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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龙门阵

在西昌方言里，“口腔”和“口
白”都是指习惯性口语、腔调、道白。

当年，我所在的西昌知青小组
里，插进了一位姓杨名学勤的重庆
崽儿——真是名如其人：这小子吃
得苦、下得毛（打得粗），做起事来手
勤脚快；别看他个头儿不高大、脸面
瘦殎（qià）殎的，却有一身好劳力。

杨崽儿说起话来，一口浓重的
重庆口音，一溜一片儿的；“话把子”
也是一套一套的。一开腔就是“龟
儿、老子”“格老子”，简直成了他的

“口头禅”和“发语词”。
原本他的“口头禅”不过习以为

常、全无恶意，却经常给他招来大麻
烦，社员们泼烦到住（烦到极点）。
他们的理解，“老子”就是爹，你一个
小鬼蛋给我们称“爹”，还加个“龟
儿”，真是大逆不道，纷纷斥责他“口
腔稀脏”“嘴巴太恶臊（恶劣、讨
打）”。几位中年妇女不安逸慌了，
喊明叫响呵斥他“下回再给哪个称

‘老子’，就拿大抵针（绗被子的大针）
把嘴皮给你繆（liāo缝）起！”杨崽儿
瓷剐剐（狼狈不堪）：“哎呀呀，对不
起，对不起，龟儿老子不是故意哩

……！”妇女们搂脚挽手：“你搞两（干
啥）？信不信？把你嘴巴撕烂……”

大家都不张视（搭理）他，使他
一天到晚瓜兮兮（霉怂怂）的，却依
然积习难改。

杨崽儿虽然瘦筋筋的，饭量却
很大，而且吃得很快。一端起碗，浠
里吙啰，风卷残云，好像是端起碗直
接往胃篌（hóu里）头倒。知青大多
年小力弱，所挣工分不多，分到的
粮、油也冾冾钬钬（不够），菜也种不
好，一个二个痨肠刮肚。于是杨崽
儿的“刨得快、吃得多”也成了“影响
安定团结的问题”之一，不时有戏剧
性冲突。大家数落他“干筋筋、瘦壳
壳，一顿要丂（kào吃）几钵钵！”

见杨崽儿脸红筋涨冒火连天的样
子，知青们反而乐了，赶紧拉回索（挽
回），说他的贡献“都是一板栏睄（shào
看）得倒哩”；“你口白干净点儿嘛
……”，疾风骤雨的“洗刷”化为和解。

后来，杨崽儿从生产队入伍。
三年后复员回家。他向知青战友感
叹：“论表现，格老子硬是没的说，龟
儿老子逗（就）是吃了这点儿‘口腔’
的亏哩……”

蚂蟥，就是水蛭，一种水生的腔
肠动物，在农田沟渠里很常见。它
最令人厌恶和害怕的特性，就是吸
血。一旦附着在人畜的身上，不声
不响，无痒无痛，当发现它的时候，
它已吸得“肠肥脑满”，肉身滚滚，并
隐隐透出一种暗红色来，看着甚是
恐怖。更恐怖的是，它吸附在皮肤
上，还会将头部钻进皮肉，很不容易
把它扯出来，就算将它扯了出来，那
伤口立即就会血流不止，即使慢慢
地止住了血，那伤口也会长时间淤
青发痒。

川渝俗语有“蚂蟥听不得水响”
一说。我并不知道蚂蟥是否有听
觉，那囫囵的一条肉身，就算长有耳
朵，谁知道耳朵长在哪里呢？但蚂
蟥的确有这样一种特性——一旦平
静的水面有了晃动，它们就会飞奔
而来，我疑心是它们对水波的震动

很敏感。但是，看见它们从四方八
面，将那草绿色的身子一伸一缩地
飞奔过来的时候，你突然想起“趋之
若鹜”那个成语来，一定会陡升一种
毛骨悚然的恐惧。

这句俗语当然不是在向人们传
播科学常识，而是在讽刺一种人
——逐利的人。这种人无论是视觉
还是听觉，无论是嗅觉还是味觉触
觉，都远高于常人。只要有利益可
图有便宜可占，它们反应比谁都快，
蜂拥而至。一旦吸上，就算丢命也
绝不松口，而且它是不声不响而来，
让你不知不觉“献血”。其欲望之强
食量之大，超乎想像，因为它们为自
己这惊人的欲望准备了一个具有巨
大伸缩性的皮囊。

呜呼！这防又防不了，扯又扯
不脱，打又打不死的饕餮，请老天给
人们指引一个“送瘟神”的法子吧！

家里有个碗，用了嘿多年了，裂了
条纹，还打了个小缺口。经常洗碗的
时候，一不小心，逗要把手划到，早逗
想把它甩了。可妈妈不准，说它还可
以用，甩了可惜了。我不屑地说，买个
新碗才几块十来块钱，啷个非要用这
个烂的呢？再说，把手划破了，多的事
都搞出来了。

人岁数大了，往往有点固执。
妈妈也是，屋头有些东西，堆在那里
几十年了，既占地方，又一点用都没
得。但她一样也舍不得甩。哎，没得
法，老还小老还小，只有小的将就老
的，也逗懒得说了。

妈妈已是耄耋老人了，还像年
轻人一样经常想买衣服、裤子，添置
东西，甚至还想装修房子。可见，能
有如此心态，说明她人老心不老，爱
美之心不减，童心未泯，勒非常好，
也是我们做儿女的福气。其实，妈

妈的穿的、盖的多得很，两个大衣柜
都装不下了，还嫌没得穿的。要买
新的迈，也不是不行，可那些旧的，
或不大穿的，又不愿甩，堆得到处都
是。劝她莫买呢，妈妈却不爱听，瘪
着嘴振振有词：“现在逗是要刺激消
费，叫大家去买。都不去买，那那些
东西卖给哪个呢？再说，女人的衣
服呀，永远都差一件！”

一天饭后，女儿洗碗时，手指遭
那个破碗划了条口，鲜血直流。我心
痛得气不过，拿起破碗逗把它敲成了
几大块，并对妈妈冒火说：“看嘛看嘛，
我早逗说甩了甩了，勒下安逸了噻？！”

妈妈遭我吼了，看到孙女的手
也被划破了，那个破碗也遭我敲烂
了，坐在那里有点怄气。

我笑笑说：“勒下好了，碗再也不
得划手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明天
我逗去买几个新碗回来……”

吃了“口腔”的亏
□王绍诚

马老汉儿的老伴死得早，好在独苗苗
女儿长得乖又听话，进城里打工和厂里的
年轻工程师对上了眼，扯了票，结了婚。两
口子高矮要接他进城享几天清福。

女儿按揭的新房精巧漂亮，就是
户型太小。女儿死活要他住隔壁罗曼
蒂克宾馆，说是里面好得不得了，早饭
68块一人，有几十上百种美食随便吃，
马老汉儿当然想玩一盘洋格哟。

果然像女儿说的，宾馆华丽漂亮，
床又宽又软很安逸。马老汉儿悠哉游哉
地躺在床上看电视，慢慢就迷糊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昨晚脸脚没洗
就睡了？他想起女儿说的宾馆一天到
黑可以随时泡热水澡，不泡白不泡。

泡完澡，马老汉儿直奔餐厅。偌
大个餐厅，果然摆满了五花八门的食
品，什么烤肠、培根、沙拉等等洋玩意
儿他乱拈一通，只恨盘子太小，找个空
座正要开吃，才发现面前摆满了刀刀
叉叉，大匙小匙，唯独没有筷子。

马老汉儿转了一圈终于找到了筷
子，可以开吃了。

培根烤肠比自家的腊肉香肠差远
了，沙拉更是稀奇古怪的味道，难吃死
了。邻桌有个像老广的人在喝稀饭，其
实这才是马老汉儿的最爱，得赶紧问问，
对方会意地用手指了指身后的远方。

马老汉儿端着稀饭，还有馒头、包
子和盐蛋回来坐下接着吃。稀饭熬得
不错，就是碗太小，两口就喝完了。

他又去舀。左右开弓端了两碗稀
饭，可回来一看却奇了怪了，自己的位
子上咋有人在埋头大吃大喝呢？

“你咋坐我的位子，我的馒头、包
子、盐蛋呢？”马老汉问对方。“神经病
呀？”那人回了一句。这下惊动了服务
员，原来服务员以为马老汉儿吃完了
走了，就把桌面收拾了。

马老汉儿气得吹胡子，一点胃口都
没得了，这玩的啥子洋格嘛，纯粹是癞格
宝爬蒸笼——不是玩格，而是受气。

玩洋格
□张忠辉

张大嫂与隔壁王大娘嘹白扯淡，通
报最近新闻：“过几天又要‘吃酒’啦！”

“哪家？”
“村西头的歪壳结儿媳妇。”
“期程看好了？”
“看好了，下月初八。”
秋后，村中办喜事的多了起来。

张三嫁女，李四结媳，几乎每隔三五天
就有一家。

办喜事，王大娘晓得村人都兴看
个期程。先生根据生辰八字，即“年
干”“月干”“日干”“时干”，遵循阴阳五
行的原则，择算吉日良辰。

如有谁家，迎亲途中出了事。喜
车出轨颠覆，或接亲队伍中，抬嫁妆行
李的人使力不均闪了腰，脚下打滑伤
了腿……就会有人摇头惋叹：“那天的
期程没看好！”

在乡间，喜事日子要看期程，丧葬
日子也要看期程。王大娘说，不能亏
儿克女，不能损族伤亲，要佑福后人，
保佑亲朋平安。

在川渝两地，民间“看期”之风盛行，
婚丧嫁娶这些人生大事要慎行慎为，看
期而行；开业奠基要看期，连播种买畜这
些生活小事也要慎重对待，不能马虎。

交秋了，天凉快了，王大娘想去买
两个仔猪来喂起：“不晓得哪天期程好
呀？下场去场上请先生看哈。”

张大嫂正玩微信：“用不着去请先
生，我这里就可以翻看！”说着在手机上
搜出吉日良辰，看那“宜”与“忌”：“就是
下场，又逢镇上赶场，这期程好得很！”

王大娘说：“要得，下场我就去买
对猪崽！

看期程
□姚明祥

蚂蟥听不得水响
□胡华强

打肚皮官司
□冯继军

打肚皮官司，就是有意见不
摆到桌面上来说，闷在心里，导
致关系日渐疏远。

我有个儿时的朋友，家住农
村，十几岁就外出打工，妈老汉
儿跟着哥老倌生活。后来他在外
地安了家，妈老汉儿的生活起居
自然落在了哥老倌身上。出力的
事情帮不上忙，我朋友只能出钱
聊表孝心。兄弟两人在赡养妈老
汉儿的事情上，一个出力，一个出
钱，相安无事。逢年过节，朋友带
着老婆娃儿回家探望妈老汉儿，
一家人其乐融融。后来，朋友妈
老汉儿离开人世，留下的房子拆
迁，补偿了兄弟两人两套房子。

朋友听说老宅拆迁分了两
套新房，从外地请假回家看看新
房。后来看到两套房子房产证
上写的都是哥老倌的名字，心里
咯噔一下，一颗热扑扑的心一哈子
凉了半截，二话没说，也没有给哥
老倌打声招呼，就到镇上旅馆开了
间房子住下来，马上给我们儿时的
几个朋友打电话，约见一面。

听了朋友说完这些，我对朋
友说，哥老倌在处理房产证登记
时没有事先给你商量，征求你的
意见，是他做事欠妥，但他也不一
定就是想有意霸占两套房产，也
有可能是文化低，法律知识欠缺
造成的。既然事已至此，还是回
去找哥老倌好好商量，完善房产
的处理，不要因此伤了兄弟情谊。

问题看起来暂时解决了，但
是，兄弟两人的肚皮官司还不知
道要打到猴年马月。

川渝方言“流汤滴水”意思
有三——其一，吃饭时吃相不
雅，吃的东西顺着嘴角流淌出
来；其二，人做事不仔细，总是让
别人捡角子；其三，人做事啰啰
嗦嗦，不干脆，不痛快。

在我们川渝地区的农村，小
孩吃饭时，总会被母亲系上一张
围兜，目的是防止小孩吃饭时将
饭菜从嘴角流出来，打湿了衣
服。记得小时候，我是很顽皮的
人，每次母亲吃饭前将围兜系在
我的胸前，我总是感觉不自在，往
往趁母亲不注意，将围兜扯下。
然而，吃饭时又不老实，常常将汤
滴在胸前的衣服上，自然遭到母
亲的苛责打骂。有时跟着母亲走
人户，饭前母亲叮嘱了大半天，说
吃饭要乖，不要搞得“流汤滴水”
的，免得其他客人看笑话。

参加工作后，做了教师，当
了班主任。学校给每个班划定
了公共区域。每天早晨，学生进
教室早读时，我便去我班的公共
区域“视察”，看看学生做得干净
与否？现实的情况让我不悦，学
生总是只将显眼的地方打扫了一
番，而那些阴暗角落总是不打
扫。我跟学生申明，做公共区域
要彻底，尤其是阴暗角落更应关
注，做事要仔细，不能“流汤滴水”。

生活中，最怕有人说话做事
“流汤滴水”，啰啰嗦嗦，不干脆，
不痛快。生活是个大舞台，人有
千千万万，形形色色。有人就是
喜欢藏着掖着，明明一句话就能
说得清清楚楚，偏偏要说上十句；
明明立马就能答复的事，非要“研
究研究”不可。时间是宝贵的，如
此这般“流汤滴水”干嘛？

流汤滴水
□徐成文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陈世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