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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
布阵已定，势均力敌的小组
赛，能够吊足大家的胃口，32
强摩拳擦掌，要给我们好看。

这是某些人心心念念的节
日，四年一次理直气壮的狂欢。

我早过了看球赛到痴狂
的年纪，早年也混在一帮朋
友里傻呼呼熬夜，猛灌啤酒，
嗓子嘶哑，身心疲惫等待下
一个白日的来临。

那些年，城北路边摊摊
的鬼饮食吃了不少，露天坝
盖碗茶喝了不少，和九眼桥
河边酒吧老板也混成了熟脸
嘴，最终也抵不过对足球天
生无感，始终入不了那头的
门道。

并不是没有机会普及这
门功课。上世纪90年代初，
我在南充读书的时候，班上
有个喜欢唱歌，又喜欢足球
的帅哥，常常给我们神吹足
球的美妙。那时知道了古利
特、范巴斯滕为首的荷兰“三
剑客”，长发飘逸、球风凌厉，
看起是安逸。那型那派头，
其实应该是少女们喜欢的
款，让她们在尖叫声里星眸
朦胧，在美梦里辗转反侧。

足球是个术语遍地的世
界，你为了求有共同语言装
逼，求场面上给自己长脸，
当然要去学了。就算攒了
劲，还是学不好。现在看来，
每个人学知识都会有个坎，越
位就是我足球知识里的一个
坎。不惑之年早过，我在这个
知识点上，仍然是白痴。

作为一个“球经”不懂的
人，观生活，看社会，谈人生，
又常常绕不开足球的话题。
足球背后有政治、有经济、有
人文、有情爱，有众生有所寄
托的安乐，也有足球经济无
孔不入眼巴巴的渴望。最奇
葩的是，那些年，许多真的或
假的球迷，不约而同满嘴跑
火车地骂国足，关键是，很多
人根本没骂到点子上。

我以切身体会感受到，
这些年，人们谈论足球总体
变得少了，言语也要温和体
己多了，那些有翻精跷怪性
格，说过头话，做过头事的家
伙，在网络上还要遭到理
抹。那些干精火旺毛三匠的
角色，在家里头粗声武气，说
起足球，现在也声调普降两
度，我们都知道不容易。逼

不得，逼急了怕出毛病。
每个世界杯足球季，都

是一个展露力量和个性的时
节。夏天嘛，莽起整啤酒，露
出几块上相的肌肉，男人们
狂欢的日子嘛。在家里头怕
老妞讨嫌，都臭味相投到茶
馆、酒吧混在一起。足球挝
飞刮了，球进门了，把人撺翻
了，都架起势地吆喝、喊叫，
好像在参加冒杆儿朋友的婚
礼，非要把他龟儿子弄出点
状态来不可，以出他先讨老
婆的一口恶气。

不过，这气也不是真气，
骂也不是真骂，无所谓的宣
泄，现代医学家和心理学家
异口同声说，可以解平凡生
活的油腻，可以缓解人长期
不得释放的压力。大体是对
个体健康有利，对社会和谐
有益。

夏季看球，对男人们而
言，大多不必周武郑王穿戴
齐整，短打扮居多，背心短
裤，靸个拖板鞋。一场球看
下来，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
全身是啤酒醡出来的油亮水
淋淋状态，就像才从泡菜坛
子里头捞出来的洗澡泡菜，
真的是一身酸爽！

这种属于大众的娱乐，
带有强烈的雄性荷尔蒙，带
有意趣相投、相忘江湖的快
感，成为夏日夜晚啤酒广场一
场跨朋友圈欢乐的盛典。这
属于民间的欢乐，其实适合有
个性女子的加入，可以为这种
阳刚迸发的现场，增加些许温
柔灵秀的趣味来。

果然就有。某些女
子血液里也流着汩汩血
性。无法探究她们对力
量感和肌肉的崇拜，还是
自己前世就是马上奔腾，
刀口舔血的勇士，在一群
男人中闪缀起来，吼得喉
咙也沙哑，就照样一大杯
一大杯猛灌，那样的观球，
却也是另外一种体验。

因为球经不懂，不过就
是看个热闹。这热闹就是一
个人场，一份现代人的闲
心。要图清风雅静，当然不
能去观球场子，特别是遇到
一些过于认真的咬卵犟，因
为看球扯筋各孽，那就让人
扫兴了。看球就是一种娱
乐，遇到这种人，才真的是球
经不懂了！

还有两个月，6月15日，
俄罗斯世界杯就要开打了，
这几天，我听到好多女士未
雨绸缪，提前惊抓抓地喊：做
球迷的女朋友或老婆，不撇
脱，不容易呵！

那几个女士的意思是，
世界杯是她们最孤独的时
候，因为一天到晚得忍受老
公的“移情别恋”。其实，女
士们不晓得，做个资格的球
迷才不松和。赛场上，球员
拼命抢射，而底下看球的容
易吗？只有场下吼得闹热，
场上队员才更雄得起。这很
像搞谐剧表演：如果台下观
众一个二个阴唆唆的闷起不
开腔，表演者的情绪肯定要
受影响，一些不专业的演员
搞得不好还会打晃晃扯拐。

我记得上一届世界杯，
连续闷在屋头看电视里的赛
事新闻，发现一个好玩的现
象：当一个特杆的、资格的、
货真价实的足球迷是有条件
的，不是随便在春熙路喊个
人都可以搞定：首先，铁杆球
迷要身体倍儿棒，看球助威
是个体力活儿，没长几斤坨
子肉的人根本遭不住。你看
那些扑爬跟斗撵到现场为本
国队助威的球迷，哪个不是
扯起嗓子大喊大叫，他们看
完比赛不回去睡觉，跑到街
上又唱又跳，还经常晃到
CCTV 记者前装怪相、乱喊
叫，身体不巴适要得啥子哦！

看来，想做个球迷也不
容易的事情，首先，酒量不好
的莫乱称球迷。以前那个解
说员韩乔生就说，南非和南
美球员的酒量大得吓死人，
一次喝它个几十大杯啤酒完
全是小菜一碟，才刚刚润喉。
在酒精的浸泡下去吼足球，那
痛快劲儿不摆啦。

其次，五音不全的不是
好球迷；你看那些煽动性极
强的球迷，哪个唱球迷歌渲
染气氛时不是个个都像刘德
华？他们甚至能在音调不变
的情况下，随便吼几句就即
兴自编几句歌词，安逸得很。

然后，要当个铁杆球迷，
腰包鼓不起的莫去。记得
2014年巴西世界杯那次，南
美洲的足球迷以白领居多，
铺天盖地来到巴西助威，气
场大得要掀翻天，原来，这些
球迷大多数家有几亩良田或
妈老汉开着奶牛场。他们既
然敢那么远跑到巴西为各家
喜爱的球队猛扎场子，银子
少了根本雄不起。

当然，有付出就有收获，
球迷凭他们的狂热可以满世
界交朋友。电视上，你经常
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球迷，
在赛场外笑眯眯地成了兄
弟，他们又是拥抱又是互留
电话，还邀请去他们那里旅
游。另外，光棍男球迷说不
定更有搞头，借世界杯这么
一闹，他们还可以找个美女
球迷作女友呢。

非得要看世界杯吗？陪
陪我不行呀？”俄罗斯世界杯
要开打了，我侄女又在抱怨，
世界杯期间她肯定“失恋”
了，她老公是个超级球迷，每
次世界杯期间，他就要和狐
朋狗友跑到九眼桥酒吧看球
侃球，不亦乐乎，全然不顾她
的感受。上次世界杯开打不
到一周，妹儿原本美丽的脸
上就隐隐约约冒出了鱼尾纹
金鱼眼。

我当然不是铁杆世界杯
迷。我想嘛，如果自己想看
一群失去理智的男女画着鬼
脸到处嚷嚷，我可以看恐怖
片；看NBA赛事呀。

南充人表示不服，要找人讨说法，也叫
找人“说个子曰”。“子曰”当然是孔子言论
（有时也延伸到诸子百家），圣人讲的当然是
真理，具有权威性，争议双方都服。同时，

“子曰”还应该是意思清楚的、无歧义的，争
议双方都懂，都有一致的理解，不然还是自
说自话，说不清个子曰了。

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上，郦波教授
讲，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含糊。考虑
到语境，他这一说法应该只是针对诗词，最
多也只能针对文艺，因为艺术允许虚构、跳
跃、双关、虚化、留白等等，含糊是常态。这
方面在古代中国确实显得更加含糊，算是一
个特点。但若把这一观点推及整个中国传
统文化，恐怕就需要说个子曰了。

中国古代建筑精致吧？这精致源于工
艺上的精巧，包含了设计上精确的丈量和计
算，施工中精确的制作和装配，任何一个环
节都马虎不得、含糊不得。这类科技、工程
领域的实例不胜枚举。

社会领域，中国人更不含糊。哥是哥弟
是弟，姐是姐妹是妹，还有什么堂兄弟、表姐
妹，还有什么叔表、姨表，关系分明，体系完
整。可在英语中，什么 brother、sister，什么
uncle、aunt，大小不分，关系不明。哪个含糊
哪个清晰，不言而喻。

“子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
位，是哲学，是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子
曰”既非文艺，就应像南充人认为的那样，观
点鲜明，意思清楚。然而，历代儒生对许多

“子曰”的理解还真含糊了，最典型的例子就
是对《礼记·大学》里的“格物致知”的解释，

“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何止是含糊，简直
是混乱。这一现象倒也符合郦波教授的看
法。问题在于，《大学》作者曾子所曰“格物
致知”的本意是否明确，难道是他心血来潮
胡言乱语，或是出个谜语让人去猜？显然不
可能。只要有正常思维的人都相信，“格物
致知”存在符合作者原意的唯一正确解释
——“子曰”本不含糊，但“子曰”被含糊了。

中国传统教育最强调阅读和背诵，所谓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而不太
重视理解。但长久以来，似乎没人注意到此
言所指仍然是诗词，仍然仅适用于文艺，而不
包括其他学科。举凡有一定理科学习经历的
人，就会记得，理科老师并不要求学生死记硬
背几个物理公式和化学方程，而是强调对基
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并不拘泥前人成就
和门派师承，而是注重实证精神和逻辑思维
的培养。旧式教育由于缺少这些基本要素，
培养出的人才个个博览群书、学富五车，但他
们却往往在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上，说不
出个子曰来。若遇刨根问底，便故做高深状，
神秘兮兮地叫人去悟。不经实践印证，缺乏
逻辑演绎，悟出来的东西自然地都是主观想
象。代代相传，“子曰”就这样被含糊，客观标
准缺失，各种聚讼层出不穷，同时也培养了某
些传统文人的“咬卵匠”精神和技巧。

中国传统文化立于先秦，蕴于“子曰”。
因此，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把“子曰”搞
醒豁，其意义不亚于西方现代文明之“言必称
希腊”。往小里说，也只有“子曰”意思明确，
南充人找人说个子曰才不会是搞空事。

一
客家话是龙泉山一带的语言之

花，它们至今仍然在这块土地上竞相
绽放，让这片丰美的土地更加落英缤
纷，温润迷人。

我与龙泉山的客家话结缘就像是
命中注定的。大学毕业后，我到龙泉
驿区万兴中学教书。在用普通话连带
四川话上完第一堂课，下课铃一响，学
生们一下像开闸放出的水一样四散漫
开。他们互相说笑打闹追逐，我仿佛
走入百鸟争鸣喧闹热烈的森林，只感
到他们的自在和快乐，却完全听不懂
他们叽叽喳喳在“鸣”什么。后来，同
事们告诉我：“你不知他们‘鸣’什么很
正常，他们‘鸣’的是‘土广东话’！”

“土广东话！什么情况？”我一脸
疑惑。

后来才慢慢搞清楚，这一带及周
边的清水特别是洛带等“东山五场”等
都是“土广东”即客家人聚居区（“东
山”是龙泉驿区及周边的市民对龙泉
山的称呼），他们把三百年前祖先“湖
广填四川”时从广东、江西、福建带来
的客家话几乎像传家宝一样完好地保
存到现在，既让人惊奇不已，更让初来
乍到的人莫名其妙。

教这些学生我很认真，效果还“将
就”，但教他们作文时，我很有挫败感：
一些学生的作文像发高烧说胡话，从头
到尾不知所云，我花了很大精力去纠
正，但收效甚微。比如这样的一句话：

今哺尼热头好太哟！艾嗯想去学
堂！”（今天太阳很毒，我不想上学）。

后来才知道，这些孩子把普通话、
四川话、客家话搅拌在一起写作文，看
得懂才怪呢！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事
情。1996年，龙泉驿区万兴小学有一
个创新之举，在师生中全面推行普通
话，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我敏感地意
识到这很有新闻价值，遂写了一篇新
闻《土广东收起客家腔，山娃子操上普
通话》，引起了区、市媒体的关注。

此间，我与客家话的渊源更因为
一件大事而增一层：我对一个像荷花
一样明艳娇美，像兰花一样娴静芬芳
的客家姑娘暗生情愫，热烈追求，最后
终于“学么格优么格”（客家话：心想事
成），抱得美人归，这样，客家话又成了
我的“亲戚”。

而今天，笔者作为一名身在“田中
央”的工作人员又满怀感情、热情和激
情地在古镇洛带为客家人服务。

二
客家话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语言。

它穿过历史的风烟而来，历经过岁月
的荡涤而来。笔者经过学习和辨别后
注意到，它的许多词汇即是古汉语的
词汇，许多语音即是古代的语音，许多
表达方式即是古人的表达方式。听其
言仿佛是从时光隧道中直接穿越到我
们面前的古人，又仿佛是“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例如，他们
说“吃”为“食”，“吃早饭”“吃中饭”“吃
晚饭”分别为“食朝”“食昼”“食夜”，其
中“食”读去声，与韩愈《马说》中“食马
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中“食”的读
音相同；“朝”读平声，“夜”读“雅”，与
白居易《长恨歌》中“春从春游夜专夜”
中“夜”的读音相同；说“太阳”为“热
头”，“下雨”为“落水”；“弟弟”为“老
胎”，“姐姐”为“阿甲”，“女婿”为“婿
郎”；“昨天、今天、明天”为“初哺尼、今
哺尼、沙刀尼”；说“穿衣”为“著衫”，说

“ 洗 脸 ”为“ 洗 面 ”，“ 睡 觉 ”为“ 睡
目”——好古典雅致！

“那岳父岳母我用客家话怎么称
呼呢？”我笑着向女朋友请教。回答让
我大笑不已：那说法听起来是——“苍
蝇佬”、“苍蝇婆”。

今天，语言学家和客家文化学者
均证实了这种语言来自于千余年前的
中原汉人语言，虽然其后又与五岭一
带畲族等语言及后来的四川话有少量
交融变异，但整体风貌犹存，因此本地
客家人与来自他们祖籍地的客家人能
够毫无障碍的交流。从这个角度讲，客
家话是当之无愧的汉语言活化石。笔
者甚至还有一个发现，东山一带客家人
所唱的山歌《客家情歌对唱》几乎就是
诗经《褰裳》的另一个版本，只不过更口
语化、更质朴、更婉转一些，试比较：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
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
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诗经·
褰裳》）

阿妹啊，过来，要我唱唱山歌你就
游过河，你会游水就游过来，不见妹
面，心就慌慌，你会游水就游过来。

阿哥啊，过来，要我唱山歌你就游
过来，你会游水就游过来，不见哥面，
心就慌慌，你会游水就游过来。（《客家
情歌对唱》）

——你看，它们都是情歌，都鼓励
对方勇敢克服困难（渡河）前来相会，
所不同者在于前者更“燥辣”：你不主
动就没搞喔，还有一拨人在排着队约
本姑娘呢（用今天成都妹子的话说就
是：想念我就过来看我，不想念就格老
子爬远点！）。后者更“淑女”：你不出
现，我心很乱——这是否也间接证明
一些客家学者的看法：客家人的祖先
是千余年前中原地区的诗礼簪缨人
家、高门大户，因而更温婉一些呢？

客家话的发音少有婉转柔媚之
气，它的音调少有起伏回旋之势，它的
句子少有冗长复杂的表达，甚至说起
来音量都更大一些，听起来更“雄壮”
一 些 ，用 四 川 话 说 是“ 广 哩 广 啷
的”——柏杨先生曾经用一个笑话揶
揄过这一现象：两个客家人在外国讲
话声音很大很激烈，警察以为他们要
寻衅滋事，赶紧上前制止，二人笑答
曰：“没事，我俩在说悄悄话！”

《四川通史》说客家人有“尚气争
胜”的性格，我猜想，这种语言或许还
留有古人单纯质朴的影子、雄强豪爽
的心性、慷慨刚健的气韵，折射着古人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甚
至流淌着诗人元好问所说的“中州自
古英雄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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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是个远离城镇的小山村。乡
人说话非常土气。比如普通话里的“什么”，四
川方言是“啥子”，我们却说成“么果”；“为啥子”
说成“哦嘎喃”；“你”说成“嗯”；“他”说成“几”；

“讲”说成“港”。一句“几港打嘎几，几港冇打
几”——“他说打了他，他（另一个“他”）说没打
他”。出了十里方圆就无人能懂。

奶奶的老家却在一个大镇边。奶奶老
家的人都说一口漂亮的成都话。我们羡慕
那些和我们说话口音不一样的人，奶奶老家
的人也因此常常拿我们的土话调笑我们，让
我们自觉矮了一截。

有一个词儿，让我印象特别深。老家人
把“吃”说成“ 齿可 ”（qia），字典中有这个字，
但意思是“咬”。照字典的意思，老家人“吃
饭”就是在“咬饭”。爷爷虽然走南闯北，而
且学富七八车，但也和老家人一样满口土
语。奶奶在我们老家过了一生，很多话音都
一样了，唯独从未把“吃饭”说成“qia饭”，而
是一定要说成“吃饭”。即便是爷爷叫嚣着
说她“太洋盘”了，奶奶也依然说“吃”“吃
饭”。这个原则，使得奶奶在我们那里所有
的老女人中别具一格，使得所有外来的客人
在听了我奶奶说这个字时都对我奶奶肃然
起敬。而我在奶奶说这个词时，也发现满身
补丁的奶奶显出了高贵，而爷爷也会有片刻
的猥琐和神伤。

奶奶是爷爷的第二个妻子，爷爷是民国
时期的公办教师，在家又排行老幺，上面有
父亲和两个哥哥宠着，算是倜傥又倜傥。发
妻死后，爷爷沉痛了几年。后经人介绍，他
戴顶博士帽，提根文明棍，去奶奶家相了亲。

奶奶年少时，得了天花。因家贫，吃不起
药，最终留下了满脸麻子。但她面残心高，非
读书人不嫁，终于等到了方圆百里内第一大
姓李姓，又是百里内第一才子的登门提亲。

结婚后，爷爷奶奶一直不和。年轻时，
爷爷长驻学校，极少回家。他脾气暴长，经
常打骂奶奶。奶奶挨打，从不躲闪，从不还
手，也从来不会哭出声来。如果凑巧有外人
来，奶奶总是马上用双手一擦眼睛，又马上
用身上的围腰擦干脸面，逢人便是笑脸。

奶奶生前身后，乡里所有的老人都说：
你奶奶是我们所认识所听说的女人中最苦
最累最贤惠的，也是挨打最多的人呀。

奶奶六十六岁瘫痪后，说话吐辞不清
楚，常常要说好几遍我们才能听懂。奶奶渐
渐不多说话了。临终前一年，奶奶却有两句
话特别清晰，一句是：“我帮不了你们了，只
有我死后再保佑你们了。”一句是：“我死后，
你们要对他（爷爷）好些。”以后一年里再无
一句话，无语而终。

在爷爷面前，奶奶一般不说话。即使是
在几个儿女都考上学有了工作又成了家，奶
奶的话和笑容也渐渐多了以后，也从不见她
顶撞一下爷爷。只有当父亲几兄妹都在场
声讨爷爷对奶奶太可恶，而爷爷却说在培养
儿女方面他功劳最大时，奶奶才会悄悄地撇
一下嘴，笑着说：就是你的功劳哩。

现在想来，其实奶奶一直在和爷爷斗
争，只不过她的方式十分独特。这个方式就
是：挨了爷爷一巴掌的奶奶流着擦也擦不干
净的眼泪，双手捧饭到爷爷面前，又选好筷
子递到爷爷手里，对爷爷说：吃，吃饭吧。她
不是说“齿可”，而是说“吃”。

这个“吃”，就是奶奶一辈子对爷爷的还
击；是奶奶终生坚守的唯一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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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喝酒，不雄起。
郭劲松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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