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纸尿裤销量超300亿片，国产品牌
却仅占三成。刚刚过去的“双11”“双12”，一些国外品牌纸尿
裤又位居海淘前列。

国产纸尿裤和国外品牌究竟有什么差别？ 中国产业用纺
织品协会副会长郑俊林认为，在材料、设计、工艺等多个方面，
我国与国外并无太大差别， 市场上叫得响的国外品牌都在中
国拥有制造基地，很多国际品牌材料供应商也都是国内企业。

既然如此，面对百亿量级市场，国产品牌如何发力？抓
住消费升级，提高产品品质，向中高端领域扩容，是国产品
牌发展趋势；此外，加强行业监管，保障消费者权益也是应
有之义。 文/金雨 图/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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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涛

近日，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评选出
“2017年度十大流行语”。十九大、新时代、共享、
雄安新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人类命运共同
体、天舟一号、撸起袖子加油干等热词与流行语
上榜。

岁末年终， 各种各样的分类汇总与评比纷
至沓来。其中，“年度十大流行语”往往最受公众
和网友的关注。 一方面， 过去一年我们说了什
么、看了什么、议论了什么、追随了什么，都是每
个人的切身体会；另一方面，了解、运用并分析、
感悟这些时代的流行词， 会让自己更好地融入
时代与社会。此番出炉的这十个词语，就值得我

们细细思量。
首先，想说说“十九大”“新时代”“撸起袖子

加油干”“雄安新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五大
词语。党的代表大会、人们对所处方位的思考、政
府的实干精神、横空出世的新区以及未来将要开
展的自我革命，都已经成为妇孺皆知、耳熟能详
的词汇。这说明政府的主旋律声音很“嘹亮”，噪
音、杂音自然很“暗哑”。

十大流行语中科技与发展的词汇， 有三
个，即“共享”“人工智能”和“天舟一号 ”。2017
年是共享经济发展的元年。共享单车，似乎在
一夜之间风靡了所有的一二三线城市，虽然发
展也遇到了许多问题，但这种建立在互联科技
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却探索出了无限的可能。说

到人工智能， 当阿尔法狗毫无悬念地战胜棋
手，人类又一次开启了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发
展的大讨论。天舟一号，则代表了我国国际空
间探索的先进科技水平。总起来说，这三个科
技用语的入选，说明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瞬息
万变，唯有不断进步，才能顺应发展大潮。

“金砖国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词
汇，体现的则是大国外交的思想与智慧。关于
“地球村”，关于各国互利共赢，关于金砖国家
在合作基础上的共同发展，我国都给出了解决
问题的思路和方案。

“十大流行语”， 刷新着国人的语言文化
“库存”，同时也口口相传了这个时代的梦想与
辉煌。

邓海建

台湾著名诗人 、文学家余光中于12月14
日病逝 。他不再 “乡愁 ”，他的 《乡愁 》却注定
缠绵不绝 。

情之所至方为诗 。 我们很多人对余光
中先生 的 认 识 ，是 从 诗 歌 《乡 愁 》开 始 的 。
一枚小小的邮票 ， 一张窄窄的船票 ， 一方
矮矮的坟墓 ， 一湾浅浅的海峡…… 21岁余
光中写下的这首诗 ， 撩拨起国人对家国一
统的浩荡思绪 。 一生在逃亡与离乡中颠沛
流离 ， 半世在纷争与战斗里孤独忧郁 ，却
因灵魂早已皈依汉唐魂魄 ， 余光中笔下才

会有 “酒入豪肠 ，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
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 ，就半个盛唐 ” 。

诗人或者诗歌的好坏，其实与繁复多元的
人性无关，大概有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是对于
现代性困境，诗文呈现了怎样的张力；二是对
于传统文化的承续， 诗文恪尽了怎样的使命。
余光中的诗能成为一波波“余光中热”，比较典
范地回应了这两个命题。一方面，他的诗歌跳
脱了个人的情绪体验，未曾回避诸多历史和政
治的思考；另一方面，他的诗文基本契合台湾
诗坛30年间“西化而回归”的走向。

文无定法，人无完人。倒不是因为老先生
驾鹤西去，就非要在其生平经过上鎏金，而是

揆诸现实，他的文学价值远在“乡愁”之上。有
人说，余光中去世，这世间又少了一个高级而
有趣的人。这话不假。曹可凡曾访问他，说如何
面对别人的攻击却从不反击，余光中答，“他一
直骂我，我则保持沉默，这说明，他的生活不能
没有我， 而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 老先生诗
歌、散文、评论、翻译皆有建树，自称为写作的
“四度空间”。诗好，散文更胜，梁实秋亦曾赞其
“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更难能可贵的 ，是余光中对传统文化的
恪守 。他曾说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要
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 ” “我的血系中有一条
黄河的支流 ”。 他亦明确表示 ，“如果把文言
文抛掉不用 ， 我们就会变成没有记忆的民
族 ！”在诗歌沦陷于各种 “体 ”而乱花渐欲迷
人眼的今天 ，重读余光中 ，重读中国现当代
诗歌散文史 ，或许 ，这正是文艺创造与文学
创作之需 。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新目标， 开福区作为省会中
心城区，是实现新目标的一分子，在新征
程中将不忘初心使命， 作出应有的作为，
担起应尽的责任。具体而言，要紧紧围绕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作出
的重大判断、重大部署，以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抓好各
项工作的落实。

改革创新要释放新红利。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自觉把工作放到省
委 “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的战略中去定
位，坚持有质效、有温度的发展，建设物质
富裕、精神富有的开福。推动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把好改革“方向盘”。按
照中央总体部署， 蹄疾步稳推进各项改
革，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保持方向
不偏。踩好改革的“离合器”，大胆在打造
内陆开放高地、 推进马栏山视频文创园
和军民融合产业园建设等方面开明开
放、善作善成，把改革动力激发出来、红利
释放出来。

产业升级要取得新效益。发挥金霞经
开区 、金融商务区 、金鹰文化区 “三金片
区”的平台效应，涵养壮大物流商贸、金融
商务、文化创意等主导产业，培育发展高
新技术、医疗健康、军民融合等新兴产业，
形成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到2020年经济
总量跨过1000亿元大关、财政总收入超过

200亿元。
城市品质要彰显新形象。加快推进文

化之城 、博物馆之城 、好人之城 、读书之
城、创新创意之城“五城”建设，打造精致
精美、宜居宜业、人见人爱的现代化城区。
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让每位开福人在
城北开启幸福、创造幸福、收获幸福。

民生保障要满足新需求。把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有条件要为人民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没
有条件也要心怀大爱为民众做好每一件小
事。启动“新三年学校建设计划”，投入30亿
元新增中小学校和幼儿园30所、 提供优质
学位2.4万个； 力争到2020年全区每千人口
拥有床位不少于17张、 医生不少于9人；有
效扩大就业， 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
以下；增加文体投入，建成“城区15分钟、农
村30分钟”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圈；社会保障
方面，要初步建成“15分钟社保服务圈”。

党建要展示新气象。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倡导贤能政治，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治庸提能、治浮
提气、治懒提效、治散提神专项行动，让广
大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
中工作生活，在受激励和鼓舞的环境中工
作生活，在有敬畏和警醒的环境中工作生
活， 在讲追求和奉献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在风清气正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以提升干
部队伍的执行力和精气神。

在落实落细中贯彻十九大精神
长沙市开福区委书记 沈裕谋

新声在“十大流行语”中读懂时代最强音

余光中不再“乡愁”
《乡愁》却注定缠绵不绝

纸尿裤也是
“外来和尚会念经”？

新闻漫画
毛建国

12月13日，最高法发布医疗损害责任纠
纷案件司法解释。解释规定，因抢救生命垂
危患者等紧急情况而不能取得患者意见，医
务人员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授权负责人批
准立即实施相应医疗措施，患者因此请求医
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法院将不予支持。

此番司法解释出台，如果用一句话来
概括，就是“将紧急情况抢救决定权交给
医生”。这样一来，医生可以全力“与时间
赛跑”， 也能够保障生命垂危等紧急情况
下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这一司法解释不仅体现了对患者生
命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对医疗机构的约
束。司法解释明确，为紧急救治撑腰，仅限

于高于患者知情权的生命权或重大健康
权遭遇紧迫危险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这一司法解释在一定程
度上断绝了一些医院的“小心思”。在此之
前，遇到需要紧急救治情况，医院可能会
抛出“家属签字”制度，甚至有可能把此当
作不作为的“挡箭牌”，但随着司法解释发
布，已然“此路不通”了。对于医疗机构怠
于立即实施相应医疗措施，导致患者受到
损害的，解释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应当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换而言之，该救的要大
胆救，不必束手束脚，如果麻木不仁、熟视
无睹，就要承担责任。

医生是患者生命健康的守护者。期待
《解释》 实施后， 能够减少许多无谓的风
险，令类似上文的悲剧不再重演。

为紧急救治撑腰有多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