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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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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部电影很火，主角扎两个冲天
炮，黑眼圈堪比国宝，硬是颠覆了哪吒几十
年来的印象。电影《哪吒》里头哪吒堪称

“破坏王”，还好有师傅太乙真人料理，先带
他耍水，再教他术法，一口一个“娃儿”地把
他带大。

娃儿在四川话里多用于长辈对晚辈的
称呼，念起来七分疼爱三分嗔怪，分语境而
不同。要是加上不同形容词在前，又自成
一种新意。老成都童谣里唱道：“胖娃儿胖
嘟嘟，骑马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胖娃儿骑
白马。”短短一词胖娃儿，一个肥嘟嘟、圆滚
滚，憨态可掬的小孩形象跃然纸上，让人心
生喜爱。

老一辈些也更中意娃儿这个称呼。在
路边的小餐馆，年轻服务员往往喊帅哥美
女来招呼，而端到几盘菜仍旧健步如飞的
孃孃只会大声吆喝：“穿红裙子的那个女娃
儿往里头坐点哈，等会儿菜撒你衣服上
咯！”一句娃儿让客人慌忙往内坐，颇有些
家头大姨的威严。与娃儿常见的经典搭配
还有背时，小时候偷了隔壁树上的果子或
是考试拿了个鸭蛋，妈老汉儿必定气得追
到后面打，边打边喊：“你这个砍脑壳的背
时娃儿！”这个时候的娃儿就带着一种无可
奈何的恼怒了，就像电影里的哪吒一样，毕
竟是自己生的，能咋个办呢？

再说电影《哪吒》，因为主创方查询得
知太乙真人道场位于四川江油，片中还有
不少川普特色。剧情里太乙真人酷爱喝

酒，在喝下一大坛加了料的酒后醉醺醺地
说了句“巴适”，而这个巴适可以说是四川
话里的高频词汇了。

巴适大意指舒适、妥帖，泛指一种好的
状态。菜可以巴适，衣服可以巴适，地方可
以巴适，连青城后山的空气都可以巴适。
朋友间约饭往往有以下对话——“走不走
哦，那家店之巴适！”“有好巴适嘛？”“巴适
得很！”就是这么一个无实意的词，反而一
出口便在讲实在的四川人心里奠定了好
印象。巴适得很的进阶形容词就是巴适
得板，这个词对于大多数川人甚至外地人
都不陌生，毕竟前些年有句歌词火遍朋友
圈——“老子明天不上班，爽翻，巴适得
板！”巴适到板来板去，可谓是舒服畅快到
了极点。

跳脱方言，巴适更代表了四川人的生
活态度。“做事要巴适”，工作的时候要认认
真真，妥帖完成自己份内的事，把事做漂
亮，不给同事和客户添麻烦。“生活要巴
适”，繁忙生活里不能光顾着赚票子而忽视
享受，约三两朋友搓个麻将喝个茶，劳逸结
合才是人生大美。“做人要巴适”，做人要正
直善良，讲道义，不干抛信弃义背后捅刀子
的事。四川人平时嘻嘻哈哈，却自有生存
的大道理。

《哪吒》里还有很多川普彩蛋，“莫得意
思噻”“遭咯”“你有病嗦”，不怪乎把满场四
川观众逗得直笑。随着电影的爆火，四川
方言也算是在全国洋盘一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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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话中的“欺头”出自“魌头”，旧时
做法事抛在地上避邪的鬼头模样的食物称
魌头，旁人可以拣食。因得之容易，取其谐
音，成都人称为“欺头”，并由此延伸出“欺
头”就是便宜、热闹。欺头有抢欺头、看欺
头、听欺头、买欺头、吃欺头等。

2012年10月中秋国庆双节降临，为让
大众尽情玩乐，国家出新规：大假期间，收
费的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大欺
头！霎时千车奔驰，万车出门。一处高速
公路收费站9月30日从零点到早8点进出
的车辆是26000辆，高速公路变成停车场，
有人200多公里开了23个小时。有人更改
了QQ签名：大假最浪漫的事，宅在家里看
堵车。

一只狗咬伤了路人，在该不该将咬人
狗就地正法问题上一男一女展开激烈争
辩，越辩越激烈，女的突然挥拳向男的打
去，看欺头惹的。

一次我们在饭馆吃饭，同事讲起她老
公因当过知青非常喜爱央视七套的农业节
目引得我们大笑，就连旁边桌上吃饭的几
个小伙子也忍不住笑出了声。他们就是在
听欺头，笑一笑对身体有百利无一害。住
老院子时徐孃两口子在屋里吵架，徐孃屋
外的窗下躬身躲着一排妇女听欺头。这种
欺头就不该听，撑起身劝劝多好。

吃欺头须费些口舌。成都人口中的

“吃”多数当“拿、要、蒙、混”讲，“吃欺头”就
有了多重意思，除中秋节排队吃免费月饼
是吃进肚的“欺头”，日常生活的吃欺头就
是指事情了：单位买房一年工龄算一分，老
张在表上多填了三年工龄。同事说“你要
吃欺头嗦，档案上记得有何时参加工作。”

当知青时八斤抠得出奇，与他在一
起，用不到他一分钱，他还常常“不好意
思，挤点牙膏。哎呀，烟没得了，给杆来
抽。”一次我们说好打平伙。到出钱时八
斤浑身上下摸一遍，“遭了，我咋个搞忘
了，这个月的钱早用光了。”叫花子的米有
颗数，都关那么多钱，谁买了支牙膏都晓
得，才几天，他的钱就没有了？所有人都
没了语言，齐齐把怨恨的眼光投向他。八
斤没得办法，只有摸出烟来走一转：“下次
一定补起。”

没有下次了，我们又打平伙时没叫
他。八斤掐得真准，肉刚端上桌，他拿着一
盏煤油灯进来，“真不好意思，煤油灯没得
油了，借点油。呵，吃好的！”说完八斤像完
全忘记了要灯油转身离去。我们知道他要
去拿碗筷，立刻将门关死。刚关好门八斤
在外面敲，没人理。敲变成了砸，还是没人
理。风卷残云，一盆肉很快见了底。

我们开门了，八斤见到的是盆盆底底，
立刻咆哮起来：“虾子些，不给我开门，这么
快就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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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讷寡言的傻福与老乡走散后，单独
找活，处处碰壁。这家玩具厂，确实已不再
需要男工，可他想筷子拗过大门坊，一屁股
瘫坐在地耍起了无赖：“我饿了两天。”双眼
湿浸浸的，说的与求职完全不挂角。

老板原本也是贫寒农家子弟出身，见
此遭孽样，心生怜悯，收下了他：“在厂内打
扫卫生吧！”傻福一下从地上爬起，连连抱
拳作揖：“要得！要得！”

傻福不仅把厂区扫得一尘不染，还主
动把那两条臭气熏天的下水道也清理输通
干净。工友见状：“傻福真傻！没安排他也
做？”老板向他竖起大指拇：“好样的傻福！”
受了表杨，傻福脸一红，头一低，“嘿嘿”一
笑，又干事去了。

老板觉得他稳重可靠，便另外安排他
一份工作，去各车间送散件。他又是“嘿
嘿”一笑：“我一定搞整巴适！”

然而，玩具厂因资金周转不灵，不得不
停了产。工友们纷纷跳槽另寻活路去了：

“傻福走呀，还在这里等死呀？”老板也叫他
走，他却直摇头：“老板，我陪你！”老板说：

“你陪我喝西北风呀？你出来是找钱的，又
不是游侠结义。况且我现在只能发基本生
活费了，你还是赶快另寻高就吧！”傻福又
坚决摇头：“我不！只要老板不赖账，生活

费暂时也可以不发。”老板说：“你这么信任
我呀？”他“嘿嘿”一笑：“对头！”

此后，傻福充当老板的“保镖”，协助追
收欠款烂账。他认准老赖，常常几步上前，
不由分说，一把来个封喉锁颈，毛里毛焦大
声吼：“付货款！”见他孔武有力，出手不凡，
人家以为他是武林高手，乖乖掏钱……

闲聊时，他与老板摆龙门阵，他家还是
住的旧木瓦房，全家五六口人，挤进挤出像
下苕种……提了几次亲，人家见他人才长
相没啥说的，可见了那住房，都揺头走开
了，有的甚至挖苦：“他家人住的，还不如我
家牛住的！”不修起新楼房，他堵咒发誓这
辈子不结婚！老板说：“但愿天随人意！”他
说：“就等祖坟冒青烟了！”

老板的小厂终于起死回生了。傻福
被提升为总领班，月薪近万元。他拘束不
安：“嘿嘿！老板你给这么多呀？”老板
说：“这是你该得的报酬。再这样干几
月，你修房就有垫底资金了！”傻福“嘿
嘿”一笑：“我要展劲做，嗨实搞！”领到工
资就往家里汇……渐渐地，家里的新房也
修建好了。

真是双喜临门，傻人有傻福。傻福也走
上了桃花运，与贵州打工妹阿玲好上了。二
人告假回家办喜事，“感谢老板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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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儿他妈！我说你硬是
把娃娃惯侍得流脓！才叫他
做了一会儿作业，你就又把他
放虎归山，让他吆二喝三地夥
倒那些娃儿去耍！”

“唉！你不要睁起眼睛说
瞎话哈！那娃儿的脚长在他
身上，我总不能一天到晚跟倒
他的脚杆转！何况，娃儿耍一
会儿天又不会垮！”

“你硬是‘说得轻巧，拿根
灯草’！这娃儿不管紧点，成
绩考不好，到时你又要气得双
脚跳！”

“你一天到晚懒眉懒眼
的，只晓得坐茶馆、打麻将、嗨
馆子，喝得二麻烂杆，偏偏倒
倒，你还有脸说我！”

“娃娃是你生的，生了不
管，你还有理？”

“你说啥子喃？娃娃不是
你的？”

“你只晓得管他的吃，清
早他不吃鸡蛋，你还把鸡蛋剥
好，出门跟倒撵！太惯侍了！
他饿了晓得吃！‘正做不做，豆
腐放醋’。”

“你是让我既要管吃又要
管教？你当跷脚老板？俗话
说：‘子不教，父之过’，教育娃
娃的事主要应该当爹的管！”

“你晓得我初中都没毕
业，娃儿作业中好多都搞不醒
豁；你好歹是个高中生，比我
多喝了几年墨水，娃儿的学习
你应该多出点力！”

“你还好意思说，自从嫁
到你家，家里地里的活我都得
做，这么些年，书没读一本，字
没写一个，学的东西一半多都
还给老师了！”

“唉呀，‘大哥莫说二哥，
两个都差不多’。我还不是一
样，学的东西大部分都还给老
师了！唉！我们就是书读少
了，做啥子事都是‘从湖南到
河南’南（难）上南（难）啊！”

“你晓得检讨一下自己，
算你有长进！娃娃的身体要

管，学习也要管，咋个做人更
要管。你才安逸哟，当甩手掌
柜，‘闲事莫管，走路伸展’。
娃娃才丁点大，你就只管自己
活得自在逍遥，现在上有老、
下有小，正是我们爬坡上坎的
时候，你倒好，一副‘癞疙宝坐
椅子，该麻哥玩格了’的样
子 ，你几十岁了咋还这么不
懂事喃？”

“唉唉唉！你是我的妈还
是我的爸？你用这种口气跟
你男人说话？哪个都晓得，男
人是天，女人是地。女人给男
人说话就是该温柔和气。”

“你弄醒豁点，男女平
等！田头活路和家务，男女都
要做，管娃娃的事更是大家都
要做！”

“我也晓得我该管，但我
咋个管嘛？我硬是‘狗咬乌龟
找不到地方下口’！婆娘，你
说我该咋个管？”

“你坐在他身边也要得
噻！”

“我像‘土地菩薩吃汤圆，
神不能（楞）吞’地坐在那里，
那不是比坐牢还难过吗？再
说，他要是心不在马……”

“啥子心不在马？心不在
焉、焉、焉，抽烟的烟！幸好在
家我听到，要是在外面说，人
家会把牙巴都笑脱！”

“他心不在焉，样子是在
抠脑壳，想的却是逮雀雀！”

“唉呀，现在的娃儿喃也
遭孽，书包头的书和本子把背
都压得驼，那作业硬是多得涨
脑壳！这样下去，要想他有啥
大出息，恐怕是‘光脑壳打阳
尘莫（没）望’啊！”

“还有哈，娃娃的品德我们
也要注意哈！那天娃娃拿回一
个花石头，你当妈的不仅不问
哪里来的，反而很高兴的样
子！‘小时偷针，大了偷金’。偷
人家的东西，那是‘老鹰抓蓑
衣，脱不了爪爪’的哈！娃娃不
懂事，大人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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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坐天上飞的那种飞
机，而是老师讲课时学生云
里雾里听不懂，四川人称之
为“坐飞机”。

那年，区里举办一个培
训班，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
年龄悬殊，水平迥异。有节
课，老师讲的一道题，颠过
来，倒过去，绞来绞去，老师
讲得唾沫横飞，同学们听得
不知所云。尽管个个瞪大眼
睛，竖起耳朵，还是把有的同
学的脑壳搞昏了。

不晓得是老师没有讲清
楚迈，还是学生听不明白。一
老大姐，盯倒老师，突然说道：

“老师，请您再讲一遍呢，我听
起脑壳都大了，‘坐飞机’得
很！”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在收音机里教全
国人民“跟我学英语”。记得
当时男女老少齐上阵，学习热
情高涨，嘿门踊跃，全社会似
乎还掀起了一股学英语热
潮。说是学好英语，才能走出
国门，和世界接轨。我们厂头
有个黄师傅，是个库管员，没
得人领东西的时候，逗一天抱
个“半导体”，也叽里呱啦地和
年轻人一样跟倒学。黄师傅
毕竟是“黄师傅”了，50出头，
又没得啥子文化，“ABCD”都
没搞伸抖，也要来赶时髦学英
语。学了一阵，他说，那些外
国字，弯弯拐拐的，越学越
难学，越听越糊涂，就像“坐
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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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乡村民风淳朴，讲究
礼节，路过人家的地头村庄，
为表示尊重，骑驴的要下驴，
骑车的要下车，主人不等你开
口，抢先打招呼，歇会再走。
不啦，你忙着吧。若正赶上饭
时了，主人对风尘仆仆赶路的
人，都要微笑着递上一句，在
这住下吧。不客气，就到家
了。一个热情地招呼，一个热
情地应答，朴实厚道，有情有
意。尤其是端碗吃饭的时候，
不招呼人住下，被视为不懂礼
节，会受到人家的轻视，无论
陌生人还是熟人，一句问候，
就像阳光一样温暖。

一个南方女子，来到淮北
做服装生意，闺蜜吴大姐给
她介绍个男朋友，小伙是土
生土长的淮北人，家住淮北
的一个小村庄上，在镇政府
当个小干部。

那天下午，趁着生意不
太忙，吴大姐想让男方的父
母见见这个女子，就陪女子
到男方家去了一趟，男方父
母对女子非常满意，又是泡
茶又是洗水果，接待十分热
情。女子和吴大姐告辞的时
候，小伙的父亲急切地说，别
走别走，晚上在这住下吧。

女子吓得脸色都变了，她
没有跟长辈道别，抱住吴大姐
的胳膊，低声催促，快点走！
吴大姐见状，感觉不对头，人

家父母对你客气热情，怎么连
声谢谢也不说？你平时小嘴
叭叭的很会说话呀，今天怎么
害羞了？吴大姐微微皱起眉
头，给她递眼色，提醒她注意
礼貌。女子好像什么也没有
看见，只顾拉着吴大姐要走，
像逃跑似的。没有办法，吴大
姐只好匆匆地跟长辈道别。
男朋友出来相送，女子决意不
肯，急急忙忙地拉着吴大姐往
庄外走，简直就是小跑了。

出了村庄，吴大姐问，你
怎么啦？莫非嫌这村庄太
土？你们结婚又不住在这里，
有什么好担心的？

女子转回头看了又看，好
像担心有人跟踪似的，神情紧
张地按住胸口说，吴大姐，吓
死我了，你没听见他父亲怎么
说的？

吴大姐疑惑地望着她，好
像人家除去热情，没有说什么
不满意的话……

女子说，我不是说他父母
不热情，可是他们这里是什么
规矩呀，我向他父母告辞的时
候，他父亲说让我在这住下！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当父母的
怎么能这样做？太吓人了！

吴大姐终于明白过来了，
马上笑得前仰后合，“招呼在
这住下吧，就是让我们在他家
吃饭，吃过晚饭再走。你以为
是啥？”

绷
绷
匠

□
杨
明
庆

打肿脸充胖子，用四川话来讲，就一个
字：绷。虚荣心作祟，爱绷面子、绷能干，本
来只有半斤，非要号称八两，虚抬身价，习
惯假打。绷的是面子，伤的是里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村的张大桂，
排行老三，人称张三。有段时间做生意发
了点小财，不得了了，尾巴都要翘上天了，
号称全村“首富”。买了辆嘉陵摩托车，派
头十足，村里老老少少一声声“张总”“张老
板”，叫得张三巴适惨了。

哪晓得没过两年，生意做亏了，欠债越
来越多。张三不甘心失败，抹不下那个面
子，硬着头皮，绷起。出门照样头发梳得溜
光 ，皮 鞋 擦 得 锃 亮 ，整 得 伸 伸 抖 抖 的。
哪个喊他一声“张总”，他就云里雾里了。

摩托车油都加不起了，还是要绷起，有
事没事，骑出去“嘟嘟”一圈。其实大家都
晓得他娃日子难过，当面叫他“张总”，背后

笑他绷面子，送他外号“绷绷匠”“张绷
绷”。一听摩托车声音来了，就说“绷绷匠”
又出来现眼了。

张三的窟窿越来越大，最后实在绷不
住了，跑去跟他八十多岁的奶奶借钱，奶奶
把拐棍一敲：“三娃子啊，绷啥子绷嘛，生意
做不起走，就去把田头的活路理到做起走
嘛。”张三眉头一皱，“奶奶，我现在再去下
田，还不遭别个笑话啊。”奶奶恨不得拿起
拐棍敲他一棒棒，“本来就是农民，有啥子
丢人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绷能干别个
才要笑话，走，跟奶奶一起去地头扯草！”说
完，拄着拐杖就要出门。

张三眼泪花都包起了，他为自己的
不懂事惭愧至极，痛定思痛当即决定，还
是不要当“绷绷匠”了，扛起锄头下地干
活。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比啥
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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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稿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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