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
稿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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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156805@qq.com

奘的本意是粗而大，在四川方
言中，“奘”常常与“棒”结合在一起，
形容一个人长得粗壮结实，而且脑
瓜还有点不够灵光，相当于大老粗。

甘二娃小时候长得干虾虾的，
风稍稍大一点都要被吹倒。后来，
妈老汉按照一些高人的指点，让他
又是喝童子尿，又是吃保健品，板眼
搞尽，结果还是瘦得像一根干豇
豆。俗话说女大十八变，男大要蜕
变。十八岁后，甘二娃开始莫名其
妙地发胖，腰杆粗得像黄桶，脸盘圆
得像满月，脊背厚实得像水牛背，整
个人站起来就像一座山，坐下去就
像一堵墙，躺下去差不多如同一堆
乱石头。大伙儿因此背地里都喊他
甘奘棒。

一天，甘奘棒路过河边时发现
几个洑水的咪疙瘩娃儿（小孩）在大
声呼救，他来不及多想，像一块条
石，“扑通”一声跳进水中。甘奘棒
救人心切，跳下水后才晓得自己根
本就不会游泳，狠狠喝了几口水后，
抓天抓地上了岸，找来一根长竹竿，
将三个娃儿救起。他刚要转身离去，
耳边传来了王媒婆的呼救声。甘奘棒
粗笨的身子像一截圆木，“滚”向王媒
婆家，奋不顾身跳下粪坑救起王媒婆
的孙子。

合当甘奘棒要出名。他救人的
消息被乡上的头头脑脑知道后要
求村里召开一个表彰大会并让甘
奘棒在会上发言。村长把写发言
材料的事交给人称烂秀才的甘板
眼，并让甘奘棒好好学习一下别人
的讲话技巧。

甘奘棒从网上搜索了一些视
频，连着看了几天几夜。那些视频
归结起来莫非几类：第一类是气吞
山河型，这类人讲话时手舞脚蹈，肢
体语言十分丰富，大有一呼百应的
阵仗；第二类是自讨没趣型，这类人
讲话听起来头头是道，下面的人却
又是扔鞋子又是扔鸡蛋，感觉就像
街娃儿在打嘴仗；第三类是大师催
眠型，这类人讲话东扯南山西扯网，

下面的人听得云里雾里鼾声大作，
好像从来就没有睡香甜过；第四类
是临场发挥型，这类人讲话不需要
稿子，口吐莲花舌绽蓓蕾，听得人热
血沸腾，只恨时间太短；第五类是照
本宣科型，这类人讲话时手握巴掌
那么大的纸飞飞，照着在念……甘
奘棒决定采取第五种类型。

表彰大会那天，会场乌泱泱地
坐满了人。甘奘棒朝着台上台下一
一鞠躬。掏出发言稿，照着稿子念
起来：“今天，鸡叫头一遍我就睡不
着起床了，为啥呢？激动嘛。在这
里我代表我们村的老少爷们感谢乡
上的慰问团长——”甘奘棒停顿了
一下，然后用手指蘸了蘸口水，翻到
第二页继续念道：“途跋涉送给我的
巨大的鼓！”

台下的人听到这里，七嘴八舌
地议论开了。有人说“途跋涉”这个
团长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是不
是刚从外地调来的。有人抱怨说现
在一些姓氏怪头怪脑听起来就像外
国人一样。还有人说，上级送什么
礼物不好，非要弄一个鼓来。

大家交头接耳的时候，甘奘棒
感觉到不对头，慌忙拿起稿子仔细
看了一下，这才发现自己翻篇时断
错了句子，把“舞”字念落了，慌忙拿
起话筒纠错：“哟嗬，念错了，重来一
遍哈！‘感谢乡上的慰问团，长途跋
涉送给我的巨大的鼓舞！’”

台下立刻笑声大作，甘奘棒不
好意思地抠着脑壳。

大会主持人担心甘奘棒再念下
去会笑话百出，赶紧上台让甘奘棒
脱稿讲一句最想说的话。甘奘棒
大声说道：“各位父老乡亲，二天哪
里需要救人的话，你们通知我一声
就是哈，哪怕坐飞机我都要刹一脚
赶来。”

表彰大会结束后，甘奘棒发现
手机短信已经爆满。第一条是王媒
婆发来的：“奘棒，我晓得有个女子
长得硬是乖，我保证把这门亲事给
你说成！”

甘
奘
棒
领
奖

□
张
枥

装猫是象是川人经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其 实 猫 就 是
猫，象就是象，猫和象根本就
是 风 马 牛 不 相 及 的 两 个 种
类。猫嘴对不了象鼻，不管是
长相还是体量，那都是无法相
比的，猫又咋个装得了象呢？
哪怕就是把肚皮吹破了，最多
也就是个破猫，也变不了象，再
装一阵也是白费劲。

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经
常都会遇到 装 猫 是 象 的 人 。
装猫是象，这看似还文雅的一
个词，表达出来的意思那就是
不客气，通常的一句话就是
——你不要在那儿给我装猫
是象的哈！

现在的“霸”是一数一大
堆，不管是啥子坐霸站霸睡霸
吼霸骂霸，那都是一霸。那次
我从县城回成都，坐大客车，车
子快开的时候，车厢里就吵起
来，一个女娃娃拿起票坐不了
自己的位子——一个中年男子
稳稳地坐在那里，来了个鸠占
鹊巢。

女娃娃客气说，大哥，这位
子是我的，请你让一下嘛。中
年男子望着窗外装起不晓得，
女娃娃又提醒了一句，中年人
发毛了，哪个位子是你的，你喊
得答应不嘛。女娃娃很是委
屈，拿起票就是坐不了。吼声
惊动了车里的人，有人发杂音，
这是咋个回事哦？

司机走了过来看了看女娃
的票，又问中年人的票呢？中
年人也不含糊，马上拿出了自
己的票。司机愣了一下，嘿，两
张票居然都是同一个座号，你
说怪不怪，这是咋个搞起的？
但事实是不可能出现两张相同
的票的，人脑出了故障电脑不
会出故障。再一看，中年人的
票是末班车的，这下司机不客
气了，你的票不是这趟车的，还
好意思霸人家一个女娃娃的
座，装猫是象的，快下去。

可中年人还振振有词说，
这趟车是坐，那趟车也是坐，反

正票是车站卖的，又不是我自
己造的，凭啥子就不可以坐？
给了司机一个猫洗脸。司机显
然还没有遇到过这种硬火赖
皮，这下激起民愤了，刚才发
杂音的人站起来大声喊，快下
去，装猫是象的，你默倒你是
哪个，信不信弄你。司机也警
告，再不下去就喊保安了。

中年人马上下矮桩，师傅，
我晓得不是这趟车的，你就让
我走嘛，我真的有急事，你就等
我走嘛。又看女娃娃，希望换
一趟车，女娃娃斩钉截铁说，不
行。要开车了，中年人还赖起
不下车，司机就朝站台上的工
作人员喊，快喊保安来，这儿有
个坐霸！中年人只得灰溜溜下
了车。

装猫是象其实就是故意装
闷，耍赖皮想要蒙混过关，明明
不是这样，非要说成是这样，有
点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强盗
行径，对这种人当然就只有揭
穿他的猫皮，决不手软。

有一次我搭朋友阿喜的
车，经过一段比较拥挤的路时，
突然一个人倒在车前，我心头
一紧，遭了，撞倒人了。阿喜赶
紧跳下车看，一个六十多岁的
老头睡倒在车前，蜷起身子直
叫唤，阿喜蹲下身问他撞到哪
儿了，老头哼哼说脚脚痛，脑壳
昏，腰杆也痛。阿喜笑了一下，
突然站起身来骂，你少在这儿
装猫是象的，还想碰瓷，再不起
来我开车了……老头一看动真
格的了，爬起来就跑，对着车
说，算你凶。围观的人全笑了。

我问阿喜咋个晓得那个老
头是碰瓷的？阿喜随手翻出手
机里的一张图片，几个碰瓷的
人早就在朋友圈里记录在案，
这老头也在其中，跑得脱马脑
壳，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不
管我们是做事还是做人，都要
遵守一个起码的行为规则才
是，装猫是象总是要露出猫尾
巴来的，不要到时候弄得自己
下不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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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黄骗”是川东方言，在
我们老家渠县农村更是广泛运
用。意思指有的人采取各种
手段，骗取别人的信任，获取金
钱财物。又指借用了人家的钱
物久久不还，别人催问，或者不
承认，或者一推六二五，今天说
明天还，明天说后天还，最终没
有还。

现在学驾驶、考驾证的人
众多。见有机可乘、有利可图，
有的人就在网上谎称交钱就可
以“科目三包过”。有的学员信
以为真，把钱打过去，该学不
学，该练不练。等到考试，连连
失手，败下阵来，没有过关，只得
重新学习、训练。他们被人打黄
骗，丢了钱财，还不好意思说出
来，硬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
不出”哟。

张三和王五二人，是同一
所大学同学，关系一般，毕业
之后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也

没有联系过。有一天，张三突
然给王五打来电话，说要来王
五这边找工作。王五想同学
嘛 ，就 随 口 说 了 一 句“ 你 来
吧。”张三来到深圳后，吃住都
在王五这里，天天出去找工
作，找来找去总找不到适合他
的。这期间，他经常向王五借
钱，不到一个月就借了两千多
元。一天，张三拿着王五朋友
（合租人）的手机，打着电话走
出门就消失了。张三带来的
行李还在这里，王五找到了他
家的地址和家人、朋友的手机
号码，电话打过去，说是他没
有回家，没有信息。给他朋友
电话打过去，说是他们也有同
样遭遇。张三借钱后就消失
杳无音讯，现在被找到了，他
却若无其事，问他要，他根本
就没有打算还钱。朋友们都
说，张三打黄骗，真是一个无
赖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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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午放学时，一个同学端
着一桶饭，吃力地走着，向走过来的
同学大喊：“快点，我遭不住了，帮下
忙。”同学赶紧去帮忙，另一个外省
中途插班的同学问：“啥叫遭不住？”

一个同学说：“你没看他那个吃
力的样子，就是端不起了嘛。”“哦，
就是累得遭不住。”“当然，遭不住
用在不同场合就有不同意思。”那
外省同学说：“喝酒醉倒了，就是喝
得遭不住？打麻将输光了不打了，
爬起来走人，就是输得遭不住。”

“是啊，看来你不笨，还一通百通，脑
壳很灵光。”

这个同学接着讲了几个笑话，
其他同学听了，捂着嘴巴笑个不停，
有的人赶紧喊别讲了，笑惨了要笑
死人，笑得遭不住了。

原来四川方言遭不住就是受不
了的意思，或者力气小需要帮一把，
或来不起，打缩脚牌等，还有表示实
力太悬殊。

有个王二昆，经常蹭饭吃，轮到
别人请客，使劲点贵菜。可别人要他
回请时，他找各种理由溜得快。久而
久之，见到他大家就喊：“王二昆，好
家伙，会蹭饭宰别个，遭不住打缩脚，

光吃火巴活的油坨坨。”他只好改掉吝
啬的毛病，偶尔也回请。

看古装武打片时，经常看到一
个文弱书生手拿雨伞，被几个大汉
拦截的情景。结果几招下来，大汉们
被打得满地找牙，磕头求饶，功夫太
悬殊实在遭不住。

遭不住有时也表示承受不住来
自心里的压力。

听说有一人曾在大雾天开车撞
上了一个东西，误以为撞死了人，赶
紧回家收拾东西，从此隐姓埋名远
走他乡。四处躲藏，吃不好睡不着，
几年下来，人不像人，只要听见警车
的声音，就浑身筛糠，愣是遭不住，
主动去投案自首了，然后说可以安
心睡觉心灵解放了。结果投案后，
警察说没接到撞死人的报警，当时
是有条大狗被撞死了。几年的逃亡
流浪生活让他痛不欲生，这才悔悟
当时就不该逃逸，做了亏心事，还真
被良心折磨得遭不住。

生活中有很多遭不住的例子，
对力气小的要伸出援手进行帮助，
对歪风邪气坚决抵制，不做亏心事，
堂堂正正做人，良心不被折磨那才
遭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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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爸爸送女儿去招呼站赶
车上学。女儿有些啰嗦，赖了 2 分
钟的床不说，穿衣、洗脸、刷牙、梳
头、背书包、穿鞋，慢腾腾的，大有
有意拖延之势。爸爸看了看手机，
急了：“幺儿，紧到挨做啥子，赶不
到车恼火哟！”女儿不是省油的灯，
不认账：“老汉，我哪里在紧到挨
嘛，抓得恁么紧呀！”见女儿嘴壳子
硬，动作还是慢悠悠的，爸爸越发
气急起来：“我跟你说哈，再紧到
挨，我不送你了，你自己去哈！”女
儿总算打理完毕，回应爸爸：“走
吧！”哎，爸爸长叹一声，拉着女儿
的手出门了。

一天，家住坳口的老张和堂客
准备到岳父家探望，送点土特产
去，以敬孝心。老张三下五除二，
很快就穿戴、洗刷、吃饭完毕。而
堂客的程序多：除穿衣、梳头、吃饭
外，还要妆扮一番，自然耽搁的时
间就要长些。老张忍不住了，对堂
客吼起来：“紧到挨，挨到啥时候
嘛？”堂客只得连声应答“马上马
上”，并草草结束妆扮，起身与老张
一道走人户去了。

村里要演一台文艺节目。小李
是台柱子，参演无疑。可他有个坏
毛病，就是爱拖拉。瞧，演出还有二
十分钟就开始了，他还没有到场。
后来他总算来了，赶紧化妆吧，不然
来不及。但小李依然我行我素，慢

慢来。演出总指挥看见后，生气了：
“我说你小李哟，你快点要得不嘛，
啷个要紧到挨嘛！”小李口里答应快
点，实际上快不起来。总指挥索性
骂了起来：“紧到挨，紧到挨，再紧到
挨，我拆你的台哈！”小李才赶紧打
住化妆，奔向舞台，要不然真要吃紧
到挨的苦果了。

马山家要修新房，但建房手续
还未批。为此，马山把材料交到社
长手里，嘱托其早日交上去办理。
不知怎么搞的，社长今天说忙，隔
天就交，明天称“抓紧给你交就
是”，后天则说“没搞得空，改天就
交”。如此拖延，分明是在紧到
挨。马山思虑再三，硬着头皮找社
长要回了材料，直接交到了村干部
手中。再通过为民服务全程代理，
很快就办回了建房手续。村干部
发现社长紧到挨的现象后，狠狠地
批评了他。

紧到挨，就是一拖再拖、一慢再
慢、反复拖拉疲沓、慢梭梭、怎么也
急不起来的意思。其结果只能是：
拖延时间后，会贻误时机，会办不
成事，会失去信任，会影响人脉，会
损毁形象，于己、于他人都不利。
所以，乡亲们痛恨紧到挨，不愿与
紧到挨的人打交道。同时，喜欢紧
到挨的人须警醒了，不然，吃不了
得兜着走，到那时就火石落脚背，
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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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筋”一词原和“抽筋”意
义近似，指的是肌肉痉挛。在
四川方言里，“扯筋”的意思是
闲聊、瞎扯、不讲理、胡搅蛮缠、
没事找事等多种意思，带有贬
义。“该做啥就做啥，二娃子莫
扯筋哈！小心老娘理麻你。”
桂花儿气愤愤地训斥道。“对
面那个小东西一天到晚都在
扯筋，吵得左右团转不安宁，
不晓得为的啥。”李幺娘摇着头
对隔壁的薛麽麽说。

秀娟喜得一千金，她老公
二火神高兴得手舞足蹈，硬是
坚持要体体面面办一回满月
酒。其中有一桌全是秀娟和
二火神的小学同班同学，一上
桌大家高兴得眉飞色舞，那个

亲热劲儿远不亚于久别重逢了
知己。

酒自然是少不了的，过了一
会儿，酒局上就有人踩假水了。

“才开始喝酒你娃就要扯
筋哪！好没趣哟！蝌蚪儿兄
弟。”耿直的王莽子呵斥道。

“兄弟伙，不是我扯筋，的
确我喝—不—得了，没得多大
的酒—量，还请你们—你—和
各位，原谅—原谅我哈！”蝌蚪
儿哩哩啰啰地为自己打圆场。

“还是推举狗娃子来当酒
司令，大家说好啵？”雷大炮这
么一说，桌子上响起了雷鸣般
的掌声。全场的人都注视着他
们，不晓得那边到底发生了啥
子事情。

扯
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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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省分行直属支行拟在成都范围内开
展“信用卡一元购”营销宣传活动，供应商需提供开展活动的POS
服务平台，现拟对此项目供应商进行公开寻源。

一、参加“信用卡一元购”营销宣传活动的投标企业应具有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
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
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能满足本项目其他相关要求
并为满足活动条件的客户提供“信用卡一元购”活动。

二、有意参加投标的企业应于2019年 2月2日（9:00-11:
00）持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身份
证、开户许可证等复印件到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四街588号12楼报
名参加资质初步审核，填写相关供应商登记文件。

联系人：李睿，联系电话：028-88619729。
公告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省分行

2019年1月29日

供应商公开寻源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