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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外媒称，伊拉克议
会外交委员会的一名顾问哈提夫·里
卡比说，巴格达政府正计划对美国侵
犯伊拉克主权和在平民区使用国际
禁止的弹药提起国际诉讼。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12月
14日报道，里卡比在接受伊拉克马
卢马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拉克将就华
盛顿在这个阿拉伯国家犯下的使用
贫铀弹等骇人听闻的罪行在瑞典和
德国法院提起诉讼。

里卡比继续说，这一行动将确保
美国承担国际责任，不给其拖延案件
的机会。

他说：“(在伊拉克)每个月都报
告数百例新增癌症病例，这个数字确
凿地证明了美军造成的破坏程度。”
他呼吁伊拉克卫生部“公布有关美国
轰炸行动造成伤亡的事实和数字”。

报道称，美国牵头发动的伊拉克
战争留下了数百吨贫铀弹和其他有
毒废料。

十大网络语勾勒网民生活百态

网络用语的语言特色鲜明，是网民抒发情感、表达态度
的独特方式，线上线下流行度都很高。2020年“十大网络
用语”为：逆行者、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带货、云监工、光盘行
动、奥利给、好家伙、夺冠、不约而同、集美。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无数最美“逆行者”奋不顾身
投入战斗；人们“不约而同”，在家中通过“云监工”等方式为
战疫加油；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冲击，各行各业加入“带货”
行列，邀请“集美”们共同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拥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要坚持“光盘行动”；“好
家伙”，电影《夺冠》热映，“女排精神”振奋人心，人们喊出

“奥利给”……
专家表示，这些年度最热网络用语，基于国家语言资源

监测语料库（网络媒体部分），采用“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
主，兼顾领域专家意见和搜索引擎收录情况”的方式获得。
监测语料库包含网络论坛、新闻、博客等不同媒体形式语言
资源。透过十大流行网络用语，一幅鲜活生动的网民生活
百态图跃然纸上。

十大流行语浓缩时代影像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凝聚时代缩影；流行语更是语言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达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经评选，

“2020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为：新冠肺炎、抗疫、复工
复产、民法典、网课、双循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抗美援
朝70周年、六稳六保、嫦娥五号。

这些流行语语料数据规模达10余亿字次，代表了中国
媒体的关注焦点。

专家点评认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国际社会携手“抗疫”，共同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教育部门提倡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网课”一度成为主要教
学方式。“六稳六保”惠民措施相继出台，“复工复产”有序推
进，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经济社会基本步入正
轨。“民法典”审议通过，“嫦娥五号”成功发射，以及全国各
地开展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活动……十大流行语凝结
了这一年震撼人心的全民记忆。

十大新词语记录新变化新发展

活动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依次是：
复工复产、新冠疫情、无症状感染者、方舱医院、健康码、数
字人民币、服贸会、双循环、天问一号、无接触配送。

据介绍，这些新词语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利用
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结合后期人工确认获得。语料来源于2020
年1月1日至11月底的9份主流报纸的文章、20家电台和电视
台的节目、4家门户网站的新闻，数据规模近19亿字次。

这是举国同心、守望相助的一年。“新冠疫情”突如其
来，武汉16家“方舱医院”临时组建并投入使用，有效解决
了新冠肺炎感染者收治难问题。当下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持续存在，进一步加大对“无
症状感染者”的筛查力度至关重要。伴随着疫情防控常态
化，小小的“健康码”发挥了大作用，有效提升社区防疫的精
准度和效率。

这是直面挑战、化危为机的一年。随着疫情防控局势
平稳，各地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为保障用户和骑手安全、
满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各物流、外卖平台陆续推出“无接
触配送”服务，智能取餐柜、无接触配送软件、无人配送机器
人顺势而起，为相关市场带来无限可能。为推动经济更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时而生。金秋时节，一场以文化、
科技、金融、贸易等为引领的硬核“服贸会”受到国内外广泛
关注，提振了全球经济发展信心。

这是加大创新、奋力开拓的一年。“数字人民币”开拓经
济发展新赛道，覆盖生活缴费、交通出行、购物消费等多领
域。“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之旅，迈出中国自主开展行星
探测第一步……

这些新词语记录生活新变化、社会经济新发展，串联起
2020年人们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 （据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府16
日在政府总部举行副局长和政治助
理宣誓仪式，全体12位副局长和14
位政治助理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见
证下，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根据香港基本法，公务人员必须
尽忠职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
责。副局长和政治助理是政治委任
官员，须遵行特区政府的决定并对此
承担集体责任。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副局长和政

治助理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
特区，就他们的责任许下庄严的承
诺，向社会真切体现他们对基本法和
香港特区的忠诚和承担，将增强公众
对政治委任官员的信心，意义重大。

除政治委任官员外，特区政府公
务员事务局今年10月发出通告，要求
所有在今年7月1日或之后加入特区政
府的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作为聘用
条件的一部分。公务员事务局会在短
期内公布有关要求现职公务员签署声
明的具体安排。常任秘书长及部门首
长的宣誓仪式将于12月18日举行。

据新华社电 为解决影响医养结
合机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突出问
题，为老年人提供安全、规范、优质的
医疗卫生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联合发布《关于
开展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的通知》，明确鼓励医护人员到医养结
合机构执业，促进人才有序流动。

行动通知提出，到2021年底，医
养结合服务相关制度、标准、规范初
步建立，医养结合机构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持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得

到提升。到2022年底，医养结合服
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基本建立，医
养结合机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服
务质量显著提升。

医养结合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行
动通知强调，加强医养结合机构管理人
员、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护理员等
人员队伍能力建设，加大培养培训力
度。鼓励医护人员到医养结合机构执
业，促进人才有序流动。实施全国医养
结合人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为医养结
合机构管理和服务人员提供继续教育。

11月30日至12月6日是第三个
全国“宪法宣传周”，12月4日是第七
个国家宪法日。连日来，盐城市烟草
专卖局通过多形式、多载体组织开展
法治宣传活动，进一步营造尊崇宪
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运用宪法的浓厚氛围。

学习宪法重实效。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法治宣传的核心是学
法、知法、懂法、守法。近期，根据盐城
市司法局、法宣办统一组织部署，盐城
市烟草专卖局利用“法润江苏”普法平

台、江苏机关党建网等网站平台，组织
了盐城烟草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
加“江苏省第三届百万党员学宪法学
党章考法律”活动，通过考前辅导、集
中测试、错题反思、考后总结，进一步
检验全员学习效果、巩固学习成果，在
单位内部掀起学习宪法的新热潮，不
断提升本单位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
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宪法宣誓强信仰。心有所信，方
能行远。“宪法宣传周”期间，盐城市
烟草专卖局组织烟草专卖执法人员

向宪法宣誓活动，旨在通过铿锵的誓
言、庄严的承诺，进一步强化烟草专
卖执法人员尊崇宪法、信仰法治、维
护宪法的信念。进一步激励全体执
法人员履行誓言，恪尽职守，不懈努
力。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荣
誉感。全体执法人员纷纷表示，向宪
法宣誓，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
份承诺、一份责任、一份担当，要牢记
职责使命，为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现场普法解疑惑。盐城市烟草

专卖局在局机关办公区域摆放张贴
“12·4”宪法日宣传海报、在盐城市法
治宣传广场搭建法律宣传咨询台，通
过单位微信平台发送法治宣传小贴
士、法治教育小故事、典型案例小警
示，向社会公众重点宣传《宪法》、民
法典和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引导群众
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并在法治宣传广场宣讲卷烟真伪鉴
别知识，生动展示盐城“七五”普法工
作成果，全面树立依法治市的良好社
会形象。 陈大业

盐城市烟草专卖局全力打好法治宣传“组合拳”

近日，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
委对大庙街道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明
确要求，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实
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街道闻令
而动，扛旗争先，冲刺期末考。

“工业立街”育新机，产业转型走
在前。街道上下强化战略定力和行
动自觉，算好“经济运行账”；围绕区
域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集成电路，
新医药产业，依托“七园一谷一港”特
色园区优化布局，精准绘制“产业地
图”，重点聚焦以徐工挖机、矿机、建
机为代表的高端智能制造“一号产
业”，稳增长、强后劲，做强工程机械
产业链。

“产业强街”争先机，动能转换走

在前。坚持项目为王，实行包挂领导
现场办公，“一项一策”专班跟进，探
索“红、黄、蓝”服务预警制度，全力推
进项目按照既定节点开工、达效，确
保完成62个“两重一实”重大项目。
完善招商机制，重点围绕四大新兴主
导产业找准突破口，开展重点城市对
口招商，在“补链、延链、强链”上靶向
招商，形成集群效应、倍增效应。

“环境优街”寻良机，提升品质走
在前。抢抓市区新一轮国土规划编
制机遇，依托徐海路、和平路东延、昆
仑大道等大框架，承接新城区辐射，
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活力街
区。按照“文韬武略划蓝图，雅致靓
颜心高远”的定位，完善街道内部路
网工程，优化小交通布局；实施环境

提升扮靓工程，提升街区“颜值”；积
极推进棚户区改造，开发修复山体，
以宜商、宜居、宜业的环境为发展注
入新活力。

“服务兴街”优保障，打造营商走
在前。全面实施15项“搭建政企命
运共同体”系统集成改革，深入推进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依托新建综合服
务中心，打造全区行政审批副中心。
持续开展村居带头人能力素质提升
和“产业论坛”，打造一支懂经济、强
招商，善操作、会落实的干部队伍；持
之以恒推行“6个一”包挂、“3+3”代
办、“168”帮办服务，最大限度为企业
争取各项政策，打造“有求必应，无事
不扰”营商环境。

“实力惠街”齐短板，提升幸福走

在前。在就业、养老、医疗、教育方面
加大投入，做强保障惠民，提升治理
效能。依托淮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开展创业帮扶进万家活动，通过
创业扶持政策、富民贷款，推动劳动
力就地转化。启动3个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建设，加速推进幼儿园建
设，补齐学前教育短板；坚持文化乐
民，推动优秀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
机融合。

街道党委书记吴磊表示，接下
来，将深入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继续以“领跑全区、领先全市”为
发展定位，抢抓战略机遇，坚持特色
发展，深化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奋力
书写贯彻新发展理念产城融合的“大
庙样本”。 黄 艳

徐州经开区大庙街道：扛旗争先，冲刺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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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主办

的“汉语盘点2020”活动，陆续发布了“年度十大网络用

语”“年度十大流行语”“年度十大新词语”。这些由专家、

网民和大数据选出的年度词语，记录下这一年的社会热

点，也于字里行间留下国家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草蛇灰线。

一起来“盘”，让我们重温字词里的年度记忆——

北京市海淀区阜四小院是田村路街道阜四社区的
公共文化空间，在疫情防控期间闭馆不对外开放，但小
院服务居民的脚步没有停下。图为小院的工作人员
（左）在调试视频录制设备。 新华社发

在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故道公园民法典主题长廊，
市民用手机扫码体验主题长廊内的在线电子解读功能。

新华社发

京西宾馆餐厅工作人员亲手制作的制止餐饮浪费
宣传品。 新华社发

44月月11日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
蒙古族学校四年级学生策耿蒙古族学校四年级学生策耿（（右右））在母亲在母亲
伊日贵的陪伴下上网课伊日贵的陪伴下上网课。。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委任官员
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

两部门联合发文

鼓励医护人员到医养结合机构

贫铀弹等武器遗患无穷

伊拉克将对美国提起国际诉讼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散布种种
“崇美”“跪美”论调：或艳羡美式“民
主”“自由”，或吹捧美国人权现状，或
夸大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更有
甚者，竟然“大开脑洞”赞叹美国的

“抗疫能力”。
事 实 是 最 有 力 的 谎 言“ 粉 碎

机”。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
30 万例的惊人数字，黑人弗洛伊德

“我不能呼吸”的痛苦呼救，美国政治
极化的混乱局面，一些美国政客背信
弃义、蛮横无理的霸凌行径，早已使
所谓“灯塔国”的形象在世人心中坍
塌。一些人再怎么精心粉饰、可劲忽
悠，也难免被事实真相“打脸”。人们
心里有杆秤。一些网友的评价可谓
一针见血：“明明是笑话，他们却当成
神话。”

“崇美”“跪美”者，往往是逢美必
捧、逢中必贬，他们只问立场，不问是
非，信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对
自己的父母之邦却极尽诋毁唱衰之
能事。他们乐于编织各种“美国童
话”，甚至造谣传谣也在所不惜；一些
美国政客倒行逆施、造成严重后果，
他们要么揣着明白装糊涂，要么忙前
忙后帮着洗白。反过来，中国发展取

得再大的成就，在他们眼中都不值一
提，一个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新时
代中国，在他们看来一无是处。

说到底，一些人在精神上还没有
“站起来”。“崇美”“跪美”者把美式价
值奉为圭臬，对“世界霸主”俯首帖耳，
思想上患了“软骨病”，在斗争中甘当

“投降派”，丧失了自信心，也失去了基
本的判断力。一些人天真地认为，以
利益换安全，靠妥协求自保，只要中国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能换来相安
无事。如此荒唐之论，哪里还有一点
中国人的气节和血性！一些人不以为
耻、反以为荣，还自诩这是“客观”“深
刻”“洞见”，岂非咄咄怪事？对这类是
非颠倒、自丧志气的谬论，对那些数典
忘祖、助纣为虐的“跪族”，必须坚决斗
争，戳穿其画皮，消除其影响，不让错
误价值观蛊惑人心。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
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
腰杆子不会弯。面对大风大浪，只要
我们有信心、有定力，坚定不移办好
自己的事情，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一
个自立自强、文明进步的中国，就是
疗治“软骨病”的最好良药。

（据新华社电）

“崇美”“跪美”的
软骨病得治！

辛识平

16日，香港特区政府在政府总部举行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宣誓仪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