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荦荦大端”这个词，是在暑假。

暑假期间，河南电视台开了个栏目叫《汉

字英雄》，之前因为从《南方周末》上看过一则

版权问题的声明，便注意到了这个节目。上

初中的女儿假期在家闲着没事，不是看《武林

外传》就是《甄嬛传》，要不就是《家有儿女》，

连台词都会背了。遇上这么一个与学习沾边

的节目，我自然极力给女儿推荐。

《汉字英雄》没播出多久，一天晚上，我接

到了女儿的电话。女儿说：“老爹，你看看中

央台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吧，你一看这节

目，《汉字英雄》就成小儿科了。”

女儿的话我自然十分在意，随即就从网

上找到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视频，一看，

果然不凡，正应了老婆的那句话：中央电视台

不干便罢，真干了就是比地方台牛!

中国人钟情于汉字由来已久，毛笔书法

作为一门艺术，恐怕只能在中国找到。近年

来，电脑的普及，几乎挤走了书桌上的笔墨纸

砚，连高考都必须用 2B 铅笔画圈打钩的时

代，很少有人会去关注横平竖直了。

到报社来实习的大学生，多是大三、大四

的本科生，每当给实习生的申请表上签字的

时候，我都会有意无意地看看字写得如何，当

看到那些方块汉字写得连狗爬都不如的时

候，心里总是不爽。

前年有个实习生，让我给她推荐阅读书

目，我给她推荐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

朵夫》，几天以后，她对我说：“宋老师，这书写

得太好了，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呢？”

我也纳闷，学中文或者文化传播的，怎么

会没有阅读过这些世界名著呢？难道教授外

国文学的老师就不要求他们阅读吗？大学四

年，坚守一个键盘，难道读万卷书真的过时了

吗？

想想咱也不是救世主，罢了。

女儿喜欢《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对我来

说是个福音，能看这样的节目，毕竟要比看那

些胡扯八道、胡言乱语的节目要好。况且我

对汉字本身就有浓厚的兴趣，加上之前我曾

经设想要做一档类似的汉字节目，这就让我

这个“60后”和女儿这个“90后”有个交流的切

合点，那就一起看吧。

认识“荦荦大端”这个词是在《中国汉字

听写大会》的第二场吧，当时主持人念了这个

词，我脑子里根本就没这个概念，等那个应试

的小胖孩写出来的时候，我十分汗颜，真不知

道这个词，不要说写了，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再次播出的时候，

我看的是直播，随手拿了一张纸，开始听写，

一场下来大约有四十个词汇吧，我写错了八

个。有没听说过的，譬如“烤麸”；有从来没读

对的，譬如“缫丝”；还有不知道啥意思的，譬

如“奉为圭皋”。

不过也有和电视上专家意见不很一样

的，譬如“商榷”的“榷”，专家解释说是漂浮

在水上的木头，而我知道的这个字的本意

是“独木桥”。

现今这么浮躁的社会，能有这样一档节

目我很高兴，起码是给人一个信号：娱乐并不

全是文化。

之后我又查了“荦荦大端”，荦即杂色牛，

荦荦大端是指清晰的项目和要点。这个词估

计我这辈子不会忘了。

汉字如汪洋大海，有些不认识也正常，但

学了，肯定会认识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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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什么

某电视台效仿央视“你幸福吗”的采访也拟

出一个随机采访市民的话题：“今年你缺什么？”

记者来到一帮正在打牌的老大爷中间采

访，问他们：“请问，今年你缺什么？”

一位老大爷摘下眼镜，说：“今年我最缺

一副超大度数的老花镜，但没处去配，你帮联

系一下好吧。”

另一位老大爷则抿嘴笑道：“今年我最缺

牌运，咋打咋输，你们有妙招吗？”

继而，记者又来到几位老妈妈中间。拿

同样话题采访她们，一位老妈妈对着镜头说：

“今年我就缺个孙子。”

另一位老妈妈说：“今年我就缺个老伴儿。”

最后一位老妈妈，对着镜头说：“今年我

很缺钙。”

吃得最久的苹果

小明：“这是我吃得最久的一个苹果。”

妹妹：“太好吃了，舍不得吃？”

小明：“不是，妈妈说吃完这个苹果就要

关掉电视，做功课了！”

父亲已经去世14年了，可他的

音容笑貌仍时常出现在我的睡梦

里。每每想起父亲，都会潸然泪下。

1999年的夏天流火一般炙热，

考试结束回到家中，看着日渐衰老

的父亲，我竟然没有勇气向他汇报

高考情况，担心自己如果考上的话，

这个贫困的家庭又怎么承担昂贵的

学费？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的咳嗽声

把我从梦中惊醒，他把自己的几件

换洗衣裳装进一个编织袋，极其熟

练地缝口打包，母亲却在忙活着炕

大饼。在我的记忆中，只有父亲出

远门时，母亲才会做那么多大饼给

父亲做干粮。“到工地上长点眼色

儿，多操点心。”母亲对父亲说。父

亲轻轻地点头应允，一转身看见我，

嘱咐母亲道：“这孩子争气，今年肯

定能考上，你再去亲戚家借点钱，不

能让孩子有太大的压力。”母亲一边

答应着，一边翻着锅里的大饼。就

在母亲送父亲出门时，我一把抢过

父亲手中的编织袋，恳求和父亲一

起去工地打工。父亲最终答应了我

的请求，我们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在和父亲眼光交织的一刹那，我更

加读懂了这份父爱。

繁华的都市里，行人匆忙，高楼

林立，一对异乡的打工父子置身其

中，显得格外窘迫。第一次走出家

门的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还要依

靠一个表叔的照应。当天下午，我

和父亲去找表叔开工干活，表叔看

着我单薄的身体，就把我们派到建

筑工地做小工。这种轻松自在的小

工一个月可以净赚1000多元，在别

人看来这是个避重就轻的好活儿，

而父亲却坚持要做计件工资的重

活。我能体会出父亲的良苦用心，

他打算用两个月时间攒够我的学

费。最后，我做了那轻快的小工，而

父亲却在工地上做搬运工，完全靠

体力挣钱，一个月能挣2000多元。

住工棚的滋味苦不堪言，青草

蔓生处成了蚊子的乐园，一到晚上，

它们便发疯似的倾巢出动，和人们较

劲儿。父亲见我辗转反侧，就用单子

把我严严地罩住，还不时地为我撵蚊

驱虫。那50多个夜晚，我都是在父

亲的呵护下入睡的，而父亲却承受着

更多的苦痛和辛劳。每思至此，我都

会惭愧不已。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

来后，我给父亲买了两包当地的香

烟，没想到却遭到了他的一顿狠批，

父亲拿着烟径直向小卖部走去，不一

会儿回来时，手里却拎着一只烧鸡和

两包方便面。父亲说我身子骨单薄，

得补充营养，坚持要我把那只烧鸡吃

完，而他却啃着方便面，还不时招呼

我慢点吃，别噎着。

再过三天，就能拿到第二个月

的工资时，我和父亲欣喜若狂。晚

上临睡时，父亲突然起身还要去拉

砖，他说再运2000块砖这个月就能

拿到2300元钱，回家的路费就有着

落了。我和父亲一起来到工地运

砖，父亲吃力地推着满载的车子，我

就在一旁拉捎儿，突然间的一个趔

趄，车子滑进了工地取土的深沟，我

和父亲都被甩了进去，我们在污浊

的泥沟里挣扎着，求生的本能让我

极力往上攀，而父亲却弯下身子，用

他那宽厚的臂膀把我顶了上去。父

亲艰难地爬上来时，神色慌张地检

查我是否受伤，而此时父亲的大腿

正在流血。

那年，我如愿以偿地跨进了心

仪的校门，当我从父亲手中接过那

饱含千辛万苦的6000元钱时，禁不

住泪如雨下。和父亲一起打工的日

子已经过去了多年，可那清晰的记

忆却始终挥之不去，那是一份深深

的牵挂，一世浓浓的亲情……

婆婆打电话来，说想孙子了，让

我们带着孩子回家一趟。周末带着

孩子回家，饭桌上，婆婆给孙子夹着

菜，漫不经心地说：“上个月才给你

爸过完生日，我的生日就不过了，省

得你们来回跑，怪麻烦的……”

公公上个月过生日，婆婆非要

“大过”，我们只好把亲戚朋友都请

来参加公公的生日宴。刚劳师动众

给公公过完生日，婆婆的生日又该

到了。我正在为婆婆过生日的事情

发愁，不想再打扰亲戚朋友，打算自

家人聚在一起给婆婆过生日，又怕

婆婆嫌冷清。现在见婆婆为我们着

想，主动提出来不过生日了，我心里

顿时轻松了很多。下午我们走的时

候，婆婆又特意叮嘱我们：“你们都

挺忙的，我生日你们就不用回来了

啊，省得来回在路上折腾……”

婆婆过生日那天，刚好老公有

些忙，想到婆婆说不让我们回家，

就决定不回家给婆婆过生日了。

原本想早上给婆婆打个电话，上班

事情多就没顾上。下午我抽出空

来给家里打电话，是小姑接的电

话，她压低声音说：“老太太正躺在

床上不高兴呢，说她生日过得一点

也不高兴……”

小姑说，婆婆怕我们刚给公公

过完生日，不想再给她过生日。那

天打电话说想孙子让我们回家，其

实是想商量她过生日的事情。她说

不想过生日，是在试探、提醒我们，

没想到我们竟然把她的话当真了。

放下电话，我为自己的粗心后

悔不已。公婆都是年近八十的老

人，他们的每个生日都应该热热闹

闹过。我们不该嫌麻烦，忽略老人

的感受。我急忙打电话让老公推

掉手头的事情，订了蛋糕，买了大

包小包的东西，又请了几个要好的

朋友，一行人浩浩荡荡回到家，婆

婆忙着招呼客人，不会儿就眉开眼

笑了……

老人年龄大了，心思便多起来，

在我们面前说话，再也不像以前那

样理直气壮了，反倒有些小心翼翼、

口是心非起来：明明想让我们回家，

打电话时却说不用挂念家里；拿着

我们给买的东西，心里明明是高兴

的，却非得唠叨我们乱花钱……

其实仔细想想，老人隐藏自己

的心思，只是觉得自己老了，怕成了

孩子的负担，怕给孩子添麻烦。明

白了老人的良苦用心，我们不妨用

心揣摩老人的心思，免得错解了老

人的本意。

老人的心思你得猜，只要有孝

心，只要有耐心，其实老人的心思很

容易看穿。

其实很早就想写写狗牙根

了。可是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它

的学名，只知道老家人管这种草

叫葛巴草。我查阅了不少植物

学书籍，仍找不到它的踪影，心

里边就始终萦系着它。

一次上网遇见一个多年不

见的朋友，问其近况，得知他读

博后在农科院搞科研，我心中猛

然一动，迫不及待把我的疑惑和

盘托出。朋友根据我讲的这种

草的生长环境、长相特征，给出

了我渴盼已久的答案。没想到

它的学名竟是这样通俗——狗

牙根。兴许正是有了这样“俗

气”的名字，它才会有如此顽强

的生命力吧。

狗牙根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具有根状茎和匍匐茎，匍匐茎平

铺地面或潜入土中，光滑而坚

硬，茎节处向下生根。它的叶片

平展，呈披针形，茎节间生穗状

花序，如指状排列于茎顶，粉紫

色的小穗排列于穗轴一侧，恰似

指上镶满饰品的时尚女子，清风

过处，摇曳生姿。

这种草在北方太常见了，路

旁沟边地头田埂，凡是锄头不到

的地方，就能看到它们的影子，

它们匍匐在地面上，紧紧簇拥

着，任脚步踩踏、牛羊啃食、车辆

碾轧，不论经历什么，它们只是

无声无息地生长，适机开花结

果，散发勃勃生机。

如今，在城里它们成了很受

欢迎的草坪草，被修剪得整整齐

齐，可是我不喜欢，它们失去了

原来的随意和野性。远离土地

和家园的我，再次看到原汁原味

的狗牙根，是在陕北毛乌素沙漠

边缘，它们松散地栖身在沙地

上，没有形成绿茵般的草甸，茎

节间几支稀疏的穗状小花如擎

起的小手，在风沙中翩翩起舞，

乐观而从容。

恍惚间，我又回到了故乡，

来到了大队部门前那片长满狗

牙根的草地边。一对父子在草

地上嬉戏玩耍，年轻的父亲半躺

着，年幼的儿子坐在父亲一侧，

父亲对儿子说要玩一个“对酒”

的游戏。父亲从满地的狗牙根

上抽出一根小穗，用大拇指的指

甲和食指轻轻将穗柄一捋，一珠

晶莹的汁液就挂在了穗柄的另

一端，闪烁着七彩的光芒。儿子

学着父亲的样子，也抽了一根捋

起来，可他捋不出汁液，在父亲

的鼓励指导下，儿子捋了好几根

后，终于一珠小小的汁液出现

了，儿子慢慢地得心应手了，儿

子笑了。然后，父子俩将两枚挂

着汁液的穗柄十字交叉，慢慢向

各自的方向拉近，穗柄拉到尽

头，汁液融合成一珠比较大的，

谁能把那珠汁液拉过来就算谁

赢，赢者的奖励是喝掉那珠汁

液。父亲总是让着儿子，儿子每

赢一次，就喝掉穗柄上的“酒”，

把光秃秃的穗柄让父亲再尝尝，

而后“咯咯”地笑着，在草地上开

心地打着滚。

多年以后，年轻的父亲不再

年轻，还患上了咽炎、哮喘，与酒

彻底告别；年幼的儿子已经长

大，除了必要的应酬外滴酒不

沾。父亲也许早就淡忘了在狗

牙根草地上的那次“对酒”，而对

于儿子，那狗牙根上的酒味却沉

淀在记忆深处。

下班后，刚进家门，见儿子

正捧着“课文”朗读：“吸烟会引

起心脑血管疾病、慢性肺气肿

及慢性支气管炎，还会……”我

连喊：“停、停、停！”儿子头一

扬，理直气壮地对我说：“爸爸，

戒烟！”

我的烟龄比工龄还长。谈

恋爱时，为给老婆留下好印象，

我暂时把烟“戒”了。可结婚后，

便露出了“狐狸尾巴”，一个劲儿

地猛抽，想把过去“亏”的烟补回

来。老婆为这事不知对我发了

多少火儿，可我的烟就是戒不

掉。

儿子出生后，怕影响他的健

康成长，我不止一次地说戒烟，

可就是说话不算数。随着儿子

的长大，他也加入了“禁烟运

动”。

自此，我的处境每况愈

下。在家里抽烟，不仅需要自

觉地到阳台、厕所过瘾，还得心

平气和地接受两位“监督员”的

轮番进攻。老婆耐心地给我做

工作：“算算十几年你抽进去多

少钱，这钱干什么不好。再说，

抽一支烟少活 16 秒，你知道

吗！”这时儿子也掺和进来：

“爸，家里经常烟雾弥漫，你总

得考虑一下别人的健康吧！”软

的不见效，两位“监督员”干脆

采取强硬措施：只要发现我的

烟，立即没收。

经不住“监督员”们的软磨

硬缠，我决定戒烟，于是，书桌、

墙面到处出现了我的“决心书”：

坚决戒烟！“监督员”提醒我：

“想抽烟就吃口香糖。”这办法开

始还挺管用，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就不起作用了。我总是习惯性

地摸口袋找烟，总想抽上一支，

烟还是没戒掉。两位“监督员”

的劲头却有增无减，打起了“持

久战”。

那天，儿子放学回来，别有

用心地塞给我一张铅笔画，仔细

打量原来是他为我这个“老烟

枪”画的像，一旁的老婆念道：

“烟如旧，人苦透，咳嗽气喘罪受

够。欢喜少，愁苦多，一朝染瘾，

终身枷锁，莫！莫！莫！”

“诗情画意”间，我读懂了老

婆和儿子的用心。那一刻，我下

定决心：为了这个家，这次说什

么也得把烟戒掉！

材料：

小土豆、洋葱、油、盐、辣椒

粉、孜然粉、黑胡椒粉

做法：

1.小土豆洗净后，入水煮开，

捞出。洋葱切成圈备用。

2.将煮过的小土豆一个切成

4瓣，如果太小的土豆一分为二

就可以了。

3.平底锅预热后加入油，油

量要大。将洋葱圈放入锅里，炸

出香味。

4.把土豆放进油锅不停地

翻动，小火炸干土豆的水分，中

火煸至土豆金黄。

5.关小火，先给锅里撒盐翻动

均匀，再撒辣椒粉、孜然粉，翻动

锅，让调味料均匀地粘在土豆上。

6.关火后，再切一些洋葱圈

撒进锅里，然后再撒一些黑胡椒

粉。

当走起路来日益状如蠢笨的企

鹅，当肚子里的小家伙武功突飞猛

进，时时来一番“拳打东西英雄，脚

踢南北豪杰”的精彩表演时，我每日

除了做做饭、洗洗衣外，便蚂蚁似的

在蜗居内做搬家游戏，今日让夫把

家具如此摆放，明日又安排那般布

置，把夫搞得焦头烂额，大呼伤不

起。

他欲结束“搬运工”生涯，便施

展“调虎离山”之计，说要教我学下

象棋。夫君是教师，深谙教之道，我

这弟子也并不算笨，没几日工夫，已

能和他过招了。

见我已掌握走棋规则，且已从

布置房屋中“移情别恋”，夫便想抽

身而退。岂不知这学象棋是可以让

人入迷的，尤其我刚迈进门槛，兴趣

正浓，如此这般低下的臭水平，又不

敢向外人挑战，便每日黏着他要跟

他下棋。家务活本是分工明确，妻

做饭，夫刷碗，此时为下棋，不得不

自己做饭刷碗全揽，以此才换得他

跟自己对弈一局。气得我只想快快

提高棋艺，把夫杀个落花流水、人仰

马翻。

转眼间，已学棋半个月，又趁夫

去上课之际，死搬硬套棋谱学了一

招“马后炮”。自以为水平不错了，

便向夫君挑战。无奈夫君已有三四

年的象棋史，对我是“杀鸡焉用宰牛

刀”，在我还没有将兵马调进对方境

内，就被他的一招叫什么“双管炮”

的杀了个动弹不得。看着输得这么

惨，我又羞又气，抽抽搭搭地哭起了

鼻子。

我的表现，令夫哭笑不得。再

和我对弈，有重要棋子落入虎口却

不逃离，待我洋洋得意吃掉它们，才

故做失误状大呼小叫。我嘛，自然

乐得眉开眼笑、手舞足蹈，屁颠屁颠

地挺着大肚子去洗衣做饭，夫在身

后耸着肩窃笑。其实，我何尝不知，

夫是为了我和肚中的孩子，哄着我

每天有个好心情才手下留情的。

日子长了，在夫君的软硬夹击

下，我一味争强求胜的浮躁心情终

于被磨掉。面对输赢，再不会泪流

满面，而是以一种只要努力拼搏了，

输赢皆可的心态和他博弈，或破釜

沉舟，大胆弃子进攻；或步步为营，

稳打稳攻，居然让夫君发出“不可小

觑”的惊叹，偶尔还能让他失败一

局。

伴随着预产期的日益临近，伴

随着棋艺的日益提高，我也在夫君

的帮助下，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