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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6时）
AQI指数 24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内江、遂宁、雅
安、南充、巴中、乐山、绵阳、资阳、
眉山、广安、达州、自贡、泸州、攀
枝花、德阳
良：西昌、广元、宜宾

2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8—78
空气质量等级 优至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
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2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3 第
18165 期开奖结果：302 直选：
3702（184）注，每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0 注，每注奖金 346
元；组选6：5958（436）注，每注奖
金 173 元。（1057 万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5 第
18165期开奖结果：30257 一等
奖：29 注，每注奖金 10 万元。
（2.46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79期：3110100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
场第18077期：13101000133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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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1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
发布会。针对美白宫6月18日发布的
声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如果美方出台所谓的
征税清单，采取扭曲国际贸易的做法，
导致不公平贸易，中方已做好充分准
备，将综合使用包括数量型和质量型
工具在内的各种举措，作出强有力的
回应，坚定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

中美经贸磋商一度取得成果
但美方反复无常

高峰表示，双方一度取得成果，制
定了十分明确的磋商路线图和时间
表。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美方反复
无常，变本加厉，挑起贸易战，中方不
得不作出强有力的回应。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在处理中美经贸争端的过
程中，中方始终从维护中美经贸关系
大局出发，本着积极务实的态度推动
磋商。

在5月19日华盛顿磋商共识的基
础上，双方6月初在北京就农业、能源
领域进行了具体的磋商，受到各界普
遍欢迎。双方原本约定近期就制造业
和服务业进行具体磋商，同时就双边
关注的结构性问题进行具体的磋商。

高峰说，中方认为，双方此前的磋
商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符合双方人
民的利益，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定
节奏，符合世贸组织的原则。“美方习
惯于举着大棒谈判的手段，但这对中
国不管用，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无益
于解决问题。”

无论美方态度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坦然应对

针对中美经贸争端未来如何发展
的提问，高峰表示，美方的反复无常，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无论美方态度
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坦然应对。

高峰在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将按照既定的节奏，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坚定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经济
体系，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中国经济前景光明，发展潜力巨
大，我们对此充满自信。”高峰说。

美政府单边征税措施
引起美国内强烈担忧和普遍反对

高峰说，我们注意到美国内对美
政府单边征税措施的强烈担忧，反对
人数不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希
望美方正视各界呼声，回到正确的轨
道上来。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美政府宣布单边征税措
施后，首先是利益直接相关的美国商
会和行业协会纷纷表态，金融业、农
业、制造业都强烈反对，一些对国际
贸易深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也都发声
反对。近来在美国政界也已经听到
明显的不同声音。国际社会普遍担

忧，强烈反对。
他指出，美方出尔反尔的举动，不

仅使中方和国际社会感到失望，美国
国内也有强烈的反对声音。美方的单
边保护主义措施，最终将损害美国的
企业、工人、农民的利益，损害世界经
济利益，反对的声音将进一步扩大，希
望美方正视各界呼声，回到正确的轨
道上来。

美指责中方窃取知识产权等
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严重歪曲

针对美国白宫 6月 18日声明中
对中国知识产权等问题的指责，高峰
表示，美方指责中方盗窃知识产权、
强制技术转让，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严
重歪曲。

“美国自身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
但总是把别的国家当作自身问题的替
罪羊，对别人横加指责。”高峰在当日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
不少外国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和中
国企业开展了很好的技术合作，这是
典型的市场契约行为，外国企业获得
了众所周知的丰厚回报。美方罔顾这
些基本事实而指责中国，是对产权和
信用意识的否定，对契约精神的否定，
对市场规律的否定。

对于美方近日威胁对华制定2000
亿美元商品征税清单，高峰说，中方的
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美方这是举着
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实施极限施压和讹
诈的做法。

“美方滥用征税手段，在全球各处
挑起贸易战，将严重破坏世界贸易秩
序，损害贸易伙伴利益，同样也会伤及
其本国企业和人民利益，这种行为不
得人心。”他说。

商务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若美出台所谓征税清单
中方将强有力回应

“美方习惯于举着大棒谈判
的手段，但这对中国不管用，
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无益于
解决问题。”

美方的单边保护主义措施，
最终将损害美国的企业、工人、
农民的利益，损害世界经济利益

关 注 1

关 注 2

关 注 3

关 注 4

/相关新闻/
欧盟将从22日起

对自美国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外婆”和“姥姥”含义相同，在生活
中都常常能听到，南方更是以喊“外婆”
居多。很多人不解，教材中为什么要把

“外婆”改成“姥姥”呢？更改作者的原
文，作者本人同意吗？

对此，上海教育出版社于21日晚9
点发出《关于沪教版二年级第二学期语
文教材将“外婆”改为“姥姥”的说明》，
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外婆”改成“姥姥”
或是因为“外婆”是方言？

有网友猜测，第6版《现代汉语词
典》上，“外婆”一词上已标注为“方言”，
而语义为外祖母的“姥姥”一词无此标
注。上海语文教材上把“外婆”改成“姥
姥”，是因为“外婆”是“方言”，“姥姥”是
普通话。此言一出，网友便炸了锅。

那么，网友的这个猜测究竟准确
吗？

查询《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5年出版），在“姥姥”的词条下面，
有这样几种解释：

一是儿童称老年妇女；二是反驳
词；三是用于坚决反对，有“任何人”
的意思；四是指外婆。如此看，外婆
并非方言，解释“姥姥”的时候用到了

“外婆”，可见，外婆是大家都能理解
的通用语，在词典中是不能用方言解

释方言的。
二是，姥姥本来也是方言，或者说，

既是方言，也是普通话。如果说，因为
“外婆”是方言而不能进教材，那么，“姥
姥”也有方言的嫌疑。

这样一看，网友的猜测并不能
成立。

破坏原著的语言风格
不尊重作者，不利于教学

关于“外婆”“姥姥”之争，著名语
言专家钱乃荣告诉媒体：“我觉得没
有必要把‘外婆’改成‘姥姥’”他说，

“姥姥”的“姥”字从古代到近代都是
没有这个字的，是后来才有的。“姥
姥”原来就是北京的方言词，后来吸
收进普通话所以叫“姥姥”。“外婆”这
个词在汉语里用得很广，而且方言词
汇吸收得越多语言就越丰富越生
动。鲁迅、老舍、茅盾、叶圣陶他们的
散文文章里面方言词一直在用的，那
鲁迅的文章放在课文里你改吗？所
以有的是词不必要改的。

另有专家接受央视采访时表
示，《打碗碗花》是一篇散文，文学
的本质就是承载、表达、构建人类
的情感世界，情感离不开个人经
验，离不开个人所使用与附着的独

特语言。语文教科书收录名家名
作，除了让学生学习书面语言的规
范表达之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
育学生的文学素养。如果简单粗
暴地篡改作家的用词遣句，破坏原
著独特的语言风格，这既是对于作
家的不尊重，也与培育学生文学素
养这一目的背道而驰。如果生硬
套用“词典规定”这一标准去衡量，
不知道有多少名家名作会被改得
面目全非。

上海教育出版社：
防止再次出现类似情况

21日晚，上海教育出版社在《关于
沪教版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材将“外
婆”改为“姥姥”的说明》中解释了为何
要将课本上的“外婆”改为“姥姥”。全
文如下：

6 月 20 日，某网络自媒体发表文
章，称沪教版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
课文《打碗碗花》把“外婆”改成了“姥
姥”，引发了网络讨论。我社接到市教
委教研室要求，第一时间进行了全面核
查，基本情况如下。

在沪教版小学阶段的语文教材中，
既有“外婆”的称谓，也有“姥姥”的称
谓，“外婆”的称谓出现了8处，“姥姥”
出现了4处。沪教版小学二年级第二

学期语文教材把“外婆”改成“姥姥”是
为了落实该学段识字教学任务的需
要。“外”“婆”“姥”三个字都是小学二年
级识字教学的基本任务，“外”字安排在
二年级第一学期第4课中，“婆”字安排
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第18课中，“姥”字
安排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第24课中，即
在认读“姥”字前，学生已经认读了“外”

“婆”两字。
关于称谓，尽管“外婆”“姥姥”

没有绝对的地域区分，但通过此事，
我们认识到，语文教材编写除了要
考虑学生识字规律和增强学生对文
化多样性了解外，还要充分考虑地
域文化和语言习惯。我社在今后的
教材编写和修订过程中将予以高度
关注，并防止再次出现类似情况。
后续我社将协助教研部门共同做好
小学二年级语文教学过程的指导，
以准确把握并充分考虑上海地域文
化和用语习惯。

此外，有关网络媒体引用的对“姥
姥”一词使用的答复，与沪教版小学二
年级语文教材无关，是2017年对读者
来信反映本社《寒假生活》中一道英文
翻译题翻译方式的回复。

我社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对教材出
版予以关注，共同为中小学生提供优质
的教育读物。

出版社回应：为学段识字的需要
对此，你怎么看？

上海语文教材引发
“外婆”“姥姥”之争

21日，一则关于“外婆”“姥姥”的争议，引发了网友热议。
有网友爆料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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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成了“姥姥”。还有网友发图称，同一本教材的第6课《马鸣加的新书包》，也
将“外婆”改用了“姥姥”这一表述。

“外婆”改成“姥姥”，你怎么看？

同意，教科书要规范标准用语
反对，这种改变没有意义
无所谓

随手一搜全国各地关于“外婆”、
“姥姥”的称呼，发现各有不同。快来
看看，跟你平时用的称呼一样不？

中国北方称外祖母为“姥姥”。
上海话称外祖母为“外婆”（发音

nga bu ）。
粤语称外祖父母为“公公”、“婆婆”。
闽南语不论是祖父母还是外祖父

母都称“阿公”、“阿嬷”（也可较专一地
称外公、外嬷）。

重庆方言称外祖母为“嘎嘎”，念
一声。

湖北利川方言称外祖父母都叫
“嘎嘎”。一般“大嘎嘎”是指外公，“小
嘎嘎”是指外婆。

湖北武汉方言称外祖母为“嘎嘎”
或“嘎婆”，称外祖父为“嘎公”或“嘎
爹”。

湖南湘西方言，称外祖母为“嘎
嘎”或“嘎婆”。

陕西渭南地区把外祖母称“外
婆”。

本组稿件综合央视、澎湃新闻、人
民日报官方微博、上海教育出版社网
站等

网友
猜测

专家
看法

编者
回应

互动一下

欧盟委员会20日发布公告说，作为
对美国加征钢铝产品关税的反制措施，
欧盟将从本月22日起对自美国进口的
价值28亿欧元的产品加征关税。

欧盟委员会说，本次加征关税的产
品包括美国钢铝产品、农产品等，欧盟加
征关税的做法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当天
表示，美国“单方面、不公平的”决定让
欧盟别无选择。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5月31日宣布，
从6月1日开始对来自欧盟、加拿大和
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 25%和
10%的关税。据欧盟统计，美国钢铝关
税措施对价值约64亿欧元的欧盟出口
产品造成了影响。为实现贸易再平衡，
欧盟将对价值28亿欧元的美国产品立
即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对剩余36亿欧元
的贸易再平衡措施将在日后实施。

印媒称印度决定
对部分美国产品加征关税
据印度媒体21日援引官方消息报

道，印度决定从8月4日起提高部分美
国农产品和钢铁制品的进口关税，以此
报复美国向印度加征钢铝关税。

据报道，印度上周向世贸组织递交
了一份提议对30种美国产品加征关税
的报复清单，涉及鹰嘴豆、扁豆、苹果、梨
等农产品以及螺母、螺栓、铆钉等钢铁制
品。不过，有消息人士称，印度后来又微
调了这一清单。美国此前宣布对印度钢
铝制品分别征收25%和10%关税，对印
度造成约2.41亿美元的关税影响，印度
此次报复举措将对美国产生同等的关
税影响。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网友晒图：教材中的“外婆”改为了“姥姥”。（图据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