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评论│072018年6月2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婵 美编 刘竞zysp116@163.com

今日快评

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应采取
开放而包容的姿态来对待，积
极而有效的措施来保护。

今天我们该如何对待方言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上海小学语文课本近期火了！据媒体报

道，上海二年级第二学期（试用本）上海教育

（沪教版）出版社出版的语文书，第 24课《打碗

碗花》（李天芳著散文）将原文的“外婆”强行

改成“姥姥”，引起诸多网友不满。而此前上

海市教委对类似问题曾回应，称“姥姥”是普

通话语词，而“外婆、外公”属于方言。

“妈妈的妈妈”叫什么？相信很多北方

网友会说，叫“姥姥”，而南方网友会站起来：

明明叫“外婆”！“外婆”是方言？“姥姥”才是

普通话？有人专门查了《现代汉语词典》，发

现该词典 2002 版里，“外婆”一词的解释直接

为“外祖母”，而 2005 版里，“外婆”加上了方

言标注。然而被誉为辞书之祖的《尔雅》中

就有“外王母”，也就是“外婆”的义项，而“姥

姥”一词本身从满语 longlongseme 演变而来，

历史并不长，规模最大的汉语语文工具书

《汉语大词典》中，“姥姥”一词被界定为方

言。《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对此表示，语言

文字学者普遍认为“外婆”和“姥姥”都已属

于通用语范畴，两者都不再是方言。

一个词是不是方言，自有专家来界定，

但是，即便“外婆”真是方言，难道就该被简

单地替换掉？依此逻辑，《外婆的澎湖湾》是

不是也该改成《姥姥的澎湖湾》？《小红帽》里

的狼外婆，得换成“狼姥姥”？湘西外婆菜也

得规范菜名，叫“姥姥菜”？山东籍作家莫

言、河南籍作家刘震云、海派作家王安忆的

小说，洋溢着浓郁的地域特色之美，倘若他

们的作品入选教材，岂不是要改得面目全

非？“外婆”一词众所周知，不是方言尚且被

改，其他相对少见的“正宗”方言又会遭遇怎

样的际遇，真是不得而知。

推广普通话，并不是为了消灭方言。方

言是丰富口头文学的载体，豫剧、黄梅戏、越

剧、粤剧、川剧、沪剧、秦腔……中国的各种

戏曲和曲艺形式大多依赖方言而生存。方

言让人们“记得住乡愁”，是亲情、乡情的维

系纽带，贺知章的名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

音未改鬓毛衰”千古传诵。再则，普通话本

身也是不断发展的，很多方言、外语甚至网

络词汇都在不断融入其中，广东方言“老公”

早已南北通用，“派对”“幽默”更是从英文中

音译过来。我们对待方言，理应采取更开

放、包容的姿态。

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如不加以保护，

许多地方文化将会消失。当前，很多方言面

临式微甚至灭绝的危险，连粤语在广东年青

一代中的使用频率都在降低，正因如此，有

关机构和语言学界更应采取积极而有效的

措施来保护方言。尤其文艺作品的魅力，离

不开创作者所使用与附着的独特语言，擅自

改动，实际是对艺术的一种破坏。语文课本

中出现的方言，完全可以采用注释的方式让

学生知晓，这样既不影响普通话的教学，又

有利于地域方言文化的传播，不能简单一改

了之。据最新消息，上海市教委、上海教育

出版社已就此事致歉，并恢复了原文“外婆”

的称呼。愿我们以此为鉴，给方言以合理的

生存空间。8

打好三大攻坚战
要注意防止三种倾向

三大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跨越的

重大关口，也是各地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要特别注

意防止三种倾向。

要防止“抓瞎”。比如，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的一

项重要任务是防范金融风险，要清楚险在哪儿、有多

少、到了什么程度、怎么稳妥化解，既需要全面深入摸

底调查，更需要有的放矢、积极应对，不能“心中无数”

忽视漠视，更不能虚于应付、盲目乱抓。

要防止“抓虚”。精准脱贫攻坚战贵在精准、难在

精准，最终要让贫困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容不

得半点虚假。五级责任体系，越往下越要实做做实，

开会、发文、督察固然重要，但决不能把这些当作成

绩成效，“两不愁三保障”落不到实处，虚就是虚、做

也白做。

要防止“抓偏”。比如，污染防治攻坚战关乎民生、

关乎永续发展。环境污染根子在经济结构不优、产业

结构不合理，抓环保倒逼结构调整是重大机遇，用好环

保机遇要讲究方式方法，分清轻重缓急、分类施策，否

则老问题解决不了，还会产生新矛盾，“赔了夫人又折

兵”。2 （武韶关）

锐评 画中话

俄罗斯世界杯期间，球迷间流传一句话——“唯世

界杯与小龙虾不可辜负”。也有网友说，炎炎夏日组团

看球，岂能少了冰镇啤酒？但如果开了车的话，啤酒辜

负也就辜负了吧，毕竟，更不宜辜负的，是法律。负了，

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据媒体报道，世界杯开赛 10 天，

郑州市已有 104 名驾驶员因为醉酒驾驶被警方刑事拘

留，信息被警方曝光。另外，仅世界杯开赛一天内，全

国就查处酒驾 1971起、醉驾 234起。

众所周知，足球之所以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前提之

一就是因为有一套复杂而合理的规则，再大牌的足球

运动员也必须守规矩，否则就可能面临点球、黄牌、红

牌等处罚措施。规则之于绿茵场，如同法律之于社会，

而酒后不能开车，就是基本的社会规则。就像足球运

动员抱摔、阻挡、双脚飞铲等暴力行为要受到处罚一

样，酒驾、醉驾危及他人交通安全，司机自然也得“吃

牌”。球场的规则逻辑与现实社会其实是一样的，痴心

于赛事的球迷，怎么可以欣赏着规则的魅力，转头就干

起破坏规则的事情呢？

看球是一大快事，喝酒本为助兴，但狂欢的前提是

守规矩。酒后不开车，开车必被罚，一次酒驾就会错过

整个世界杯，毕竟拘留所里看不了球赛，世界杯可就真

成“世界悲”了。如果实在觉得世界杯、小龙虾和啤酒

缺一不可，不是还有代驾吗？一个电话的事儿，何必搞

到违法犯罪的地步呢？8 （薛世君）

众议

看球虽好，可不要酒驾哦

暑假来临，各种补习班、兴趣班又开始兴起。长沙某地有人在微信群里宣传某补习
班，号称能让孩子“把勺子吸在脸上”“学习课程后可预测未来结婚对象”，12天费用高
达20万元。此类“神功班”能忽悠，利用的是家长的焦虑心态。8 图/王成喜

“刷步神器”刷不出健康身体
□宋潇

近日，一款被称为“暴走小礼物”的刷步

神器在各大电商平台热销，更有商家月销售

量 达 2.5 万 余 台 ，有 的 总 销 售 量 已 达 15 万

台。这种手机刷步器，每摇一小时就能增加

运动步数六七千步左右。（见 6月 25日《北
京青年报》）

伴随微信运动、运动手环等运动计步

APP 的兴起，“今天走了多少步”成了不少人

比拼的新主题。在这群人中，有的是真心在

锻炼，有的则是“蒙混过关”，利用“刷步神

器”之类的物品，或是为了领取奖励，或是为

了相互攀比，如此循环往复，“走步运动”似

乎偏离了健身的初衷。

事实上，利用神器刷步数，早已不是什

么新鲜事。只要在某购物网站上随意搜索

一下，就可以跳出一大堆相似的商品，可问

题在于，这类所谓的“刷步神器”，更像是在

自欺欺人。比如，有人喜欢用摇手机，或者

把计步器绑在小狗、小猫身上等方式刷步

数，目的仅仅是为了占领好友的排行榜。

本来，计步 APP 的初衷，是为了记录不同

人的运动轨迹，再利用排行榜等形式列出排

名，从而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实际运动中来。但

是现在，因为攀比，运动似乎就变味了，有的人

一天可能手机从不离身，每隔几分钟就会点开

微信运动查看自己的排名；有的人仅仅是为了

能够得到朋友点赞，在他们看来，走多少步不

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排第一”。

当然，“刷步神器”之所以热销，还有更

多无奈和功利因素。比如，一些公司或者学

校有锻炼要达标的硬性要求，让不少员工和

学生成了“刷步神器”的买家；一些 APP 推出

的走路步数换红包、领奖品的活动，也刺激

了对“刷步神器”的消费，为了获得相应的福

利，不少人使用其来弥补生活中无法坚持运

动的缺失。

不管消费者使用“刷步神器”的目的是

什么，都不能忽视“身体是自己的”这个前

提。真正的走步运动，需要的是“走心”，而

不是盲目攀比和自我欺骗，因为运动从来都

没有捷径，需要的是毅力和坚持，过程虽然

辛苦，效果却显而易见，最终，你走出来的每

一步，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会成为滋养身

心的“无价之宝”。8

□孙继伟

三门峡市委、市政府认真落实
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立足辖区
实际，尊重市场、遵循规律、遵守规
则，依法打击烟草业假冒伪劣、走私
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烟草市场
经济秩序，促进烟草业升级带动省
产烟转型升级。

领导重视，确保工作有人抓、真
落实。三门峡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多次听取汇报、作出批示，指导推
进转型升级工作。各县（市、区）、各
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密切配合，全力
抓好工作落实。层层动员召开烟草
业转型升级工作会、市场治理工作
会、转型升级运行调度会，传达学习
省政府有关会议、文件精神，部署推
进全市烟草业转型升级工作。各县

（市、区）政府相继召开了烟草业转
型升级工作会议，灵宝市豫灵、朱阳
等还组织召开了乡镇级烟草业转型
升级工作会议，为扎实推进转型升
级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加强领导
强保障。成立了由分管市领导任组
长，市直有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为
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全市烟草业
转型升级工作的领导、协调和督
导。工商部门牵头成立了市场综合
治理工作组，烟草部门联合河南中
烟洛阳卷烟厂组建了市场建设工作
组，全力推进转型升级各项工作。
健全机制促落实。建立工作例会制
度，定期召开调度会，研究解决存在
问题；建立通报制度，及时通报工作
进展情况；建立督查制度，督促有关
部门落实议定事项。专项工作组也
分别建立了联席会议、案件督办、信

息互通、政策研究、案件奖励等工作
机制，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

终端发力，自觉履行商户法定
职责、守好法。三门峡市实施零售
终端“三大提升”工程，实施终端形
象提升工程。全力打造销售专柜、
专区、专版，擦亮黄金叶品牌的形象
展示窗口，完善工商协作培育品牌
网络。先后召开部署协调会 5次，
现场观摩 8次，专项培训 30余次，
集中评价终端 1088户次。立足辖
区实际，从终端示范店优中选优，打
造标杆黄金叶终端示范店50个，更
好地传播合法经营，抵制假冒伪劣
和走私烟、串码烟行为，树立地方和
商户的品牌形象和口碑。全面落实

“十帮”服务，组织开展终端培训、互
动交流、陈列竞赛、驻店营销等活
动，着力解决终端客户轻视陈列出

样、被动式销售等问题。活动参与
商户 5589户次，参与率 63.1%。以
此，培养商户的依法经营理念。注
重发挥零售商户的市场主体作用，
积极引导商户组建自律互助小组，
落实明码标价、明码实价。全市成
立自律互助小组 270个，成员 4362
户，占全市零售户总数的47.6%。

注重宣传，规范烟草市场经济
秩序，促进转型升级。三门峡市注
重加强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宣传。点
面结合，统筹兼顾，以省产烟新品为
主，制定营销策略，提炼产品特色，
强力宣传推介，扩大新品认知，让合
法合规的优质卷烟，对市场全覆盖，
省内、省外卷烟产品公平竞争。去
年至今，利用黄河旅游节、中秋国
庆、天鹅季，利用
招商引资、商务

洽谈、旅游节庆等密集节点，开展宣
传推广，营造三门峡烟草市场合法、
规范的经营环境。通过烟草业转型
升级与发展和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
作的全面深入开展，假冒伪劣、走私
烟、串码烟、商户和部分违法销售行
为得到了遏制，保护了市场。

三门峡烟草业转型升级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对照省委省
政府的要求，对照先进单位的做法，
还有诸多差距，我们将认真学习贯
彻这次会议精神，进一步创新方法、
完善措施，扎实做好烟草业转型和
升级工作，完成好烟草业转型升级
各项目标任务。

（发言人系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落实省烟草转型升级工作会议精神系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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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豫烟雄风 辉煌河南”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各地在行动

安阳市

烟草市场整治措施得力效果明显
□张文书 张新平

今年以来，安阳市烟草市场综
合整治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
于烟草业转型升级的决策部署，健
全完善“政府领导、部门联合、多方
参与、密切协作”的烟草市场综合整
治体系，坚持“四个结合”，即“端窝
点、断源头”与“清市场、腾空间”相
结合、加强日常监管与开展专项行
动相结合、阶段性治理与完善长效
机制相结合、专业执法与社会力量
相结合，措施得力效果明显。

截至目前，安阳市发动各县
（市、区）进一步排查摸底，宣传发动，
加大查处力度，打击制假售假等违
法行为。共组织集中行动443次，出
动执法人员 18727 人次，出动执法
车 辆 3139 台 次 ，检 查 零 售 商 户
31423户次，取缔无证商户 101户。
查获真烟案件950起，其中：无证运

输 23起，无证经营 57起，非法渠道
进货案件698起，假冒卷烟案件172
起。查获烟丝 0.0972吨，查获真品
卷烟 1237.376万支，查获假烟走私
烟 101.42万支。案值 505.99万元、
罚没款合计32.19万元，移送公安机
关案件5起，拘留4人，逮捕6人，缓
刑1人。主要做法是：

强化长期作战意识，杜绝应付
交差思想。烟草产业转型升级是省
委省政府确定的五年期重点工作，
不是权宜之计。安阳市树立了打长
期战的思想准备，绝无私心杂念，不
获全胜，绝不收兵。继续坚持周台
账工作法和周例会制度，压茬推进
工作，不敢有丝毫松懈念想。目前
已召开12次周例会，4次联席会，协
调解决问题9个。

开展四个专项行动，确保实现
三个目标。今年安阳市烟草市场综
合整治工作圈定的重点是，开展“四

个专项行动”，即严厉打击制售假冒
卷烟行为专项执法行动、查处无证
照专项执法行动、快递物流运输行
业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场所重点区
域专项整治行动。通过以上四个专
项行动，卷烟零售商户守法经营率
达 98%以上、持证经营率达 99%以
上、亮证经营率达99%以上；工作机
制有效建立，形成相关部门齐心合
力、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3
月份，组织了暗访检查，共抽查商户
76户，其中汤阴 20户、林州 19户、
安阳县 20户、内黄县 17户，共发现
证照不全经营户 17户，占抽查总数
的22.3％，证照齐全占76.7％。从4
月份起，全市工商系统加大对烟草
广告的巡查力度，重点查看店堂内
是否悬挂烟草广告，对店堂内存在

的烟草广告一律进行清除，严厉杜
绝发布烟草广告和变相烟草广告。
目前已拆除烟草广告27处。

强化政策舆论宣传，营造高压
威慑态势。继续通过报刊、广播、
电视、微信等新闻媒体和发放宣传
单、张贴通告等形式，广泛宣传公
安 110、工商 12315、烟草 12313、
交 通 12328、商 务 12312、质 监
12365、邮政 12305举报电话，畅通
举报渠道;向社会公布制假烟机、
假烟、原辅材料和非法流通卷烟的
举报奖励政策和工作业绩，鼓励、
引导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烟违法
犯罪活动;大力宣传法律法规政
策，曝光典型案例，展示打击涉烟
违法犯罪成果，形成强大舆论声
势，营造高压威慑态势。

依法管理市场 规范市场 保护市场
——省烟草转型升级工作会议三门峡市发言摘要

为进一步维护端午节期间卷烟市场秩序，保持
市场高压态势，为节日卷烟销售保驾护航，6月 15
日，郑州市烟草局西城区分局联合公安机关，对监控
已久的长期从事涉烟违法活动嫌疑人刘某实施收网
行动。在位于郑州市惠济区马庄新农村文化大院的
仓库及停放的车辆上，查获嫌疑人刘某无证运输、非
法存储的黄金叶（硬红旗渠）、利群（新版）、南京（炫
赫门）等 12个品种，共计 1456条违法卷烟，涉案案
值达 17万元，该批卷烟初步鉴定为假冒伪劣卷烟。
嫌疑人刘某无法提供合法的相关证件手续，执法人
员当场将违法卷烟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根据案件前期侦查，当事人刘某长期从外地贩
运违法卷烟至本地销售牟利，严重影响了辖区卷烟
市场正常经营秩序，此案的成功查获对本地涉烟违
法犯罪分子产生了极大震慑。

目前，此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邝军伟）

案例选登

郑州市

查获一起涉烟违法案件

6月 14日，焦作市城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接
群众举报，经过缜密侦查，安排部署，通过高速跟踪，
确定嫌疑车辆，判断其目的地为修武县辖区，并联系
修武县烟草专卖局，修武县局立即组织专卖人员迅
速集结并联合公安部门，在辖区各个高速路口布控，
随时做好收网准备。

14日8时，修武县局联合焦作城区局以及公安部
门，在修武辖区内检查一辆豫H牌照面包车。依法当
场查获赵某无证运输的违法卷烟：黄金叶（硬红旗渠）
350条、黄金叶（硬帝豪）350条、红旗渠（新版银河）
1000 条，共计 3 个品种 1700 条卷烟，案值 10 万余
元。经现场初步鉴定，上述卷烟为真品卷烟。

目前，该案已移交公安机关，当事人赵某已被刑
事拘留，案件进一步侦办之中。 （薛韬）

焦作市

查获无证运输卷烟案件

沈丘县工商、烟草部门联合开展端午节后烟草
市场综合治理工作检查。 丰亚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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