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伸

“怼”是当下非常流行的口
语和网络用语，曾入选《咬文嚼
字》2017 年十大流行语。“怼”的
走红，可追溯到2015年，网剧《仙
剑客栈》的台词“怼死你”，让它
在网络上小火了一把；真正开始
让“怼”字名声大振的，则是综艺
节目《真正男子汉》在后期剪辑
中给嘉宾相互较劲的镜头配上
的“怼”字特效字幕。

在《新华字典》收录的正式
解释中，“怼”的读音是“duì”，
释义也是“怨恨”之意，与我们平
日表达的动作之意并无相关，平
日我们也经常念第一声或第三
声。不过据史料记载，“怼”并不
是近年来生造的字，在《诗经》和

《左传》中均有出现，在《说文解
字》中也有两个释义，一为“怨
恨”，一为凶狠、暴利。如今流行
在人们口头上的“怼”显然不是
这个意思，其意更多出自于河南
方言。“怼”在河南人口中是一个
万能动词，比如“你怼他一顿！”

“咱俩怼一瓶？”“拿筷子，开怼
……”“挨怼了吧？”它可以用来
表达言语冲撞、打人或挨打、吃
饭、喝酒等意。另外，在鲁西南
方言里，用法和河南方言有重
叠，另外有冲、撞的意思，例如：
出门小心点，别让车怼着了。

有业内人士认为，北方方言
中表达“用手推撞”或者“用语言
反驳”的意思并且读音为“duǐ”
的字，应当为“㨃”，现在不管是
大众还是媒体中使用“怼”来表
达该含义和读音是一种错误。
因为“怼”表达的是怨恨的心理
活动，而“㨃”本义是“排、推”的
动作，引申为“拒斥、反驳”的行
为，东北方言中“㨃咕”“㨃搡”即
是它用法的例证。

“怼”在方言中的分布范围
非常广，除了在河南广为流行
外，北京、西安、西南、广东地区
方言中时有出现，在东北、山东、
安徽、江西的一些方言中也有使
用。在方言中分布范围如此之
广，特别是在河南方言中词义泛
化程度如此之高，说明“怼”产生
的时间很早。在元代关汉卿《哭

存孝》第二折里有一句：“词未尽
将他来骂，口未落便拳敦。”有人
就认为，该句中“敦”字的意义和
用法与现代方言中的“怼”完全
相同。

“怼”字之所以今天能重获
新生、走红网络，是因为人们对

“㨃”字较为陌生，对“怼”字较为
熟悉，因为“怼”与“㨃”的读音相
近，且在书面文献中大量出现
过，故而将“怼”字假借过来代替

“㨃”字。另外，庞大的方言词汇
使用群体的存在，也为“怼”的快
速传播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你 以 为 这 个 词 是 网 络 原
创？非也，“酱紫”也起源于方
言，福建省南平等地以及部分南
京人把“这样子”连读成“酱紫”
的读音，再加上网络传播的便利
性，网络把读音赋予“酱紫”的文
字，才成为人们熟悉的“酱紫”。
另外，“你造吗？”“酿紫”等网络
热词也都源于同声方言。

这个词现在基本上都快成
为普通话词汇了，但它是一种源
自于东北，在北方方言中广为流
传的词语。忽悠的本字是“胡
诱”，胡乱诱导的意思。就是利
用语言，巧设陷阱引人上钩，叫
人上当，使希望落空。后来经过
赵本山在《卖拐》《卖车》等春晚
小品中的进一步推广，迅速成为
网络流行语。

原来在北方方言中表示有
帮助、有面子。很多人第一次听
到这个词是在当年白客为《搞笑
漫画日和》配音时给悟空安排的
一句台词：“这就是天竺吗？不
给力啊老湿。”在 2010 年世界杯
期间，“给力”成了网络上的流行
语，它如今也跻身于得到正统认
证的方言词汇，被收录于《现代
汉语词典（第6版）》中。

释义：[形]傻，笨，
二百五。

释义：[动]哄骗，欺骗。 释义：1.[动]打，
弄，干，属万能动
词；2.批评，吵。

释义：[动]舔，吮吸。释义：1.[动]向别
人要东西；2.把东
西给别人。

释义：1.[动]用筷子
夹；2.像吃菜一样
容易赚钱。

释义：[动]推，手抵
物体向外或向前
用力使物体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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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小武原创的“中原官
话正字卡”出炉后，不但迎来媒体
的争相报道，各媒体平台也都纷纷
转载并达到10万+的阅读量。小
武当时内心很激动，隐约觉得自己
能为河南方言做点什么贡献了。
但当风潮散尽后，小武个人并没有
得到或专业或业余的反馈，“也没
有哪一家方言研究机构给造字卡
提出一些专业性的建议。”小武笑
着对大河报记者说。

小武出于对方言的热爱，再加
上很多河南话并没有对应的字，他
就和同事用形声、会意等方法陆续
造出了duǐ、quō、xín等18个
字。比如河南人常说的quō是言
字旁加一个“雀”，释义为哄骗、欺
骗。xín则是单人加“寻”，释义
为把东西给别人，小武把这些字取
名为“中原官话正字卡”，以《不认
识这几个字，还好意思说你是河南

人吗？》为题发到了朋友圈里，没想
到阅读量很快突破了10万。

谈到对方言的热爱，小武表示
自己祖籍是河北人，爷爷当年来到
河南支援郑州建设，“像西郊的这
几个棉纺厂，里面湖南人、东北人
和上海人居多，他们当年说话可能
还有家乡的口音，但到了我爸这一
代就与郑州话相差无几了，但到了
我这儿几乎说的是新郑州话，也不
像郑州的土语。”小武说，“我就出
于好玩，把一些常用的河南话给造
出来了。其实方言是不断发展的，
比如我这咖啡馆隔壁的茶店老板，
他家是西安咸阳的，在郑州生活十
几年了，我俩聊天都说郑州话，只
是他回老家后听小伙伴说话，一些
新词儿就听不懂了。”

小武常去河南各地考察市场，
练就了一双能听懂河南各地方言的
本领，“有些熟悉的同学即使说普通

话，我都能听出来他是哪个县的，因
为乡音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因为做中原官话正字卡，小武
研究过河南话，河南话分布的地区
不光是河南，包括河北、山东、山
西、安徽等省，“新疆、内蒙古这些
地方也有很多说中原官话的人，因
为河南人多，流动性也大，河南人
走到哪里，就把河南话带到哪里，
河南话也成为保持地域文化的纽
带，同时也能保持一份天然的地域
亲情”。

“中原官话正字卡”诞生后，虽
然在朋友圈广为流传，也占领了很
多人的表情包，甚至有餐厅悬挂这
些字作为招揽顾客的噱头，但小武
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商业利益。“其
实我没想过从这些事上得到回报，
要完全从商业出发这事也做不来，
就是听河南各地人说话挺有意思
的，就想记录一下，一点点来吧！”

你的舌尖你的舌尖，，跳动着哪种方言跳动着哪种方言？？
□策划 体娱文创部 执行 记者 王峰 实习生 王梅竹

即使在北京已经打拼了 40
年，刘震云依然操着一口夹杂着河
南口音的普通话，用现在流行的话
语来讲，这叫“塑料普通话”。

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的刘震
云如今是国内一线作家，他的作品
《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手
机》《温故1942》等都是以河南为
背景，写河南的人和事，用中原人
民的幽默、智慧来折射国民性。4
月20日，话剧版《一句顶一万句》
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并持续
展开全国巡演。这一次，是方言版
话剧，也是如今国内舞台剧中为数
不多的河南话占主角的话剧。在
3月中旬举行的北京首演开票仪

式上，宣传PPT中有一句话尤为瞩
目——刘震云要用中原之音呈现
中国精神。

至于使用河南话的必要性，话
剧导演牟森表示，早在小说《一句
顶一万句》在《人民文学》上连载
时，他便读完了作品的上下部，

“《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中原人。
出延津和回延津，一路奔突和一世
寻找……他们是普通百姓，他们其
实又是我们每一个人”。中原人的
事，用中原人的话来还原显然更为
贴切，也是刘震云心中一直以来的
愿望。为了更好地接河南地气，
《一句顶一万句》没有使用明星，在
河南选拔演员，排练全程驻扎郑

州。
关于河南话，刘震云曾经给出

这样的理解：“故乡会给人世界观
和方法论，我是河南人，首先用河
南话思考世界，教了你丈量世界的
经度、纬度、长度、深度和方向感。”
刘震云认为河南话是幽默的，河南
人爱说笑话，河南人是中国人里最
幽默的，幽默是人的最高境界，同
样的生活，河南人会给你变了个角
度。刘震云举例，河南人在一起爱

“打孱”，比如说一个朋友去你家
了，河南人可能会说“又来吃饭
了？”别人可能不理解，俩人一见
面，用笑话、自嘲的态度来面对这
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

2015 年，汪涵独自出资近
500万，在湖南发起了一项方言调
查“響應”计划，“響應”其实就是对
应“乡音”这两个字。汪涵的团队
计划用5年到10年的时间，对湖
南53个调查地的方言进行搜集研
究，用声像方式保存方言资料，进
行数据库整理后无偿捐献给湖南
省博物馆，作为湖南省博物馆永久
的人文类史料保存起来。

汪涵与很多朋友的孩子交流
时发现，不管这些孩子是哪里人，
他们大多听不懂也不会说自己的

家乡话。“现在很多孩子只会说普
通话和英文了，我觉得很可惜，因
为每种方言都代表了一种地域文
化。”汪涵曾说，“方言就是我说，你
懂，他不明白；也可能是我说，你不
懂，他也不懂。但是没关系，至少
我说得很亲切，这就够了。我们接
下来要去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乃
至金钱去寻找这种‘亲切’。”一旦
方言渐渐离我们越来越远，这份亲
切也会越来越有距离，属于每个人
的乡愁也将逐渐殆尽，传统文化的
守护也面临缺失。

傅雷在给儿子傅聪写的信里
回答过一个问题：“我们做文化做
音乐，最终该往何处去？”傅雷很简
单的一个回答：“往深处去。”汪涵
对傅雷的这句话感同身受：“我想
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好，或者是乡
愁也好，到底该往何处去，还不是
往深处去嘛。往深处去就是往泥
土里走，当你真正意义上两只脚踏
进泥土里的时候，你和泥土碰撞回
响出来的声音，有大地的倾诉，也
一定会有方言。”

语言既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重要的思维工具和文化载体。最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和现
代化浪潮的汹涌发展，我们的语言多样性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曾经我们最为熟悉的方言也逐渐成
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大河报记者采访时得知，国家目前正在做各地方言搜集和保护工作，一方面推广
普通话，一方面保护方言，这看似矛盾的举动蕴含着怎样的深意？身为年轻父母的你，在面对孩子初学
语言时，是选择让他说家乡话还是普通话？

38岁的孙红举是西南大学
文学院汉语方言学方向副教授，
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语言资
源保护工程”国家核心专家及重
庆市首席专家。谈到目前国内
的方言现状，孙红举认为，不管
是河南，还是四川、广东，使用方
言的人越来越少，在实地调研中
很难找到原汁原味，不受普通话
影响的方言。“方言的消失速度
远远超过人们想象，我是平顶山
人，回老家兄弟之间说话的口音
都不一样，都说家乡话，味道也
不一样。方言的消失是以方言
特征的逐渐消失为特征的。”

河南大学国际汉学院教授、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国家
核心专家及河南省首席专家辛
永芬于2016年做过一个抽样调
查，国内55~65岁之间的人群口
音与70岁以上人群相比已经发
生了变化，与25~35岁之间的人
的口音差异更大。“这是一种全
国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互联
网一体化进程加快，地球变得越
来越小，各个地区之间的界限也
愈发模糊。”辛永芬说，“但方言
之中蕴含着乡味、乡愁，和普通
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随着方
言从古至今的发展，从而成为一

种文化传承。”
孙红举认为，方言本身就是

一种文化，是一种呈现独特地域
文化特征的载体，“各地的文化
形式和方言都紧密联系在一起，
比如河南豫剧、陕西秦腔、湖南
花鼓戏、安徽黄梅戏，这都是宝
贵的地域文化”。

推广普通话，为何还要保护
方言？

不少人认为国家的这两项
政策有相悖之处。辛永芬解
释，虽然国家提倡说普通话，但
并没有禁止人们说方言，可以
在工作环境中说普通话，在私

下说方言，“保护方言是对文化
传承的保护，这与推广普通话
并不矛盾。”孙红举也表示现在
很多人都掌握了“双语”，可以
在普通话和方言之间自由转
换，“在家庭聚会，私人场合说
方言是没问题的。”孙红举表
示，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我们
有语言保护工程，采取了一系
列的措施保护方言，在使用当
中保护，在发展当中保护，普通
话在发展过程中也能够从方
言、民族语言和外来语中吸收
词汇，从而进入到普通话范畴
中。

小武的儿子被奶奶带大，一
直说河南话，后来小武就教他说
普通话，儿子学会普通话后小武
觉得不对劲。“还是得让他说河
南话，理由很简单，我觉得你是
河南人就得会说河南话。结果
现在上幼儿园的他说河南话就
跟外地人学河南话一样，我说你
这是塑料河南话。”小武笑道。

小武遇到的问题其实是年轻
父母的普遍问题，现在很多家庭
都是老人带孩子，年轻的父母主
张孩子说普通话，但老年人一方
面说不好普通话，另一方面认为
方言是一个人的根。但年轻父母
始终觉得在孩子学说话的关键期
一定要说普通话，否则会落下方
言后遗症，等普通话发音定型后

可以说方言。
面对这样的担心，身为方言

学博士的孙红举的态度是理解
但不支持年轻父母们的举动，因
为说方言也是孩子的一笔财
富。“我的孩子八九岁了，除了普
通话之外会说三四种方言。”至
于方言后遗症，孙红举表示不要
低估小孩的语言能力，孩子通常

能够自然地进行语码转换。辛
永芬在持相同态度的同时也用
另一种视角分析这种现象，现在
为了配合父母让孩子学普通话，
很多老年人即使不会说普通话，
平时的发音也要尽量往普通话
上去靠，长此以往成为一种群体
现象，人们都在普通话的语境中
生活，也会加快方言的消失。

被“怼”成流行语的方言
就现行的词汇标准来看，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语言，但同时也要从其他方言中吸取所需

要的词语。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便利和网络文化的盛行，一些原本在某地域流行的方言也因其准确的
释义以及很好地表达情绪而迅速扩展开来，成为全国人民的口头禅，有哪些热词从方言中脱颖而出呢？
我们不妨从“怼”开始……

怼

酱 紫

记/者/手/记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翁彪对《武林外传》

中佟掌柜那句“额滴神哪”印象尤为深刻，
他认为能够在网上火起来的方言热词大多
是带有调侃性的，这些词蕴含的情绪在现
代汉语的普通话中很少能够见到。翁彪表
示，普通话只有百年历史，各种方言的历史
就长久得多。“方言是自然生成的口语状
态，白话文最初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口语，
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与文言相比更接近口
语的书面语。”翁彪说，“很多方言并没有对
应的汉字，这是正常的，因为在历史上，书
面语的使用一直都局限在非常小的精英圈
子里，作为底层民众日常使用的口语长期
以来是不能被书写的。但作为现代民主国
家需要一个共同体的共同语，所以自白话
文运动以来，无数知识精英都在努力减少
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别，普通话的推广和
普及也是一个社会现代性的体现。”

在地球上，每14天就有一种语言消亡，
我国众多的方言也有小部分因无人使用处
于遗忘与消失的边缘，如今普通话和方言
的“双语制”不失为保护方言的一种有效方
法。《中国语言地图》把汉语方言分为十个
区，即官话区、粤语区、吴语区、客语区、闽
语区、湘语区、赣语区、晋语区、徽语区、平
话区。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方言之间的分
歧就已相当明显。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
国曾以“雅言”为通用语言。从先秦的雅
言、两汉的通语、宋明的官话、清末的国语
再到如今的普通话，方言不断发展的同时，
通用语言的规范也持续进行。

方言特征消失得越来越快，这是语言进
化的必然过程，如果我们能够采取必要的保
护措施，在方言中吸取优秀地域文化，做好
方言的文化传承，让更多年轻人去发现和了
解方言的魅力，方言消失的速度就会变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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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津的刘震云用中原乡音书写中国经典

湖南的汪涵花500万保护方言

郑州的小武用热情为方言造字

推广普通话，为何还要保护方言？

说方言也是孩子的一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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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和方言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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