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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巨能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2019年12月27日（星期五）上午9:30，会期半
天。 三、会议地点：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189号F2栋五楼。交通路线：1、乘坐32路、78路、
229路公交车到市妇女儿童医院站下车；2、乘坐32路、78路公交车可在金沙车站同站换乘K5到
同诚路步行八百米到腾飞大道；3、乘坐地铁4号线到成都西站A1口出站再乘G30公交车到达腾
飞大道。四、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五、会议议题：1、审议《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换届
选举〉的议案》；2、审议《关于〈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六、出席大会人员：1、公
司股东或股东委派的代理人；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3、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七、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10日 八、股东登记办法：1、法人股东需持单位证明、法人
签章的委派书及受托人有效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2、个人股东需持公司股票托管凭证及本人有
效身份证或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3、股东请于2019年12月 11 日至12
月 21 日（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到公司证券部办公室（成都市青羊区
腾飞大道189号F2栋）办理参会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九、其它事项：1、有关信息将陆续置
备于公司网站，股东可登陆公司网站（网址：http：//www.jnrq.cn）查阅有关资料；2、与会者交通
与食宿费自理；3、与会者准时到达会场，逾期不候；4、联系人：林先生电话：028-86267243 传
真：028-86267252

特此公告 四川巨能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四川巨能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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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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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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
﹄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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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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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
花
匠

□
冯
继
军

说起弹花匠，年纪大一点的人
都知道，是扛着一弯弹弓，一张磨
盘，一个弹花槌和一条牵线纱篾，
走村串户弹棉絮的匠人。

四川方言说的弹花匠，说的是
一个人在生活中说得多做得少，只
会说不会做，只说不做，人们说这
种 人 是 弹 花 匠 的 老 婆 —— 会 弹
（谈）不会纺（访）。

我们那个塌塌就有这么一个
人，叫胡大树，年纪虽然不大，但是
当地十里八村很多人都知道他，成
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人们说他
是肥肉吃多了——油嘴滑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浑身有
使不完的劲，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
用在田地里，像绣花女绣花一样，
把田地当做锦缎，巴不得在田间地
头用五色丝线，绣出鲜艳的花朵，
让生活锦上添花。

胡大树家也包了责任田，但
是，他却没有把心思用在地里。大
战红五月，吃完早饭，胡大树放下
田里的活路不做，穿得周武郑王，
到处闲逛。看到王老三正埋头在
自家田里栽秧，胡大树扯起嗓子
说，你的秧苗栽得不伸，扯起来重
新栽。王老三懒得搭理胡大树，头
都不抬一下继续栽自己的秧苗。
胡大树自觉没趣，嘀嘀咕咕，走开
了。

走着走着，胡大树看到邻居李
大娘带着孙女在秧田里扯秧苗，胡
大树对李大娘说，你们祖孙俩还不

快点扯，磨洋工，李大爷和李大哥
的秧苗都快栽完了。李大娘对胡
大树说，季节不等人，你还是赶快
回去帮助妈老汉儿栽自家的秧子
吧。胡大树说，妈老汉儿嫌我栽得
不好，他们要占到自己栽，怪不得
我。

没走多远，胡大树看见同村陈
大哥赶着一条大水牛正在平整秧
田 ，他 对 着 大 水 牛 大 喊 了 一 声

“弯”，累得直喘粗气的大水牛以为
主人叫它停下来，马上站在原地一
动不动。陈大哥气不打一处来，在
牛的屁股上扬起鞭子叭的一声，嘴
里嚷道，你个畜牲，人家忙都忙不
过来，你还在这里偷懒。胡大树听
见陈大哥话里有话，自讨没趣，赶
忙离开了。

胡大树在田坝里头转了半天，
觉得没有意思，径直朝着乡场上
走去。到了乡场上，看见到处空
荡荡的，人都见不到一个，好不容
易看见个熟人张大哥，问今天咋
个没有人赶场？张大哥说，农忙
季节，田里的活路忙都忙不过来，
谁还有空来赶场，我是上街来买
东西，栽秧等着用，说完急急忙忙
往家里赶去。

胡大树看见乡场上也没有什
么好耍的，也到了该吃晌午的时
候，就转身朝着家里走去。回到
家，看见家里关门闭户，妈老汉儿
也不在家，冷锅冷灶的，饭是吃不
上了，干脆躺到床上脚一蹬，睡觉
去了。

撇
脱

□
卢
烨

“撇脱”，有“洒脱”“利索”“不拘泥”
“简单”“容易“不麻烦”“不费力”等意
思。《朱子语类》中提到：“要之，持敬颇似
费力，不如无欲撇脱。”这里的“撇脱”，就
是洒脱、不费力、不费事。有言曰“无欲
则刚”，这里是“无欲则利索”“无欲则少
麻烦”，反之，“欲望多则麻烦多”“欲望大
则麻烦大”，就很不撇脱！

事实的确如此，你看，有的人心无旁
骛不乱想，“咬定青山不放松”，干一行爱
一行，工作干起利利索索，日子过得十分
洒脱。有的人一辈子欲望太多、奢求不
少，遇到的筋筋跘跘、扯筋撩皮的事情就
源源不断，发展不顺利，日子难得熬。李
哥和他的毛根朋友文兄，都是同时中师
毕业参加工作的。文兄全身心扑在教育
事业上，在钻研教材、教书育人的同时，利
用业余时间读函授、参加自考，工作3年
就拿到专科文凭，5年拿到本科文凭，成
长为教学骨干，在区中学教了两届高中，
又调到省级重点高中——县一中任教。
现在退休工资高，日子过得特别洒脱。

李哥就恰恰相反，他这山望那山高，不
安心教书。工作第三年，就到乡政府当办
事员。他“委曲求全”与当时的区委领导的
矮个子女儿结婚，第二年就去邻乡当了副
职。哪知道，岳父任人唯亲、违规提拔干

部，被上级发现查处，李哥被革职回原乡。
李哥又决定下海经商。开头十余年，凭着
他灵敏的脑袋和三寸不烂之舌，生意做得
风生水起，加之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胆大妄
为、偷税漏税肆无忌惮，他家呈现出财源滚
滚、日进斗金的盛世美景。这时，岳父和他
的矮女子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他拿出20万
元，作为筹码离婚，第三天就与一个“黄花
闺女”结婚了。后来，他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和偷税漏税两大违法犯罪被查处，违法所
得被没收。他也被判了刑。

撇脱，还有“（小孩）听话，不哭不闹，
好带”的意思。邻居王大亮老两口都是
66岁的人了，儿媳生了二胎。王大亮和
老伴管了大孙，管小孙，忙了吃饭忙穿
戴，不亦乐乎。邻居、亲戚为他担忧，说
这么大年纪，累得下来吗？他却乐呵呵
的，说有点忙，但我孙听话，不哭不闹，寡
撇脱的，好带。

延伸一下，“撇脱”还有轻松、容易、
简单之义。比如，“你说得撇脱，做起就
没有那么容易！”“撇脱不撇脱，你自己去
告一盘（试一下的意思）就晓得了。”“撞
了人不敷汤药就想跑，没得那么撇脱
吧！”另有“图撇脱”之说，就是指图个方
便、图个简单。比如出去旅行，旅行社会
叫旅客少背东西，尽量撇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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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里，喜欢把“吃饭”说
成“恰饭”，两个朋友见了面，最常见
的问候语就是“你恰了吗”，意思是

“你吃了吗”。这儿的方言俚语是家
乡人之间最亲切的问候。

但最近，“恰饭”一下成了网红
语，起因是四川一网络主播，在直播
间重复说“要恰饭的嘛”，意在让粉
丝们多打点打点，“恰饭”由此成为
求粉丝送礼物的金句。

那天接到一老同学电话，开篇
就是一句“恰饭了吗”，说完我们都
在电话里笑了。30 年前我们在省
城读书，一间寝室住了八位室友。
每次到饭点，老同学都会拿起饭盒
很庄重地喊一声“吃饭了”，不想有
一次喊漏了嘴，“吃饭了”变成“恰
饭了”，老同学无意间冒出的俚语
把室友都镇住了，但须臾后都爆发
出“恰饭了”的欢呼。原来那时候
不懂事，室友都把方言俚语当成

“土”的代名词，生怕说漏了被人嘲
笑，言语间便刻意掩饰。现在一句

“恰饭了”，一下拉近了八位室友的
距离，从此“恰饭了吗”就变成老同
学之间一种互致问候的调侃方式。

但这一次，老同学的“恰饭了
吗”却是来诉苦的。原来他儿子交
往了一女朋友，二人都是“剁手族”，
喜欢网购，连正常生活都受到了影
响，窘迫之间不得不向父母求援，因
为“要恰饭的嘛”，气得老同学血压
飙升打电话诉苦。

其实，“恰饭”从让人害羞的方
言俚语，一跃变成求粉丝送礼物的
网红语，其间的“度”还是需要我们
把握的。方言是一种习俗和文化
的传承，不应单单成为商业化职业
化的挣钱噱头。在网络时代的今
天，既要尊重与时俱进的传播方
式，更要敬重方言文化的精神内
核。

小孩笑说，外公的口语，他记得最牢
固的就是“瘟伤”一词了：鸡飞狗叫，牛昂
猪嚎，听得不耐烦了，都用“死瘟伤”恶之。

所以私下里，小孩就问我，这瘟伤是
啥意思。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自己不
顺心时，也爱拿这些小畜牲出气，嘴里不
干不净就冒出这词了。只是不知道是哪
个“瘟伤”罢了。

记得小时候，家里养蚕。蚕架就搭
在堂屋里，用几根绳子把蚕簸箕用竹杠
高高吊起，喂桑叶时，我们小孩够不着，
就爬到大板凳上去撒。家里副业不多，
一半的学费要靠蚕宝宝出力。可以说，
它们就是我们一家老小的命根子似的。
采桑，清理蚕沙，打扫蚕房，一日几次，持
续月余。每天小心翼翼，生怕蚕宝宝热
了，饿了，出一丝意外，影响茧子质量。
经佑蚕子是个轻巧活，大人忙活路，事就
落到我们小孩头上。负责给它们添桑
叶，负责它们的安全，晚上防鼠，白天防
鸡。大门槛边，白天就专门放一根长长
的竹竿来驱赶大公鸡。

有次，一只大公鸡乘人不备，跳到簸
箕里啄了好几只蚕，眼看辛辛苦苦养大
的蚕宝宝就这样被糟蹋了，我火冒三丈，
抓起竹竿，就朝鸡头拍去，威风凛凛的大
红公鸡，居然很不经事，一下就栽在地
上，死了。我杵在那儿，浑身瑟瑟发抖。
一方面没想到自己这手这么准，这么狠；
另一方面又害怕大人责怪。那段日子，
晚上接二连三地做噩梦，地上鸡血淋淋，
无处下脚，至今还细思极恐。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对偷嘴的大公
鸡那么恨之入骨？直到现在，我才理解
穷凶极恶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我家离集市很远，要走二三

十里土路。上街赶集就像过年一样高兴，
但赶集的机会不多，偶尔一两次得逞，也
是涕泪涟涟的结果。更别说搭车了。寻
常人家，有个自行车骑骑，也是祖坟冒青
烟了。见有少年风驰电掣，衣衫翩翩飞车
而过，野孩子们就在路边意气风发地唱
道：洋马儿，叮叮当，高头坐个死瘟伤。

被人嫉妒，也是一种福分，更是一种
欣赏，那就任他们唱吧。

不过，我也和小孩一样，想寻个充足
的理由，道清这个“瘟伤”的来龙去脉。直
到前段日子，天干气燥，懒心无肠翻《营山
民间传统文化》，看到有个“瘟祖庙会”，一
下来了精神，觉得它似乎和这个“瘟伤”有
些牵连，就赶紧记个大意，以防忘却：

瘟祖庙始建于1723年，在营山磨子
街处。后遭毁坏，在1864年重建。瘟祖
不知始于何代，相传为营山一知县，夜里
梦见有神仙往东门外井中投毒，醒来觉
得十分惊异。因为县城居民都在这儿取
水。第二天一大早，知县就亲自跑到井
边禁水，老百姓不明就里，叽叽呱呱，怨
声载道。知县又不好明说做梦的事，害
怕群众恐慌。于是，就自己先饮水检验，
没想到当即中毒身亡，百姓悲痛异常，自
愿筹资在水井附近，修了一座庙宇。大
殿正中塑了知县的神像，将庙宇定名为
瘟祖庙。恰巧五月初五是瘟祖的生日，
因此每年这天的庙会，瘟祖庙最为热闹。

虽然这位舍命保民的瘟姓知县，我
们至今也不知晓他的大名，但这并不妨
碍后人对他的缅怀。“瘟伤”在街头巷尾
延续，自由出入士民口中就是明证。

世道恣睢，芸芸众生，唯有士信民
善，方能杜绝“瘟伤”重演，养成良风美
俗，少些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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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人老颠冬，树老心空。最平
常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我给你说嘛，人
老了没得祥得，颠颠东东的，啥子事都不
晓得，连天日都不晓得了。

多年前，陈阿三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的时候，他家婆就八十多岁了，不仅天天
要喝小酒，还抽烟。喝酒也就算了，可她
人颠颠东东的，就害怕抽烟，一不小心把
茅草棚棚点燃了咋个办？所以陈阿三他
妈就指示他把火柴藏起，不要家婆找到
了。家婆要抽烟找不到火柴，就坐在门
口骂，陈死娃子，是不是你把洋火藏起来
了？死娃子也太可恶了嘛，烟都不要我
抽。骂归骂，隔了一段时间也就过去了，
还歪打正着的把老太婆的烟戒脱了。

本来家婆半夜三更还要爬起来煮
饭，一个人在灶房里把火烧得噼噼啪啪，
那就更危险了，一不留神，他们睡到半夜
就可能变成了烧烤。但没了火柴也不清
静，老太婆半夜爬起来晃一圈就喊，陈娃
子快起了。陈阿三说才半夜三更，起来
做啥子嘛？老太婆说他硬是当半夜睡
喃，天都亮了，我饿了，快起来煮饭吃。
陈阿三说一句，家婆，你硬是老颠东了。

后来烧蜂窝煤，这又成了老太婆的
天下，半夜三更就把火揭开要煮饭，把火
揭开就等它烧，自己又跑床上去睡了。
水烧干锑锅烧烂几个，陈阿三提起烧烂

的锑锅说家婆，你又把锑锅烧烂了，家婆
说，烧烂了背时，哪喊你们不起来煮饭！
再后来烧液化气炉子，这下老太婆弹不
懂了（搞不懂），咋个开的火都不晓得，瞪
起眼睛看半天，硬是打不燃火。只剩下
骂，死娃娃硬是可恶喃，换了个铁盒盒，饭
都不要我煮了，你们安心要把我饿死啊！

最搞笑的一次是，陈阿三喂了条狗，
有一次给狗舀了饭放在板凳上还没端
走，老太婆也不客气，端起来就吃，一边
说，死娃娃这回还晓得给我舀饭了。陈
阿三看了大声喊，家婆吃不得，那是给狗
舀的饭。啥子啊，只有一口饭，吃了又舀
就是。老太婆就这样颠颠东东地活到了
九十几岁。

颠东也就是糊涂，糊涂得不晓得白
天晚上，糊涂得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在做
啥子，这时候也是最容易出事酿成大错
的。颠东一般都是指屋里的人，或是在
屋里做事，要在单位上，还不等到颠东早
就开了。陈阿三现在五十多岁了，可能
是继承了家婆的基因，时有出格的事。
他睡到半夜三更，突然就喊婆娘快起来，
孙娃子要去读书了，婆娘骂他发神嗦，这
阵才两点过。那一次给孙娃子煮汤圆，
他也不晓得咋个的，水还没有烧开，就把
汤圆丢下去了，结果煮了一锅浆糊，婆娘
说，阿三，你还没有老颠东得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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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方言里有“风车车儿”一
词，常用于活泼年轻的女性身上。
看过川话方言剧的应该都有印象，
那个圆脸厚嘴唇的女人演那个角
色，就叫“风车车儿”。

纸做的风车迎风会呼啦啦地
转，再加上叠用和儿化音，“风车车
儿”轻灵之气毕现，活像那种性格
活泼开朗，豪放不羁的“人来疯”式
的聪慧女人。这种人，说话语速
快，不掩饰，少避讳，甚至还有点不
靠谱，做事情风风火火，快速而条
理性不足。与绝大多数人相比，其
异质立现。既与众不同，又张扬无
忌，可归疯癫之列，方言谓之“疯扯

扯”。“疯扯扯”之语过于尖锐，找一
个音近而又意合的词来替代，弱化
贬义，增加喜感，便有了“风车车
儿”的问世，这是典型的川派幽默。

“疯扯扯”一词，语义弱于“疯
戳戳”“癫戳戳”，即便直接使用，也
并没有太明显的恶意，更多用于轻
微的责备并同时带有善意。孩子
说了“不栽根”（不靠谱）的话，父母
就会笑骂其“疯扯扯的”。朋友说
了玩笑过度的话做了顽劣的事，也
会被笑骂为“疯扯扯的”。总之，

“疯扯扯”主要是用于相对友善的
圈子之内，即使超出这个圈子，也
决不带有明显的恶意。事实上，如
果被责备之人不属于友善的圈子，
他所得到的称呼可能就变成“瓜娃
子”“傻（ha上声）儿”“疯婆娘”这些
词了。

“疯扯扯”之“疯”，方言变调为
上声，这一声调的变化，就奇迹般地
弱化了“疯癫”本来的精神不正常的
意味而强化了戏谑的调侃意味。“扯
扯”在川渝方言中实词意味不强，略
有“某种若有若无的状态”的意思，
比如“笑扯扯”就是“有笑意而不明
显的样子”，“灯儿扯扯”就是“吊儿
郎当，不稳重的样子”，“皮扯扯”就
是性格不急性，慢性子。

“疯扯扯”是生活的味精，可以
让清汤寡水的日子多点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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