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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岁末年初， 有关流行语的年度盘点都会
应运而生。 不久前， 上海 《咬文嚼字》 杂志、 国
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等单位， 纷纷发布了
各自评估后的年度网络流行语。 综合这三个机构
的发布报告可以看出， 这些在2018年， 被中国大
众， 特别是年轻人所津津乐道的流行语， 不但在
某一方面， 概括了时代的某一重要节点和重要事
件、 重要话题， 还引发了公众对自身在过去的一
年里的怀念之情。

这些流行语有 ： 锦鲤 、 杠精 、 skr、 佛系 、
确认过眼神、官宣、C位、土味情话、皮一下、了解
一下、 内容引起舒适、 冲鸭等。 纵观这些流行
语，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都在某一方面诠释了
当代人的自嘲、 无奈和期许。 这些流行语， 每个
都有各自的成因。 如 “确认过眼神” 出自林俊杰
《醉赤壁》 里的一句歌词， 而后掀起了在互联网
上的一系列造句大赛， 网民们用各种后缀词与之
相互匹配，演化出各种句式。而“内容引起舒适”专
门用来评论那些让人看过之后感觉身心舒畅的帖
子、博文、视频等内容。而使用率极高的“锦鲤”，在
2018年里准确戳中了网民们的内心。 “人生实苦，
但请你足够相信”，似乎动动手指转发一下， 就能
享受被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体验， 让人难以拒绝。

从这些鲜活的流行语可以看出， 公众尤其是
年轻人， 在2018年里都经历了极为不平凡的一
年， 或者是有过的欢乐， 或者是有过的惆怅和烦
恼， 也有过劳累之后的欣慰。

其实， 流行语就是一种大众文化， 它们在今
年流行， 并不代表永远流行， 它们需要汇入汉语
言的宝库中， 接受语言的无情的、 大浪淘沙式的
检阅。 有的因为意味隽永而被纳入到汉语言永久
的语言体系中， 有的会昙花一现， 仅仅是在当年
或者一段时间内流传， 过后就因为时过境迁而销
声匿迹。 不过， 不管它们是流传下去也好， 消失
也罢， 作为一个年份的语言记录， 它们是曾经的
的确确地存在过， 而且流行过。 在一个时间节点
内， 代表着众多网友的心愿。 正如有的专家所指
出的那样， 从语言学价值来看， “官宣 ” “杠
精” “佛系”， 都是汉语中的新结构； “退群”
“巨婴” “锦鲤” “店小二” 虽然是旧词， 但其
流行语义是崭新的； “确认过眼神” “教科书
式” 则都是汉语中的崭新用法。 从社会学价值来
看， “退群” 的流行， 说明民众对国际重大事件
的关注； “锦鲤” 的流行， 反映了新时代民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巨婴” “杠精” 的流行， 反
映了民众的正确价值观， 以及对负面事件与对不
理性行为的反思与批判。

当然， 流行语的走俏， 代表着广大网友的智
慧和心声， 这些流行语， 经过无数人的不断创造
和打磨、 使用， 而变成众多网民的一次次的集体
的语言狂欢，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推进了互
联网文化和汉语言的发展， 成为当代人表达自己
内心真情实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回味这些极富感染力的流行语， 我们欣喜地
看到了时代的巨变， 也看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无限憧憬。

蛋糕店每天送隔夜面包
让环卫工免费领取

在山东惠民县， 一家蛋糕店每天都会将前一
天没卖完的面包放到门口供环卫工人免费领取。
店主称， 该活动已经持续4个月， 只要店还在就
会一直持续。 许多环卫工舍不得吃还带回家， 并
对店主表示感谢。

点评： 总有一些感恩不需要语言， 总有一
些尊重不需要感谢。 祝福每一位善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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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将推日票
24小时不限次

■本期点评 博雅

近日， 在北京市人大代表询问、 政协委员咨
询活动中， 市交通委介绍， 今年北京地铁将告别
单一票制， 推出 “日票”。 乘客可在24小时内不
限次数乘坐轨道交通。 “日票” 将是二维码形
式， 使游客离京前不必再有退卡烦恼。 同时， 北
京公共交通有望逐步实现“一码通”，乘客无论乘
坐公交还是地铁， 只需下载一款APP使用即可。

点评： 北京是个旅游城市， 随着科技的进
步， 便民措施越来越多了。

近日， 成都一医院保洁阿姨穿着轮滑鞋清扫
路面垃圾的视频在网络走红。 保洁公司工作人员
接受采访称， 由于清洁范围大， 穿轮滑鞋能提高
保洁工作效率。 而且这位阿姨还是经过公司轮滑
培训的， 虽然四十多岁了但滑起来得心应手。

点评： 劳动光荣， 只要有利于促进工作的办
法都是好办法。

春节将至， 北京各大公园相亲角又热闹起
来， 除了家长们代 “儿女” 相亲外， 不少年轻人
也来提前 “踩点”， “那边的女孩和我条件一模
一样， 那就是几年后的我， 我先来铺铺路”。

点评： 如此这般像找工作一样看户口看学历
的 “筛选”， 不知道还信不信缘分了？

“最潮”保洁阿姨
穿轮滑清扫垃圾走红

□赵强

北京相亲角爹妈上阵
京户本科为最低门槛

金湖过期疫苗涉及儿童增加
涉事卫生院曾被责令整改

江苏金湖过期脊灰疫苗事件曝光后， 引发当
地家长自查。 1月12日， 有家长反映， 涉嫌过期
的疫苗不只是脊灰疫苗一种， 涉及儿童也超出了
官方宣布的145人， 统计人数仍在增加。 早在事
件曝光前， 涉事卫生院曾多次因存在疫苗更新不
及时、 接种批号、 单位与实际不一致的问题被通
报， 并责令整改。 目前， 当地已成立专门调查
组， 对 “疑似更多疫苗过期” 展开调查。

点评： 依法追究相关当事人和负责人的责
任， 对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应及时向社会公开，
接受群众监督。

回味流行语
憧憬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