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风景的猪脚
你也吃过猪脚! 也叫猪蹄" 我

看那个叫 #舌尖$ 的电视片! 我发

现导演聪明! 因为他把舌头和肠胃!

变得有记忆了% 是我说错了& 我理

解错了! 那好! 就这样说吧! 这部

电视片给我的启示就是' 舌头和肠

胃是有记忆的! 这种记忆藏在你内

心最深的地方! 用那些味蕾感知的

世界的味道! 连同那美味产生时的

风景! 都收藏好! 等你老了! 闲得

发呆时! 翻肠倒肚地去想%

到了东川的桥儿沟! 就可以看

到宝塔山了 % 看到了 ! 就算到了 %

在延安插队的日子! 每月有一天进

延安城 % 进延安城是件快活的事 !

休息的日子! 不想再窝在沟里% 从

落户的曹坪出沟! 到公社李渠七八

里% 到李渠就到川道了! 川比沟宽!

沟里的河叫溪 ! 溪流进了川叫河 !

川道里的河叫延河% 在川道的公路

上再走二十里! 就到了延安% 上一

次延安来回走六七十里 ! 图啥呢 &

看一回电影 & 逛一回延安的马路 &

还有! 还有就是到桥头那个饭店买

一只卤猪脚% 从插队的小村子! 走

到卖卤猪脚的饭堂柜台! 是一个稍

有点漫长的过程 % 好吧 ! 两个词 !

卤猪脚再加延安! 就像一个命令符

号! 打开一串风景()

洗脸* 刮胡子* 换一身干净的衣

服" 一出窑洞! 村头的婆姨就招呼上

了' +延滨哟! 今天不出工了! 啊

呀! 上延安啊" 家里汇钱来了! 烧得

坐不住了" 嫂子没瞎说! 看你急得脸

都红了! 不叫你捎东西! 放心去逛

吧,$ 一边打招呼! 一边大步流星往

村外走! 生怕这些大嫂子小媳妇说出

什么更 +骚情$ 的玩笑来% 人说这

里妇女地位低! 买卖婚姻% 然而村

上的习俗是女子出嫁前! 和男人一

样出工% 女子结了婚就是 +全职太

太$! 一个月最多出工
!

天! 其余时

间都在家里管孩子做家务% 闲下了

身子! 闲不住嘴! 和知青男孩开玩

笑是婆姨们最开心的集体娱乐! 用

今天的话来形容叫 +精神广场舞$%

逃离婆姨们的笑声! 沿沟底的

小路往外走! 心情也渐开阔% 山峁

越走越低 ! 眼前的沟口越走越宽 !

天蓝蓝任云飘! 那些云好像是从心

窝口溜出来! 看着就亲! 望一眼就

不自禁地咧嘴笑% 笑什么! 不知道!

知道也不告诉你% 沟里的风景就像

村庄里的亲戚! 简单的用不光手上

的指头' 山峁* 水沟* 窑洞* 青苗*

数得过来的几棵树* 几条狗* 几只

鸡! 数不过来的是这天上的云%

路是越走越宽! 走到李渠就是

公社所在的场镇了 % 那时不叫镇 !

就叫公社% 我们村第一个上调的插

队女知青张桂花 ! 就招到了公社 !

当了公社广播员% 张桂花长得漂亮!

老乡夸她 +一笑俩酒窝$% 所以她老

笑! 笑着就不下地了! 在公社的石

窑洞里! 说说话就挣钱% 那时真羡

慕这女子! 主要是悄悄也喜欢那俩

酒窝% 酒窝刚到公社! 我还去看望

过这同村的插友 ! 坐了十多分钟 !

东拉西扯! 没盐闲说% 愣没见到人

家露出那俩酒窝 % 以后再上公社 !

就只想! 不见了%

走过了李渠! 就是直通延安的

大川道% 公路没有铺柏油! 汽车一

经过! 就扬起一堆尘土%早先还有梦

想!招手挡车% 后来发现这是最不可

能的事情!如像招工一样!可望而不

可即%好在路上车不多!所以!失望的

机会也少% 一个人走大路!比走小路

还寂寞!寂寞就喊!走过村子!啊嗬一

声!回应是汪汪的狗叫% 没狗叫的地

方就唱'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

风发斗志昂扬))$ 那年月这歌挺

流行! 现在回想起来! 悟出一点味

儿来%

进了城! 如果有电影! 休管演

什么! 也看一场% 那时还没有什么

可看的! 连样板戏都还没有上电影%

电影院里除了西哈努克! 就是阿尔

巴尼亚% 西哈努克亲王不在柬埔寨

待着! -西哈努克访问西北.* -西

哈努克访问东北.! 西哈努克专职当

我们的新朋友! 虽是纪录片! 却是

彩色的/ 阿尔巴尼亚是老朋友! 老

故事片! 都是黑白的0 票价都一角

钱! 想想还公平% 就这样! 也不是

回回都能瞅上% 停电! 那么这一天

无黑白! 更无色彩%

最后的高潮是桥头饭堂% 那年

月! 饭堂人少! 吃饭要粮票! 一张

大拇指般大的纸片! 把饥饿挡在门

外% 天不绝人% 穷得叮当响的陕北!

有穷人的穷讲究% 当时的当地老百

姓不爱吃下水和头蹄% 贱得很% 桥

头饭店里卖的卤猪脚! 一只三角钱%

除了知青 ! 当地人几乎无人问津 %

我怀疑! 这卤猪脚也是插队知青到

了这里以后! 这个饭堂的重大新举

措%

递上三角钱! 然后! 大师傅用

一张黄色的糙纸! 包上一只酱红色

油亮并散发香气的脚猪% 接过这只

猪脚! 我坐在靠窗的长条凳上! 望

着宝塔山! 想起那老电影里的台词'

#面包会有的! 牛奶也会有的! 一切

都会有的,$ 手上的猪脚真香! 窗外

风景如画%

想到此!我觉得我还没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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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骂，换个马甲也是负能量
#

本报见习记者 李红笛

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开放

首展四大国图典藏

"

月
#$

日! 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开馆!

开馆首展#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全面

展示了国图馆藏古籍特藏珍品! 时间跨度从

%$$$

多年前的甲骨文! 到现当代名家手稿!

其中不少展品为国宝级文物% 其中!-永乐大

典.*-四库全书.*-赵城金藏.和-敦煌遗书.

这四大国图典藏悉数与观众见面%

国图南区建筑群于
&$##

年开始进行改

造!最大的改变就是增加了国家典籍博物馆%

改造以#修旧如初*完善功能*提升品位$为原

则!重点建设了现代化的国家典籍博物馆*功

能完善的现代书库* 满足读者多元需求的阅

览空间* 高水平的国图艺术中心以及宽敞的

读者餐厅等服务设施%

"典籍#是一个民族的基因$%

文化圈&冰书挑战' 作家微博列书单

继#冰桶挑战$后!#冰书挑战$活动开始

风靡网络% 相比于冰桶挑战后的公益性质的

捐款! 冰书挑战目前呈现出来的实质就是书

目的推荐! 要求被点到名的挑战者迅速列出

影响自己最大的十本书! 然后再点名十位挑

战者!继续将书单列下去并告知点名者%

也正是因为冰桶挑战的公益性! 微博网

友#林野王在私领域$提出疑问说'#呼啦啦列

一堆书名后! 有人捐款吗&$-中国艺术报.副

总编辑康伟转发该微博并表示'#应该成立个

冰书图书馆%凡参加冰书挑战者!均须将所列

图书各一册捐给冰书图书馆! 向公众免费开

放%$编剧史航说'#推荐书在我心里就是最大

的公益%$据不完全统计!#冰书挑战$出镜率

较高的书有金庸作品* 王小波作品* 王朔作

品*-福尔摩斯探案集.*-银河英雄传说.*-哈

扎尔辞典.*-三国演义.*-红楼梦.等%

(冰桶靠勇#冰书是智$做公益#关键是要真)*

电影+人民检察官,

!

月公映

以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模范检察官*山

东省菏泽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兼牡丹区检察院检察

长张敬艳为原型创作的电影-人民检察官.日前完

成拍摄% 该片将于
"

月中旬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

道及
#$

家视频网站*

#'

家门户网站视频频道同

步播出%

-人民检察官. 由菏泽电视台* 牡丹区人民政

府*花海梦都影视公司联合拍摄!讲述了花都市牡

丹区检察院检察长张为民!从事检察工作
&(

年!执

法为民*服务百姓的感人故事%影片由杜军导演!姚

刚主演%姚刚在多部影视剧中以#坏蛋$的角色出

现!这次将以正面人物出场!也是他第一次以检察

官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

本报记者贾富彬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发达! 网络

语言已经逐渐从 #非主流$ 慢慢走

进大众的视线% 有一些网络语言犹

如网络词汇 #萌萌哒$ 的词意一样

#可爱俏皮$! 但有些网络语言恐怕

就没这么 #萌 $ 了 ! 生活中的脏

话* 粗话! 在网络上换一身衣服!

仍然向屏幕那边的陌生人表达着攻

击和侮辱% 对此! 网络红人* 中国

网络传播学会理事杜红超在 #朋友

圈$ 发声! 呼吁大家不要使用粗鄙

网络词语% 杜红超的呼吁在网络上

很快成为热点话题! 包括 -人民日

报. 在内的多家媒体官微都相继进

行了转发评论%

骂辞的席位

脏话粗口! 多用于宣泄愤怒 *

怨恨的情绪! 只要人类还没有进化

成机器 ! 脏话就不会从语言中消

失! 因此脏话几乎是每一种语言必

有的组成部分% 鉴于时代背景* 文

化* 民族特色和宗教等原因! 不同

语言中的 #骂文化$ 也大相径庭%

如英语口语中常出现的粗口短语

)*+, -.

!表达愤怒" 不快时的咒

骂# 直译为 $诅咒它%&! 就属于在

孩子面前不能说出口的脏话! 但其

本意在汉语中并没有如此强烈的感

情色彩% 同理! 汉语中用乌龟来形

容人表达的是一种侮辱! 而在日本

这样做搞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祝福

他长寿吉祥%

在中国! 古人虽讲非礼勿言 !

但詈骂语却古已有之% 鸿门宴上那

声 #竖子 $ 并不比 #臭小子 $ 客

气! 更别提那句 #尔母婢也$ 111

在天子的葬礼上! 诸侯对着周王室

竟说出了这样大失体面的话% 且不

说周王室是否已经衰败到可以被诸

侯王指着骂的地步! 骂人的既是贵

族! 那么百姓口中说的是什么就不

难想象了%

鲁迅先生的 -论 +他妈的$.!

干脆连题目都用上了被称为 +国

骂 $ 的脏话 % 先生在文中提到 !

+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 ! 无非是

2役夫3! 4奴5! 4死公5/ 较厉害

的 ! 有 4老狗 5! 4貉子 5/ 更厉

害 ! 涉及先代的 ! 也不外乎 4而

6尔 7 母婢也 5! 2赘阉遗丑 5 罢

了, 还没见过什么 2妈的5 怎样!

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0$

当然! 我们听不见古人如何说

话! 对古代汉语仅能通过文字记载

来了解! 而这些经作者深思熟虑才

斟酌下笔的书面文字! 通常会过滤

掉太过口语化和情绪化言辞0 因此

除了文学作品刻画人物需要以外!

一般的书面作品很少会记载不登大

雅之堂的粗鄙语言! 上述两例中的

言辞虽然无礼至极! 但还称不上脏

话0

互联网作为新媒体进入人们的

生活! 成为一种介于口语和书面语

之间的交流媒介811键盘输入快于

手写! 但交流时却需要阅读文字!

因此网络语言中的粗鄙语言往往带

有自己的特征0 熟悉网络语言的人

不难看出! 所谓粗鄙的网络语言几

乎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 +原型$!

它们也无非是语言中原有的脏话通

过谐音9 字母代指* 转换关键词等

方式 +委婉$ 地出现在了屏幕上!

表达的意义也多半和 +原型$ 差不

多% 在半书面语的网络环境里! 当

同一句脏话换成几个谐音字或者字

母缩写时! 脏话原有的攻击和侮辱

的力度似乎也随之减弱 ! 时间长

了! 有些 +网骂$ 甚至还成了 +卖

萌$ 的词汇%

非礼勿言

互联网虽是一个虚拟的社会 !

但仍是人的江湖% 全世界的网民每

天打开浏览器! 都能看见意见相左

的人们又在纷争不断! 这也成了网

络一道固定的风景% 人们常用 +骂

人不带脏字$ 来形容吵架的高手!

可见即使在争吵中! 说脏话也是下

下策% 如鲁迅先生所言! +最先发

明这一句 4他妈的5 的人物! 确要

算一个天才! 111然而是一个卑劣

的天才))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

的余泽和旧荫! 而硬要去做别人的

祖宗! 无论如何! 总是卑劣的事%

有时 ! 也或加暴力于所谓 4他妈

的5 的生命上! 但大概是乘机! 而

不是造运会! 所以无论如何! 也还

是卑劣的事%$ 尽管脏话始终在语

言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无论生活中

还是网络里! 说脏话都是素质欠缺

的表现% 放任网骂继续在互联网中

蔓延! 那里早晚会变成一片充满戾

气和负能量的平台%

网骂作为网络语言的一部分 !

也有自己的特点% 它们有些用来表

达愤怒* 不甘心* 厌恶或惊诧等情

绪/ 有些把侮辱和攻击的含义包装

在+萌$的外衣下/有些词语是从一

句脏话中引申出一系列同结构的

词/ 还有一些词语本身没有任何感

情色彩!却被用于侮辱他人/还有网

民原创出来的!偶尔打着+自嘲$的

旗号! 同时侮辱他人% 面对花样繁

多*善于乔装打扮的网骂!我们应如

何界定粗鄙呢&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教授* 法律

语言专家宋北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目前来说! 网络语言

虽然在学术界没有定性为一种领

域! 但现实生活中基本上已经形成

一个领域了%$ 网络语言和通用语

言有所不同! 实际上有了自己的体

系% 网络语言的来源! 虽然都是日

常生活的积累! 也是对日常语言的

改造和加工! 但它的意义已经和日

常通用语言不完全等同了% +比如

用字母来代替汉字! 这在通用语言

中是不存在的% 语言本身就是用来

互相交流的工具! 只要使用必然会

产生影响! 只有影响的大还是小!

范围广不广的问题%$ 有人提出所

谓粗鄙语言在现实生活的恶劣程度

和使用频率远远大于网络! 杜红超

的呼吁是捡小放大! 但网络语言的

影响力并不止步于网络! 对现实生

活的影响也一直存在! 因此杜红超

针对网络语言提出呼吁是有道理

的%

至于对粗鄙的界定! 粗鄙的语

言首先应该是比较粗俗! 但更重要

的是 +鄙$! 不能拿到日常生活中

使用的! 只有侮辱和骂人的性质!

不能用在日常中交流% 不管一个词

在网络上做了怎样的变形! 只要表

达的意思是攻击和侮辱! 就仍然是

个粗鄙词% 第二个方面来说! 词语

的表达方式脱离了通用语表达的常

规 ! 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 比如

+你妹 $ 这个词 ! +妹 $ 代替了

+妈$! 影响了通用语的原型! 影响

了交流 ! 也随意改变了语言的结

构 % 至于一些谐音词 ! 如 +草泥

马$! 很可能是在打字的时候输入

法自动出来的第一个词! 网友将错

就错继续用! 而表达的还是侮辱和

攻击的意思! 本意还是在骂人% 而

+坑爹$ 这个词! 应该不一定算粗

鄙! 因为通用语言中已经有坑人这

种表述! 坑就是害的意思%

网骂如何净化

杜红超的呼吁并没有得到所有

网友的支持! 有不少网友故意用他

举例提出的 +网络粗鄙词语$ 在他

的微博中留言谩骂! 以示反对% 抵

制网络粗鄙词语只靠杜红超一个人

的呼声未免太过单薄! 或许网络这

片一直以来主要靠网友 +自耕自

种$ 的田地! 到了需要官方介入的

时候& 对此! 宋北平表示! 网络语

言应该需要官方的引导和规范 %

+网络语言和很多其他事情一样 !

都是自然发生直至杂草丛生! 觉得

已经超过边界了! 不能接受了! 再

慢慢去对它进行梳理%$ 如果任其

泛滥! 后果是很严重的! 将来民族

的语言和使用的人都会 +中毒 $

的! 这是一个慢性的毒% 而对于有

些网民的反感和抵触! 实际上他们

只是基于对社会的叛逆心理! 倒未

必是对杜红超个人和这件事本身有

多大的意见! 网友可能只是用这种

方式来发泄情绪% 对语言的监管!

+不管谁来出面! 都不能是一种强

制命令! 而是需要一种引导%$ 行

政上的强制命令对语言是不适宜

的! 语言还是需要多样性的! 而多

样性和统一性一直是矛盾着存在

的% 另一方面! 政府出面引导也是

必要的! 作为为公众服务的平台!

网络应该是政府引导的载体! 倡导

是很必要的% 一纸文件不能解决根

本问题! 最终的成效还是在于老百

姓和整个社会如何来看待这件事

情% +目前来说! 还不需要动用行

政命令! 网络语言问题也没有严重

到泛滥成灾的地步% 政府对日常生

活的干预! 应该在某件事影响了社

会生活的时候出现! 如果还没有到

影响社会生活的程度! 政府的强制

干预就是多余的了% 从目前来看!

网络粗鄙语言还没有影响到社会生

活 ! 行政命令强制干预会有些过

界! 还是倡导和引导的方式比较合

适%$

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 曾流

传过一句名言' +你不知道网络对

面和你聊天的是一个人还是一只

狗%$ 网上脏话连篇的人! 关了电

脑可能是个谦谦君子/ 网上有理有

据和你探讨问题的人! 可能在心里

早已把你骂翻了天% 网络上的论战

十有八九是以互相 +问候$ 对方女

性亲属来结尾! 但日常生活中我们

很少看到因争论问题而互飙脏话的

人% 现实中大家都知道对他人进行

侮辱诽谤要负法律责任! 而到了网

上仿佛就到了无法无天的世界% 难

道说话会克制! 打字就会放肆& 在

网络这个特殊的环境中! 对网络语

言进行限制和规范! 要考虑的因素

也很多% 网络空间有着极大的自由

性! 匿名的网民不再有现实中的顾

忌! 一些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脏话就

通过键盘宣泄了出来% 如果用这些

语言在现实中攻击他人! 就很有可

能受到法律制裁 ! 而网络世界的

+键盘侠$ 却往往逍遥自在% 那么

网络言论真的不用负责吗& 还是我

们的法律对于网络言论缺乏监管

呢&

对此!宋北平解释说!法律规定

对他人进行侮辱要追究责任! 从没

有说网络上侮辱人就不追究! 法律

没有给出过这样的条件% 网络上的

污言秽语很少受到法律制裁! 只是

因为网络上侮辱他人的行为很难追

究!很难找到对象!因而很难对这种

行为进行惩罚! 但这并不能理解成

法律对这种行为是容忍的% 网络上

的发言大多来自匿名账号! 确认现

实中的身份面临技术上的重重困

难 !+但如果能够找到确定的行为

人!那么适用的法律是一样的!法律

在这方面的规定并不是空白的% $

中国网络传播学会理事杜红超在

&朋友圈' 呼吁大家不要使用粗鄙网络

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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