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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记者白旭、
李逾男、魏梦佳)很多很多年后，我们会记得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是“岂曰无衣，与
子同袍”；会记得“男默女泪”，还是“行人驻足
听，寡妇起彷徨”？

网络日益普及，社交媒体高速发展，快速
催生出新词、流行语。

被多数人以“好玩儿”的心态迅速吸收、
使用的网言网语，对于汉语——— 一个已经存
在数千年的优秀古老语言意味着什么？

是新创意，还是污染源？能迅速发酵，会
不会积累沉淀？而对奔袭而来的网言网语，汉
语需不需要被“保卫”？

新词是怎样产生的？

近日，中国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了《中
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盘点了 2015 年的热
词和流行语，包括“互联网+”“世界那么大，我
想去看看”“主要看气质”“重要的事情说三
遍”等都榜上有名。

从时下流行的互联网和工业、商业、金融
业等的创新融合，到一份网上被热议的女教
师辞职信；从歌手晒照片后引发的网友跟风
晒图游戏，到起源于国外的流行说法，都会被
收进每年的“热词榜”；常年从事传媒语言研
究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侯敏则从 2006 年开
始，每年都要编一本新词手册，收录当年出现
的 400 到 500 个新词语。

在她看来，这些词语分为几类。其中比较
重要的一类是一年中出现的描述指代新的事
物、现象、观念、认识和科技成果，比如“互联
网+”，有效保持和利用水资源的“海绵城市”，
指代在线课程开发模式的“慕课”，伴随微信
这个新事物出现的“点赞”等。

第二类是随着一些词语的语义磨损出现
的替代词。比如当人们觉得说“很好”已经不
足以形成巨大的冲击力时，会改说“巨好”、
“超好”等，虽然“超”原本是一个动词。

第三类是网络上出现的减缩造词，比如
前些年人们用得很多的“人艰不拆”“不明觉
厉”“喜大普奔”“城会玩”“何弃疗”等。

侯敏说，“语言变化的一个原则就是省力、
经济，当一个长的词语用多了，人们就会简化。”

全民造词的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英
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列出的 2012 年度网络热
词中，“Omnishambles”就是利用构词法造出
来表示“局面完全失控，出现系列差错和误
算”的混乱状态。此外，“Mobot”把莫·法拉赫
的名字和“机器人”连在一起，用来形容这位
英国中长跑运动员获得奥运金牌后的庆祝舞
蹈动作。还有“YOLO”，是“You only live
once”(你只能活一次)的首字母缩写。这些新
词的产生与构词方式都和汉语相似。

“每年都会出现新词，反映出社会变化。”
侯敏说，“这些词中，有些可能转瞬即逝，有些
则可能被一直保留在我们的语言中。”

什么词能留下来？

深谙古汉语一度让彭敏成为“网红”。
33 岁的彭敏小时候最早读的是《唐诗三

百首》和《古文观止》。对古汉语的浓厚兴趣让
他成为 2015 年中国成语大会和中国汉字听
写大会的双料年度总冠军。

在彭敏看来，中国民间对于汉语言的介
入改造从古至今从未停止过。

“周朝的时候就有专门的采诗官，到各地
去采集民间的歌谣，把民间的当时的流行语
言记录下来。”他说。

“到了元朝，语言中俗语越来越多，假如
李白看到了关汉卿写的东西，说不定会觉得
语言被糟蹋了。”他说。“到了新文化运动之
后，很多新的词进入了字典。比如‘对号入座’，

古人如果看了可能会觉得很俗，他们不一定
理解什么是‘号’。”

侯敏对此表示认同。“社会变化越快，新
词语出现得也就越快越多。”她说。

新的问题是：新词语能有多强的生命
力？

侯敏曾经对 2006 到 2010 年中出现的
2976 个新词语在 2011 年的使用状况进行了
分析。其中，有 170 个词语在主流媒体十几亿
字的语料库中，一年被使用超过 1000 次，比
如“微博”“保障房”“动车组”“醉驾”“给力”等，
占总数的 5 . 71%，370 个词语年使用频次在
100 到 999 之间，包括“学区房”“囧”“人肉搜
索”“凤凰男”等，占总数 12 . 43%，686 个年使
用频次在 10 到 99 之间，比如“孩奴”“脖友”
等，占总数 23 . 04%。

余下的有四分之一在低频使用中，还有
三分之一彻底被遗忘。

侯敏认为，一般能够被留下的那部分词
语大多是用来描述新出现的事物。根据一些
句子的缩减造词，如果那个句子不是特别常
用，通常会慢慢消亡。

一些流行语甚至走进了被认为是最重要
汉字教育读本的《新华字典》。在第十一版中
字典里出现了“晒”“奴”和“门”等字在网络上
的用法。比如“晒”的解释是“展示，多指在网
络上公开透露自己的信息”，例如“晒工资”；
“奴”的解释是“为了支付贷款等而不得不拼
命工作的人”，例如“房奴”；“门”的解释是“事
件，多指负面的事件”，例如“学历门”。

入侵还是注入活力？

对于迅速出现的新词汇，有人表示接受，
有人表示质疑：它们究竟是为汉语注入新的
活力，还是“污染”了汉语？

一些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表示，越来
越听不懂年轻人讲话了。

彭敏所在的期刊社中有很多老学者。他
们的主编 50 来岁。一次他们说到“人艰不拆”
这个词，主编完全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后来
彭敏告诉他，那是网民的创造，意思是“人生
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2015 年《中国青年报》一个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1601 名受访者中 64 . 2% 认为当下
网络流行语入侵汉语现象严重，46% 的受访
者担心会污染汉语。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认为应该加强
传统文化方面的引导。语文出版社上个月宣布
对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做了修订，新的小学课本
中关于传统文化的内容增加到了 30%，初中课
本中增加到了 40%。

电视播出各种传统语言类的节目，比如
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也提升了全
社会学习、了解传统文化的兴趣。

网络也带火了一大批试图把传统文化与
流行语进行结合的年轻人，比如 26岁的张方。
2012年，张方结合当时很火的“杜甫很忙”系列
图片把流行歌曲《最炫民族风》歌词每句改成
了杜甫的诗，引得网友大呼“太有才了”。

后来他又用古风来翻译网上的流行语。
比如“能靠长相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华”，他翻
译成“陌上公子颜如玉，偏向红尘费思绪”；
“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翻译成“吾心已
溃，如崩如坠”；“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翻译成
“言一隅，当以三隅反复之”；“你咋不上天
呢”，翻译成“何不乘风归去，莫惧琼楼玉宇”。

“我这样做，是希望能够借助社会与网络
热点的平台把古文推广出去。”他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古文、古诗是经过了几
千年大浪淘沙之后得以保留的，生命力不强
的都已经被淘汰了，留下的都是精华中的精
华。”他说。“而出现的这些新词、流行语，到了
千百年后说不定只能剩下一两句了。”

侯敏对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表示认同。
“在古代，很多人把语言的锤炼当成一大乐
事，他们对自己的文字很敬畏，因此才会‘吟
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她说，“现在人失去
了这种敬畏。”

她给出的一个例子是某报纸曾经用过的
“屌丝”一词。“媒体用这样低俗的词起了非常
不好的作用，这样的词语会污染我们的语言。
这样的词语多了，我们的孩子分不清什么是
美了。应该让人们回归对语言的敬畏，让孩子
知道什么是语言之美。”她说。

(参与记者：刘伟)

网络时代，我们需要“保卫”汉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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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规范官员亲属经商办企业，四地出台细则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北京市、广东

省、重庆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期出台规
定，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经商办企业行为，积极引导领导干部正确认识
“当官发财两条道”的深刻道理，自觉强化家风
建设，不断健全不能腐、不想腐机制，进一步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北京市日前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北京
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
行为的规定(试行)》。今年要对规范范围内领
导干部专项报告情况进行全员查核，从明年
开始，每年按照至少 20% 的比例进行随机抽
查。

北京市委组织部介绍，北京出台规定的
特点是，按照省部级干部、局级干部正职、局
级干部副职三档进行要求，级别越高，要求
越严格。同时，对公权力比较集中的市委政
法委、公检法系统的市管领导干部，与党政
部门正局职领导干部作同等要求，他们的配
偶都不得经商办企业。

针对北京外国驻华机构较多的情况，规
定明确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子女配偶担
任外国企业驻华代表机构首席代表、代表等
情况也纳入到规范经商的范畴。

北京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
规定，今年要对规范范围内领导干部报告进
行全员核查，目前，全面核查已经启动。为了
达到应查尽查的效果，北京市已在全市范围
内进行核查，同时，考虑到部分领导干部配偶
不能经商办企业，北京市还委托国家工商总
局对这些干部的配偶在全国范围内经商办企
业的情况进行核查。

北京市自开展这项工作以来，有的领导干
部已自觉主动规范亲属经商行为，有的还督促
亲属注销了注册的公司。

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5 月正
式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广东省领导干部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
(试行)》。规范对象包括广东省党的机关、人
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人民团体、受权行使行政权力的事
业单位中厅级副职(含同级非领导职务)及
以上领导干部和省属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
员。

规定对经商办企业行为界定了 5 种情
形：投资行为 3 种，即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

合伙企业，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在国(境)
外注册公司后回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等情
况；从业行为 2 种，即领导干部配偶受聘担任
私营企业的高级职务，在外商投资企业担任
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等情况。

规定印发后，广东省组织了正式申报，从
严从实、依法依规开展审核甄别。坚持边甄
别、边退出，并针对亲属退出经商办企业活动
和领导干部本人退出现任职务，分别制定《关
于退出经商办企业有关问题的答复》以及《领
导干部选择退出现职工作原则》等，明确操作
依据。在退出经商办企业方面，坚持“过程留
痕、全程监督”。

截至 6 月 22 日，广东省审核甄别工作已
基本完成，需要规范的领导干部全部都作出
了选择，并已进入退出经商办企业或退出现
任职务程序，有的已办完退出手续。广东省委
确定的“今年 6 月底前基本完成，年底前全面
完成”的目标，预计可顺利实现。

重庆市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重庆
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
行为的规定(试行)》。

该规定适用对象分为三类：一是全市党
委、人大、政府、政协、法检机关中副厅局级及
其以上干部(含非领导职务)；二是重庆市人
民团体、依法受权行使行政权力事业单位中
相当于副厅局级及其以上干部(含非领导职

务)；三是国有企业中的市管领导人员，既包
括市委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也包
括市委委托管理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今后在重庆市，市级领导干部的配偶不
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市
经商办企业；市级部门正厅职、区县(自治
县)“四大班子”正职、依法受权行使行政权力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市管正职、市级公检法
班子成员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
其配偶不得在其管辖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
经商办企业，不得在本市从事可能与公共利
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规定适用范
围内的其他领导干部，其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不得在其管辖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经商
办企业，不得在本市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
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此外，领导干部
曾担任领导职务的地区和企业一并实行回
避。

为防止出现“名退实不退”等问题，重庆
市将此项工作纳入巡视工作、述责述廉和民
主生活会内容，并按照每年 20% 的比例进行
抽查。重庆市将严格实施“一方‘退出’”，即存
在不符合规定要求的，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
及其配偶退出经商办企业活动，拒不退出的，
领导干部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
职务。

据悉，重庆市正集中 3 个月时间开展清

理规范工作，坚持从严把握、从细考虑，堵塞
执行漏洞，确保有效清理规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 月制定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规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干部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
行)》。从摸底调查、试点工作到规定出台和实
施过程中，新疆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紧
盯以权谋私、搞利益输送等违纪违法问题，坚
持依纪依规核查处理，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环境。

根据新疆的实际区情，规定体现了从严
从紧和长效监督的特点，在适用对象上，覆盖
了全部副厅级以上干部(含副厅级非领导职
务)；在退出经商办企业行为上，做出“两个不
得”规定：受让方不得为出让方的近亲属，不
得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以明显高于市
场价格出售或转让；在长效监督机制上，对拟
提拔的领导干部，凡是存在家人经商办企业，
没有按要求退出的，不列为拟任人选或者实
行职位限入，建立个人事项年度报告、述职述
廉专章说明和民主生活会明示“三项”管理监
督机制。

自治区还在规范工作中对所有领导干部
填报情况进行查核，确保规范无遗漏，以后每
年对填报家人没有经商办企业情况的 20%
的领导干部进行抽查，加强动态管理。

(记者乌梦达、毛一竹、朱薇、刘兵)

噪北京：按照

省部级干部、局级干

部正职、局级干部副职

三档进行要求，级别

越高，要求越严格

噪广东：组织
了正式申报，从严从
实、依法依规开展审核
甄别。在退出经商办企
业方面，坚持“过程留
痕、全程监督”

噪重庆：正集
中 3 个月时间开展

清理规范工作 ，坚持
从严把握 、从细考虑，
堵塞执行漏洞，确保
有效清理规范

噪新疆：从摸
底调查 、试点工作

到规定出台和实施过
程中，新疆聚焦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紧盯
以权谋私等问题

新华社海南文昌 6 月 22 日电
(李国利、张晓霞、曾涛、陈曦)清晨
六点，文昌龙楼，这个海南岛最东
端的小镇，迎来了属于海南的第一
缕曙光。

我国新建海南文昌航天发射
场内的垂直总装测试大厅内，早
已是一片忙碌。他们所有工作的
中心，是矗立在大厅中央的那枚
庞大而洁白的火箭。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为发射货运飞船而全新研
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也可用
于发射人造卫星等其他航天器。

6 月 22 日上午，中国航天中
型运载火箭的新秀，经历了从天
津港到文昌的 6 天半海上漂泊，
在垂直总装测试厂房“蛰伏”了 1
个月后，终于迎来了“踏上”发射
塔架的日子。

文昌航天发射场拥有 2 座多
射向运载火箭发射塔架，2009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4 年 11 月基本
建成，现已圆满完成长征七号、长
征五号两枚新型运载火箭发射场
合练，具备执行长征七号火箭首
飞任务条件。

测试厂房内的温度，相比前几
日更高了。文昌航天发射场零号指
挥员王光义告诉记者，转运前几
天，他们就逐步调高室内温度，使
其与室外温度基本保持一致，防止
箭体凝露。

8时许，随着测试厂房的大门
徐徐打开，大厅内一片光亮，长征
七号终于沐浴在海南的阳光之下。

“出发！”任务发射场区总指
挥张振中一声令下，承载着长征
七号运载火箭与搭载载荷组合体
的活动发射平台开始启动，在电
机的驱动下缓缓地朝室外行驶。
活动发射平台四周，警戒人员牵
着警戒线，随着平台一道向前移
动。平日里围着火箭忙上忙下，见
到火箭从厂房出来的那一刹，大
家激动得欢呼起来。

火箭发射任务调度工作人员
王璐和同事们一起，手持着国旗
和实验队队旗，不停地挥舞。虽然只是清晨，但日光灼人，王
璐白皙的皮肤已被晒得通红：“再晒再热也值得，作为一名
航天人，能见证我们新一代火箭长征七号驶向发射塔这一
历史时刻，我感到无比骄傲自豪。”

活动发射平台的行驶速度并不快，在直道上不超过每
分钟 30 米。从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到发射塔架，平台要驶过
一段长 2700 米的铁轨。这条宽 20 米的铁轨，还有 4 个 60
度的弯道。

为节省占地面积，最大程度保护热带原生椰林和湿地，
发射场在设计之初，就决定将长征七号火箭和长征五号火
箭共用一个转运轨道。

不一会儿，平台行驶至第一个弯道。要让长 26 米、宽
23 米、重 1800 吨的“大家伙”转弯，可不是件易事。平台开
始减速，火箭头部包裹着卫星，行走起来头重脚轻，必须“小
步”慢行，转弯时速度不能超过每分钟 15 米。

平台操作手王少博紧盯着两边的轮子。在“单轨差速转
弯行走技术”中，控制好左右轮的速度差最为关键。大约 20
分钟，平台顺利拐过第一个弯，紧接着又平稳从第二个弯道
驶过，进入了笔直的共用轨道。

人群当中，有人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上百名身着蓝色
工作服的工作人员，举着红旗，在行驶的平台前合影留念。
两支来自火箭总体设计部门的队伍，组成 30 多人的横队，
慢步跟在长征七号身后。犹如送儿赴沙场，面对着这枚亲手
设计的新一代运载火箭，他们满脸自豪与激动。

转运轨道旁的一湾水塘，倒映着蓝天白云之下的火箭。
微风徐徐，水波荡漾，高耸矗立的火箭在水中摇曳。

记者在现场看到，活动发射平台上，除了长征七号火
箭，还有一座脐带塔。有了这座脐带塔，火箭在厂房测试结
束后，可以在电、液、气均不断开的情况下，直接转运至发射
塔架。这是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采用的垂直总装、垂直测
试、垂直转运和远距离测试发射控制的“新三垂一远”模式。

在加上了防风减压设备之后，长征七号火箭可以抵抗
八级风，同时还可以经受中雨以下的降水。但在转运现场，
依然有 20 多名气象人员一直实时监测气象情况，为火箭转
运保驾护航。

11时许，随着王少博的一次性对中锁定，活动发射平
台精准地停在了发射塔架———“±5 毫米”，是最终的操作误
差，远远高于“±15 毫米”的设计要求。这意味着，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圆满成功。人群里，爆发出阵阵掌声。掌
声经久不息，随阵阵椰风飘向远方，回荡在发射场。

几天后，长征七号将从这里首飞冲天！

长
征
七
号
等
待
点
火
的
那
一
刹

▲ 6 月 22 日，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垂直转运过程中。

新华社记者曾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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