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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行走在田野上的“语言捕捉者”

本报记者席敏、张玉洁

消失

语言消失的趋势在全世界范围

内都不同程度存在。十年前，曾有研

究指出，世界上现有语言 6900 种左

右，而约 2500 多种语言濒临消失

今年 89 岁、念过几年私塾，自称经历过“古代
教育”的向安国，有一个思考已久的新潮想法。他
想请人把自己的“土话”录进电脑，放给一代代后
人听。

向安国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
县人。他会两种语言，一种是发音不太标准的普通
话，虽然不顺畅，但能听懂的人很多，另一种是发
音很标准的“土话”，却没多少人能听懂。

泸溪县地处武陵山脉深处，连绵不绝的大山
将县域切割得十分零碎。有的村庄被大山掩在逼
仄的山脚下，有的村庄沿着河流走出狭长的一条，
更有的村庄头与尾隔山相望。

独特的地貌和生活环境，一方面演变出土家
族语言中一种独特分支，其发音中的“一字一句”
均独有所指，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之间相互交流无
碍；另一方面，也把这种语言压缩在狭小的空间
内，始终走不出重重大山。

在整个泸溪县甚至全世界，能听懂向安国“土
话”的人只有 1000 人左右，他们全都聚集在向安
国所在乡镇的 3 个寨子里。

向安国说，要是再不把自己的声音保留下来，
以后慢慢地就没有人会说、能懂了。

这种“土话”实际上是土家族语言中的一种。
长期关注和从事苗语及土家语传承的吉首大学杨
再彪教授说，土家族语言中常用的是北部方言，而
在以泸溪县潭溪镇为核心的极小区域使用的是南
部方言。

通过持续多年的调查，杨再彪发现，目前还会
说土家语的人几乎全都是兼通普通话的“双语
人”，并呈高龄化趋势。

此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会一点”的状态，
这部分人只会讲少量土家语，只能对付简单日常
用语，遇到生僻一点的词或者复杂一点的句子，就
得转用普通话来表达，“真正的土家语‘单语人’已
经很难找到。”

即便是同属土家族语言的北部方言和南部方
言，两者之间也并不能沟通。

泸溪县潭溪镇潭溪社区六组向民元较为精通
南部方言，他曾几次尝试用南部方言与泸溪县外
使用北部方言的土家族居民交流，发现基本上是
“各说各话”。

在交流中，向民元觉得障碍重重。“有时一个
词能模糊地理解出意思，但如果听完整的一句话
就完全糊涂了。”

向民元说：“和普通话一样，北部方言有 4 个
调，但是南部方言有 5 个调。有许多南部方言里的
词汇，必须通过第 5 个调才能发出准确的声音。”

语言消失的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同程度
存在。十年前，曾有研究指出，世界上现有语言

6900 种左右，而约 2500 多种语言濒临消失。
在泸溪县小章乡，有一种苗语也正在濒临消

失，这是湘西苗语 6 大土语中的第 4 种。小章乡大
水坪村村支书张清好说，全乡有 4 个村使用这种
苗语，但和其他地区的苗语差异很大。

在这些村子里，第 4 苗语呈现出一种奇怪的
“隔代传”的方式——— 高龄老人和 10 岁以下的儿
童会说能听，但处于中间年龄段的村民反而不会。

大水坪村 80 岁老人陈国顺说，小孩子跟在身
边耳濡目染学会了一些，年龄稍大走出去后就遗
忘了，也缺乏再用这种苗语交流的环境。

在杨再彪持续多年的调查中，更为濒危的是
湘西苗语中的第 6 种，他们称之为“龙山苗语”。

杨再彪介绍，有关部门在 1956 年的调查显
示，龙山南部苗语的使用人数为 4000 余人。时
隔 46 年后，杨再彪等人再去逐户统计调查发
现，这种语言只有两个寨子还有人会说，一共
116 人。

调查中遇到的一件事情让杨再彪记忆深刻。
2002 年，当他来到龙山县一个偏远山寨时，寨中
一座小桥上坐着几位老人，他们相互用龙山苗语
聊天。兴起时，还有老人现场用苗语唱起了古老的
歌谣。

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杨再彪向老人们讨教
了很多龙山苗语里的生僻词和发音。但是，当
2015 年他再来到这个村庄时，曾经见过的老人已
有几位离开了人世。

随着他们离去的，还有那些没有来得及记录
和传承下来的部分历史悠久的龙山南部苗语。

使用龙山南部苗语的人数消失速度远超杨再
彪预计。2015 年的这次调查，杨再彪发现已只剩
下 61 人。

“龙山苗语使用人口递减的速度，平均每 10
年大约在原来基础上减少一半。现在，递减速度越
来越快，周期也越来越短。”杨再彪说。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向安国越来越焦虑。他所
处的泸溪县潭溪镇大陂流村——— 曾是土家族南部
方言使用最为集中的三个村庄之一，但全村目前
1826 人中只有 400 多人还能说或是听懂南部方
言。

“必须赶紧把我的话录下来。”向安国说，“用
南部方言发音，再用普通话解释，让子孙们能听得
懂、记得住。”

记忆

很多小孩子都知道国外的狼外

婆和小红帽的故事，但是对于我们寨

子里多年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一无

所知

对于许多研究学者和民间热心人士而言，无
论是土家语的南部方言，还是湘西 6 大苗语，都形
成于特定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中，有其丰富的内涵。

他们认为，虽然其消失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但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仍有挖掘和记录的价
值。

与大陂流村相隔不远的且己村落坪桥自然
寨，55 岁的小学教师向远松面对来访的客人，用
土家语南部方言对一位村民快速说了几句话，这
位村民迅速离去。

来访客人面面相觑，无一人能听懂。“您刚才
对他说了什么？”一位客人问。

“暂时保持一点神秘感，你们一会儿就能猜出
来。”向远松笑着说。

约莫 10 分钟后，那位村民回来了，手里拎着
一袋子矿泉水。来客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向远松
是请这位村民帮忙去村头的小卖部买水回来招待
客人。

尽管客人们从村民的行动上“看懂”了刚才向
远松的语言，但反而更体会到这种语言的神秘。

这时，向远松脸上露出几分骄傲和自豪的神
色。

他在客人脸上扫视一圈后说：“你们看过美国
电影《风语者》吗？那里面有印第安人用他们的语
言作为密码，敌人怎么也破解不了。我们这种语言
也行！”

或许，在一定意义上，土家族南部方言的解密
难度更甚于这部电影里的印第安纳瓦霍族语言，
但对于研究学者和使用者而言，这些语言的意义
远远不止密码这么简单。

2016 年，大陂流村一位 92 岁的高龄老人去
世，留给全村无法弥补的遗憾。村委会主任向安全
说，这位老人是全村唯一一个能用南部方言唱歌
的人，“张口就能来，特别好听”。

老人去世后，优雅婉转、内涵丰富的歌声戛然
而止，大陂流村再也没人能用土家族南部方言唱
一首完整的歌。

58 岁村民向保国和向远松同在一个自然寨，
他用南部方言唱了一首青年男女相互表达爱慕的
情歌。这首歌歌词不长，但独特的音调和唱腔让人
听后久久难忘。

向保国说，无论是情感的表达还是记事，用土
家语南部方言都能唱出很多歌。但现在几乎没几
个人会唱了，即便是他也只会不到 20首。

向保国会唱的为数不多的歌曲中，还有一些
需要两人对唱，由于没几个人会唱，他只能一人分
饰两角。向保国不无遗憾地说：“对唱变成了独
唱。”

与歌曲一起消失的还有一些民族习俗。在泸
溪县潭溪镇土家族居民和小章乡苗族居民的记忆
中，很多习俗随着语言一起消失了。

向远松说，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当地有一个
“土地会”，全村选出一个德高望重、阅历丰富、土
家语讲得比较流畅的人带着全寨人一起祈福，祈
福后的祭祀品会分发到各家，全过程都使用土家
语南部方言。

不过，类似“土地会”的习俗已只存在于向远
松和村民们的记忆中了，有些仪式和话语离开了
南部方言就无法准确表达出来。

消失得更多的还是一些民间故事和谚语。向

保国说，过去长辈教育子女或是朋友之间相互
规劝、激励等，都可以用一些民间故事和谚语进
行表达，一些故事离开了土家族南部方言，其语
境、氛围和准确性都失去了。

向远松插话说：“很多小孩子都知道国外的
狼外婆和小红帽的故事，但是对于我们寨子里
多年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一无所知。”

沉思了片刻后，向远松又补充说：“这不怪
他们，因为很多故事连我都不知道。”

奔跑

眼看着村子里说土家语的人

越来越少，原本养羊的魏品福拿起

了笔。如今，他已经向湖南省有关

部门上交了自己记录的 1400 多个

土家语“词汇”，其中不少是对物体

的称呼

时间在流逝，濒危的语言在加速消失。

在一些研究学者和民间人士脑海中，仿佛
有一只正在倒计时的钟滴答作响。

今年 45 岁的向民元已经在大陂流村、且己
村等村寨来回往返了不知道多少趟。从 2002 年
开始，他自发地参与收集、整理土家族南部方
言，至今已有 17 个年头。

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几位从高
校来调研土家语情况的专家。最初，他只是作为
一个翻译随从他们调研。慢慢地，他的兴趣被激
发出来，也成了一名田野调查者。

随身携带的一个本子上，向民元记录了在
不同村寨中收集到的“词汇”。因为这一语言并
没有专门的文字，他就用拼音记录了 3000 多
个，并与汉字一一进行对译。

向民元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两面性。他一
手炸石开山，另一只手捕捉语言。“两只手”风格
相去甚远，向民元却沉浸其中怡然自得。

他在泸溪县一家民营爆破公司工作。“暴
力”和不可预知的危险，是向民元的工作常态。
但在向民元壮硕的身体内，却藏着一份朴素的
语言传承情怀。

放下炸药，行走在土家族村寨之间，向民元
探寻着那些神秘难以捕捉的土家族语言。

一到周末，向民元就骑上摩托车奔向不同
的土家族村寨，与年事已高的老人用土家族语
言交流。遇到生涩的词语，他就尝试用拼音记录
下来。

“南部土语里面的酸菜是由 4 个音组成
的。”

“辣椒和玉米在南部土语里，也都是有专门
词语的。”

“你知道南部土语里饭勺有两种说法吗？”
……

自以为精通南部土语的向民元，曾想出一
本南部土语与普通话对译的书，但他每年总会
在村寨里发现新的词语。担心出现遗漏，出书的
日子便一拖再拖。

如今，向民元已是湘西州南部土语非遗传
承人。为了让更多人得到传承，他收了 3 个徒
弟，其中第二个就是他的儿子。他在工作之余找
到徒弟们，教给他们最新了解到的南部土语。

向民元的儿子今年 20 岁，和叔叔等十几个
亲戚和老乡在广东打工。无形之中，这些远赴南
方沿海城市的人，在城镇化的大潮和各种语言
的冲撞交流中，难得地形成了一个土家语南部
方言的“小环境”。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小环境”也越来越少。
向民元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传承人专心地学习土
家语南部方言。

“徒弟太难找了，很多人没有基础教不会。
有基础的人又太忙，没时间来学习。”收徒弟时
频频碰壁，让向民元时常有些气馁。

同样从 2002 年开始研究和记录土家族语
言的还有湖南省保靖县碗米坡镇沙湾村的魏品
福和向志英夫妻。两人都已年过六旬，但依然对
土家族语言有着朴素的情结。

眼看着村子里说土家语的人越来越少，原
本养羊的魏品福拿起了笔。如今，他已经向湖南
省有关部门上交了自己记录的 1400 多个土家
语“词汇”，其中不少是对物体的称呼。

比起向民元他们，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土家
语和苗语的学者，杨再彪有更多的时间去民间
收集。

他多次到湘西大山里寻找那些还精通这些
濒危语言的长者，每次的田野调查都让他心情
沉重，但又收获颇丰。

多年来，杨再彪在中西部地区画出了自己
的足迹地图———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怀化市、邵阳市，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贵州铜仁市和重庆市……

“基本上每年都会出去做田野调查，能去的
地方都去了。”杨再彪说，他一边整理新收集到
的“词汇”，一边做抽样调查和比较研究。

以前，他用笔记本记录和分析，很快一
个 1 米多高的箱子就装满了。现在，他用个
人电脑进行记录，电脑硬盘里有关的文档已
经密密麻麻。

传承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

和印记。中华民族的语言像一个大

花园，各种民族语言应该像花园里

的花一样，不能任其凋零

不仅是记录，多年来，一些在田野间奔走的
“语言捕捉者”想方设法地让更多的人参与进
来，希望他们能学习发音和掌握语言里的文化。

自己做研究的同时，杨再彪也带着几名学
生一起调查和学习。在一间会议室里，杨再彪的
两名汉族学生和两名苗族学生一起探讨苗语的
精深与奥妙。

这 4 名学生中，只有一人掌握苗语且相对
比较熟练，另外 3 人只能“牙牙学语”，但这并未
影响她们的兴趣。相反，她们对苗语及其背后的
文化充满好奇，并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

杨再彪说：“尽管从现在的交流环境来说，
让很多人都熟练掌握一些濒危语言的意义并不
大，但是研究和传承仍然很有必要。”

更为直接的是魏品福和向志英夫妻。在魏
品福家对面，有一个展列馆，里面装着不同时期
不同样式有土家族特点的物品，包括农耕用具、
织布机，也有乐器和服饰。

这已是魏品福建起来的第三个展列馆。
2002 年他用竹子和木头建起一个 100 多平方米
土家风格的建筑，屋顶盖上茅草。2008 年，一场
大雪将这个展列馆压垮。2010 年，他又在原址建
起第二个。

今年 4 月，魏品福在保靖县县城建起一个
80 多平方米的展列馆。一条狭长的陈列廊里，
他摆了斗、升、蓑衣、草鞋等 400 多件物品。

每当有人参观，魏品福就会用土家语向来
人介绍，然后再用普通话讲解一遍。他觉得这种
方式很简单也很有效，既能展示土家语的魅力，
也能推介民族特色，让人听得懂记得住。

65 岁的向志英每个月都会到当地的小学，

给一、二年级的学生讲一节土家语课。她说，这
已成为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每次上课前，向志英不做任何准备。一站上
讲台，她张口就能讲一节课的时间。“都在脑子
里记着呢，讲都讲不完。”她说。

在泸溪县潭溪镇且己村，向远松也会利用
课余时间和学生交流土家语。他说：“语言是一
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印记。中华民族的语言像
一个大花园，各种民族语言应该像花园里的花
一样，不能任其凋零。”

同在这片山区里，向民元仍然坚持周末骑
着摩托车去寨子里转转。他希望，每年能新收
一个徒弟，让土家语被更多人记住和传承下
去。

历史的长河中，语言

成为人们交流的基本元

素。传统 、习俗 、情感 、道

理、寓言，乃至生产生活方

式，都在“你一言，我一语”

中得到传承和发挥。

时至今日，五千年人

类文明中，浩瀚的语言格

局已发生剧烈变化。一些

曾经用于一时一隅的语言

湮灭在岁月中，有些还在

民间流传的语言处境也岌

岌可危。

在湖南湘西的田野

上，一些民间人士自发地

穿梭在不同村寨之间，用

他们的热爱、执着、焦虑，

将那些散若零星的言语收

集起来，希望尽可能地挖

掘最后的“宝藏”，存下语

言，留住声音

▲这是航拍下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湘西是湖南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是苗族聚集村，村里不少老
人至今只会用苗语交流，不会说汉语。 新华社记者范军威摄

▲向民元手机上的土家语南部
方言“词汇”。 本报记者席敏摄

▲ 65 岁的向志英将动作和发音结
合，介绍土家语。 本报记者席敏摄

▲魏品福在自己新建的土家文化展列
馆里展示土家文化。 本报记者席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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