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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氛围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收录新词“初心”“点赞”“二
维码”，增加新义项“卖萌”，文字
有了声音、 笔画有了动态……记
者8月10日获悉，新推出的《新华
字典》第12版在科学性、规范性和
实用性等方面跟进社会发展，更
加适合新时代读者需要。（详见8
月11日本报A01版）

《新华字典》于1950年启动编
纂，迄今已有70年历史，在2016年4
月，曾获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
（定期修订）”。 在中国的2000多部
重要辞书中，《新华字典》以其时常
更新、 收录甚广的特点无疑居于

中国辞书“矩阵”的显著位置。
或许有很多人对《新华字典》

收录网络名词颇为不解。 将字典
想当然地定义为既有字词的“检
索工具”，没错，但实际上，《新华
字典》 还有个重要的特征， 便是
“吐故纳新”， 这一特征体现的不
仅仅是时代发展中语言的变化，
更体现了一部字典记录时代特色
与格局的功能。 中国语言及汉字
的发展绵长悠久， 从结绳记事到
以兽骨龟甲及布帛纸张为载体，
任何一次嬗变都是人们在社会实
践中的创造性体现， 代表了一种
特有的民族文化。 社会发展到今

天， 汉语表达的丰富性已非昔日
可比， 尤其是网络的普及让民众
在交流与碰撞中创造出了许多有
特色的字词， 这些字词以其贴近
人们生活与心理的特征， 再借助
网络传播的迅捷速度， 很快便众
所周知。

我们可以将这种网络新兴字
词的不断涌现视为社会的一种
“亚文化”，一是因为它影响甚广，
易于接受并能迅速裹挟网民参与
其中；二是形成潮流的“亚文化”
往往反映了一个社会在某方面的
深刻变化， 这种变化的社会学意
义在于以“蝴蝶效应”带动整个社

会对某方面和某个领域的重新审
视。当网络时代到来，“亚文化”与
“主流文化”之间的距离也不再隔
着一道深深的沟壑， 而是很多时
候两者经常互相交融，并无界线。

从“新华字典”这些年新收录
的字词来看，领域跨度大、包容性
也大。“初心”“粉丝”“截屏”“拼
车”“房奴”“车奴”等，有些是全新
的词， 有些则对其增补了新的释
义。 这些字词的背后是中国社会
的风雨变迁， 是政治经济发展的
缩影，也是社会痛点、民生诉求和
发展愿景。正因如此，有网友评价
《新华字典》越来越接地气，使文

化与民生有了更亲密的接触，真实映
射了社会现状。作为一部字典，已经
观照了新中国70年的历程，并在文化
意涵中不断注入社会学意义，以此赋
予汉语新的生命力，同时又兼具了民
生和民本的情怀，这是《新华字典》的
魅力所在。

《新华字典》不应该只是“旧词汇
的沿袭”，也应该是“新词汇的记录”，
这对于一个社会的语言演变来说，无
疑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况且，“与时
俱进”也应该成为字典及辞书的内涵
和功能。让字典新起来，活起来，又有
何不可呢？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新华字典收录新词，恰是其生命力所在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8月11日表
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
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
行职责的决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8日上午听
取了关于《国务院关于提请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
法会继续运作作出决定的议
案》的说明。8日下午，全国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关于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
继续运作的决定草案进行了
分组审议。 与会人员一致认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是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
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使制
定、修改和废除法律，审核、通

过财政预算，批准税收和公共开
支等重要职权。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因应当
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已
决定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
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为维护香
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和法治
秩序，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正常施政和社会正常运行，全国
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等
相关问题作出决定，符合宪法和
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和原则，是必
要的、适当的。

根据决定，2020年9月30
日后，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
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 不少于
一年， 直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依
法产生后，任期仍为四年。

■据新华社

深山通途十八弯， 三道坑里
五郎溪。

8月10日清晨，伴随着村部的
广播声， 芷江侗族自治县三道坑
镇五郎溪村里升起缕缕炊烟。

73岁的舒清秀老人在灶台上
忙活着木匠们的早饭，她的小儿子
杨儒秋正在装修自建的两层洋房。

45岁的杨儒秋在外务工20
多年。去年6月，他的小车沿着盘
山公路和通组公路， 直接开到了
家门口。随后，他在老房子隔壁打
下一片有5间房的地基。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村里
交通、环境都好，还计划搞乡村旅
游，我想建新房做民宿。”杨儒秋
说，村里变化大，他妈舒清秀还在
家门口拿工资咧。

舒清秀拿工资的地方， 就在
离家5米远的羊肚菌制种厂。“一
天工钱80元， 一年可拿90天工

资。”说起这事，舒清秀脸上露出一
抹阳光般的灿烂。

迎来生活阳光的， 还有舒清秀
的工友张良春、周桂香夫妇。

在羊肚菌制种厂， 张良春一铲
接一铲把羊肚菌培植基堆成小山，
汗水顺着眉头往下掉。 周桂香快速
将发酵好的培植基装袋扎紧， 整齐
码放在育种室。

很难想象， 这两个干劲十足的
人，在2012年经历了儿子意外去世
的绝望。 那时， 周桂香每天以泪洗
面，精神变得有些异常。

精准扶贫启动后， 周桂香家成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也是村里重点
关怀对象。2017年， 村里发展羊肚
菌产业，成立种植合作社，周桂香两
口子受鼓励来到制种厂工作。“一年
能赚2万多元。有了工作，感觉就有
了靠山，精神也好了。”周桂香抹了
抹眼泪说。

如今， 五郎溪村羊肚菌种植面
积发展到600多亩，年产值达580万
元，聘用务工半年以上村民110人。
除了羊肚菌， 村里1000多亩金银
花、110多亩蓝莓也开花、结果了。

2015年，省委政研室（省委改

革办）扶贫工作队进村，修通公路，
开发荒田， 免费发放金银花苗，还
提供技术支持， 开拓销售渠道。住
在西晃山半山腰的村民周世和下
山的路“短”了一半，他接过苗子，种
起了金银花。“去年卖了4万元，今
年卖了近6万元， 一年收入比一年
多。”借着鼓起来的腰包，周世和把
家里地面铺上了水泥，让老房子有
了新面子。

除了种植业，扶贫工作队还从
深圳引进光电产品扶贫车间。如
今，车间有工人48名，去年2月回村
的张彩霞成了其中一员。“一天能
挣100至150元，多劳多得，还能跟
老人小孩在一起， 比在外打工幸
福。”张彩霞说。

回到村里的，还有长沙理工大
学研究生杨刚。 他从7月开始在村
里做志愿服务，制种厂、种植地、车
间、村民家，他都跑。目前，他和一些
朋友正在筹建一个电商平台。

原本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42户
的五郎溪村， 已实现整村脱贫出
列。从山外回来的人也多了起来。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邓正可
三湘都市报记者周可通讯员龚卫国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
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
出重要指示。他指出，餐饮浪
费现象， 触目惊心、 令人痛
心！“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
苦。”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
丰收， 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
要有危机意识， 今年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
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立
法， 强化监管， 采取有效措
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 要进一步加
强宣传教育， 切实培养节约
习惯，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
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习近平一直高度重视粮
食安全和提倡“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
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2013年1月，习近平就作出重
要指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此后，习近平又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 要求以刚性的制度
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
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
切实遏制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
规违纪违法现象， 并针对部分
学校存在食物浪费和学生节俭
意识缺乏的问题， 对切实加强
引导和管理， 培养学生勤俭节
约良好美德等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地区
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
示精神，采取出台相关文件、开
展“光盘行动”等措施，大力整
治浪费之风，“舌尖上的浪费”
现象有所改观， 特别是群众反
映强烈的公款餐饮浪费行为得
到有效遏制。同时，一些地方餐
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 有关部
门正在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
示精神， 制定实施更有力的举
措， 推动全社会深入推进制止
餐饮浪费工作。

■据新华社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决定
香港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

日子往上走，村民往回走

▲8月9日， 张良春、
周桂香夫妇在进行羊肚
菌制种。

▲ 8月10日，芷江三
道坑镇五郎溪村，初秋的
梯田一片翠绿。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龚卫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