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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考究

秤杆的“轩”和“疲”
徐乃为

我国古时称重的器物，谓之“衡器”，犹如“杠杆”，
取支点两侧的“平衡”；从一端的“砝码（秤砣）”，用比
率（化为刻度）测知另一端物体的重量。先人称这一器
物为“秤”，测量的过程谓之“称重量”。“称重量”的“平
衡”是关键。我们启东人在称重时，秤杆高扬翘起时谓
之“先”，秤杆斜倾低垂时谓之“皮”。此“先”、“皮”两字
自然是音节而已，本字是什么，我实在是曾被其困扰
良久而不得要领。前不久，从老友陆欣先生的“沙地风
云录”一文中阅知，将“先皮”记为“轩疲”，我心中谓之
一震，内心深以为是。去微信讨教，方知是陆先生深思
熟虑而下的结论，此不能掠君子之美，因说出此两字
来源；并愿申述之，或恰符陆先生之内心，也正可请益
于他。

“轩”字，是个实词，形旁“车”，是说此字的意义范
围，与车有关。想来与“高扬”、“上翘”的“先”之意远着
呢，何以是“先”的本字呢？其转义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轩”，本指车子前高后低貌。《诗·小雅·六月》：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郑玄笺：“戎车之安，从后视之
如轾，从前视之如轩，然后适调也。”朱熹集传：“轾，车
之覆而前也；轩，车之却而后也。凡车从后视之如轾，
从前视之如轩，然后适调也。”高亨注：“轾，车向下俯。
轩，车向上仰。”苏轼《上王兵部书》：“升高而不轾，走
下而不轩。”因此，车子前高曰轩，后低曰轾。有一个常
用成语叫作“不分轩轾”，就是“不分高低”、“不分上
下”的意思。因此，“轩”赋予了“高”的意义。笔者以为，

“轩”字的高的含义，还应该跟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名
字“轩辕”有关，黄帝的名字就是轩辕。居“轩辕”之
丘 ，故名曰轩辕。“辕”就是车直木。黄帝轩辕的车自
然不同寻常，是高大的。《楚辞·远游》：“軒轅不可攀援
兮”，不是说其高吗，因此，“轩”字高的含义就越来越
显现。

后来凡与“轩”组为词，均取“轩”字高的义项。如
“轩昂”、“轩峻”、“轩朗”、“轩伟”、“轩敞”、“轩然”、“轩
举”、“轩耸”，这些词，将“轩”字改为“高”，意义是等同
的。再引申开来，“轩”字就有“上举”、“扬起”的意思

称谓“寄爷（娘）”
老钟

“寄爷”在沙地人的生活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称
谓，涉及面最广、最复杂，可以这样说，每个沙地人都
有“寄爷”或“寄娘”，有的甚至有几个、几十个，换句
话说，没有寄爷（娘）就不是沙地人。

据笔者观察，沙地人的寄爷（娘），可以有两大
类。第一类是有血缘关系的。凡父亲（沙地人称爷）身
辈上的与父亲同辈的女亲戚及其丈夫（姑娘、姑夫）
都可叫“寄爷（娘）”，有几个称几个，大寄爷（娘）、二
寄爷（娘）、三寄爷（娘）……小寄爷（娘），如是父亲的
表妹表姐，也可叫表寄爷（娘）。

第二类是无血缘关系的，在这类寄爷中又有三
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双方是儿女亲家关系，在孩子未正
式成婚之前，双方的孩子管对方的父母叫寄爷（娘），
一旦正式结婚，在结婚仪式婚宴上，都要当着亲朋好
友的面改口，叫“爸爸”“妈妈”，沙地叫“爹爹”“妈妈”
（前一个妈闭口音，后一个妈开口音）。

第二种情形：自己无生育能力无儿女，需要领养
一个孩子而又没能力或其他原因未能领养孩子，在
这种情况下，主动在邻居、同事或朋友同学家的孩子
中“认”一个孩子为寄子（而非继子），以将来为自己
送终。被认做寄子的孩子管寄父母叫“寄爷（娘）”。需
要指出的是，这种“认亲”行为，在旧时往往还有一定
的仪式或赠送换信物（红包）以形成一种不成文的契
约关系。当然，“寄子”与“继子”是不同的，“寄子”为
寄爷（娘）的送终只是情感场面、仪式、道义上的送
终，而继子（或是侄子、侄女、外甥（女）），才是真正承
担经济法律意义上的养老送终责任，相应也会享有
继承遗产的权利。

第三种情形：在实际生活、工作和社会交往中，
与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结成比老同事、老同学、老
朋友更进一层的联盟“准亲家”关系，于是两家的孩子
就是称呼对方的父母为寄爷（娘），孩子之间就成了寄
弟兄，寄姊妹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关系的确立，
往往是先认“寄弟兄”，即先称兄道弟，然后再见双方父
母，认对方父母为寄爷（娘）。有的甚至孩子还未出生，
双方大人间就约定了寄弟兄、姊妹关系。

第四种情形：在生活工作中，在事业发展和自己
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对自己有关键性的帮助的“贵
人”“恩人”，从而怀着感恩之心，自愿认对方为“寄爷
（娘）”，以了将来为恩人养老送终之愿。对方如接受
了，即所谓的“义子（女）”。或者，看到对方有钱有势
有地位，有可能会对自己的生活、工作，尤其是事业
发展有关键性的帮助作用而主动去巴结对方，甚至
将自己的前途命运托付给对方，这时就会主动去认
对方为“寄爷（娘）”。这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比较
多，在当今官本位的社会里，一个“当官的”有十几
个、几十个寄子，一个年轻人有几个、几十个寄爷
（娘）的情形并不鲜见。

●
灯下漫笔 李新勇

之前出过的小说集都没有写序和后记，也没有写
内容简介。说实话，我很自信，一个小说作家于小说之
外有什么好说的呢，要说的话在小说中已经说完了，
只要读了作品，自然明白作者要说什么。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因为作者没有作必要的、具
有倾向性的写作说明和阅读指导，不仅读者读后的感
受千差万别，连评论家的评价也大相径庭。

这让人多少有些迷惘。为此，我专门腾出时间琢
磨这事。一琢磨就明白了。写了这么多年小说，每一次
开工，我都力求让手头写的这一个与上一个有所不
同。也就是说，我的写作从来不是惯性写作，不是类型
化写作。在我的案头，有许多在极短时间内草就的小说
提纲。写提纲时，遍身每个细胞都豪情万丈，以为又是
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待写完提纲，人却冷静下来，拿
着这个提纲对照过去写过的东西，喜忧参半。因在手法
和技巧上与前面的作品存在相似之处，有超过三分之
二的提纲被搁置在那里。我是找不到“新的增长点”绝
不动笔的人。这些提纲有的就这样被永远搁置了。

一个腔调的作品，一百篇等于一篇。这类作品是
最怕结集的。

一成不变的作家，生命还没有结束，作品早已寿
终正寝。

很高兴，在这上面，我不怕。这就把难题留给评论
家，要从中归纳出几个论述要点，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情。在此我向评论家诚恳地道歉：给你们添麻烦了！

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学在边缘化的同时，全媒体
时代对文字的消费量却与日俱增，甚至大得惊人。在
网络上，不满50万字都不能叫长篇小说，动不动就上
百万字甚至好几百万字。相对于这些文字恐龙，中短
篇小说既不可能用迷宫式的文字“绑架”读者，又不可
能为作者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这样说，绝无贬低中
短篇小说的意思。相反，中短篇小说因其惜墨如血、不
浪费一个汉字的品格，而体现出文学的尊严与高贵。
在有限的篇幅内，写作上稍有懈怠、叙述上稍有疲乏，
一眼就能被人看穿。

那么，中短篇小说属于什么人群呢？很难说。如果
有人能清楚地回答我今天的纯文学属于哪些人，前面
一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不言自明了。至少可以肯定的
是，中短篇小说不会为“消费”而产生，而存在。

在当代文学史上，“70后”是一帮相当“吃亏”的
作家。我们经历的人类历史上一切社会形态。历史记
忆和文化记忆的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写
作支点。随便哪一个支点，都能撑起不一样的作品。因
此我们相互独立，各自为阵，基本上没有形成写作帮
派，更乏跟风者。这给评论家留下的难题是，当他们试
图为这一代作家归堆儿，作出涵盖性的评价时，发现
不仅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还是不可能的事情。

“70后”作家的文学身份，恐怕是文学史上最大的谜
面，且是没有谜底的谜面。

文学的真谛也许就在这里：丰富、复杂、繁花似
锦、不可名状。多声部合唱比几个腔调甚至一个腔调，
更接近艺术本身。

“70后”作家，我们自己是自己的春秋战国。
作为“70后”作家之一，请允许我再次诚恳地向

评论家表示抱歉：添麻烦了！
我们可以负责任地对读者说：朋友，我们从来都

在用心写作。

再一次出发
——为南通二建成立60周年而作

辟我草莱，启吾东疆
闻名遐迩的中国建筑之乡——启东
是孕育南通二建成长的摇篮

这里是江苏最早升起太阳的地方
南通二建一个甲子的传奇故事
在江和海的交汇中激荡
南通二建六十年征程铸造的辉煌

●
星期诗汇 陆汉洲

●
寓言故事 张士达

苍蝇和蚊子
苍蝇和蚊子这对好友因传播疾病早就被列入了

“四害”，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它们的日子越来
越不好过哦，整天东躲西藏，胆战心惊，再也不像从
前那样潇洒自如了。

白天，几十只蜻蜓追捕一大群蚊子。夜晚，蝙蝠们
又对蚊子展开剿杀。侥幸脱逃的一队蚊子躲进居民室
内密谋，企图向主人发起进攻饱餐一顿。不料，它们自
投罗网，反遭主人使用电蚊拍击杀。第二天，几只漏网
的蚊子去好友苍蝇那里商讨对策，可眼前的情景不容
乐观。只见有几只苍蝇“哎哟、哎哟”叫个不停，看样子
非常痛苦。领头的蚊子关切地问：“老兄，那儿不舒服
呢？”苍蝇忧伤地回答：“老弟，你有所不知。我们到一户
人家看见灶台上放着一张纸，上面还撒着几粒红糖，
就小心翼翼地踩了过去。谁知，腿脚被黏住了，我们几
个拼命挣扎，虽然最终突围了，但都断了一二条腿，成
现在这副狼狈相。便宜没讨到，反而把自己弄残了。另
外七八个兄弟有去无回，真够倒霉！”苍蝇缓过一口气
接着说：“你们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来，不会是请我们
吃喝吧！？”蚊子们愁容满面，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快西
北风也喝不成了。”然后，便把昨天的遭遇一五一十地
告诉了苍蝇。难弟见难兄，两眼泪汪汪。

苍蝇和蚊子埋怨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是
人们常说的口头禅吗？我们跟他们过不去，那是老祖
宗遗传下来的基因，为了生存和繁衍而需要不择手
段，这能怪我们吗？我们错在哪？人类偏偏发明什么粘
蝇纸、捕蝇器、驱蚊剂、蚊虫香、电蚊拍，还有更新潮的
雷达来对付我们，甚至利用绿色植物进行诱杀。可恨
的蜻蜓和蝙蝠也是我们的死对头。”说着，说着，苍蝇和
蚊子都气得脸色铁青，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对自己的命运茫然若失，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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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中
短篇小说集《何人归来仍少年》，是我市作家李新
勇的第16部文学专著，18万字，精选作家刊发于

《北京文学》《花城》《飞天》等重要文学刊物上的
8部小说。李新勇的小说视野开阔，风格多样，构
思巧妙，通过精巧自然的故事，表现作家对现实
和传统的思考和审视。

歉意与自信
——中短篇小说集《何人归来仍少年》后记

在诗与歌的吟唱中闪光

这里是万里长江入海口北翼的冲积平原
积淀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灿烂文化
不惧风雨、目光远大，脚手架上
绽放着南通二建人憧憬未来的美丽梦想

新生的共和国百业待兴
乘着“组织起来”的时代大潮出发
169名工匠抱团组建的汇龙镇泥木业建筑合作小组
成为南通二建人最早温暖的一个家
向着共和国十年大庆的隆重庆典出发
12名钢筋工参加首都十大建筑建设
长安街灿烂的灯火
抵不过这群来自南黄海边的工匠英姿焕发

60年征程
一个个难忘的历史画面镌刻进了岁月的记忆
南通二建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
以“吃三睡五干十六”的英雄气概
创造了高寒地区住宅楼建设“三当年”的奇迹
大庆“铁人精神”
孕育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建筑铁军

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全程四天三宿78小时
许多工人从上海一直站立到哈密
腿脚胀肿得疼痛感入骨钻心
谁说这不是建筑铁军为支援新疆油田建设
挺进大漠深处挑战生命极限的一次远征

60年征程
南通二建发展的一个个标志性历史印记
无时不在我们眼前跳跃
1958、1984、1998、2004、2005、2015
南通二建从孕育到成立到组建省级企业集团
从拥有特级资质到完成总部改制、新老交替
实现向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华丽转身
南通二建前行的步伐无比坚定有力

再一次出发
大市场、大建筑、大品牌
南通二建“三大发展战略”宏伟蓝图铺展开来
壮美的建筑铁军之歌唱响神州华夏

从白水黑水到天山南北
从长城脚下、海河之滨到黄浦江畔
从塞北草原、中原大地到五指山下
从东南亚地区到海湾国家
南通二建飘扬的旗帜
在大市场的浩荡春风里哗啦啦地歌唱

从多层住宅到高层、超高层
从土木建筑到机电安装、交通能源、市政工程
从施工总承包到工程总承包
南通二建以创新驱动实现升级版的历史性转型
推进由低端向大建筑高端领域发展的伟大进军

鲁班传人以匠心筑造精品工程
用诚信浇铸企业百年品牌
鲁班奖、国优工程奖、詹天佑奖
全国用户满意工程
各种省优市优工程奖目不暇接
文明工地绿色施工新技术示范工程接踵摩肩
还有含金量特高的市长、省长质量奖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那么，建筑精品的每一道精美施工工艺
就是南通二建乐章的最美旋律

新时代的钟声给人以警世的提醒
当一次次拥抱鲜花和掌声
从江苏建筑业综合实力、竞争力百强企业第一名
到成为中国建筑业行业标杆
中国500强企业名次不断前移
南通二建人始终头脑清醒
百亿企业何以能成就百年老店
防范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
是历史向未来无愧于心的伟大传承

再一次出发
怀揣一颗感恩国家报效社会的心
捐资助学、扶贫济困、参与灾区恢复重建
无处不有南通二建人用爱心挺起的脊梁
奋战15个昼夜建起抗非典南山医院
是南通二建人勇担社会责任的符号标志
这是南通二建人崇尚信仰力量的伟大支撑
蓝天白云、青山秀水和苍茫大地一起作证

走过60年征程
走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
纵然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南通二建人始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再一次出发
续写新时代辉煌的新篇章

听啊，听吧
这是来自南通二建十万铁军将士
下一个十年的豪迈誓言

下一个十年
我们将以提质增效
全面推进“双千双百”倍增计划圆满实现

下一个十年
我们将以创新驱动
打造转型建筑工程综合服务商尽责尽力

下一个十年
我们将以文化自信
实现南通二建品牌唱出国门唱响世界

高擎南通二建铁军的旗帜
向着南通二建的美好未来
再一次出发
再一次出发

让人爱恨交加的邻居
清晨，我穿着运动服，顺手提着隔夜的一大袋垃

圾，跑下楼，一脚踩开垃圾桶的开关，盖子一弹开，一
阵浓烈的焦味扑鼻而来——垃圾桶里又有一把糊了
的鼎，这个月已是第二次见到像这样被邻居丢弃的
锅了。

楼下的一对夫妇，正处于学习做家务的阶段。女
邻居一个星期里总要多次煮坏、煮焦食物。我记得有
一次她急着上班，一边煮着绿豆汤，一边可能在化
妆，还是穿衣。既想美丽，又想温饱，还舍不得早起，
一看时间不对，就背着包冲出门，结果……还好那天
我休息在家，我赶快给保安打了电话，整栋楼都知道
有一个“炸弹”待灭。最后，锅铁红铁红的，是保安用
灭火器灭的火。

还有一次，明明她人在家里，锅里潽出的东西把
火灭了，等到邻居闻到煤气味，才气愤地敲打她家的
大门。每当我们教训她时，她都点头答应下次“小
心”，结果是一把又一把烧焦的锅被她丢弃。近来小
区的保安加强了巡逻，每一次见她光光鲜鲜地要出
门，还要谨慎地笑着问：“都关了吗？”

近来，楼下多了孩子的哭声，升级为父母的人，
是否应该专注点呢？但是，女邻居有大智若愚的精
神，让人爱恨交加。记者节那日回家，我正在电梯口
猛刷手机微信朋友圈，忽然听到她温柔的嗓音传来：

“节日快乐！”和我打招呼的正是女邻居。“您怎么知
道我是记者？”我问道。女邻居笑眯眯地说：“因为你
早出晚归哈哈！”

说话间，电梯就降到了一楼，女邻居快手快脚地
帮忙摁了电梯，又摁了楼层按钮，动作麻利，令我叹
服。“我看你经常从信箱拿出绿色的稿费单，又经常
认真读报纸，我觉得你肯定是记者啦！”女邻居一身
时尚穿着，黑色T恤，牛仔短裤，看了起来真像女汉
子。我忍不住惊叹她还是带娃的妈妈。

电梯很快到了我的楼下，女邻居走了出去，又回
过头来对我扮了个鬼脸说：“你是个‘微信控’，我也
是个‘微信控’！”多么有趣的女邻居，我被她逗乐了。
电梯门缓缓关上，女邻居的身影却挥之不去。

想起以前那些浓烈的焦味，厌烦至极。如今又想
到她的热情，每次都主动和我打招呼闲聊，我不由得
惭愧。她就像秋日的暖阳，让身边的一切温暖亮堂。
我笑着回家，和母亲聊起女邻居的风趣善谈。母亲
问：“是楼下的那个女邻居吧？”我说：“你怎么知道
的？”母亲说：“我每次遇到她的时候，也是这样！作为
孩子的母亲，她热情又有礼貌！她是老来得子，看不
出来已经快40岁了……”

忆起梁启超曾撰写的《人生拿趣味做根底》，我
想女邻居一定也是个拿趣味做根底的人。虽然她时
常毛手毛脚，但天真可爱，保持着一颗纯净的赤子之
心，对这个世界充满着热情和好奇，每天都兴致勃
勃，津津有味地活着。许多人希冀着拥有不老的容
颜，他们美容、健身、养生，穷尽各种手段，却不知拥
有一颗纯真的心、乐观有趣地活着，才是真正的容颜
不老术！

●
左邻右舍 王珉 了。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奋

舋而轩鬐。”晋郭璞《客傲》：“昆吾挺锋，骕骦轩髦。”
轩鬐、轩髦，都是指奔虎与快马的鬃毛上举、上扬。金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二：“鼻偃唇轩，眉麄眼大。”
鼻偃，塌鼻子；唇轩，就是翘嘴唇。

因此说，秤杆上扬翘起，用“轩”，是非常正确，也
是非常雅致的。

至于下垂的“皮”，应当是“疲”，就不需解释，一想
而通。今只举出几个词，便可了然。“疲弱”、“疲困”、

“疲软”、“疲怠”、“疲倦”。选一个陌生的，“疲沓”，意思
为松懈不起貌。可见，“疲”作秤杆下垂的本字肯定是
正确的。

商贩在把秤的时候，是有手法的，可以把本是“平
衡”的秤杆把持成“上扬”的“轩”的态势，并有一句，你
看那秤：轩轩饱饱。那是说上扬而饱满的态势；这“轩轩
饱饱”，有时转移在为客人盛饭，说把饭盛得“轩轩饱
饱”，表明“轩”的义项仍在转化着，相关到饱满隆盛。

这里，本人想到了另一“仙”字。打牌、博戏的过程
中，牌运有“旺”与“衰”之分，人们把旺盛时期的牌运
称作“仙”，或“仙路”里，——这牌“仙出来了”，这个

“仙”字，似乎是更当是“轩”，说的就是兴旺隆盛的起
势，然后保持一种态势。“轩昂”、“轩扬”、“轩奋”、“轩
盛”等词似乎能说明问题，而“仙”则颇难说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