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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古叙利亚的旧石器时期就

出现了“记账本”，你相信吗？陶球，一
颗暖黄色的小圆球，表面凹凸不平，
像个大核桃。“这是乌鲁克文化的陶
球。乌鲁克文化是苏美尔文明的重要
代表，那时人们需要向神庙献祭，而
神庙里的人为了方便记录货物，便开
始使用这种陶球来记账。”赖柔娇介
绍，陶球表面刻画的纹饰，代表献祭
物品的种类和数量。如正在展出的这
件陶球上刻画有六只羊，应为这批货
物的物品与数量。“陶球就像如今的
记账货单，有防盗和防篡改的作用。”

后来，陶球逐渐演变成了数字泥
板。正在展出的这件泥板，纹饰中间
刻画了一条蛇、两只鸟、两只青蛙，有
专家推测，每个图形代表着不同的数
字单位，如蛇代表 100，鸟代表 10，青
蛙代表2或者5。古叙利亚人通过这种
方式来记录更为复杂的账目，而这样
的纹饰也被认为是最早的图画文字。

有一件器物受到游客围观，展牌上
标注“刺猬型陶器”，但看上去更像一只
陶猪。赖柔娇讲解道，这种刺猬形的容
器，同样出自乌鲁克文化，像这种动物
形器皿在叙利亚可追溯至公元前7000
年左右。但这类象征性陶器并不在日常
生活中使用，而是用于祭祀仪式。

1月6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发
布了2021年十大语文差错，《咬文嚼
字》主编黄安靖表示，年度“十大语
文差错”从2006年开始发布，至今已
经16年，目的是想最大程度唤起人
们的语文规范意识，最大程度唤起
人们对母语的敬畏意识。

黄安靖说，2021年，语文生活中
出现了许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

“热点”事件。比如，在有关“疫情”
“抗疫”的报道中，“宁夏银川”误为
“甘肃银川”，“湖南省张家界”误为
“湖北省张家界”，“鲅鱼圈”误为“鱿
鱼圈”等等。

还有身份证上的一个误认、误
读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议论。可以
说，这是个十几亿人都可能认错、读
错的数字符号。一些人的公民身份
号码最后一位是“Ⅹ”，这个“Ⅹ”不
少人认为是英文字母，也有人将它
读成“chā”。这都不对。根据国家标
准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GB11643-1999），我国公民身份号
码由18位数字组成，前6位为地址
码，第7至14位为出生日期码，第15
至17位为顺序码（即在同一地址区
域内，对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所

编定的顺序号，奇数分配给男性，偶
数分配给女性）。第18位为校验码，
是按特定公式计算出来的，计算结
果为“0、1、2、3、4、5、6、7、8、9、10”这
11个数字中的一个。因为“10”为两
位数，为了保证公民身份号码为18
位数，“10”便用罗马数字“Ⅹ”表示。
可见，“Ⅹ”读作“shí”最为妥当。

黄安靖还谈到，2021年度“十大
语文差错”，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别字”呈泛滥之势，“错
字”几近绝迹，说明语文差错已由“手
写”时代进入“键盘”时代。在过去的

“手写”时代，错字泛滥成灾，比如
“冒”字上边错成“曰”、“昂”字下边错
成“卯”、“步”字右下多加一点、“拜”
字右边写成三横等等。在现在的“键
盘”输入时代，这类差错大量减少，甚
至几近绝迹。现在错误主要集中于别
字，如把“蔓”误成“曼”、把“经”误成

“径”、把“赓”误成“庚”、把“偾”误成
“喷”等等。用键盘输入，除非自己硬
“造”出来，一般不会打出错字。这应
该与汉字输入系统不断进步有关。

第二，涉及“疫情”“抗疫”的条
目有5条，说明“疫情”还未结束，“抗
疫”还在关键期。疫苗的接种、德尔

塔与奥密克戎毒株的蔓延及防控
等，仍然是2021年最受关注的年度
主题与关注话题。在构建这一年度
的“话语体系”时，“疫情”“抗疫”扮
演着重要角色，社会关注焦点仍然
在向“疫情”“抗疫”等话题集中。这
是“2021年十大语文差错”中涉及

“疫情”“抗疫”条目多的原因。
十余年来，《咬文嚼字》的年度

“十大语文差错”评选，基本上都按
照一个固定程序进行：

一是材料收集。“十大语文差错”
备选材料的收集，都经历了一个“海
选”过程。主要有三个来源：1、《咬文嚼
字》是一本以“纠错”为特色的刊物，
每天要收到数百份读者来稿，可收集
到大量各种类型的差错材料；2、《咬
文嚼字》杂志社有个出版物编校质量
检测中心，每年都组织专家审读大量
出版物，也会积累一大批差错素材；
3、《咬文嚼字》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数
十个“咬文嚼字观测站”，各站聘请语

文观测员，有目的地搜集语文生活中
出现的差错。

二是条目整理。《咬文嚼字》编
辑部对收集到的差错材料进行整
理、筛选，提出50个初选条目。

三是专家审核。编辑部组织语
文专家，对50个初选条目进行逐一
审核、投票，形成15个备选条目。

四是征求意见。编辑部将15个
备选条目寄发给遍布全国的专业人
士，征求他们的意见。

五是最后审定。根据反馈意见，
编辑部组织专家做“15进10”的最后
审定，完成“十大语文差错”定稿。

黄安靖表示，每年“十大语文差
错”发布后，纠错效果是十分明显
的。比如“神州六号”曾被列入“十大
语文差错”，后来在有关“神舟七号”

“神舟八号”等新闻报道中，就很少
出现误为“神州”的错误了。“单独二
孩”也曾常被误成“单独二胎”，现在
就很少在媒体上出现了。再如，“非
营利机构”（或“营利机构”）常被误
作“非盈利机构”（或“盈利机构”），
被列入“十大语文差错”后，出错率
也有明显降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福彩

体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22006期开奖结果：438，直
选：18046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6：41265注，每注奖
金173元。（42160398.07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22006期开奖结果：43895，
一等奖64注，每注奖金10万
元。（331915340.56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
年3月7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3D”第 2022006 期
开奖结果：88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2022003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
05 16 02 17 30 18 蓝色
球号码：06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记账本、画眼线、蛋糕裙……

两河流域、古叙利亚、埃及等古代的近东地区，是
最早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中，叙利亚拥有3500多处
古迹，犹如一座裸露在蓝天下的庞大博物馆。

日前，“文明的万花筒——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
展”在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开启，183件（套）展品，以
历史时间的流动为主线，讲述叙利亚从石器时代开
始，历经青铜、铁器时代，走向希腊化、罗马和伊斯兰
时代的历史进程。现在，让我们在讲解员赖柔娇的带
领下，一探究竟。

爱美的古叙利亚人不仅在眼睛
上做文章，到了青铜器时代中期，他
们也开始打造首饰。

由于两河流域各区域间的贸易
往来逐渐频繁，亚洲大陆很早就出
现了国际贸易路线，其中以青金石
贸易最著名，被称为“青金石之路”。
这些阿富汗的装饰品被运往伊朗，
进行切片、加工之后再运往两河流
域。正在展出的青金石项链，静默地
发出蓝光，旁边两件精美的项链，分
别由红玉髓、海贝、水晶、黄金制成。

装饰是源于人类对美的追求，而
文字是源于对文化的追求，苏美尔文
明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
形文字。赖柔娇指着展出的楔形文字
泥板讲解道，由于苏美尔人是在软性
的泥板上书写，笔则就地取材，使用
两河流域盛产的芦苇秆。落笔的硬痕
比较深，提笔的时候比较细，所以每
一个笔画都呈现出一种长三角形，像
木工用的楔子，故名“楔形文字”。

有了文字，人们开始想办法留下
自己的痕迹。于是，出现了两河流域
具有代表性的物质遗产——滚印，即
滚动使用的圆桶印章。而滚印的前
身，则是旧石器时期用于记账的陶
球。“滚印通过滚动的方式，可以出现
连续复杂的图案，制作的材料有石灰
石、象牙、水晶等。”赖柔娇说，在实际
使用中，滚印还承担了类似“签名”的
功能，用于识别某人或者用来给货
物、信件、官方文件等做记号，极大地
方便了不同区域间的货物往来。

乌伽利特是腓尼基人建立的一
座古老城市，其遗址出土了大量的
楔形文字泥板，泥板记载的内容包
括神学、天文学、诗歌、乐谱等，被认
为是叙利亚考古中的三大明珠之
一。赖柔娇说：“这时，乌伽利特人将
楔形文字从之前的 1000 多个表意
文字简化成了30个表音字母，与英
文需要通过 26 个不同字母的排列
组合，形成不同发音的文字相似，被
认为是世界字母文字的开端。”

《咬文嚼字》主编回应：

年度“十大语文差错”是怎样评选出来的？

把古叙利亚
搬来成都啦

脑洞大！
“记账本”新颖、记账方式妙

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苏美尔人
发现把铜和锡混合在一起后可以产
生更为坚硬耐用的金属——青铜，于
是，古叙利亚人由石器时代迈入了青
铜器时代。

出土于马里古城遗址的祭拜者雕
像，或许就是苏美尔人的形象，他们光
头、大眼、双月连眉镶嵌青金石、络腮
胡，上身赤裸，下身穿着像蛋糕花边一
样的绵羊皮裙子。赖柔娇说：“这些雕
像放置在神庙里，代表了当时不同的
社会阶层，有行政人员、记账员、办事
员和商人。”从他们祭拜的姿势上，可
以看出他们对神庙的虔诚。

一件女性雕像的头上，戴着球状
装饰物，有专家推测是帽子或头冠。值
得注意的是，她的眼睛和眉毛上都镶嵌
着宝石。为什么特别注重眼睛的装饰
呢？原来，当时的人们有画眼线的习俗，
还有专门的美妆工具，在一旁，还能看
到鸟形泥塑眼膏容器。为什么要画眼线
呢？这是由于苏美尔人崇拜日月山川、
动物植物，并认为一切不能解释的现象
都来自于神的旨意，而人眼能看到世界
万物或许也是神的赋予，所以通过画眼
线来表达对眼睛的崇拜。

其实，在我国也有眼睛崇拜——
古蜀文明，无论是三星堆还是金沙遗
址，均出现了相关文物。

美妆控！
画眼线、连眉妆、穿蛋糕裙

太有才！
发明楔形文字、定制签名

到青铜时代晚期，随着铁
器的广泛使用和海上民族的入
侵，两河流域原有的一些城邦
和部落衰落，如乌伽利特。同
时，也有因此崛起的，如亚述。
在新亚述时期，国王纳西尔帕
二世修建了大量的宫殿，并用
浮雕装饰宫殿。从展览文物
——亚述国王和马车浮雕上，
可以看到国王手握权杖，站在
马车之上，人物形象被放大，马
车则被缩小，这样的形式应该
是用于表现国王的高大威严。

我们所熟悉的人面狮身
像，其实还有两种形态——羊
首狮身和鹰首狮身，他们被称
为斯芬克斯，是古代欧亚地区
重要的艺术主题，最初源于埃
及神话，随后传播到两河流域、
爱琴海、中亚，以及中国楼兰等
地区。本次展览中的这件斯芬
克斯雕塑，刻画着两只面对面
的羊头狮身，中间立着一株神
圣的植物。整件物品看上去很
精美，雕刻工艺成熟精致。

到了罗马时期，有一些令人
称绝的文物——石灰石墓葬石
雕。在展厅内，有一大块区域放
置了几件石灰石雕像，这些文物
出土于帕尔米拉古城的墓葬区。

“雕像刻画细腻，能清晰看到人
物的面部表情、身体形态，甚至
衣服褶皱的流动感，这是罗马非
常立体写实的雕塑风格。”赖柔
娇介绍说，这些雕像是墓主人生
前的形象，应该是在真实的基础
上做一个美化处理，类似今天的
P图技术。同时，通过雕像可以
了解到当事人的更多信息，比如
这两位女性都戴有头巾，其中一
位手上还拿了两件纺锤，猜测她
生前可能是一位纺织女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摄影报道 部分图据金沙
遗址博物馆志愿者 张艳

很精美！
宫廷装饰、P图雕像…

1月6日，第十届中国大学
生电视节在都江堰融创国际会
议中心开幕，据悉，这也是大视
节连续第三届落户成都。开幕
式上，著名演员马少骅称，大学
生电视节是面向年轻人的，“我
想对全国的大学生说，你们的
鼓励就是我们进步的动力，你
们的喜欢就是我们做好下一部
电视剧的欲望。”

“中国大学生电视节”是由
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性节庆活
动，旨在彰显当代大学生价值
主张，打造青年影像梦想的助
推平台。为进一步推动成都影
视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成都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助力成
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设，自
2019 年起，“中国大学生电视
节”已连续三届落户成都。

本届大视节以“百年追寻·
青春使命”为主题，聚焦中国共
产党成立百年之光辉历程，继
续发扬活动特色，在保持品牌
延续性的基础上加强对大学生
艺术实践的扶持和引导，更好
展现新时代青年学生的精神风
貌和使命担当。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段鹏
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大视节吸引
全国上下怀揣着电视梦的有志
青年，通过这个“大学生看、大学
生评、大学生创作、大学生参与”
的平台，迈出自己的一小步，推
动中国电视业前行一大步。

据段鹏介绍，本届大学生原
创影像作品分为剧情类短片作
品、纪录类短片作品、建党百年
主题作品三大单元，共收到了来
自全国317所高校的1454部作
品。这些作品展现出了大学生群
体鲜活的创新精神、青春视野和
专业能力，更体现出当代青年报
效国家、服务人民的精神力量。

据悉，大视节期间，将开展
电视精品创作论坛、影视教育
论坛、高校面对面、闭幕式盛典
等活动，也将进行大学生原创
影像作品、大学生党员主题演
讲作品、大学生新鲜提案作品
的展映展播。

著名演员马少骅在开幕式
上感叹，自己拍了近40年的戏，
逐渐意识到一部电视剧、一个
综艺节目和电视节目对社会风
气的影响，千万不要小看它们
对年轻人的影响。他借用了蔡
元培先生的一句话，国家兴与
衰，和社会风气的高尚与低劣
有直接关系，需要有卓越之人，
责无旁贷。“老先生是100年前
说的这个话，我觉得在今天仍
然是很新鲜的。”

2021年播出的电视剧《觉
醒年代》获得了不少年轻人的
喜爱。在马少骅看来，青年人对
这部剧的喜爱，说明他们是很
向往这种积极向上的审美的。

“我曾经在剧组说过，今天的青
年人很好，他们很真诚，他们从
不装，这是我对今天年轻人的
定义。”他说，“所以我来参加大
学生电视节了，我想对全国的
大学生说，你们的鼓励就是我
们进步的动力，你们的喜欢就
是我们做好下一部电视剧的欲
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邱峻峰

第十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成都开幕

三大单元
1454部作品

展现大学生风采

《咬文嚼字》编辑部供图

楔形文字泥板

青金石项链

穿着像蛋糕花边的绵羊皮裙的雕像

陶球——最早的“记账本”

手拿纺锤的女性石灰石雕像

刺猬型陶器

斯芬克斯雕塑，刻画着两只面对面的羊头狮身

！

“行拘”
误为“刑拘”

“血脉偾张”
误成“血脉喷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