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言摄于榆林少言摄于榆林

20212021..1111..3030 星期二星期二 主编主编 郭少言郭少言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袁立忠袁立忠

一直认为商洛方言很土气，难登大雅之
堂，在外总说普通话羞于说商洛话，直到看
到商洛籍作家贾平凹先生把商洛方言念进
了《朗读者》，才逐渐建立自信。去《朗读者》
的作家不少，但用乡音朗读，贾平凹是开了
先河。用地道的商洛话念自己的书，像熟悉

的长辈在耳边
拉 话 唠 家 常 。
平凹多部小说
里能看到商洛
方言，对照文字
便能理解商洛
方言背后的意
思。

商 洛 人 把
照看孩子说成

“携（xie）娃”，
“你在家干啥？”
“携娃哩嘛！”把
对人的关照提
拔叫承携，“今
后还要靠你多
多承携！”

《诗经·邶风》有“惠而好我，携手同行”，
此“携”与“承携”意相同，“携”字在方言里增
添了几分雅致。

夸人聪明能干，干脆利落惹人喜爱称作
“俐怜”（li lian），“你媳妇真俐怜，啥都能
干。”“她不行，哪有你俐怜。”有时也用于善

意的奚落，如“看把你俐怜地！”
“稀奇”，有少见、罕见、特异的意思，商

洛方言常用“稀奇”表达久别重逢或偶遇人
和事时的亲昵、喜悦、惊奇等情绪，“儿子回
来了，看把他妈稀奇得。”“想不到你今儿能
来，真是稀奇。”与此相关的方言还有“稀成”

“稀罕”，“稀成”指人自以为贵，自以为美，自
我欣赏；“稀罕”指把人和物看得很重，如“你
把儿子稀罕的呦！”

“惆怅”一词，惆是愁闷、痛心的意思，怅
是失意的意思，商洛方言里“惆怅”一词表示
忧愁、失意、担心等难以释怀的复杂情绪，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看把你惆怅得。”
“瞀乱”，读作（mu luan），本意有混乱、

紊乱、纷乱等含义，情绪烦乱、心情难受又没
有办法时爱用，例如遇到琐碎小事无法快速
解决而乱人心绪时即可使用，另一种表达是
做人做事不干脆，黏黏糊糊，“你想咋呢就说
出来嘛，看你把人瞀乱的。”

再比如“齐整”“罔累”，“齐整”指做事有
条理，整齐划一，而“罔累”是指忙乱、劳累。

商洛人利落、耿直、飒爽的性格在商洛
方言中有鲜明的体现，但商洛话的三个显著

特点提起来也着实让人汗颜。一是嗓门忒
大。假如在商洛的某饭馆遇见两个人互相
拉扯，声如洪钟，这阵势怕是要争个高下，那
您就猜错了，那一定是争着付钱呢。

商洛话的第二个特点是生、蹭、冷、倔，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交流方式。举个例
子吧，我小时候很少听到父辈好好说话，他
想让你多吃饭，绝不是轻言细语，而是一副
威胁的语气：“你吃不吃？！不吃看捏谁管
你，去！”惹的娃一脸不高兴，吊个脸，斜着
眼，敢怒不敢言，老辈们更不高兴，筷子高高
举过头顶：“咋，你哈翻天呀！”到成年后，才
逐渐理解，这样的吼叫也是爱的表现，他只
是把那爱堆得像碗里的饭一样鼓堆堆滴，生
怕你吃不饱。

商洛话的第三个特点莫过于结实了，仿
佛一个字吐出去立马地上砸出一个坑来，比
如请你吃饭，生怕你没吃好，“走先！”“咥
饭！”“咥饱！”平时关系特别好的朋友聊天打
趣，听起来就是互怼，像点燃的鞭炮噼啪作
响。

“太太”可不是妻子，商洛人夸姑娘长得
漂亮，说“喔女子稀（xi）太太”，夸某个东西，
某人很好，“嘹太太”是极高的赞誉。

互联网时代，方言类短视频成功将乡音
俚语带出圈，用商洛方言推介商洛戏曲、美
食、美景不仅是网红达人表达乡音、寄托乡
情的载体，也让更多网民了解商洛。

语言是文化的天然载体，而方言是地域
的底色，一声悠悠乡音带着故土的芬芳，成
为心底最深的乡愁。

（作者供职于陕西华通公路工程公司）

周末的日子总是无比惬意，昨晚躺在床上的我
便已打定主意，关掉闹钟大脑放空，睡到日上三竿，
中午吃完饭再进山玩。然而自以为美妙的计划却被
早上一声声“二航，二航”的呼唤声吵醒。

早上打扰我睡觉的奶奶

“二航，二航！”一大早奶奶就在楼下喊我。
睡迷糊的我不耐烦地扯着嗓子喊道：“咋了？咋

了？”
听到我回应奶奶继续道：“起来，把早饭吃了。”

“额不吃了。”喊完我挪了挪身子，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继续睡觉。奶奶的声音再次传来：“那你起来，把脏
醱（zang fa垃圾）给咱扔了。”已被打扰睡意全无的
我无奈地喊道：“知道了。”

奶奶已经75岁，轻盈的步伐精干的身体慢慢衰
老，扔垃圾的地方又远。一般是爷爷去扔垃圾，只要
我在家指定就是我扔垃圾。无奈的我掀开被子穿上
衣服，用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到门口提上脏醱笼就
要往出走。

“等哈，来把奶喝了。”奶奶叫住了我。
看着奶奶端着羊奶碗从厨房走了出来，我一手

提着笼，一手接过奶奶手中的碗，咕噜咕噜一口气

给喝完，将碗塞到奶奶手里，擦了擦嘴转身就要离
去。“回来拿笤拂（tiao fu，笤帚的意思）把门口的
地扫一哈。”

头也不回的我无奈地喊道：“好，知道了。下次
把活一次性安排完。”

中午不让我出去的玩的奶奶

中午的米饭是毫无意外的，因为我喜欢吃米
饭。奶奶总是变着法子为我做米饭。吃饭途中我突
然说：“奶，额下午出去浪呀。”

“一天正事莫有，就知道浪，有这空也不知道谈
个对象。”奶奶一边吃着饭一便说道。

我故意激奶奶说：“这不用你管，到时候给你引
回来一个就行了，你就说要多大的？带不带娃的？”

听到我的回答奶奶气愤愤地说：“我看你是松泛
（缺乏管教、皮松了）了，少胡说。”

即将出门前，奶奶突然叫住我：“你把空开给咱
捻搙（nian long 修理）一下再去浪。你哥上次回来
买了个新的将旧的给卸下来，接了个电话没够得
（gou dei 没空）安就走了。”“好嘞！”想着进山玩的
我连忙找工具将空开给换好。

晚上嚷我的奶奶

早已耍得尽兴的我，返程时天已经黑了，也忘了
给奶奶打电话，而奶奶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莫看
天都黑了，赶紧回来！”

等到县里时朋友问道：“走，吃个饭。”“不了，额
奶给我留饭了，下次吃。”被催得一心想回家的我，路
上开得稍微快了一点，不偏不倚正好被一颗掉落的

砖块将车胎侧面划了一个小口。
家门口的灯永远是指引我回家的灯塔，无论我

多晚回家，这盏灯奶奶就开到多晚。将车倒入门口，
心想正好趁着灯光检查下轮胎受伤情况。奶奶不知
何时发现我已到门口，看到我蹲在车前挪动着。

奶奶说道：“你在歪（那）踅摸（xue mo 挪动）
啥呢？”“刚回来压了个砖头，看轮胎伤的重不。”我
回答道。

奶奶走到我跟前问道：“嗄搭（a da，那块）？”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奶奶看后说道：“你看，人伥

（zhang 狂）莫好事，让你一天浪！”
“咦，你咋破烦（烦人）很，赶紧回去看电视去，外

头冷的。”我没好气地说道。
和奶奶斗嘴是我休假日常的趣事，身在其中经

常有种被家束缚与挣脱束缚的感觉。那种被人约
束，被人惦记就是家的感觉，而我也倍加珍惜这种相
处的时光。

奶奶曾经也算是书香之后，在她那个年纪读完
初中，同龄人之中多少也算是懂些知识，但因种种原
因，一生身在农村，围绕三尺灶台，相夫教子。生活
中的方言被奶奶学了干净。

农村有句古话：“三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奶
奶用75年生活经验将方言和淳朴的民俗继承。

每当听奶奶说道说道，幸福感油然而生。家里
有爷奶、有父母、有哥嫂、还有我和小侄女。每当听
着相同的方言，哪怕是我们在人海茫茫各奔前途，哪
怕荆棘遍身，哪怕挫折打击，转身总能回到最初的那
个家。
（作者供职于西渭分公司渭南管理所厚镇收费站）

“驴驹驹撒欢羊羔羔跳，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
好。”当你行走在千沟万壑的陕北黄土高原上，无论是在
乡野的田间地头里，还是在城市的大街上，那高亢嘹亮
的嗓音，总是能让你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到，这就是陕北
民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北民歌的产生、发展离不
开陕北方言，陕北民歌中记录了大量的陕北方言，也只
有用陕北方言唱出来才有韵味。

民歌借助方言再现生活。方言是人们日常生活的
写照。如“拉话”指的是互相说话；“土疙瘩”指的是土
块；“赶事情”指的是参加红白大事。民歌展现陕北人民
的日常生活。如“崖畔上的酸枣红艳艳，拦羊的哥哥打
下它，扑拉拉拉拉拉拉拉，落下了一铺滩”，这首《崖畔上
酸枣红艳艳》描写出了酸枣多的往下掉的情景。再比如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热腾腾的油糕，哎咳哎咳呦，摆
上桌，哎咳哎咳哟，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热炕上
坐，哎咳哎咳哟”，歌词中的油糕、米酒、热炕都是陕北人
民日常生活的写照。把方言写进歌词中，不仅没有一点
儿牵强，反而觉得真挚，朴实。

民歌借助方言表达情感。陕北民歌中“山沟沟”“蓝
格英英”“红艳艳”“呀儿呦”等方言歌词和语调的应用，
使民歌土色土香，独具韵味，流露出陕北人民的真实情
感。如情歌对唱，《拉手手亲口口》中“拉手手，亲口口，
咱们俩个圪捞捞里走”，朴实的语言，把相互爱慕的男女
之情表达的淋漓尽致。如“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
在难留，手拿着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这首歌词
中方言的应用体现了妹妹送情哥哥那种依依不舍的情
状。再如“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
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原汁原味的陕

北话版《东方红》，唱出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深情。
陕北民歌绕不过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独具特色的风格，深深根植于陕北特

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中。 （作者供职于咸铜分公司）

“隔河不下雨，百里不同风”形容方言再合适不
过。从小我就具备一项技能，这边跟父亲说着普通
话，转头无缝对接跟母亲切换成户县话。方言是一
个地域的文化，方言是家乡人彼此的密码。

我老家的户县人把出门游玩叫“逛”，也叫“浪”。
像“咱们一起去玩吧”就是“走，浪走！”言简意赅，直抒
胸臆。还有“亨”（二声）本意指顺利、通畅，在户县话中
被广泛使用，大体上具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一种新状
态的开始，最为常见的是农村过红白喜事搭棚子坐席
时，户县人热情地招呼“来来来，动筷子，大家都亨，包
客气”；另一种表示顺利、正常的状态，比如想去买东
西，你问户县人“商店开门了么？”他回答“亨着呢”，这
是文言式的回答，外地人一般听不懂。

关于方言的文读和白读，以前总认为在闽南语
等南方方言中才存在，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文白差异
在户县话中也广泛存在。所谓“白读”就是老百姓平
时交谈所用的语言读音，而“文读”则是正规读音，在

过去普通话还不普及的年代，文读就是标准语言。
在孙立新先生的《户县方言研究》一书中，对鄠邑文
读音、白读音有详细列举，如“下”，白读下（ha四声）
雨，足下（xia一声）是文读。文读音其实更接近普通
话的发音，而音调又不同，这是否是古代官话遗留的
一种产物呢？

户县方言把“父母”叫做“舵人”，把自己家里叫
“埃（二声）威”，把“香皂”叫“胰子”，把“岳父”叫

“zher（三声）爸”，像是丈人爸的连读，但重音必须得
落在儿化音那个点上才韵味十足。

许多在普通话里是双宾语在户县方言里必须是
“把”字句式。“送你一支笔”要说“把笔送给你”，“买王
家一只鸡”是“把王家一只鸡买哈咧”，“蚊子咬了他好
几个包”是“蚊子把他咬咧好几个包”。“唉，把他家的
……”这里面意犹未尽的含义只能在语境中体味了。

记得高中教语文的王老师用方言上课。老头子
语言功底十分了得，他显然掌握了方言的精髓。有
同学不听话，王老师会用各种歇后语和意想不到的
打比方，骂人不带重样的，课堂喜剧效果拉满。当
年，这些擅长方言的老师备受同学们喜欢。

方言背后有历史演变的痕迹，但凡对方言多一
点研究，就更加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变迁，不懂历
史，不通地理，便也是没法领略方言之魅力。方言
是文化的活化石，不会说方言，还算什么潮流新青
年？ （作者供职于蓝商分公司）

孩子的语言天赋与生俱来，他们
能在多个方言中随意转换，七岁的儿
子就是这样，他是我们家的小翻译。

我的家庭属于南北组合型，我是
陕北的，媳妇是关中的，工作原因家
就安在了西安且离媳妇家很近。就
因这个，媳妇时常调笑我是嫁入关
中，其实我留了下来是为关中发展做
贡献的。

当初和媳妇恋爱时，她除了嫌
弃我黑以外，语言上好似没有过多
的要求。说实在的现在翻看过去
的照片也非常嫌弃自己。不过关
中很是养人，这些年来我肤色上较
以前有了改观，浓重的乡音成为我
是陕北人的唯一标签，每每见到未
曾谋面的朋友，对方总会脱口而
出：“你是陕北人？”“是的，我是陕
北人。”

媳妇的父母是地道的长安县人，
关中话溜溜的，我父母是一口地道的
陕北话。孩子出生后，我妈和天下的
爷爷奶奶一样肩负起看孩子的重
任。关键性问题来了，我妈的陕北
话，媳妇听不懂，每每此时，媳妇就用
那无助的小眼神向我求助，要我翻译
后婆媳才能正常交流。那时我还在
外地上班，不在家的日子都不知道他

们是如何交流的。
双方父母在一起时

最有意思，不聊吧，是儿
女亲家；聊吧，说话的管
说话，听话的管听话，听
懂了多少不得而知，而且
声音都特别大，就怕对方
听不到一样。反正表面
看起来还是双方很用心
地沟通了，其实会错了
意。我就曾经问我妈：

“你们聊什么呢？看着那
么热闹的。”答案是：“不
知道，听不懂。”

孩子5岁以后，我就光荣退出家
庭翻译的舞台，翻译任务交给了孩
子，只要他高兴，不但能承担妈妈和
奶奶之间的小型翻译，更能够承担家
庭聚会的大型翻译。上学后三种腔
调的方言更是说得如鱼得水，在学校
和同学说普通话，村子里就说关中方
言，在家和我说陕北话。

“不眉楞格都上的黄尘擦里”，
这是我陕北家乡方言中较为艰涩难
懂的一句，意思是“把额头上的灰尘
擦掉”。在没有语境的环境里，我说
给媳妇和孩子听时，他们笑得前俯
后仰。

因为方言，我是闹了不少笑话
的，刚上大学那会，大家很克制地用
九腔十八调的普通话。有天晚上宿
舍几个哥们聊嗨了开始飙方言。宿
舍里除了一个同学是外省的，其余都
是陕西的，虽然我也是陕西的但关中
方言还真不太懂。有位同学说他来
的时候坐了个带钩子的出租车，我百
思不得其解，出租车为什么还是带钩
子的？我以前还真没见过。第二天
专程问了，结果他告诉我就是有个屁
股的出租车，所谓的三厢车。现在想
想都觉的好笑。

（作者供职于咸铜分公司）

较之其他方言，我家乡阎良方言的特点是：古
入声全浊声母字归阳平，其他入声字归阴平；有大
量的重叠词；有逆序词、分音词；有内部屈折等。平
平无奇的简单字通过修饰词或重叠加重语气，阎良
人玩出了新花样。比如一个“眼”字，前面加上不同
的修饰词，意思可就全然不同了。在我们这里，把
好看叫“顺眼”，讨厌称作“训眼”，麻烦叫“麻眼”，若
形容一个人有办法叫“有板眼”。

除了在五官上做文章，我们阎良人把地理名
词也运用得出神入化。在这里，你听到的“山”不
是山，我们所说的“水”也不是水，而是被赋予另
一层含义。在我们阎良，习惯把骄傲自满的人称
为“张山”，耍半吊子的人叫“争山”，爱吹大话的
人叫“撂山”。如果有一天，你和别人去吃饭，结
账的时候，他对服务员说，他来“出水”，意思是他
要掏腰包付钱买单。若你推脱着说你来结的话，
那么他会脱口而出说你“浆水”，意思是你太啰嗦

了。这类极具特色的方言映射出了我们干练豪
爽、豁达豪迈的性格，字句间都是溢于言表的真
情实感。

陕西方言在众多古典文献中都可觅踪迹。《水
浒传》中大开大合的方言很好地点缀了硬朗的文
风。如第五回的“厮赶”、第十六回的“勒掯”都是西
安方言，前者意为“一起”，后者意为“强迫”。《红楼
梦》中可寻到陕北方言的影子。第五十八回芳官干
娘骂芳官以及第六十回赵姨娘骂儿子，多次出现

“屄”字，如“咸屄淡话”、“你娘的屄”等等，这个看似
是生僻字，在方言中却是一个常用字，用作辱骂、讽
损他人。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语言是
有生命力的，当我们捡起那些被遗留的方言碎片
时，你会发现，经过千年的历史熏陶，它在时间的沙
砾中闪着金光。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阎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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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幸福方言 文 / 图 杨智航

鄠邑文白读
文 / 马梦

阎良方言里做文章 文 / 邱亚娟

“米脂婆姨绥德汉”，说到“婆姨”，
陕北人都懂，把已婚或成年妇女称做
婆姨。比如说：“桂兰是狗蛋的婆姨”，

“俊格丹丹好婆姨”，“那婆姨手可巧
咧”，“婆姨坐娘家去咧”，“离婚婆姨二
婚汉”等等，使用很普遍。

老百姓口语中很少用“妇女”，只
用“婆姨”。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称呼
也有区别，小女孩叫“女娃娃”“猴女
则（子）”，姑娘叫“女则（子）”“大女则
（子）”，新娘叫“新媳则（xiū zē）”，
老妇叫“老婆婆”、“老婆儿”，外地人若
不知情，把小女孩或大姑娘叫“婆姨”，
那是要遭白眼儿或挨骂的。婆姨这个
词起于何时，已难考证。说它是黄土
山乡的土话，似乎不会有人怀疑。然
而让人想不到，它竟是一个外来词，出
自古印度语。在汉语文典中写做“婆
哩野”、“婆梨耶”或“婆庾”、“婆夷”，其
本义就是妇、妻。看来“婆姨”这个词
正由婆哩野、婆庾、婆夷转化而来，夷
字加女旁是挺顺当的。今义与原义丝
毫不差。至于为什么一个古印度的词
会转变为陕北方言词，我想这应该是
古代佛教在黄土高原上广泛传播以及
信佛的突厥、回纥、鞑靼等民族在陕北
长期与汉民族杂居的缘故，或许也有
丝绸之路的影响。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用的这类古代传留下
来的外来语词是很多的。譬如：“骆驼”出自匈奴语，

“喇叭”源于突厥语，“唢呐”来自波斯语，“石榴”“葫
芦”取之伊斯兰语，“苜蓿”“葡萄”也来自西域……这
些都是古代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交流的见证。

至于近现代，由于中外文化交流更为广泛，这种
语言词汇的互相借鉴的就更多了。先是书面用词，
然后就慢慢成了日常生活语词。像扑克、乒乓、摩
托、幽默等来自英语，阿斯匹林出自德语，几何学源
出意大利语，卡秋莎、克格勃译于俄语。大量语词来
自近邻日本，譬如，自由、民主、文学、艺术……而这
些词又是先由英语译为日语词汇，而后才借鉴为汉
语词汇。古代，日本文字大量借用过汉字，近现代，
汉语又从日文中转用了许多词汇术语，其中有很多
词在古代汉语中早已出现过，比如民主、自由、革命、
宣传、节约等，但它们过去的含义与后来的含义大不
相同。在今天的信息社会里，中外语言交流更为方
便，中国人在新造词汇的同时，也接收了许多外来语
词。今天口语的“迪斯科”“打的”“卡拉OK”“拜拜”

“因特网”“伊妹儿”“克隆”……人们对这些外来词汇
早就习以为常了。 （作者供职于绥定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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