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10

老
茶
客

报料热线
028-96111

责
编
叶
红
版
式
吕
燕
校
对
廖
焱
炜

2019.1.8
星期二

脑
壳
进
水
了

□
胡
佑
志

和
二
搞
三

□
何
龙
飞

征
稿
启
事

塞
包
袱

□
朱
文
建

包袱，本意是指人要出门
了，用块布料把在外要用的一
应物件衣物等包起来，背在身
上就出了门。包袱要一直背
在上就感觉到有压力，不轻松
不方便，所以我们经常挂在嘴
边的话就是，不要有顾虑，不
要背包袱，要放下包袱，轻装
前进。

是啊，背起包袱咋个走得
动，啥子事都做不好。这包袱
也引为相声表演等节目，到最
后要抖重料，谓之抖包袱，没
有包袱就寡无味了，嘴巴说得
白泡子直冒也没人听。

不过，这看似不好的包袱
在四川人眼里就来了个大反
转，有另外一种解释，一个新
的含义，包袱在这里也摇身一
变成了好东西。

川人经常说到的就是塞
包袱，胎包袱，但此包袱非彼
包袱。那天成都出了点烘烘
太阳，我和老罗几个在露天
茶铺里喝茶闲聊，老罗是个
保安，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他
听到看到的花边新闻自然
多，每一次在一起总要抖点
新鲜事来做调料。

老罗说现在年底了单位
上要下人，同事老李的名字赫
然在目，我说他下不下的关你
啥子事？后来一听这事就是
与包袱有关。老李快六十岁
了，一见到老罗就一副可怜巴
巴的样子，诉苦说他不想走，
不想回去，回去了就无事可
做，在这里当保安起码每个月
还挣个两三千块钱，还把社保
买起走。老罗说，你给我说这
些做啥子，我又管不了。

老罗抱怨说，其实在两个
月前，单位就传出消息年底要
下人，他也给老李说了，喊他
给管事的人塞点包袱，就把工
作稳定了。可老李就是个铁
公鸡，一毛不拔，平时连烟都
难得抽他一根，更不要说塞包

袱了。结果另一个人塞了包
袱就没有被下，他没有提前做
好功课，就只有卷铺盖卷走了
人。老李找他帮个忙，这阵再
去给管事的塞点包袱看可以
不？老罗摇头，这阵塞包袱哪
个还敢胎，人家已经塞了包袱
了，总不能又退包袱？

这里所说的包袱就是好
处，比如说贵重礼品、金钱等
等。塞就是给，胎就是伸手
接，你又胎了人家的包袱哇？

十几年前，我们还没拆
迁的时候，住的是居住点的
两层楼房，再往上修房子就
要批建筑平方，等国土局批
下来，这样修起才上得了产
权。老苏当时还是小苏，找
到村里的土地爷老陈，就想
批六十个平方，并塞了几千
块钱的包袱。老陈在国土局
有人，那时也卡得不严，心想
批个平方应该没啥问题，因
为他给好多人家都办了的。
可拖了半年，小苏去问了几
次结果没有批下来，这次不
管用了，再熟的人都不敢乱
批，到头来钱也没有。

这小苏也是个不好惹的
角色，他气得咬牙切齿，多次
在朋友面前扬言，哼，不吐出
来，老子就要弄他，要他不得
好过！

包袱就是好处，说重点，
那就是行贿受贿了。

还有一种包袱就是难办
的事，自己本来并没有得什么
好处，出于对朋友的热情伸手
帮忙，事前还把胸口拍得嘣嘣
响，提劲说，没得问题，这事包
在我身上，保证搞定，你就等
胜利的消息吧。往往是把话
说得很满，事情想得简单，真
正办起来才晓得难，不是自己
所想象的，一时又不好给朋友
交待。这时就有骑虎难下之
势，旁边人就会奚笑，这下胎
倒包袱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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筶（gào）一下——试一
试，尝试一下。对事物充满好
奇，是人类改造自然和环境，
认识自我的根本动力。

当山火过后，熟食的香
味飘进人类祖先口鼻的时
候，好奇心让我们掌握了对
火的利用。

当长期在树上吃树叶、野
果的肠胃，一旦尝到了肉味，
勇敢的祖先从树上走下来，开
始了捕猎生活。

工具的使用，让我们从爬
行的姿势站起来，直立行走，
我们变得更帅，也能充分看到
彼此的表情和面容。我怀疑，
从那个时候起，人类会看面
相，会做更丰富的表情，也可
以从容相亲了。

同义词：尝试。
这都是一种自己觉得合

理的想象。古人的生活，每
一处细节，都要经过一系列
的考古发掘和大量的实物及
遗存来求证。考古学家不敢
像我这样天马行空，随意想
象的。

筶这个汉字，其实大有来
头。意思是古时候一种占卜
的工具。用外形像黄牛角的
弯竹蔸剖半，做成类似于蚌壳
的两半器物，合拢拿在手里，
占卜者在神前投掷，观其俯仰
的组合，以占吉凶。就是打
卦。

我们说筶一下，是带着

一种不太确定的心思，让事
情有个缓冲余地，给自己一
个退路。四川话的一种吸引
力在于，在偏于温和绵软的
口音中，加入了一种具有韵
律感的构词结构。比如这个
筶一下，其实口语说的是筶
一哈儿，用儿化音，带着试
探、商量、等待对方确认的语
气。不让人为难，体谅对方，
同时也尽力争取，有事在人
为的努力在里面，这是中国
人人性里传统的美好天性。

说筶一下，就有点像我们
说等一哈哈儿，递过来一丁丁
儿，说的是那一丢丢儿的程
度，但是味道也就在这一点方
寸之间。想起古代的科举制
度，一篇策论，一篇八股文章，
拿到一份功名，天下士子趋之
若鹜。当然，肯定有抱着各种
心态去参加考试的，其中就不
乏有去筶一下的，去试下科场
的深浅，去试下自己的水准。
当然，也有像范进那样筶上了
瘾的，从懵懂少年，考到四五
十岁，终于阴差阳错中了举。

筶一下，在不确定中，也
是在等待一个运气。时空对
位、机缘巧合，筶一下的事情，
就实现了。筶一下给了人一
种试错的机会，一个值得坚持
的期待，一种不放弃不抛弃的
理由。很多的事情，也是在这
样的一种心境下，经过一次次
的努力，产生了期待的结果。

四川话脑壳进水了，带点贬义的意
思，一般用于批评，是说某人做事违背
常理，一时脑子难以转过弯来，有点傻
乎乎的，不会用大脑思考的人。

李老三是我的同事，形象长得一
般，五十岁上下，说话做事比较老实诚
恳，同事们并不排挤他，但他最大的一
个致命伤就是，刚才说话都还正儿八经
的，转瞬间脑壳就打铁了。

那天，李老三上街，街上一外地来
的游客问他：“大爷，到闽东北路咋走？”
李老三装着没听见，继续往前走，随之
那帅哥大声喊了一句：“大爷！你钱包
掉了！”李老三立刻低头遍地寻找。那
年轻帅哥走上前对李老三说：“大爷，刚
才问你，你听不见得嘛！”李老三被逼得
面红耳赤，狼狈不堪。“你脑壳进水了
嗦！”帅哥说道。

工休之余，李老三成了同事们谈话
的笑饵，说归说，笑归笑。李老三还告
诉我：“兄弟！我儿子在外地江苏打工，
昨天，我收到了儿子寄回的三千元钱，
我准备把它取出来，再给儿子寄一千元
过去，但是我不识字，填不来汇款单，可
不可以帮我填一下！”想到同事一场，难
得他把我当朋友，我就爽快地答应了他
的请求。

次日，我们就赶到当地邮局，填好
了汇款单。取款窗口排起了长龙，李老

三也扯号排起了队。终于，轮到他办理
业务了，只听柜员说：“你这汇款地址和
刚才那张取款单的地址是一样的。也
就是你是取三千，再返寄一千，对吗？”

“嗯嗯，对！”李老三连连点头。听到此，
排队的人群有人讥笑，有人小声嘀咕：
真是脑壳进水了，打电话让对方寄两千
元就对了，干嘛搞得如此复杂！

想起那天同一个寝室的同事过生
日，大家商量好共同出资办个简单的
生日宴。同事们买的买菜，有的负责
煎、炒，一切准备就绪，才发觉忘记了
买啤酒。有同事说，没有啤酒就算
了，将就着吃，李老三来了兴致，大声
武气地说：“没有酒咋个行呢？今天
同事过生日，无论如何大家都要喝两
杯啊！干脆我去买得了！”

说着，李老三拔腿迈出了寝室门。
时间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临近中午了，
还不见李老三回来，有同事就等不及
了，提议打下电话看李老三走到哪里
了。电话通了，“喂！李老三！你走到
哪儿了？”“我走到电视台了！”电话那头
传来李老三的声音。同事们一听，纷纷
愣住了，这娃儿跑到电视台干什么去
了，一女同事说：“李老三该不会脑壳又
进水了吧！”待李老三回到寝室里，大伙
才明白了真相，原来李老三是走到电视
台旁边的一条街道上。

在我的故乡，乡亲们管趁热闹做
事、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怎么说怎么
好、将就搞之类的意思叫和二搞三。

图个闹热，大家一起做事，乡亲们
称作和二搞三。村里的老李家要办七
十大酒，很早就把消息发布出去了。村
民们闻讯，大都纷纷表示要去帮忙、祝
贺。提前三天，就有左邻右舍去帮忙做
事了：借桌子、板凳，备块子柴，挑水，买
菜，杀猪，架灶，忙得不亦乐乎。提前一
天，写号，发纪念品，请乐队，做后勤，井
然有序。正酒那天，走海，打茶盆，收、
洗碗筷，烧火，主厨，打杂人员各司其
职、协调配合。随后的两天，附近人员
还在吃酒，不过，还桌凳、收拾残局，帮
忙的人员帮到了底。谈及感受，帮忙的
村民有感而发：“远亲不如近邻嘛，这么
闹热的事，大家和二搞三的就应付下来
了！”

一起参加活动，人多力量大，干成
了事，名曰和二搞三。村里元旦前将举
办歌咏比赛，提振士气，增进团结，彰显
精神风貌。党员代表、村民代表、村社干
部分别组队参赛，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唱、练、合都很有劲、有声势。最
终，党员代表队获得桂冠，村社干部队斩
获亚军，村民代表队获得季军。能有如
此好的成绩，队员们的体会是：都和二
搞三地排练、比赛，全靠团结取得成功。

在 谦 虚 的 场 合 ，会 用 到 和 二 搞
三。乡里举办一次以记住乡愁为主题
的征文比赛，乡中学的5名学生获得了
一、二等奖，位居各单位、部门的前
列。为啥能出类拔萃、脱颖而出呢？
学生们坦率直言：勤奋与灵感一起发
酵，就写成了好文章。再问想没想到
得大奖？学生们虚怀若谷了：“哎呀，
反正我们是和二搞三参赛的咯，也和
二搞三地获了奖咯！”

和稀泥，好人主义，你说怎么办就
怎么办，也叫和二搞三。小文在村里是
出了名的好好先生，在评议村社干部
时，和二搞三地参会，既不说村社干部
优点，也不提村社干部缺点，怕得罪他
们遭报复，别人说好，他就说好，别人有
意见，他才有意见，可见其缺乏主见，滥
竽充数，没有达到人民群众履行评议职
责、力求取得实效的目的。结果，会上，
像小文一样和二搞三的村民代表比例
大了，评议会开得不成功。在包村领导
的督办下，评议会重开。事后，进行总
结时，大家都以为：不能和二搞三、稀里
糊涂，一定要增强主人翁的紧迫感、责
任感、使命感，才能实现预定目标。

将就搞，要求不严，得过且过，亦称
和二搞三。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
有的干部对自身要求不高，不求过得
硬，只求过得去，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有的干部不仔细查找问题，分析原因，
明确整改措施，而是马马虎虎应付、将
将就就弄下去。这就是典型的和二搞
三。

这些都是和二搞三的应用情形。
可见，有褒有贬，各有侧重。褒的和二
搞三，图的是热闹氛围、把事情办成，图
的是谦虚谨慎，低调务实，图的是团结
一致，大哥莫说二哥，力求配合默契，会
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往往受到称道、
欢迎；贬的和二搞三，显现出的是人云
亦云，随波逐流，自律不够，目标低下，
垂头丧气，草率行事，爱憎不分明，不过
硬，不细致，不认真，不负责，往往造成
严重后果难以收场，不堪设想，会被理
麻、刮胡子、批评，乃至绳之以法纪，决
非危言耸听。于是，乡亲们说和二搞三
随意得很，做和二搞三的事谨慎得很，
否则，留下个和二搞三的坏印象、不良
形象就不划算了。

扫码上封面
新闻，看龙门阵。

方言一出，忍俊不禁。四川方言《老茶客》版面推
出以来，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为了
让《老茶客》更加活色生香，方言故事层出不穷，我们
向“有故事”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有好的方言故事，
有趣的方言传说，都可以给我们投稿。字数1200字
左右。

投稿邮箱:93302550@qq.com

尊敬的湟普国际.湟座业主：
您好！
由我公司开发的位于成都市温江

区光华大道三段399号的“湟普国际.
湟座”项目(11、13、15、16栋),现已竣
工并具备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
我公司全体员工，对全体业主给予本
项目的信任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您的满意与微笑，是我们努力工
作的最终目标！我公司恭贺您乔迁之
喜！

一、集中交房时间：本批次（11、
13、15、16栋），将据买卖合同约定的

时间有序交付，具体以收到《交房通知
书》为准）集中交房时间定于【2019】
年【01】月【15】日至【2019】年【01】月
【18】日。

二、集中交房办理地点：“湟普国
际.湟座”项目售楼中心。

三、温馨提示
1、我司已按照您的地址邮寄了

《交房通知书》，敬请各位业主按照通
知书的内容带齐相关交房资料于上述
时间前往现场办理交房手续。如您未
带齐通知所需的相关资料、复印件及
相关费用前来的，交房中心将无法如

期为您办理房屋交接手续，所产生的
一切不便，敬请理解！

2、交房流程及操作细节如有临时
或局部调整，我公司将在交房现场予
以公示，届时烦请您严格按照现场指
示办理交房手续及权属转移登记准备
手续等事宜。

未尽事宜，请来电咨询，咨询电
话：028-64959622

特此通知！

成都成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8日

交房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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