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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网络流行语 

【本报综合】台湾第十四任总统、
副总统选举将于2016年1月16日举行。根
据中选会规定，投票前10天即将不能再
公布民调。1月5日众多民调纷纷出炉，
在封关前公布最后一波民调数字。

民调结果：蔡英文稳赢
据中评社消息，根据《TVBS》民

调中心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英仁配支
持度有43%，国民党朱玄配25%，亲民党
宋莹配15%，17%则尚未表态。不分区立
委席次预估为，民进党17席，国民党10
席，时代力量4席，亲民党3席。

《TVBS》民调中心也计算得票率预
测，如果6日就要投票，蔡英文支持度有
53% 、朱立伦支持度有31% ，宋楚瑜则
有16%。若投票率以73.4%计算，蔡英文
估计票数超过700万票，朱立伦约为400
万票，双方差距可能达300万票。蔡英文
的估计得票数700多万票，仍低于马英
九2008年766万的最高得票历史纪录。此
外，宋楚瑜得票率则可能为16%，与2012
年不同，显然此次大选可能不会有弃保
效应。

蔡英文还有三大担忧
根据中国台湾网消息，民进党总统

候选人蔡英文6日在中常会前主持记者
会，公布名为“在乎你在乎的-政党票”
广告宣传片，民进党提名的不分区立委
候选人都到场，代表不同专业领域的候
选人，每个人陈述一段政党票要投给民
进党的理由。蔡英文表示，距离投票的
日子只剩10天，现在她心里最担心三件
事，一是贿选买票，让激战区被翻盘；
二是1月16日那天年轻朋友会不会从外地
返乡投票；三是政党票分散，让民进党
优秀的不分区立委候选人落榜。

据台湾《联合报》1月6日报道，
蔡英文表示，2016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名
单，是“最不民进党”的名单，因为有
好几位提名人以前不曾参与过党务，甚
至不是民进党员，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各
领域长期耕耘的专家，进入国会后会当
人民的大声公，为弱势族群和各行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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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声。
蔡英文指出，“有人说民进党有些国

民党化，我绝对不同意”，这份不分区名
单就可以证明，民进党不断地鞭策自己，
开放民进党，贴近民意，大家可以把所有
政党的不分区名单摊开来比较，“我非常
有自信”，民进党名单最能呈现多元意
见、专业阵容最坚强，是将来在国会最具
作战能力、问政能力的团队。

蔡英文尤甚陈水扁 美能否一举分裂
中国？

多维新闻1月6日发表一篇名为《蔡英
文尤甚陈水扁 美能否一举分裂中国？》文
章。文章称，“蔡英文胜券在握，而其本
人的亲美立场，也是让大陆担忧。蔡英文
比陈水扁更加能够制造麻烦，美国又是否
会趁机分裂中国？”

面对可能发生质变的两岸关系，美国
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助理教授戈
德斯坦（Lyle Goldstein）刊登题为《中国如
何看待对台关系的险峻前景》的文章称， 
“台湾自1949年以来在美中关系上一直是

个特别的议题，而自2008年以来，台湾之所
以几乎很少登上头条新闻版面，唯一的原
因是马英九大刀阔斧改变前两任总统的路
线，勇敢追求与中国大陆和解。”

戈德斯坦强调，这项高瞻远瞩的政策
让台湾能平静度过8年，享受令人愉快而繁
荣昌盛的风平浪静局面，这也成为近年台
湾议题的特色，只有不熟悉1997年到2007年
台海有多危险的读者才会不懂感激马英九
的两岸和解在过去八年所带来的稳定和平
静。

当然，中国大陆一直表示，只要岛内
出现异动，最终会付诸武力解决。戈德斯
坦直言，美国总统奥巴马所领导的行政部
门最近宣布继续对台军售，但美国售台武
器实际上很难翻转两岸军事失衡的前景。

蔡英文2015年6月访美结束后， 福建社
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主办的《现代台
湾研究》旋即刊发题为《蔡英文美国行暴
露了“庐山真面目”》的短评，作者称蔡
英文是比“前总统”陈水扁“更大的‘麻
烦制造者’”。虽然蔡英文“最亲日本”，
但会迅速引导台湾倒向美国。

山西一女教师执教40年月薪150元
从17岁到57岁，山西省陵川县积善村代

课教师宋玉兰坚守三尺讲台40年。虽然宋玉
兰这一辈子每月工资最多时也只有一百多
元。为了维护权益，宋玉兰坦陈，自己堵过
领导的门，拍过领导的桌子，但十几年来始
终没有解决。宋玉兰平静地说：“以前被气
哭过，有时一天都吃不下去饭，哭过后再接
着给孩子们上课。”

经过媒体的报道，今年1月2日陵川县做
出了回应，从2015年元月份起，宋玉兰每月
工资将上涨到900元。

反腐追回2500亿
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审计署审计长

刘家义介绍，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方
面，全国共审计领导干部2万多人。通过审
计，查出领导干部负有直接责任的问题金额

2500多亿元，101名领导干部和220名其他人员
被移送司法、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仅2015年，就有20多个省部级以上干部落
马。

湖南同性恋维权案立案
1月5日，“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当事

人、同性恋者孙文麟因登记结婚遭拒，起诉湖
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一案，获法院立案受
理。

孙文麟的代理律师石伏龙告诉澎湃新闻，
法院能够立案让他感到“意外”，这或许得益
于新行政诉讼法对立案的规定。考虑到该案
的典型性，“不管是否胜诉，都应该载入历
史。”他说。

宁夏公交车途中失火 致17死32伤
1月5日，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境内一辆公交

车行驶期间突然发生火灾，目前事故已造成17
人死亡，32人受伤。宁夏警方已将有重大作案
嫌疑的一名疑犯抓获。

福州一学校校服两套880元 学校：不算贵
近日，福州金桥学校学生发微博称，学校

强制学生更换校服，两套880元。一些学生觉
得，这个校服价格明显太高。

该校招生办相关负责人称，学校确实近期
更换校服，但并没强制购买，两套880元的价
格也是服装厂的报价。

27岁中国男子砸2.4亿元买下悉尼地标性豪宅
据澳洲新快网报道，正当众多悉尼人在新

台湾大选 蔡英文稳赢？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晓 中 国
年前夜霸位置看烟花的时候，一个来自中国
的27岁男子用大约5200万澳元（约合2.4亿元
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悉尼海港
风景。

中国A股熔断 美股开盘也应声重挫
1月7日上午，沪深300触发熔断机制，

开盘15分钟就收市。根据CNN报导，深受中
国股市暴跌引爆的股灾，持续蔓延至全球股
市。纽约股市7日开盘即跌。

中国万亿科研经费报表 60%用来开会出差
近些年，一批诸如广州科技和信息化局

系统科研单位频发贪腐，引发各方对科技经
费投入方式的广泛关注。而事实上，过去数
年间，全国科研经费大概只有40%是真正用
于科技研发的，60%都用于开会、出差等。

2014年，教育部通报4起科研经费使用违
规违纪典型案件，5名大学老师骗取科研经费
1600多万元。

中国永暑礁新机场试飞成功
1月6日，中国政府征用的两架民航客机

先后从海口美兰机场起飞，经过近2小时的飞
行平稳降落南沙永暑礁新建机场并于当日下
午返回海口，试飞成功。

这次试飞成功证明该机场具备了保障民
航大型客机安全运行的能力，将为岛礁物资
运输、人员往来、医疗救护提供便捷的交通
方式，同时将为南海地区的跨洋飞行提供新
的备降机场选择和更为经济灵活的航线选
择。

【本报综合】2015年年底，人民网总结了2015年
网络流行语，并指出“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大众文
化，是在网民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并在一定程度
上，反应出当下社会“舆情”。以下为部分2015年网
络流行语的释义。

“心塞”：心理堵得慌，难受。周围有不顺心的
事让你心里很不舒服。或者表示对某件事情很无语。

“呵呵”: 原指笑或微笑和开心的笑，也表示自
己开心，是笑声的拟声词。但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特
别是聊天工具和BBS的普及发展的情况下，“呵呵 
这个词被越来越多地打在电脑屏幕上用来反映自己的
各种心情。

“表情包”：网络聊天工具（例如微信、腾讯
QQ）中自带的各种表示心情的图片，比如高兴、偷
笑、愤怒、鄙视、大哭、不屑一顾、呕吐，等等。

“也是醉了”：2015年排名前三的网络流行语。
一种对无奈、郁闷、无语情绪的轻微表达方式。

“吓死宝宝了”：“吓死我了”。女生受到惊吓
时常用此语来卖萌。后延续到表示受到惊吓，或卖
萌。

“走心”: 从内心出发，能感动或撼动人们直往
心里去的意思。

“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来源于2015年国内
一名漫画作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我的内心
几乎是崩溃的”，被网友们争相借用。

“约吗”：一个“约”字，意味深长。约饭，约
郊游，约爬梯，约K歌，约电影……无局不约。约同
学，约同事，约女神，约暖男，约基友，约闺蜜……
有人必约。

“明明病”：网络新词，并非疾病，却带有普遍
性。比如明知道该减肥，却总也忍受不了美食的诱
惑；明知道该努力工作，可还是得过且过。

“且行且珍惜”：该语来源于大陆著名女星马伊
琍在丈夫出轨被曝光后发表的一篇博文：“恋爱容
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

官员跳楼自杀身亡 留下500元党费
1月3日，信阳市盐业管理局财务科副科长

黄鸿雁从办公楼6楼跳下，当场身亡。
事发后，当地公安机关介入调查，警方在

黄鸿雁家中发现遗书。遗书大意为其多年来对
单位尽职尽责，未给单位带来麻烦。因为常年
多病，消极弃世。此外，在自杀前，黄鸿雁留
下了500元的党费。

有网友向记者反映，在河南省通许县一
村庄的地头，当地村民集资建造了一座几十
米高的毛主席像，十分引人注目。

据当地村民介绍，这座毛主席像由几名
企业家投资建造，其中村里一部分人捐款数
万元，设计高度为36.6米，总造价近300万
元。（来源：新浪新闻）

2015年9月6日，宋玉兰在教室教学。图片来自
晋广论坛原国堂。

资料图：蔡英文（来源：中评社）

【本报综合】自去年10月起，香港铜锣湾
书店4名工作人员相继失踪。2015年1月1日，
该书店店主李波（右图）被报失踪。1月3日，
一封据信为李波的亲笔信的曝光，激起千层
浪，“内地执法人员‘越境’执法、‘违反一
国两制’”的呼声甚嚣尘上。李波信中称，自
己有不想外界知道的急事要处理，已经“采取
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协助有关方面调查。

书店5人相继失踪
据南华早报中文网报道，李波在12月30日

失踪，其妻1月1日报警。消息人士称，李太太
1月4日下午到北角警署希望销案，称李波的一
名朋友当天联络到李波。警方则表示会继续调
查案件。1月4日晚，台湾中央社称从书店一名
陈姓员工处，获得李波亲笔信传真，这封落款
2016年1月3日的信件中，署名人李波称自己有
不想外界知道的急事要处理，“采取自己的方
式”返回内地，协助有关方面调查，一切安
好，着收信的陈先生照料书店业务。但李太太
早前表示，李波的回乡证在家中，香港入境处
也表示没有李波出入境记录。

据多维网早前消息，去年10月传该书店有
4名相关人员在泰国、内地深圳和东莞等地被
捕，至今这些人都没有再露面，但随后的舆论
都不了了之。

而连日来，李波案一直占据着主流港媒头
版头条。

不透明处理惹事端
1月5日，金融界议员吴

亮星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
会会议上借短讯，暗示李波
在内地嫖娼被捕。工党议员
何秀兰指吴的言论是“人格
谋杀”。泛民社会民主连线
内务副主席黄浩铭1月5日透
过社交网络说，看见李波被
失踪、被平安，心里也有点不安。黄的发帖引
许多网友按赞，自然也对李波失踪及其现在的
处境更加联想不断。

这次李波失踪案不等同于之前部分港人“反
水货客”、“驱蝗”与及“中港足球赛”中情
绪化表现，舆论的真正焦点不是放在有人失踪
一事上，而是这次李波在港失踪案牵涉到“一
国两制”的原则问题，威胁《基本法》能否贯
彻落实。

多维网邱比龙撰文称，有声音指，李波失
踪案的不透明，抑或在香港出版业引发寒蝉效
应。据多家媒体报道，新加坡连锁书店叶壹堂
（Page One）在港分店，几乎在铜锣湾书店相
继有职员失踪的同时，停售关于中共内幕的“
禁书”。据称有Page One员工向香港《明报》
确认，Page One全线近两个月已停售这类“政
治敏感”书。该员工称“内地禁书”颇受游客
欢迎，但近月销量稍下降，未知停售原因是否
涉及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