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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原乡乡

张丰

每每个个男男孩孩子子都都会会有有一一个个当当英英雄雄的的梦梦想想。。这这
一一点点并并没没有有随随着着城城市市化化而而改改变变。。在在城城市市，，小小男男孩孩
们们每每天天““突突突突突突””个个不不停停，，他他们们梦梦想想成成为为的的对对象象
可可能能是是奥奥特特曼曼或或者者蜘蜘蛛蛛侠侠，，但但是是梦梦的的结结构构仍仍然然
是是一一样样的的：：成成为为高高手手，，拯拯救救人人类类。。

乡乡下下长长大大的的男男孩孩子子，，谁谁没没练练过过几几下下武武术术？？我我
小小时时候候对对自自己己的的规规划划是是硬硬功功与与轻轻功功齐齐头头并并进进。。
练练习习硬硬功功，，主主要要是是用用拳拳头头击击打打树树干干，，槐槐树树的的老老皮皮
太太硬硬碰碰不不得得，，我我们们会会找找桐桐树树下下手手。。握握紧紧拳拳头头，，把把
二二拇拇指指关关节节突突出出来来，，猛猛击击桐桐树树树树干干，，它它会会滴滴下下水水
来来。。也也许许树树也也会会痛痛吧吧，，那那流流出出来来的的就就是是眼眼泪泪了了。。

为为了了锻锻炼炼自自己己的的勇勇气气，，我我曾曾经经用用两两根根手手指指
夹夹住住小小个个儿儿鞭鞭炮炮的的底底部部，，然然后后点点燃燃，，砰砰地地一一声声之之
后后，，两两根根手手指指变变得得又又黑黑又又麻麻，，回回到到家家没没敢敢夸夸耀耀自自
己己的的神神功功。。我我是是幸幸运运的的，，那那时时的的鞭鞭炮炮威威力力还还很很有有
限限。。

高高中中时时有有一一个个同同学学，，小小时时候候玩玩鞭鞭炮炮被被炸炸断断
了了右右手手。。他他不不但但可可以以用用左左手手答答题题，，甚甚至至还还能能用用左左
手手做做引引体体向向上上，，轻轻松松做做到到 1100 个个以以上上。。失失去去右右手手
的的时时候候，，他他一一定定非非常常绝绝望望，，但但是是却却发发誓誓练练成成独独臂臂
神神功功。。在在北北京京读读书书的的时时候候，，还还见见过过一一位位同同学学，，双双
臂臂都都不不在在了了，，但但是是他他用用脚脚写写字字一一样样飞飞快快，，左左脚脚
夹夹笔笔，，右右脚脚可可以以撕撕下下一一截截卫卫生生纸纸。。

如如果果有有毅毅力力，，总总能能练练出出一一点点功功夫夫来来。。不不过过毅毅
力力可可能能恰恰恰恰是是我我最最缺缺乏乏的的，，在在田田里里弯弯腰腰割割麦麦子子，，
几几分分钟钟我我都都坚坚持持不不了了，，这这让让我我知知道道自自己己不不是是练练
武武术术的的料料。。更更重重要要的的是是，，我我完完全全不不擅擅长长打打架架，，祖祖

母母对对我我的的评评价价是是：：““这这孩孩子子良良善善。。””这这是是表表扬扬，，
也也是是对对我我未未来来的的担担忧忧。。

从从小小到到大大，，从从来来没没有有想想过过用用拳拳头头解解决决问问
题题，，我我的的武武林林高高手手梦梦也也就就到到拳拳击击桐桐树树干干为为止止
了了。。我我小小时时候候，，家家乡乡还还真真有有一一种种习习武武的的风风
气气，，经经常常看看到到有有些些叔叔叔叔在在那那里里比比划划。。那那时时还还
没没有有青青年年外外出出务务工工潮潮，，在在漫漫长长的的冬冬季季，，年年轻轻
人人会会切切磋磋一一切切技技艺艺，，武武术术大大受受欢欢迎迎，，家家长长都都希希
望望孩孩子子有有能能力力防防范范未未来来的的风风险险。。

二二姨姨家家有有四四个个儿儿子子，，二二表表哥哥读读初初中中的的时时
候候，，和和我我睡睡一一张张床床上上，，那那时时我我还还在在读读小小学学。。在在
睡睡觉觉的的时时候候，，他他喜喜欢欢把把脚脚趾趾聚聚拢拢猛猛抓抓我我的的肚肚
皮皮，，我我鬼鬼哭哭狼狼嚎嚎地地惨惨叫叫，，而而他他却却装装作作什什么么都都没没
发发生生一一样样。。初初中中毕毕业业后后，，他他没没有有考考上上高高中中，，也也
没没选选择择复复读读，，而而是是神神秘秘地地““消消失失””了了。。在在姨姨夫夫的的
安安排排下下，，他他去去了了少少林林寺寺。。

这这简简直直比比考考上上大大学学还还轰轰动动。。眼眼看看着着四四个个
儿儿子子一一天天天天长长大大，，姨姨夫夫开开始始谋谋划划未未来来了了，，这这是是
他他全全部部的的希希望望所所在在。。我我放放假假去去姨姨妈妈家家小小住住，，看看

到到姨姨夫夫经经常常和和儿儿子子们们在在密密谋谋什什么么。。他他在在恨恨一一
个个人人，，希希望望有有一一天天能能够够翻翻盘盘。。后后来来才才知知道道，，他他
恨恨的的那那个个人人，，是是他他的的邻邻居居，，也也是是他他们们村村的的支支
书书。。这这是是一一场场家家族族之之间间的的对对决决，，暗暗中中的的较较量量已已
经经持持续续了了十十几几年年。。

于于是是，，在在过过年年的的时时候候，，我我们们就就有有幸幸能能够够目目
睹睹来来自自少少林林寺寺武武术术的的风风采采。。二二表表哥哥现现场场打打了了
一一套套拳拳，，说说这这是是小小洪洪拳拳，，我我们们觉觉得得欣欣喜喜又又失失
望望：：少少林林拳拳呢呢？？降降龙龙十十八八掌掌呢呢？？二二表表哥哥很很不不屑屑，，
气气定定神神闲闲地地收收拳拳，，站站立立一一旁旁。。大大人人们们倒倒很很欣欣
慰慰，，他他们们似似乎乎能能够够从从这这套套拳拳法法中中看看到到未未来来。。在在
二二表表哥哥的的带带领领下下，，老老三三、、老老四四也也开开始始练练武武了了，，
他他们们努努力力地地练练习习高高抬抬腿腿和和鲤鲤鱼鱼打打挺挺，，真真是是意意
气气风风发发。。

多多年年之之后后我我才才知知道道，，二二表表哥哥根根本本没没去去少少
林林寺寺，，而而是是少少林林寺寺附附近近的的塔塔沟沟武武校校。。我我看看过过一一
本本美美国国人人马马修修··波波利利写写的的《《少少林林很很忙忙》》，，写写少少林林
寺寺附附近近那那些些武武校校的的故故事事，，除除了了表表演演性性的的套套路路，，
很很多多人人都都在在练练习习具具有有实实战战性性的的散散打打。。二二表表哥哥

和和马马修修应应该该是是同同一一时时期期的的““少少林林弟弟子子””，，其其实实
都都是是在在少少林林寺寺外外练练武武的的青青年年。。

二二表表哥哥的的““少少林林””生生涯涯持持续续了了三三年年，，从从 1166
岁岁到到 1199 岁岁，，正正是是一一个个男男人人发发育育的的关关键键时时
刻刻，，他他很很少少向向人人提提起起这这三三年年是是怎怎么么度度过过的的。。
一一个个说说法法是是，，他他本本来来想想学学习习更更长长时时间间，，但但是是
因因为为在在比比武武时时打打断断了了一一个个当当地地人人的的腿腿，，就就逃逃
回回来来了了。。这这种种““不不光光彩彩””，，本本质质上上当当然然是是英英
雄雄行行为为，，所所以以表表哥哥学学成成归归来来，，是是整整个个家家族族的的一一
件件大大事事。。

他他的的成成名名作作很很快快就就来来了了。。表表哥哥的的村村庄庄在在
本本镇镇的的边边缘缘，，邻邻镇镇有有一一个个更更大大的的村村子子，，因因为为人人
口口更更多多，，在在集集市市上上也也有有更更大大的的势势力力。。斗斗殴殴发发生生
在在表表哥哥一一家家与与对对方方势势力力最最大大的的一一家家，，表表哥哥弟弟
兄兄四四人人，，手手持持兵兵刃刃，，一一路路进进攻攻到到对对方方家家门门口口，，
并并造造成成了了人人员员受受伤伤。。对对方方住住院院治治疗疗，，而而二二表表哥哥
则则进进了了看看守守所所。。

一一番番周周折折后后，，二二表表哥哥最最终终当当上上了了村村里里的的
支支书书。。但但是是让让人人们们接接受受他他的的，，以以及及他他经经常常津津
津津乐乐道道的的，，并并不不是是他他的的武武术术，，而而是是他他在在一一次次
风风灾灾中中的的表表现现。。他他还还为为村村里里修修了了一一条条砖砖路路，，
并并且且带带着着大大家家为为村村小小修修了了二二层层的的教教学学楼楼。。

这这个个小小学学，，甚甚至至在在全全镇镇最最早早购购买买了了乒乒乓乓
球球台台，，这这是是锻锻炼炼身身体体的的新新方方式式，，孩孩子子们们不不用用再再
去去找找树树干干的的麻麻烦烦了了，，在在运运动动室室就就可可以以挥挥洒洒青青
春春。。如如今今，，这这座座小小学学和和别别的的乡乡村村小小学学一一样样破破败败
不不堪堪了了，，但但仍仍然然能能够够看看出出表表哥哥当当初初付付出出的的心心
血血。。所所以以，，他他习习武武的的故故事事，，在在我我看看来来，，仍仍然然是是踏踏
实实而而美美好好的的。。

“ 我小时候，家乡还真有一种习武的风气，经常看到有些叔
叔在那里比划。那时还没有青年外出务工潮，在漫长的冬季，年
轻人会切磋一切技艺，武术大受欢迎，家长都希望孩子有能力
防范未来的风险

踏实而美好的习武故事

大大宋宋往往事事

吴钩

北北宋宋熙熙宁宁年年间间，，在在神神宗宗皇皇帝帝的的支支持持下下，，
王王安安石石发发动动了了一一场场具具有有划划时时代代意意义义的的变变法法。。
熙熙宁宁变变法法涵涵盖盖了了行行政政、、社社会会与与经经济济体体制制等等层层
面面的的改改革革，，就就经经济济层层面面而而言言，，新新法法可可谓谓是是试试
图图通通过过发发展展国国家家资资本本主主义义的的方方式式实实现现““民民不不
加加赋赋而而国国用用足足””的的目目标标，，历历史史意意义义非非比比寻寻
常常。。

可可惜惜在在变变法法的的过过程程中中，，产产生生了了非非常常多多的的
问问题题。。比比如如市市易易法法，，即即国国家家设设立立官官营营贸贸易易公公
司司，，原原本本是是为为了了““通通有有无无、、权权贵贵贱贱，，以以平平物物价价，，
所所以以抑抑兼兼并并也也””，，防防止止大大商商贾贾把把持持市市场场、、操操控控
物物价价，，结结果果却却是是：：由由于于官官营营贸贸易易公公司司垄垄断断了了市市
场场，，““凡凡商商旅旅所所有有，，必必卖卖于于市市易易””，，导导致致““市市梳梳朴朴
则则梳梳朴朴贵贵，，市市脂脂麻麻则则脂脂麻麻贵贵””，，““人人皆皆怨怨谤谤””。。

但但面面对对同同僚僚们们对对于于变变法法的的质质疑疑，，王王安安石石
却却从从不不肯肯停停下下来来听听听听反反对对者者的的意意见见，，一一意意孤孤
行行，，刚刚愎愎自自用用，，因因此此得得了了一一个个““拗拗相相公公””的的名名
号号。。不不想想三三十十年年河河东东，，三三十十年年河河西西，，宋宋神神宗宗英英
年年早早逝逝，，年年幼幼的的哲哲宗宗继继位位，，由由同同情情旧旧党党的的高高太太
后后垂垂帘帘听听政政，，高高太太后后很很快快便便召召回回旧旧党党领领袖袖司司
马马光光。。

司司马马光光执执政政之之后后，，大大举举罢罢停停新新法法，，恢恢复复旧旧
法法，，包包括括以以民民间间““无无有有不不言言免免役役之之害害””为为由由，，废废
除除了了货货币币化化的的免免役役法法((募募役役法法))，，复复行行中中世世纪纪
式式的的差差役役法法。。

平平心心而而论论，，熙熙宁宁变变法法尽尽管管存存在在着着种种种种问问
题题，，但但从从整整体体来来看看，，王王安安石石的的新新法法无无疑疑顺顺应应了了
历历史史演演进进的的大大势势所所趋趋。。特特别别是是募募役役法法的的推推行行，，
显显然然是是历历史史性性的的进进步步。。我我们们现现在在回回过过头头看看历历

史史，，不不论论哪哪一一个个国国家家，，随随着着社社会会经经济济的的发发展展，，
其其财财税税结结构构总总是是会会发发生生类类似似的的变变迁迁：：11、、从从以以
农农业业税税为为主主发发展展至至以以商商业业税税为为主主。。22、、从从以以人人
头头税税为为主主发发展展至至以以财财产产税税为为主主。。33、、从从以以实实物物
税税为为主主发发展展至至以以货货币币税税为为主主。。44、、从从人人身身支支配配
的的役役折折算算成成非非人人身身支支配配的的税税。。55、、从从轻轻税税率率转转
为为高高税税率率((因因为为现现代代政政府府要要处处理理的的事事务务远远比比
古古典典政政府府复复杂杂))。。王王安安石石的的役役法法改改革革，，实实质质上上
便便是是将将人人身身支支配配的的役役折折算算成成非非人人身身支支配配的的
税税。。

但但司司马马光光似似乎乎缺缺乏乏洞洞察察历历史史大大势势的的眼眼
光光，，固固执执地地要要废废除除募募役役法法。。他他的的做做法法自自然然受受到到
变变法法派派的的强强烈烈反反对对，，支支持持王王安安石石变变法法的的章章惇惇
跟跟司司马马光光一一再再辩辩论论：：““臣臣看看详详臣臣民民封封事事降降出出
者者，，言言免免役役不不便便者者固固多多，，然然其其间间言言免免役役之之法法为为
便便者者，，亦亦自自不不少少。。但但司司马马光光以以其其所所言言异异己己，，不不
为为签签出出，，盖盖非非人人人人皆皆言言免免役役为为害害，，事事理理分分明明””；；
““况况此此免免役役之之法法，，利利害害相相杂杂。。臣臣今今所所言言，，非非谓谓不不
可可更更改改，，要要之之，，改改法法须须是是曲曲尽尽人人情情，，使使纤纤悉悉备备
具具，，则则推推行行之之后后，，各各有有条条理理，，更更无无骚骚扰扰””。。

保保守守派派中中的的开开明明之之士士其其实实也也不不赞赞同同司司马马

光光的的搞搞法法，，如如时时任任右右司司谏谏的的苏苏辙辙上上书书说说：：““自自
罢罢差差役役，，至至今今近近二二十十年年，，乍乍此此施施行行，，吏吏民民皆皆未未
习习惯惯。。兼兼差差役役之之法法，，关关涉涉众众事事，，根根牙牙盘盘错错，，行行之之
徐徐缓缓，，乃乃得得详详审审。。若若不不穷穷究究首首尾尾，，匆匆遽遽便便行行，，但但
恐恐既既行行之之后后，，别别生生诸诸弊弊。。””

给给事事中中范范纯纯仁仁也也跟跟司司马马光光商商量量：：恢恢复复差差
役役之之法法““且且缓缓议议，，先先行行于于一一州州，，候候见见其其利利害害可可
否否，，渐渐推推之之一一路路，，庶庶民民不不骚骚扰扰而而法法可可久久行行””。。司司
马马光光执执意意不不听听，，范范纯纯仁仁只只能能长长叹叹说说：：““是是又又一一
王王介介甫甫矣矣！！””称称司司马马光光跟跟王王安安石石一一样样都都是是不不可可
救救药药的的老老顽顽固固。。

翰翰林林学学士士苏苏轼轼也也跟跟司司马马光光争争辩辩过过免免役役、、
差差役役之之利利弊弊，，苏苏轼轼认认为为，，免免役役法法与与差差役役法法各各有有
利利害害，，但但如如今今民民众众已已习习惯惯了了免免役役法法，，若若骤骤然然又又
改改为为差差役役法法，，未未必必乐乐意意。。但但司司马马光光不不管管那那么么
多多，，坚坚持持要要全全面面恢恢复复差差役役法法。。二二人人争争执执不不下下，，
苏苏轼轼““及及归归舍舍，，方方卸卸巾巾弛弛带带，，乃乃连连呼呼曰曰：：‘‘司司马马
牛牛！！司司马马牛牛！！’’””大大骂骂司司马马光光的的脾脾气气跟跟牛牛一一样样
犟犟。。

你你可可能能还还想想不不到到，，司司马马光光实实际际上上比比王王安安
石石还还要要早早提提出出募募役役法法的的设设想想————早早在在宋宋英英宗宗

年年间间，，司司马马光光便便提提议议：：““臣臣愚愚以以为为，，凡凡农农民民租租税税之之
外外，，宜宜无无所所预预。。衙衙前前当当募募人人为为之之，，以以优优重重相相补补。。””
所所谓谓““衙衙前前””之之役役，，指指农农民民应应役役替替官官府府运运输输、、保保管管
物物资资，，承承役役之之人人负负担担极极重重。。司司马马光光因因此此建建议议，，将将
农农村村服服役役改改为为政政府府募募役役。。《《文文献献通通考考》》解解释释说说，，
““温温公公此此奏奏，，言言之之于于英英宗宗之之时时，，所所谓谓募募人人充充衙衙前前，，
即即熙熙宁宁之之法法也也。。””然然而而，，等等到到司司马马光光暮暮年年执执政政之之
时时，，他他却却非非要要废废了了王王安安石石的的募募役役法法不不可可。。

他他命命户户部部尚尚书书曾曾布布““增增损损役役法法””，，即即废废募募役役，，
复复差差役役，，但但曾曾布布婉婉言言拒拒绝绝了了：：““免免役役一一事事，，法法令令纤纤
悉悉皆皆出出己己手手，，若若令令遽遽自自改改易易，，义义不不可可为为。。””
倒倒是是时时任任开开封封府府知知府府的的蔡蔡京京极极力力迎迎合合司司马马光光，，
在在五五日日限限期期内内““悉悉改改畿畿县县雇雇役役，，无无一一违违者者””，，得得到到
司司马马光光的的表表扬扬：：““使使人人人人奉奉法法如如君君，，何何不不可可行行之之
有有！！””

司司马马光光全全盘盘废废除除募募役役法法之之时时，，役役法法改改革革的的
主主操操盘盘手手王王安安石石早早已已致致仕仕，，正正闲闲居居金金陵陵，，抱抱病病
在在床床，，““闻闻朝朝廷廷变变其其法法，，夷夷然然不不以以为为意意。。及及闻闻罢罢役役
法法，，愕愕然然失失声声曰曰：：‘‘亦亦罢罢至至此此乎乎？？’’良良久久曰曰：：‘‘此此法法终终
不不可可罢罢，，安安石石与与先先帝帝议议之之二二年年乃乃行行，，无无不不曲曲
尽尽。。’’””但但离离开开了了权权力力中中枢枢的的王王安安石石已已经经回回天天无无
力力，，未未久久，，他他便便去去世世了了。。

当当初初王王安安石石以以激激进进的的方方式式推推行行变变法法，，落落了了
一一个个““拗拗相相公公””之之讥讥；；之之后后司司马马光光复复以以““激激退退””的的
方方式式废废除除新新法法，，也也得得了了一一个个““司司马马牛牛””的的外外号号。。这这
两两位位先先后后执执政政的的北北宋宋著著名名政政治治家家，，政政见见对对立立，，
性性格格却却是是同同样样执执拗拗，，身身上上都都有有一一股股““知知其其不不可可为为
而而为为之之””的的牛牛脾脾气气。。但但对对政政治治家家来来说说，，也也许许““知知其其
不不可可为为而而为为之之””并并不不是是一一种种好好的的品品格格，，因因为为政政治治
往往往往需需要要适适可可而而止止，，需需要要妥妥协协，，需需要要彼彼此此各各退退
一一步步。。

“ 这两位先后执政的北宋著名政治家，政见对立，性格却是
同样执拗，身上都有一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牛脾气。但对
政治家来说，也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不是一种好的品格

当“拗相公”遇到“司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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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来来北北京京的的时时候候，，住住在在亚亚运运村村北北
边边一一个个叫叫龙龙王王堂堂的的村村子子。。奥奥运运会会之之前前，，
那那儿儿是是彻彻底底的的农农村村，，住住着着大大批批的的北北京京
土土著著以以及及少少量量的的外外地地人人。。后后来来那那一一片片
的的村村子子都都拆拆了了，，建建成成了了奥奥运运村村，，拥拥有有了了
阔阔气气的的鸟鸟巢巢、、水水立立方方等等等等。。奥奥运运村村建建设设
的的过过程程中中，，本本地地人人、、外外地地人人大大多多都都搬搬走走
了了。。

在在龙龙王王堂堂居居住住的的那那几几年年，，是是我我离离
北北京京最最近近的的时时候候。。身身边边的的房房东东一一家家就就
是是北北京京人人，，街街面面店店铺铺、、菜菜市市场场，，走走到到哪哪
儿儿都都能能听听到到亲亲切切的的带带着着儿儿化化音音的的北北京京
话话，，时时刻刻真真真真切切切切地地提提醒醒你你现现在在生生活活
在在北北京京。。去去工工体体看看球球，，北北京京球球迷迷震震耳耳欲欲
聋聋的的加加油油声声，，把把主主场场声声势势衬衬托托得得很很浩浩
大大。。但但自自从从搬搬离离龙龙王王堂堂之之后后，，就就感感觉觉离离
北北京京越越来来越越远远了了。。

在在单单位位上上班班，，大大点点的的公公司司，，还还能能遇遇
到到一一些些北北京京户户籍籍的的同同事事；；小小一一点点的的单单
位位，，就就很很少少见见了了。。刚刚来来的的新新同同事事里里，，有有
些些是是带带着着地地方方口口音音的的，，比比如如东东北北口口音音、、
河河南南口口音音、、山山东东口口音音，，但但相相处处了了一一段段时时
间间之之后后，，地地方方口口音音就就慢慢慢慢消消失失了了，，大大家家
都都默默契契地地使使用用普普通通话话。。相相处处得得熟熟一一点点
后后，，闲闲聊聊的的时时候候发发现现一一个个北北京京人人，，大大家家
往往往往会会一一声声感感叹叹，，““原原来来你你是是北北京京人人
啊啊””，，北北京京同同事事便便会会笑笑笑笑，，通通常常不不会会给给
出出什什么么回回应应。。

喜喜欢欢方方言言，，每每一一个个地地方方的的方方言言都都
喜喜欢欢。。但但在在北北上上广广这这样样的的城城市市里里，，方方言言
的的消消失失又又是是不不可可避避免免的的事事情情。。前前几几天天，，
北北京京发发布布了了一一批批““京京城城新新语语””，，除除了了
““朝朝阳阳群群众众””““西西城城大大妈妈””这这种种很很容容
易易被被分分辨辨出出来来的的地地域域词词汇汇之之外外，，多多数数的的““京京城城新新语语””都都
是是互互联联网网味味道道很很浓浓的的词词了了，，比比如如““任任性性””““神神回回复复””““刷刷存存在在
感感””之之类类。。于于是是有有人人说说，，随随着着社社会会变变迁迁，，这这些些年年在在北北京京涌涌现现
的的新新词词，，““儿儿化化音音””已已很很难难找找到到了了。。

““儿儿化化音音””是是老老北北京京话话的的显显著著标标志志，，俗俗称称““京京片片子子””，，
““猫猫儿儿腻腻””““倒倒儿儿爷爷””““倍倍儿儿””““颠颠儿儿了了””““发发小小儿儿””““吃吃挂挂落落
儿儿””…………这这都都是是北北京京人人的的日日常常用用语语。。在在互互联联网网普普及及初初期期，，
北北京京人人也也自自创创过过流流行行语语，，比比如如““装装垫垫儿儿台台””((中中央央电电视视台台))，，
但但在在后后来来汹汹涌涌澎澎湃湃的的互互联联网网新新词词创创作作当当中中，，““京京片片子子””失失
去去了了在在互互联联网网上上的的话话语语阵阵地地。。不不止止““京京片片子子””，，东东北北““大大米米查查子子
话话””、、河河南南““中中原原腔腔””等等地地方方语语言言，，也也一一样样淹淹没没在在互互联联网网新新
词词的的潮潮流流当当中中。。

““儿儿化化音音””的的消消失失，，有有网网络络语语言言冲冲击击的的原原因因，，但但归归根根结结
底底，，还还得得从从““社社会会变变迁迁””的的角角度度看看。。11998800 年年代代，，《《北北京京晚晚报报》》
曾曾开开设设一一个个““外外地地人人谈谈北北京京””的的栏栏目目，，其其中中有有一一期期就就刊刊发发
了了一一封封外外地地读读者者的的来来信信，，称称北北京京公公交交车车售售票票员员报报站站不不讲讲
普普通通话话，，听听不不懂懂鼻鼻音音很很重重、、声声音音快快而而低低的的北北京京方方言言，，后后来来
北北京京公公交交系系统统就就普普及及了了电电子子报报站站器器————这这是是个个例例，，但但很很
有有代代表表性性。。

推推动动整整个个北北京京话话被被普普通通话话代代替替的的原原因因很很简简单单，，在在这这
个个政政治治文文化化中中心心里里，，减减少少语语言言沟沟通通成成本本的的最最好好做做法法就就是是
大大家家都都说说普普通通话话，，““京京片片子子””反反倒倒累累于于““地地域域优优势势””成成为为最最
先先被被““消消灭灭””的的地地方方口口音音。。

近近几几年年来来，，北北京京的的发发展展速速度度明明显显加加快快，，如如同同旋旋转转的的陀陀
螺螺会会甩甩掉掉身身上上的的尘尘土土草草叶叶一一样样，，一一切切随随着着城城市市变变化化的的事事
物物，，也也在在发发生生着着不不小小的的变变化化。。比比如如““动动批批””等等大大量量小小商商品品市市
场场的的搬搬迁迁，，北北京京副副中中心心建建设设带带动动的的人人口口转转移移，，对对““开开墙墙打打
洞洞””行行为为的的全全城城治治理理，，对对三三里里屯屯““脏脏街街””的的收收拾拾等等…………““儿儿
化化音音””的的逐逐渐渐消消失失只只是是这这股股大大潮潮流流当当中中的的一一桩桩““小小””事事件件。。

在在专专家家们们呼呼吁吁要要保保护护某某种种事事物物的的时时候候，，通通常常这这种种事事物物已已
经经失失去去了了保保护护的的基基础础，，以以““儿儿化化音音””为为标标志志的的““京京片片
子子””，，终终将将消消失失在在一一个个更更加加宏宏伟伟庞庞大大的的““新新北北京京城城””当当
中中。。

北北京京是是老老北北京京人人的的故故乡乡，，也也被被无无数数新新北北京京人人视视为为故故
乡乡。。不不少少逃逃离离北北京京的的外外地地人人，，过过了了没没多多久久又又逃逃了了回回来来。。北北
京京已已经经成成为为生生活活在在这这里里的的人人们们的的共共同同故故乡乡。。但但在在审审视视与与
这这座座城城市市精精神神连连接接的的时时候候，，人人们们又又不不由由对对““故故乡乡””的的含含义义
产产生生了了恍恍惚惚的的不不解解与与犹犹疑疑。。北北京京土土著著觉觉得得北北京京已已经经不不是是
过过去去的的那那个个老老北北京京了了，，言言语语间间有有对对““家家园园消消失失””的的惋惋惜惜，，而而
无无论论是是在在这这里里生生活活了了一一二二十十年年还还是是初初来来乍乍到到者者，，在在北北京京
也也找找不不到到安安身身立立命命的的归归属属感感，，觉觉得得早早晚晚有有一一天天还还是是要要离离
开开。。““北北京京””由由一一个个清清晰晰的的词词，，变变成成一一个个含含混混的的词词，，她她让让更更
多多人人拥拥有有了了故故乡乡和和第第二二故故乡乡，，却却又又让让同同样样多多的的人人有有了了些些
属属于于游游子子的的惆惆怅怅。。

北北京京的的建建设设无无疑疑会会更更加加现现代代化化、、国国际际化化，，她她的的城城市市生生
活活也也会会更更加加便便捷捷、、舒舒适适、、美美好好，，但但她她的的““故故乡乡””属属性性的的确确也也
在在慢慢慢慢淡淡化化。。““一一下下雪雪，，北北京京就就变变成成了了北北平平””，，这这句句让让人人动动
心心的的话话，，也也会会渐渐渐渐失失去去它它的的感感染染力力。。““此此心心安安处处即即是是吾吾
乡乡””，，愿愿有有更更多多人人在在偌偌大大的的北北京京，，能能够够体体会会到到这这句句话话的的深深
意意，，在在这这座座成成长长着着的的、、扩扩张张着着的的城城市市里里，，找找到到故故乡乡的的味味道道。。

捉错园
秦殿杰

((443388))
““维维持持全全家家人人生生机机””，，
““生生机机””二二字字是是错错词词；；
维维持持生生活活的的办办法法，，

正正写写应应当当是是““生生计计””**。。
**““生生计计””：：牟牟取取生生活活的的办办法法；；““生生机机””：：生生存存的的机机
会会，，二二者者不不能能混混同同。。

((443399))
““他他站站在在那那儿儿发发楞楞””，，
““发发楞楞””之之““楞楞””说说不不通通；；

精精神神恍恍惚惚在在走走神神，，
正正写写应应当当是是““发发愣愣””**。。

**““愣愣””，，音音 ll eenngg ，，去去声声，，义义走走神神 、、发发呆呆 ；；““楞楞””音音
lleenngg ，，本本指指木木头头的的边边，，多多写写作作““棱棱””；；““愣愣””““楞楞””音音
近近、、形形似似莫莫混混同同。。

(440)
“她不不止止会说英文”，
“不止”一词是个错；
不但、不仅系连词，

正正写写应应当当是是““不不只只””*。

（待续）

新新闻闻考考古古

丁永勋

有人看书发现了两段有意思的史料，发
到朋友圈，很快就刷屏了。这两段出处很难考
证的记载说，钱钟书夫妇和梁思成夫妇当年
海外留学毕业后，都有机会留在欧美发展，但
因为家人有肺病，所以选择回到北京任教，理
由是，北京空气好。

北京空气好，空气好……很多人以为自
己看错了，确认之后，顿时泪流满面。

原来，那时候北京空气还很好，比英国和
美国都好，甚至成了吸引高端人才的核心竞
争力，这跟现在好像正好相反。

那么，北京(当时叫北平)空气真的很好
吗？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

根据老北京人的记忆，尤其是当时很多
著名作家的记录，北京的气候条件总体并不
算好，干燥多风沙，但却给很多人留下了不坏
的印象，这是为什么呢？

文人笔下的北京，有两大特点被提起最
多，一是春季特别短，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有个专门术语，叫“春脖子短”，冬天刚过
去，夏天就来到眼前了。有时候岂止是“春脖
子短”，简直是没脖子。一年之计在于春，春
天往往是最美好的季节，草长莺飞、百花争
艳，但北京几乎没有春天，这难道不是很悲剧
吗？

春天短，秋和冬就显得长，但北京的秋冬
季节，最大的问题是风沙多。郁达夫在《北平

的四季》中说，北京的秋冬季节“天色老是灰
沉沉的，路上面也老是灰的围障”。老北京人
说，“风三儿，风三儿，一刮三天儿。”北京刮起
风来，往往就要连续三天才肯作罢，夹杂着沙
尘的七、八级大风很常见。

还有很多在北京住过的作家，都写过北
京的风沙。鲁迅在日记中形容北平刮沙尘暴
的情形：“风挟沙而昙，日光作桂黄色”；梁实
秋在《北平的街道》中写道：“‘无风三尺土，有
雨一街泥’，这是北平街道的写照。还有人说，
北京下雨时像个大墨盒，刮风时像个大香炉，
不仅风沙大，空气也很脏。

这种情景，一直到十来年前还很常见。早
些年来北京的人，都对北京的沙尘暴印象深
刻，风沙一起，漫天黄色，迎风一嘴土，背风一
身汗。风沙过后，地上、车上、路边的绿植上，
都是一层黄土，天然的沙画画板，很多人在上
面写字：“北京下土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当时的人，还对北京的
气候印象不错呢？这里面有情感因素，可能也

跟风沙的特点有关。风沙虽然可怕，但却是可
以防护的，大不了躲进屋里关上门窗，或者戴
上口罩纱巾，而且一般风沙过后，空气往往
格外清新明亮，连地上的沙土仿佛都闪着金
光。

所以作家李健吾在《北平》中说：“在北京
呆的时间越长，越习惯这风沙，住久了北平，
风沙也是清净的。”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

《西潮与新潮》中回忆北京：“回想过去的日
子，甚至连北京飞扬的尘土都富于愉快的联
想。我怀念北京的尘土，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
这些尘土。”

1949 年重新成为首都之后，北京人口逐
渐增多，这么多人吃饭、取暖都要烧煤，还建
了不少厂矿企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都可以
望见烟囱林立，空气质量估计也好不到哪儿
去。

除了风沙，还有灰霾，刮风时漫天沙尘，
下雨时一地黑泥。所以在北京胡同长大的一
位领导人说，那时候骑自行车去上学，一路下

来，鼻子里都能擤出一个“小煤砖”来，那时候可
能还不知道 PM2 . 5，但有 PM250。

这当然不是为现在北京的空气污染开脱，
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环境问题。现在让人又恨
又怕的雾霾，主要来源已经变成了工业和尾气
污染，也就是颗粒更小的 PM2 . 5，看不见摸不
着，给人的感觉更可怕，对身体的损害也更大，
戴口罩有时候也没用。

近十年来，北京的风沙明显少了，已经很
久没见过“下土”的场景，但雾霾成了新的心肺
之患。据科学家解释，这跟北京的自然地理环
境有关。北京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刮北风的时
候，其实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但因为城市越
来越大，周边建筑越来越密，风就越来越少了。
风沙虽然少了，但空气流动也变慢了。再加上
企业增多、汽车排放，各种污染物搅在一起，发
生物理化学变化，雾霾不仅越来越频繁，毒性
也越来越大。这可能就是北京风沙和雾霾的前
世今生。

所以，钱钟书、梁思成夫妇因为北京空气
好而回国，如果确实有这回事的话，也是因为
当时北京人口没这么多，汽车和工业更少，清
华大学之类又地处郊区，如果不考虑可以预防
的风沙因素，空气质量肯定比现在好得多。

而与此同时，英美等国正处于工业化如火
如荼的时代，空气污染问题也未引起足够重
视，两相比较，北京空气质量好，自然就有了比
较优势。所以，这让今人泪流满面的反差，其实
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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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气候条件总体并不算好，干燥多风沙，但却给很多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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