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
音。方言仿佛是身份识别

码，一开腔，即便身处异国他乡，也能识
别出同乡身份。

成都人和重庆人说话区别很大。
成都话绵软，重庆话硬，成都人多半脾
气随和，重庆人脾气火爆：大体如此。
苏州人说话很好听，嗲嗲的，即所谓吴
侬软语；宁波话则硬邦邦，像吵架。因
而有此一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
波人讲话！四川话，随便那儿的人都能
听懂，有点类似普通话。不像江浙一
带，同为浙江话，杭州话和温州话相去
何止万里！根本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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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本指颜色。黄色，是一种高
贵的颜色，在中国旧时代表权势、权
威；五行中的黄色，象征政权、帝王；百
姓是不敢使用的，因为黄榜是天子的
诏书，黄马褂儿是天子赐给文武大臣
的官服，黄袍是天子的龙袍……哪个
百姓穿黄色衣裳？担怕不想活了。

人们用得较多的是：黄道吉日、黄
花闺女、黄土高原、黄雀在后、黄粱梦、
黄鹤楼、黄金时代、黄埔、黄牛……日
常生活中，黄的运用也很宽泛，打比：

细娃儿的嘴巴——黄口；南瓜
的屁眼儿——黄的；吃苞谷打哈哈
儿——开黄腔……

事情没按事先想象的办成，吹
了，也就是失败了，叫黄了。黄了也
是牌局里头的常用语，一局打下来，
没有合牌，就算黄了，只有另起牌。
黄了源于：没有抱出小鸡儿的寡蛋
破了壳壳，蛋黄流出来了，称黄了，
也叫放黄；唱歌唱戏唱左了，走音
了，黄腔黄调，称黄腔，也叫开黄
腔。不落教、不照规矩、不讲情面、
不管三七二十一，叫不认黄。放黄、
开黄腔，不认黄一般指乱说外行话，
不怕内行讥笑，甚至出口成章（脏），
尤其是对老的（父母），不仅不敬孝
道，还怪头怪脑地乱骂，隔壁的苏二

哥在则边实在看不顺眼了，站出来
制止：

“张二娃！你娃吃饭都不长了，
太莫得老少了嘛，在妈老汉儿面前，
咋个能放黄、开黄腔、说黄话喃？”

“老子，不认黄！”张二娃继续开
黄腔。

戏台子上襟襟丑利边给花旦唱
反调，让花旦难堪而取乐于观众，叫
黄腔顶板。黄腔顶板，一般用在以
文字形式发表不同看法，而又多用
于口头方言中，如两个人打嘴仗：

“你娃黄腔顶板，牙齿都吃黄
了，还一窍不通。”

“你娃才黄腔顶板，牙齿焦黄，
冒充大王，还紧倒发杂音冒酸水。”

动不得手、打不得人、尤其是打
不得的人，他硬要去动手打别个（别
人）；或者毬经不懂，要去帮别个修家
用电器，叫出黄手。如打小娃儿、打女
人家、打老年人……也都叫出黄手。

手艺拙，也就是技术不好，动作
不熟练，黄手黄脚，叫黄帮、黄师傅，
拙得太凶了，甚至完全是个外行，叫
黄酥了，黄酥了的东西是经过或煎、
或烘、或烤、或炕得又黄又脆，争点
儿就要糊了，拿倒手上简直不敢妖
艳儿，要不然就烂了，这是形容手艺

黄倒啥子程度了？关于这个黄字：
还有黄帐，黄帐不是歪帐（假

帐），是收不回来的帐。
还有黄色，字典上解释的是：象

征腐化堕落，特点是色情。
还有黄书，也就是黄色书刊，字

典上又解释是：没落的资产阶级文
学，内容庸俗猥亵，有严重的颓废和
色情倾向。

还有黄段子、黄龙门阵、黄色歌曲、
黄色电影、黄色录像、黄色网站……一
般说来，黄色是指低级、下流、庸俗的东
西，倒转去二三十年，那简直是谈虎色
变……我在这儿就不赘述了。

黄色象征低级下流源于近代，各
说不一，一说十九世纪美国有家自办
报纸，率先连载低级下流的连环画

《黄色孩童》；二说十九世纪，西方流
行用毛边黄纸（粗糙的纸）作封面，专
印低级下流的相因小说，人们就开始
用黄色来表示低级下流了。

接倒前头的黄说，那就扫黄，要
加大力度……不过，不能一杆杆扫
完，只能扫后头三类，前头的黄遭扫
了就瓜了。前头的黄，随便拿哪个
官话来抵倒，一下就莫得意思莫得
味道儿了。不信告一下，算了不告，
不告都晓得。

有许多方言今天不用了
“乡音无改鬓毛衰“，这话很耐

人寻味。一个人无论离家多久，生
活习性能改，乡音却难变。我长期
生活于北方，但语言习惯却始终不
变，或者说是难变。

老大归来，重新融入这语言环
境。便有些感受，这是长期生活在
固定语言环境里的人不容易感受到
的，原因很简单，这就像一个人对身
边微小改变并不会意识到一样。

有许多话语今天已经不用了，
比如，洋马（自行车），打屁车（摩托
车）。说洋马可能还有人记得，打屁
车恐怕就少有人知了。另外，还有
伙食团（食堂）也基本没人用了。独
眼叫“边花儿”，也用于物：“那边过
来一辆汽车，是个边花儿。”是说车
少了一只灯。还有“上咐”，原为袍
哥帮会语，现也不见了。普通话的
推广使得许多字的读音也渐趋一
致，也是大势所趋吧。

四川话表现力更丰富
四川话表现力丰富，生动幽

默。比如：吃“白眼饭”。过去日子
穷，吃饭没有菜叫吃白眼饭。吃米
饭没菜是难以下咽的，不像吃馒头，
趁热时，空口可以吃一个，白米干饭
你吃吃看——吃得人直翻白眼。

那年我从外地回蓉探亲，舅舅
说：送你一个三倒拐。什么是三倒
拐呢？就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包，

比一本书大些，厚薄也差不多，装个
笔啊本子啊之类的那种：一条拉链
从下拉到上要倒三道拐。

同行上街，他买烟我抢着付钱，
他手一挡，指指手里百元钞：“我要
把它打烂。”这熟悉而又陌生的说
法，令我回味良久。

再如，普通话说干活，四川话叫
干活路，干才有活路，不干就没活
路！含义丰富得多。说话啰里啰
嗦，表述不清，叫做“口水话”，意为
流口水的娃娃说的话，多形象鲜明。

和普通话的同“语”异“意”
有些话在普通话里也用，但含

义区别较大。如造孽，四川话里是
可怜的意思，而普通话却是指干坏
事，两者大相径庭。四川话组词方
式也很有意思，有些词语语序颠倒
却表达与普通话同样的含义，如欢
喜（喜欢），闹热（热闹），鸡公（公
鸡），鸡婆（母鸡）……四川过去有种
车叫鸡公车，木轮铁轴，行走时轴与
轮心磨擦会发出响亮的声音，像公
鸡叫，故称鸡公车。

还有些耐人寻味的语言现象，
有些词语从语言色彩上来说应该是
贬义，但四川话里却大多用于褒
义。如“惨”，除四川外别地都作不
好的意思解，如惨不忍睹，惨叫；四
川话却另有新意：昨天去耍惨了！
高兴惨了！呵呵。

我小时住近处是川剧团后门，

戏快结束看门人会说：“进去吧，快
煞割了。”等在门口的娃娃便蜂拥而
入，去看戏尾巴。长大后，读元杂剧
我才弄明白煞割一词竟然是和杂剧
有关。元曲套数中收尾的几段唱叫
煞：头煞，二煞，三煞……尾煞。清
王夫之借用作文章收尾，也叫煞
尾。也有人误写成杀割，甚至有的
写为萨过，那和本意就相去甚远了。

有些词属于有音无字
还有些词则属于有音无字，比

如蹲在哪儿，四川话说 ku 到哪儿。
这 ku 字该怎样写？有些字倒是有
音有字，但字典里解释却不贴切，如

“孃“，《辞海》：同娘。孃川语读平
声，娘为二声；川语里孃为姨姨之
意，和娘意不符。”黄四孃家花满蹊"
（社甫），可见由来已久。我对语言
没有研究，只是谈点个人感受，愿就
教于大方之家。

电视剧《棒棒军》热播时，办公
室里一位女同事笑着对我说：“你们
四川话真逗，去了七八个人就说去
了七八个人嘛，说：‘去了五六七八
九十个人！’”

我笑了笑说：“你体会一下，是
说去了好多好多的人好，还是这样
说好呢？”

“哎，还真是的啊！”
四川方言所表现的精妙之处，

普通话是无法传递的。或者说，四
川话比普通话更“懂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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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话比普通话
“懂得起”

□林振国

川话中的“黄”
□周宗富

幺倌儿斗法老妞儿
□王跃

王老板是只斗鸡公，无时无刻
不在割孽扯皮，他跟别人斗来斗去
其实是他老妞儿跟别人老蔫儿斗，
老板娘跟老板娘拼杀。女人们像一
群母鸡跟在男人们后边，喳喳哇哇
闹个不休。

男人跟男人拼杀成了一锅粥，
这是因为老蔫儿们的素质，实在不
敢恭维。

城里头一多半的男人娶的是村
姑，一小半的娶的是小市民，剩下的
几个娶知识妇女的其实也都是有文
凭而缺少知识。王老板说我老妞儿
可是大学生哦，又在考研……结果
一调查，文凭是在九眼桥头找贩子
做的，花了 500 元钱就搞掂。老妞
儿大言不惭地说：我家老王是啬家
子，要是他舍得花1000元的话我可
以弄一张博士文凭，人家贩子们手
艺精湛，做得比真的还真。

幺倌儿情况则不同，他是真正
在学校里混过的，但他并没有认真
读书，成天在外面“钓鱼”，幺倌儿的

口号是：女人读书读得好不如长得
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

怎样才能嫁得好？混一张文
凭，再做几次整容手术，商品要卖高
价先要把包装弄巴适。幺倌儿不仅
爱惜她的羽毛，更爱惜她那张皮，她
精于此道，号称上知天文夺亮瓦，下
知地理掏阴沟。女人要控制世界必
须要先控制男人，男人要控制世界
必须要先控制钱和权。如今女人战
斗首先是嘴巴相斗，其次是服装比
靓，然后是比赛各人养的名犬的血
统，比谁家装修得豪华，比谁的男人
肚子大，比谁更会来事，更会耍阴
谋，搞小动作。比谁人来风，敢冒皮
皮，谁把谁转得烂，损得贱，谁把谁
转得稀烂。

男人跟男人斗起来没戏，女人
跟女人斗起来，才精彩好看。

幺倌儿和王老板的老妞儿为了
一句口舌就抓破了脸，杀红了眼，王
老板还在跟幺倌儿的男人打哈哈，
紧紧地握手，妖冶火闪，称兄道弟，

拍胸打脯。像没事人一样互相心照
不宣，见了面一张脸笑得稀烂。过
去的男人为了名誉可以决斗，现在
的男人为了名誉可以干杯。女人斗
起来男人才有事干，因为不管怎么
斗都要投入大量预算，男人就要拼
命去挣钱填补资金缺口。

有人不解，说怎么会整出这么
多板眼？王老板的老妞儿与幺倌儿
还是毛根朋友，比鸭脚板儿还连得
紧，却要吵架割孽，见面就像猫一样
喷痰。别人就开导说这是经济社会
的实况，老蔫儿们不较劲那些服装
店、名牌店、化妆品店和咖啡店，它
们岂不是要关门！只有女人们把稀
饭吹凉了，生意才会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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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纪后，身体出现某种疼痛
是很正常的事，腰腿痛、关节痛，尤
其是那种全身游走性疼痛似乎更常
见。而老人们大多是从苦日子过来
的，性格也比较要强，不到疼得受不
了，无论是家人还是自己都不会足
够重视，也不认为是什么重病引起。

其实，很多骨痛都是骨质疏松

造成的。这种疼痛与外伤无关，多
为腰背疼痛，关节痛，或全身骨骼疼
痛，负重时疼痛会更明显甚至影响
活动，有人伴有四肢麻木、浑身无力
或者某个部位突然一蹦一蹦得疼，严
重者甚至翻身、站坐、行走都有困难。

除了疼痛，骨质疏松最大的隐
患是极易造成骨折，其致残和致死

的概率很大。保护骨骼，从30岁以
后就要开始行动了。有研究称，正
常人30岁前骨骼达到最佳状态；30
岁之后，骨骼开始出现退化、逐渐出
现骨质疏松，50~70岁容易出现腕部
骨折；70~80岁容易发生髋部和脊柱
骨折；骨盆和肋骨骨折更是应持续
关注的问题。

父母的老慢病，有没有让你一筹莫展？
孩子一有病，是不是你就手忙脚乱？爱人的
老毛病，会不会让你为他的健康担心？《养身
集》一档全新的养生健康知识传播平台，从喝
水到吃饭，从工作到睡觉，全面解析养生之道，
为您开启健康通道。

有些心脑血管病人特别容易出
汗，这种出汗并不是因为天气热，而
是和症状的发作及病情的进展相
关。冠心病患者在心肌缺血或者心
绞痛发生的时候，会伴发严重的出
汗。如果突然大汗淋漓，伴有心前
区不适或疼痛，则有可能是心绞痛发
作甚至急性心肌梗死发生，这种情况
应尽快去医院就诊，避免发生危险。

如果患者合并心功能不全的时
候，也会特别容易出汗，此情况都是
在运动稍稍多一些的时候发生。因
为心功能不全，在供血量增加的时候，
却泵不出相应需要的那些血液。此时也
容易发生心绞痛，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冠心病患者发生突然出汗，可
能紧跟着的就是一系列病情发作症
状，必须在身边带好急救的药物。

此外，在平时生活中，一定注意不要
受凉，任何时候都避免用力，洗澡水
不要过热，吃饭不要过饱，不然一旦
"出汗"，就会惹来麻烦。

养心需静气，俗话说"心静自然
凉"。老人养心首在静养，一动不如
一静，静养就要真的静下来，从身体
到思维。脑子里总是胡思乱想，即
便你静静的坐着，也不能真的养心。

失眠是所有老年人很难治疗的慢病，也
是让中老年人感觉最痛苦的疾病。无数的夜
晚，失眠患者在床边辗转，其实也是在危险
中徘徊……

我们都有过失眠经历，在床上翻来覆
去、在地上来回转悠，坐卧不宁，这时候如
果身边有人睡得香，会让你更加烦躁。还
有人睡着了有点动静就惊醒、盗汗，或者一
直做梦，早上起来感觉不解乏，昏昏沉沉。

短期失眠都会头晕脑胀、头痛、冒虚
汗、浑身没劲、注意力不集中，何况长期失
眠？睡眠不足大脑不休息会缺氧，小脑功
能也受影响，人极易出现记忆力减退、神经
衰弱甚至痴呆。失眠时心脏也一直兴奋跳
动，心脏过劳会诱发心肌缺血、心律失常、
心衰。失眠时肝脏排毒解毒差，毒素堆积
诱发全身性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糖尿
病等。失眠还会让人情绪焦虑、烦躁不
安，悲观抑郁，甚至自残自杀。

睡不着、睡不实、容易醒，失眠让你心
理受摧残，身体受折磨。调查显示，中老年
人每天睡眠不到4小时死亡率增加25%以
上。失眠不解决，想健康是空谈，睡眠跟手
机充电一样，充满电手机能正常使用，充不
上电手机就得报废！所以，想健康一定要
先治好失眠！

你
常
出

汗
吗 心律和心率是一回事吗？

心悸到底啥感觉？

养生常谈

疼痛的秘密 腰腿痛、关节痛 疼痛跟着疏松走

健康红绿灯
家有老人

透支睡眠＝透支健康

"心律"和"心率"，这两个词
读音一模一样，而且看上去意
思也差不多。实际上，"心律"是
心脏在收缩、舒张过程中以一
定范围的频率形成的有节奏、
有规律的跳动过程，它包含两
部分内容，即心跳的频率和心
跳的节律，频率是心跳的快慢，
节律是心跳的整齐不整齐、规
律不规律。"心率"只表示心跳
的频率，比起"心率"来，"心律"是

对心跳情况的更全面的描述，
两者不能完全混为一谈。

正常的心律应该是匀称、规
律、快慢适中的，它包含两部分
内容，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所
以，只有在心跳的频率和节律都
正常的时侯，心律才会正常。

心率是指每分钟心跳的次
数。每个正常成年人的心率可
能都不相同，一般来说，儿童心
率比成人快，女性的心率比男
性稍快一些；同一个人在安静
或睡眠时心率会减慢，运动或
情绪激动时心率会加快；经常
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心率也会
比常人要慢一些。

和心率比起来，心跳的节
律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如
果采用通俗的说法，我们可以
把它理解为心跳的节奏。正常
的心跳节奏应该是匀称的、有
规律的。如果这个人心跳一会
儿快，一会儿慢，或者突然出现
停顿，应该就是心律失常了。

运动后心率加快会出现感
觉气不够喘，胸部有憋闷的感
觉，这个不是心悸。只有心律
失常才会出现一种心慌慌的感
觉，严重的心悸会有胸痛、膈肌
痉挛、精神紧张、情绪激动等感
觉。可见，心悸气短强调的是
一种个人感觉，是很难通过检
测心率来定性的。

睡不着、睡不实、容易醒

【心跳的频率】【心跳的节律】

心跳的
快慢

心跳的
整齐不整齐
规律不规律

【心跳的频率】

心率
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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