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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茶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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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灯影儿，《成都话方言词典》只收了
肇、肇皮，肇（音邵）：干扰、捣蛋；肇皮：故意
伤面子，羞辱。《四川方言词语汇编》只收了
灯影儿，灯影儿：皮影。其他方言字典、书
籍就没有收得有了。

有句歇后语：灯影儿抠背——牛皮子
造痒；俗话说，一个灯影儿一个笑头儿和
尚。有一次，我在北书院街街边茶摊喝茶，
遇巧与一个同桌的老头儿摆了一阵方言。
老头儿做得多九几的样子，才说出了肇灯
影儿的来历：民国十年（1921 年），蓬溪一
个川剧班子，有个出了名的摇旦叫邵登英
（英，读英儿，儿化音），恰好就谐音肇灯影
儿，她演《御河桥》中宣登鳌的妈，那是演得
把观众的肚皮都要笑痛，不仅因为她引出
了一词肇灯影儿方言，而且还因为她出一
句方言歇后语：宣登鳌的妈——肇灯影儿。

川剧中的摇旦，多是扮演中年以上的
妇女，其形象较为复杂，有贵妇人、普通妇
女、媒婆、鸨母等，丑旦也归类为摇旦。这
个角色的突出特点就是醒和撒，也就是辛
辣、幽默、诙谐、风趣，手法、眼法、身法、步
法，硬是恰到好处让人叫绝而开怀大笑，那
硬是肇灯影儿一个。

肇灯影儿在四川话中运用广泛，如小
娃娃费（调皮），大人爱说：“你这个肇灯影
儿。”某人爱醒醒豁豁说笑话，大家就要说：

“你娃硬是肇灯影儿哦。”哪个爱出馊点子，
去整别个的冤枉，侧边人也要说：“他虾子
一贯当肇灯影儿……”诸如，一件多好的事
遭某人办拐了，或出洋相献丑，也算是肇灯
影儿。

其实，我以为老头儿摆的肇灯影儿的
来历，只是一个巧合，因为肇灯影儿理应源
于灯影儿，也就是皮影。

肇灯影儿，顾名思义肯定直接与灯影
儿相关，皮影起源宋人庞英《谈薮》记载：

“汉武帝夫人李氏死，帝思之。有齐人，名
少翁，能之。夜设帐，张灯烛，帝坐地怅望，
仿佛是夫人像。由是后世影戏。”

成都皮影由北京、陕西传来，北京叫京
灯影多在府第演出，陕西喊陕灯影多在民
间庙会上演，前者京腔，后者秦腔，两者结
合形成川腔的川灯影，一下川人就喜闻乐
见了。

川灯影又分成都灯影，川北灯影。成
都灯影小巧玲珑，高约二尺，全身十三个关
节，影片要成为活动自如的人物动物，全靠
提手，又称拦门先生，也就是操作者高超的
技艺，灯影儿戏班一般为三至六人，一至二
人操作，其他以锣鼓、胡琴、唢呐等乐器伴
奏，所有人都要兼唱白，戏中有文武不同角
色，尤其是丑角，纱缦后的景物亦真亦幻，
虚无缥缈，属最早的动画片、灯光戏，这下
子，肇就不光是：干扰、捣蛋；肇皮也不寡
是：故意伤面子，羞辱。

“肇”还包含川人说的醒和散的意思，
也就是幽默得逗人捧腹大笑。因为又是灯
影儿又是戏，戏中人物发脾气了，还灯影儿
吹胡子（灯影儿戏的一特技）。宣统元年的

《成都通览》中《成都之游玩杂技》篇，灯影
戏：“有声调绝佳者，不亚于大戏班。省城
之影尤齐全者，只万公馆及旦脚红卿，二处
之物件齐完。省城凡十六班，夜戏二千五
百，包天四吊。”在电影没有普及之前，灯
影儿硬是皆大欢喜，尤其是小娃娃。因为
肇，灯影儿就有乐趣，越肇就生意越好，久
而久之，人们看灯影儿就是为了看肇灯影
儿。

民国年间岂止一个摇旦邵登英，光是
成都就有出了名的灯影儿雕刻师：卞灯影、
刘灯影、仲灯影等十几位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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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灯影儿
□周宗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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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空气
可以改变

□王跃

闷墩儿总奢望家
里的空气变得清新，
却很难成功。

他新近搬到的这
个小区空气就很龌
蹉，一推开窗户四处
都在土建，尘土飞起
来像是要吃人。只有
夜晚稍微撇脱一点，
但这时不仅不敢开
窗，还得紧闭，因为有
无数蚊虫要估倒钻进
来吸血，有耗子连金
属纱窗也照啃不误，
有贼操起了各种工具
想撬窗而入。

家里的空气因此
紧张，而且污浊，而且
凝固。

摆在家里的花草
都像受过拷打似的，
坚强倒是坚强，却被
空气整得雄都雄不
起，气都嗨不赢。养
的金鱼已经死过几
茬，买了死，死了买，
成了仙人板板，最终
只剩下两条从菜市场
买回来熬鱼汤都嫌小
的鲫鱼，结果歪打正
着，两条鱼虽不比花
猫好看，却有一个主
要优点：整不死！水
质不好，空气不鲜，它
不仅不断气，还上蹿
下跳，居然给死气沉
沉的室内制造出生动
活泼的局面。特别是
那条泥鳅，不仅表现
出强大的生命力，而
且活得经久不息，这
多少让人有些诧异。
一罐死水经这些活鱼
的渲染便泛出生机，
生命无处不在，这尤
其令人耐人寻味。

闷墩儿全家常常
在夜晚紧闭的房中死
死盯住那两条鲫鱼一
条泥鳅瞅，以至于忘
记了空气的好坏。隔
壁子邻居说你们家整
天滴点声音都不出，
肯定是躲在家里看歪
录像，闷墩儿说是在
看鱼。什么鱼？邻人
意味深长地说总不是
在看美人鱼吧！

市面上有卖负氧
离子发生器的，还有
空气清新剂。闷墩儿
说不用，我有鲫鱼！
朋友大惑，说鲫鱼能
改变空气质量？当然
可以，不仅可以，还很
生动。

于是朋友照搬此
法，也在家中置一鱼
缸，买了足足五斤鲫
鱼来观赏。听说泥鳅
命大，又买了两斤回
来，还找剐黄鳝的要
了两根老黄鳝，兴高
采烈地趴在鱼缸前
睨，又对闷墩儿谈感
受，说越看越想剐了
熬鱼汤，与改变空气
无关。闷墩儿提醒他
说你家里的空气肯定
不再凝滞和紧张。朋
友想想也是，他那三
岁的儿子快乐得像泥
鳅一般，只差没有跳
进鱼缸去与鱼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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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头——方言的字不要太较真，或者
为的是说起来上口，或者图的是表词达意
的方便。盆地方言夸人长得好看，外形条
件好，男的说称头，女的说江湖！一样样
的，外国人也不按照词根来推演，帅男为
handsome，美女称 beautiful，似乎要的是那
种顶呱呱的语感。

近义词：漂亮，给男神额头贴的标签。
谁家不管生了个儿，还是个女儿，带着

祝福之心的亲朋，一律轻轻掀开那眉眼未
开的小东西，哇，跟妈老汉长得好像哟，把
优点全部集中到一处了。男的是好称头，
女的叫江湖。

一堆赞赏铺天盖地，一双父母春光灿烂。
说长得像父母的，是普通套路，说长得

像某某男神、某某女神的，实在背离基因遗
传，就算那孕妇天天看刘德华的画报发呆，
也没有合理的逻辑。

农村人缘最好的是媒婆，可以吃百家
饭，坐百家席。做公关、搞推销，没有她们
攻克不了的险关。她们口里说得最多的，
也是称头和江湖两个词。发轫于草野民间
生活的《诗经》说了，“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男女要对上眼，不是你在河湾头那一

抬头的温柔，多半要靠媒人从中说合。
人材品貌是第一，然后再说家头财力、

远近声望、男的有力气，女的有淑德……媒
婆天花乱坠的嘴，把一双双想抱孙子的老
人，说成了一座座想纳喜入门的福神，把一
只只怀春的喜鹊，说成了一对对鸳鸯。媒
人做的是有功德的事情，月老是尊小神，在
老百姓口碑中，比土地公公的地位要高一
截。

好的词语，容易被泛用。种的庄稼长
势好，做的手工精细，干的事情漂亮，都会
被人伸出大拇指点赞说，称头、江湖。

一直纳闷说女孩子长得江湖这两字咋
写，语意上明显不仅是长得如江如湖般水
灵，显然也不是漂亮到具有了江湖地位。
旧时看女子，多有这几处指标：盘子正，五
官精致，搭配齐整，上相，好基因；皮肤白
净，面色红润，保养好；盘子靓，蜂腰丰臀，
利生养；品性端正、庄敬贤淑，传家风。点
点到位，处处江湖，是为上配。

男子的称头，女子的江湖，在营养学及
美容术大行其道的当下，物质泡沫泛起绚
烂的光晕，颜值俨然第一生产力，惹得男女
醉心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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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头”是啥意思?
□阿宽

张仪灭蜀，南充被并入秦国，从此融入
中原文明圈，开始全面吸收和使用中原华
夏语。到汉代，包括南充在内的巴蜀地区，
文化地位大幅度提高，涌现了蓬安人司马
相如、郫县人扬雄这样的大文学家、大语言
文字学家，为汉语言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
献。留传至今的一些南充方言词语，遗存
了汉代甚至先秦时期的发音、语义和用法，
堪称研究古汉语文的“活化石”。

【厘】本为长度单位，分的十分之一、毫
的十倍。和“分”一样，“厘”也可作动词用，也
表示分开、分离的意思，这时，南充话的“厘”
声调为阴平，比如“把纸厘成两半”，“把膏药
厘下来”，“把调料袋厘个口子”，等等。可是，
历代训诂对这一义项有所忽视，让人难以看
清“厘”的来龙去脉。在此不妨从探寻“厘
降”一语的本义入手进行分析，以正本清源。

“厘降”本来是讲尧帝把女儿嫁给舜的
事，后多用以指王女下嫁。《尚书·尧典》记
载尧女嫁舜：“釐（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
虞”。“降”比较好理解，舜当时为一“匹夫”，
帝女下嫁给他，当然是屈尊降贵。而对

“厘”的解释，段玉裁说：“釐，整治之意”，另
外还有“釐谓治迹”的说法，有点乱，让人摸
不着头脑。想想，尧女嫁舜，固然是“降”，
那么，女儿远嫁，对于尧帝父女来讲，却是
骨肉分离。俗话说：“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
棉袄”，这一远嫁，好比将她从父母身上“厘
开”。因此，“厘降”之“厘”一定是分开的意
思，与南充方言含义一致。

《尚书》在汉初就有今文、古文两种不
同的传本，那么南充方言“厘”的起源至少
在2000多年前。

【沕】古音mit，南充话读作mi（上声），
潜藏、隐没之义。南充人说游泳“钻沕儿
头”，打牌“沕抓”，遇事躲避“沕了”，都是这
个字。汉代贾谊《吊屈原赋》有“袭九渊之
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
夫岂从虾与蛭蟥？”之句，应是南充方言的
起源。贾谊生活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
168年，说明这一字义已有2100多年历史。

【箸子】阆中一些地方把“筷子”称作“箸
子”（音同“柱子”），属于典型的文言古语。《史
记》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说明西汉时此
字已广泛使用。甲骨文、钟鼎文中迄今尚未
发现“箸”字，但小篆里有。李斯用小篆统一
天下文字，由此推测，阆中“箸子”的说法，最
少也有2200年左右的历史。

【研】古音ngan，本义为磨。以前用毛笔
写字，没有现成的墨汁，需要事先研墨，南充
老话把“研”按古音发音，声调为阳平，“研墨”
听起来就是ngan’mê（南充话墨麦同音，都
读mê）。“研”和“磨”都有相同的引申义，即
思考、揣摩，于是有“研究”、“琢磨”之说。南
充话用古音所说的“研”，就是料想、揣测的
意思，比如把“猜测”说成“研”或“估研”，把

“没想到”说成“不研”或“哪研得到嘛”。
《易经·系辞》第十二章讲：“能说诸心，

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
亹者”，这里的“研”，原注“俞思虑也”。其
实，把“能研诸侯之虑”解译为“能揣测诸侯
的思虑”，恐怕更为精当，因而《系辞》应为
南充方言“研”的出处。《系辞》成书于战国
时期，距今超2200年。

顺便说一句，在老南充话里，与“研”同
音的“雁”也读ngan，跟“燕”发音大有区别；

“严”有时也读ngan，如“严丝合缝”被说成
“紧丝严缝”。

【蔑】古音 mit，顺庆人现在有两种发
音，平时读mie（阳平），而在表示“小”的意
思，说“蔑娃儿”、“蔑渣渣”时则接近古音，
发音为mi（阴平）。阆中人任何时候都按
mie发音。西充人任何时候都按mi发音，
更好地保留了古音。

“蔑”明确地表示小的意思，是汉代扬
雄《法言·学行》：“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
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但远在西周，

“蔑”就有少或小的意思，《诗经·大雅·桑
柔》有“国步蔑资，天不我将”的诗句，“蔑
资”既可理解为“缺钱”“缺粮”，也可理解为

“财政资金量太小”。这意味着，南充方言
“蔑”的源流可能追溯到2700-3000年前。

四川方言散打评书现在很受欢
迎。其实早在八九十年前，刘师亮就在
说更雅俗共赏、对后世更有价值的散打
评书了。只是他不用嘴巴，而是用入木
三分的“毛椎”——一支笔，是采用四川
方言写在纸上的高档次散打评书。

关于刘师亮生世，最可靠的当然
是刘师亮之孙刘钟灵先生亲述。听他
说：“刘师亮名芹丰，号慎三……亮公
生于内江稗镇，家贫，少年就读于本镇
刘家祠学堂。”刘师亮因家贫辍学，早
年四方打工谋生。

1918年春，成都总府街昌福馆内
（旧址即现商业场十来米远的九条
巷），42 岁的刘师亮与其兄刘树丰开
了“双龙池澡堂”（弟兄二人乳名大龙、
小龙）；又附设“双龙池茶铺”，1920年
更名“宜园”。

刘老板身穿马褂头戴青瓜儿皮帽，
身材矮胖背部微驼，下眼皮有些浮泡，但

眼睛很有神。他听人说话常将手掌窝
起，在耳朵上衬着，所以人称“刘聋子”。
他常动笔写些讥讽时政的方言幽默文章
去投稿，报纸刊物怕得罪当局老爷，多不
敢刊登。对此他很气恼，决定用生意上
挣的辛苦钱，自己出书、自己办报刊。

昌福馆内有几家印刷公司，1928
年刘师亮就自费出了铅印本《师亮谐
稿》，一图一文，褒贬时事。1929年5月
13 日，自号“谐庐主人”的刘师亮，在成
都创办了小报形式的《师亮随刊》。此
刊为旬刊，文字竖排。刘师亮在第一
期为创刊号《改良发刊词》中宣称：“改
良社会大公司……唤起人民可自豪”

“偶然得意拈毫写，孕妇闻之笑脱胎”；
“挡车我敢舒螳臂，死到阴司鬼亦雄！”

这就是他以伸张正义为办报刊宗
旨的坚强宣言。于是距今 87 年前，

《师亮随刊》上生动活泼的四川方言散
打评书开场了。

民国时期，成都出了个特别人物刘师亮。
出生于1876年的刘师亮，在世时被骂为

“滥文人”“反动文人”；更恨他的人则骂他为“怪物”。
1939年他死后，有人叫他“文坛怪杰”；研究民俗的，称
其“幽默大师”。

因为刘师亮未受过什么高等教育，曾是推车卖浆的
底层民众，所以至今难载入正统文学史等“主流文化”，
这是很不公正的。

我生平很敬仰这位蜀中先贤，常对朋友们讲，能真
正称得上四川方言大师的，非此老先生莫属。我苦心收
藏了刘师亮许多早已绝版、如今已很难找到的著作（近
80年没出版过他的书）。 “谐庐主人”刘师亮。

80多年前的四川方言散打评
书是个啥样子？

“怪物”刘师亮的
方言“谐稿”

□郑光路 文/图

刘师亮的“谐文”，当时深受欢
迎。署名“自在客”的文人评论：“……
好，好，好，谐稿。篇篇新，句句巧。文
坛无多，报界很少。口齿谁能及，心胸
哪里找。虽然嘴巴讨厌，却也胆量不
小……怪，怪，怪，希奇，厉害。语诙
谐，意慷慨。能雅能俗，可敬可爱……
莫笑文人尖酸，有关国贼惩办。”

另一个文化人范烈光也赞誉：“妙，真
是妙。师亮谐稿，笔墨很俏；创特别体裁，具

绝世声调……以表面观，竟像涮坛子……
不愧为警世钟，有如那冲天炮……是神笑
得抚掌，是鬼笑得撒尿……论其精神，具大
无畏；论其价值，与史垂并光耀！”

刘师亮一生作了谐稿两百余篇，
其它如《中划冥国》《泥塑警察》《天下
太贫》……都以诙谐通俗的方言谐音
或双关语，刺穿病态社会大小脓疱，成
为中国百年来最有巴蜀方言特色和战
斗力的讽刺文学作品。

自己出书 自己办刊

精悍谐稿 暗讽军阀

请看《师亮谐稿》中一篇《嘴未睡
着》，文中“男”，暗指荒淫无耻的旧军
阀，作者警告他们，“小民”百姓不可欺：

（男）小姐，你我俩人爱情浓厚到
十二万分了，惜未表现出来，今幸四下
无人，何不实行表现你我的爱情……

（女）啊，你以为四下无人么，商
家、小民还睡在那边床上呢。

（男）小民怕他做什么。
（女）他虽是小民，最爱乱说，时常

揭穿黑幕，纠正人心。我们的事，倘被
他知道了，到处宣传……

（男）既是小民而又乱说，拿手段
对付他们就是了。

（女）他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
武不屈，什么手段都不怕。

（男）那又如何办法？
（女）只有看他睡着没有。
（男）惟愿他睡着就好了，那么你

喊他看吓。
（女）小民，你睡着没有？
（小）我睡着了。
（女）你睡着了啊，又在说话？
（小）我周身都睡着了，惟有嘴巴

未睡着。
（女）嘴巴如何又不睡着？
（小）现在的怪事多了，小民不便

干涉，只好留个嘴巴，挂着你们一下，
少出点怪事，看地方上清静点否。

（男）实在要搞怪事，你会怎么样？
（小）小民敢把你们怎么样。警告

你们莫要欲壑难填，须知繁华历尽，也
要留点退步。如果大肆淫乐，怙恶不
悛，总有一天，大大（父亲）要回来，怕
不怕一五一十地告你哟。

再看另一篇《祭棒老二文》，四川
方言中称土匪为“棒老二”“棒客”，这
里指的是旧军阀手下烂军队奸淫民

女，作者以诙谐笔墨，咒骂他们早点
“呜呼哀哉”：

（甲）老师，想近来，天下像要太平
了。我才嫁那位棒老二，刚病就死了。
念在夫妻一场，作篇祭文一祭……

（乙）作祭文倒算不得一回事……
只要把棒老二祭得走，人民得蒙安枕，
就是我的代价了……你听到：你当初，
本不嗨，说话而且又况且。当流氓、充
恶痞，杀人放火在山野，棒老大都不敢
惹。其余就不敢嘿嘿嘿。有一天在别
墅（编注：这里故意念白字读“野”），人
家女娃子正把花圈曰，冤家来，笑扯
扯，不喊名字只是嗫。奴这里，呸呸
呸，调笑闺女该捱掴……夫一病不能
免，呜呼哀哉归去也！……

刘师亮在文后，专门注解文中的
四川方言词汇：“咧”表示不满也。“嗨”
鄙屑也。“嘿”音里表示反对也。“曰”音
越，将物作曲状。“嗫”以嘴示人也。

“呸”反对也。“掴”以掌击人也……他
还总注：以上各字皆念上声，通韵为

“也者”韵。
再看一篇短小精悍的谐稿《人骨

屋基》，文中甲指旧军阀：
甲：力夫，你好混账，你买我家公

馆的烂砖，怎么捡起一人骨头在里面？
乙：先生，你公馆照顾我买烂砖，

是拿来作屋基夯子的，人骨头夯的屋
基，才更坚固，怎么你先生还说我混
账？

甲：你这个混账东西，真是混账！
自古及今，哪有人骨头夯屋基的道理？

乙：先生你莫装疯，现在这些西式
房子，有好多不是人骨头筑成的哟！

这篇谐稿写得相当深刻，讥讽鱼
肉百姓者在劳苦大众的累累白骨上建
筑天堂。

他的“谐文” 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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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级”的南充方言
□苟明奇

1928年《师亮谐稿》中的插图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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