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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公 安 机 关 开 展
APP 违法采集个人信息集
中整治，下架整改 100 款违
法违规 APP。2019 年，由于
违法违规采集个人信息而
被查处的APP达到683款。

无论是电信诈骗，还是
近来被人议论纷纷的广告

“精准投放”，都源自个人信
息的泄露。而对于执法部
门来说，在人工智能技术愈
发精进的背景下，保护个人
信息势在必行。

一方面，从整个社会来
讲，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大。
个人信息也会被别有用心
的人利用，无数电信诈骗的
惨剧都是因为罪犯掌握了
受害者的近况，然后针对一
个人的近况和心理因素设
置骗局，引人入瓮。随着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法分
子会通过隐私信息去分析
一个人的性格、取向、爱好
进而行骗。在近年中引发轩
然大波的“剑桥分析事件”
中，这样一家进行资料勘探
的公司，通过对5000万用户
的隐私分析精准投放选举
广告，竟然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英国脱欧公投”和美
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另一方面，人们对隐私
泄露的反感和恐惧日益增
加。面对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公众对电信诈骗以及个
人信息泄露更加恐惧。试
想，只要几秒钟，人工智能
就可以了解到你所有的好
恶，而你接下来所看到的东
西都被提前决定好了。你
以为你是自己选择要买这
件衣服，但实际上是人工智
能把这件衣服展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因为它
知道你无法克制自己购买的欲望；你以为是你
自己决定要去一个城市旅游，但实际上是人工
智能把这个地方推荐到你的搜索列表中，因为
它知道你喜欢这个城市。人们希望做出自主
的选择，失去这种选择会让人恐惧。

如今，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的背景，个人
信息的利用价值越来越大，无数不法商家和
犯罪分子都蠢蠢欲动。所以执法部门更要坚
持以打促管、以打促建，持续深入推进违法
违规采集使用个人信息的集中整治。只有全
力铲除个人信息“黑灰产”乱象 （直接触犯
法律和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行为），才能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呈现中国脉动的聚光灯

入选年度榜单的流行语大致可分两类：
一类是政治经济热点现象的关键词，一类是
网络流行文化的热点词。既精炼地呈现出时
代脉动和社会纹理，又形象地描画了中国网
民表情及生活状态。

2019年，中国网民的视野更加广阔，公
共话题、宏大叙事频繁进入网络语言体系，
反映网民对于国家公共议题的强烈关注。跟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相关的年度热词有“阿
中”（对中国的爱称、昵称）、“14 亿护旗
手”等，饱含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浓浓深情。
2019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热词“不忘初
心”让人看到了中国网民积极参与国家建设
的正能量。今年的流行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国内外时事动态，“霸凌主义”与中美
贸易摩擦相关，“文明互鉴”则表达了中国
人对国际交流和沟通的美好期许。另外，中
央确定“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
重要突破口”，也让“区块链”成为人们关
注的年度热词。

“这些网络流行词具有浓厚的时代气
息，从小尺度盘点公共事件，有利于留存群
体记忆。”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王炎龙看来，流行语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
一种社会现象，其中既有个人表达，也有宏
大叙事。它是一面镜子，可以映射世间百
态、百姓心态；也是社会观察哨，可以镌记
时代发展，洞察社会趋势。

透视社会生活的多棱镜

“我对‘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这
条流行语有直接体会，看电影 《流浪地球》
后会禁不住地传播，其实体现了人们对交通

安全等核心要素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教授陈前瑞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
一条”句式简洁、表意清晰、利于记忆，在
走红后还掀起全民造句的热潮，网民延伸出
诸如“工作千万条，靠谱第一条”“祝福千
万条，健康第一条”“法律千万条，守法第
一条”等充满正向价值引导的语句。

今年的年度流行语也反映了与社会热点
事件相关的现实问题。“996”作为一种工作
制度 （早上 9 时上班，晚上 9 时下班，每星
期工作6天），源自一些互联网企业员工对繁
重工作压力的吐槽，其中涉及的企业用人伦
理、劳动者合法权益等问题曾引发广泛深入
的探讨。陈前瑞认为，“996”这一热词体现
了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人们对工作与休息有
更加平衡的认识。

此外，由于个别文艺作品涉嫌抄袭，今年
网络上多次出现针对“融梗”问题（把别人精
彩的创意融合进自己的作品中）的讨论，究竟
是“合理借鉴”还是“违法抄袭”，至今未有定
论，“融梗”这一年度热词或可引发人们对版
权保护与内容创作规范的重视。

聚合网民情绪的晴雨表

2019年中国互联网持续发展，尤其是社
交媒体形式的不断更新，为网络流行语的创
造、传播提供了平台，由此勾勒出更加丰富
多彩的中国网民情绪图谱。南京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副院长胡翼青认为，多数网络流行语
来自社交媒体上的交流用语，与 UGC （用
户生成内容） 生产有密切关联，“种草带
货”等年末火起来的流行语，体现出网络直
播、短视频等平台媒体在中国人生活中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面对学业、事业及生活
的压力，中国网民喜欢用轻松、幽默、自
嘲、调侃、吐槽的方式表达内心情绪，以此
达到缓解压力、释放紧张情绪、寻找身份认

同等效果。
比如同时入选 3 个年度流行语榜单的

“柠檬精”一词可酸可甜，既能表达羡慕又
兼具嫉妒情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匡文波介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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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
用来嘲讽他人嫉妒心理的。但近来它的贬义
色彩不断淡化，“我柠檬了”“我酸了”也用
于自嘲，表达对他人外貌、才华、物质条件
及 情 感 生 活 等 方 面 的 羡 慕 。 此 外 “ 盘 它

（他） ”一词也褒贬两用，既表达对某人某
物的喜爱，又有战胜竞争对手或怼人之意。

胡翼青认为，表达情绪的网络流行语是
对当下生活状态和内心情绪的一种调侃，这
种调侃在公众心目中有相当大的共鸣。“我
太南 （难） 了”是不少人 2019 年的口头禅，

契合了想要释放生活压力的心声。“咱也不
知道，咱也不敢问”表达了无奈和调侃的心
情。“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把不顾
他人意见、盲目自信及独断专行的神态表达
得淋漓尽致，反映出人们对霸道、蛮横人格
的嘲笑和反感。而“雨你无瓜”（与你无
关）、“是个狼人”，则把情绪化作表情图
像，这种轻松诙谐的吐槽，让显得有些冒犯
的“别多管闲事”“你真狠”变得柔软生
动，既起到建构良性舆论空间的作用，又不
失网络文化的趣味性。此外，2019年还出现
了一些表达网民自信乐观态度的热词，比如

“硬核”（强硬彪悍）、“上头”（表达某人某
事让人冲动惊讶）、“好嗨哟”（兴奋） 等
等。在王炎龙看来，这些网络流行语之所以
流行，是因为同时具备日常化、情绪化、趣
味性、群体性等特点。

云中漫笔云中漫笔

精炼呈现时代脉动和社会发展趋势

年度网络热词见证生活百态
海外网 李雪钦

精炼呈现时代脉动和社会发展趋势

年度网络热词见证生活百态
海外网 李雪钦

网络流行语在一定程度上是时代表情的晴雨表，是纷繁世相的聚光灯，是社会文化的多棱镜。近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

研究中心、《咬文嚼字》、《语言文字周报》 分别公布年度流行语榜单。3个榜单中一致的有3条：“X千万条，Y第一条”“996”

“柠檬精 （我酸了） ”。通过这些流行语，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地感知2019年8.54亿中国网民的集体回忆和生活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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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网络流行语出炉，你听过几个？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
究中心发布“2019 年度十
大网络用语”

1.不忘初心
2.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柠檬精
4.好嗨哟
5.是个狼人
6.雨女无瓜
7.硬核
8.996
9.14亿护旗手
10.断舍离

■ 《咬文嚼字》 发布“2019 年
十大流行语”

1.文明互鉴
2.区块链
3.硬核
4.融梗
5.X千万条，Y第一条
6.柠檬精
7.996
8.我太南（难）了
9.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0.霸凌主义

■《语言文字周报》发布“2019
十大网络流行语”

1.阿中
2.盘它（他）
3.上头
4.我酸了
5.我太南（难）了
6.××自由
7.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
8.上班996，生病ICU
9.X千万条，Y第一条
10.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延伸阅读】

今年以来，河北省抢抓举办2022年冬奥会重大历

史机遇，为实现全国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河北“3000

万人上冰雪”的目标，着力改革创新，加快发展冰雪运

动。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以果敢的姿态，在深入践

行“三个努力建成”、加快建设国际化现代化滨海新城

的征途中迅速吹响了冰雪运动的“集结号”。

强化政策保障
奋力打造冰雪运动“先行区”

曹妃甸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统筹发

展举措，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成立由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为总指挥，区政府主管区长任组长，

发改、财政、教育、体

育等 16 个部门为成

员的领导小组，研究

制定全区冰雪运动发

展 的 重 大 战 略 和 政

策，坚持从提升社会

关注度、群众喜爱度、

设施完善度、运动参

与度、供需协同度、政策支持度等方面统筹推进冰雪

运动，构建起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冰雪运动发展格局。

优化冰雪产业布局，加快培育冰雪健身休闲服务

业，积极推动运动健身、体育旅游、教育培训、场馆服务

等健身休闲产业业态发展。成立曹妃甸区冰雪运动协

会，加强城乡冰雪健身组织和冰雪健身站点建设，支持

打造一批优秀冰雪运动俱乐部、示范场馆和品牌赛

事。大力发展冰雪培训组织，丰富冰雪培训产品供给，

提升冰雪培训市场化程度。发挥冰雪社会组织在营造

氛围、组织活动、服务消费者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加快场馆建设
建设区域冰雪体育“新地标”

曹妃甸区坚持因地制宜，充分挖掘潜力，把冰雪

运动场地作为重点来抓。

充分利用现有水域资源，科学规划新建冰雪场

地。先行在曹妃甸森林公园、“爱东农业”种植基地、

唐海镇新立小学新建室外大型浇建冰场3处，形成冰

雪运动发展城市核心集聚区；各场镇充分利用乡村水

域开辟冬季天然冰雪场地 55 处，不断提高农村冰雪

运动的承载力。

新建公共滑冰馆，经过充分调研论证，积极引入

社会资本，在曹妃甸新城恒大御海天下体育中心建设

高标准室内 800平方米曹妃甸区滑冰馆，投资 400万

元，计划2020年10月底前完工，打造曹妃甸冰雪城市

“新名片”。项目实施为今后组织规模性滑冰比赛，打

造品牌冰雪赛事，做强冰雪文化休闲旅游产业奠定坚

实基础。

强化人才培养
厚植特色冰雪文化

曹妃甸区统筹各方资源，大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

园活动，以知识普及+现场体验+比赛的方式，将冰雪

器材和冰雪运动知识带到学校，点燃学生们参与冰雪

运动的热情。目前全区 57 所学校、幼儿园在全省率

先推广使用《冰雪运动》读本，实现冬奥会知识、观赛

礼仪、冰雪运动技能赏识进校园。全区中小学全部举

办了冰雪运动会，幼儿园全部举办了冰雪文化节，开

展率达到 100%，实现了全覆盖，致力营造“全民上冰

雪”的浓厚氛围。开展“小手拉大手”“小手教大手”活

动，带动更多家庭参与冰雪运动，目前受益学生达到3

万余人，辐射人群达到5万人。

加强中小学冰雪运动特色校园建设，推进轮滑、

冰壶进校园，鼓励中小学生积极参加各项以冰雪为主

题的赛事活动、技能培训，努力提升青少年冰雪竞技

运动水平，增强人才储备力量。曹妃甸区第二实验小

学作为唐山地区入选的全省“百县百校万人同日上冰

雪”网络直播活动四所学校之一和活动的分会场，产

生了积极影响。

推动全区中小学校将冰雪运动教育纳入学校体

育课程教学，组织开展冰雪运动知识竞赛，“迎冬奥”

征文、绘画、摄影征集等形式多样的冰雪运动知识进

校园活动，营造浓厚的冰雪运动氛围。选派10名体育

教师赴河北省参加首届冰

雪运动会各项目集中训练

和业务交流活动，同时组

织全区中小学60名体育教师进行冰雪项目教练员集

中培训，提升冰雪运动指导能力与水平。

组织品牌赛事
全民乐享“冰雪盛宴”

2019年 11月 20日，成功举办首届曹妃甸区冰雪

运动会。共有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 544 名选手参加

陆地冰壶、滑轮、轮滑等竞技项目的激烈角逐。参赛

选手中年龄最小的 4岁，最大的 66岁，本次冰雪运动

会影响广泛，间接带动参与冰雪运动人数在万人以

上。组织优秀人才队伍，积极参与省市组织的各项冰

雪赛事活动。

目前，在各校园冰雪运动全覆盖的基础上，曹妃

甸区加大投资力度，积极购置冰雪运动器材，深入推

进冰雪运动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

“五进”活动，不断提升各行业、各地域、各群体参与

度，实现参与冰雪运动人群全覆盖，为打造冰雪运动

强省、强市贡献力量。

数据来源：中共曹妃甸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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