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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身处何地! 无论你走到哪

里!只要听到一句"哈伲家#!立即可以

认老乡$ 为什么% 用"哈伲家&表达'我

和你&("我们&这个意思的!唯常州一

家!别无分店) 说句笑话!奥运会会歌

*我和你+!翻译成常州话!就是*哈伲

家+)

始终搞不懂这个"哈伲家&从何而

来) 始终搞不懂常州人为什么习惯用

"哈伲家&这三个字来注音)

据小学之说!中国文字与声音!都

是对应的) 日常使用中!如字义,字音

发生变化!是有迹可寻的$寻找文字变

化的依据! 主要有形训( 音训两种方

法$ 其中!"音训&又可以叫作"声训&$

东汉年间! 有一个叫刘熙的山东

人!因为汉字的变化多端!容易使人犯

晕!发愤!著了一本训诂典籍!名叫*释

名+$ 到了明代!*释名+已经是一本等

同于今天的 *辞源+ 一样伟大的著作

了$有一个叫郎奎金的读书人!怕大家

一本一本地查书麻烦! 索性给它改个

名字叫*逸雅+!与*尔雅+(*小尔雅+(

*广雅+(*埤雅+合刻!称*五雅全书+$

也不怕刘熙从坟墓里出来找他打版权

官司!一册在手!走遍神州$

*释名+对研究训诂学(语言学(社

会学来说!极为重要$ 清人毕沅!就是

那个准备把常州大诗人黄仲则聘为幕

僚( 结果使其殁于途中的大官人!在

*释名疏证-序+说."其书参校方俗!考

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

为*尔雅+,*说文+以后不可少之书) &

刘熙在*释名+中所用方法!均为

音训) 全书的名物语词都用音训来解

释!刘老先生是开山宗师)

譬如在当今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

"贪&字) 刘熙说."贪!探也) 探取入他

分也) &贪,探!音近,义近) 所谓"贪&!

就是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 攫取他人

市场份额也) 训得真准!一字传神)

譬如常用的"勇&字)刘熙说."勇!

踊也)&踊!常与"跃&字相组为"踊跃&!

本义即为"向上跳&)引申义为"情绪激

动&,"反映激烈&) 为什么 "勇& 训为

"踊&呢% 刘熙说."勇!踊也) 遇敌踊跃

欲击之也)&看见敌人!就跳起来,冲上

去,与他拼命) 勇不勇% 那真叫"勇&)

还有很多) 譬如 "月&) 什么是

"月&%"阙也)&这个"阙&!古代通"缺&)

为什么是"缺&% "满则阙也) &想想也

对!月亮这东西!一个月只满一次) 刚

满!立即就缺了) 譬如"天&字) 什么是

"天&% "天!显也)在上高显也) &譬如"七

十曰耄!头发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

铁也!皮肤黑色如铁也) 九十曰鲐背!背

有鲐文也) &

//

常州人在数落同类时! 常用这个起

头.0你这个户头//#户头!音训一下!

吾!音近0户#) 俦!音
!"!#

!近于0头#!其

实应该是0吾俦#)

吾!人人都懂!不解释) 俦!本义为

0伴侣#)引申义为0同类#,0同辈#)*鬼谷

子1中经+里的0俦善博惠&!俦!指的就是

同类) 古人还常用这样的词.俦类2同辈

之人3,俦俪2同类之人3,俦伍2同等之

人3等)

这个0吾俦#!不是我生造!在古代!

它是个常用词)

*三国志1魏志1武帝纪+中有关0备

遂有荆江,江南诸郡#条!裴松之注引*山

阳公载记+曰.0刘备!吾俦也) 但得计少

晚) 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 #

唐诗人水神 *霅溪夜宴诗 2屈大夫

歌3+中有0是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

虽正寝而死兮!无得与吾俦) #

宋诗人赵蕃*寄徐斯远并成父弟+中

有0因之忆我弟!重以思吾俦) #

清诗人林则徐的 *中秋嶰筠尚书招

饮沙角炮台眺月有作+诗中有0三人不假

影为伴!袁宏庾亮皆吾俦) #

用0吾俦#数落同伴!是常州方言特

有的一个修辞方法!很有些古意)不说你

不好!说0你这个吾俦//#!意思是0你

应该是和我一样的人//#,或者是0算

算你也是我的同类//#言外之意!你怎

么会这样啊%至于说起某人!语带讥讽地

说.0那个吾俦//# 则有那人愧作我同

类的意思了) 把一个中性词改造得略带

贬义! 也算是常州人对中国语言的一个

贡献吧)

回到开头的问题! 常州人为什么习

惯用 0哈伲家# 这三个字来注音,0哈伲

家#从何而来)

0哈#与什么音近% 0和#字) 至于

0伲#!不用找近音来训!现成的!秃子头

上的虱子444明摆着!就是0你#字)

0哈伲家#者!0和你家#也) 其中!

0家#字主要用于尊称!就像称0老人家#

一样! 亦用于表示复数) 所以!0和你

家#! 也可以说成 0哈伲#! 也就是 0和

你#)

不要小看这个0和你家#!它是古代

汉语一个经典的省略句式) 古代汉语有

许多省略句式!0和你家# 属于主语省略

型) 举一个初中就学过的例子.

柳宗元*捕蛇者说+.0永州之野产异

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 #省略哪

个主语%0黑质#前,0触草木#前!省略0异

蛇#) 0尽死#前!省略0草木#)

0和你家# 前面省略什么% 呵呵!

0我#)

! ! ! ! ! ! !

（篆刻 李宾）

没有激情，你能打动谁

199销售从被拒
绝开始

销售是从被拒绝开始的。顾客的

拒绝是每一位销售员在销售的过程

中，必然要遭遇的问题。事实上，销售

时，买卖双方一拍即合的情况是极少

见的。

不要害怕被拒绝，时刻做好迎接

顾客拒绝的准备。即使遭到了拒绝，吃

了闭门羹也不必太在意，毕竟顾客只

是拒绝销售这件事，而不是针对你个

人来拒绝。只有如此，你才会成功，也

只有如此，你才能够坦然面对每一次

销售，并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销售员。

任何一个成功的销售员都遭遇过

拒绝，承受过被拒绝的痛苦。遭受拒绝

的经历可以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对一

个坚强的、有信心的销售员来说它是

生活的色彩，是成功的阶梯。但对一个

怯懦的、毫无信心、毫无斗志的销售员

来说，它是挡在成功道路上的铜墙铁

壁。成功与否在于你对拒绝的态度。

成功的销售员总是勇于面对顾客

的拒绝。实际上，很多时候，被顾客拒

绝并不意味着机会永远丧失。如果你

持之以恒，把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集

中于化解顾客的拒绝之上，自然就会

赢得顾客。

如果我们把每一次销售的失败，

视为是一种困境的话，那么这种想法

就成为我们限制自身潜能的主要原

因。因为，在销售业中，没有穷途末路，

所谓的穷途末路只是你自己的想法而

已。

生命中每件事情都是你思想的结

果，思想决定一切。每一次销售失败，

都应当是你再一次成功的开始。在遭

遇顾客拒绝时，你应该时刻警惕自己的

性格中不利成分，如敏感、怯懦、羞怯、缺

乏勇气或胆量，所有这些弱点都会从根

本上削弱你的销售能力。

顾客的拒绝不是销售的真正障碍，

真正的障碍是你自己，你应该首先从自

己入手，克服自身的局限。失败后灰心丧

气毫无意义。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失败

后寻找失败的原因，并将其作为改进自

身的一个契机，以免重蹈覆辙。

美国总统有
!"#

的人拒绝了他，但

是只要有
$%#

的民众投他一票，他就当

选了总统。

!营销智慧"：生命中每件事情都是

你思想的结果!思想决定一切)每一次销

售失败都应当是你再一次成功的开始)

你应该首先从自己入手! 克服自身的局

限) 你惟一要做的就是在失败后寻找失

败的原因! 并将其作为改进自身的一个

契机!以免重蹈覆辙)

213坚持最后三分钟

几十年前，美国人达比和他叔叔到

遥远的西部去淘金，他们手握鹤嘴镐和

铁锹不停地挖掘，几个星期后，他们终于

惊喜地发现了金灿灿的矿石。于是，他们

悄悄将矿井掩盖起来，回到家乡马里兰

州的威廉堡，准备筹集大笔资金购买采

矿设备。

不久，他们的淘金事业便如火如荼

地开始了。当采掘的首批矿石被送往冶

炼厂时，专家们断定他们遇到的可能是

美国西部罗拉地区藏量最大的金矿之

一。达比仅仅只用了几车矿石，便很快将

所有的投资全部收回。

然而，淘金人达比万万没有料到，

正当他们的希望在不断升高的时候，奇

怪的事发生了：金矿脉突然消失！尽管

他们继续拼命地钻探，试图重新找到矿

脉，但一切都是徒劳。好像上帝有意要

和达比开一个巨大的玩笑，让他的美梦

从此成为泡影。万般无奈之下，他不得

不忍痛放弃了几乎要使他们成为新一

代富豪的矿井。

接着，他们将全套机器设备卖给了

当地一个旧货商，带着满腹的遗憾和失

望回到了家乡威廉堡。

就在他们刚刚离开后的几天，这个

收废品的商人突发奇想，决定去那口废

弃的矿井碰碰运气。他请来了一名采矿

工程师考察矿井，只做了一番简单的测

算，工程师便指出前一轮工程失败的原

因，是由于业主不熟悉金矿的断层线。考

察结果表明，更大的矿脉其实就在距达

比停止钻探三英寸的地方。

人经常在做了
"&#

的工作后，放弃

了最后可以让他们成功的
%&#

。这不但

输掉了开始的投资，更丧失了经由最后

的努力而发现宝藏的喜悦。

一分耕耘之后，人们常常看不到什

么收获，有些人就由此放弃了追求；九

分耕耘之后，还看不见收获，又有人放

弃了追求。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九

分积累，就在离收获不远的地方，他放

弃了追求。

!营销智慧"成功与失败之间就差这

么一点点)

2叶籽摘自*舍与得的营销智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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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

“超人”的奉献

! ! ! !

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组织编著

的《瞿秋白传》，在建党
"&

周年前夕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在
'%

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最新推出的

瞿秋白全传，读后十分欣慰。这部

新传，吸取了数十年来，特别是新

世纪以来学术界研究瞿秋白的新、

老成果，引用了大量解密不久的共

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历

史档案资料，翔实、全面、精炼地呈

现出瞿秋白色彩斑斓、可歌可泣的

人生史，集中表现了他波澜起伏、

曲折悲壮的革命生涯，政治上代表

主流思想，学术上涵盖前沿成果，

研究上突破以往局限，风格上体现

庄重大气，是在以往瞿秋白研究史

基础上的总结、提升、创新和超越，

具有集大成、权威性和问鼎当代的

里程碑意义。

新版《瞿秋白传》与以往出版的

几部同名著作相比，有一个显著的

区别：老版“瞿传”都是个人劳动的

成果，一家之言，个性鲜明，文史

兼胜，功不可没；新版“瞿传”则是

站在新时代高度的集体智慧的结

晶，是由包括领导班子、写作班

子、服务班子、顾问外脑班子的涉

及数十人的学术团队同心协力、

深度合作的产物，融合荟萃，传真

记实，彰显共性，实事求是，精益求

精，境高旨远。

作为杰出的思想贤哲，瞿秋白

生前赞成集体主义“超人”，不赞成

尼采式的个性主义“超人”。《瞿秋

白传》从立项到出版，结集各路人

马，综合群体智慧，顾全大局，统筹

协作，扬长避短，艰苦作战，付出了

极大的心血汗水，形成了“力的平

行四边形”，始终突出瞿秋白是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

家和理论家这条主线，着力表现他

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的

巨大贡献和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作出的艰苦努力，如实书写了他与

“文坛知己”鲁迅领导左翼文化运

动所结成的伟大友谊，展现了他与

杨之华自由恋爱、超凡脱俗、震古

烁今的绝世情缘，浓彩重笔地表现

了他临难不屈、坚守信仰、以身殉

志的献身精神。对传主在革命征程

中的一些偏颇、失误，采取历史唯

物主义的态度，着重分析当时的历

史背景和思想理论根源，进行无伪

饰的客观评判，或从正面加以深刻

解读，或以曲笔进行淡化处理；对

一些一时难下结论的疑难问题或

敏感问题，不轻易作出判断，不把

话说尽说绝，给以后的学术研究

留有悬念和探讨空间。语言表达

上则主要采取端庄、严谨、准确的

史学语体和政论语体，重在对传

主生平事迹的解读和重要著作的

述评，力求文质相称，信而且达，

重历史真实而不刻意追求文学审

美价值。这虽然限制了文字的生

动性和可读性，却也体现了党史

人物传记的准确性、厚重性和史

料价值。“七年磨一剑”，省瞿秋

白研究会终于不辱使命，奉献出

信史红书，被人民出版社誉为历

史名人传记的一种“范本”，受到

中央党史研究室和省委宣传部的

一致好评，实现了省委“力争出精

品力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殷

切期望。

省瞿秋白研究会满怀赤诚心，

高扬主旋律，为瞿秋白修史立传的过

程，发挥了集体编著优势互补的长

处，力避集体创作的某些弊端，正是

集体主义“超人”实践的生动个案。新

版《瞿秋白传》不失为集体主义“超

人”奉献的一部杰作。

精彩书摘

!

李伟

运河五号的书香

! ! ! !

穿青果巷过明城墙顺篦箕巷沿

古运河就来到了运河五号。徜徉在充

满龙城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的“时

空”，踏上那条镌刻着常州工业遗迹

颇感沧桑的石板路，运河五号常州图

书馆分馆———“恒源畅书坊”就在那

条路的前方。

庭院深深青苔古瓦木格窗，古色

古香的红木书桌椅潺涎着千载读书地

的文化遗韵。靠墙中式花架上绿色盆

栽生意盎然，前方一列列硕大的书架

近万册图书排列有序在恭候读者光

临。无论布局还是陈设简约庄重典雅，

精巧中透着古相，昭示着创意者的匠

心与艺术文化造诣。走进来有一种想

坐下读点什么的感觉。“别有洞天！”第

一次相遇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赞叹

“想不到常州还有这么好的读书地

方！”英雄所见略同，许多读者在留言

簿上写下了同样的赞叹。返璞归真平

淡祥和随早随晚进来都能找到一隅清

静，看见工作人员热情的微笑，老少读

者一视同仁，抬眼信手就能取到心仪

的书报杂志。尤当一提的是这儿杂志

种类良多，创建者舍得投入采编者眼

光不俗———时尚高雅富含智慧与信息

量，颇有艺术文化品位。优雅的环境，

和谐的气氛，丰富的藏书———此乃读

书之愿景，在越来越物质化的今天似

乎是一种奢望。

“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

书”，书香穿堂，这是集阅读休闲文化交

流于一体的人文空间。开放时间你可端

坐桌前检阅摘录也可一卷在握随意靠

近沙发慢慢品咂，悠悠闲闲地呆上半天

尽情享受这免费的文化大餐。与李白一

起醉酒，听鲁迅振聩呐喊。会一会沈从

文、路遥、郭敬明、韩寒……各得其所。

这里是供所有新老市民免费阅读的场

所，创建者精心挑选了古今中外历史文

学经济政治各类书籍近万册。梨园掌故

世井风情藏书趣闻名人传记言情武侠

……足以满足老中青几代各种文化层

次的人的读书需求。“一本好书，三寸光

阴”。坐在“恒源畅书坊”静静放慢心的

脚步，放慢心境放慢情绪，在醇醇的书

香里，任天外云卷云舒……

一位名人说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

度只要看高雅的文化艺术在那儿占多

大的市场。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

图书馆既是物质财富又是精神产物，

是一座城市文化文明的缩影，它的文

化意义和艺术感染力常常成为某个历

史时期的文化标志和国家民族精神的

象征。
'&%%

年《新周刊》有文记载，早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就把地铁变成了

流动图书馆，东京众多地铁站检票口设

立着两节特制的银灰色车厢模型，里面

满积书架井然有序如同一个微型图书

馆———这就是日本别具一格的“驿文库”

（供乘客免费借阅的旧书文库）。书源来

自图书馆附近居民及过往乘客的寄赠，

它的特点是无人管理，随便索取不设时

限自觉归还。在
%"((

年，东京地铁站里

“驿文库”就有
'&

多座。当人们感佩日本

平民面对巨灾的韧性时有没有想到他们

对“文化”长此以往的这份“坚守”。在泛

物质化时代，焦躁浮华几乎占领着生活

的每一个节点，人们对精神家园的坚守

从来没像今天这样面临这么严峻的考

验。运河五号的书香就像一束灯光引领

人们走进精神家园。这书香会秉承千载

读书地的优良传统，让更多的龙城人寻

求思想的交流和灵魂的对话。

“恒源畅书坊”是一个与喧嚣世界绝

不一样的宁静温馨的世界，运河五号的

书香会让我们以最安适的心境去寻求属

于平民百姓自己的幸福，书坊身处城外

僻静处，“养在深闺人未识”，但愿更多的

龙城人结缘书坊共享读书之乐，愿运河

五号的书香飘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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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品名
! ! ! ! !

版别

文学艺术

%

天蓝色的彼岸 新世界

'

星期三的战争 南海

2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南海

!

百年孤独 南海

$

狼图腾 长江文艺

1

活着 作家

5

疯了·桂宝
6

乐活卷
7617

上海人民

(

世有桃花 万卷出版社

自然科学技术

%

时间简史
6

普及版
7

湖南科技

'

求医不如求己
8

家庭医学全书 江苏人民

2 '&

几岁要懂得的博弈论大全集 中国华侨

!

男孩的冒险书
6

典藏版
7

广西科技

$

定本·育儿百科 华夏

1

有益健康的
%&&

种室内花草 上海科普

5

人类神秘现象
8

探索与发现 北方妇儿

(

跟我学
9:;

编程 中国电力

少儿儿童

%

妈妈不是我的佣人 湖北少儿

'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吉林摄影

2

世界上最脏最脏的科学书 中信

!

小白的选择
8

笑猫日记 明天

$

亲爱的实习老师
8

同桌冤家 浙江少儿

1

顶呱呱的呱呱先生
6

注音版
7

浙江少儿

5

森林谜案 湖北少儿

(

最快乐的一天
6

注音版
7

浙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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