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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牛匠，在川东北一带叫
“牛经经”“牛掮客”，或者“牛贩
子”，就是撮合牛儿生意，买进
卖出的中间人。用现在时兴的
称谓叫“中介”或“经纪人”。

干乡村贩牛匠这行，一要
凭嘴，要能说会道，会吹牛侃大
山，能洞悉买卖双方心态，摸准
他们的想法，以自已三寸不烂
之舌，把好的说差，把差的说
好，尽最大的努力撮合一桩桩
买卖；二要靠腿，腿要勤，走村
串户摸清牛的资源和分布，在
什么地方？哪家要卖？哪家要
买？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作为中间人，乡村贩牛匠
都有一整套的贩牛经验，他们
在日常贩牛过程中，总结出了
一条颠扑不破的评牛真理。“一
看牙，二看皮，三看蹄子，四看
仪。”看牛的年龄，就得看牛的
牙齿，大牙有几颗，小牙有几
颗，每多一颗大牙，就多一岁
龄；看牛的肥瘦，就得看牛的皮
毛，如果皮毛光鲜，肉色水嫩，
证明膘肥体壮；看牛有没有力
气，就得看牛的四大蹄，如果蹄
大腿粗，绝对是一头耕田犁地

的好牛儿；看牛有没有卖相，则
看牛的骨骼，如果膀大腰圆，脚
高腿长，这条牛孬死都有七成。

大多数贩牛匠做买卖，都
是“秤凭星子斗凭梁”。也有个
别的贩牛匠，时不时地会找几
个昧心钱。当有人找他当中间
人买牛或卖牛时，他会热情地
接下这单生意，首先是问你买
什么样的牛，大牛还是小牛？
能耕的或不能耕的？准备了多
少钱？一旦摸清了底细，脑子
一拐弯，便开始算计着你：带你
四处奔走，东边去看一头牛，西
边去看一头牛，反正看的牛都
不是你中意的。直到把你累得
筋疲力竭，太阳落山时，才把你
带到一个真正要卖牛的地方
去。一个诚心卖，一个诚心买，
加之跑了大半天，买家先前的
想法和要求被疲劳消减了一大
半，只要差距不大，一手交钱，
一手牵牛，两不亏欠。但也有
对牛儿不放心的，故意留几百
元的“把把钱”，待牛儿牵回去
后，如果吃草正常没毛病，约个
当场天，在乡场上的茶馆头付
清下差的钱。当然，所有这些

过程都得有贩牛匠在场佐证。
乡村有句俗话：“贩牛匠，

脑壳尖，这边吃了吃那边！”说
的是贩牛匠在撮合买卖时，常
常把买卖双方各叫到一边，这
边说，那边劝。对买牛的人说
这头牛儿皮毛光亮，膘肥体壮，
如何如何的好，出这个价钱千
值万值；对卖牛的人说这头牛
口老了，吃草不展劲，耕田耕地
差 劳 力 ，能 卖 出 去 就 算 不 错
了。反正，目的只有一个，只要
能把生意说成，中间费买卖双
方一分不会少，做的是两头吃
的买卖，只赚不赔。

不少乡村贩牛匠把储备牛
源作为赚取中间费的基础。他
们时常行走在高山密林、沟壑
丘陵地带，在方圆几十公里内
打听牛源，厚着脸皮去说动养
牛户，把不该卖的牛儿卖了，把
不该买的牛儿买了。所以，要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贩牛匠，
要“忍得、饿得、累得、受得”，只
有这样，才具备一个贩牛匠的
基本素质，才有买卖生意找上
门来。

一般贩牛匠都是单打独
斗。但也有的贩
牛匠走“抱团取
暖”之路，常常是
联 合 三 五 个 同
行，互通信息，那
家需买，那家需
卖，一提就明白，
才少跑冤枉路。
有 时 几 个 贩 牛
匠，共同撮合一
桩生意，将得到
的中间费拿到乡
场上的饭馆，围
坐一桌，一边喝
酒吃菜，一边交
流贩牛心得。几
杯白酒下肚，啥
事 都 抖 摆 了 出

来，连平时打死也不说的行业
机密，也轻易泄漏了。

“某地有头牛长势好，卖家
屋头缺人手喂，想急于出手，如
果买过来，肯定有赚头！”

“某地有头牛，不能耕田耙
地，如果买来转手给杀牛场，绝
对能拣几十上百块钱……”俗
话说，同行生嫉妒。此时大家
都明白，那是在没喝酒的时候
才会有的心机。

个别头脑精明的贩牛匠，
除当好买卖双方中间人，赚取
一点辛苦费外，遇到有赚头的
牛儿，自己出钱买回家，把牛肚
里的虫一打，抓几副催肥的中
药一喂，几十天过后就变得膘
肥体壮，转手一卖就是几百块
钱的利润。对不能耕田耙地的
牛，就卖给屠宰场，也大有赚
头，至少一家老小十天半月的
生活开支钱有了。

那些年，乡村贩牛匠的确
很风光，只要摸准了行情，掌握
了需求信息，凭着两片薄薄的
嘴唇，收取中间费，倒买倒卖，
转手就是一笔钱，赚得盆满钵
满。加之，常年奔波在外，集体
的农活不用干，东游西逛，菜馆
进，酒馆出，吃香的，喝辣的，并
且裤兜里随时都有几个闲钱，
自然比一般在家干农活的人，
要逍遥自在，快活得多。

然而，近些年，由于外出务
工人员增多，土地无人耕种，大
片撂荒闲置，养牛的人也少了，
小型耕田机也进入了农家。曾
经的放牛郎，曾经的吆牛犁田
声，已被社会发展的滚滚洪流
淹没。乡村贩牛匠的身影也逐
渐消失，他们曾经的辉煌定格
在那个特定年代，留下的只有
对过往生活的回味。

或许，这些变化，是牛儿的
悲哀，也是乡村贩牛匠当初始
料未及的。

乡村贩牛匠
□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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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达州免费同步推送
达州日报社“掌上达州”“达州日报网”将同步免费推送，刊登
在便民栏的“信息直通车”里。欢迎扫码下载“掌上达州”。

@致业主
提供相关资料，办理简便快捷。
@致读者
使用本栏信息，请依法签合同。
@关于收费
小格600元/3周 1000元/6周
大格1000元/3周
@关于我们
咨询电话：0818—2377273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咨询电话：2377273（周六休）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地址：通川区通川中路255号

（文轩书店对面）
特别声明：本报未在报社外
任何地方设代办点

各类遗失广告
注销清算公告

达州日报刊登

（次日上午九点拿报，可快递）
出生证等个人证件遗失可微信办理

选购详询：2676111
更多优惠扫描关注“巴香汇”微信公众号

巴香汇 好货惠

养生益肝，精装包邮60元一盒
热线:17738390350

万源纯天然
富硒树花菜助力脱贫攻坚助力脱贫攻坚 搭建致富平台搭建致富平台

免费刊登，掌上达州、云达州同步推送

喝土家烈酒、品土家风味、看土家歌舞

巴山大峡谷水井坡民宿
联系电话：15196868067

高新区斌郎·郑家村
电话：13330833433 尹兴全

龙虾嬉戏助脱贫
桃李芳香郑家村
欢迎垂钓生态小龙虾、采摘春雪桃。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生态种植，营养丰富。

帮扶干部联系电话:
18780852111

开江贡米

转让租售
大型宾馆转让
地址：市内中心广场附近
电话：15882979600

15348263839
非诚勿扰

达 州 市
凤 凰 大

酒店附近繁华地段一品牌
火锅店，整体转让（优先）
或部分股份转让，客源稳
定。13079056333

13778368888

门市转让

物业项目经理、工程人
员、客服人员、安保主管、
保安、保洁员、绿化人员。
联系电话：
0818-2518899
应聘资料发至邮箱：
740781026@qq.com

港联华茂物业
诚 聘

招生招聘 2020精品夏令营
火热报名中
为全市 6-12 岁中小

学生量身定制。8月上中
旬均有开营，包括六天五
夜习惯营，八天七夜特训
营，两天一夜独立营。

达州报旅电话：
13982855243

地址：荷叶街黄金地段
电话：18682845377
正常经营中，非诚勿扰。

知名茶楼转让

达州兰桥中学
聘高中各科教师

招聘热线：15378285678
联系人：王校长
地址：达州市西外金龙大
道105号（电大院内）

房屋出租
达州市荷叶街（凤凰

头）凤凰小区5幢2单元2
楼 2 号办公房出租（不租
住家），面积 110 多平方
米，租金面议。城市之
心，商埠福地，绿树成荫，
环境优雅，交通方便，有
停车场。
13079036666罗先生
15086652601李女士

2020 年 3-12 月仍处于失业状态
且在我市领取失业金期满的企业参保
失业人员、参保缴费不足1年的企业参
保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因本人意
愿中断就业的企业参保失业人员，可
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申领失业补助
金。失业人员可凭身份证或社会保障
卡向失业前最后参保地就业局进行现
场申领或微信申领。微信办理：搜索
微信服务号“四川e就业”，实名绑定本
人身份证，点击“失业保险”办理相应
业务。

咨询电话：12333
经办机构电话：
市本级2180879、3322281
通川区2375414
达川区2685211
万源市8620629
宣汉县5217963
大竹县6228167
渠 县7212711
开江县8296866

达州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2020年7月30日

我市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补助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