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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梓之音中的意趣
——读《东台方言新辞典》有感

王立坤

《街头巷尾：十九世纪中国人的
市井生活》是一本挺有意思的书。
在出版物高度同质化的今天，能有
一本这样有趣有料、可读可赏的书，
是读书人的幸运。这是一本可以打
开历史记忆、可以触摸到时光肌理
的书，品读中，好像那些慢悠悠的时
光从未走远，仿佛在耳边，依然萦绕
着一声声悠长的吆喝叫卖声……

这本《街头巷尾：十九世纪中国
人的市井生活》，是由 140 多幅外销
画为主体、将原版文字翻刻、配以极
简译文加适当注释构成的。所谓外
销画，简单说，就是在摄影技术尚未
出现之前，从十八世纪开始，一批民
间匠人，采用西式绘画技巧及颜料，
介绍中国风土人情的画作。它的作
用，相当于明信片，最初是向西方展
示古老东方文化的一面镜子。随着
时间的流逝，这些外销画，现在又成
为了我们可以了解那些逝去的光阴
的最好媒介，因为它具有直观写实
的特点，较大程度地保持了时代的

风味。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画作，真正

表现了街头巷尾，是琐琐碎碎的生
活。就如编辑推荐写的那样“那些
与我们不告而别的生活就这样与我
们不期而遇了”。确实，我们对于过
往，对于历史的了解，往往缺少一些
带着生活温度的渠道。或许生活才
是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
生动、最有趣层面的载体。读着这
本书，我觉得，这就是“清代的《清明
上河图》局部节选版”，小商小贩、小
手艺人、衣食住行、民风民俗，都在
这本书里，不但是一场视觉的饕餮，
也是对古人生活智慧和态度的一次
重温，也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风味
的致敬与寻找。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本书是有着一定的寻根启发作用
的。

一本好书，除了能给人带来阅
读的新鲜感和收获感之外，还应该
能让读者打开思绪，积极将自己的
生活经历代入，并且能获得情感上
的共鸣，回味悠长。确实，这本《街
头巷尾：十九世纪中国人的市井生
活》，相对离我们的生活较远，但有
些职业依旧存在，依旧会让我想起
自己小时候，眼巴巴地在村头等着
卖麻花的小贩带来的那股油香味；
依旧会让我想起，奶奶笑呵呵地拿
着攒下的鸡蛋，给我们堂兄弟几个
换几个冰棍，那配料简单的冰棍，清
凉了所有的夏天……那些日子就像
是在昨天，所以说，这本书也满足了
我的怀旧心绪，在那些流年碎影中，
找寻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和最初的快
乐。

“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这又是读书的另外好
处，那就是能在无情流逝的时光里，
能让读者找到心灵的安慰，找到好
好生活的支撑。所以，应该感谢领
读文化，将这本书整理出来，给读者
以美的享受。

王 霞

生而为人，行走世间，需要很多
本领。父母和老师孜孜不倦地教导
我们种种：学会洗衣煮饭，学习某种
技能，特别是要我们学会与人相处，
要善待他人，要热心助人。但等我
们长大后，往往觉得，很多时候我们
被这种心理和他人的请求所绑架，
手忙脚乱中混乱了自己的生活。这
时，我们才发现，我们缺乏拒绝他人
的勇气，更缺乏拒绝他人的技巧。

《别让不会拒绝害了你》，是这
样一本教你懂得拒绝，指点你掌握
拒绝技巧的绝好书籍。

作者第十二只猫是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相当深厚的心理学专业
知识和丰富的社会阅历，结合生动
的事例，为读者提供了简单易学的
拒绝艺术和应对指南。

本书七章 44 个短篇涉及职场、
家庭，亲情、爱情、友情等生活的方
方面面。这些故事中，你总能看到
自己的影子——朋友间，当你没有
能力满足对方的请求，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翻；恋人间，你一直的奉献换
来的是对方的理所当然；同事间，别
人留下的烂摊子让你疲于应对；即
便是最亲的父母，自以为是的安排
也让你进退两难……这不就是你我

的生活吗？这样的时刻，心中千般
不愿，也难以开口拒绝，仿佛一旦拒
绝，就是自己的自私或者不通情理。

书中有个拒绝攀比的例子：周
姑娘新结交了一个海归男友，年薪
三十万，对她也不错。当同事林姐
得知后，便有意无意地开始和她攀
比炫耀，今天一套名牌化妆品，明天
一个 LV 包包。开始，周姑娘也不示
弱，不好跟接触不久的男友开口，就
自己掏腰包来应付，可等到真需要
用钱的时候，却发现老本都被掏空，
实在得不偿失。于是，当林姐又在
她面前炫耀老公给她买的高档时装
时，周姑娘先是把衣服大夸了一番，
又夸她老公这样的男人多么不多
见，然后话锋一转，说：“你猜我这件
衣服多少钱？”当对方使劲往高里猜
过后，她哈哈大笑说：“我跟你说啊，
我发现我男朋友以前给我买的那些
几千元一件的衣服，还没有这件几
百元的舒服！这衣服啊，真不是贵
就好，穿着舒服合适才是最好的。”
一句话，里子面子都有了，不是男友
舍不得给我花钱，而是我更喜欢穿
舒适的衣服。这样一来，无论下次
林姐如何炫耀，周姑娘都不用再有
难堪自卑的感觉了。

我们身边不乏林姐这样的人，
学习周姑娘知难而退，巧妙拒绝攀
比，既不伤人也不让自己陷入为难，
当是最好的方法。

在人们的认知中，“拒绝”是一
个冰冷的词汇，夹带着尴尬，包裹着
无情。从内心深处，我们羞于这样
对待别人。而能够得心应手、来而
则安、退而则平地将人际关系处理得
滴水不漏，也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能
力。作者第十二只猫说：拒绝是一种
必要的措施和手段。我们不妨借这
本书，学习快速摆脱因不会拒绝和
盲目拒绝而产生的交际难题。

跨越心理难关，学会尊重内心，
巧作取舍，还自我一份清净、一份快
乐，应该是本文作者给予读者最好
的礼物。

何敏翔

我从我的一个朋友那里得
知东台正出一本方言辞典，便
请他寻一本样书。拿到手后，
心里涌起的既有惊叹也有感
慨。当王业频（领衔作者）再次
给我发来了修改说明，细读之
罢，我在文字中读到的不仅是
一个语言方家的高度认真的专
业精神，也深深感受到他那份
执着且热烈的家乡情怀。

大概是由于经济的发展需
要与文化地位相适应的思考，
这些年，我省各地区对当地方
言也不约而同地关注起来。江
苏三大方言区：吴语区，中原官
话区，江淮官话区。1995 年后，
这几大方言区的代表城市苏
州、徐州、扬州、南京在中国语
言大家李荣的主编下，各自编
纂了自己地区的方言辞典，随
后各大方言区的片区，也陆陆
续续出版了自己的方言辞典。

因工作性质有关，我与一
些执着编纂自己家乡方言辞典
的朋友有过一些交流。他们中
有语言学者，有官员，有资深教
师，也有仅仅是因为对家乡方
言充满热爱的来自各行各业的
志愿者。编写一本方言辞典的
难度，如果不是身处其中，绝难
体会那工作的巨大艰辛与难
度。这些工作者们不辞辛劳，
走街串巷，在家乡的角落里，找
那些还保留着纯正乡音的老人

采集语音标本，采样后还要对
那成百上千的标本进行分析、
比对、注音，有些有音无字的
样本还要在大量的书籍中去
查找资料，这是个不允许有错
误的工作。还有那些出版之
前琐碎但必需的纯事务性工
作等等。但别人看来这些繁
杂枯燥的脑力与体力劳动却
让这些编纂者们乐此不疲，便
是工作中稍有所得也让他们
喜不自禁。这些编纂者承受
了所有的无法量化的劳累，甚
至还要面对各种不理解及质
疑。他们凭着的仅仅是对历
史及后人负责的那份自省，凭
的 仅 仅 是 对 家 乡 的 满 腔 热
忱。在这里，我也能想见到，
编著《东台方言新辞典》的王业
频、柳书诚、周启汶三位，正是
怀着这样的情怀，坚韧不拔，劳
心劳力地走过了那段艰难的路
程。

我 对 那 些 热 爱 自 己 的 乡
音，执着的把乡音当作自己家
乡的名片，专心致志地在乡音
中留住自己家乡历史的方言工
作者们，始终存着一份崇高的
敬意。乡音里保留了在东台这
片土地上先民及祖辈们的时空
记忆；乡音里有厚重的历史信
息，它记录了我们东台先民在
这片土地上生存发展休养生息
的过程，甚至包括东台人语言
交流中共通的社会心理。在越
走越近的大数据时代里，这本

《东台方言新辞典》也必然成为
整个人类信息系统的一部分。
编纂这部辞典，它不只是因为
依恋家乡的情怀，也是在为家
乡构造一个功德无量的文化工
程，其善莫大焉！

在《东台方言新辞典》中，
就正文而言，与江苏其它地区
各家的方言词典的格局与体例
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采撰规
模浩大，注音注释明晰，具有完
整的工具书属性。然细细翻看
后，却让我体会到作者的那份
匠心独运。我认为这本辞典的
六 个 附 录 ，体 现 了 更 多 的 亮
点。这六个附录呼应辞典正
文，可谓相得益彰。既充分体
现了东台方言中的社会意义和

人文特点，也特别强调了方言
与普通话的关系。我们知道，
普通话毕竟是社会的主体语
言，是现代标准汉语。辞典以
主体化语言与方言多样化相结
合的原则，在以具体的词语对
照与分析对比中，强化了普通
话的地位和影响。本辞典的作
者意识到，对方言的研究越透
彻，就越能正确地把握普通话
与方言的对应规律，对普通话
与东台话的同义词了解越多，
就越有利于推广普通话。

在另外三个附录中，特别
强调了东台方言所蕴含的社会
特点，民俗风情及历史传统。
辞典中搜集的 11000 多个词条
中保留了为数不少的古方言词
语，这确实正如作者所说的是
个“艰苦细致费心血绞脑汁”的
工作。在这里我读到了大量东
台民间常用俗语俚语和歇后
语。这些作为地域文化的最基
本符号乡土语言的组合，极具
生动性，活泼性和贴近性。我
想，无论东台方言说得如何庄
重，雅致乃至于粗鄙，如果不用
东台方言或是换一个场景，听
者就很难体会到那种乡梓之音
中的意趣。

东台历史上就和盐有着不
解之缘。由唐至清，盐产业贯
穿了东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始
终。由之产生的盐文化也在东
台的方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保
留。辞典列举了场、亭、团、灶、
、仓、总、垛，这些极具生产特
点和地方特色的特有词汇，也
许过了很多年，人们无论从书
面上还是口语中都很难理解这
个词的基本意思，而在这本辞
典中，你可以读到这些词厚重
的历史积淀。

东台历来英才辈出，文采
风流，而今东台方言的三位研
究者，怀热爱家乡之深情，立志
为乡音立书。作为地域文化的
载体，方言蕴藏着丰富的不可
再生的资源，它是一个地区人
类生存生活情感交流的最原始
的信息密码，是弥足珍贵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因为它的
稀缺，才需要一些像辞典作者
这样的学者，坚韧不拔地去搜

集整理，正所谓“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他们以这种担当精
神，聚沙成塔，终于成就了这本
辞典。确实可敬可贺！

在今天，普通话已经成为
一个人类交流的大趋势，东台
除 了 自 己 的 方 言 ，也 说 普 通
话。孩子们在学校说普通话，
甚至一些家长在家里与孩子也
学用普通话。由此观之，方言
的衰亡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
许会有人问，如今大家说方言
有什么意义？成就这本方言辞
典又有什么意义？

对方言研究的这种取消主
义的质疑是个常态，这种质疑
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要说
方言，便是全球也将只有一种
语言甚至一种文化。这或许是
质疑的合理成分。但我们知
道，“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
源”，人类缤纷璀璨的文化，你
不喜欢你不关注你就没感觉，
就没有意义。有这么一群人，
爱自己家乡的方言，丰富着人
类的语言，这就是方言的意义，
同时这也是保护方言的意义。

另外，我们人类社会发展
的丰富多彩绝不会因为时代的
进步而成为单色。无论未来社
会形态或是语言是如何的同样
性或统一性，即便是社会都说
同一个语言世界都说同一种
话。人类的语言，也正是由于
曾有过方言它才会精彩。如今
正兴盛的大数据将会永远保留
人类社会的每一步足迹，留下
人类进步过程中点点滴滴。无
论未来的社会，将如何的进入
智能化，进化到我们今天不可
思议的世界。但今天的东台方
言将始终是人类语言发展史上
一个抹不去的印记。我相信便
是万年以后智能语音识别系统
中仍然会有东台话，也能说得
出东台话。我认为这就是《东
台方言新辞典》的意义。没有
今天就没有未来。这就是意
义。

（作者为江苏省报纸副刊
编辑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
文化学者、资深媒体人）

市井人生，流年碎影
——读《街头巷尾：十九世纪中国人的市井生活》有感

拒绝，是人生必备的本领
——读《别让不会拒绝害了你》有感

心中好书

作者:梁晓声
出版:辽宁人民出版社

编辑推荐
这一套书是著名作家梁晓

声 的 经 典 之 作 ，多 次 修 订 再
版。独特的梁式文笔，犀利深
刻、字字珠玑；文字对人物的描

写，酣畅淋漓，让人触目惊心。
文学经典书，永远不会过时，哪
怕过了二十年，三十年以后，文
中仍有若干不过时的元素令人
一翻即难释卷。

内容介绍
《欲说》讲述了一个官商之

间为了利益相互勾结的故事。
被称作现代儒商的民营企业家
王启兆与美丽而善解人意的女
秘书郑岚，刚建成了豪华的金
鼎休闲度假村。由此度假村引
出了他与副市长胡崇汉、省委
副书记赵慧芝扑朔迷离的关
系，权利与金钱的“合作”之网，
看似无人可破，却在除夕夜不
可挽回地被捅破了。官与商，
情与法，面对这种两难选择的

灰色地带，省委书记刘思毅该
如何抉择，是秉公执法，还是为
了钱与情而法外开恩？……

《伊人 伊人》是梁晓声仅有的
一部长篇爱情小说，小说讲述
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具有
一定音乐才华的男主人公乔褀
和自己酒吧的合作伙伴秦岑以
及自己收养的妹妹，三人之间
的情爱纠葛。

作者简介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

1949 年 9 月 22 日出生于哈尔滨
市，祖籍山东荣成。中国现当
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
之 一 ，中 国 唯 独 的“ 硬 汉 作
家”。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
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
品。1968 年至 1974 年，在北大
荒 度 过 了 七 年 的 知 青 岁 月 。
1977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
政协委员，民盟常委。其多部
作品在港台出版，并被译为英、
法、俄、日等国文字。他的名字
被收入到英、美、澳三国“世界
名人录”。

（组稿：王建生）

《欲说》《伊人伊人》

作者:徐贵祥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编辑推荐
建军 90 周年献礼作品，茅

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沉淀七年
心血力作，全景再现中国军人
前仆后继、从浴血抗战到民族
解放的铁血历史！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在艰苦的条件下取
得胜利，靠的是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精神！

内容介绍
《对阵》讲述了抗战期间，

发生在驻守渤海湾的八路军清
河支队与国民党琅琊独立旅之

间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故事。以
杨蓼夫为首的八路军将士，与
以 郑 亦 雄 为 首 的 国 民 党 军 官
们，在共同驻守渤海湾期间，既
协同抗日唇齿相依，又因为政
治立场的不同，发生了种种的
摩擦和冲突。解放战争开始，
两军北上，对垒于东北战场，多
年来血浓于水的情感，以及受
到杨蓼夫等八路军将士的精神
感召，郑亦雄等国民党军官终
于 率 部 起 义 …… 作 品 大 气 磅
礴，透过一段特殊的战争历史，
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革命
将士形象，展现了令人拍案叫
绝的兵法智慧。同时，该作品
以国民党琅琊独立旅和八路军

清河支队为代表，生动再现了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场上的种种
表现，字里行间可见作者深厚
的文学功底和精准的党史知识
素养，艺术的真实使作品富有
感染力。

作者简介
徐贵祥，安徽省霍邱县人，

1959 年 12 月出生，现为解放军
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军
事文学委员会主任。著有长篇
小说《仰角》《历史的天空》《高
地》《八月桂花遍地开》《明天战
争》《特务连》《四面八方》《马上
天下》等。获第七届、第九届、第
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获
第八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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