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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

世景

春天的腔调 施立松

春天是有腔调的。这腔调有时隐隐约
约，细碎模糊，又羞涩迟疑，有时却浩浩荡
荡，惊天动地，铺天盖地。

吹刮了一个秋季又一个冬季的海岛
的风，尖利又冷硬，仿佛一个在战场上杀
红了眼的将军，只知道用尽全身的气力杀
伐。枝头的叶杀尽，山野的草杀黄，家家户户的门窗
紧闭，来来往往的男女披头盖脸，大地一派萧索，老
少一派委顿。他持戟叉腰，站在那个叫立春的门槛
上，以为大获全胜了，忍不住哈哈大笑，却不知笑声
刚起，就惊动了一片：草地底下细若游丝的萌动，溪
流里似有若无的潺潺，枝头上冒出了或绿或红的火
柴头，乡下人家的屋檐下，黑羽白肚的客人，进进出
出，忙着筑巢安家，有着葡萄似的黑眼珠的小女孩
嗫起嘴唇学会了第一个字“春”。瞬息之间，仿佛强
势粗糙了大半生的女子突然当了母亲，硬茧遍布的
指尖在婴儿细滑如绸的肌肤上抚过，不知不觉就放
轻了力度，不知不觉就上翘了嘴角，不知不觉就柔
软了身段。那些坚硬，那些狠辣，那些坚不可摧的盔
甲，土崩瓦解。风姓了杨柳，吹面不寒了；风从了莺
儿，吹折花数枝；风随了苑中梅，樱杏桃李次第开。

被风吹得七零八落的云们， 像是收到了指令，

迅速集结，从东边到西边，从天涯到海角，每一朵云
都带来一个消息，每一朵云都是久别重逢。一见面
难免要叽叽喳喳，说说别后情形，唠唠眼下当前，叹
叹前世今生，情动处，便相拥在一起，身影叠着身
影，声音压着声音，窸窸窣窣，抽抽泣泣，起初是轻

泣，后来难免号啕。于是，雨一下，连绵数十天，仿佛
要把积攒了一年的思念都倾诉完。于是，桃树湿淋
淋地起身，施施然地吟一首诗，千万种思绪，千万个
话题，东冒一个，西冒一个，恨不得浑身上下都长了
嘴。可等了半天没有下文，急得一旁的柳树伸出一
串串嫩绿的小剪刀，一下一下地扑向桃树，却总够
不着，只好将剪子伸长再伸长，像个心急的小男孩
面对羞涩的青梅竹马，什么都想替她做，什么都想
给她，却不知道从何做起，从何给起。

一夜北风，连日细雨，不知什么时候风静雨止，

晨起看窗外，不知谁给天地轻笼了一层白纱。滴着雨
的苦楝树，用黝黑的树杈在空中作一幅写意水墨画，

很江南很文艺，是远离故土的人，午夜梦回时的一缕
淡淡的惆怅， 是红尘里蓬垢了身心的人心底深处的
一缕泥香。窗檐下的蛛网收藏了一兜的钻石，每一粒
都晶莹剔透，每一粒都住着一个少女纯真的梦，每一
粒都讲述一个昨夜的故事，如果你靠近了，就能听到
风声雨声梦呓声。鸟声穿过绿色的枝叶，穿过层层薄
幕，扑进你的眉尖心上，耳朵被叮咚的泉水濯洗了一
般，满世界都清亮了，你甚至想像拣豆子似的，采杏
花似的，拣一篮来，采一箩来，去沿街兜售，深巷明朝

卖杏花，你卖清脆的鸟鸣。

太阳流浪去了，大雨小雨包月无限
量，有人设计了种太阳，很多人跟着种，

种来种去，衣物洗了不干，换洗的都没
了，身上湿湿的，气都喘不匀，夜来数着
自己的呼吸，越数越烦闷，索性早早洗

洗睡，管它梦里花落知多少呢！半夜被轰轰的雷声
惊醒，被喧哗的雨声惊醒，赤着脚，掀了窗帘去听，是
海岛独有的脚擂鼓盛世欢歌， 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
曲，是徐悲鸿的《八骏图》，是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气
势磅礴， 酣畅淋漓， 仿佛站在山顶喊了一嗓子哎哎
哎，积郁尽消，身心尽快。惊蛰了吗，一枚露珠跌落，

一朵迎春黄灿，一声虫鸣自屋角响起，如婴儿初啼。

那天，十几个女子坐在一家叫“渔夫的故事”的
民宿的玻璃房里，就着一盏清茶，谈着文字文章文
学，脸上的每一道线条都是柔软的，那些声音珠玑
似的，像屋前香樟树枝丫间的雨滴。心底隐约的雷
声化在温婉的言辞里，薄雾似的朦胧聚结成绵连的
情愫，化不开说不清，欲说还休，欲说还休。茶案上
的一丛菖蒲养在长了青苔的瓦片上，土陶罐里的一
枝细脖子藕亭亭而立，一回头，窗外的柑树还挂着
隔年的果实，红红的，沉沉的，随时要坠下地来。所
有人都噤了声，仿佛随时有一声红色的惊雷，会在
耳边炸响。

春天是有腔调的。聂鲁达说，我要在你身上做
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我估摸着，这就是每个人
的春天的腔调吧。

十四双红棉鞋 李明

这几年，我在本地区的一个边远
海岛小学支教，已近三年。

那里远离闹市区，和外面隔着一
条长堤，离家三十几里地，每日往返
奔波，要换乘两次公交车，再爬几弯
坡道才能到达。 小学校坐北朝南，只
有一座四层教学楼，东面靠山，北面
临海，南面一个小型操场。

每年一到冬至，那里的天色就苍
莽起来。风势凛冽，云被刮得翻滚着
往东南跑。 青灰色的山石更显冷硬，

枯衰的草在风中乱舞，几点松树的墨
绿还露着一点生机。冷风小蛇一样钻
进脖子里，撕扯着头发，人常被冻得
眼泪横飞、鼻涕直流。

去年冬至后的一天，风势尤为猛
烈。我们一头冲进了办公室，它还打
着呼哨儿紧追不舍， 拍着窗户叫嚣。

大家厌憎这寒冷天气，不迭声地怨艾
着。忽然，一对七旬老人敲门进来，裹
挟着一股寒风。老爷爷手里提着两个
袋子，老奶奶紧跟在后面。老奶奶笑
眯眯地说，数九寒冬的，学校靠海边
冷，人民教师不容易，她给每位老师
做了一双棉鞋。两位老人把棉鞋一一
摆到了地上， 地上就像开了鞋子花，

一共十四双，正是全体教师的人数。

我们一时间怔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海岛学校， 全校只有一百多
名学生，我们在那里支教，很有点儿与
世隔绝的味道。海边夏季潮湿，冬季寒
冷，秋季早就穿上了棉衣，尤其要护好
膝盖。在海岛工作的人，谁也不敢和寒
冷较劲儿，就算年轻也不行。每人都在
办公室挂上一件棉衣，以备不时之需。

教室外， 二三十米处就是大海。

春夏两季碧海蓝天， 小孤山忽隐忽
现，帆船儿来回穿梭，浮映在窗口，怎
么都看不够。冬季呢，风高浪急，寒气
逼人，看一眼就浑身打颤，大家开玩
笑说“冬天不看海，看海吓破胆”。教
室没有供暖设备， 冷气从脚下冒上
来，下课要焐暖手才好改作业。气温
零下好多度的时候， 身体弱的教师，

就会受凉感冒或冻坏肚子，好在本地
的孩子都适应了寒冷气候。

老爷爷说， 棉鞋是老太婆做的，

他是专门负责提鞋的，说得大家都笑
起来。他接着又说，为了这百十个岛
上小孩，老师们风里来雨里去，老奶
奶一直记挂在心上， 在家常常念叨。

校长闻声来了，她看到两位老人大冷
天来看望大家，非常过意不去，推辞

着不收。爷爷幽幽说道，老奶奶得病七
八年了，至今还没治好，大家就成全她
的心意吧！我们的表情凝重起来，校长
也不再固执了。

大家迟疑着， 各自上前拿了一双，

不迭声地夸鞋好看， 赞奶奶心灵手巧。

棉鞋的花色真多，紫红，橘红，棕红，朱
红……每一种都离不开暖乎乎的红。办
公室热闹起来了，狂躁的海风也安静了
几分，孤寂的海岛春意盎然。

张老师递给我一双朱红色的棉鞋，

我托起来仔细端详着，发现鞋面是用细
毛线钩织的， 正中排列着一朵朵小红
花，也像一颗颗爱心，四周环绕着一道
道斜纹，精致又喜气。衬里是细软的红
色拉绒布，填着柔软厚实的丝棉。鞋底
红白黑三色相间，暖和又好看。难得的
是，鞋面的毛线绳是配上各色金线钩织
的， 看上去像无数颗小星星在闪烁，奶
奶真是太用心了。

我捧起鞋，脚小心地伸进去，就像
放在老人张开的两只温暖手掌里， 轻轻
走上几步，让鞋子的暖灌满全身。窗外的
阳光爬过山头照进来，脚下这一抹火红，

和天上的太阳一个颜色， 火焰一般消融
着酷寒的海岛气候。两位老人头发花白，

清瘦的脸上挂着笑容， 乐呵呵地看我们
试穿棉鞋， 眼里堆满了慈爱。 码数正好
啊，正好……奶奶不停地喃喃着，皱纹像
三月的海波，轻盈地荡漾开去……

我想， 一个生病的老人， 从选料钩
织，到做帮上底，要花费多少工夫才能完
成？假若做一双鞋需要五天的话，十四双
就要两个多月。大概自秋天起，她就不顾
老眼昏花，每日坐在海风吹拂的院子里，

在昏黄的灯光下， 一针一线……终于做
好了一双，她细心地用红线串起来。那种
满足和快乐，让她忘了身上的病痛。

校长觉得老人带病给我们做鞋，这
份情太重了， 想要请人采访报道一下。

奶奶连连摆手摇头，坚决不同意，她说
只要我们的脚暖和就行了，她做鞋是自
愿的，如果那样就伤她的心了。说着，眼
圈都红了。

大家又一次怔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也许，她觉得她做这些事，就像为
家里织渔网， 给孙女做饭一样平常。校
长只好作罢了，于是请两位老人家和我
们合个影，没想到他们也不愿意。校长
解释说就是留个纪念而已，没有别的意
思，说了好几次，老人才同意了。

没有人暗示，老师们自发地把鞋摆
成了一个弧形， 大家站在弧形后面，就

像站在一道艳丽的彩虹里，更
像是对着十四双棉鞋致敬
……女教师围着奶奶，男教师
靠着爷爷， 没有人扭捏作态，

大家笑得很开心，两位老人也
笑了。我不小心触碰到了奶奶
的手———那像沙砾一样粗糙
的手，想起她用这双划船桨拉
渔网的手， 敲海蛎晒虾皮的
手，带着病痛捏起了细针……

泪突然就涌上了眼眶，怕她看
见，我又使劲咽了回去，夸张
地傻笑着……

老人怕耽误学校上课，很
快向我们告别了，校长将他们
送到了操场外。海风吹起了老
人的白发， 吹起了奶奶的围
巾，我们默默祝福。

我还不知她姓名，她就像海
滩的一粒沙子，消失在人群里。

汉字传人，好自为之
———说说《咬文嚼字》与它的创办者 陈保平

今天的纸媒，大概很少有像《咬文嚼字》那样，

常常还能“搅动一池春水”，引发街谈巷议。该刊每年
一度发布的“十大语文差错”“十大流行语”，既让众
多媒体翘首以盼，也会使一些报刊吓出一身冷汗。如
去年“贸易摩擦”报道中的词语误用———“反击”误为
“反戈一击”和最常见的修辞错误“360度转变”等，

都源自一些国内知名媒体，影响之大，波及全国。但
这样的差错，“咬”不胜“咬”，究竟是好事还是憾事？

25年前，国家语委原主任许嘉璐先生为《咬文
嚼字》创刊写过一篇很长的贺词。他在文中对公开
出版物中的语言文字混乱现象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他一方面对以维护中国语言文字纯洁性为己任的
《咬文嚼字》表示支持，一方面也直言不讳，对这种
靠专家、学者“咬”和“嚼”的作用有多大心存疑虑。

他最后希望这本杂志能早日完成任务，“得胜还
朝”，“鸣金收兵”。他说：“不能设想，我们这样一个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大国，语言文字的混乱状况会
永远持续下去。如果《咬文嚼字》‘万岁’，岂不表明
我们的工作无效，现状没有改变吗？”

许老先生写这篇文章时， 新媒体尚在萌芽中，

“两微一端”还没诞生，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字发布量
可能远远低于今天，但他那时的忧患意识与《咬文
嚼字》创办者的意图可谓“心有灵犀”，他们都看到
了当时“无错不成书”的文化危机，他们试图阻止这
种风气的弥漫。 虽然知道这种力量可能很微薄，但
他们还是想试一试，以此表明这个行业的一些从业
人员，在进退失据之间，对中国语言文字仍怀有强
烈的敬畏感和责任心。

没想到这一试就是 25年。《咬文嚼字》 和它的
创办者不仅经受了传统媒体字雨词风的考验，还面
对了新媒体呼啸而来的冲击。 但它仍勇立潮头，办
得风生水起， 在业内和读者中享有广泛的声誉。这
样一本装帧简陋、自费订阅为主的小杂志，竟然能
自负盈亏，还能赢利，并连续三次得了全国期刊政
府奖的提名奖。可以说，这是中国唯一一本以纠错
纠偏而独领风骚的杂志。

记得它在创刊时搞过一个“向我开炮”的活动：

先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读者如能在创刊号上发
现错别字，正文中一处奖励 100 元，标题上每处奖
励 1000元。那是 25 年前的“含金量”，消息引发轰
动效应，可谓先声夺人，未见其刊，先知其名。活动
持续了两个月，收到数万条读者意见，扩大了刊物

知名度。从第六期起，杂志开设《向我开炮》栏目，得
到社会各界好评。如果要为《咬文嚼字》总结几条成
功的经验，我想第一条就是“咬文”先咬己，敢把自
己放在公众监督之下，用制度保证“自身硬”。

那么第二条就是敢抓 “关键少数”。 它从 1995

年起就举办报刊编校质量有奖竞查活动，先从本市
主要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入手，让
读者找差错给予奖励， 然后又开辟 《众矢之的》栏
目，锁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
青年报》等全国 12家著名报纸，检查其中的文字差
错并逐月公布检查结果。活动得到被“咬”报纸的大
力支持。先是《光明日报》以《感谢广大读者为本报
咬文嚼字》为题，转载了“咬嚼”该报的全部内容。继
而，《文汇报》发表通讯，对活动作了深入报道。此时
批评与对待批评的态度可见一斑。 以后，《咬文嚼
字》又对央视“春晚”等重要节目，《半月谈》《故事
会》《读者》等著名期刊，王蒙、刘心武等著名作家的
作品，赵忠祥、倪萍、姜昆等撰写的明星图书一一咬
嚼，起到了促进权威媒体、名家名人在纯洁语言文
字方面率先垂范的作用。

《咬文嚼字》的了不起，还在于它不是一味地
“咬”和“嚼”，编辑部经常举行笔会、研讨班，对如何
规范中国语言文字进行课题研究。2003年， 他们与
有关部门合作， 发布了 《264组异形词整理表 （草
案）》。在创刊十周年的庆祝会上，他们又发布了《当
代汉语出版物中最常见的 100个错别字》。这是他们
在数年时间里， 在全国调查了 100家新闻出版单位
的用字情况并且整理了 3000本图书、1000册期刊、

100份报纸的差错， 最后依据出错频率及专家评议
编制成此表。公开发布后，它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成
为众多文化部门学习的材料。2005年， 他们又成功
创办了“咬文嚼字讲习所”。第一期学员 40人，分别
来自 12个省市的 26家报纸杂志、出版社。讲习班深
受学员欢迎。一位来自《大河报》的学员说：“我是一
个人来的，回去还要讲给其他同事听。大家都相信这
样的班是货真价实的，是有东西可学的。”谋划长远，

培养队伍，这或许是《咬文嚼字》成功的第三条经验。

现在，只要说到《咬文嚼字》，人们就会想到它
的创办者郝铭鉴先生，就像有谁提起郝铭鉴就会谈
到《咬文嚼字》一样，仿佛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其实，

作为资深出版人、总编辑，郝铭鉴先生编过许多重
要的图书， 如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艺探索书系》

等。或许因长期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对汉字这一世
界四大古文字唯一的传承充满了敬畏，或许更因为
中国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急剧的流动性、 躁动
感，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使承载着几千年人类文
明的汉字面临着考验： 公开出版物的文字差错，商
业、网络领域汉字的滥用，社会语文生态的粗鄙化，

这一切让郝铭鉴有了危机感。

他曾在《一声长叹：“好尴尬”》一文中记述过一件
让他难以释怀的事：某省报业集团在全国招聘，招聘
试卷中有一道改别字的题目， 应聘者几乎无人过关。

据这家集团人力资源部透露，以某省考点为例，取得
60分以上的人只有 1%，最高分为 67分；被判为负分
的却有 4.6%：大部分人在 0分到 30分之间，占应聘总
人数的 61.7%。全国其他省的情况大体相同。没想到的
是这道题目竟是郝铭鉴先生 1992年设计的，那篇题为
《书市散记》 的文章长 2000字左右， 隐藏了 100个别
字。它本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员工内部考试用的，引起媒
体关注后，曾刊于《中国新闻报》。郝铭鉴在文中引用了
当时的报道：“全社 110多名文字编辑、 校对人员，包
括几位老编审，都按时走进考场，就连因病住院的总
编辑江曾培也提前出院‘应考’，实到人数超过了应到
人数。考场上没人交头接耳，大家都在埋头答卷，那种
认真的气氛不亚于考大学。” 郝铭鉴写道：“本人是全
社唯一的免考者，负责巡视考场。只看到一位位同仁胸
有成竹，面露得色。这场考试揭榜时，90分以上的人
高达 87%。真没想到，19年前的‘好自信’，如今竟成
了‘好尴尬’……如此落差，不免让人有点沉重。”

也许，郝铭鉴先生的苦心孤诣催生了《咬文嚼
字》，而这份沉重让他几十年不敢懈怠，在荆棘丛生
中杀出一条血路。25年来，在郝先生的带领下，几个
年轻的骨干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未必有郝老师那么
厚实的功底，但一定要有郝老师那份“板凳甘坐十
年冷”的志向。在这个看重功利、处处精明的年代，

他们能坚守这样一份寂寞、 辛苦的事业很不容易。

这使我想起几年前看过的一部日本电影《编舟记》，

写一个书呆子编词典的故事： 在互联网冲击下，日
本传统词典项目同样面临腰斩的困境。这家出版社
的老、中、青三代人用做卡片的最原始方法，四处寻
访，编录新词，寻求变化了的词意，研究最准确的解
释。历经十多年，终于出版了一部《大渡海》。他们把
词典比作茫茫大海中的舟楫， 意思是一个民族的母
语如果产生了混乱，人们就会像在大海中茫然四顾，

迷失方向。可见，人类文明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的。

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对某些事业怀有使命。郝老师 10

年前就在一篇文章中寄语青年：“汉字能有今天，是
和一代又一代汉字传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如今汉字
的接力棒已经到了我们手里， 如何正视汉字的生存
现状，提高汉字的文化地位，让汉字绽放出更为灿烂
的花朵，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汉字传人，好自
为之。”我想，这是勉励，也是警世之言吧。

薪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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