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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都快十点钟了，我们几个
约起去吃串串，店里是一片狼藉，看橱柜
里的菜也不多了，只有将就，反正就是打
个幺台，也吃不了好多。川人说的打幺
台，也就是宵夜的意思。

进了店没一个人招呼，喊了服务员，
才糊乱地收拾了一张桌子出来。又喊，
拿点茶来，酒杯拿来嘛！结果半天都不
来气，一个人就说，嘿，硬是要幺台了嗦？

幺台，就是一件事情要完了，要结
束了的意思，也就是店铺要关门了。开
始大家都唱得热火朝天，临到幺台了就
喊时间到了，幺台了，做事的人也就变
得懒心没肠，马虎起来。幺台很多场合
都适用。前些年，我去参加一个文友
会，地点就在春熙路附近，因为临时有
事耽搁了，走拢都快中午了，又到处打
听地点，等找到地方，走进会场，一个熟
悉的人说，都要幺台了你才来，我连声
说抱歉，找了好大一圈，结果在这个旮
旮头。这里的幺台指的就是一场会要
结束了。

幺台也用在舞台表演上，舞台表演讲
究个杀角，也就是最后完了要从侧边的角
落下台，那叫杀角，很像我们平时所说的，

“从这儿直杀下去”的味道。其实幺台还
更形象生动，因为到最后了，演员都会同
台亮相，又喊又唱，这就是幺台了。

一般而言，能顺利地幺台，那就是胜
利，皆大欢喜，怕的就是幺不倒台，那就
砸锅了。

几年前，我去参加一位有钱人为
他老爸举行的寿宴，气氛搞得轰轰烈

烈，大酒店气派不说，还专门花十多万
请了个高级的表演队来助兴。其他的
都不在话下，关键是请柬上写明了华
哥出场，这就扯眼珠了。华哥不就是
刘德华吗，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很多人都是冲华哥而去，送的礼也大方
得多。酒席一开，饮的虽是五粮液，但
牛眼睛杯子只有一小杯，酒瓶子都掌握
在服务生手里，又不好直接要酒喝。这
都是其次，能一睹华哥的表演，那就千
值万值了。

灯一关，台上就开始表演了，啥子
俄罗斯舞非洲舞萨克斯等等轮番上阵，
大家都忘了吃，眼睛紧盯着台上。同桌
的一个美女问，华哥好久出场哦，另一
个人说，既然是华哥，那当然是要压台
的，最后出场噻，不然又咋个幺台呢？
在大家的千呼万唤中，华哥终于出场亮
相了，在那一瞬间，大家都愣了一下，美
女说，这个华哥咋个跟电视上看到的不
一样，矮胖了好多？

台上的华哥再一拉嗓门，那更是两
码事了，大家才晓得上了当，都闹起来，
这是啥子华哥，烧我们不懂嗦，下去，喊
真华哥上来！更有人叫起来，退票退钱，
把这里当成买票入场的娱乐圈了。几十
桌客人一片混乱，这下幺不倒台了，主人
慌了，赶忙跳上台解释，这个人也叫华
哥，在当地娱乐圈也是小有名气的……

一场声势浩大的寿宴就这样闹哄哄
地散了场，倒是那寿星还没等到宴席散
场就气得进了医院，这也就是弄巧成拙，
幺不倒台的代价了。

川渝两地的人爱说“魌头”，“魌头”
可以说是川渝方言中运用得比较广泛
的言子之一。其实，在古时，“魌头”是
打鬼驱疫时扮神者所戴的一种面具，而
到了我们嘴里却成了“便宜”的意思。
为什么会将“魌头”与“便宜”联系起来
呢？《四川方言词典》是这样解释的，旧
时做法事时，司傩抛在地上辟邪的一种
鬼头模样的食物，旁人可以捡食，因得
之容易，故引申为便宜。

“魌头”一词在我们的口语中，很少
单独使用，一般都要在前面加个动词，
比说“吃魌头”“打魌头”“捡魌头”等等，
这样就非常形象和生动，都是捡便宜的
意思。

一群人聚在小区里吹牛，说着说着
就说到了吃。大伙儿纷纷表示，以前生
活紧张的时候，觉得吃什么都香，现在生
活好了，反而不知道到底吃点什么心里
才舒服。这时，闷在一旁的老张却突然
说话了：“我告诉你们啥子最好吃。”老王
迫不及待地问：“那你说啥子最好吃？”
老张回答道：“‘魌头’嘛，只有‘魌头’最
好吃。”他的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说到吃“魌头”，老王便给大家讲了
一个“吃魌头”的故事。有一对新人举
行婚礼，一位穿西装打领带，非常“格

式”的年轻人大摇大摆地朝酒店走去。
新郎以为是女方的亲戚，双手递上香烟，
新娘以为是男方的亲戚，又笑容可掬地
给点上。待那人进去以后，新娘问新郎：

“刚才那人是谁呀？”新郎感到诧异：“那
不是你家亲戚吗？”这时两人才明白过
来，原来那人是混进来吃“魌头”的。

其实，“魌头”并不好吃，往往是要
付出代价的。现实生活中，很多贪官就
是爱吃“魌头”而锒铛入狱的。

“儿打老要钱缴，老打儿打‘魌头’
儿”，意思是儿子不能打老爸，打了是要
付出代价的，而老爸打儿子，却不需要
负任何责任。平辈之间爱开玩笑，上前
就给对方一巴掌，边打边说：“打魌头，
打魌头。”对方哪肯吃亏，却也不好还
手，只好一边阿Q似地高呼：“儿打老要
钱缴啊！”

生活中爱“捡魌头”的人就多了。
那些爱“捡魌头”的人，往往活得很累，
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算计，算计如何才
能捡到“魌头”，殊不知，算来算去，算
倒的还是自己。所以，我们做人要正
直，要光明磊落，不要一天到晚挖空心
思想捡“魌头”，天上不会掉馅饼，只有
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才能换来幸福
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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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话踏踏，就是地方的意思，比
如你把这样东西放在哪个踏踏？或你
要去哪个踏踏嘛等等。

老郑已近花甲，可他头脑精明，紧
跟潮流，玩起了智能手机，成了手机达
人。抖音、上传视频、微信聊天比起年
轻人来一点也不逊色。某天，他在微
信朋友圈看到“某处乡村盛产樱桃，将
举办一场樱桃采摘节”的消息，老郑两
眼放光，恨不得马上就赶去一睹盛
况。心想自己家离樱桃节地点有70来
公里，坐公共汽车去吧，太耽误时间。
他转念一想，网上不是有约车服务
吗？他下了订单。不多时，车师傅已
到达指定位置。司机不见老郑，将电
话打了过去。“请问你具体在哪个踏
踏？”

老郑说：“我就在这个踏踏，你再
往里面开500米嘛，我在公路边上这个
踏踏站着等你！”老郑如愿上了车。

车到目的地，朋友盛情接待了

他。朋友说：“今早你起来得早吧，这
么远都赶来了！”“是啊！我们那个踏
踏离你们这里就是远，我打车来的。”
看樱花节歌舞表演，品尝红彤彤的樱
桃，美不胜收。

酒足饭饱，二人随即离开了乡村
山庄。坐上车，正欲启动油门，朋友
说：“遭了，我的手提包放在酒店了，
老郑，下去帮我找一下，可以吗？”老
郑风风火火折回酒店，东找西找，硬
是没有找着，就拿起了手机。“老哥，
你包放在哪个踏踏的嘛，我到处找遍
了，连鬼影子都没有！”“你问下看服
务员捡到没有，去吧台那个踏踏问一
下！”老郑又心急火燎地跑到吧台去
问，服务员笑盈盈地说：“刚才收拾桌
子时，见凳上有一个手提包，是你的
吧，大爷！”

老郑拿着失而复得的包赶紧上了
车，朋友相视一笑，油门一发动，车就
在乡村的水泥路上飞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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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里的“山话”多指“脏话”，
意指不好听的话。“说山话”意为说出的
话粗犷、粗俗，常有辱骂人的意思。“鲜老
师，李园尔在教室里说山话，说得好难听
啊！”庞小龙站在走廊里向过路的鲜老师
报告。“我们每个人都要遵守社会公德，
做文明人，办文明事，特别强调在公共场
合不要爆粗，不能动辄就说山话。”董局
长在办公会议上说。

上个周末，阿满、福娃和春牛子三个
好伙计相约早上 9 点钟去闪塘湾钓鱼。
阿满和福娃到了约莫半个小时，春牛子
还没到。

福娃不满意地说：“春娃子一向说话
不落实，很少讲信用，没得哪次不是我们

来了嘿久他才姗姗来迟。他个孬种，下
一次我俩就不约他了，免得我们等起来
难受。”

阿满乐呵呵地回应说：“你个家伙，
一有气就开始说山话，多难听嘛！春娃
子来晚了，每次都是讲明原因的。他老
汉儿身体不好，你以为他像我们一样说
来就来说走就走哟！恐怕没得那么松
活（轻松）。”

经阿满这么一说，福娃的火气就慢
慢消了。

“要得嘛！那我们先去挖几根蛐蟮
儿，把钓鱼的饲料备好，等春娃子来了就
开始行动。”福娃是个直爽的人，嘴上虽
不饶人，但相处起来还是很对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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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小侄孙在超市里看到这样想
要，那样想要，爸妈没给他买，一句“好
可惜哦”，这句话从一岁半的小孩嘴里
冒出来，逗得大人哈哈笑，最后依他买
了几样，他妈妈满脸笑意地说，真是个

“犟拐拐”。
这里的犟拐拐满含爱意，小孩撒娇坚

持自己想法，亲人理解顺从有点无可奈
何，乃亲情的体现对顽皮小孩的爱称。“拐
拐”贴切地描述小孩撒娇时，像小鸟雀一
样，前后摆动小手的可爱形象，而“犟”意

则指小
孩撒娇
倔强。

四川
方言的
犟拐拐
还有其

他的意思，指一个人刻意标新立异又不
从实际出发。有个朋友的女儿小晴，硬
要出去闯荡做生意，胆子还蛮大，瞒着
家里人，在一个镇上的偏僻路口租下几
层楼，开商务酒店餐饮娱乐洗车等。后
来母亲知道了，找亲朋帮忙劝说。小晴
不听，半年后，不仅把父亲以前给她金
卡上的钱耗光，还外带了几十万的债
务，爸妈叹气说这个女儿真是一个“犟
拐拐”，这里就带有贬斥的意味。

“犟拐拐”如果犟得对，大伙就会称
赞。过去有个邻居陈三婶，家有两女儿，
当年周围的孩子读了初中就纷纷走上打
工路。然而这位邻居执意让女儿们读高
中考大学，最后两个女儿分别考上大学，
如今都有正式稳定的收入，一家人生活
很幸福。先前笑话她的邻里不得不佩服
这位倔强的母亲，对她竖起拇指。

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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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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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吝啬、抠门，逗是财迷；一分钱都

要捏出水来，那逗是财迷豁眼。
兄弟伙几个对了，麻花脆了，走到

一起，喝台酒，你哥子我兄弟的，不都
不存在。耿直的、大方的，抢倒给钱；
吝啬的、财迷的，尽梭边边。

帅哥离婚后找了个富婆，心想勒
下可以吃香喝辣巴倒享福了，想不到
富婆却是个吝啬鬼，哪怕买把藤藤菜，
都要跟别个讨价还价讲半天。她有
100 万，还巴不得你帮她变成 101 万。
哎，勒种人，你有钱迈逗潇洒大方点

嘛，还做起恁个财迷豁眼的。
有回，帅哥的儿想进重点中学，要

交两万块钱。帅哥想，都是一家人了，
勒点钱对富婆来说，那不过是小菜一
碟，逗笑嘻嘻找老婆要。

平时看起勒两口子恩恩爱爱好
像还多好的，可说起钱逗不亲热了。
富婆脸一马，不但钱没给，还说：“你
的娃儿读书，啷个来找我要钱呢？”
帅哥气得大吼：“像你恁个财迷豁眼
的，只有当孤家寡人，我真是瞎了
眼。”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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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方言中，“搭巴壁”的意思
就是厚起脸皮巴倒人家占便宜。下面
摆两个“搭巴壁”的龙门阵。

又是一个周末，我们单位的王三
清早八晨就给我打电话：“徐哥，我昨
晚上搞了一篇文章，中午拿到你家来，
给小弟我润色润色啊！”王三也写文
章，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平时听同事
背后议论，说王三这家伙经常不务正
业，工作拉稀摆带，喜欢跟外面不三不
四的人混在一起。本想找个借口推
脱，但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

十一点半，王三敲门进来。见我
妻子在厨房忙前忙后，王三立马冲到
厨房说：“嫂子，看来我今天有口福
了。那今天我就在你家吃午饭了！”
说完，王三和我天南海北一阵瞎侃，
但就是没有掏出需要我修改的文
章。午饭后，王三走了，妻子对我说：

“这个王三，其实就是想到我家来蹭
饭，还说啥子修改文章，分明就是来
搭巴壁噻。”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我
也无话可说。

去年热天，我从九眼桥坐车去宽
窄巷子。车上人很多，一个颈子上挂
金项链的光膀膀崽儿却霸着车门边的
一个双人座。车到一个站，上来一位
拄拐棍的老大爷，正好站在崽儿旁
边。车子开得急，老大爷摇摇晃晃站

不稳，有人看不惯了，指责那崽儿：“手
脚收到点儿么，让老大爷挤起坐一下
噻！”哪晓得那崽儿把眼一翻：“热天热
势的，挤啥子挤？”恶暴暴的一句话，吓
得再不敢有人出声。

车行一阵，又到一站，上来一个娇
艳的女娃儿。女娃儿挤到那崽儿身
边，娇滴滴地说：“大哥，搭个巴壁，挤
一下要不要得？”那崽儿赶忙让出座位
来。或许是出于感谢，一坐下来，女娃
儿便热火朝天地和那崽儿吹了起来。
吹倒吹倒，女娃儿突然惊爪爪叫一声，
说戒指遭掉到地上去了，接着便弯下
腰去找。那崽儿献殷勤，也赶紧趴到
地上去找。找了一阵，没得结果，女娃
儿像突然醒豁过来，说想起来了，上车
前在那边副食店坐了一哈儿，肯定掉
在那里了。说完，就急慌慌下车回头
去找。那女娃儿下车没得好久，那崽
儿突然连声说遭了遭了，项链遭那女
娃儿偷去了！众人一看，崽儿颈子上
果然没了项链，一个中年汉子幸灾乐
祸地说：“该被遭，喊他让老人家座他
不让，偏要让那女妖精，默倒想搭巴
壁，结果是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那
崽儿急忙下车去追，车上的乘客一阵
欢笑。

看来啊，人还是老老实实为好，莫
要去做那些搭巴壁的事情。

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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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人把爱抬杠的人称作“咬卵
匠”，其出处可能是《笑林广记》中的

《麻子咬卵》。这种说法虽然村俗，却
也不乏可玩味之处。

从组词结构来看，“咬卵匠”属于
复杂词组，虽然只有三个字，却有两个
结构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偏正词组，
由修饰语“咬卵”和中心语“匠”组成；
第二个层次是动宾词组，由动词“咬”
和宾语“卵”组成。在此且来分层逐字
解析。

词组的中心语为“匠”。所谓匠
者，有手艺之人也。如此定位说明，在
南充人心目中，抬杠这项“业务”是具
有技术含量的。这不难理解，因为抬
杠具有争辩、议论的属性，而辩论是讲
究技巧的，其中也就有了水平高低之
分。初级咬卵匠技术拙劣，既无立论
之道，也无驳论之术，自说自话后来一
句“你们不信我信”，常令他人无言以
对，哭笑不得；中级咬卵匠技术尚可，
虽然理论素养不足，立论差强人意，但
思维敏捷，善于驳论，犹好抓人疏漏，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让人气急败坏，
无可奈何；高级咬卵匠则精通形式逻
辑，擅长辩论技巧，知识渊博，反应机
敏，或娓娓道来，或慷慨陈词，可令世
人神颠魂倒，能使国家合纵连横，神乎
其技，堪称巨匠。

修饰语中的动词是“咬”。咬劲至
少有三种来源，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
方法和作用。一是来自才智。比如，
纪晓岚被称为“铁齿铜牙”，咬力强劲，

他敢挑剔并篡改杜甫的《四喜诗》和杜
牧的《清明》，还能在因疏忽而漏写“黄
河远上白云间”的“间”字后，把《凉州
词》这首诗吟诵成一阕词：“黄河远上，
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
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没有才
华和境界是万万做不到的。这种“咬
功咬法”，可以益智，可以怡情。二是
来自权势。既有呼风唤雨之能，便有
高屋建瓴之势。这种“咬法”在得理时
能力排众议，可成奇功；若是无理，这
种“咬法”就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难
免贻笑大方。三是来自心态。某些有
逆反心理的人、以空谈为业的人，某些
愤世嫉俗的人、吹毛求疵的人，不管你
说什么、怎么说，他都反对；不管你做
什么、怎么做，他都贬低；不管你要求
他什么、怎么要求他，他都说“我偏
不！”这种“咬法”，主要作用就是气人。

修饰语中的宾语是“卵”。以隐私
措辞，意图之一也许是为了取得某种

“黑色喜剧”效果，换言之，这是一种幽
默的说法。与“咬卵”相似的是北方话

“扯蛋”，二者对仗而同工。可见，并非
只有南充才有这样的“俗话”，中国的
市井文化是有其统一性的。说相声，
逗哏捧哏之间少不了抬杠；李伯清说
散打评书，也少不了类似内容。总之，
发明“咬卵匠”一词的人，或许是想用
这样的字眼儿暗示人们：当你不愿与
咬卵匠纠缠时，不妨以听相声、看喜剧
的心态围观；当你不得不与之周旋时，
一定要小心守护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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