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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雨，现供职于
宣汉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年过知
非，喜欢读书，喜欢码
字。作品散见于网
络、纸媒。

棒老二

方言与识字
何德立，网名“荷叶”，年过四旬，

其貌不扬，心很善良，曾做过超市售货
员，现为社区工作人员，“刘哥”的老
婆，“胖子”的妈。下班之余，喜欢捉笔
记录下自己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麻，全
是家长里短平常事，经她娓娓道来，则
令人捧腹，会心一笑。

德立散打

长脑壳
□卢贵清

各位村民父老乡亲，把连早上好！今天
是元月二十九号农历正月初五，高岩村学习
喇叭开始广播咾。今个广播的话把子就是

“各自长脑壳，打好防疫战”。有人会说，只
要是人就有脑壳，人的脑壳是胎上带来生就
的，啷开还要“长脑壳”？

在我们四川尤其是川东地区，经常听到
这样的话：你要长脑壳！你脑壳要长到自己
颈亢上！这里面的“长脑壳”就是我们四川
方言，意思是自己要动脑筋，考虑问题，分析
利弊，自己要有主见。特别是新冠病毒肺炎
易传染，蔓延快。时值春节大假春运高峰，
人人关心，家家牵挂。各种各样的说法、消
息，飞漩网啷开铺天盖地。我们更要把脑壳
长在自己颈亢上，不要别个说个啥子就是啥
子，不能好坏不分、没有主见，不能听到风就
是雨，不能别个啷开我啷开，前头作揖后头
勾腰。说明白点，就是不能信谣传谣。管他
那个舅子老倌口头说的、手机传的，都不要
巴到信，都不要当个金宝卵寡稀奇，猴刨刨
地传出去显摆。那个说那歪是真的，那个说
那歪是假的，你找得到嘛？

现在这个时候，智能手机用起又撇脱，
稍微有点文化，都可以在那上面写写画画，
说这说那，录音录像，发视频，传抖音，发布
消息、言论。现在这个时候，冒牌作家、冒牌
记者、冒牌发言人、冒牌评论家，多如牛毛，
一抓一大把，你去信他吹嘛，把你哄上天，滚
下来跶个稀趴烂，别个还会说是逗你玩。

信不信？不信，我给你们摆两个真人真
事，这是县上开会讲的例子。1 月 22，也就
是农历腊月28，下垭口村李毛儿在手机微信
朋友圈，说自己刚从武汉回来5天，感觉头
晕并且一直咳嗽。微信好友、亲戚朋友以为

是真的，巴到信，着急忙了，叫赶紧去医院检
查。他才在微信上说，年过完正月十几的，
再去检查。惹得亲朋好友、挨邻搭界满塘蛤
蟆叫，整得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引起政府
和派出所高度警觉。经过调查，李毛儿并未
去过武汉，也无肺炎相关症状。他在网络上
编那些龙门阵，是“恶作剧”，是想引起网友
关注。李毛儿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
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那些没有长
脑壳的人跟到起哄，扰乱社会秩序，也被警
告教育。

1月24日，也就是农历大年30那天，下
北路一个姓苗的年轻妹儿在微信朋友圈看
见一条信息，上面是一个人的侧面照片，写
有“此人从武汉携带大量病毒回老家，望大
家快速转发，离他远点，减少感染”的文字。
苗妹儿不长脑壳，信以为真，急爪爪地往外
传。哪知照片上的人逗是她朋友圈的人，一
下子就看见她转发的信息咾，马上打电话找
她撕皮，骂她造谣传谣，罪该万死。接到报
警，派出所也找上门来过问，督到苗妹儿写
在朋友圈写检讨、辟谣，向照片上的人赔礼
道歉。苗妹子不长脑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自作自受寡安逸。

有人会问，我们相信那个的咯？这还用
说，肯定是相信党报党刊、官方信息噻。各
位父老乡亲，各自长脑壳，避免上当失格，我
是提醒了的哟！你不听，二天被依法查处，
后悔来不及哈！

旧时，农家捡回来的树桠枝、包谷苗等柴禾，多束成捆堆放
在猪圈楼上、檐下。一位泼辣的农妇发现堆码得整整齐齐的柴
禾少了一捆，不管三七二十一，拍脚打掌又跳又骂：是哪个狗日
的土匪棒老二，偷老娘家的柴禾，晴天出门遭雷打，夜里出门遇
鬼抓，不得好死！

克非《山河颂》九，“当年入社时曾闹过许多笑话的老汉，越
发提高了声音，‘几个砍脑壳的棒老二啦！只差拿锅烟墨抹个花
脸！’”克非在页底加有注释：“棒老二：土匪，又叫棒客。”

百度百科解释：棒老二，又名棒客，为四川、重庆及云南、贵
州部分地区的方言。意思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土匪”。棒，好理
解。土匪太土，没有刀枪剑戟等厉害武器，手持一根顺手操起的
木棒，有时吓唬人，有时敲人闷棒。棒客，即手持木棒抢劫的人；
棒老二，手持木棒抢劫的老二。为何不称老大，老三、老四，偏要
称老二呢？据考证，“老二”或许是“獠”之音变。獠人（即僚人），
是古代西南民族，为百越的一支。东晋时，居住在今广西和贵州
境内的僚人，部分北上进入四川，“自汉中以达于邛笮，川洞之
间，所在皆有。”（魏收《魏书·獠传》）邛笮，汉时西南夷邛都、笮都
两名的并称，大约在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著名学者姜亮夫在

《昭通方言疏正》中说：“土獠，昭人谓村人曰土老二。”明末清初
四川遂宁人李实所著的《蜀语》也说：“山巴土獠，巴州以西旧獠
所居，故云。昭言乡愚曰土老儿，老二即獠之音变也。”

说起棒老二，我首先想到的竟然是武松。《水浒传》里的武
松，不是排行第二，人称武二郎吗？后来，他不是上了梁山为

“匪”吗？无独有偶，我儿时居住的月溪沟杯子坪（今华景镇鹰嘴
村），解放前曾有一厉害山匪，也姓武，排行第二，人称武老二。
他藏身杨泗岩上的深山密林，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武二郎和武
老二虽或使一对雪花镔铁戒刀，或提一支二十响盒子炮，从不操
棒，但在我心目中，却均是手持木棒抢劫路人的老二。

垚子要买房子。他放一个
屁，我就要累断气，每天下班去
房屋中介帮他看房，我是想将
就他父母手上的钱，给他按揭
一套二手房，等几年他好娶老
婆，俗话说：“筑巢引凤，栽下梧
桐，引来凤凰。”于是，过年前，
我就经常游荡在城区各个房屋
中介。

有个漂亮的同事妹妹马上
热心地帮我联系中介老板，房
子是不错，价格也合适，但是离
垚子上班太远了，垚子摇头。
然后，疫情来了。啥子事情都
进入暂停状态。

过年之后，听朋友讲二天
房价肯定要涨，我们又坐卧不
安了。

垚子的要求是，就在美食
街附近，方便他上班，更方便以
后好和女朋友在美食街看电
影、吃美食。于是，我们和中介
的帅哥、小妹约了几处房子，请
一天假去看房。有一户装修好
了的 108 个平方米二手房，三
楼，50 万。我看上了，宽宽敞
敞，干净整齐，南北向，通风好，
采光好。我说：“幺儿，这个房
子安逸、漂亮，二天做你的新房
刚刚好，三楼，又不高。”

胖子笑：“你想多了，三楼
不高是很好，但是垚子又不是
买房子给你养老的。垚子才19
岁，就算他25岁结婚，那个时候
的这个房子都好旧了，哪个女
孩子会喜欢？现在的女孩子眼
光很高。”

垚 子 马 上 附 和 说 ：“ 就
是。” 我突然懂了，为啥垚子
要胖子请假陪他来看房子了，
原来是来给他当军师了。

我左看右看，就是很喜欢，
前几天，在中介小帅哥给我推
荐这户房子之后，我就来打听
了解了的，我说：“垚子，这个房
子好，我听这个小区的一个阿
姨说，这个房子住几年之后可
能拆迁。”

卖房子的小伙子满含深情
地看我一眼，感谢我帮他拉生
意。现在的中介很讲文明有素
质，一直默默地陪着我们看房，
一点都不饶舌。垚子笑了一
下，可能是有点动心了，垚子还
没有表态，胖子就打破锣说：

“你不要听我妈的，她说我们家
的房子要拆迁，都说了二十多
年了还没有一点动静。”

然后，我们去了第二家、第
三家，跑了一个上午，三套房子
垚子和胖子都没有看上，我看
上的有什么用？垚子又不喜
欢，既然是他买房子，就要买他
喜欢的。

下午中介小妹带我们在去
看西外那边，一看，环境好，户
型好，地理位置好，样板间漂
亮，他们就喜欢了。但是，我有
点不喜欢，价钱小贵，我打电话
和我弟弟商量。他们轻轻松松
的说垚子喜欢就买嘛。这就是
父母，一心只为娃娃。

第二天，我和垚子去交了
定金，交定金之前，打了几个电
话请朋友帮我讲价，朋友说，如

果你是中介带去的，登记了身
份证和电话号码，就不好讲价
了，现在插手，等于是抢人家生
意，不好。

我们原计划少付首付，还
房贷时间长点。考虑到利息有
点高，我们临时改变了主意，找
亲戚朋友借钱。为了借钱，我
突然想起了一个朋友，我去微
信里找她，才看到我们还不是
好友，马上加她，说了情况，她
要走我的卡号，打来三万。

我深表感谢，她说：“ 两
姐妹不说这些，你的事情就是
我的事情。”我有些心虚：“怕你
骂 我 是 黄 鼠 狼 ，借 钱 才 想 起
你。”她呵呵一笑：“姐妹家不要
太客气，不管啥子时候，只要你
想到我就对了。”

香儿站在旁边看我打电话
借钱，说：“我有三万定期，九月
份到期，看见你对你的侄儿这
么好，我明天取了借给你。”我
说：“微信转给我嘛，我好给我
弟弟看。”“我的是存折。我是
不是很傻？居然主动借钱给
你。”我一下乐了：“大恩不言
谢，就喜欢你这样傻，谢谢你。”

我又给那个卖车的女同学
打电话，啊，我们也是很多年没
有联系了，怕她怪罪，没想到，
她在电话里笑了说：“我过年前
刚刚买了门面，明天转四万给
你。”我大喜之后，得寸进尺：

“我有一个要求，不要在三年之
内逼我还账，逼我也没有用，逼
不出来的。”“如果我手里紧，我
去找我小姨借都不问你要，放
心了不？”

亲家母也借我五万，很快
筹够了二十万，最少给我节约
二十万的利息，太爱你们了。
每天我走路都在算账，都在寻
思，都在挖空心思的想，还有哪
个亲戚没有联系？还可以找哪
个亲戚借钱？终于又想起来了
三个，我逐一打过去，没想到，
她们像约好了一样，异口同声
地说没有。好吧，都有不方便
的时候，借钱是情份，不借是本
份，我们的亲情不会变。

香儿知道我打电话借钱碰
壁的事后，笑着说：“认识你这
么多年，说实话你一直都省吃
俭 用 ，从 来 不 开 口 向 别 人 借
钱。今天，逼到了，找亲戚朋友
借一下。但是人家不给你开
张，算了，不要打电话了，我把
我全部的家当都借给你，我还
有两万全部取了借给你。”

我笑了，抱着她一顿猛摇。
胖子说：“小何，你不要天

天去给垚子凑房款了，我觉得
你还是应该买一个菜板送给
我，我的菜板都坏了。”好吧，我
幺女的要求一直不高，不过是
要一点母爱，要一个菜板，要一
点存在感，要一个家的温暖。

能借都借了，我拿出我的
私房，大姐也打了钱过来，垚子
的父母也拿来了全部积蓄，我
们去交了首付，剩下的房贷垚
子慢慢还。年轻人，还是要有
点压力才知道努力。

买 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