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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 你拍我拍

武康正翔商业广场东侧配电房处

垃圾成堆，污水横流。和我县正在创建

的全国文明城市的标准差距甚远。

记者 蔡俊

这里卫生堪忧

6

你去问小孩子，会讲几种方言，

不少小孩子竟然连一种也不会讲。

不要说其他方言，比如本地的德清

方言，有的小孩子也只会听不会

讲。而德清的成年人中，很多人会

多种方言，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人，

会两三种方言的大有人在。

早年，笔者在三桥中学读书，

一个班里就可以听到四五种不同

方言，民丰村的同学大多讲平阳

话，光华村的说绍兴话，光明村的

还有会说河南信阳话的。家住学

校附近的同学，有说苏北话的，还

有个别会几句安徽安庆话的，当

然，说得最多的是德清方言。

这些同学读小学时，大多就近

在各自的村小里读，村里不少老师

也常用各村最流行的方言上课。

所以，升到初中时，转学到了三桥

中学，依然保留着说各自方言的

习惯。

开始时，一个班里的同学，相

互之间不是太听得懂对方的方言，

尤其是温州平阳方言十分难懂。

同学之间交流，常常用德清方言

“搭桥”，但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而

然有了语言切换技能。说绍兴方

言的人，也会用平阳方言接上话

题，说平阳话的，也会用几句苏北

话聊聊天。不少同学，叙说一件事

可以使用两三种方言，找不到词汇

时，立马切换成其他方言替代。当

然，在课堂上大家常常会用“德清

式”的普通话朗诵课文，所以，每个

人的脑袋里“安装”了多种方言的

切换开关。

祖籍绍兴的，说绍兴话；祖籍

平阳的，说平阳话，但出了村，上集

市，或进了中学，必须讲德清方言，

否则就难以与他人交流。有的人，

一生下来就被多种方言包围，母亲

的祖籍地是绍兴，父亲的祖籍地是

温州，奶奶的祖籍地是东阳……一

张饭桌上就操着不同的方言。由

于从小受到各种语言熏陶，加之有

语言天赋，讲起话来如同遛冰，去

得快，滑回来也快，随意切换，秒变

语言场景。即便是老德清人，也会

受到各地方言的影响，让语言变得

丰富多彩。笔者在学生时代有一

位苏州籍的老师，带着苏州口音上

语文课，学生一节课要被问无数个

“阿是”。而上海籍老师操一口上

海腔上物理课，因为受到感染，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喜欢将“德清县”

说成“德清油”。

许多历史文化痕迹并不记录

在看得见的物体上，而是蕴藏于人

们的乡音中。笔者发现一个有趣

的现象，武康的中老年人中极少有

人听苏州评弹，却特别爱听绍兴莲

花落。而新市的中老年人，喜欢苏

州评弹的非常多。显然，新市更多

地受到了苏州文化的影响，而武康

则更多地渗入了绍兴的文化基因，

吴越文化似乎至今仍在累积和裂

变，仍在交织和再生。

其实，德清东部与德清西部的

口音也有很大的差别。在新市、乾

元“吃饭”，到了武康就成了“切

饭”，来到“趟坞”是一定要“切”

的。武康、乾元的“伢”，到了新市

就成了“哇”，侪是自家人，还分“伢

弗伢”？

最近，浙江日报一篇报道称，

淳安一个村庄，仅仅80余户人家，

却有着 40 多个姓氏。在这个村，

不会三种以上的方言，都不好意思

说是村里人。村书记本人就会说

五种方言，衢州江山话、常山话、江

西话、福建话、安阳话，当然还有普

通话。据村里老人的讲述，大概一

百六七十年前，当地就开始汇聚了

来自其他省份的人。

与之相同的是，德清的多种方

言大多也是在一百六七十年前，由

各地的移民带来的。相对于其他

许多地方，笔者可以断定，德清人

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极强的，这或

与一百多年来各种方言的大融合

有很大关系。吃得杂，才营养齐；

听得杂，才耳朵顺。你信不信，方

言越多的地方，在历史上都是最好

的地方，因为那是大家最爱聚集的

地方。

| 一人

你能听懂几种方言

董文斌董文斌：：

菜场肉摊
弹吉他

| 记者 王钰涵

昨日下午，记者走进城东农

贸市场，嘈杂了一上午的菜场终

于稍微安静了些。闲下来的摊

主，有的打盹，有的聊天，在他们

中间，手捧一把吉他的董文斌格

外显眼。他翻着有些破碎的乐

谱，抱着吉他弹着，嘴里哼唱着

《情非得已》。路过的市民觉得挺

新奇，有的掏出手机拍小视频，有

的手上拎着菜停下了脚步。

省吃俭用买吉他

董文斌的父母做这卖猪肉的

生意已有20多年。地地道道的

农民，起早贪黑做些买卖，对音乐

并不了解。偏偏儿子痴迷音乐，

尤其喜欢摇滚。青春年少的他，

萌生了学音乐的想法。

在父母看来，儿子是“不务正

业”，齐刷刷地投了“反对票”。“那

个时候我和他爸爸是坚决不同意

他去外面学音乐，不好好读书，能

有什么前途？”回忆起当年情景，

吕阿姨仍历历在目。

出去学音乐的想法被制止

了，但是他对音乐的热爱却没有

一挥而散。22岁时，董文斌在机

械厂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

也没什么事做。“每天都想，就连

睡觉的时候也想，后来实在是忍

不住了，就省吃俭用买了我的第

一把吉他。”当时董文斌一个月的

工资1000元，买吉花了500元。

也曾想过放弃

拥有了第一把吉他，董文斌

视如珍宝。每天捧起它，内心就

觉得十分满足。但是董文斌不会

弹，面对着那一根根琴弦，他无从

下手。

董文斌买来了书，光盘，再从

网上下载了教学视频。每天一下

班，他把自己窝在房间里，一练就

是4个小时，从简单的一个音开

始弹。

两个月过去了，最初的新鲜

劲很快被学吉他的枯燥给冲淡

了。董文斌的脑海中有了打“退

堂鼓”的想法。表哥也喜欢吉他，

董文斌一个人实在憋得慌，就常

常抱着吉他去找表哥。兄弟俩经

常一起学习，一起弹琴，董文斌在

进步，他从最初弹一个音到可以

弹一小段曲。

熬过了这段枯燥乏味的初学

期，董文斌越来越上手。他买了

3本厚厚的乐谱，一边弹一边唱，

音乐彻底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

户，不知不觉他已会弹百余首

歌。董文斌还通过网络直播平台

上传自己的作品，获得不少粉丝

的点赞。

音乐点亮生活

董文斌和妻子相识是在

2009年，董文斌不善言辞，他就

换个方式表达情感，弹歌给妻子

听。董文斌经常挑一些轻松的曲

子弹，妻子听了心情很愉快。

小夫妻结婚后，很快有了爱

情的“结晶”。董文斌用音乐，开

启了自己与孩子最初的交流。

“小家伙在妈妈肚子里，一听到

音乐就动得厉害，全当胎教了

吧。”董文斌说，这样的影响肯定

是根深蒂固的，女儿6岁了，董

文斌弹起吉他，在一旁的女儿也

会跟着哼，这成了父女俩最温馨

的互动。

如今，父母的岁数渐渐大了，

操持着生意有些力不从心，董文

斌开始帮忙接手。因为过了早市

和晚市，农贸市场还是稍有些空，

董文斌想趁着休息的工夫，可以

用自己喜爱的音乐打发些时间，

于是他把吉他带到了农贸市场。

没想到，拨弄琴弦，哼唱小曲，给

人来人往的农贸市场带来一丝别

样的“小清新”。

对于梦想，董文斌心里掠过

一丝遗憾：“起初我想组建一个摇

滚乐队，如今看来比较难了。”董

文斌说，自己的每个阶段心境都

发生了变化，情随事迁，但是自己

对于音乐的这份喜爱是不会

变的。

日前，记者在下渚湖街道

塘泾集镇，看到有人在摆摊卖

药，摊前有3只大乌龟，被摆放

在饮料罐上，乌龟无论怎么挣

扎都无法逃脱。据卖药人说，

他卖的药中有乌龟的成分，且

不论他卖的是什么药，只觉得

揽客的招数颇为奇特，吸人

眼球。

记者 宣宏

摊贩揽客
出奇招

| 记者 唐玲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近日，朗朗的诗词吟唱声从县

清溪小学传出，全校28个班级全体

参与第十届读书节的经典吟唱比赛，

每位学生都上场成为小小朗读者。

《三字经》《千字文》《笠翁对

韵》《声律启蒙》国学经典、名言佳

句，抑扬顿挫；舞蹈《春晓》、吟唱

《苔》婉转清雅，勾勒出如梦如幻的

意境；诵读《少年中国说》振奋人

心，回荡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宽

广胸怀。舞台上，小选手们以吟、

诵、唱、演、舞蹈等形式，把一篇篇

经典华章演绎得动人心弦。

“赛前，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从选

材、排练到每个动作、每句诗文都精

心指导。”教师嵇玉芬表示，有别于

以往单纯的诵读，多样的比赛形式

更易于学生们接受和理解，现场精

彩不断，高潮迭起。

吟国学经典是清溪小学每年

读书节的必备节目之一。此前，清

溪小学曾用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编写了校本教材《国学经典启蒙读

本》。精选《三字经》《弟子规》《笠

翁对韵》等经史子集中的名篇名句

和《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的优秀古

诗词，让孩子们汲取中华传统文化

精华，在传承与创新中感受经典的

魅力，在进一步激发清小学子的读

书热情的同时，也深化了书香校园

建设。

| 记者 沈晓颜

通讯员 沈松萍 徐建芬

“哇，好酷啊！”近日下午，在乾

元镇金火村的乡村舞台上，不时传

来阵阵激情洋溢的音乐声。由乾

元镇卫星村、金火村共同携手举办

的“街舞文化走亲活动”在金火村

文化礼堂正式拉开了帷幕。

街舞文化起源于美国，针对的

人群为青少年，而农村孩子目前接

触得比较少。“村里通过文化走亲

的方式，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到街舞

文化的魅力，在不断练习与表演中

提高自身的素质及自信。”金火村

村委工作人员沈松萍介绍道。

活动一开始，孩子们首先参

观了俞平伯文化馆和党建馆，在

走读中了解金火村的风土人情和

历史文化。接着，来自卫星村的

孩子们开始了精彩的街舞表演，

整齐划一的动作、炫酷的表演服

让在场的学员和观众发出阵阵惊

叹，拍手叫绝。

表演结束后，街舞老师还传授

了一些街舞的基本动作给在场的

金火村的孩子，个个学得有模有

样。“活动不仅促进了两村孩子的

文化交流，也让他们相互成为了朋

友。”在场的家长笑着说道。

诗词吟唱
传承经典

两村携手 街舞走亲

作为现代化城市必备的垂直交通运输工具,电梯

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该如何安全的乘坐电梯呢？在乘坐电梯时，

我们要注意正确候梯、正确进梯和正确乘梯。

在候梯厅，前往目的层站需上楼时，请按上行呼梯按

钮“△”，需下楼时，请按下行呼梯按钮“▽”。按钮灯亮表

明呼叫已被登记（如果按钮已被其它乘客按亮，则无需重

按），轿厢即将前来该层站停靠。切忌一人同时按亮“△”

“▽”两个按钮，那样会降低使用效率。同时，爱惜候厅内

的按钮，要轻按，按亮后不要反复按压，禁止拍打或用尖

利硬物触打按钮。候梯时，严禁依靠层门，以免影响层门

的开启或开门时跌入轿厢，造成事故。特别要注意的是，

不能用手推、撞击、脚踢层门或用手持物撬开层门。

轿厢到达该层站时会自动开门，乘客由方向指示

灯确认轿厢将上行或下行。若轿厢运行方向与呼叫方

向相同，则已经按亮的呼梯按钮灯将熄灭，表明乘客可

乘该梯；若方向相反，则呼梯按钮灯不熄灭，乘客仍需

等待。进入轿厢前，应先等电梯层门完全开启后，看清

轿厢是否停在该层，切忌匆忙迈进（故障严重的电梯可

能会出现层门误开），以免造成人身坠落事故，也切忌

将头伸入井道窥视轿厢，以免发生人员剪切事故。

进入轿厢时，注意拐杖、高跟鞋尖不要施力于层门

地坎、轿门地坎或两者的缝隙中，以免被夹持或损坏地

坎。层、轿门打开时，乘客应先下后上，进梯乘客应站

在门口侧边，让出梯的乘客先行，出入乘客不要相互推

挤，进出时应特别留意门坎间隙。层、轿门打开后数秒

即自动关闭。若需要延迟关闭轿门，按住轿内操纵盘

上的开门按钮“<|>”；若需立即关闭轿门，按动关门按

钮“>|<”，切忌用手或手臂去阻止电梯关门。

进入轿厢后，首先按选层按钮中目的层站按钮。

按钮灯亮表明该选层已被登记，轿厢将按运行方向顺

序前往。若有轿厢扶手，体弱者应尽量握住扶手。注

意轿内层站显示器指示的轿厢所到达的层站。轿厢在

运行途中，发生新的轿内选层或候梯厅呼梯，则轿厢会

顺路停靠。到达目的层站时，待轿厢停止且轿门完全

开启后，按顺序依次走出轿厢。

安全乘梯注意事项安全乘梯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