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刚刚过去的暑假里，湖南卫视主持
人汪涵发起一项湖南方言调查“響應”
计划，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对湖南50
多个地点的方言进行调查，用声像方式
保存方言资料，制作成数据库后捐给湖
南省博物馆。

当下，普通话越来越普及，加上快
速的城镇化和频繁的人口流动，乡音渐
渐被遗忘。许多小孩子，更是不知方言
为何物。汪涵的这一计划，经过媒体传
播，让凝聚地域历史文化内涵的方言得
到关注。

湘方言种类多，“十里不同音”

汉语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分
支，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方言与地域文
化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凝聚着特
定地域的历史文化内涵。

湖南汉语方言种类繁多， 十分复
杂，“十里不同音”。翻越一座山，听到的
就是不同口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方
言学博士生导师、出版了多部方言研究
著作的罗昕如教授告诉记者，湖南是全
国汉语方言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南
境内的方言有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
家话以及乡话和湘南土话。不同方言区
内部又分成不同的方言片、 点， 不同
区、片、点的方言差异很大。湘语是湖
南省最有代表性的方言， 主要分布在
湘江、资江流域的40多个县市，在全省
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西南官
话在湖南属第二大方言， 主要分布在
湘北、湘西和湘南。赣语主要分布在湖
南省东部紧邻江西的狭长地带， 客家
话主要分布在湘东南的汝城、桂东、炎
陵等地，乡话和土话主要分布在湘西、
湘南一带。

“湖南方言是在湖南地域文化背景
下孕育、形成和通行的。”罗昕如教授认
为，方言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
地理因素，山川河流阻隔，交通不便，因

而在不同地域形成不同的语言变体；二
是移民因素， 湖南赣语的形成及湘语
中伴有赣语特征就是深受江西移民的
影响， 西南官话也受到北往南移民的
影响； 三是语言演变不平衡， 长沙话、
湘乡话、娄底话都属湘语，但是区别较
大，除去地域因素外，就是因为长沙作
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方言演变
速度更快，而湘乡话、娄底话演变速度
相对慢一些。

会说的人少了，不少方言
面临濒危

长沙的吴女士曾从龙山县请了一个
保姆带孩子。当保姆用龙山腔教孩子认
识物体时，被她立即制止。在她的观念
里，孩子学好普通话就行了，没必要学
方言。

在罗昕如教授眼中，汪涵是少有的
“有方言意识”的人。然而，像汪涵一样对
方言很重视的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觉
得方言太土了，没什么用。很多家长都不
希望孩子学方言。”罗昕如教授说，认为
方言“无用”的观念，以及城镇化和人口
流动，普通话的推广，导致使用方言的人
少了，有一些甚至濒临消失。

1983年，湖南师大一位教授曾去沅
陵县调查过当地的方言。 过了20多年，
当这位教授的博士生再去调查时，有些
字词已经找不到人发音。罗昕如教授说，
湘南、湘西集中了比较多的濒危方言，乡
话、湘南土话、湘西一些小土话等，因为
会说的人越来越少，处于濒危状态。

罗昕如教授认为，方言的濒危体现
在两方面，一是受普通话影响发生变化，
二是会说的人越来越少。她有些悲观地
说，一些方言如果不加以保护，若干年后
可能就消失了。

据悉， 全世界有6000多种语言，所
有语言中，说得多的也就100余种，大部
分语言使用人数都比较少。美国语言学
家预测，语言正以每两周消失一种的速
度减少。

方言的价值，不因推广普
通话而改变

有一位学者说过，没有了乡音，我们
用什么去排遣乡愁？罗昕如教授表示，方
言除了作为交际工具有应用价值外，还
具有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说， 语言本身
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载体。罗昕如
教授说，研究发现，方言中透露出许多文
化信息。 如“十” 在湖南很多方言中读

“炮”，这来自于清朝兵制，一门炮配十名
士兵，“炮”就和“十”对应起来，一炮就是
十。再比如，常见的食物腐乳，在湖南很
多方言称“猫乳”。罗昕如教授说，这是因
为在方言中“腐”和“虎”同音，人们忌讳
说凶猛动物， 而猫和虎很像， 遂称“猫
乳”，反映的是一种趋吉避凶的心理。

方言的学术价值体现在方言“存
古”，保存了很多古词、古音、古义，对语
言研究非常有价值。 湖南经视曾做过多
期湖南方言听写大赛的节目， 有一次一
道长沙话考题是“丢噶子去”。在东汉许
慎著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跨步也”，
就是走路去。当时，4位选手全答对了。在
节目现场的罗昕如感慨：“没想到那么古
老的词，在长沙话中还很鲜活。”湖南很
多方言中，“打浮泅”（游泳）的“浮”声母
不念“f”念“b”，就保留了上古音，上古没
有“f”声母，“浮”字声母念“b”。

在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等诸多学
科甚至公安破案中， 方言都可能发挥用
武之地。1986年省公安厅委托湖南师大
办了一个方言培训班， 全省100多个县
市公安干警参加。 国内有多个通过语言
识别最后破案的例子。

甚至在国际领土争端中， 方言也可
能成为有力的证据。有学者研究发现，在
1774年以后的英美法等国出版的地图
上，对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的命名注
音，全部采用了闽语中特有的词“屿”的
英文注音。这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最早是由中国人发现、命名和利用，并实
施管辖。

普通话要推广，方言也要保护

推广普通话， 人们往往把方言与普
通话对立起来。罗昕如教授说，其实推广
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这是语言多
样性的表现， 是可以共存的。 普通话要
学，方言不能丢。失去一种方言，就失去
了语言多样性，失去了其文化价值。

“不是说推广普通话，就要排斥贬低
方言。”在罗昕如教授看来，理想的状态
是：在该说普通话的环境说普通话，在可
说方言的地方自由讲方言。她认为，语言
是交际工具， 一定要坚持把普通话推广
摆在突出地位。

国家一直非常重视保护语言资源。
2008年，国家语委开始中国语言资源有
声数据库建设， 今年又启动了国家语言
资源保护工程。现在，语言的保护越来越
受到关注。8月初， 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
制片集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主办的“中国微乡音” 汉语方言大赛开
赛， 目的是唤醒人们对于母语方言的认
识，唤醒传承方言的意识。

汪涵发起方言调查“響應”计划，出
资调查保护方言。 在湖南方言研究者看
来， 这是国内社会力量参与语言资源保
护的开端，将唤起更多人来关注、保护汉
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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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乡音，何处排遣乡愁

湖南日报记者 汤霞玲

“老师，祝您节日快乐！”9月10日，
教师节一大早， 长沙师范学院老师郭咏
梅收到了一份来自西藏的祝福。 电话那
头是从长沙师范学院西藏班毕业的学生
云旦普尺，她告诉郭咏梅一个好消息：自
己正在准备考学前教育领域的公务员。

“每每听到学生的好消息，成就感
油然而生， 西藏班的孩子们更加不容
易。”郭咏梅说。

用爱呵护西藏孩子
2010年， 长沙师范学院成立内地西

藏班， 定向培养中专层次的学前教育学
生，西藏学生来长沙学习3年后，回到西藏

当幼儿园老师。郭咏梅被安排在这个班教
幼儿语言教育。“简单来说，就是教西藏孩
子怎么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上语言课。”

郭咏梅发现，由于西藏孩子汉语水
平参差不齐，以前在汉族学生课堂上的
方法都不管用了，她要想方设法把课程
讲得简单明了。她举例说，幼儿园中班
诗歌中有一个《捉迷藏》的故事，给汉族
孩子上课时可以直接讲上课技巧，但给
西藏班孩子讲课时，就要先用色彩斑斓
的幻灯片教他们讲故事。她做好了几个
形象各异的幻灯片，每放一张就邀请孩
子上来表演，能歌善舞的西藏孩子们这
才心领神会。

由于教学方法灵活，对学生以诚相
待， 已经40岁的郭咏梅被同学亲切的

称为“郭姐姐”。

5年培养300多西藏老师
每届西藏班毕业后，总有很多学生

跟她保持联系。 云旦普尺就是其中一
位。郭咏梅记得，云旦普尺是一个很上
进的姑娘， 有一次竞选学生会干部，她
拿着竞选稿怯怯地走进了郭咏梅的办
公室。郭咏梅一看，很多错别字，语言也
不通顺，郭咏梅拿起笔，一个一个的跟
她改了过来，并详细讲解，还自己演示，
辅导了很多竞选演讲的技巧。

“在西藏班上课，必须要足够的耐
心。” 郭咏梅说， 西藏孩子普遍缺乏自
信，一起回答问题时声音特别大，但要
单独点名时，却都双手捂着脸，拿书挡

着脸，躲到了桌子底下。
为了帮孩子们克服心理障碍，郭咏

梅总会微笑地说：“不要害怕，你将来要
当小朋友的老师，小朋友喜欢活泼可爱
的老师，你要勇敢地表现自己。”接着，
郭咏梅让全班同学用掌声来鼓励他。
经过老师不断地鼓励，这些西藏班的学
生越来越自信，在毕业实习时，都能轻
松自如地走上讲台。

长沙师范学院西藏班开班5年来，
已经为西藏地区培养了300多幼儿教
师。“西藏自治区成立50年了， 我们的
学生也在幼师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作为一个老师，能在这段历史中贡
献自己的能量，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
们的荣耀。”郭咏梅说。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梁辉

由于持续熬夜工作，9月8日
凌晨，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主治医师孙圣礼在手术中肾结石
发作倒下。打了止痛针，症状稍微
缓解后，他继续回到了工作岗位
上，直到9日中午才回家。

8日晚， 他身着手术服、头
戴手术帽， 倚在床边打点滴的
照片被同事发在微信朋友圈
后，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转
发，大家纷纷为医务人员的无私
奉献点赞。一些网友们还对孙医
师表示“心疼”，对他的敬业精神
赞叹不已，也对医生这个职业多
了几分理解。

8日凌晨3时许，孙圣礼在为
病人进行颅内动脉瘤手术时，感
觉左后腰隐隐作痛。为了不影响
手术，他没有吭声。然而，十多分
钟后，疼痛加剧，大颗大颗的汗珠
滚下，并出现恶心、呕吐症状。

“那种痛就像刀子在绞。”实
在坚持不了的孙圣礼只得下台休

息。 值二线班的上级医生汪丹接
到电话后立即赶到手术室洗手、
上台，手术有条不紊继续进行。

在同事的陪同下， 孙圣礼做
了个急诊B超， 发现左肾有一个
5mm大小的结石。超声科医生表
示， 由于长时间站立手术加之长
时间未饮水，这才导致他肾结石、
肾绞痛急性发作。 拒绝了急诊科
医生留院观察的建议后， 孙圣礼
回到神经外科病房， 请护士配了
止痛药为自己注射。

短暂休息了几个小时，8日早
上8时，孙圣礼准时出现在病房开
始查房。 查完自己主管的11名病
人后，已是上午近10时。他这才
拿着B超报告前往泌尿外科找医
生看结果，了解自己的病情。

回到病房后， 孙圣礼接着开
医嘱、写病历、接待患者及家属的
咨询，晚上又继续值晚班，直到9
日中午才回家。至此，从7日早上
出门上班算起， 他已经在医院呆
了53个小时。结石发作之前，他已
经连做4台急诊手术，每台时间长
达8小时以上。

西藏班里的“郭姐姐” 连做4台手术
医生病倒手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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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龙文泱）
“黄祖示将军由一名普通的战士成为少
将的真实经历告诉我们， 不拼金钱、颜
值， 靠自己的奋斗赢得出彩人生！”9月
10日晚， 长沙市幸福家庭公益大讲堂
走进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该市“五老”演
讲家王昌连为6200多名新生送上了名
为用“三个共享”引领青年成长的讲座，
他用鲜活的事例、时髦幽默的话语赢得

了在场大学生阵阵笑声和掌声。
长沙市幸福家庭公益大讲堂是以

关爱青少年成长、亲子教育、生殖健康
等为主题的公益性质讲堂，由省会医学

专家、“五老” 讲师团成员等组成师资
库，每月根据市民需求，送一期讲座进
校园、企业、街道、社区、乡村，2013年8
月至今，已举办了25期。

当晚的演讲人王昌连当过军人、做
过媒体，经历十分丰富。他从日常的穿
衣戴帽谈起，请来了老将军、企业家、
媒体人到场，鼓励同学们“把‘三个共
享’当作武器，批判和赶走迷茫、消极
和负能量，当作一盏灯，引领自己的人
生。”2015级新生郑晨贝芬觉得，这种
不说教、 接近生活的演讲让自己很受
启发。

奋斗赢得出彩人生
长沙幸福家庭公益大讲堂送讲座到市民身边

制图/吴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汪涵是湖南卫视综艺节目
《天天向上》的制片人兼主持人。
而现在，他还忙着调查方言。

前不久，汪涵发起方言调查
“響應”计划，出资数百万元资助
调查湘方言。这是社会力量参与
语言资源保护的开端，因而汪涵
的这一举动受到广泛关注。许多
人都有一个疑问： 汪涵为何出

“巨资” 从事一个方言调查这样
的冷门项目？

9月12日，湖南日报记者就
此采访了汪涵。

乡音是最响亮的声音

采访中，汪涵不时会蹦出一
句长沙话或者别的方言来，发音
特别地道，能感受到他对方言的
喜爱。

最初为何起意做方言调研？
汪涵说，一次去医院看老师虞逸
夫时，90多岁的他说：“你要做
学问，就要从‘小学’的功夫做
起， 也就是乾嘉时期的音韵、考
据和训诂。 你对这方面感兴趣，
也会说一些方言，可以先从音韵
入手，再旁及考据和训诂。”

“我希望自己从一个肤浅的
娱乐节目主持人有所转变。”汪
涵说，对自己湖南卫视娱乐节目
主持人的身份， 以前还有点骄
傲。后来，觉得心里挺别扭。现在
由别扭生出一种动力，所谓知耻
而后勇， 想让自己奋发图强，做
一点与职业不一样的事情。加上
这些年累积了一些社会资源，于
是乎想干自己有兴趣的事，就做
方言调研吧。

他托人联系了湖南著名方
言学研究学者鲍厚星教授，有段
时间几乎每周都去鲍教授家聊
天，了解方言的前世今生，了解
做调研要准备些什么，慢慢地心
里大概有谱了。

而真正组建团队时， 体会
到了难处。汪涵说，找方言学学
者不难， 但是要找二三十个湖
南籍方言学专家学者就不容易
了。 他花很长时间从高校找了
一批跟他有同样理想、 不计报
酬的学者， 又找了专门做数据
库的专家， 搭起一个七八十人
的团队。

汪涵解释，取名为“響應”计
划，因为“响”在繁体字中就是乡
和音的结合，乡音是最响亮的声
音。“可能方言一直在那里响，但
是应者寥寥， 所以我现在就去

‘应’。我这个‘应’的过程也是
响———为了让更多人来‘应’。”

既出资，也参与调查

全世界现存 6000多种语
言。不过，这些语言正以每两周
消亡一种的速度在减少。“从我
们启动‘響應’计划到现在，已经
消失了好几种，很吓人。”

有这种紧迫感，所以从准备
阶段开始， 工作进展就非常迅
速。按正常速度，整理出湘方言
的调查词表一般要花两年时间，
而这一次在专家学者努力下，仅
8个月就把调查词表全部弄出
来。暑假里，调查组开始田野调

查，在浏阳、新化、长沙等地做了
细致工作。

“響應”计划首期投入近500
万元， 全部来自汪涵个人出资。
汪涵算了一笔账，50多个调查
点，每个点5万元调研费，10个调
查组每组购买录像、录音、储存
设备，后面还将出版一套湖南方
言调查丛书。“说实话，500万元
是打不住的， 如果做得更好、更
细，每个词标注到声韵母，耗费
的时间更长、财力更大。”

目前，有很多机构和个人为
汪涵的行为感动，有意出资参与
到“響應”计划中来，汪涵也在考
虑。

作为出资人，汪涵也参与了
长沙站的田野调查。调查组把方
言发音人集中到一个宾馆，大家
起早贪黑，根据调查词表，听面
前70多岁或者90多岁的发音人
读音，然后仔细记录下来，用国
际音标和拼音标注， 并进行注
释。每天常常从早上八九时搞到
晚上十时多。炎炎夏日里，拉好
窗帘，空调都不能开，因为担心
空调噪音会影响原始的声音效
果。

汪涵说，接下来只要有时间
还会参加其他点的调查，希望从
中找到一个小小切口，完成一篇
长的论文或一本书，跟专家学者
做一些学问。

从保存到保护

在汪涵看来，每一种方言都
是一个知识体系。 比如小孩，上
海人叫“小人”， 邵阳话叫“伢
伢”，常德人叫“小伢”，四川话叫

“娃儿嘞”。又如上海人会说大转
弯、小转弯，北方话里会直接说
往南或往北。 消亡一种方言，就
是消亡一种知识体系。

汪涵说，现在做的调研只是
保存，而要保护好，最重要的就
是用和说。因此，汪涵将在推广
方言上投入一些精力，他计划做
一个方言的APP，录制方言流行
歌曲，继续在湖南经视举办“方
言听写大会”。 他的团队已经从
全省14个市州各找了一个年轻
人，用方言描绘家乡，集合出一
张专辑，在大妈跳广场舞时就可
以用这些湘方言演唱的律动非
常好的歌曲，让大家保持对方言
的兴趣。

汪涵还准备与湖南人民广
播电台合作， 推出一档方言类
的广播节目， 介绍方言背后的
文化、古汉语遗存和方言故事。

“每天在节目中说一个湖南方
言的词或字， 告诉他们本字出
自哪里。 它可能在文字当中沉
睡了， 但在我们的语言中依然
鲜活。”

“響應”计划完成后，数据库
将无偿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汪
涵已经在计划做一个全息方言
展览。 现在调查组去做方言调
查， 会把没有用的农具收来。汪
涵说：“现在很多家已经没有‘撮
箕’， 这个词可能从孩子的语言
世界消失，我们就把撮箕摆在博
物馆，配上老人家的发音，旁边
是‘撮箕’的解释，包括这个词最
早出现在哪。这个展览肯定非常
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