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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经党中央
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18 年起我国将
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
节”。

21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了相关情况。

韩长赋说，“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第
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设
立这一节日将进一步强化“三农”工作在
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地位，营造
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凝聚爱农支农的
强大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
农业农村加快发展。

韩长赋表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

节”有利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
福感、获得感。通过举办一系列具有地
方特色、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和民俗活
动，可以丰富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
活、展示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貌。

他说，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各
地收获的时节有所不同，但多数地方都
在秋季，秋收作物是大头。兼顾南北方
把秋分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便于城
乡群众、农民群众参与，也利于展示农
业的丰收成果，包括科技成果和农民的
创造，具有鲜明的农事特点。

韩长赋说，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结
合当地的民俗文化、农时农事，组织开展
好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做到天南

地北、精彩纷呈。办好“中国农民丰收
节”既要有节日的仪式感，又要避免铺张
浪费，形成上下联动、多地呼应、节俭朴
素、欢庆热烈的全国性节日氛围。支持
鼓励农民开展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关的丰
富多彩的活动，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
农民的节日农民乐。

他还表示，“中国农民丰收节”既是
农民的节日也向其他社会群体开放，要
用开放思维办节日，组织开展亿万农民
庆丰收、成果展示晒丰收、社会各界话
丰收、全民参与享丰收、电商促销助丰
收等各具特色的活动，办成农业的嘉年
华、农民的欢乐节、丰收的成果展、文化
的大舞台。

大哥大、BP机、铝制饭盒……曾经风靡一时
的“爆款”商品，见证了生活的日新月异。

北冰洋汽水、回力运动鞋、永久自行车……
原以为已经“消失”的国民品牌，其实正以全新
方式回归。

40 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品迭代更新的
背后，不变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曾经风靡一时，如今消失无踪

“滴、滴、滴滴滴”……这是回响在一个时代
的通信记忆。

出生于 1940 年的管纯明，是上海电信最早
一代的电报机务员。

“上世纪 70 年代，国内电报业开始发展，高
峰时仅上海电信公众电报一天的交换量就突破
20万份。”管纯明回忆道，“80年代末，有线电话
出现后，电报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随着大哥大、BP 机等新型通讯设备步入寻
常百姓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和快捷。

“到公用电话亭，给寻呼台打电话，发到家
人 BP机上一条信息或一行数字代码，曾经是一
件很时髦的事。”长春市民李鹏飞回忆道，BP机
刚推出时，信息以数字形式接收。

2000年后，手机和智能手机的出现，不仅让
电话、BP 机和 MP3 随身听等产品走向衰落，同
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以前隔三岔五就去照相馆拍照，那时黑白
照片还会裁出花边，插在相册里或摆满书架。
现在很少能找到冲洗胶卷的地方了，照相都用
数码相机或手机，直接存在电脑里。”北京市民
许秀霞说，不但相机胶卷成了历史，家里以前的
飞人牌缝纫机、有线电话、录像机和 DVD 等都
成了收藏品。

世界变化太快，“爆款”渐成回忆

40 年来，我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巨变。“提
起百雀羚，那小圆铁盒散发着一股抹不去的记
忆。”上海市民刘女士说，正是使用百雀羚这样
的老字号国民护肤品，让很多国人第一次有了
护肤的概念。然而，随着大量洋品牌的进入，有
段时间百雀羚等老国货已渐渐衰落。

中国剪刀史上，素有“北有王麻子，南有张
小泉”的说法。北京王麻子剪刀以质量好、服务
佳而远近闻名，最红火时，在刀剪市场曾占据半
壁江山。2003 年，拥有 352 年历史的王麻子剪
刀却因经营不善停产。

白底色配红色条纹——中国回力鞋，曾创造
了一种国人的穿鞋方式。很多 70后、80后都有
类似的记忆：“穿回力鞋，穿到脚臭才算运动到
位。”然而，上世纪 90年代后，随着国际品牌的涌
入，回力这个品牌渐渐在国人眼前“消失”了。

有统计显示，仅在“中国品牌之都”上海，
160余个知名品牌中三成已消失，五成已没落。

产品涅槃重生，经典全新归来

在一些商品消亡的同时，不少经典产品和
品牌聚焦创新，涅槃重生焕发生机，重回我们身
边。

不服输的“国民球鞋”回力，2010 年上海世
博会期间，在老厂址上开设第一家旗舰店，顾客
络绎不绝，买回力鞋居然要排队。后来，回力再
次针对年轻消费者调整布局和策略，如今不少
90后、00后脚上一双双新回力鞋时尚感爆棚。

像回力一样，卷土重来的还有北冰洋、冰峰
等本土汽水品牌，通过崭新的品牌推广和长期
苦练内功转型升级，消失多年后再次回归并很
快得到国人认可。

曾经火爆的飞鸽、永久牌自行车，沉寂多年
后，在中国“新四大发明”共享单车的带动下，悄
然以网联、智能单车模样回归消费者的视野，让
国人乃至世界为之惊叹。

2000 年后，百雀羚借着打文化牌重回市场
热销榜，而且还登录各大电商平台，再次成为国
产“爆款”商品。同时，大宝、安安等上世纪 80
年代流行的日化用品在沉寂多年后，也全新回
归，成为不少年轻人追捧的美容必备品。

中国制造正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向
着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转变。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与制造业融合，深刻改变着
制造业的发展理念和方式。更多高质量产品和
服 务 的 出 现 ，也 推 动 消 费 向 中 高 端 升 级 。

据新华社电

——说说当年“爆款”的前世今生

我国今年起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

有媒体报道称，上海小学二年级的
语文课文第 24 课《打碗碗花》（李天芳
著散文），原文中的“外婆”全部被改成
了“姥姥”。

有网友晒出女儿 7 年前的课本，那
时候还是“外婆”，并没有做改动。还有
网友补充道，同一本教材的第 6 课《马
鸣加的新书包》，也全部用的“姥姥”这
一表述。

很多人不解，教材中为什么要把
“外婆”改成“姥姥”呢？

有网友找出了去年上海市教委针
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上海教委认为，“姥
姥”是普通话语词汇，而“外婆、外公”属
于方言。

上海语文课本的这一改动，貌似微
不足道，无伤宏旨，可是，却涉及好几个
重要的语言问题。

“姥姥”是普通话“外婆”是方
言，这个判断正确吗？

查询《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5年出版），在“姥姥”的词条下面，有
这样几种解释——

一是儿童称老年妇女，如刘姥姥；
二是反驳词，相当于“哼”“胡说”，如“给
他？姥姥！”这是从满语演变而来的，今
天京骂中的“姥姥”即是此谓；三是用于
坚决反对，有“任何人”的意思，如“姥姥
来了我也不给”；四是指外婆。

之所以引述这段，只是想说明两
点：其一，外婆并不是方言，而是普
通话，解释“姥姥”的时候就用到了

“外婆”，可见，外婆是大家都能理解
的通用语，在词典中是不能用方言解
释方言的，除非方言已经成为了通用
语。

其二，姥姥本来也是方言，或者说，
既是方言，也是普通话。如果说，因为

“外婆”是方言而不能进教材，那么，恐
怕“姥姥”也有方言的嫌疑。

顺便说一下，如果从语义上分析，
“外婆”可能比“姥姥”更能清晰地表达
当事人的身份。

我们知道，中国人的称呼不仅仅是
称呼，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用称呼来
标示关系的远近亲疏。

比如，内亲和外戚是不同的，内是
同姓，外是不同姓，内是父族，外是母
族。“外婆”的“外”，就是准确地表明了
身份。

方言和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关系？

事实上，和许多人的想象不一样，
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并非彼此对立，互
相排斥。历史地看，汉语言一直是双轨
的，一面是民族共同语，一面是方言。
二者并行不悖。

《论语》记载，孔子当时和弟子们讲
《诗》《书》用的就是雅言，执行重要典
礼、仪式的时候，也要用共同语——雅
言。回到家中，则讲当地方言。

也就是说，共同语在公共场合使
用，方言在家人之间，或者村里乡人的

相聚场合使用，这就是中华文明自古以
来双轨并行的语言现象。这种现象在
人类文化史上都是很独特的。

上古时代的汉民族共同语称为“雅
言”，到了汉代称为“通语”，明清时代称
为“官话”，民国初年称为“国语”，新中
国以后叫“普通话”，名异实同，本质上
都是民族共同语。

而且，共同语的形成，正是不同方
言区的人们为了沟通的需要，不断相互
模仿，相互迁就，相互调整，相互融合而
逐渐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方
言，就没有共同语。

方言一旦消失，也会影响共同语的
发展。因为，共同语在演化过程中，在
不断吸收方言的成分以丰富自己。比
如，现在普通话中的“尴尬”是从吴方言
中吸收的，“煤炭”是从客家方言吸收
的，“炒鱿鱼”“埋单”是从粤方言吸收
的，“抬杠”是从北京方言吸收的，等
等。近年来，“讨说法”“大忽悠”“不折
腾”等方言被大众接受并进入普通话，
也是方言影响共同语的明证。

即使在推广普通话的语境下，方言
和普通话也是不矛盾的。1958年，周恩
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
告中就曾指出——

“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
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
言。推广普通话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
灭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会长期
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
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

该用什么态度对待课文中的
“方言”？

其实，如果对语文课本稍有印象，
很多人都会发现，许多课文都有方言的
痕迹。

比如，《西游记》里选进课本的第一
回，有一句是“我们今日趁闲，顺涧边往
上溜头寻看源流耍子去耶！”，其中的

“溜头”“耍子”都是方言；
《孔乙己》里“主顾也没有好声气”

中的“声气”，《背影》里“父亲还了亏空”
中的“亏空”，都有方言的影子。

而且，如上所述，普通话是各地方
言共同融合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
我们今天学习普通话，就是在学习各地
的方言。学习普通话，课本中的方言不
仅无害，而且有益。

更重要的是，语言文字的学习应该
首先坚持尊重文本的原则。

文本是由语言文字组成的文学实
体，相对于作者、世界构成一个独立、自
足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可能富含历
史的、社会的、情感的、现实的等等多方
面的信息。拆解一个有价值的文本，如
同进行一次文本上的考古发掘，其价值
和意义不言而喻。

因此，不尊重文本，对文本的任意
删改，都是对原有信息系统的破坏，这
不仅仅是文字问题，更是态度问题。在
这方面，不乏弄巧成拙的先例。

清代的杜诗专家仇兆鳌曾经指出，
杜甫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
江滚滚来”有问题，“落”和“下”有重复
之感，应该改为“无边木叶萧萧下，不尽
江流滚滚来”。

其实，这是仇兆鳌缺乏音韵学的知
识，忽略了藏在诗句中的声韵之妙，这
一改，反而造成了韵律上的错乱，贻笑
于大方。

尊重文本是学习语文的基础，也是
选编教材的基本态度。这是语文学习
的内在要求，也是学好语文的前提条
件。

据《新京报》报道

消失的国民品牌正全新回归

“外婆”是方言 要改成“姥姥”？
上海小学语文教材引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