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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梦

作为一个生长在南方方言环境中的写作者，
我的公众表达一直处于地方性劣势中。 同样一句
话， 如果我用益阳话说出来， 也许是巴皮恰肉的
妥帖或有贴近泥土的鲜活。 然而， 事实上我的写
作有时候是咬着舌头拽文 （如果读出声音的话，
模样多少有点尴尬）。 一旦用文字来记录语言，
在具象写实下我无法抵达自己最为满意的表达状
态。 离开方言， 我再没有顺手的语言来表达我要
说的一切。 这对于我真是一个大遗憾。

我一说益阳话， 内心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安
稳与妥帖， 我的表达几乎没有歧义， 我欲说出的
本意会尽量达到最大的贴切。

益阳话的温情语调里潜藏着对人的体贴与尊
重。随便拈一词可以来比较。比如益阳人在询问你
“怎么啦”时，一定会用婉转的语调这样问“嗯喃何
改滴那？ ”而这一句就像四分之四拍的一个音节，
抑扬顿挫，回环婉转，要车几个圞圈才结句。 同样
一句发问， 长沙人会这样单刀直入地诘问：“你何
改咯？”音调全是顿挫之声，有点咄咄逼人。若改用
普通话发问，那就是：“你怎么啦？”“你干吗？”如此
这般的发问， 更加显得与益阳话的发问语气相去
甚远，雅与俗，文气与霸道，昭然若揭。

我在益阳市城郊三里桥出生长大， 东南十数

里是羊舞岭一带山乡， 东北十数里是兰溪镇周边
湖乡， 远近农民进城， 必定经过三里桥这条小
街， 也常常会在街沿上歇脚聊天。 但凡有熟悉的
乡邻进城， 多半会在我家喝茶歇脚。 这个时候，
外婆会派我去隔壁裕湘园饭馆端碗肉丝面招待他
们。 我喜欢听外婆与乡村朋友聊天， 他们有味的
乡音， 机智俏皮的俚语让我感觉很有味。 我从他
们嘴里知道了“老虫” 便是老虎， “黄竹筒” 便
是黄鼠狼。 也由于他们， 我的语言触角由此延伸
至几十里之外的山乡湖乡。

周立波深入生活居住的益阳桃花仑竹山湾离
我家不过3里地， 1950年代的益阳郊外儿童的童
谣顺口溜我都懂， 也晓得其中的韵味。 9岁移居
益阳中心城区之后， 便发现语言环境略有不同，
街上人的语言与郊区人的语言有着微妙的差别。

方言是一棵大树， 它茂密的根须深深地扎入
到记忆深处， 乡音一直是我用来结构故乡的元
素， 越到老越想用方言来说话。 只要有机会， 我
会不失时机地在我的写作中使用方言。 虽然外出
多年， 我家中一直是益阳话语境， 我从来没有放
弃过益阳话。

我在写作中用方言， 最先是受到家乡前辈作
家周立波的启发，小时候读《山乡巨变》，读到我小
时候的俚语童谣，心中无比温暖。 我才晓得，原来
益阳话也可以上书。 周立波的小说给我及时的示

范， 影响到童年的我对方言的兴趣。 我在散文集
《遍地巫风》做过一些方言运用上的尝试。 我在尝
试中发现了很多难题： 口中的益阳话怎么才能用
汉字准确地表达出来？读到谢国芳的这本《益阳方
言寻根说字》书稿，犹入宝山，满眼灿然。那些熟悉
的乡音字眼，一下子扑面而来，堂而皇之地展示每
一个方言词汇的前世今生。

读谢国芳的书稿， 灵感复活， 久违的正在逐
渐遗忘的方言妙词一一出现。 原来益阳方言中有
好多现成的既文气又古雅的词延续至今， 只是大
多数益阳人不知道罢了。

益阳人一直以为自己的话很土气， 出门在
外， 经常被人笑话“蛇、 茶、 爬” 不分， 因此，
益阳人便自觉不自觉地向省会长沙的官话靠近。
随着交通的便捷与电视的普及， 普通话、 长沙话
大举入侵益阳话， 益阳土话的版图不断沦陷。

方言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一个地方的
文化基因谱系。 益阳话是益阳人在交流中世世代
代口口相传至今的语言。 然而现在， 我们以及我
们的下一代， 正在丢弃自己的方言。 这对益阳文
化而言， 方言的放弃是乡土文化精神的沦丧。

自从推广普通话半个世纪以来， 几十年的努
力， 我看到的家乡年轻人说的是“益阳塑普”，
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说不出的悲哀， 好比黑瓦白
墙的民居被贴上了白色反光的瓷砖， 虽然炫目却
很是苍白冰凉。

方言的根在切断， 我心里只有不可言说的隐
痛。

谢国芳以益阳方言研究者身份出现， 益阳方
言的整理研究出现了最具实力的接棒者。 他像一
位田野考古工作者在收集整理发掘失散在各处渐
渐被忘却的益阳话， 又在追根溯源地做整理研
究， 这是一件大好事。

可有人认为： 只要脱掉益阳话的壳子就相当
于作田汉洗掉泥巴上哒岸， 立马变得高级洋气起
来。 殊不知， 这泥巴一洗， 就把自己的文化与血
脉之根部分地扔掉了。

谢国芳承前启后， 在崔振华教授 《益阳方言
研究》 已经有理论性的梳理与收集的基础上， 重
新研究考证。 他的研究既有实用词典的价值， 同
时通过对益阳方言的寻根溯源找到了与传统文化
相连接的部分， 其学术价值不容小觑， 对益阳乡
土文化建设来说是功德无量。

布丁

读完谢宗玉老师的《末日
解剖》一书，首先我得惊叹于自
己对于一些特殊职业工作的无
知， 并感恩那些在平凡岗位上
抛弃了近乎一切默默奉献的人
们———比如法医。

枯燥的解剖，难忍的尸臭，
不被世人所理解的孤独， 甚至
因为职业的特殊性， 不得不隐
瞒这些才能找到另一半的悲
凉， 人性中的美好跟压抑都扛
在肩上，却因为社会的需要，必
须日复一日的坚持， 直到亲手
将自己埋葬。

按照一般的分类，《末日解
剖》大概可以归类为悬疑类侦探
小说，但这显然不足以完美地定
义这本小说。我从来不喜欢用剧
情的主线情节去评论一部小说，
在我看来， 这本小说若真要较
真， 大概能用佛教的轮回来解
释，宿命的轮回、人性的轮回。

作为一个父亲， 我从中看
到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对
一个正在成长中孩子的伤害；
而作为一个正在遭遇中年危机
的男人， 还能从中看到谎言对
于一个女人、一个家庭的伤害，
而当单方面的伤害转化成相互
伤害时， 两个悲剧式的灵魂
便开始爱的另类碰撞———有
着宿命感的悲壮而激烈的碰
撞！ 故事便在这悲壮而激烈的
碰撞中正式开始， 一个女人的
死亡掀开了故事的序幕。 死去
的美丽妻子， 仓皇而逃的知名
法医， 早熟而又任性的13岁女
孩子……

整个探案过程， 便是揭开
人性是如何一步步开始扭曲的
过程。

从故事布局上来说， 作者
是用了心思的。

案件的侦破过程跟一个诡
异家庭的生活点滴来回交错，
就好像梦幻跟现实的更替，爱
与恨的纠葛在人性中挣扎。

而家庭中两位角色的设置
也很有意思， 一个每年要解剖
一百多具尸体的法医， 一个在
妇产科迎接生命诞生的美丽护
士长，恰好是生命的轮回，而这
本书里， 还有另一个轮回———
人性的轮回。

小说源自于生活， 若要追
求一个故事的逻辑性， 设定显
然非常重要。

一个美丽而单纯的护士，
一个因为职业而很难找到伴侣
的天才法医。非如此设定，无法
支撑起整个故事的逻辑主线。

毫无疑问， 一个丈夫成功
隐藏了十年的谎言突然被拆
穿， 对妻子跟家庭的伤害自然
是极深的。

丈夫心生愧疚跟自责，对
于妻子回娘家的举动手足无
措， 想要弥补却始终不能获得
原谅， 欺骗带来的巨大伤害开
始影响到妻子的一切， 生活瞬
间便从熟悉的轨道中偏离，而
对于一个仅有七岁的孩子来
说，这更是噩梦的开始……

同为中年男人我能够理解
此时丈夫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就像我能理解人性是如何在这
负疚感的重压下开始渐渐扭
曲， 人性中灰暗的一面开始彻
底爆发，懦弱、贪婪、残忍在接
下来的故事中显现无遗。

若要让我评论， 书中每个
饱满的形象都是有罪的， 或多
或少…… 但在人性挣扎的另
一面，总有着光明和希望，在光
明照不到的地方， 只有更强大
的精神，才能照耀一切黑暗，最
终战胜一切职业的困阻。

小说来源于生活， 但毕竟
是个案才有小说的价值。 我们
身边有更多的法医， 更多在特
殊行业、 职业位置上工作的人
们，在默默地战斗。他们有着自
己精神的光芒， 帮助他们冲破
困阻，照亮一切黑暗。

（《末日解剖》 谢宗玉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川静

作为一个平时喜欢哲学和
文学书籍的人而言， 初次接触
创业类书的体验和想象中不尽
相同。 如果你也像我之前一
样， 误以为谈创业的文风都会
趋于成功学鸡汤， 或局限于买
卖生意经， 那么这本书会用其
自然流动的哲思和坦诚的笔触
告诉你， 你想错了。

作者季琦是携程、 如家、
汉庭三家企业的创始人， 在十
年间， 他缔造了三家市值百亿
的知名企业， 30多岁白手起
家， 用十年时间经历沉浮蜕
变， 在赢得了令很多人望其项
背的成功后， 他却转身写成并
出版了一本人文语境的书。

这本书融入了他历时多年
的思考和体悟， 在真诚的表述
之外， 你看不到成功人士的自
我膨胀， 看不到财富沁染给一
个人的傲慢。 你甚至会有些疑
惑： 为什么他的记述那么像个
朴实的老朋友， 十年韶华汩汩
流去， 但是除了更皎洁的智慧
之外， 一切都是别来无恙的真
实、 亲切。

如果你碰巧是个正在或准
备投身创业的人， 你所期待的
商业指导， 在这本书里已经转
化为一种深入浅出的人文交
谈。 他会像个学长一样， 谈及
他最初创始岁月里的笃定、 困
难和翻越； 谈及曾在至暗时刻
里怀疑过生命， 差点遁入空门
的心路转折……所以当他谈到
实干和管理的时候， 我脑海里
浮现出的竟然不是一个司空见
惯的商人形象， 因为他本性里
有着读书人和理想主义者抹不
去的底色， 所以他的格局也注
定与众不同。

一方面， 他崇敬始终服务
于人与美的乔布斯， 他愿意以
极客精神创造他的三家企业，

打磨升级他的产品。 另一方
面， 他敢于面对草莽初创时期
的巨大困境， 也能克服登山中
途遭遇到的复杂纠纷， 他是怎
么做到的呢———可能不仅创业
者想知道， 每个为自己的未来
发展在努力中的人， 都会想知
道答案吧。

为了不“剧透 ” 太多精
彩， 我只想说， 这是个把理
性、 感性以及灵性结合得很好
的人。 务实和理性的他， 在这
本手记中分析了网络时代大变
革中的商业趋势与核心竞争
力， 并嵌入了很多细心周全的
创业指导。 伴随着这份务实，
他的思考具备难得的妥帖与深
邃， 所以意味深长， 可以引发
阅读者产生有效且长久的正向
思索。

感性的他， 会在文章中低
语卡夫卡的 《午夜的沉默》：
“人要生活， 就一定要有信仰。
信仰什么？ 相信一切事和一切
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 相信
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继续下
去， 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
东西。” ———所以应当心安专
注地做事， 这份“心安的力量
最终会引人去到想去的地方”。

而灵性的他写道： “这个
世界是由信息和能量组成的，
构成每个人的信息不一样， 能
量分布也不一样。 人们彼此之
间的交流是信息的传递。” 悟
性如此， 使得他在谈及人情世
故的时候， 带着梭罗住在瓦尔
登湖畔时相似的觉醒与平和，
洞察与回归。 世俗意义上的成
就， 也许束缚着不少人， 而他
好像只收到了一份心灵深处的
自由———如果说这种幸运最终
会留给高贵的心灵。 那读到这
本书的我， 也被幸运眷顾了
吧。

(《创始人手记 》 季琦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战史诗三部曲》
（修订珍藏版）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 著
中信出版社

战争史殿堂之
作， 非虚构写作典
范， 了解二战历史
不可替代的经典 。
瑞恩改变了美国新
闻界非虚构写作 ，
尤其是战争纪实写
作的方式， 半个世
纪以来， 这部书全
球 销 量 累 计 超 过
2000万册 ， 其中两
部还被好莱坞改编
为电影， 同样成为
经典。

黄孝纪

草绿蛙鸣， 万物复苏， 春日的太阳
渐渐暖和， 村前的那几口深水大池塘陆
续放水干塘。 一年里， 这些深水池塘总
会在逢年过节时， 干几回塘， 捉几回
鱼， 改善村人的菜锅和饭碗。 不过， 这
次干塘跟往常不一样， 能够放干的水尽
量放了， 能够捉上来的鱼尽量捉了， 用
村人的话说， 叫做干塘底， 以便腾空池
塘来播种稻秧。

塘底也正如一口巨大的锅底， 池水
渐涸，大鱼小鱼顺水游来，聚集在这最后
一潭的浑水里，冲撞，扑腾，挣扎，喘息。
水潭里的鱼越捉越少， 岸上围观的男女
老幼卷衣卷裤越发躁动不安， 突然一阵
骚乱，已如一群黑压压的麻雀，呼啦啦跳
进池塘，扑向了塘底。 叫着，喊着，笑着，
一个个弯腰弓背，双手在浑水里摸，双脚
在浑水里划，泥水晃荡，满身满脸，全是
飞溅的泥点水渍。 这样的场景往往要持
续到天黑， 直到最后一个浑身泥污的男
孩子， 在浑水面上捉到最后一条昏了头
翻着白肚皮的小鱼， 又站在浑水里观望
了许久，才在父母厉声呼喊里，依依不舍
极不情愿地上了岸。

经过一夜的沉淀， 第二天一大早，

池塘有了新变化： 软软的塘泥上， 是大
大小小的田螺和蚌壳滑过的痕迹， 弯弯
曲曲， 或宽或仄， 宛如一道道车辙， 又
如一幅杂乱无章的地图； 塘底昨日那一
潭浅浅的浑水， 也清澈见底， 能看见一
条条幸存下来的鱼儿在游动， 能看见水
下塘泥上散布的石头， 砖块， 瓦片， 树
片， 骨头， 甚至能看见倒映着的树木，
房屋， 飞鸟， 流云。

池塘的秧苗长得像毛茸茸的绿毯，
春汛也自然而然地来了。 雨水哗哗， 山
洪暴涨， 村前小河泛滥成灾， 江岸垮
塌， 老井淹没， 木桥墩冲得歪歪斜斜，
桥板卷走， 村人出行十分不便。 这样的
景象几乎年年发生， 以至我高中毕业那
年， 高考后填志愿时， 脑里突然冒出一
个念头： 选填一所建筑类学校， 将来为
村里修一座桥。 不曾想， 这样一个片刻
的闪念， 竟然成真。 此后我的生活轨
迹， 全然由此念头成了塘泥上的田螺蚌
壳， 爬行得弯曲而杂乱。

从十八岁离开家乡， 求学而谋生，
于今已过去整整27年。 当再次远离故
土， 回眸来路时， 竟然觉得生活恰如塘
底那一潭浑水， 在岁月的沉淀之后， 才
渐次了然那水底的本真。

八公分村是我的故乡， 重重叠叠的

山岭密林， 曾经把这里与外界隔开， 偏
远又封闭。 那里有我出生的老瓦屋， 有
我的童年和少年， 有我的亲情和友情，
有我的欢乐和愁苦。 那时的山水、 人
物、 民俗、 建筑、 游戏、 童谣、 食品以
及诸多消失在历史时空的文明， 像一幅
幅生动而明丽的画卷， 定格在我的记忆
里， 历久弥新。

我常想， 我能为我的故乡做些什么
呢？ 我不是官员，不能利用权力，给村人
谋一些职位；我不是富豪，不能给村里捐
献款物，修建学校；我不是名人，不能给
村人带来值得炫耀的荣光； 我也不是大
作家，不能以家乡为原型，创作经典不朽
的宏篇巨制。 我只是一个极普通极低微
的人， 我少年时曾经为村里修一座桥的
愿望都不能实现。 我是如此不堪！

那么， 就让我给已经消失和正在消
失的那个记忆中的家乡画一些简单素描
吧， 用我这支简陋的笔， 这双笨拙的
手， 这些粗浅的文字。

我的素描在一幅幅增加， 我的记忆
在一次次回放。 这些真实的记忆， 就如
同村前那条小河， 泛着清波， 悠悠流
淌， 还将流淌。

（《老去的村庄》 黄孝纪 著 西苑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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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沉沦与超越

湘版好书

在觉醒与平和中
洞察世事分明

特别推荐

方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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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村前流淌的小河

走马观书

《芳菲湖南》
徐茂君 主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

本 书 从 湖 南
全省 14个市州广
泛取材 ， 结合当
地 的 风 土 人 情 、
历史文化 、 名人
典故 ， 每地选取
10种特色代表植
物 ， 将这些花草
树木从土地上抽
离出来 ， 流转于
笔尖 ， 形成一篇

又一篇有味道 、 有美感的散文 。
全书以植物言志、 诉情， 引领读
者从花草树木出发， 发现潇湘大
地的美丽与富饶。

《破梦游戏》
熄歌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神秘少女
误入游戏世界，
偶遇失踪的校
园男神 ， 一路
过关斩将 ， 在
变幻莫测的高
科技游戏世界，
展开惊险刺激
的 破 梦 之 旅 。
新锐作者熄歌
的 最 新 作 品 ，
已改编成同名
电影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