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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过几篇文章，刚跟“作家”沾点边，反

倒不知什么是“作家”了。鲁迅说“人生识

字糊涂始”，我则是“人生写作糊涂始”。

大凡是干什么的就可以称为“某家”。

打渔的称“渔家”，有个词牌就叫“渔家

傲”。

掌兵的称“兵家”，所谓“胜败乃兵家常

事”。

当垆卖酒的称“酒家”。杜牧有诗：“借

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干农活的称“农家”。

经商的称“商家”。

就连生场病也能称为“病家”。《沙家

浜》戏文有：“不用病家开口……”

担任公职的称“公家”。也真有人把

“公”当“家”，随意吃喝、用车，不是外人。

信奉各种哲学宗教的分别称为“儒

家”、“道家”、“释家”、“法家”、“墨家”……

从事各种学问的称“数学家”、“化学

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书法

家”……

然而这“作家”又是干什么的？是从事

“作”，研究“作”，掌“作”，卖“作”，打“作”，

干“作”的？似乎都称不上。上海方言中倒

是有一类专门“作”的人（读阴平“嘬”），是

专指那些“做精作怪”的女人，按理倒该称

“作家”。但这与写作无干。

若说它指“写作”，为何不称“写家”？

对画家而言，“画”是个动词。画国画

（国画家）、画油画（油画家）、画水彩画（水

彩画家）……统称画家。

“写”也是个动词，写小说（小说家）、写

散文（散文家）、写杂文（杂文家）……若将

其统称“写家”，倒是更贴切。除了诗人“作

诗”、小学生“作文”外，小说家很少说自己

正在“作小说”，散文家正在“作散文”。在

英语里“写”是write，按规矩加上词尾-r成
为writer就是作家。若是直译成“写家”、

“写者”也许更符合英语词意。

古文中倒是有“作家”之说。如周亮工

《书影》中赞郭、谢两位书生“笔致秀婉，无

作家气”。此处“作家气”是指“模拟工巧而

缺乏创造的匠人气”，听着更像贬义。

词义越是宽泛就越是带有更强的模糊

性。所谓“词到熟极皆糊涂”，不仅“作家”

如此，其他例如“人民”、“社会主义”……也

都如是。这些词从表观上理解人人都懂、

个个“清楚”，但若要刨根问底，就会越深究

越“糊涂”，追问到后来反倒谁都说不清

了。盖因为所谓的“清楚”都是在模糊了个

体差异之后抽象提炼出来的。过分“丁一

确二”地分辨精准，必定消减模糊识别能

力，反而自寻烦恼地收获“糊涂”。如同谦

谦君子近睹姝丽，看着美就行了，千万别

“学究气”地刻意从“微观分析”角度去深究

其美从何来。挺好看的一位典雅美女，好

端端的非要拿个高倍放大镜去细查她的蛾

眉、明眸、朱唇、贝齿，看到的没准却是草

丛、眼眵、沟壑与牙垢黄斑。

语言更能长袖善舞地用足模糊，并且

“点金成石”——居然能以斩钉截铁般的

精确，表达出冠冕堂皇的模糊！在所有绝

妙好辞中最令人叫绝的莫过于“一定”。

一个多么凸显心志坚定而又确凿无疑的

狠词啊，但你若是听到：“……正确领导

下，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刹那间一个

确定之词翻变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模糊，

含糊得简直等于什么都没说。“一定无

定”，字字珠玑——如此精炼的“二律背

反”，恐怕只有在中国汉语中才能观赏到。

语言本是约定俗成的东西，是对一类

事物特征的简约抽象，只要大家共同认可

就行了。有些词本无清晰“边界”可循，就

像“大气层”，其上层逐渐稀薄并无明确边

界，因此对它的“厚度”说法不一（多数学者

认为是一千到两千公里，但也有说三千公

里的）。

语言又是带有“惯性”的东西，一开始

这么叫了，以后的人也就跟着叫了，即使变

得已与事实不相符合也殊难改变。就像

“美军第一骑兵师”（其历史可追述到美国

独立战争，被称作“开国功勋师”），越战期

间全都改换直升机了，可还叫“第一骑兵

师”，这个师的徽章至今仍旧是鹅黄底牌上

一只黑色马头。

语言词义又可变化多端，一个时代一

个样，甚至可以彼此互成断裂。如“博士”

一词最早本是战国时代秦国一官职名。到

了宋明就专指精于某种技艺的人，如“茶博

士”（并非“茶学博士”）不过是茶馆里管沏

茶跑堂的堂倌，此外还有“酒博士”、“武博

士”等。《吴风录》（明）称：“至今呼椎油、作

面、佣夫皆为博士”。然而“博士”一词发展

到今天却是专指一种学位了，它是学士、硕

士、博士学位系列中的最高学位。由秦至

今，两千多年来“博士”一词之嬗变（官→倌

→学）就像昆虫一生所经历的“完全变

态”——毛毛虫→被蛹→蝴蝶。除非学者，

有谁知道三者竟然一脉相承。

再严谨的语言也都带着有限的“精准

度”，适度探微，裨益匪浅，过分深究，必受

其乱。如同电脑屏幕上一张超高清晰度的

照片，依次放大，开始时越放越清楚，尽可

直观细微末节，但放到最后总归会出“马赛

克”，越放大反而越糊涂。语言的实用性要

求它必须适度简练，不能为了表述精准而

过分繁琐。过度穷究语言精微，没准就会

遇到词义的“马赛克”。

大自然绝对真实！它涵盖无穷多的物

质层次，因此永远没有“分辨率”，没有“误

差”，更没有“模糊”，随便你怎么“放大”，（只

要是在“普朗克长度”到达之前）绝对不会出

现“马赛克”。 语言归根结底还是人类智能

的产物，属于“客观精神世界”范畴。它与生

俱来地带着骨子里的模糊。人工制作与自

然世界之间毕竟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人工与自然绝对不可同日而语。大自

然无限错综复杂，人工只能从中割裂出有

限的简单。再准确的物理公式所描述的也

只能是自然现象的近似。再精准的测量也

必须附加一个精度误差。“模糊”就好像“摩

擦”，没有它们真是寸步难行。谁都不喜欢

“摩擦”，耗能、耗电、效率降低，但趴在一点

摩擦都没有的路上（你根本站立不起来）你

能移动半步吗？同样，完全没有模糊抽象

就不会形成词语概念，你就无从认识这个

世界。

大自然绝对精确。“人工”都带着与生

俱来的模糊内核，你只能在有限的层次里

领略“清楚”。对任何人造领域来说，过分

穷追猛打地追求精准，到头来，必定会——

真真切切，不折不扣地撞上个“一塌糊涂”！

关键词 中国之人 夏天 夏雨雨人

说完“春”，接着说“夏”。甲骨文中

的“夏”，由三个部分组成，上面是头，中

间是手，下面是脚。所以，《说文解字》

上说，夏，就是“中国之人也”。现在的

“夏”是简写，中间表示“手”的部分省略

了。所谓“中国之人”，当时指的就是中

原地区的人，区别于东边、南边、西边、

北边的人。老祖宗向来认为自己处在

天下之中央，对“四夷”也就是在大地边

角料地方的人是瞧不起的，各取了一个

不大好的词来称呼他们。

中国之人叫“夏”，自信心满满的，

高大伟岸，所以“夏”，在古代就有大的

意思，“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

夏”。比如，大屋叫“夏屋”，“大海”叫

“夏海”。我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前身

“大夏大学”，从字面上解释可以说是

“大大大学”了。“华夏”连在一起，表示

中国。“华”，花的意思，引申为光华的意

思。“华夏”，按照字面理解，就是我们的

国家在中原大地如花一般开放。多么

自豪而美好的意境啊。

“夏”代表中国之人，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朝代也叫“夏”。大禹治水的禹，他

的儿子叫启，建立了夏朝。建都安邑，

在现在的山西省夏县。在此之前，王位

都是禅让的，就是把王位让渡给德才兼

备的人；在此之后，王位就是世袭了，就

是自己家庭内部转让。“家天下”一直延

续了四千年。

那么“夏”怎么又会变成第二个季

节——“夏季”呢？还得从那个字形说

起。“夏”字最上面的那个部分是正面的

头像。古人认为，正面朝南。古人观念

以南为生，以北为死；以南为阳，以北为

阴；以南为前，以北为后。现在想一想，

很有道理，中原地带在北回归线以北，

太阳总在南边，万物生长靠太阳。所以

南面是正面，完全符合自然法则。中原

的房子，甚至死人的墓地（阴宅）都要坐

北朝南。南边对应的是“四象”（木、火、

金、水）中的“火”，对应的是四季中的第

二个季节，所以也就用“夏”来表示四季

中的第二个季节，夏季。夏季、夏天，与

“火”很有关系，《水浒传》有一句民谣：

“赤日炎炎似火烧”，说的就是夏天。因

为天太热，杨志喝下放了蒙汗药的酒，

押解的生日厚礼（生辰纲）就这样被吴

用这一帮英雄豪杰劫走了。

现在两种意思都用，“华夏”有些书

面语，“夏天”的意思更常见。农历四月

立夏，然后进入盛夏，接下来就可以做

“仲夏夜之梦”，再就是夏去秋来。有些

虫子只有夏天有，所以见识少，不能跟

它说冰雪的事情，这就叫“夏虫语冰”。

藏族有一个药材叫“冬虫夏草”，有钱人

当饭吃。“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指用温

润的方式教育感化人。“行得春风有夏

雨”，意思是说，做好人，行好事，必有好

结果。

也许，唯有经历过高考，学生时代才

会完满。总是在无数的期盼与忐忑中迎

来二天的高考。你——我们的莘莘学子

在有惊无险的坦然中作别高考，就像那是

一个早已规划的、无数次梦幻的、又是那

样真真切切来到你身边的约定。

你在这承载过去与未来的美丽约会

中，写下十二年读书生涯的美好篇章，更

把未来在美好的约定中认真绘就。是的，

这期盼已久的约会，早已成为你生命的一

部分，和它的见面，如同与自己的心灵交

流一般，你奋笔疾书、你洋洋洒洒、你的才

思如泉水涌出。你用方块字、你用方程、

你用图画、你用英文字母，写下你十二年

读书的辉煌与期盼。你会在挥手之间，忽

然发现原来十二年的时间可以浓缩在这

充满神奇与美好的二天：那是怎样美好的

时空、那是如此自由的笔端流畅……一切

皆在自己的掌控中。

人生的路很长，祝贺你经历高考这一

场美丽的约会。期望你把“再见高考、再

见母校”，当做人生的新期待，奔向未来！

就请你在长长的暑期关注父母的工作与

生活，就请你走进图书馆看心爱的书卷，

就请你踏进社会做一名小小的志愿者，就

请你安排几场可遇不可求的旅行，在穿越

时空的变换中感悟自由与不自由的真谛。

“再见高考、再见母校、奔向未来”是

你从书本走向社会的必然，就请你从记诵

教条走向活色生香的现实，去发现这个时

代正在发生着什么；就请你思考自己人格

独立的起点与途径又该从哪里出发，我该

怎样去积淀对这万千世界的独立判断，学

会区分对与错、善与恶。

亲爱的2014届学子，经过不算长的两

个月的暑期，一个更美好新鲜的大学生活

在等待你前行；但请你记住，无论你被哪

个大学录取，你将就此走入社会，你不仅

要学会学习，更要学会有独立的思想。学

会你为这个美好社会服务的最美好的基

础，期待你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与时

代发展同行，发出自己的微光，爱我们生

活的美好时代。

此刻，时间在这里画了一个实实在在

的句号；此刻，你会发现经历高考的你，已

经全然不同高中的你。祝福你们，每一位

2014届的高三学子，在高考的历练中，更

懂得生活的美好，拥有美好的前程。

有句古话：君子远庖厨。意思是，

君子应该远离杀生做饭的地方。但

是，曾经一心想做君子的我，却偏偏爱

上了厨房。爱美食，更爱下厨，这就是

我。

我学做菜，是在小学三年级。那

时候，父母工作很忙，早出晚归，无暇

顾及我的吃饭问题，放学回家的我总

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为了填饱肚

子，我开始自学做菜。

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做的第一道

菜：青菜汤面。虽然弄得手忙脚乱，

糖、盐、味精都分不清楚，但饿得够呛

的我根本无心理会，把面和菜煮熟烧

烂便下肚，拍拍肚子就做作业去了。

学会烧菜让我免受饥饿之苦，但

总感觉饭菜口味欠佳。于是乎，我就

开始琢磨如何提升菜肴品质。每逢

父母在厨房忙碌，或者到亲戚家做

客，我都会跑到厨房，静静地看着他

们的一招一式、火候油温、刀工搭配

等，迷惑不解之时还会问上几句。有

时回到家还要动手尝试，验证一下到

底灵不灵验。虽然经常会做出一些

不伦不类的菜，闹出不少笑话，但可

以总结出很多经验教训，对提高技艺

裨益良多。

在各项烧菜技艺中，刀工是最难

练的。切丁、切丝、切片；切豆腐、切茭

白、切香菇，这些都考验一个厨师的真

功夫。刚学习那阵子，我一拿起刀手

就抖得厉害，好几次都把刀切到自己

的手指上，有一次还把指甲弄破了。

后来，在厨师舅舅的指导下，我逐渐掌

握了要领，歪歪扭扭地做了道“扣三

丝”。

时光荏苒，现在的我对烧菜已经

积累了一些经验，干煎带鱼、八宝辣

酱、红烧肉、鱼香肉丝等家常菜基本可

以对付。每到逢年过节客人来访，我

都会戴上大红色的围裙和灰色的袖套

亲自掌勺，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在厨

房里忙得热火朝天，满头大汗，酣畅淋

漓……

恍若仙境 □金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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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高考 □陈淑芬

字里乾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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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秋色（国画） □宋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