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点 网友

网友“老高”：语 言 是 生 活 的 镜

子，网友的语言智慧刷新着汉字的表

现力，也反映着我们社会生活的发展

变化。

网友“蜜三姑”：时光舒卷，岁月

缱绻，网络流行语新陈代谢，风光无

限。它们是网民的口头禅，是纷繁的

时代表情，也是窥测世相的聚光灯。

网友“机械猫”：不管网络流行语

流行多久，生命力是否顽强，总有一句

不经意间敲打我们的心灵。和其光，

同其尘，在流转中感受不期而遇的温

暖。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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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电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
与研究中心2日发布“2019年度十大网
络用语”，它们分别是“不忘初心”“道路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柠檬精”“好嗨
哟”“是个狼人”“雨女无瓜”“硬核”

“996”“14亿护旗手”和“断舍离”。
2019年，中国互联网用户突破 8.5

亿，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浏览信息、表
达自我的主要渠道之一。网络流行语
是语言系统对现实社会迅速、直接的反
映，是反映社会文化的符号，不仅代表
着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而
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社会文化环
境的变化。今年的网络流行语中，褒义
词占绝大多数，大多充满幽默感，彰显

着人们更加积极的心态与更加轻松、向
上的活力。

专家表示，网络用语的来源及成因
多种多样，但这些词语都具有感染力
强、易于传播使用的特点。

“2019年十大网络用语”是基于国
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网络媒体部
分），采用“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
以人工后期微调为辅”的方式提取获得
的。监测语料库包含了代表性网络论
坛、网络新闻、博客等不同媒体形式的
海量年度语言资源，用数据反映了年度
流行网络用语的使用情况。其中，本次
发布所涉及的网络论坛部分的数据就
超过40万个帖子，字符数超过5亿。

新华社北京 12月 2日电（记者 朱超 成
欣）记者2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伟大历
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自9月 23日开展以来，受
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观展人数连创新高。截
至 12月 2日，现场参观人数突破 200万人次，
网上展馆点击量突破1亿次。

当日，北京初雪后气温回升，天气格外晴
朗。北京展览馆南门，等待入场的观展者排起
长队，其中既有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也有许多从全国各地自发前来的民众。

这次成就展以“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主题，

通过“时光隧道”的布展方式，展示了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新中国从建国到现在 70年的发
展脉络，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唤起记忆深处的
共鸣。

来自湖南的余先生在1978年展区对记者
说，整个展览全景展示了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
每个部分都让人心潮澎湃；但作为改革开放的
同龄人，自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有着别样
的情节。

“自豪”“振奋”是众多观展者的心情。他
们在现场留言簿上纷纷留言表示，在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下，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作为中
华儿女深感激动、自豪和骄傲，要将其中蕴含
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代代相传。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由国家发展
改革委会同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北京市委联合举办。观众除了到现场参观
展览，还可以点击网上展馆（guoqing70.cctv.
com），足不出户观看永不落幕的线上展览。

新加坡华侨林女士就通过网络平台获得
了漫游式的观展体验。“网上展馆简单便捷，但
观展效果不打折扣，方便了我们这些没有办法
去现场的观众。”林女士说，“这几年每次回老
家厦门，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越来越国际化、
现代化，生活越来越便捷。祖国的繁荣昌盛，
就是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中国人最坚实的底
气。”

按照计划，成就展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闭展。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本报通讯员 张巧娟

11 月 30 日 8 时
40 分，一手 Video 首
发相关报道，人民网、
新华网、网易新闻等多
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
报道。截至 12 月 2 日
16 时，视频播放量达
382万次。

传播数据：

382 万

女教师坚守深山30年
照亮孩子求学路

11 月 27 日 12 时
51分，天天正能量首发
相关报道，人民网、大河
报、凤凰网等多家媒体
微博转发相关报道，截
至 12 月 2 日 16 时，视
频播放量达72万次。

传播数据：

72 万

医护人员用写字条帮助
聋哑产妇分娩

融媒工作室 出品

舆情暖焦点

感谢有您在身边

新闻事件：11 月 22 日，在周口妇产医院
产房内，有一位特殊的产妇，小焦是一位聋哑
人，医生为帮助其分娩，采用写字和打手势的
方式沟通，写了满满一页纸。最终，小焦成功
产下一名女婴。考虑其家庭情况，医院还全
免了费用。

新闻事件：汝阳县王坪乡柳树村小学石梯
教学点，51 岁的女教师贾枝在此坚守了 30
年。如今教学点只有 9名学生，全部课程都由
她来教。在有机会调离大山时，她却选择留
下。

高校食堂给座位“穿衣”
让学生温暖过冬

11月 27 日 8 时 30
分，一手 Video 首发相
关报道，新浪河南、腾讯
新闻等多家媒体微博转
发相关报道，截至 12月
2 日 16 时，视频播放量
达84万次。

传播数据：

84 万

新闻事件：11 月 26 日，随着天气越来越
冷，新乡医学院二餐厅一楼的 900个铁皮座位

“穿”上了“棉衣”，绿色、棕色、粉色等坐垫为餐
厅增添了缤纷的色彩。餐厅这一人性化的举
措，赢得了众多学生点赞。

小男孩等车时写作业
暖心小姐姐送上照明灯

11 月 29 日 15 时
52分，时间视频首发相
关报道，新浪河南、网易
新闻、大河报等多家媒
体微博转发相关报道，
截至 12 月 2 日 16 时，
视 频 播 放 量 达 66 万
次。③5

传播数据：

66 万

新闻事件：11月 27日 17点 20分左右，郑
州快速公交通站路十里铺站的站台上，一男孩
趴在椅子上。当班站务长帖羽上前查看发现，
小男孩是在写作业。帖羽立刻跑到工作间，将
应急照明灯拿出来放在孩子写作业椅子旁边。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杨

12 月 1日，郑州正式进入“生活垃圾分类
时代”。市民对垃圾分类了解多少？垃圾分类
难吗？大家又有什么建议？在正式实施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的首日，记者走上街头进行了采
访。

根据《郑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
法》，郑州市生活垃圾采取厨余垃圾、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分类法，并对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责任、运输和处置、法律责任等作
出明确规定，不按要求投放垃圾，将对单位处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50
元罚款。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市民普遍认为垃圾分类
工作非常有必要。“这是一种趋势，有助于保护环
境。”“垃圾分类不仅有利于环
保，也有利于清洁人员工作。”

“它既利国利民，对我们下一
代也非常有益处”……

还有哪些“有趣有料”
的回答？赶紧扫码看视频
吧！③6

生活垃圾分类来了
郑州市民怎么说

扫码看精彩视频

一种生活态度，意思是
把那些不必需、不合
适、过时的东西统统断
绝、舍弃，并切断对它
们的眷恋，“断舍离”之
后才能过简单清爽的
生活。

意思是不忘记最初的心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其实，每个人都有一
颗初心的种子，都应当寻找初心、牢记初心、保持初心，为实现
自己的小目标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国梦添砖加瓦。

此语的流行源于电影
《流浪地球》中反复使
用的一句台词，后被多
地交警用作交通安全
宣传语。网友仿照该
句式创造出“××千万
条，××第一条”的多
种用法，使这一网络用
语得到了更广泛的使
用和传播。

字面意思是柠檬成精，指很
喜欢酸别人，嫉妒别人。现
多用于自嘲式地表达对他
人从外貌到内在、从物质生
活到情感生活的多重羡慕。

来源于同名网络歌曲，经过短视频达人改编
并配合十分魔性的表演，引得许多人模仿，用
于表达很高兴和兴奋的状态。

由“是个狠人”演变而来的，意思
是“比狠人再狠‘一点’”。通常用
来调侃某人做事不按常理出牌，
却又能取得奇效，给人一种出乎
意料的很厉害的感觉。

“与你无关”的谐音，是一
种普通话不标准、带有方
言腔的表达。这种表达看
起来高冷神秘，有点让人
摸不着头脑，再加上表情
包显得十分逗趣，通常用
于回怼或调侃别人。

该词最早指说唱音乐的
一种形式，被认为更具
有力量感。后引申为
“核心部分、中坚分子”，
有厉害、霸气之义。如
硬核技术指很关键、很
核心的技术；说某人很
硬核可以指对方很强
硬、很彪悍。

指工作时间从每天早上9点
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
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
行的加班文化。但崇尚奋
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
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
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
高效率也是奋斗。

面对有暴徒在香港把国旗
丢进海中的暴行，央视新闻
当天发布微博话题“五星红
旗有 14亿护旗手”并置顶，
网友们纷纷留言、转发，表
达热爱祖国、护卫国旗的真
挚感情。

20192019十
大网络用语

十大网络用语

网络用语的来源及成因多种多样，但这
些词语都具有感染力强、易于传播使用的特
点。新中国已走过 70年的辉煌历程，展望
未来，更要积极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努
力攻克“硬核”技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做
好“14亿护旗手”的一员。国家基础设施建
设成就令世人瞩目，路网的延伸极大便利了
人们的生活，新手开新车上新路难免感觉

“好嗨哟”，但千万别忘记“道路千万条，安全
第一条”，切莫认为“雨女无瓜”。人民群众
的物质生活大为丰富，面对“甜蜜的负担”，
那些用减法代替加法，过上“断舍离”式简单
生活的人真“是个狼人”。互联网行业发展
日新月异，行业高薪酬让很多人成为“柠檬
精”，但“996”的工作时间安排难免成为大家
吐槽的对象。透过这十个流行网络用语，一
幅鲜活生动的网民生活“百态图”跃然纸上。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参观人次创新高

现场200万 网上1亿
截至12月2日

●现场参观人数突破 200万人次
●网上展馆点击量突破 1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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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14亿护旗手”入

选，受网友热捧

海外侨胞在成就展上参观。海外侨胞参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模型。观众参观1977年高考的还原场景。

（图/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观众在参观“东方红”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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