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年底评出一年一度的“十大流
行语”是《咬文嚼字》编辑部的惯例。12
月 2 日下午，《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
2019年“十大流行语”。文明互鉴、区块
链、硬核、融梗、“××千万条，××第一
条”、柠檬精、996、我太难/南了、“我不要
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霸凌主义，入选年
度流行语榜单。

“今年是流行语的‘小年’。”《咬文嚼
字》主编黄安靖这样评价2019年度流行
语，“除了政经类，全社会流行的‘全民流
行语’极为少见。流行语的‘区块化’态
势十分明显。”

流行语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从
中可以窥见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就历
年评选来看，受交流工具、网民素质提升
等影响，流行语一直有大小年之分。今
年的流行语呈现出“区块化”特征，不同
的年龄层次，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
会群体，有不同的流行语。黄安靖举例，
在《咬文嚼字》编辑部，年龄比较大的关
注“政经类”，80后、90后关注情感类、生
活类，“‘话语体系’不一样，流行的词汇
也就不一样。”

来看看上榜的“十大流行语”：

一、文明互鉴

互鉴，即相互借鉴；文明互鉴，即世
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加强交流，相互借
鉴。2014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主席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五年来，习主席在一系列重大场合
阐述“文明交流互鉴”主张，其内涵不断
丰富，影响不断扩大。

2019 年 5 月 15 日，习主席在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再次强调，“文明因
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
展”，引起全球共鸣。“文明互鉴”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是增进各
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文明互
鉴”已成为全球“热词”，在国际、国内媒
体上广为传播。

二、区块链

区块链是一个信息技术领域的术语。
从本质上讲，它是一个共享数据库，存储于
其中的数据或信息，具有“不可伪造”“全程
留痕”“可以追溯”“公开透明”“集体维护”
等特征。基于这些特征，区块链技术奠定
了坚实的“信任”基础，创造了可靠的“合
作”机制，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

2019 年 1 月 10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发布《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2019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央政治局
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
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
业创新发展”。“区块链”已走进大众视
野，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

三、硬核

硬核，译自英语“hardcore”，原指一
种力量感强、节奏激烈的说唱音乐风
格。后来引申指“面向核心受众，有一定
难度和欣赏门槛的事物”，如“硬核游戏”

（hardcore game）即指玩起来非常
有难度的游戏。

近年来，其含义进一步引申，
人们常用“硬核”形容“很厉害”“很
彪悍”“很刚硬”，如“硬核规定”“硬
核妈妈”“硬核玩家”“硬核人生”等
等。今年年初，电影《流浪地球》的
热映引发了一场对“硬核科幻”的
讨论，“硬核”的热度进一步增高。

四、融梗

梗，来源于“哏”，本指艺术作
品中的笑点，也指故事的情节、片
段及创意等。融梗，即把别人精彩
的创意融合进自己的作品中。近年
来，因多部文艺作品涉嫌“抄袭”，网
络上出现过好几次针对“融梗”定性
的集体讨论。但到底是“合理借鉴”
还是“违法抄袭”，二者的“边界”到
底在哪，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今年10月底，热播影片《少年
的你》的原小说被爆料“融梗”日本
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多部作
品，网友议论纷纷。易中天在微博
上发文点评，认为“除非极个别的
天才，很少有作家能够做到绝不借
鉴，关键在于是笨拙地模仿甚至直
接 抄 袭 ，还 是 创 造 性 地 用 人 如
己”。“融梗”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五、××千万条，××第一条

2019 年春节上映的科幻电影
《流浪地球》，受到普遍好评，国内
外影迷纷纷叫好。在影片中反复
出现的行车安全提示语“道路千万
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
人两行泪”，一下流传开来。

这句“安全守则”并不合辙押
韵，读起来甚至还有点拗口；但贴
近现实，能唤起人们的安全意识，
在人们心中产生了共鸣。随后，使
用范围扩大，衍生出了新的造句格
式“××千万条，××第一条”，如

“健康千万条，睡眠第一条”“护肤
千万条，科学第一条”“祝福千万
条，健康第一条”等等。此格式同
样在社会上广为传播。

六、柠檬精

柠檬精的字面意思是“柠檬成精”。
柠檬味酸，与嫉妒他人时“心中酸溜溜”
的感觉相合。因此“柠檬精”最初用在他
人身上，是用来嘲讽他人的，其含义与

“嫉妒”类似。
近来，它的贬义色彩在不断淡化，有

时也用在自己身上，即用于自嘲，表达对
他人或外貌或才华，或物质条件或情感

生活等各方面的羡慕。“我柠檬精了”就
相当于“我羡慕了”。有时也说成“我柠
檬了”，或“我酸了”，表达的都是同样的
意思。还出现了“酸甜柠檬精”的说法，
多用来形容被别人的浪漫爱情甜到又不
禁产生羡慕的“酸”意的复杂心情。

七、996

“996”指一种工作制度：早上 9 点上
班，晚上 9 点下班，每周工作 6 天。这种
工作制度常出现在互联网等高科技公
司。2019年3月，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们
在网络上公开抵制“996”工作制。

八、我太难/南了

“我太难了”出自“快手”视频网站上
的一个“土味视频”。视频配了一曲忧伤
的音乐，主播眉头紧锁，眼神空洞，一边说
着“我太难了，老铁，最近压力很大”，一边
欲哭无泪地用双手紧紧扶住额头。该视
频发布后，“我太难了”立即引爆网络。

随后，网络上还出现了以“我太难
了”为主题的表情包，为了好玩有趣，用
麻将牌中的“南风”代“难”。也有人据此
把话说成“我太南了”。“我太难/南了”的
流行，是普通网民希望释放生活压力的
心理表现。

九、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出自
2019年暑期热播的综艺节目《中餐厅》第三季
的嘉宾黄晓明之口。在节目中，作为“店长”的
黄晓明以自我为中心，在有关餐厅菜式、采购
等事情上，常常不顾及其他人的意见，将盲目
自信及独断专行表现得淋漓尽致。

黄晓明在节目中的“经典”台词“我
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这事不需要
讨论”“听我的，我说了算”等等，迅即在
网上流传开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
觉得”的流行，反映了人们对霸道、蛮横
人格的嘲笑和反感。

十、霸凌主义

霸凌，音译自英语“bully”，指横行霸
道、恃强凌弱。霸凌主义，指用“霸凌”的方
式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美国在处理国
际事务时，丝毫不顾及国际关系准则，丝毫
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合理要求，频繁挥舞制
裁和关税大棒，动辄施压别国，粗暴干涉他
国事务。并且连伪装和说辞也不要了，赤
裸裸地宣称“美国优先”，要全世界维护美
国的利益，为美国买单，给美国让利。

一意孤行，屡屡挑起事端，并“诚实”
地承认军队滞留中东是为了石油。“霸凌
主义”是一个国际热词，引起了世界各国
人民的关注。美国的霸凌主义思维和行
径，给全球带来巨大危害。

综合人民日报客户端、澎湃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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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提供良好平台/
数交会让新华文轩
与拼多多强强联手

“2019成都国际数字版权交易博
览会”由国家版权局、中国版权协会
指导，四川省版权局、成都市版权局
支持，四川省版权协会、成都市广播
电视台主办。本届数交会核心聚焦

“权威发布、精品展示、思想交锋、版
权交易”，吸引汇聚上下游产业资源、
项目和企业，实现文创、版权、网络视
听、游戏、音乐等数字版权产业在成
都的汇聚落地发展，提供一个全行业
集作品展示、评选、评估、交易、交流、
研究于一体的大型多功能综合服务
体，创新构建对标国际、推动全国版
权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交易交流
平台。

根据协议，拼多多将与新华文轩
建立长效沟通机制，开辟版权保护绿
色通道，共同探索线上图书发行、销售
的新方法和新模式，严厉打击各种盗
版侵权的图书销售行为，推动出版行
业健康发展。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
认为，成都数交会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让拼多多可以与新华文轩强强联手，
此次战略签约也体现了拼多多在版权
保护方面的坚定决心和态度。

新华文轩于2005年由四川新华
发行集团主发起成立，是中国文化体
制改革的首批成果单位之一，也是国
内出版传媒行业首家“A+H”上市企
业。公司以出版传媒为主业，涉及图
书出版、报刊传媒、门店经营、教育服
务等诸多领域。

拼多多创立于2015年9月，是中
国新兴的移动电商平台，致力于为最
广大用户提供物有所值的商品和有趣
互动的购物体验。截至2019年9月
底，平台已拥有年活跃买家5.36亿，
年交易额达8402亿元。从包括买家
数在内的多个角度评判，拼多多目前
已跻身中国第二大电商平台。

2018年 11月，在国家版权局的
指导下，拼多多与国内两大反盗版联
盟——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少儿
出版反盗版联盟签约合作，为两大反

盗版联盟的72家成员单位建立版权
保护绿色通道，共同打击侵权盗版图
书。今年11月18日，通过国家版权
局协调指导，拼多多又与中国出版协
会正式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合作
机制，协助处理盗版侵权行为和促进
电商图书销售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共同推动出版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拼多多达达：/
知识产权保护

是未来平台建设重中之重

12月2日下午，拼多多联合创始
人达达在数交会主论坛上介绍，除了
对外强强联合、携手出击，拼多多对内
也形成了一套强而有力的“1+2+3”治
理机制：“1”是平台设立了一个包含
法务部、产品部、技术部等多个部门在
内的网络版权治理专项工作组，随时
清理和处置盗版侵权的违法违规商
品；“2”是“人防+技防”两种治理手
段，通过人工审核和技术拦截的方式，
管控盗版侵权等违法违规商品信息；

“3”是打击侵权商品销售行为的前、

中、后三重保障，从售前、售中，到售
后，全方位保障著作权人和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拼多多严打盗版侵权的一系列举
措，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今年8
月份，平台协助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
警方破获了一起销售假冒著名作家路
遥《平凡的世界》、日本作家东野圭吾
《解忧杂货铺》等畅销书案件，在北京
朝阳区某图书批发市场抓获犯罪嫌疑
人唐某等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拼多多《2018拼多多消费者权益
保护年报》显示，2018全年，通过严密
的大数据风控系统与人工巡检，平台
主动关闭了超过6万家涉嫌违法违规
店铺，前置拦截近3000万条侵权及违
规链接。

达达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将
是未来平台建设的重中之重。平台将
在现有合作和技术手段的基础上，不
断强化版权管理手段，持续提高网络
版权保护力度，以保护著作权人和消
费者权益为核心，全力打击网络上的
盗版侵权行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婷

新华文轩与拼多多签署版权保护协议
合力构建打击盗版侵权新模式

12月2日，“2019成都国际数字版权交易博览会”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开幕式上，在国家版权局、中国版权协会的协调指导下，多个数字版权
产业重点项目签约，其中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电商平台拼多多签
署版权保护协议备受关注，双方将在知识产权保护、线上图书销售等领域合作，联
手打击出版行业的盗版侵权行为。

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在博览会主论坛发表版权保护相关的演讲。
近日，美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一意孤

行，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
法。这一霸权行径，严重干预香港事务，严
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再度暴露破坏香港繁荣稳
定、破坏“一国两制”、阻挠中国人民实现伟
大复兴的险恶用心。

根据国内法实施所谓“长臂管辖”，以
谋取一己之私，是美式霸权的惯用伎俩。
对于美国一些反华政治势力来说，香港乱
局就是他们的一个拙劣的“作品”。今年以
来，从美国高官和国会高层陆续会见香港
反对派势力和“港独”分子，到美国一些政
客不断就香港违法暴力活动发表颠倒黑
白、混淆是非的谬论，再到美国国会处心积
虑推动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通过并
签署，美方一步步撕下了打着“人权”和“民
主”的幌子行使霸权主义的伪善面具，将其
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暴露无遗。

修例风波以来，香港极端激进分子的
暴力活动愈演愈烈，甚至残害普通市民，毫
无行为底线、人性道德、法律戒惧。世人的
眼睛是雪亮的，违法暴力活动在香港不断
升级，与美方插手香港事务、煽动暴力活
动、进行策划组织等所作所为密切相关。
大量事实证明，美方就是搞乱香港的最大
黑手。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
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和势力都无权干
预。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

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居民享有前所
未有的民主权利，依法充分享受各种自
由。然而，美国涉港法案全然无视客观事
实，全然无视香港居民的福祉，把香港暴力
分子的违法犯罪行径粉饰为追求“人权”与

“民主”，公然为反中乱港的极端势力和暴
力分子撑腰打气，极力破坏香港的法治和
繁荣稳定。美方这一系列恶劣行径，不仅
是和700多万香港市民作对，和14亿中国
人民作对，也是和世界公义、国际基本准则
作对。

正义不可战胜，公道自在人心。美方
涉港法案违反公理，充斥强盗逻辑，只会让
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
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只会让
中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更加有
力有效地应对风险挑战。美方企图打“香
港牌”遏制中国发展，是打错了算盘、高估
了自己，更低估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遭
到失败。

香港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掌握在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手中。面对前进道
路上的风雨坎坷，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
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美
方倒行逆施必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全体中国人民的迎头痛击，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步伐！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中国暂停审批
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

同时对支持反中乱港分子的美非
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
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
休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
会”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
府组织实施制裁。

华春莹说，日前，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
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
成法，这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就此表明坚
决态度。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
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
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
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

“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
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中方
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任何插手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
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稳定繁
荣，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有记者问：中方为何对美国有关非政
府组织进行制裁？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
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
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
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
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必
须付出应有代价。

新华社评论员：

美方乱港制华的图谋注定失败

“雨女无瓜”落选表示不服？
《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

解析评选标准

2019年十大流行语揭晓后，
有网友称，评选上的一些词或句
子“很硬核”，但“盘”、“咱也不知
道，咱也不敢问”、“雨女无瓜”、

“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些为什么没
有评上？“雨女无瓜”第一个表示
不服。

12月2日，《咬文嚼字》主编黄
安靖给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发来了他对2019年十大流行语的
解析。

谈到2019年十大流行语的
评选标准，黄安靖提到，还是坚持
了一贯的评选标准，考虑所选条目
的“社会学价值”及“语言学价值”，
具体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反映时代特征。
流行语是时代的“脚印”，是

时代在语言中留下的“痕迹”。反
映时代特征，一直是我们评选年
度流行语的标准。今年入选的

“文明互鉴”“区块链”“××千万
条，××第一条”“996”“我不要你
觉得，我要我觉得”等等，年度特
征无不明显。

“打卡”最初一直在榜单上，
最后落选就是因为它“太旧”了，
没有今年的年度特点。“快闪”“逆
生长”“脱粉”等，也是这种情况。

2、弘扬正能量。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符号，是

社会价值观的直接反映。评选流
行语，不仅是在向社会推荐一个
语词也是在向社会推广语词所反
映的价值观。《咬文嚼字》评选年
度流行语，一直将“弘扬社会正能
量”当成核心标准。今年入选的

“文明互鉴”“区块链”“××千万
条，××第一条”等，就明显体现
了这一点。“996”“我不要你觉
得，我要我觉得”“霸凌主义”等等
的流行，其实反映了人们对不合
理现象的批评态度，这是从另外
一个角度弘扬正能量。

3、引导语文生活。
评选流行语，选的是优雅、美

丽的语言符号，我们一直坚持把
结构、含义、用法上是否有“创新”
作为评选流行语的重要标准。今
年入选的词条都体现了这一特
点。还有许多条目的流行度很
高，由于不符合这一标准落选
了。比如“盘”“咱也不知道，咱也
不敢问”“与你无瓜”“夸夸群”“可/
我可以”“知否知否”“爱的魔力转
圈圈”“阿伟我死了”等等，都是因
为语言上的“创新”不够而落选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

从“柠檬精”到“我太难了”
《咬文嚼字》公布2019年十大流行语

网友评价：很“硬核”

□漫画 高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