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度流行词来了
《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表示，今年还是流行语的“小年”

“文明互鉴真硬核，融梗柠檬谁觉

得。 霸凌第一九九六， 块链不知太难

了。 ”昨天，《咬文嚼字》编辑部以“打油

诗” 的形式发布了 2019 年度十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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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流行语入选。

“今年还是流行语的‘小年’。 ” 《咬

文嚼字》 主编黄安靖表示，“全民流行

语”较为少见，流行语的“区块化”态势

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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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语言文字的研究与普及型学

术刊物，《咬文嚼字》的编辑部经常能听

到关于流行语词的讨论。这些讨论有从

读者的社会生活中来的，也有从网上延

伸至网下的。而在《咬文嚼字》编辑部内

部也存在分歧：年龄比较大的编辑较关

注“政经类”流行词，80 后、90 后编辑较

为关注情感类、生活类流行词，“话语体

系”完全不一样。

据悉，今年出现的高频词汇从 “社

会学价值”及“语言学价值”方面体现出

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反映时代特征。 俗话说流行

的语词是时代的“脚印”，是时代在语言

生活中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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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均反映了这一特点。 其中，“文明互

鉴”是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而习主席在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再次强调这个主

张，使这个词在随后一段时间红遍了大

江南北；“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则是由爆款综艺节目 《中餐厅 》中 “店

长”黄晓明带火的，随后它广泛地被用

到了人们的社交生活中；“××千万条，××

第一条”则是从电影《流浪地球》这个话

题性大片中出现并流行开的……这些

语词鲜活地反映了 2019 年的时代特

征。 而在抽样统计数字上比较靠前的

“打卡”“快闪”“逆生长”“脱粉”等，尽管

流行度也很高，但在时代性上似乎已经

陈旧了， 不能作为 2019 年新出现的某

种社会风向的代表，此次未能入选。

其次 ，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符号 ，

是社会价值观的直接反映。 语言文学

界一贯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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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

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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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反映了人们对一些不合

理的社会现象的关注和批评态度。

流行词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

导国人的语文生活。 评选流行语 ， 选

的是优雅 、 美丽的语言词汇 。 结构 、

含义 、 用法上是否有 “创新 ” 价值 ，

理应作为评选流行语的重要标准 。 今

年， 还有许多条目的流行度很高 ， 比

如 “盘它”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

问” “与你无瓜” “夸夸群” “爱的

魔力转圈圈” 等等， 都是因为语言上

的 “创新” 能力不够而最终落选。

《咬文嚼字》副主编王敏告诉记者，

从近几年的流行词的更替可以看出，一

些相似意思的新词不断被发明、制造出

现， 并用来表现人们相近的社会心理

上，体现出一种“成长性”。比如，前几天

“2017 和 2019 流行语对比” 火遍全网

并迅速蹿上热搜。 经过比对，王敏总结

出今年新出现的流行词“我太难了”，可

以被看作是前两年 “扎心了， 老铁”和

“蓝瘦香菇”的一种新的表达与延续，表

现的都是现代人在压力中生存 “戳心”

的心理状态。

文明互鉴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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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件唐写本 《王勃集 》 残卷现

身， 即将亮相 12 月 14 日举槌的西泠印

社秋拍。 这个消息令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会长、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颇感

意外。 他坦言， 之前各种文献都没有收

录过此次现身的这一残卷中的内容 ，

“是第一次见到”。

据拍卖方透露， 这件 《王勃集》 残

卷为唐代 7 世纪末 8 世纪初写本 ， 纵

25.2cm， 横 21.8cm， 存十二行 ， 每行

十四至十五字不等。 它自奈良时期传入

日本， 保存于千年古寺兴福寺， 流传有

绪。 乌丝栏界。 楮纸色偏灰白。 纸背为

平安时期日僧书写戒文， 复经日本皮纸

托裱。 它的发现， 在唐代文学史、 文物

史、 书法史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也

为非敦煌系统的中国早期写本的鉴定提

供了物质实证。

王勃， 字子安， 为 “初唐四杰” 之

首， 是唐代文学史上的开篇人物。 这是

一位英年早逝的天才人物 ， 仅活了 28

岁， 他的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落霞与孤鹜齐飞 ， 秋水共长天一色 ”

等妙笔华章却早已亘绝千古。 关于王勃

文集， 学界通常认为有三十卷。 王勃文

集没有敦煌写本或宋刻本留下来， 一般

见到的都是明清辑本。 因而哪怕只是断

简残篇的唐写本都极其珍贵。 “不像藏

经洞里骤然被发现的敦煌遗书， 唐写本

是从唐代有序流传至今的， 非常少见。”

陈尚君告诉记者 ， 这次发现的唐写本

《王勃集》 应该算是第五件。 “此前已

知四件中有三件被列为日本国宝， 还有

一件藏于日本正仓院的日本抄本， 收录

《滕王阁序》 等三十多篇诗序。”

陈尚君指出， 唐代日本与中国的文

化联系非常密切。 日本遣唐使等人当年

带了很多东西回国， 并将其完好地保存

至今。 他特别提到， 这次现身的残卷旁

出现了 “橘逸势” 字样。 橘逸势是唐朝

到过中国的一位日本书法家， 生活的年

代比王勃晚了大约一个世纪。 这一残卷

和橘逸势是否有关， 会不会是他带到日

本的， 陈尚君认为值得研究。

即将现身拍卖的 《王勃集》 残卷内容为一篇墓志。 关于墓

志主人的身份， 陈尚君表示还需要进一步的史料考证。 “我读

下来， 感觉这位墓志主人的地位比陆录事还要高一点， 他做过

王府参军， 父亲是 ‘蓬州府君’， 这是可以肯定的。 有没有可

能是元兢， 他也是一位初唐诗人， 我看到 ‘蓬州’ 二字， 想到

以前曾怀疑他可能死在蓬州， 但时间上与写本对不上。” 他也

透露， 此前已知的唐写本 《王勃集》 内容以 28 至 30 卷为主，

这一件则可能是 28 卷中的。

陈尚君此前出版过 《全唐诗补编》 《全唐文补编》， 为唐

代文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学界享有盛誉， 其中也根据

日藏唐钞本收录了王勃的佚篇。 他透露， 如果日后修订 《全唐

文补编》， 应该会将此次现身拍卖的 《王勃集》 残卷内容收录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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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熙涵

一、 文明互鉴

文明互鉴， 是指世界上不同文明
之间加强交流，相互借鉴。是 2014 年
3 月 27 日， 首先由习近平主席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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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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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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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

三、 硬核

硬核， 译自英语 “hardcore”，

原指一种节奏性强的说唱音乐风格，

后来其含义进一步引申 ， 人们常用
“硬核” 形容 “很厉害” “很彪悍”。

四、 融梗

梗， 来源于 “哏”， 本指艺术作
品中的笑点。 融梗， 即把别人精彩的
创意融合进自己的作品中。

五、 ××千万条， ××第一条

始于科幻大片《流浪地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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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 它衍生出了新的造句格
式，并时见于高速公路上方告示牌上。

六、 柠檬精

柠檬精是形容嫉妒他人时 “心中
酸溜溜” 的感觉。 近来， 它的贬义色
彩在不断淡化， 有时也用于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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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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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我太难/南了

“我太难/南了 ”， 是普通网民
希望释放压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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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暑期热播综艺节目。 网
友多用来表达对霸道总裁式人格的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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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凌主义”作为一个国际热词，日益
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

“冒险王”败走麦城后，
“印度制造”还会逆袭吗

12 月激烈的电影市场竞争之中，两部印度电影颇为引人瞩目———

12 月 50 部电影群雄逐鹿之际 ， 小众

影片也积极入场。 其中就有近两年频频带

给中国观众惊喜的印度电影： 上周五一部

《衣柜里的冒险王》 踩着 11 月的尾巴挤进

“贺岁冲刺期 ”； 而本月 6 日还将有一部

《印度制造》 紧接着上映。 两部影片依旧走

的是宝莱坞所擅长的喜剧风格。

可相比 《摔跤吧！ 爸爸》 《神秘巨星》

等现象级前作， 在映影片 《衣柜里的冒险

王 》 表现不尽如人意 ， 上映四天票房仅

350 多万元。 尽管有数十部影片竞争激烈、

排片量低的客观因素， 但与过去三年间印

度电影动辄迈入 “亿元俱乐部”、 实现口碑

票房双赢的轻松顺利相比， 显得有些吃力，

这让人不禁也为即将上映的 《印度制造 》

捏一把汗。

印度电影 “光环不再”， 是口碑佳作在

激烈的市场厮杀中成为 “遗珠之憾”， 还是

市场日趋理性后， 对渐成套路的印度电影

模式的祛魅？ 或许究其根本， 近些年越发

开放与多元的电影市场令中国观众逐渐成

熟懂得选择， 而小众电影仅仅以中规中矩

的商业套路讲述色彩斑斓、 笑料堆叠的故

事， 很难突出重围， 逆袭大制作。

同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 又有着相似

的东方文化背景， 我们对这个屡屡温暖人

心的现实题材电影佳作的邻国有了更多期

待———下一部 《摔跤吧！ 爸爸》 在哪里？

小人物的梦想足够斑斓 ，

却难免有些轻飘

盘点眼下 《衣柜里的冒险王》 和 《印

度制造》 两部影片， 与此前热门印度影片

有着同样的故事基调———都着眼于身处社

会基层的普通百姓， 讲述他们用自己的勤

劳、 智慧与善良实现梦想的励志故事； 也

有着同样的风格底色———用纯熟的商业电

影节奏， 色彩斑斓的镜头为之打上深深的

“印度出品” 标签。

《衣柜里的冒险王》 根据法语同名畅

销小说改编， 讲述了一个印度平民小伙为

兑现对已故母亲来不及实现的巴黎旅行梦，

怀揣 100 欧元假钞 “穷游” 欧洲的冒险故

事。 一路上， 他为省去住宿费， 藏身于宜

家衣柜， 却连夜被工作人员运送到了英国，

而后又在各种阴差阳错之中辗转到西班牙、

意大利等地， 由此引发一连串啼笑皆非的

故事。 影片的最后， 他回到家乡成为一名

老师， 用自己的冒险经历去教育与他同样

生长在贫困家庭的孩子， 不要熄灭对于美

好生活的梦想。

即将上映的 《印度制造》 在今年六月

曾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 “一带一路” 电影

周展映影片与上海观众见面。 其讲述的是

乡村小伙夫妻携手经营裁缝店， 用 “一针

一线” 改写命运轨迹的励志故事。 值得肯

定的是， 故事取材于印度底层乡村的真实

生活。 导演夏兰特·卡塔利亚因对童年在印

度德里街道见过的裁缝念念不忘， 用了二

十天便完成了剧本初稿。 为还原记忆中的

真实场景， 他还特地找到有织布工匠生活

的村庄进行实景拍摄。

或也正是这样的似曾相识， 让影片变

得有些似曾相识。 与去年末在中国大陆上

映的 《印度合伙人》 有着一样的社会背景

与故事走向。 同样是身处乡村底层的乡村

小伙， 因为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在旁人

的争议与嘲笑中 ， 努力摆脱贫穷与困顿 ，

最终带领同乡共同致富———只是实现梦想

的产品从女性用品变成了服装设计。 至于

《衣柜里的冒险王 》 ， 本有着不错的隐

喻———贫穷乡村小伙藏身于自己艳羡的欧

洲品牌宜家， 寄托着他对于欧洲美好斑斓

的梦， 但在冒险中， 深刻的社会问题被回

避 ， 实现梦想的过程表现得像一出闹剧 。

最终， 熟悉的印度喜剧配方保证了商业意

义上的完成度， 但因为似曾相识引发观众

的审美疲劳。

中国市场很开放 ， 当然也
很诚实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逐步成熟， 其所

包容的影片类型与国别越发丰富 。 2017

年， 一部 《摔跤吧！ 爸爸》 凭借口碑逆袭

获得 12.95 亿元的票房奇迹 ， 成功让印度

小成本喜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站稳脚跟。

印度电影让中国观众领略到多元文化体验

和丰富国内电影市场产品的同时， 也让中

国成为印度电影海外市场的重要票仓， 其

热门电影的中国电影票房占到全球总票房

的四成至六成， 《神秘巨星》 中国大陆票

房更是占到其总票房的七成。 因而， 此后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 《嗝嗝老师》 等 “印

度出品” 被高密集度引进至中国大陆。 就

在今年上半年， 《调音师》 《一个母亲的

复仇》 也还是分别取得了 3.25 亿元和 1.11

亿元票房的傲人成绩。

中国市场很开放， 欢迎任何能够温暖

人心、 艺术水准过硬的电影作品。 不过我

们也必须看到， 这个市场也很诚实。 《摔

跤吧！ 爸爸》 之后， 虽然引进的印度电影

屡有破亿的作品， 却很难再激起同量级的

水花。 为此， 难免有人感慨， 印度电影的

“光环不再” 了。

要讨论 “光环不再” 的原因， 就要回

答印度电影的 “光环” 是什么。 这光环来

自于对社会现实的温情观照。 尽管讲述故

事的方式与风格不同， 但对于高速发展中

的社会如何面对贫富差距， 依靠奋斗改变

命运； 娱乐泛滥日益冷漠的当下如何系紧

情感纽带 ， 饱含人性光辉等议题的生发 ，

是可以跨越国界引发共鸣的， 尤其是引发

具有相似国情、 同处于东方文化的中国观

众的共情。

这些正能量的议题不是依靠套路创作，

而是要靠细腻真实的细节丰满勾勒出来 。

必须认识到， 在中国观众日趋成熟的当下，

只是以惯用套路来博取票房奇迹行不通

了———不仅奇观式的歌舞片不再奏效， 同

样配方的鸡汤也会让人腻烦。 上半年口碑

票房俱优的 《调音师》 就跳脱了励志框框，

将原本 14 分钟的法国短片生发出一个狡黠

幽默的罪案故事。 一再反转的剧情， 不仅

给观众跌宕起伏的观影体验， 同样把 “善

恶有报” 的母题讲出了新意。

所以，印度电影要想重新赢回中国这个

重要票仓，恐怕得烹饪一些新鲜的菜式了。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相关链接

区块链 硬核 融梗 霸凌主义

唐写本 《王勃集》 佚篇残卷局部。

▲ 《摔跤吧！ 爸爸》 剧照。

▲ 《印度制造》 海外版海报。

荩 《衣柜里的冒险王》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