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人，节日时上了天安门，说：“我上城
楼子了！”这是老北京人的说法，不是老北京
不会把天安门叫“城楼子”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文化，从地理方面观
察，语言的语音、词汇都反映环境的特点，具
有生态性、区域性、传播性三大地理特性。

语言内容是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生
成的，有原生态的词汇，也有文化交流传播的
词汇。在语言中，区域文化含量很大，语音与
词汇反映区域文化特点，某人一张口，我们就
知道他的地域背景，他的故乡（母文化区）在哪
里，是老派人还是新潮人，文化水平如何，等
等。有一个北京人，节日时上了天安门，兴奋
地说：“我上城楼子了！”这是老北京人的说法，
不是老北京，不会把天安门叫“城楼子”。

世界上不同的语言有几千种，各种语言
都有一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在世界各种语言
中，中国汉语的生态区域最大，因为区域大，
汉语区内又分成不同的方言区。方言的丰富
性，谁也比不上汉语。

中国汉语方言的分布大概有 7 大方言
区：官话（北方）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
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这是讲汉语方
言地理的时候最常说的几个区。如果稍微细
化一点儿，不止这7 个区，每一个大区还可以
分亚区，数量远远多于7 个。

在这幅汉语方言分布地图中，官话（北
方）方言占了绝大部分面积，从黑龙江一直到
云南都是它的天下，使用人口差不多占汉族
人口的四分之三。

其他6大汉语方言多数集中在中国的东
南部。这种分布有自然地理基础，东南多山，
人的流动性本来就小，再加上一些人文历史原
因，造成那里比较细密的方言分布状况。中国
历史这么悠久，而且很早就形成了大地域的国
土，所以方言差异的问题很早就出现了。

在战国时代《孟子》这部书中，记载了孟
子与戴不胜的一段对话。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
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
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
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
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
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
得矣。”（《滕文公下》）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
是想有一位好的国君吧？
我来告诉你吧。有一位楚
国的大夫在这里，想让自
己的孩子说齐语，那么是请
齐国的老师呢，还是请楚国
的老师？”戴不胜说：“请齐
国的老师。”孟子说：“一个
齐国老师教他，一群楚国人在他周围喧哗，虽
然每天用鞭子逼他讲齐语，也是办不到的。
假如带他到齐国城里住几年，虽然每天用鞭
子逼他讲楚语，也同样是办不到的。”）

孟子是用这个学习语言的故事讲述一个
道理：想要有个好国君，而周围都是奸臣坏
蛋，那国君自己想做好，也是不可能的。

故事里面所说的“齐语”“楚语”是不同的
语言，二者之间存在的当然不会是外语那样
的差别，而只是方言的不同。这是战国时期
在中国存在方言的一个证明。

关于外语的问题，古人另有记录。汉代
张骞通西域，发现西域人讲许多不同的语言，
与最远方来的人讲话，需要“重九译”，意思是
中间要坐八九个翻译，一个人翻一种语言，翻
译接力。这样的翻译场面真够热闹的。

中国古人认为，语言乱，是文化不发达的
特征。边陲属于化外之地，也就是野蛮之地，
别说是没有诗书礼仪，讲的话也与鸟兽的声
音没有太大差别，东汉大学者郑玄说夷狄人
通鸟兽之语。当然，这些看法都是很不对的。

在中国历史上，汉语的扩展属于一种文
化传播现象。而移民是文化传播最痛快的形
式，是地域间文化传播效率最高的形式，它不
需要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特别是，有的移
民是集团式的移民，其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文
化的完整性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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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英国人的第二个优势：工业
制造能力。一场战争，只要没有速战速
决，说到底，就是拼双方的国家制造能力
和动员能力。这也是后来山本五十六即
便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却依旧如履薄
冰的原因——美国的制造能力实在太强
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40 年 7 月，
整个英国皇家空军只有1300架作战飞机，
而到了 8 月，一个月之内，工厂就生产了
1600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470架“飓风”
和“喷火”战斗机）。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德国空军决定转
移轰炸目标——轰炸英国空军的基地和
所有飞机制造厂。后来很多人分析，如果
不是英国人有一个秘密武器，“不列颠空
战”可能打到第二阶段，英国空军就完全
被摧垮了。

这个“秘密武器”，就是英国人关键的
第三个优势：雷达。

英国从19世纪30年代就着手了能够
24小时监控本土空域的计划。1935年，英
国无线电工程师沃森·瓦特利用无线电波
在传播途中遇到金属物体就会“反弹”的
原理，把无线电探测原理变为一门实用技
术。虽然这门技术对“不列颠空战”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直到1943年，它才
获得了正式称号——“雷达”。

“雷达”对英国皇家空军的最大帮助
就在于，它能准确地预判和监测到德国纳
粹空军何时飞临英伦三岛的空中警戒线，
从而让皇家空军的飞机能在正确的地点
和正确的时刻起飞迎敌。

12架迷失的德国轰炸机改变战局？
但即便有“雷达”的帮助，英国人在第

二阶段也开始有点撑不住了。
在第二阶段，德军每天出动飞机都在

1000架次以上，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一直
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时一天就要出动几
次，精疲力竭。而地面的维修人员日夜抢
修，很多人直接晕倒在工作现场。

当时，20岁的青年已经算得上是老
牌飞行员了

更要紧的是，开战以来，英军已有103
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全
部飞行员的四分之一。在富有经验的飞
行骨干大量伤亡的情况下，一些 20 岁左
右的青年就已经算是老牌飞行员了。

在第二阶段，尽管德军损失了352架
飞机，但英国皇家空军也有195架飞机被
击落，171架被重创——同一时间里，由于
飞机制造厂被持续轰炸，英国生产出的新
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更
新的飞机数量已经抵不上损耗的飞机数
量了。

更致命的是，英国南部5个最重要的
机场都被严重破坏，7个空军指挥中心被
摧毁了 6 个。连丘吉尔后来都不得不承
认：在那段时间，胜利似乎在离我们远
去。

虽然德国空军的损失数量更大，但它
的整体数量优势开始发挥出来，再这样耗
下去，英国人肯定会被拖垮。

谁也没有想到，8 月 24 日，12 架德国
轰炸机，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战局。

1940年8月24日这一天，12架执行轰
炸任务的德国轰炸机在英伦三岛上空迷
航了。虽然迷失了方向，但敬业的德国人
坚持要把飞机携带的炸弹扔完才肯返
航。于是，他们就找了一
座大城市的市中心，让炸
弹倾泻而下。

那 座 城 市 ，就 是 伦
敦。丘吉尔震怒了。就
好比两个人打架，说好不
打脸的，其中一个人先抽
了对方一个耳光。

8 月 25 日，按照丘吉
尔的指示，81架英国皇家
空军的飞机飞临柏林上
空，丢下了报复性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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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罢倒立，又练三年的
“贴壁”、三年的“吊臂”。所
谓贴壁，就是在墙壁上凌空
揳上几根短木桩，每夜睡觉
都必须睡在那几根短短的木
桩上。父亲只能侧着身子，
紧贴墙壁，全身绷得紧紧的，
稍一放松，整个人就会从空
中掉下来。所谓吊臂，就是
每天夜里，父亲要把双臂吊
在房梁上过夜；白天，还要把
磨盘吊在手臂上行走，直到
行动自如为止。到了学习轻

功的时候，父亲要在双腿绑上沉甸甸的沙袋，
无论是干活、诵经、习武还是睡觉，不许有片
刻解除……

到了练“铁砂掌”的时候了。头一年，身
前放个木桶，桶内装满了黄豆。父亲十指必
须根根伸直，两手轮番插，插透黄豆

我问父亲：“你会飞檐走壁吗？好多人说
你会！”

父亲笑道：“这只是一种形容。不过那
时候，一丈多高的房子，我一纵身就能蹿上
去。夜里在屋上行走，我脚下不会踏碎一片
瓦。”

到了练“铁砂掌”的时候了。头一年，
身前放个木桶，桶内装满了黄豆。父亲十
指必须根根伸直，两手轮番插，插透黄豆。
插啊插，直练到一掌插下去，手指直插到桶
底。第二年，一桶黄豆换成一桶小米，继续
插，这要比插黄豆难多了，因为小米比黄豆
密实得多。第三年，一桶小米换成一桶沙
子，继续插。这比插小米要难多了，因为沙
子更为密实，如同铁砂，寻常人连两寸都插
不进去，而父亲必须一掌插至桶底。三年
下来，父亲双手十指不知磨掉多少皮肉、流
过多少血，肿了消退，消退后再肿，双手坚
韧厚实，真的能够“抓人一把肉，叉人五个
血窟窿”。

这时父亲已离家 8 年了，越发想念奶
奶，便向师父请求返家探望。师父答应了，
给假两天。临行前，师父再三叮嘱：出家人
务要谨守谦和，外出断断不可生事。

这一天，父亲跋涉百里，兴冲冲地来到
老家的村边上，却碰见他哥哥被一伙人打。
父亲大惊，赶紧上前询问缘故，出言阻止。
原来是他哥哥放牛没留神，牛吃了别人的麦
苗，父亲说可以拿钱赔他们的庄稼，可是对
方不依，他哥哥被对方的几个家丁打得直吐
血。

不仅如此，对方还破口大骂，随后旁边
一人还上来挥拳猛击父亲。这人膀大腰圆，

个头比父亲高出很多。父亲当时完全是下
意识挥掌挡开了对方的挥拳，然后又下意识
地弹脚反击，拳脚正中那人的胸口。

父亲这时候才发现自己练了8年的真功
夫。他并没有存心要打死对方，只是见自己
的哥哥被人欺负而愤怒自卫。现在见大汉已
沉重倒地，吐血不起。走近一看，对方竟然死
了，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父亲万万没想到，自己一脚竟然能把一
个大汉踹得胸骨断裂、脏器破碎而死，知道闯
下大祸了，他连家门也未进，立刻返回少林
寺，跪到师父面前，向他禀告经过。师父听
罢，长叹一声，沉默良久。

父亲不想让少林寺受到牵连，甘愿独自
承担全部祸事。师父叹道：“寺里不能留你
了，走吧。”他掏出多年积攒的 8个银圆，全部
给了父亲。对于穷苦人家来说，8个银圆可
是一笔巨款啊。父亲大为感动，泣泪叩拜恩
师。

按照寺规，父亲必须凭自身功夫打出山
门，犹如一场毕业考试。父亲步出禅院、走向
山门时，师兄们已经一对一对，两两相立，手
拿刀枪棍鞭，摆开十八道武阵。父亲合掌垂
首 ，先 向 众 师 兄 深 深 揖 礼 ，继 之 开 始 闯
关 ——所有打斗必须使出真功夫，不得有丝
毫藏虚。

那一日的凶险，父亲不愿意多说。
1982 年，父亲退休后准备写回忆录。

协助他的工作人员曾就此事请教过原南京
军区副司令员钱均将军。钱将军少年时也
曾投奔少林寺学习武功，是父亲的师弟。
钱将军感叹道：“那一天，山门外面充满拳
脚之声、棍棒之声、怒吼之声，打得真是
凶。许司令武功好，真的是自己打出山门
的。我武功差，根本打不出去。我后来离
开少林时，只能悄悄从后山小道溜走，这才
参加了红军。所以，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
少林的门人。”

父亲晚年，我再次向他问起当年那一天
的事情，父亲沉吟道：“我闯了祸，打死了人，
师兄们也不想留我了。所以，闯十八道武阵
时，师兄们肯定是让了我一把，我才能打出山
门。”

有一天，钱将军和我来到池塘边看父亲
撒网打鱼。我问：“钱叔叔，你和我爸，到底谁
的功夫好？”钱将军说：“那当然是你爸！他一
进少林就当了和尚，习武的机会比我多。我
当时是杂役，学功夫的时间不多。我练的是
朱砂掌和洪拳。你爸爸不但武功高强，还会
气功，倒退几步，身体一弹，就能用背脊吸在
墙壁上，整个人不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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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99年八月，明都督徐凯率兵十
万人驻河间，潘忠驻莫州，长兴侯耿炳文
督军三十万驻真定（今河北正定）。杨松
率九千先头部队驻雄县。

燕王手下都指挥佥事张玉率军乘中
秋之夜，明军正欢宴之际，进击雄县。潘
忠、杨松在增援时被截击俘获，莫州也落
入燕军之手。张玉乘机率轻骑数人前往
侦察耿炳文军。经过一番侦察后，他回营
向燕王报告：“炳文统军毫无纪律，应当立
即进击!”

正在此时，耿炳文部将张保来降。张
保说：“耿炳文虽统兵三十万，先到的部队
不过十三万，而且分别驻扎在滹沱河南北
两岸。”燕王听了十分高兴，对张保大加褒
奖，同时授以密计。他让张保回去欺骗耿
炳文说，兵败被俘，乘看守睡觉时，偷了一
匹马逃归。他还让张保回去散布消息：明
军在雄州、莫州大败，燕军马上要来了。
张保受命而去。

众将对朱棣此举甚为不解。燕王看
大家都一脸疑惑神态，得意地对诸位说：

“当初我不知他们虚实，所以派兵突袭他
们。现在我知道他们隔河而据，如果令他
们知道我军将到，必然全部集中于北岸，
便于我军一举歼灭。让他们知道雄州、莫
州兵败的消息，是为了使他们闻风丧胆。”
接着朱棣充分显示出其大胆泼辣的作
风。他亲率三人到真定东门外，冲入明军
后勤部队中，活捉了两名明军。经过审
讯，知道明军果然集中于北岸，于是下令
全军出击。

明军被燕军大败于滹沱河，丧失了乘
朱棣仓促起事初期予以扑灭的良机。

朱棣得知明军布置的情报后，仍亲率
士兵前往侦察，表明其老于戌行，对情报
慎重核实的作风。统帅如此重视情报的
使用与核查，应当说有名将之风。

永乐大帝单人匹马让宁王放松警惕
实际军队悄然到了大宁
城外

燕王朱棣虽然很快
控制了北平一带的局势，
但 明 军 也 很 快 向 其 逼
来。面对明军，朱棣虽然
善战，也不免有些心虚。
他想起了封在大宁的老
弟宁王朱权。朱权是朱
元璋的第十个儿子，受封
在大宁（内蒙古宁城西），
手下有号称朵颜三卫的
精骑，骁勇善战。宁王多

次率军与朱棣等王一起对蒙古军作战。
朱棣对朵颜三卫精兵垂涎已久。明惠帝
即位后，派人召宁王朱权入京，朱权竟敢
不到京师去，被削减了护卫。燕王朱棣造
反后，宁王兴灾乐祸地作壁上观。

公元1399年九月，明江阴侯吴高进攻
永平（河北卢龙），朱棣率军增援。明军撤
退后，朱棣乘机从刘家口直奔大宁。他让
人对宁王朱权说，被明军追击，不得已来
投。宁王与燕王毕竟同病相怜，听说燕王
远道来投，马上请他入城。朱棣单人匹马
入城与朱权相会。朱棣摆出一副受委屈
的可怜相，拉着朱权的手放声大哭，表示
自己被奸臣所逼，不得已起兵，还请朱权
代为上奏朝廷。朱棣入城后，老老实实没
有任何行动，使宁王及其部下大为放心，
渐渐放松了警惕。

实际上朱棣的部下已悄然到了大宁
城外，一些将吏已悄悄混进城中，拉拢三
卫的头领和朱权手下将士。又过了几天，
朱棣向朱权告辞，朱权送其到郊外。这时
朱棣早已埋伏好的精兵一拥而出，挟持朱
权回城。三卫头领和将士一见朱棣得手，
一呼百应，纷纷响应朱棣号召。明军守将
虽然不愿投降，但独力难支，被叛军杀
死。朱棣对宁王许了“争得帝位，中分天
下”的大愿，尽发大宁精骑，带了宁王一家
回到北平。

朱棣的这一行动，既解除了来自侧翼
的牵制，又充实了自己实力。此后，他就
全力应付正面战场上的明军了。

明中央政权给朱高炽一封信 明成祖
一眼看穿离间计

随着明军在正面战场上受阻，明惠帝
一方也不得不求助于间谍手段。

燕王朱棣率兵在外征战，留世子（明
王位的继承人）朱高炽率将士守城。朱高
炽在将领辅佐下以万人守北平城，对抗明
将李景隆的五十万大军，成功地保卫了北
平城。他与士卒同甘苦，颇得人心，也表
现出一定才干。

但是明王室与皇室一样，内部也存在
着继承人之位的争夺。朱棣的另外两个
儿子朱高燧、朱高煦都因聪明伶俐甚得朱
棣欢心。朱高煦与朱棣一起在前线打仗，
更得宠于朱棣，对世子之位也颇为垂涎，
拉拢宦官黄俨等阴谋夺世子之位。他经
常与其党羽在朱棣面前讲朱高炽的坏
话。恰巧在两军打得最为激烈时，明中央
政权给朱高炽来了一封信，其用心不言而
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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