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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看边画·

据人民网报道，“2021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 近日举行，
中国作家协会在开幕式上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报
告》显示：截至 2020 年，中国网络文学共向海外输出作品 1
万余部，在这 1 万余部作品中，实体书授权超 4000 部，上线
翻译作品 3000 余部。网站订阅和阅读 App 用户 1亿多，覆盖
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国际传播成效显著。 网络文学出海
近 20 年，已成为中国文化产品出海最大的 IP 来源。

中国网络文学共向海外输出作品 1万余部

··特别报道··

据人民网报道， 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 10 月 10
日，今年以来全国电影总票房超 400亿元，达 401.26 亿元，银
幕数量达 80743 块，总票房和银幕数量居世界首位；票房过
亿元的影片达 47 部，其中国产影片 33 部，国产影片总票房
已超过 2019 年同期。

今年以来全国电影总票房超 400亿元

据新华网报道，日前，2021“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在四
川省成都市新津区拉开序幕，本活动由中央宣传部、农业农
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共同主办，是 2021“新时代乡村阅读
季”的收官之作。 据介绍，此次阅读季围绕庆祝党的百年华
诞，组织了推荐百种适农图书、开展百天打卡阅读、捐赠百万
惠民读物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阅读活动，丰富了农村文
化服务供给，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贡献
了力量。

“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成都举行

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报道， 当短视频应用不断向大众渗
透，人们在短视频带来的娱乐效果、商业营销影响之外，同样
在期待平台开拓更多的内容视野。 日前，《2021 抖音泛知识
内容数据报告》发布，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平台上的泛知识
内容增长迅猛，播放量年同比增长达 74%，成最受用户欢迎
的内容之一。其中，生活技能类内容最受欢迎，科普类内容快
速崛起。 泛知识内容播放量已占平台总播放量的 20%。 可以
说，抖音已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平台。

(谷雨/文 艺林/图)

科普类内容借力短视频发展迅速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10 月 18 日至 21 日，以新时代·新使
命·新徽学”为主题的第二届徽学学术大
会在黄山市举行。 本届大会既是对徽学
学术研究成果的一次全方位展示， 更是
对徽学未来发展的一次准确定位、 对标
对表，为交流研究成果、深化徽学研究、
展示徽文化魅力搭建了高水平、高层次、
高质量的平台。

新时代

从地方显学到国际显学

徽州文化指古代徽州一府六县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全息包容了民
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
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
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学科，被誉为
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洪
永平认为， 徽州文化是极具地方特色的
区域文化， 是由历史上的徽州人在自身
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等实践
过程中创造产生的， 是普普通通的徽州
人撸起袖子实干创业的劳动成果、 实践
成果。徽州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是安徽
宝贵的文化资源 ， 是中华文化 “走出
去”、迈向世界的亮丽文化名片和优秀文
化品牌。

徽学以徽州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
象， 学术界的研究至少经历了大半个世
纪。 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大批
海内外学者致力于对徽州文化史料的搜
集整理，开展徽商与徽文化研究，推出了
系列重大成果，使徽文化发展脉络、灿烂
成就和重大贡献广为人知， 促进徽学逐
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与敦煌学、藏
学并列为中国三大地方显学， 在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省委、 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安徽地
方历史文化特别是徽州文化研究， 大力
推进徽学学术研究， 支持举办徽学学术
大会，提升徽学的国际影响力，促进徽州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19
年 6 月， 省委宣传部与光明日报社联合
举办两年一届的首届徽学学术大会。

安徽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程雁雷
介绍，自首届徽学大会在合肥举办以来，
省徽学学会、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

“徽”字号机构入选“长三角江南文化研
究联盟” 首批成员单位，“徽学” 被列入
2020—2024 年安徽省“高峰”学科建设计
划二类学科， 全省有 5 所高校创建了教
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徽学研究中
心分中心， 一批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
关的国家重大项目获准立项， 出版各类
学术著作数十部， 在各类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 300 余篇， 徽学研究领域得到拓展
和深化。 同时，国内徽学机构与美、日、
法、韩等国相关科研机构合作日益紧密，
先后举办了“东亚礼俗传统与社会治理”
中韩文化论坛、“徽州与明代中国国际学
术研讨会”、“徽商与江南文化”国际学术
讨论会、“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 学术
研讨会等学术活动， 徽学在海内外的学
术影响力进一步显著提升。

在黄山市举办的第二届徽学学术大
会，以“新时代﹒新使命﹒新徽学”为主题，
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热烈响应， 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学术研讨交
流，展现徽学最新研究成果。

新使命

从学术研究到学以致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工作， 不仅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
标， 而且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徽州文化以
独有的地域特色以及强大的文化生命
力，契合了时代发展的使命和需求。

第二届徽学学术大会由中共黄山
市委、黄山市人民政府、安徽大学、省社
科联承办， 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
黄山市社科联 、黄山学院协办 ，大会分
开幕式和学术主旨报告会、 专题论坛 、
考察调研三大板块。 值得一提的是，中
国历史研究院日前致函省委宣传部，从
第二届徽学学术大会起担任学术指导
单位 。 黄山市委宣传部部长徐德书介
绍， 本届大会与会专家学者 400 余人 ，
其中教授 （研究员 ）级专家学者 80 人 ，
美国加州大学芭芭拉分校、日本关西大
学 、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 、新加坡国
立大学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参会 。 另
外，大会收到来自国内外 130 多所高校
及科研院所的徽学论文 240 余篇 ，内容
涉及经济、文化、基层治理、教育、科学、

医学 、法治 、生态 、建筑 、人口 、文学 、艺
术、工艺等 20 多个门类。

“学术研究除了正本清源外，另一个
最重要的功能是资政当下， 结合社会现
实问题开展研究 ，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
案。 ”洪永平说，注重学术研究与学以致
用相结合，促进学术事业发展繁荣，提升
学术研究的生命力， 是当前徽学研究呈
现的新态势。 今年以来，作为徽文化核心
发祥地， 黄山市依托徽文化资源和专家
学者的智库支撑， 举办了新安医学发展
大会、徽派古建产业发展大会，让徽学学
术智慧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
作用。 据介绍，本届大会举办的 9 场专题
分论坛， 几乎都呼应着国家发展战略决
策，涉及当下现实问题，其中徽商与长三
角一体化、徽州村落与乡村振兴、徽派建
筑与建筑行业发展、 新安医学与大健康
产业发展等主题， 让徽学学术研究成果
直接作用于当下社会， 为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

这届大会在学术活动项目安排上 ，
特地安排了徽州文化资源研学调研考
察， 让与会代表突破借助于历史文献资
料研究徽学的局限， 在现实中直观感受
到徽州文化的魅力和徽州文化资源物化
转化传承的存在， 增强专家学者对徽州
文化资源的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认知。
此外， 大会还在主场地设立徽学研究成
果展和黄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
示，15 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展演，与会
议代表互动。

新徽学

从曲高和寡到人才辈出

10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
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 他强调，广大考古工作者要增
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
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
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总书记的
这一重要指示， 是对包括考古学在内的
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最新要求， 是推动徽
学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

在弘扬徽学、传承徽州文化上，国内
外一大批专家学者倾注了毕生心血、做
出了重大贡献， 但不容忽视的是徽学研

究人才断层、青黄不接现象也逐渐凸显。
人才培养是徽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

2019 年， 安徽大学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研究院开始单独招收博士研究生， 目前
共有在读博士生 9 人， 掀开了徽学人才
培养的崭新一页。 安徽师范大学连续举
办了两届“地域徽州：经济·文化·社会”
研究生暑期班，安徽建筑大学、安徽中医
药大学、 黄山学院等高校也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加快培养徽派建筑、新安医学、
徽州非遗等方面的人才。

为搭建徽学研究人才成长发展的平
台， 加快培养一批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
术骨干， 切实解决徽学研究人才断层现
象，2019 年 7 月，黄山市启动“徽学研究
人才培养 10303 计划”，面向全市公开招
收 40 岁以下的学员 30 名，特聘 10 名市
内外知名徽学专家，以传帮带学的模式，
进行为期 3 年的培养， 获得了良好的学
术和社会效应。 另外，黄山市将高层次徽
学人才纳入“双招双引”计划，招揽天下
英才。

新徽学、 新青年是本届大会一大亮
点。 “新徽学”体现在坚持守正创新、与时
俱进， 深入挖掘徽州文化所蕴含的当代
元素，努力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相
结合，进一步弘扬徽州文化的当代价值。
近年来，徽学界积极参与省、市文旅融合
的“十四五”规划编制，开展徽文化宣讲、
历史经典产业振兴等活动， 聚焦区域发
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为政府提供
了决策咨询， 以理论引导区域社会经济
文化发展。

“新青年”体现在大会筹办过程中 ，
主办方积极发挥老专家、 老学者的传帮
带作用，提携年轻学者。 同时，大会不光
邀请老专家、老学者与会，还邀请中青年
新生代的专家学者， 探索创新徽学学术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记者了
解到，在涉及徽学的 47 项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和省社科规划项目中， 青年项目占
16 项。

为推陈出新、少长相宜，吸引更多青
年关注徽学、关注徽州文化，大会还专门
开展了“新征程、新徽学、新青年”大学生
徽文化主题征文活动，共收到上海大学、
山东大学、郑州大学、黑龙江大学、云南
民族大学、安徽大学、黄山学院等 20 余
所高校博士生、硕士生和大学生征文 332
篇，经评审公示，有 50 篇文章入选一二
三等奖和优秀奖。

走向世界的新徽学

观众在非遗展台前参观咨询。

10月 18日至 21日，第二届徽学学术大会
在黄山市举行。 近 400位专家学者和各界来宾
与会，国内外 130 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提交徽
学论文 240 余篇，9 场专题论坛展现徽学研究
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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