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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倌儿对新近求婚的小男友宣布
说，我是个有身份、有地位、有追求的淑
女，你娶我可以，但莫得那么撇脱，你必
须整醒豁下列结婚的必备条件——我们
淑女是没有那么容易走进婚姻坟墓的。

你娶我的必备条件是：我不摸家务，
不煮饭，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你不许
理麻我的人身自由，晚上夜不归你不许
吹胡子瞪眼跟我雄起。见我同其他男人
谈心你最好车转身走开点。当然我们仅
仅只是谈谈心，不会使你抹不下脸。

我爱同年轻男人谈心，这也是出于某
些习惯，是生理反应和心理需要，你应该
理解，你不要打干哈欠，恍兮惚兮，以为出
了啥子大事。

我买衣服你不要当啬家子，花你的
钱我不会白花，当然不花也是白不花。
我要跳健美操，跳肚皮舞，练太极，我要
经常保持青春活力，这也是为了满足你
的虚荣心。你老蔫儿（也称老妞儿，指老
婆——编注）肉太多让你垮脸，如今时兴
骨感美人，我就是要瘦成一把干骨，瘦成
喜儿才好配你这个大春。如果肥成黄世
仁他妈是要遭踏屑的。

我不可能经佑（照顾）公婆，那是你
的妈不是我的妈。我从小就反对封建意
识，特别是家长制，没有气死妈老汉儿已
经是我苦苦修炼的巨大成果，你要给我
的进步点个赞，不要再提无理要求。

我不想生娃娃，打胴胴给娃娃喂奶
奶的事，我根本不可能干。我宁肯养宠
物也不能养娃娃，这是我终身的信念。
我们两个结婚就是那种丁克，把我弄成
怀儿婆休想。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使你不
厌烦我发体。

女人一发体，男人就要换叫，我要维
护我正宫娘娘的地位，不能给那些二奶、
三奶以可乘之机。何况我更没有教育孩
子的能力和责任心，我就是我妈教育失
败的一个活标本，我不能让这种悲剧再
次降临到我们的下一代身上。

我更不能整天瓜坐在家里陪你，我
还没有霉得起冬瓜灰，成为你的附庸。

我喜欢新鲜空气，崇尚自然。我打
麻将时你也不要鼓到撵我回家。我最烦
别个对我指手划脚，丧门星似的坏了我
的手气。

化妆的时间会多一点，我会尽量缩
短，但你无论如何不应该指责。我化妆
一多半是为你化的，为了能让你养眼我
如此亏待自己，你应该感动得嚎啕大哭，
更应该努力挣钱，为我买更多的美容产
品。我不可能素面朝天走出去吓人，不
画一个戏脸壳儿我根本出不了门，我的
整个面部已被整容师重新排列组合过，
不加以遮挡，会有许多失败的秘密暴露
无遗。我不得干。

幺倌儿的男友说，我惶恐地听完
你的声明，感谢你
没 有 对 我 扯 白 说
谎，避免了我们婚
后扯筋割孽。为了
满足你那些庄严的
结婚条件，我得把
黄鳝的漩漩都要摆
干，即便如此我还
是消受不起——分
手吧。

未婚老妞儿的
结婚宣言

□王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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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儿，给我上，打出毛病
我给你炖老鸭汤喝”

说到重庆男人是“火巴耳朵”，
当地人最喜欢摆这样一个段子：
酷暑天，一美貌少妇特别想吃冰
镇西瓜，她丈夫大汗淋漓跑下楼，
到便利店买了个冰镇西瓜，他怕
西瓜凉气散尽，火速往家赶，哪知
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
倒，西瓜也碎成一地鲜红。没想
到男子一骨碌爬起来，再次跑到
便利店，重新买了个西瓜。

你看，为了满足老婆想吃西
瓜的愿望，这重庆崽儿硬是连命
都不要了。

我以前在重庆师范学院读书
时，领教过重庆女人的厉害：沙坪
坝街头，一对夫妇在买葡萄时，不
晓得咋的跟摆摊的黑大汉吵起
来。黑大汉骂骂咧咧操起扁担要
动手。当妻子的杏眼一瞪命令老
公：幺儿，莫虚火，给我上，打出瘪
骨（毛病），我给你炖老鸭汤喝。

我看到，那妻子穿着肉色吊带
连衣裙，一条美腿儿性感修长。她
丈夫为了对得起美丽老婆的鼓励，
也为了那口美好的老鸭汤，他雄起
了，他挽起袖子冲上去跟黑大汉实
打实地干了一场，而不像“老炮”冯
小刚在关键时刻闪火倒地……

这两个故事，都跟重庆男人
的气度有关。也可以考量出，重
庆男人是不是真的有点“火巴”。

她说话比林志玲还嗲，鬼
机灵，会讨老公欢喜

其实，说重庆男人是“火巴耳
朵”，这要看站在哪个角度、带着
什么立场。

我侄女以前是重钢的一朵红
艳艳的厂花，她结婚时住的是公
司宿舍，十一层的房子，六七个活
色生香的小家庭，厨房统一在进
门的左侧。下班时，各家男人都
成了快乐的煮夫，他们“光巴胴”
拎着食材上楼了。每家的橱柜儿
五颜六色一格一格的，刀架筷架
各归其位，抽油烟机轰轰作响，切
肉杀鸡宰鸭剖鱼，一把干海椒一
把黑花椒……不出半小时，整个
半边楼，都飘出不同的菜香味儿。

侄女说，她闺蜜的老公也很
殷勤能干，“那天在她家厨房，锅
里沸水闹翻天，锅下菜油烧得哔
剥作响。她男人系着围裙不慌不
忙地做菜。客厅这边，四圈麻将
还没打完，他一桌菜就亮堂堂端
上来。一看，美，一闻，香，一吃，

绝。客人没来得及赞出口，他却
憨厚一笑，说这回都是临时整的，
下次给你们好好包几个饺子吃。
他匆匆扒拉了几口饭，又不声不
响拿起扳钳和螺丝刀去修理水
管，汗珠儿在他浑圆的膀子上滚
来滚去。他娇小的妻子痴痴地望
着自己的男人，觉得幸福像花儿
一样。

“男人没得两刷子，降得住重
庆女人么？”我大学同窗赵杨红经
常这样说。赵美女是重庆涪陵市
著名的中学语文教师。她认为：
重庆女人的厉害在全国是出了名
儿的，不像上海女人的温柔一刀，
也不比成都女人的娇嗔温婉，重
庆女人说一不二，做事干脆利
落。重庆男人虽然也厉害，只是
无论短期气势还是长期持久，都
拼不过重庆女人。再说，重庆的
女人太出色太优秀，就使得男人
们不得不“下矮桩”，他们心甘情
愿被“妻管严”。

当然，赵美女自己也懂得起，
她表面上比重庆火锅还泼辣，其
实蛮会疼人的。她平时说话比林
志玲还嗲，人又鬼机灵，很会讨老
公欢喜。她老公当然也嘻嘻哈哈
由着她。

重庆棒棒“火巴”到了家，但
骨子里是最硬朗的男人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
及徐，曾多次带他的学生在成渝两
地调研方言。他认为，在重庆，当火巴
耳朵根本不是什么坏事，重庆女子
在贤惠勤劳的表象之下，其实是操
控着这个男人包括饮食起居在内
的一切，男人开始依赖她，以至于
到离不开的地步——所以我们经
常听重庆男人自豪地说：我负责赚
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往深里
点说，其实，每一个女人身边，都有
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因为爱她，
他收起他的臭脾气；因为爱她，他
会无怨无悔地付出。

周及徐还特别提到“重庆棒
棒”这个群体。他认为，重庆棒棒
应该是最能忍辱负重的男人，也
是重庆街头独特的风景。任凭烈
日当空暴雨如注飞雪漫天，那些
起早贪黑的男人们，露出膀子，操
着一根扁担一条绳索，爬坡上坎，
肩挑背扛，见了主顾模样的人，全
然不顾旁人白眼，即便低三下四
也要把人说服把活儿接下，就是
为了家里妻儿望眼欲穿的等待，
抑或是为了那颗倔强永不服输的
心灵。

这样的男人，你可以认为他“火巴”
到家了，但其实他们是骨子里最硬
朗的男人，走哪儿都搁得平。

宋光宗：唯一被老婆吓出
精神病的古代皇帝

作为研究川渝方言的知名教
授，周及徐说，如果真要说重庆出
了很多火巴耳朵男人，那也是有历
史渊源的。最丢人现眼的是宋光
宗赵惇。这家伙，也是中国历史
上唯一被他婆娘吓出了精神病的
皇帝，背时，窝囊。

赵惇是南宋第三个皇帝，是
宋孝宗的第三子。他绍兴三十二
年入川（1162 年）受封恭王，淳熙
十六年（1189 年）二月，受孝宗内
禅即位当皇帝。同年八月，升恭
州为重庆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光宗先封王、后即帝位，是为“双
重喜庆”，重庆由此得名。

《宋史》编著者脱脱对宋光宗
的评价是：“宫闱妒悍，内不能制，
惊扰至疾。自是政治日昏，孝养
日怠，而乾淳之业衰矣”。

宋光宗的老婆叫李凤娘，安
阳人，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之女。

《宋史》载，李凤娘不但有着强烈
的权力欲，还是历史上有名的妒
妇。宋光宗宠爱另一贵妃黄氏，
李凤娘深为嫉妒，便趁他出宫祭
祀之机，将黄贵妃杀死，之后谎称

“暴死”。宋光宗明知有诈，却无
可奈何。

还有一次，宋光宗洗手时，旁边
有一位美女微笑着伺候。这光宗看
人家美女的纤纤玉手时眼睛都挪不
开，还久久摸那玉手，说了几句“妹
妹你手儿真白呀”之类的话。

没想到几天后，老婆李凤娘
笑嘻嘻地送上一个食盒，说老公
你饿了吗？我给你准备了点新鲜
食品，快吃吧，乖。光宗迟疑着打
开食盒，吓得半死：里面是那双被
斩下来的姑娘的玉手。

这位李皇后不但在前朝霸
道，还在后宫搞事。她离间宋孝
宗和宋光宗赵惇之间的父子关
系。结果，这张乌鸦嘴不但成功
离间了父子俩，最终还活生生把
宋光宗逼疯了。

皇帝本来君临天下，拥有无
上权威，却在家里如此怕老婆，也
够奇葩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贵平

【关于四川各地的“火巴耳朵”
龙门阵，读者朋友们如果有话要
说 ，欢 迎 赐 稿 。 投 稿 邮 箱 ：
673192395@qq.com】

跟“火（伙）”有关的方言
□童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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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5月2日10版刊登的“火巴耳朵那些事”，让不少重庆读者看了忿忿不平，说你们成都男
人自称是火巴耳朵，那是“空了吹”，搁不平嘛。你们不晓得重庆男人在老婆面前那才“火巴”哦——但必须说
明，重庆男人的“火巴”，不是胆小怕事梭边边儿，而是建立在对老婆的疼爱基础上的。

有个重庆诗人还充满深情地说：爱与婚姻，就像飞机在天上飞，空中云彩再美，最终也需要落地。咱
重庆男人正好满足了女人们内心的某种需要，他们大多宽厚，话不多，但实在、靠谱。他们无事不惹人，
有事不怕人，雄得起……

看嘛，啥子话都让重庆男人说完了。
别慌，稳起。这一期“老茶客”，我们就来摆一摆重庆火巴耳朵的龙门阵。

方言对联趣谈
□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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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平伙”
同学、朋友、同事之间，间或，

抑或是定期相约，到馆子里吃一
顿，且事先“喊醒”，吃完算账，“碗
底开花”，成都市称之曰“打平
伙”。伙，伙食，泛指吃的东西；
平，平摊餐费，利益均沾。“打平
伙”时，一般不论辈分，不论职务
高低，更不分主客，省去若干繁文
缛节。加之在座的多为相识相知
者，故吃喝自在，谈笑自由，全无
约束之感；自始至终，气氛热烈，
兴味无穷。这种民间的约定俗成
的聚餐方式不知已有多少年历
史，至今仍在盛行。

关火
“关火”，其“火”是“火候”、

“火色”的“火”。各种生产劳动
及日常生活中，许多东西都与

“火”有关，执掌、操作须得当；执
掌、操作之人往往举足轻重。成
都人以“关火”喻当官，或手中掌
有实权者；也比喻某物品、某技术
灵验，有效。比如，人们常说某人
在某单位“关火”，即是说那人是
单位的头儿。要想托某人办一件
事，往往先打听：“他关的到火
不？”这里的“关的到火不”，不一
定指当官与否，但必有“有没有实
权，说了话算不算数”之意。街上
卖耗子药的，以三寸不烂之舌作
宣传时，有人问：“你那药关的到
火不？”卖药人答：“关火得很！一
只吃了死单，两只吃了死双，不关
火不要钱！”这里的“关火”则是

“功效好”之意。

走火
枪械失控而射出子弹，谓

之“走火”。成都人以“走火”喻
说话出现纰漏，或整体水平不

高。比如，有人作报告，将“赤
裸裸”说成“赤果果”，将“鬼鬼
祟祟”说成“鬼鬼崇崇”，不免

“走火”。报上曾登过这样一件
事：某博士研究生在海外致信给
国内的导师，感恩戴德中，竟说

“导师的恩情，我耿耿于怀”，导师
见信后，没好气地说：“见了这封
信，我才真的是耿耿于怀！”该博
士研究生，也实在太“走火”了！

有时，某人作报告或发言，虽
无明显的知识性的错误，但内容
空洞，语言平淡，或是东拉西扯，
不着边际，听者也会评之曰“走
火”。20年前，出席第四届全国校
园科幻大赛颁奖会，承蒙编委会
的抬举，我代表指导教师发言。
登台后，我讲长了，也无多少文
采，时至今日，还歉疚不已：在这
样的场合，讲得太走火了！

抽底火
子弹、炮弹都属军火，其

底部都有引信，内有易引爆的
炸药，若将之“抽”去，子弹、炮
弹则无法发射了。按更老的
说法，应该就来源于“釜底抽
薪”。成都人以“抽底火”喻揭
人之短，甚至揭人隐私，攻人
之“要害”“部位”。同学间，揭
他人考试不及格，或是站过办
公室；同事间，揭他人出过什
么责任事故，受过什么处分；
邻里间，揭他人曾经偷鸡摸狗
……

什么讲恋爱耍了几个朋
友，甚至有某种生理缺陷，都是

“抽”的内容。现在的“抽底
火”，当然内容有变化。实际上
人与人之间，大可不必这样。
任何人都有短处，有隐私，而又
有自尊心，享有隐私权。

甲：给大家对一盘对联儿，
你看要得不？

乙：没得问题。
甲：你出上联儿，我对下联儿。
乙：要得。哎，不过有两个

要求。
甲：啥子要求？
乙：第一，内容必须是我们成

都的方言土语。
甲：第二呢？
乙：上下联儿之间要有联

系，不能“操神说”，更不能“打
胡乱说”。

甲：要得，闲话少说，现在
开始。

乙：我的上联儿两个字：
“捞松”，成都方言。

甲：听到，我的下联儿也是
两个字：“绑紧”，成都方言，两
个字。

乙：捞松和绑紧有啥子联系？
甲：当然有联系，而且是两

个巴蜀笑星之间的联系。
乙：解释一下。
甲：李伯清穿刘德一的衣

服就显得捞松，刘德一穿李伯
清的衣服就显得绑紧。绑紧对
捞松，肯定比你凶。

乙：听这个：我说“遭了”。
甲：我对“哦嗬”。
乙：哦嗬跟遭了有联系啊？
甲：当然有联系。
乙：啥子联系？
甲：你上个星期被检查出

来得了癌症，遭了。
乙：呸！你娃才得了癌症，

你在咒我嗦？
甲：这是举例打比方，你娃

不要心头慌。
乙：闹了半天，原来是假的嗦？
甲：若是真的，你娃还不

“跳起八丈高”。

乙：遭了为啥子对哦嗬呢？
甲：你想嘛，你多好一个人，

眼看马上就要去了，我们觉得可
惜，一叹气：哦嗬，又走一个。

乙：嗨！你娃还是想我死。
甲：出上联儿。
乙：我说“一斗碗”。
甲：我对“二刀肉”。
乙：嗯？肉跟碗对得起啊？
甲：咋对不起喃。我买了

两斤二刀肉，放到你的斗碗头
盖起，免得遭狗咬。

乙：嘿！你还会找地方喃？
甲：是嘛，如果放到你的铺

盖窝窝头，你肯定不得干三。
乙：量实你娃都不敢。
甲：接到来。
乙：“鬼饮食”。
甲：“夜猫子”。
乙：夜猫子可以对鬼饮食啊？
甲：当然可以。大家平时

说的“夜鬼”，“夜鬼”，就是从这
儿来的。

乙：嘿！他还会找理由。我
说“摆聊斋”。这回是三个字。

甲：我对“冲壳子”。也是
三个字。

乙：二者有啥子联系？
甲：你给观众摆聊斋，我给

观众冲壳子，目的都一样，给观
众带来快乐。一个摆，一个冲，
都是为观众。

乙：吔，你娃头儿的“水深”哦。
甲：不但水深，而且“堂子野”。
乙：听这个：我说“梆敲硬”。
甲：我对“稀溜火巴”。硬对

火巴，顶瓜瓜。
乙：“神戳戳”。
甲：“瓜兮兮”。一个神，一

个瓜，两个都不是乖娃娃。
乙：嘿。

重
庆
好
男
人
：
﹃
你
们
好
好
玩
牌
，我
给
你
们
弄
好
吃
的
﹄
郭
劲
松
画

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成都市双流
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双流法院”）根
据债权人天威新能源（扬州）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16年11月25日依法裁定
受理天威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威新能源”）重整一案，并于2017
年1月18日指定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
务所担任天威新能源管理人（以下简称

“管理人”），具体负责重整各项事务并
制定天威新能源重整计划草案。

由于天威新能源负债沉重，且严重
缺乏偿债资金，需要通过引入投资人的
方式帮助公司筹集偿债资金，恢复生

产，并协助公司完成重整。为保障投资
人的引入工作能够公平、公开、公正，接
受各方监督，管理人决定采用公开遴选
的方式引入及确定投资人。

为使各参选人对天威新能源实际
情况有所了解，并同时明确遴选原则、
条件、规则及流程等有关内容，便于参
选人进行参选，管理人制定了《天威新
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重整案投资人遴选
文件》（以下简称“遴选文件”），遴选文
件全部内容对各参选人均同等适用，并
具有相同效力，各参选人可在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在管理人处领取遴选文件。

在领取遴选文件后，各参选人最迟应
于2017年6月8日下午5点之前向管理人
提交根据遴选文件规定的参选主体资格
文件，并按照遴选文件的要求缴纳保证金。

天威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管理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昂澍、李静雯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

经济开发区天威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电子邮件：liangshu@cn.kwm.com;

lijingwen@cn.kwm.com。
电话：18601274257；18696503977

天威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开遴选投资人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