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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
碗
茶

征稿启事

方言一出，忍俊不
禁。四川方言龙门阵
《盖碗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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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碗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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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字
左右。

投稿信箱：

730156805@qq.com

“发胀”一词在川东
重庆一带广泛使用。“发
胀”是一句狠话，一旦出
口，必欲达到震慑对方，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
果。仔细揣摩，大致有
抛开情面开撕，不惜公
开激化矛盾，决心大干
一场的意思。

当某人觉得对方行
为或者言论超出了自己
的忍受限度，就会说：

“小心老子给你发胀！”
“发胀”两个字，一定是
咬牙切齿说出来的，而
且重心一定落在那个

“发”字上。这是一句开
战前的警告信号，胆怯
者息事者，得到这样的
信号，通常会采取回避
或软化的态度，自我收
敛，暂避锋芒。要是对
方对这样的警告信号置
之不理，那结果多半是
立即开启一场烟子杠杠
的恶战。

在方言语境里，“发
胀”一词的丰富含义，几
乎无法用别的词语替
代，即便用了诸如“对你
不起”之类的话语，其语
义也不过似是而非，与
本义有相当的距离。而
处于此语境里的话语
者，自然是心领神会。
对方的警告语气达到什
么程度，自己该如何随
机应对，这都是几乎同
步揣摩可知。

“对你不起”过于文
绉绉，那是书生语气，难
以起到威慑作用。“发
胀”一词，“发”有打开，
扩张的意思，“胀”有膨
胀的意思，两个意思叠
加在一起，“发胀”的威
力可想而知。喻之于一
种情绪的爆发，其威力
自然是巨大的。不怕力
气大，就怕火炮炸，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

在方言里还有一个
说法与此相近，就是“抹
（音麻）脱”，如“你别欺
人太甚，小心老子跟你
抹脱！”但是“发胀”主要
强调对立的程度，而“抹
脱”主要强调对立的结
果。其相同点都是强烈
的警告语气。

我一直想做点小生意，四
处考察，八方寻觅，但苦于找
不到合适的项目，迟迟未能行
动，常常闷闷不乐。

一天在街上闲逛，我融景
生情，不禁豁然开朗：勒阵服
装可以出租，汽车可以出租，
我啷个不搞个啥子出租的行
当呢？既不担好多风险，还可
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赚多赚少
都没得关系。

我慢慢走着，思绪渐渐清
晰，默了多久，突发奇想：我不
是爱养鸟、种花和摆弄山石盆
景噻？利用各人的特长和爱
好，逗开一个出租笼鸟和花木
盆景的小店，方便那些想喂养
雀鸟又怕喂死而一时舍不得
投资的人，肯定会受到欢迎。
比如租一对虎皮鹦鹉，带一斤
饲料和一个笼子，月租金几十
块钱，逗能让那些有勒种兴趣
的“试养”者，尤其是小娃儿和
老人耍上一个月，岂不是两全
其美皆大欢喜的事。要是有
哪家公司店面开张庆典或有
人结婚志喜，租几笼雀鸟一
挂，雀儿在笼里活蹦乱跳，叽
叽喳喳一叫，花木盆景一摆，
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是不是
既高雅大方，又悦耳动听，喜
庆吉祥？

老婆下岗在家，焦倒没得
事干，除了买菜、做饭、料理家
务，还有嘿多时间感到无聊难
以打发。因此，她天天只好关
倒屋头追那些没完没了的肥
皂剧，或者跟姊妹视频聊天，
或者到处发信息、点赞……一
天天消磨时光。

勒天，我把开店的想法眉
飞色舞地跟老婆仔仔细细一
说，她欢喜昏了，立马来了精
神 ，嘿 有 干 劲 ，一 拍 即 合 。
我们两口子都是急性子，说
干逗干。

租了一个门面，简单装修
后，便马不停蹄地跑市场进
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
切准备就绪，便满怀希望地开
张了。海报一“巴”出，咦，一
哈哈逗有人登门。你莫说，开
业一个月，生意倒还不错。一
万把块钱的本，除干打尽，净
赚了三千多块。哗啦啦数钱
的感觉硬是安逸，欢喜得我们
两口子捶倒腰杆合不拢嘴！

那天我喝了点酒，一高
兴，嘿自信地对老婆说：“没有
想到，勒行当还干得嘛！我们
把它搞大点，设几个分店，让
我们的城市到处都充满鸟语
花香，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一点
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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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指淘气，折腾人。
又指穷讲究多。

保姆袁婆婆每天晚上带
着小小睡觉，昨天袁婆婆放假
回家休息几天，小小白天表现很
乖，没啥异样。夜幕降临，小小
就不得了，哭着吵着要袁婆婆，
直哭得嘴唇青紫，咳嗽呕吐。

为了哄娃娃睡觉，外婆疲
惫不堪。她对女儿田密说：

“你小时候哪里有这么格拉，
晚上安安静静就睡了，不烦
人。不晓得小小咋的。”

“咋的？肯定是体（遗传）
他爸爸的。”田密白了丈夫陆
军一眼。陆军也不着急，慢悠
悠地说：“我格拉？你不要乱
戴帽子嘛。我妈说我小时候
也乖得很呢。”“你还乖？你当
然格拉得很！你妈喂你吃一
顿饭要围着房子跑几圈；你小
时候身体弱，你爸爸隔三差五

送你去医院看病。这是你爸
爸说的。”“又揭我老底，我生
病又不是我的错，”陆军说。

“还不认账，那天我给你买了
一件衣服，样式好看，十分合
身，只因为不是你喜欢的品
牌，你高矮喊我退货，你这个
是不是格拉？”田密不服气。

“好，好，我坦白，我儿当然像
我，你总高兴了嘛。但是，你
不格拉么？外出旅游，你非要
带上自己的床单和被套，说那
样才睡得着；平时里出个门你
就要在镜子面前照个半小时，
整得花里胡哨，妖里妖气的。”

“女为悦己者容。你不喜欢你
老婆收拾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出门给你挣面子吗？”

看女儿女婿打起了嘴仗，
老妈赶紧说：“好了好了，格拉
的事情不说了。不要把娃娃
吵醒了，各人洗脚睡觉去！”

格
拉

□
梁
扬
进

成都方言里头，说有一种自私
叫“小家巴四”。意思是说，一个人
为人处世自私自利，抠门夹骨，小
家子气。

这种人吃相难看。这里指的
不是小家巴四的人吃饭时候的样
子难看，而是说这种人的字典里面
只能查到有吃不为输的词条。

朋友聚会，熟人宴席，不论对
方是否邀请，只要听到消息，他们
会不请自到，海吃海喝，酒足饭饱，
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从来不请
吃，自掏腰包请人吃饭的事情三年
难逢一遇。

王老三小家巴四在我们那个
塌塌是出了名的。一天，王老三走
在路上，看见农家乐正在办酒碗
儿，也不管它是婚丧还是嫁娶。心
里一阵窃喜，正好到了吃晌午的时
候，咋个不进去捞上一顿？看见吃
酒碗儿的人陆陆续续往里头走，他
也大摇大摆地跟在人家后面走了
进去。

席桌上黑压压坐满了吃酒碗
儿的人，王老三也不管是认得到的
还是认不到的都笑脸相迎，频频点
头，找了个空位子坐下来。酒碗儿
开始，王老三旁若无人，埋到脑壳，
手不停，嘴不空，三下两下，就整饱
了肚子，然后站起身来，给大家点
头告辞，扬长而去。

像王老三这种小家巴四的人，
拿起嘴巴到处吃巴片，生活中还真
是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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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剔、指责就是弹嫌。如“没
得哪个说，就听到他在弹嫌”，“要就
要，不要就算了，有啥子弹嫌的”。

我做影碟出租生意时，张艺谋
的电影《英雄》正在上演。一天刚
开门，就进来一位顾客要租《英
雄》碟子，我告诉他没有，他说你
出租影碟这些片子应该有嘛。顾
客想得简单，我咋可能有这些新
电影的碟子嘛。你不满足他，他
还要弹嫌。

老婆对我的弹嫌，我就无可奈
何了。

卖肉的见我一直在挑排骨，问
我挑啥子，排骨上这么多肉了，你
还在挑？我说你错了，我就是嫌你
排骨上肉太多了，回去弄起要遭
弹嫌。老婆不吃肥肉，瘦肉太多
了也不对。我弄的烧排骨、油炸
排骨、糖醋排骨、回锅排骨、炖排
骨都还见得人，可老婆总要说排
骨上巴起一坨一坨的肉，啥子味
道都吃不到。

钓鱼时我摆给旁边的钓友听，
他说他家的那个就不敢。有次他
买了只鸭子回去吃，他老婆说弄多
了，他连锅带鸭子全甩了，从此后
他老婆再没弹嫌过任何事。我只
能佩服他，我不敢。

一次老婆叫我去商场给老丈
人买小饼干。到商场，她以往买的
那种小饼干没了，拍下照片要她确
认买哪种。你不晓得，买的东西稍
微有点出入她就要弹嫌半天。

就这个样子都又买拐了，我照
着她说的19.9元的饼干买了一包，
晚上到家看到饼干她说应该买旁
边 9.9 元的那种，嫌我买贵了。我
说是给你爸买的嘛，不该买好点？
想想也是这个理，老婆高高兴兴给
丈母娘打电话，说饼干买到了，买
的进口饼干，过节了，吃点好的。
我躲过一劫，没有遭弹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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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妈花一下午的时
间炖了一锅膀肉，兼了点莴笋
坨坨。端上桌，一股浓香架势
往鼻孔里头钻。我一边吞口
水，一边用筷子去挑菜，结果
大意失莴笋——还没咋个使
劲，它竟然一分为二。我说：

“咋炖得恁个火巴噢，都乘（sheng）
不起筷子唠。”只好放弃快准狠
的路线，用慢工干细活：将筷
子插到莴笋下面，轻轻抬起，
运回饭碗。这哈才不怕它耍
脾气，烂成啥样子都落得到各
家碗头。

乘不起筷子的主角很多，
它们主要有两个特点：一个
是火巴，像萝卜、莴笋、肥肉等
经过慢炖，会变得稀溜火巴，多
半乘不起筷子猛地一夹；一个
是嫩，像豆腐、凉粉等，经不住
筷子的粗鲁举动。最有代表

性的莫过于豆花，吃火锅的时
候，常常要借助勺子才能把它
整到碗中。有人偏要用筷子
夹，哪晓得挑到半中腰，豆花
坨坨裂成两半块，活像跳水运
动员，一头扎入汤锅中，“水
花”压得不够好，溅起一连串
的油汤珠珠。要是沾到哪个
人的名贵衣服上，估计他顿时
会觉得火锅点都不香唠。

对于年纪大、牙口不好的
人来说，乘不起筷子的食物，喂
到嘴巴头一抿就化，吃起来硬是
安逸。但是另外一些人却认为
肉啊菜啊的，炖得太火巴，魂都炖
没了，精华跑到汤里面，吃着像
抿泡儿样，没得搞头。最好是
有咬头、有啃头、有嚼头，那才
带劲儿。这也是有的人不喜欢
用高压锅炖骨头，而改用柴灶
或气灶小火慢炖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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