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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農村文化生活大器晚成
【本報記者楊傑英長治二十九日

電】 「我們農村以前沒有什麼夜生活
，天黑就拉燈睡覺。現在整個村子都

活躍起來了，他們說我大器晚成，我覺
得農村文化生活才是大器晚成，我們老了

老了才體會到什麼是文化生活啊！」71 歲
的老漢崔晚成一邊打乒乓球一邊告訴記者。

崔晚成一個人種了八畝土地，一年只種
一季玉米，播種、施肥和收割都由機器完成，

農村生活也會相對清閒一些。而農閒時節，年
輕人就靠打麻將、玩撲克來打發時間，婦女除了
做家務就是帶孩子，老人們只有坐在村口說說家
長里短。

村裡蓋了健身文化場所之後，崔晚成和老夥
伴們每天早晚都會來鍛煉身體。在此之前，他甚
至都沒有碰過乒乓球，自從有了器材，崔晚成在
短短兩年的時間裡已經將乒乓球練得很熟練了，
身體也越來越硬朗。

崔晚成所在的長治市屯留縣西鳴水村只是山
西2.8萬個行政村中 「健身場所村村全覆蓋」的一
個縮影。

記者見到西至河村村支部書記黃建紅時，他
正在村裡健身場所給村民調試音樂。他告訴記者
，村裡剛剛買了一套自動電子設備，會在早上 6
點到 8 點和晚上 8 點到 10 點的兩個時間段自動播
放音樂。村民都很積極地來到小廣場排練舞蹈、
打太極拳和做鍛煉，老人們通過鍛煉也少了一些
腰腿痛的毛病。村裡在小廣場的辦公室還配備了
投影設備，每周都會播放電影或戲曲。

「現在農村的業餘文化生活可不比城市差啊
！前幾年想都不敢想。」談起農村體育健身場所
全覆蓋給農村帶來的變化時，黃建紅感慨不已。

「農村體育健身工程全覆蓋」屬於山西省十
項惠民工程之一，這項工程是以行政村為單位，
為每個行政村建設籃球場、乒乓球台、健身路徑
、健身廣場等設施。9 月底，當最後 1116 個行政
村建設完成後，山西省2.8萬個行政村將村村都有
體育設施場地。

目前山西省已成立社會體育指導員協會，每
年撥出一百萬元經費培養一萬名社會體育指導員
，全省註冊的社會體育指導員已達三萬兩千餘
名。

▲山西省每個行政村如今都有乒乓球台、健身
廣場等設施 網絡圖片

▲長治市屯留縣農村舞蹈隊 網絡圖片

在中共十八大代表中，
有近 30 位來自新聞媒體，
比例較之往屆有所增加。其

中既有媒體老總，也有一線的編輯、記者，且首
次出現了網絡媒體從業人員當選黨代會代表的情
況。代表中也有不少部級高官出身記者。

在近 30 位媒體人代表中，超過一半來自中
央直屬機關。在中央直屬機關總共108名代表中
，共有 17 位媒體人，比例超過 15%。如果加上
中央宣傳部、廣電總局、中央外宣辦等新聞管理
機構的官員，則比例更高。其餘 12 位代表，則
分別來自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17 名中直機關的媒體人代表中，囊括了新
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
台、光明日報、經濟日報、求是雜誌、中國日報
等中央媒體，其中一部分是媒體老總，包括新華
社社長李從軍、新華社總編輯何平、人民日報社
長張研農、中央電視台台長胡占凡等。

與此同時，不少來自新聞媒體工作一線的編
輯、記者、主持人、播音員也當選為十八大代表
。如人民日報社評論部主任盧新寧、新華社國內
部政文採訪室主任記者朱玉、央視播音員李瑞英
、中國青年報特別報道部副主任劉萬永等。他們
都是內地媒體業界卓有聲譽的翹楚。如盧新寧主
持人民日報評論部之後，令該報的評論文章風格
耳目一新，一改以往刻板形象，針對社會熱點問
題多有鞭撻剖析，受到廣泛讚譽。而李瑞英播報

新聞聯播多年，是內地人熟知的 「國臉」。
地方層面，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產生了媒體記

者當選十八大代表的情況。如河南電視台對外聯絡部主任顧
海紅、上海廣播電視台首席播音員印海蓉、四川阿壩日報社
辦公室副主任澤仁旺姆等。12人中，女性代表有7人，顯示
出媒體界 「半邊天」擔當大任。

值得關注的，十八大代表中，首次出現了2名來自網絡
媒體的代表。一個是在中央直屬機關當選的人民網總裁兼總
編輯廖玒，另一個是來自湖南的紅網總編輯舒斌。近五年來
，中國網絡媒體在社會輿論生態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新
聞網站市場化改革也加速推進。他們的當選，反映出中央對
網絡媒體發展的重視與支持。

除了新聞行業，出版界也有不少業界領軍人物當選為代
表。如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譚躍、中國外文局局長兼中國國際
出版集團總裁周明偉、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于殿利、黑龍江教
育出版社社長丁一平等。

而負責管理新聞出版行業的許多部級高官同樣位列十八
大代表。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中有國務院新聞辦主
任王晨、國家廣電總局局長蔡赴朝、中宣部副部長蔡名照、
中國記協黨組書記翟惠生等，地方則諸如北京市委常委兼宣
傳部長魯煒、上海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楊振武等，他們都曾
長期在新聞工作一線做過記者。

百餘名學者近日聯名舉報新版
《現漢》違法並於28 日將聯名舉報信
送到了新聞出版總署和中國國家語言
文字委員會。他們指出，新版《現漢
》在正文部分第1750頁至1755頁收錄
了 239 條 「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
並像解釋漢字的詞條一樣予以解釋。

《現代漢語詞典》是規範漢語使
用的權威詞典。這些學者認為，把英
語詞彙 「納入」漢語詞典，導致漢英
混用，對漢語純潔和漢語安全造成了
威脅，甚至 「是漢字拉丁化百年以來
對漢字最嚴重的破壞」。

人民日報高級記者傅振國指出，
《現代漢語詞典》收錄所謂 「西文字
母開頭的詞語」，違反了《國家通用
語言文字法》。這個法明文規定：漢
語文出版物和廣播、電影、電視用語
用字必須用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現代
漢語詞典，肯定是漢語文出版物，所
以必須用普通話和規範的漢字。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
員李敏生甚至認為收錄字母詞危害了
漢語的純潔， 「是漢字拉丁化百年以
來對漢字最嚴重的破壞」。

民間喝彩叫好
百餘名學者的 「舉報信」可謂一

石激起千層浪。但對於《現代漢語詞
典》此次收入大量 「字母詞」，民間
的聲音多為喝彩叫好。理由十分簡單
： 「CPI」 「GDP」 「ATM」等英文
字母詞由於簡明易記、耳熟能詳，早
已為老百姓廣泛接受，而翻譯成 「消
費物價指數」 「國民生產總值」 「自

動取款機」之後反而不易傳播。
北京商務印書館為此於 29 日圍繞

「《現代漢語詞典》收錄字母詞條目
」舉行了專家座談會，中國辭書學會
會長、《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修訂
主持人江藍生坦言不知 「違法」一說
從何而來。 「隨着中國改革開放，和
外界接觸越來越多，縮略語越來越多
地進入到百姓的生活中，詞典作為一
本工具書，是要為大家查閱提供方便
。《現代漢語詞典》選擇的標準是根
據使用的頻率和與人民群眾生活的相
關度。」

濟南大學華文學院院長郭熙表示
，字母詞的使用是語言接觸當中的自
然現象，只要語言有接觸，就有語言
的互相借用。所謂的語言純潔是站不
住的， 「純潔的語言只有是死的語言
，只要是活的一定要吸收新的東西，
只要和別的語言接觸，就一定會吸收
別的語言的東西」。

江藍生表示，尊重對方發表意
見的權利，但是完全不同意對方的
觀點，字母詞的產生有其必然性和
合理性，要以科學的態度來看待，
而不能僵化思想、無限上綱上線。

編撰者笑「無稽」
商務印書館總編室主任劉祚臣今

日也對 「違法」做出了回應： 「至於
說違法，無稽之談吧。我給你提供一
個法律的東西。國務院辦公廳的秘書
局，在 2010 年有一個文件，這裡也有
一條規定，對於國家權威機構，編寫
的漢語詞典中，收錄的字母詞，已有

對應漢語譯名的，可以使用漢語譯名。
沒有對應的，完全可以收錄的呀。」

劉祚臣解釋說， 「之所以收錄進
來這些英文字母詞，是因為現在百姓

都在用這些，但有些人不知道是什麼
意思，《現漢》選擇了二百多條，來
逐條釋義，實際上是為了方便大家查
找。」

北影照拆 三老樓保留
【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針對近日輿論熱議的北京電

影製片廠即將被拆除一事，北京市規劃委近日通過官方微博
強調，北影廠內被列入《北京市優秀近現代建築保護名錄》
的主樓、東樓和西樓三棟建築，已按規定明確要求予以保留。

北影廠是中國電影故事片生產基地之一，這裡曾出品過
《祝福》《林家舖子》《紅樓夢》等家喻戶曉的影視劇，承
載着眾多影視界人士的集體記憶。8月12日，位於北京市北
三環外的北影廠開始正式拆遷，引發輿論熱議。

北京市規劃委近日通過官方微博透露，北影廠內由駐京
某部隊五十年代建設的主樓、東樓和西樓三棟建築（現為北
京電影製片廠辦公樓），2007 年已被列入《北京市優秀近
現代建築保護名錄》。關於北影廠改建工程，土地所屬方駐
京某部隊和使用方北京電影製片廠，經過多年努力，解決了
長期土地權屬問題，正開始着手今後利用的前期工作。

據了解，2007 年，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規劃委員會
聯合發布了《北京優秀近現代建築保護名錄（第一批）》。
依照規定，凡列入該名錄的建築，原則上不得拆除、改建、
擴建，確因公共利益需要不能避開的，應當對具有保護價值
的建築採取遷移異地等保護措施。

【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與加拿大古生物
學者 29 日發表論文，宣布在遼寧省西部義縣組地層
發現了令人震驚的恐龍胃容物化石，讓人類首次詳細
了解帶羽毛恐龍到底以何為食。

論文作者之一的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生物科學系
邢立達告訴記者，這批胃容物的主人是距今 1.24 億
的中華麗羽龍，體型較大，身長約2.4米，是已知最
大的美頜龍類物種。

有趣的是，古生物學家在這件標本的腹部區域發
現了一個馳龍類的腿部，幾乎佔滿整個腹部區域。

「這顯然意味着中華麗羽龍吞食了馳龍後由於某
些原因而斃命，這胃中的最後一餐便成為化石，保存
至今。」中華麗羽龍的命名者、論文作者之一的姬書
安說。

除了馳龍類的腿部以外，研究者還在中華麗羽龍
的腹部發現了幾塊不規則形狀的石頭，他們認為這是
胃石，能協助消化。

研究者認為被吞食的馳龍可以歸入中國鳥龍。中
國鳥龍是一種行動敏捷的肉食性恐龍，擁有鐮刀狀的
第二趾爪，又稱 「殺手爪」，如同電影《侏羅紀公園
》中的伶盜龍。

「從腿部長度推斷，這隻中國鳥龍長約1米，這
意味着中華麗羽龍能夠捕殺體型超過自身三分之一大

小的大型獵物。」邢立達說。
在相同的化石點發現的另一件中華麗羽龍化石，

研究者在其胃部分辨出至少兩隻孔子鳥，以及胃容物
化石。

邢立達介紹說，兩個消化程度接近的孔子鳥化石
表明，中華麗羽龍能快速消化大量食物。

但目前不能確定這些獵物是死後被中華麗羽龍吃
掉還是被活體捕獵。邢立達說， 「中華麗羽龍雖然有

毛髮，卻不能飛行。而孔子鳥已經適應樹棲生活。」
但研究者發現，亞洲的豹貓、非洲的黑足貓等野

生貓科動物的彈跳力強，就算鳥飛起來了也很容易被
它們躍起捉住。

「這種行為的關鍵，在於悄無聲息地接近獵物，
然後看準時機，如閃電般出擊。孔子鳥等古鳥類的飛
行能力不如現生鳥類這般發達，這也是中華麗羽龍得
手的另一個因素。」邢立達說。

【本報訊】商務印書館上月出版的第六版《現代漢語詞典》，
因為收入 「NBA」 等239個以外文字母開頭的詞語，近日遭到100
餘位專家學者的聯名 「杯葛」 ，在中國引發一場關於 「純潔漢語」
的討論。

胃部化石曝恐龍最後晚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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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2億條個人信息遭倒賣
滬警順藤摸瓜抓內鬼

Vincent2017：

這些詞語收錄到漢語詞典裡確

實值得商榷，可惜的是相應的

漢語詞沒有得到普及，長期以

來國內沒有培養起正確的用語

習慣，想糾正，很難。

三橫一棵樹：

我很反感我們的報紙使用外文縮寫詞彙而沒

有作任何中文釋義。反觀香港，人家的中文

報紙是先使用中文全稱，再括弧外文縮寫的

。還有，除咗NBA，我未見過人家電視新聞

報道使用WTO等外文詞彙，而我們的電視

新聞就時不時使用。新聞應該面向更多的人

，而不是留給知道這些詞的少數人。

七七騎士：

《現代漢語詞典》

裡要真出現 「美職

籃」 這個詞，那我

還真得看看解釋。

EnterSpace少年：

語言是一種包容開放的架構，

若是一味排他，搞所謂語言的

純潔化，那菩薩、菩提、涅槃

都應該被剔除出去嘛，那都是

梵文詞彙哦，還有拼音字母是

不是也該剔除掉？

小玩最懶：

外來詞是現代漢語詞彙的組成

部分之一。估計會說pH值、

pm2.5、IC卡、SPF值的人，

都說不出它對應的漢語全稱吧

？這就說明借形詞具備全民性

，應承認它們的存在。

網友熱議網友熱議

（來源：新浪微博）

【本報記者夏微上海二十九日電】上海市公安局29日
發布通報，滬警方於近期連續偵破了兩起非法獲取公民個人
信息的案件，查獲各類公民個人信息近2億條。

據了解，今年 3 月 15 日，上海警方破獲一起非法獲取
公民個人信息案，抓獲李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上海市副市
長張學兵指示， 「要細審出賣信息的上家」。警方以到案人
員為突破口，先後抓獲涉案犯罪嫌疑人48名，查獲各類公
民個人信息近2億條，企業信息數千萬條。犯罪嫌疑人張某
到案後，交代了其利用開發、維護市衛生局出生系統數據庫
的職務便利，於去年年初至今年4月，每月兩次登入該數據
庫，下載新生兒出生信息並出售，共非法獲利3萬餘元。

此外，警方發現保險行業和網絡招聘中，同樣存在非法
買賣公民個人信息的情況。作案手法為在知名網站發布虛假
招聘信息，非法收集應聘人員個人信息。

▼第六版《現代漢語詞典》因收錄NBA等字母詞引起眾多學者熱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