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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没事，就刷微信。这天忽地眼前

一亮，有位两会代表提议把英语从中小学

课程移出，改为课外读物；大学除了英语

专业，都降格为选修课目。尽管微信微

信，只能微微地信，毕竟难遏吾心狂喜，一

面任凭回忆翻涌、感慨奔腾。原因是回忆

太沉重，感慨太复杂。

从 ABC 开始，到整个求学生涯终了，

我的各门成绩始终由英语垫底，不及格是

常态，及格是例外。我不愧为一名正宗的

中国人，对汉语的兴趣和能力似是与生俱

来，对英语的感觉和水准则是无比别扭，

足见文化基因其说有据，且基因愈强、抵

触就愈大。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是你是他

是”一样都“是”，却要用三组不同的字母

去代表“是”；也搞不懂为什么要把姓名、

年月日颠倒着说，好端端的毛主席、周总

理，非要讲成主席毛、总理周。这虽不难，

纯属多此一举。我永远弄不懂有的名词

复数要加个 S，有的要加双 S，有的却可以

什么都不加；也永远弄不懂有的动词时态

要去词尾，有的要增词尾，有的则什么都

不动；更永远弄不懂为什么有了一般过去

时，还要有过去进行时和过去将来进行

时。老师要求我们别问为什么，死记硬背

便是，因为任何外语都是不讲理的。几十

年后听余光中讲座，也有相类的话。他说

学外文必须先投降，然后方有胜算。上网

一查，原来他老先生从小就是外文系的学

生，长大当了英语系的讲师。可惜我从小

到大、自始至终都没有选择归顺，犯了战

略上的错误，故而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顺便说下，这也解释了女孩学英语比男孩

更容易上手的原因。我总是想，学不好而

硬要学，硬要学却学不好，非己之罪，是必

学之罪；必学之罪，则归于必考之罪。倘

若没有考试，那么谁愿学就学，不愿就不

学；谁有用就学，没用就不学，岂不皆大欢

喜，更是天下太平。作为一名正宗的中国

人，首要学好自己的语文，把中文学纯粹、

用纯粹，若有余力，再学英语可也。简言

之，英语由他英语，中文自我中文。这想

法与那提案已高度接近，只少了几份调研

报告而已。

我的提案自然不敢对老师说，只好烂

在心里。老师明了我的底细，早早把我归

入“偏门”一类。偏门是好听的，否则便向

生理疾病靠拢。到了初中，班主任认定我

是个严重的“跛脚”，说得母亲不知所措，边

听边不自主地朝我的腿弯瞟过来。班主任

还算口下留德，若向心理疾病发展，便是

“弱智”无疑的了。我生性胆小而敏感，为

此没少担惊受怕，心下阴影至今犹存。我

的噩梦十有八九事发考场，若定睛看试卷，

十之八九必是英文。我从小爱听相声独脚

戏，尤其对学英语而出洋相的段子情有独

钟，俯仰无已。后来才知其因有二，一是心

理代偿作用，一是喜剧的底蕴是悲剧。

正如喜内有悲，苦中也可作乐。我的

唇舌对付单音汉字游刃有余，轮到连串字

母马上笨嘴拙腮，甚至张口结舌，无奈只

好用汉字做音标，于是从小学到高中，生

词表上都歪歪扭扭写满了铅笔字。之所

以用铅笔，一是怕检查。小学的规矩，老

师要定期检查课本整洁度，对男孩查得最

紧；二为可替换，若有音义兼得的好词，能

擦掉改写——苦中之乐，便由此而来。

那时我已是读了史、用了心，知道用

汉字为外语注音，乃是一件古已有之、行

之有效的办法。梁启超翻译“灵感”，干脆

译成“烟士披里纯”；陈独秀介绍“民主”与

“科学”，直接写为“德莫克拉西”和“赛因

斯”。再朝前推，“骆驼”“葡萄”“和尚”“琵

琶”“刹那”，无不是外语的音译。此事不

惟国人独为，其实老外也做，他们直呼茅

台为茅台、高铁为高铁、支付宝为支付宝，

只是相对而言，数量不多。概因两种异质

文化产物的初见，暂时或始终找不到对应

的缘故。其中许多注得拗口，流传不力，

后被意译取代，正如灵感、民主和科学；也

有许多注得嘴滑，固定下来，一直用到现

在，比如芝士、沙发和粉丝。名士才子常

有神之发挥，比如林语堂的幽默、徐志摩

的雪茄，文质俱美，妙不可言。作为摹仿，

我也常有得意之笔，这正是我学英语的唯

一乐趣——“因佛没讯”，正因佛祖没讯，

人间才要“信息”；“爱来陪它”，高楼电梯

上下，并非它来载我，而是我爱陪它。尽

管老师猛批，我却依然故我，还为把“教

育”标音为“爱就开心”而洋洋自得。我更

为梁老先生的一时粗糙而叹息，若换了

我，决计把灵感译成“烟似必丽醇”……

如今我已是明了理、悟了道，发现曾

自以为纯粹的中文，岂止并不纯粹，更是

驳 杂 到 了 乱 炖 的 地 步 。 张 嘴 Ok 闭 口

Nice，这些只是皮相，不消去说。关键在于

骨子。过去说“众人”，现在说“人们”；过

去说“很难”，现在说“难度很大”；过去说

“正在实验”，现在说“实验正在进行”；过

去说“此事不允许”，现在说“此事不被允

许”；过去说“存在某些现象”，现在说“某

些现象的存在”；过去说“必须坚持传统”，

现在说“传统必须得到坚持”；过去说“他

的发挥很稳定”，现在说“他的发挥的稳定

性很高”；过去说“我在这方面表现良好”

“我的观点大家普遍认同”，现在说“我在

这方面有良好的表现”“我的观点被大家

所普遍认同”……一个个英式词法、句法

和语法，披上的是一张张中文的羊皮。其

中缘故，既非一日之功，也非一人之力，实

是一件太磨人、尤其是太磨中国人的事。

英语由他英语，中文自我中文。几时

向学必兼身。虽知其有益，只是太磨

人。 心口通常相悖，神髓竟已难分。

百多年外始生成。欲知因果事，还待自头

论。 ——调寄 临江仙

至于那枚提案，很快被辟谣了，可见

微信微信，千万不可轻信。然而事实依然

存在——如今的孩子们，像我这样不喜欢

也不需要英语的孩子们，或许还有，也许

也多，仍在偏门、跛脚和弱智中苦苦求

存。我愿他们多忍耐少愤怒、多用功少懈

怠，不问成绩，不怪老师，不求表扬，只求

安然地挨过那段时光、那场考试。只要挨

过了那场考试，那么后面的一切，都会好

起来的。

我几年前爱上了旅游，首选地是北美

和欧洲。托人工智能的福，手机在握，闻

声即译，百不失一。我从小喜欢看外国电

影，专挑没有配音、只有中文字幕的影

片。我发现不少片子的头尾，会有一条

“谨以此片献给某些人”的字幕。作为摹

仿，我也在文末添上一句，以英式语法为

骨架、以“纯粹”中文当表皮的一句——

谨以此文献给曾经和正在为学英语

而受磨难的孩子们。

一入腊月，就想念那一口腊味儿。

人的味觉也是有记忆的，我们的脑海

由味觉牵引，想念家乡的腊味儿。妈妈喜

欢说：“小雪腌菜，大雪腌肉。”寒冬腊月

里，人们仿佛都被一种叫做“年”的情绪点

燃，人们都兴奋起来，开始快乐地忙碌着，

院子中，屋檐下，便挂起一排排油香绕梁

的腊味儿。那是冬日里的美食，更牵动着

游子的心。

那些腊味和着阳光与风，时间与人

情，成为人们心心念念的吃食，那吃食里

更有家的味道，有亲人的味道。小时候，

特别馋姥姥家做的腊肉。腊月里，村子里

的壮劳力们杀年猪，姥姥把大块大块的肉

都切得四四方方，然后用盐巴先腌制起

来，或是把肉灌制成香肠，一根一根地挂

起来。当肉被挂起来，就开始有了年的滋

味儿。引得馋猫上蹿下跳，因为腊味的香

气实在是太诱人了。

如果说腊味更地道的，要属正宗的川

式腊味。能瞬间让味蕾舞蹈。那年冬天，

在成都出差，恰遇一位故友。他盛情邀请

我去品尝川式腊味。在一家馆子里坐定，

朋友点上腊肠。品尝一口，那腊味，咸中

带辣，辣中含甜，甜中又有香味儿，肥瘦搭

配刚刚好，吃上一小口腊肉，鲜中带甜，油

而不腻，Q弹不柴，看上去晶莹而饱满，让

人能多吃几口米饭。朋友说：眉山腊味最

有名，只蒸炒几分钟，就可以让整间屋子

充满香味儿。需要经过烟熏工艺，形成独

特的鲜味，滋味醇厚，让人唇齿留香，念念

不忘。那个冬天，我把拿回家的腊味蒸

炒，都是独有的美食。

后来，腊月里在浙江安昌古镇游历，

更是领略了十足的腊味儿。且不说古镇

的静美与古朴，也不谈那些迷人的小弄子

和青石板路。每逢腊月，安昌古镇的人们

都会把做好的腊鱼、腊肉、腊肠整齐地挂

起来，你好奇地看，到处是腊味的世界，房

顶上是腊味，屋檐上是腊味，连水边的栏

杆上也拉起绳子层层叠叠地挂起了腊

味。那些鱼啊，肉啊，香肠啊，看起来格外

诱人，有人戏称这是遍地“牵肠挂肚”。和

着一湾碧水，这些腊味儿，仿佛是在炫耀

着富足。当地人似乎见怪不怪，腊月里当

然要做腊味了。我则好奇是你个孩子，东

看西看，乐不可支。好像世上的美味，都

集中在这里了。

人们将腊鹅一只只头朝上挂在架子

上，空气中都充满了一股浓重的腊肉香

气。而那些腊肠就随意地搭在水边的桌

子上，小桌子铺着蓝印花布，水流涓涓，一

只小竹篓摆在旁边，随手一拍，都是一幅

水乡画卷。腊月里，我坐在一湾碧水旁，

欣赏着古桥小船，点上一壶绍兴黄酒，再

切上一盘腊味儿，这香喷喷的年味，就从

嘴里散发出来。如果你已经酒足饭饱，泡

上一壶地道的西湖龙井，这茶香，腊香，也

会随着热气袅袅升腾。

一口腊味儿，充盈着浓郁的香味儿。

牵引着人们的情思，冲击着人们的味蕾，

让我们热切盼望。那是腊肉的味道，那是

家的滋味儿……

我在外地工作，已经有十几个年头

了。每年春节，我都像候鸟一样，匆匆赶

回老家。陪父母过年，这是我和他们最温

暖的约定。

但今年不同于往年，回乡的脚步被疫

情打乱，非必要不外出，成了全城市民共

同遵守的规则。我也没打算回去，妻子和

孩子都在一起，只是两个老人留在了老

家。妻子开始购买年货了，腊鱼腊肉在阳

台上挂了起来，家里开始弥漫浓浓的年

味。开始我心里有点纠结，每年都要回老

家的，今年不回去，老人能理解吗？一时

之间不知道如何向父母开口。

“妈，你们在老家还好吧？”我跟他们

视频，“年货多准备点哈，我给你们寄些香

菇木耳类的。”“知道呢，家里小菜多的是，

捉了鱼称了肉打了酒，再就是打几块糍粑

磨点丸子，等着你们回家呢。”母亲的话语

里，充满了期待。“妈，这个年我们恐怕回

不来了。”“怎么了，你们没事吧？”母亲一

惊，连忙问我。“还不是疫情，现在提倡非

必要不出城，我们是干部，更要带

头遵守……”我连忙解释，“如果大

家都这样，病毒就没法大规模传播

了，就能为国家防疫抗疫作贡献

了。”“哦哦。”母亲显得有点失望，

“没事孩子，国家需要怎么就怎么，

舍小家顾大家嘛，再说在外和在家

过年，哪里过都一样。”我赶紧挪开

了手机，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父

母还不忘嘱咐我们，好好过年，疫

情好转了再回家。我知道他们是

想我回家的，但硬是忍住了，把相

见变成了牵挂。

单位的同事有不少是外地的，

大家都自觉地决定留下来过年，想

方设法地和父母沟通着，尽管有不

舍，但更多的是责任和担当。我们

一起上街购年货，灌香肠，炒板栗，

做辣鸡等等。以前多半是父母准备

的年货，我们也学着父母的样子一

样样准备着，只是为了把年过得有

老家的味儿，这样感觉让我们离家近了

些。我给父母寄了香菇和木耳，同时也收

到了老家寄来的糍粑和苕粉。

听父母说，村里外出人员大部分没有

回家，留在了外地过年。政府组织志愿者

服务队，多次上门看望留守老人，送去了

慰问品和祝福。

就地过年，成了朋友们热议的话题。

其实，在哪里过年不重要，只要心中有家，

哪里都是年。

我出生的那年是戊戌年，按照天干地

支排列的算法，我的生肖是属狗，父母说

属狗好，聪明、活泼、忠实、忠诚、忠厚等

等。我是农历九月初出生，属于“小月

生”，上小学要比八月底出生的人晚一年，

再加之我出生时头发稀少，左邻右舍都叫

我“小猫”。我们家是宁波人，称呼喜欢用

“阿”字，于是都叫我“阿毛”（上海话猫与

毛是同音），这是大人对小孩的爱称，阿毛

也就成了我的小名，也有人开玩笑叫我

“阿毛（猫）阿狗”。

那时人小，不懂得阿毛（猫）阿狗是褒

义还是贬义。等我上学之后，才发现属狗

是多么的不好，凡是沾上“狗”字的成语或

俗语，贬义的多，如坏人干了罪恶累累、死

有余辜、丧尽天良的坏事，被骂狼心狗肺；

如果有人唯唯诺诺奴才样，又被形容是狗

头鼠脑；平时不太打扮略微改变一下形

象，被说是人模狗样；社会上的混混在一

起，又说成是狐朋狗党；做了不是分内的

事，说成是狗拿耗子；骂人厉害了，又叫狗

血喷头；光天化日下抢东西，又被说狗胆

包天；素质低的人，被说成是阿猫阿狗；不

懂得感恩，被说成猪狗不如；讲话难听，被

说是狗嘴里长不出象牙；走投无路、孤注

一掷，被说成狗急跳墙；帮助别人不讨好，

被说成是狗咬吕洞宾；利用好名义干坏

事，被说成是挂羊头卖狗肉；帮人干完事

反被干掉，叫作兔死狗烹等等。唯一带有

褒义的一句话是“狗不嫌家贫”。想想这

“狗”也真够倒霉的：小孩走路不小心摔倒

吓着了，大人马上扶起拍拍小孩胸脯道：

不吓、不吓，吓在狗身上！邻里相互吵架

对骂，被说成是放臭狗屁；对不知道感恩

的人，一律被骂成猪狗不如；不分白天黑

夜跳广场舞招人怨，被形容为鸡犬不宁；

谁家吵吵闹闹，又被形容为鸡飞狗跳。国

际竞争时，老听到骂那些不分黑白跟着某

大国走的小国为“忠实的走狗”，原本褒义

词的“忠实”二字被加在“狗”字的前面，立

马变成了贬义词，总之，凡是与“狗”字沾

边的，几乎没有一句“好”话。那时城里几

乎没有养狗的，狗太不招待见了。我这个

属狗的人，每每听到贬狗的话，心里真是

五味杂陈，怨自己怎么会属狗呢。

时过境迁，改革开放后，人们富裕了，

在西风东渐下，国人也掀起了养宠物热，

最受人宠爱的是狗，养狗热一下遍及全

国。每当看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大街

小巷、树林草坪中高高兴兴遛狗时，我这

个属狗之人也为此很高兴，毕竟在现实生

活中这狗还是非常讨许多人的喜爱。特

别是汶川大地震媒体报道了狗所起到很

大的救人作用时，全国再次掀起养狗热

潮，不少小夫妻家庭一养就是三四条狗，

甚至还有不少年轻人结婚后宁养几条狗，

也不愿养小孩子，还叫狗“宝宝”，比对孩子

还要亲。由此，我也深深地爱上了狗，想想

自己属“狗”还是值得“自豪”的，也不再怨

自己生在那个属“狗”的年份里。

然而，有的时候我又会突然恨起狗

来了，说得直白一点是恨那些不遵守社

会公德的养狗人，他们遛狗的目的是让

狗在外面大小便，狗在大街小巷，树林草

坪随处拉屎撒尿，少数低素质的主人不

把屎铲掉，使行人一不少心踩踏而一路

上“留痕”，把环保工人与小区保洁人员

辛辛苦苦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环境给糟蹋

了。为此，时常有人骂街。我也常常在

早晚锻炼时一不小心就踩到狗屎，好心

情一下全无。

其实，我真正恨的不是狗狗，而是那些

不遵守社会公德的养狗人，他们带给人的

是一种突然产生的讨厌感与不该产生的烦

恼感，所以我迫切希望国家出台有关卫生

条例，为处罚那些不遵守社会公德的养狗

人提供依据，还社会一个良好的公共环境。

彭仁欣 书

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

气。《授时通考·天时》引《三礼义宗》曰：

“大寒为中者，上形于小寒，故谓之大……

寒气之逆极，故谓大寒。”极言大寒之冷。

这个节气处在三九、四九时段，此时寒潮

南下频繁，是一年中的最寒冷时期。民谚

云：“小寒大寒，无风自寒。”特别是在我国

南方，这个节气寒冷尤甚。对于大寒之极

冷，古有诸多诗人吟咏。北宋著名理学

家、诗人邵雍以《大寒吟》为题，诗云：“旧

雪未及消，新雪又拥户。阶前冻银床，檐

头冰钟乳。清日无光辉，烈风正号怒。人

口各有舌，言语不能吐。”形容大寒的寒冷

竟然达到了“言语不能吐”的程度。南宋

著名文学家、诗人陆游在《大寒》诗中也

说：“大寒雪未消，闭户不能出。”劝导人们

居家避寒。对于避寒，唐代天宝（742—
756）时期的懒残师有诗道：“深夜一炉火，

浑家团圞坐。煨得芋头熟，天子不如我。”

一家人围炉向火、边吃边喝的逍遥快活，

真是给个皇帝都不换。所以，如今有文章

写道：大寒的节气“在繁忙的一年即将结

束的时候，静坐家中，闭目冥想，清心净

脑，也不失为一件乐事。屋里洒满阳光的

味道，你可以闭目养神，在脸上敷一层暖

色，洗涤心上的尘土。许多繁忙时无暇处

理的疑虑，可以再拿来梳理。一些珍贵的

瞬间，也值得单独提取出来，细细回味，再

嵌入记忆。如能约上一二好友，围炉小

酌，谈经论道，那就更为惬意了。”

大寒节气里有三候：一候“鸡始乳”。

指的是大寒之初的五日，万物沉睡了整个

寒冬，终于在此刻苏醒，鸡是木畜可提前

感知到春气，便开始孵小鸡。二候“征鸟

厉疾”。大寒后五日，鹰隼之类的征鸟正

处于捕食能力极强的状态，盘旋于空中到

处寻找食物，以补充身体的能量抵御严

寒。三候“水泽腹坚”。大寒的最后五日，

北方水域中的冰一直冻到水中央，结实且

厚坚，冰深处春水生，冻到极点后就要开

始走向消融。

有道是“否极泰来，寒过暖生。”过了

大寒就是下一年，便是新的年份里第一个

节气立春，也就是说，大寒之后，便迎来新

一年的节气轮回。大寒时节自然界的阳

气正处于从冬季的闭藏过渡到春季的升

发中。这时的寒冷，正是隆重地为春暖花

开作铺垫。

大寒在岁终，冬去春会来。民间有谚

说：“过完大寒，正好一年。”告诉人们“大

寒迎年”。传统的新年佳节恰在立春前

后，大寒一到年味渐浓。大寒节气由于近

年，这节气期间充满了喜悦与欢乐的气

氛，是一个忙碌而欢快的节气。这节气期

间，人们开始忙着除旧饰新，腌制腊味年

肴，准备年货，以迎接中国人最重要的节

日——春节的到来。这段时间，民间会有

一系列活动，归纳起来至少有十大风俗，

分别是：“食糯”“纵饮”“做牙”“扫尘”“糊

窗”“腊味”“赶婚”“趁墟”“洗浴”“贴年红”

等。其中“做牙”并不是做个牙齿，而是

“尾牙祭”，亦称“做牙祭”“尾牙”等，民间

有做完牙祭后全家坐一起“食尾牙”的习

俗。如今各个公司、机构等举办年会，其

实就是“做牙”现代版的表现形式。

算起来，这辈子已经过了60多个年了。

小时候盼过年。虽然当时生活条件十

分有限，父母亲还是千方百计，忙里忙外张

罗着过年。自己小脑袋里想的全是：新衣

服，有肉的年夜饭，小红包，放鞭炮，去岳庙

街吃碗想了很久的粉丝油豆腐……

成家以后，临近过年，忙着置办年货，

打扫卫生，贴春联，准备年夜饭，等待春

晚，看烟花鞭炮，守岁，大年初一发红包，

走亲访友拜年，累着，快乐着……近几年

有了微信群，有了朋友圈，过年时捧着手

机在微信群里忙得不亦乐乎。

可能是年龄上去了，近几年常想年是

什么？为什么要过年？

有一年，试着不刻意去准备过年的东

西，不安排过年的一些程序什么的，像平

时一样过日子。可是问题来了：女儿、女

婿、外孙女要回来过年怎么办？过去一年

的回顾总结和新一年的祝愿希望能不说

吗？外孙女的红包能不给吗？亲朋好友

热热闹闹来拜年，没有年货招待怎么行

呢？你不去拜年算什么？

看来，这些过年的事情是绕不过去，减

少不了的。于是，赶紧置办年货，准备年夜

饭，考虑年夜饭上说些什么，准备红包和拜

年的礼物……年过去了，虽然体力上有些

辛苦，但是年在心里是快乐无比的！

静下来想想，为什么年绕不过去呢？

那是过年已经融进了每个中国人、每位亲

朋好友、每位家人的血液里。

曾在《松江报》的《华亭风》上看到一

篇文章，《年是一根穿起的线》，我剪贴下

来，反复读，反复看，划重点，茅塞顿开。

文章说：“年，是一根串起时间的线——过

去和未来。你要总结过去时间里的得失成

败、经验教训，让自己的思想，得到一次提

升，要沿着这条线，走向未来，你必须做出

设计和规划。年，是一根串起美食的线。

亲手做出的美食，特别具有家的味道，融入

了最美好的心情，和最深厚的亲情，最大限

度地演绎了生活之美。年，是一根串起亲

情的线。疏远的亲情，因此又变得亲密了，

曾经的矛盾、交恶，因此也就涣然冰释了。

最重要的是，串起希望，串向未来。”

是呀，如果没有过年的话，过去将是

模糊的，未来是不清晰的；如果没有过年

的话，美食只是美食而已，美食里不会融

进家，融进心情，融进亲情；如果没有过年

的话，疏远的亲情友情将不会亲密和谐。

年，年文化，太重要了！是祖先留给我们

宝贵的文化财富，要好好珍惜，好好过年！

只是太磨人
胡晓军

一口腊味
刘云燕

从怨狗、爱狗再到恨“狗”
孙孟英

大寒之极暖欲来
王 斌

说“过年”
雷黎光

哪里都是年
赵自力

守望乾坤正气 赵国强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