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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侬软语中与名家对话，感受龙城方言的前世今生与中华语
言的独特魅力。近日，常州市香梅小学和常州市正衡中学的常报小
记者开启了寻访名人名家夏令营，他们来到半山书局，参与作家郑
子宁《南腔北调：方言里的中国》的新书分享会。小记者们在领略常
州方言的精妙中传承一方语言文化，感知语言财富的宝贵。

本次寻访名人名家夏令营，更让小记者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同领
域的社会精英，感受不同“精英”背后的奋斗故事，不断打开“眼界”，
丰盈综合素养，涵养高远境界。 茅向燕 黄菲

乡音 是一种情怀
常报小记者主题活动

最让人跃跃欲试的便是提
问环节了，每个人都踊跃提问，
郑老师无一不耐心回答。令我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郑老师所反
问的一句话：你认为什么是文
化？我听到后不禁陷入沉思。
什么是文化呢？“刚柔交错，天
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
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文化”这个词，一
向从小到大、从狭到广有多种
形式。而常州话又何尝不是一
种常州人的文化传承呢？可是
在常州，常州话的应用逐渐老
龄化，年轻人会说的已经寥寥
无几。身为常州人的我，丝毫
没有察觉到文化的消逝，而更
多像我一样的青少年也同样意

识不到。
在我们这一代，普通话的普

及是必然的，可是有时候方言文
化也是值得传承的。比如江浙
一带的《杨柳青》《泊秦淮》等名
歌，不正是需要用地方方言歌唱
才会有江南韵味的美感吗？而
在一些市井，不正是需要地方方
言所带来的烟火气吗？虽然，我
们对于方言的学习不是必然的，
但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去了解
自己的地方方言，不至于对方言
一问三不知。愿大家在说着标
准普通话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心
中的南腔北调。

正衡中学
七（11）班 项雨萌

指导老师 邵丹

最让人跃跃欲试的便是提问环节了，每个人都踊跃提问，郑老师无一不细心回答。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郑老
师所

通过郑老师的讲述，我们
基本了解了常州方言的读音
规则。接着郑老师又搬出了
一 大 堆“ 词 语 炸 弹 ”向 我 们

“狂轰滥炸”，我们被“炸”得
晕头转向。快看陈同学，她正
仔细辨认着读音，一顿操作
后，她成功地把自己给绕晕
了。此时，一位老爷爷举起了

手，郑老师请他来展示，老爷
爷脸上的表情十分自信，一
口流利的常州话让我十分佩
服。接着郑老师又带我们了
解了常州话的历史以及常州
各地方言的不同。

香梅小学
四（2）班 金昊轩

指导老师 钱群秀

通过郑老师的讲述，我们基本了解了常州方言的读法。接着郑老师又搬出了一大堆“词语炸弹”向我们“狂轰滥
炸

书香不见其味，观之才见
其思。周六，怀着无比兴奋的
心情，身为常报小记者一员的
我，参加了郑子宁新书分享会。

郑叔叔为我们讲述了常
州话的相关知识，我们不仅
知道了普通话与常州话的区
别，还体会到了常州话的有
趣之处。原来，常州话的发
音、字音与其它方言有很多
不同之处，发音很有意思，我

们不知不觉被吸引了。活动
进 入 高 潮 ，老 师 开 始“ 耍 花
样”了：各种小游戏、发言、小
奖品⋯⋯层出不穷，我们乐在
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
常州方言了解更深刻了，这让
我们更加热爱它，情不自禁地
去了解它。

香梅小学
四（3）班 袁羽晗

指导教师 杨美莲

书香不见其味，观之才见其思。周六，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身为常报小记者一员的我，参加了郑子宁新书分享
会

“有人知道这些物品用
常州话怎么说吗？说对的
同学有奖品。”PPT 上出现
了三副图片——蜗牛、漏勺
和锯子。“欧牛”“捞索”，小
记者们纷纷举手发言，都不
太对。我在妈妈的鼓励下
迟疑地举起了手：“是欧牛，
料理头和嘎子。”郑老师笑
着说：“这位同学说对了后
面两个，还是很厉害的，第
一个应该叫鲶油。”老师把

《方言里的中国》这本书送
给 我 做 奖 品 ，在 书 上 写 了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
买寸光阴”的留言，还签了
名。大家纷纷投来羡慕的
眼光，我骄傲极了。

香梅小学
四（3）班 毕馨予

指导老师 杨美莲

“有人知道这些物品用常州话怎么说吗？说对的同学有奖品。”PPT上出现了三副图片——蜗牛、漏勺和锯子。

郑 子 宁 老 师 熟 谙 常 州 东
南西北的方言，并为我们现场
演示，做出详细讲解，使我真
正领略到“ 十里不同音 ”的含
义。

活动后，我陷入了沉思，从
前为何没有发现方言的美呢？
要是世人都如我一样，仅使用普
通话进行交流，那么，在若干年
后，方言，是否会销声匿迹？

曾有人说“普通话能让你走

得更远，方言能让你记住你的根
在哪里”，我认为方言的延续是
重要的更是必要的，它承载着这
个地方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
史，融入这个民族的血脉。乡音
啊，它从来都是我们相思之情美
好的寄托，是我们得以归属的静
谧之处。

正衡中学
七（13）班 谢语柠
指导老师 高爱霞

郑子宁老师熟谙常州东南西北的方言，并为我们现场演示，做出详细的讲解，使我真正地领略到“十里不同音”
的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
无改鬓毛衰”，以前读起这两
句诗，感受到的是诗人淡淡
的惆怅。对于我来说，我似
乎缺少了一种乡音。我出生
在常州，从小爸爸妈妈和我
说的都是普通话，平时上学
同学和老师也都是讲的普通
话。因此我不会说常州话，
只能听懂一点点。

上次研学主题队会，我
们班两名同学周资涛和蒋
灅用常州话说了一大段相
声，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原
来常州方言这么有趣！从
那以后，我们班有同学开始
偷偷学说常州话。

郑叔叔告诉我们：中国
的南腔北调、东言西语，相差
十万八千里。有时一山之
隔、一江之壑，也难以相通；
有 时 相 隔 万 里 ，却 同 根 同
源。这几句话让我对中国的
方言又多了几分好奇，以后，
我要学说常州话！

香梅小学
四（3）班 韩依熳

指导教师 杨美莲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以前读起这两句诗，感受到的是诗人淡淡的惆怅。对于我来说，我似乎缺

“小朋友们，请问这些动
物用常州话怎么说呢？”郑叔
叔 展 示 了 一 些 图 片 来 考 我
们。如果用普通话说，那可简
单至极，可现在要我们用常州
话读⋯⋯就在大家鸦雀无声
的时候，一位老奶奶站了起
来：“我来试试！”接下来，又有
几位爷爷奶奶上来读，原来常
州不同地区的方言还各不相
同，多种多样的读法让我们大
开眼界。

“为什么咱们要学方言
呢？”一位哥哥问道。郑叔叔
笑着回答说：“因为方言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标记，
虽然不学方言不会影响到我
们的日常生活，但我们会失去
那片土地上特殊的文化和风
土人情⋯⋯”

听了郑叔叔的话，我的耳
边似乎回响起奶奶教我的常
州话童谣：“东头牛来了，西头
马来了⋯⋯”这带着温度的常
州方言让我感到亲切，我要努
力学习家乡方言，传承这种特
殊的文化。

香梅小学
四（3）班 屠怡然

指导老师 杨美莲

“小朋友们，请问这些动物用常州话怎么说呢？”接下来，郑叔叔出示了一些图片来考我们。如果用普通话说，那

郑老师以常州话为切入点，
带我们了解了三百年前的常州
话以及常州地区各地不同的常
州话，让我们从各个角度了解常
州话，受益匪浅。

在小记者提问环节中，一位
小记者问道：“在如今以普通话
为主的时代，还有必要学习常州
话吗？”郑老师就这个问题，为我
们讲解了许久。从他的讲解中，
我了解到：方言，是一门艺术，也
是中国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
如今的时代推广普通话，但这并

不会让方言“落灰”，方言是值得
学习的文化。

初中的我，随父母在外多年，
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都用普
通话沟通，早已忘记了方言，这次
活动后，我觉得我缺失了属于我
的故乡方言，缺失了沟通的色彩。
就像爸爸遇到说着家乡话的人，
总是忍不住问：“您是哪里人？”忍
不住说：“我们是老乡！”

正衡中学
七（10）班 孙茗堇
指导老师 窦骁帆

郑老师以常州话为切入点，带我们了解了“三百年前的常州话”以及常州地区各地不同的常州话，让我们从各个
角

郑老师向我们讲述了各
地方言的不同之处，以及常州
话的基本发音规则⋯⋯大家
听得津津有味，积极地用常州
话跟老师互动。

作为一个常州新市民，我
不会说常州话，但是老师告诉
我们常州话在不同地区也是
不一样的，他还告诉我们，语

言会经历无数次变动，这有战
乱的原因，也有自然的演变因
素。

今天的活动真有意思，既
让我了解了常州话，又感受到
了方言的魅力。

香梅小学
四（3）班 陈艺蕾

指导老师 杨美莲

郑老师向我们讲述了各地方言的不同之处，以及常州话怎么讲⋯⋯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积极地用常州话跟老师
互动

我陶醉于郑老师的演
讲、沉浸在语言和文字的海
洋之中，无法自拔，内心的骄
傲与激动久久无法平息。

当郑老师阐述到如今方
言的趋势在渐渐地衰退，普
通话在一步步走向大众时，
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方言的
美妙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却
又为何一步步走向衰亡。方
言作为千百年前的文化遗
产，值得我们去传承。

正衡中学
七（12）班 祝云翼
指导老师 张淑楠

我陶醉于郑老师的演讲，沉浸在语言和文字的海洋之中，无法自拔，内心的骄傲与激动久久无法平息。

横山桥和雪堰是我爸妈的
家乡，“衣袖”说成“衣塞古鳄”，

“酒”说成“贼”⋯⋯独特的口音，
别样的风采，可惜啊可惜，生活
在充溢着常州话的环境里，我张
口却是普通话。街坊邻居也会打
趣问我为啥不说常州话，“我不
会哇！”“也对，现在的小佬，还有
几个会哒。”

方言其实是地方文化不可或
缺的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重视
方言，不仅是当地文韵的体现，更
是特色文化的传承。愿今后方言
能成为青少年越来越熟悉的朋
友，东言西语熠熠生辉。

正衡中学
七（7）班 宋语洋

指导老师 高爱霞

横山桥、雪堰是我爸妈的家乡，“衣袖”说成“衣塞古鳄”，“酒”说成“贼”⋯⋯独特的口音，别样的风采，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