹……更是不在
话下。找一块大石板，架在火上，烧热了，海鲜
往上面一倒，即刻就熟，可以马上大快朵颐。虽
然那时的调料没有现在丰富，但海鲜吃的就是
个原汁原味，这种石板烧，是现代铁板烧的先
祖。当时没有冰箱，吃不完的海鲜，先民就切
碎，用剩饭拌一拌，再加一点盐，然后将其封入
坛中，足足发酵一个月，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那时的大米是人们用石臼一小撮一小撮舂
出来的，食盐也是一点点在海滩上晒出来的，要
做出一坛子“老坛海鲜”，可不容易。

靠山吃山。吃野兔、麋鹿、黄鼠狼，这些都

不稀奇。让我们惊讶的是，先民连孔雀、蜈蚣和
蝙蝠都吃，烹调方法大多是一个字：“烤”。东汉
有个大学问家，名叫杨孚，原本在洛阳朝廷里当
官，辞官后回到河南（今珠江南岸）隐居，他留下
一本《异物志》，细数迥异于中原的岭南风物。
在文中，他说蝙蝠大如雄鸡，味道十分香美。

烤孔雀，古代从中原来的士大夫乍一见，有
些莫名惊诧，后来他们才明白，这里森林里的孔

雀比中原的鸡还多。按照历史文献的记载，孔
雀肉的味道有点像鹅肉。据《南越志》记载，岭
南出产一种大蜈蚣，先民捕来后，把皮剥下来，
足够包住一面大铜鼓，蜈蚣肉烤了吃，味道比牛
肉还美，而且很有嚼劲。

今天，我们自然不能再像先民那样生猛地
“什么都吃”，但他们勇敢生活态度，倒值得我们
重视与学习呢。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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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春秋

有个成语叫“志大才疏”，讽刺那些志
向很大、可惜才能不够的人。唐伯虎则刚
好反过来，他是“才大志疏”，聪明有才，却
没有什么胸怀和志向。他最大的兴趣爱好
就是：画画、喝酒、赏花。

与祝枝山成为忘年交

明宪宗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二月初
四，唐伯虎出生在美丽的苏州，因为那一年
是丙寅年，他的父亲便给他取名叫“唐
寅”。按照中国人传统的排行：伯、仲、叔、
季，加上唐寅生肖属虎，父亲就为他的第一
个儿子取字“伯虎”。

唐伯虎的父亲开了一个小酒馆，“朝为
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唐伯虎的父亲对儿
子的全部期望。他家的藏书无论是数量还
是种类，比很多官宦人家还要丰富。

唐伯虎小的时候很调皮，每天不是踢
天弄井、上蹿下跳就是舞刀弄枪。唐伯虎
的父亲对于儿子的调皮，视而不见，却把儿
子平时在家里涂鸦的作品都挂在自己经营
的小酒馆里，听到客人的表扬心里面美滋
滋的。

就是父亲的这种做法，唐伯虎遇到了
人生中对他性格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就
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祝允明。在唐伯
虎7岁那年，祝枝山在唐家小酒馆看到了他
的画，惊叹不已，就为他引荐了当时很有名
的画家沈周。那时祝枝山在书法上已经小
有名气，沈周虽说比他大三十多岁，却是忘
年之交。16岁那年，唐伯虎在父亲的逼迫
下去参加院试，考了个秀才第一名。

被指作弊身陷牢狱

弘治七年（公元 1494年），唐伯虎在一
年之内相继失去了5个亲人。他躲进青楼，
喝酒买醉、夜夜欢歌。就在此时，唐伯虎生
命中的贵人，同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
文徵明出现了。在这四才子中，文徵明画
画不如唐伯虎，书法不如祝枝山，写诗比不
上“吴中诗冠”徐祯卿，然而他却是这四才
子中最受人尊重的一个。文徵明要去参加
考试，他劝唐伯虎和他一起去试试。其实
院试之后，就有资格参加三年一次在秋天
举行的乡试了，但是那时唐伯虎玩心太大，
16岁到29岁，他错过的不只是考中举人的
四次机会，他还辜负了父母对他的期望。

这次，唐伯虎还没有走进考场就被除名
了，因为他放浪形骸的名声在外，主考官很
看不上这种人。文徵明立刻去求自己的父
亲，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托了很多关系，才为
唐伯虎争取来一个补考的机会。结局出人
意料，唐伯虎考中第一名解元，而文徵明却
落榜了。一心要“连中三元”的唐伯虎，还没
有等到张榜的那一天，就被抓进了大牢。唐
伯虎一到京城之后就到处拜访和他同乡的
那些大官，他觉得反正绝对能考上，以后这
些人是要经常打交道的，不如先走动走动。
结果，他被指控考场作弊，涉嫌考前给主考
官送礼提前得知试题，被抓进了监狱。

改变游戏人生的态度

这件事最终也没有查出来个所以然，
唐伯虎从监狱里出来后被安排到很远的地
方做个小官，他没有接受。

之后唐伯虎投靠南昌的宁王朱宸濠，
他刚到宁王府不久，就收到了文徵明非常
及时的一封信。文徵明劝他赶紧离开，否
则会有杀身之祸。唐伯虎留心观察，果然
发现了宁王的图谋不轨。然而该如何脱身
呢？装疯！只有装疯，才能不引起宁王的
疑心。于是南昌城里的老百姓经常能看到
喝得酩酊大醉的唐伯虎，他鞋子穿一只丢
一只，披头散发疯疯癫癫地在集市上裸奔，
他一边跑一边胡言乱语地唱。

宁王立刻把这个搞行为艺术的画家赶
了出去。就在唐伯虎离开没多久，宁王发
动政变，失败被杀。唐伯虎彻底断了功名
之心。他刻了一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
印章，从此后——人生待我如戏，我亦游戏
人生！

回到苏州后的唐伯虎，决定靠卖画鬻
文为生。沈九娘的出现使这个浪荡子改变
了游戏人生的态度，为我们后世留下了一
个真实、率性、诗文深入人心、作品值得珍
藏的画家唐伯虎。

他和九娘婚后在苏州郊外买了一片废
弃的庄园，住的茅屋叫桃花庵。可惜，唐伯
虎的神仙生活，只维持了短短七年。明武
宗正德7年（公元 1512 年），给唐伯虎带来
快乐和幸福的沈九娘在贫病交加中离他而
去。 （据《法制晚报》）

“才大志疏”的唐寅

张虹霓，香港毛笔博物馆馆长、清朝皇
家御用制笔师张杨氏第五代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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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岭南先民捕猎打鱼是好手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食得生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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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作取材于晋代裴渊《广州记》，南越先民一边敲打铜
鼓，一边大快朵颐。

部分原料：龙发，凤发，文昌，贵人，五伶发。

女儿是否长寿
与母亲关系大

美国研究人员最新发现，如果一名
女性的母亲活到至少90岁，那么这位
女性活到90岁且不会罹患严重或慢性
疾病的可能性会比普通人高出25%，但
父亲活到90岁与女儿能否长寿的相关
性不明显。虽然父亲长寿与女儿能否
长寿关联性不明显，但如果父母亲同时
活到90岁，女儿长寿的概率就会比普
通人高出38%。 （据《北京日报》）

多次怀孕的女性易衰老

一项由美国西北大学所做的研究
表明：多次怀孕的女性的细胞更容易
衰老。这项研究揭示了为什么生育多
个子女的女性更容易体现出衰老特
征。科学家分别研究了端粒长度及表
观遗传学年龄，结果显示，每经过一次
怀孕都会使女性的细胞衰老 0.5—2
岁。 （据《中国新闻周刊》）

坐得直或有助缓解
“数学焦虑”

美国州立旧金山大学研究人员
让 125名大学生在 15秒内从 843开
始连续减去7。做题时，这些学生或
坐得笔直，或趴在桌上。结果显示，
56%的学生认为自己坐直时算起题来
更得心应手。研究人员认为，人承受
精神压力时良好姿势有助提高个体表
现。这不仅适用于数学考试，运动员、
演奏者和演讲者在比赛或表演开始前
以及进行时同样能从良好姿势中获
益。 （据《深圳特区报》）

中年时爱好多
痴呆风险低

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对
205名 66—88岁的志愿者进行核磁
共振扫描，以检测他们的大脑容量。
随后参试者接受智商测试并完成关于
兴趣爱好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读
书、运动、益智游戏、社交活动等中年
时的兴趣对年老后智力发展影响较
大，患痴呆症风险低。（据《生命时报》）

大象能感知蜜蜂的愤怒

蜜蜂感觉到威胁时会释放一种叫
做信息素的化学物质，南非大克鲁格
国家公园研究人员发现，非洲丛林象
惧怕这种信息素发出的味道，进而避
开愤怒的蜜蜂。科学家希望使用这一
特点作为策略，使大象远离人类居住
区。 （据《北京日报》）

癌细胞会派“无人机”
打击免疫系统

研究显示，癌细胞可向血液中释
放一种被称为“外泌体”的囊泡，可如
同“无人机”一般精准打击人体免疫系
统。这种直径不足红细胞百分之一的
囊泡由脂质包裹，含有一种物质PD-
L1。研究人员说，当PD-L1与T细胞
表面的程序性死亡蛋白-1结合后，就
会抑制T细胞的免疫应答，阻断T细
胞攻击癌细胞的功能。而目前常用于
抗癌免疫疗法的“检查点抑制剂”有望
阻断这种结合，从而活化T细胞的抗
癌功能。 （据《新华每日电讯》）

挑食的孩子更高大健壮

如果孩子挑食，父母总会担心他
们营养不良或者长不高。但英国布里
斯托尔大学的研究人员跟踪调查了数
千名在3岁时被认为挑食的孩子，结
果表明，虽然挑食的孩子会有相对同
龄人偏瘦的时期，但大多数人最后都
比其他孩子长得更高而且更健壮一
些。 （据《参考消息》）

■百科

腌过石灰的毛发和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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