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立散打

操心过度

都事事亲为，娃娃咋个长得大？

这样的男人
有个男人，快到六十岁了，在
火锅店打工，每个月可以挣四千多
元。但是，他的钱从来不给老婆，
哪怕每个月两百三百都不给。他
的老婆在家里带孙儿。
听说他老家有一个相好，工作
之余，他爱去打麻将，在麻将馆，又
跟一个麻友好上了。所以说，他需
要用钱的地方多。
他的同事说他：
“ 你现在这个
岁数了，找一份这样高工资的工作
不容易，说不定等两年老板不要你
了，你岁数大了，找工作不容易，你
的钱要交点给婆娘，给自己留一条
后路。
”
他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似乎
幸福得不要不要的。
那天，在火锅店炼油的时候，
他跑到外面抽烟，烟还没有抽完一
支，锅里就燃起来了，他吓得没有
了主意。同事提醒他用锅盖，他急
忙用锅盖盖了。但盖子没盖严的
地方还是有火苗窜出，本该用湿毛
巾搭在锅边就好，但他没有，又把
锅盖揭开，这下火苗愈发熊熊，盖
都不盖住了。他吓得站在那里，是
同事提了厨房的灭火器，才把火灭
了。
因为用了灭火器，厨房里备好
的菜都弄脏了，不能卖了。老板喊
全部倒掉，重新备菜。他说还可以
洗干净将就吃。为了顾客的安全，
老板没有听他的。
听说，最多做了这个月，老板
就不要他了，因为这样的事情都两
次了，太危险了。不晓得，他没有
工作，没有工资之后，他老家的相
好还要他不？他在麻将馆邂逅的
红颜还跟他不？不晓得一无所有
了，走投无路了，
他还有脸回去不？
有些男人就是这样，年轻时挣
得到钱，不顾家，不管娃娃，在外面
鬼混。老了，挣不到钱了，混不下
去了，就回去喊儿子给他养老。他
不想想，对儿子，对家庭，自己负责
没有？

通泰
乡村俚语，虽粗俗低鄙，却多有韵脚，念起来朗
朗上口，颇受小孩欢迎。即使并不完全知其内涵深
意，也按着自己的理解，有事无事挂在嘴上，口无遮
拦地想说就说，常常引起大人善意的嘲笑。大人一
笑，小孩仿佛得到表扬，更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分场
合对象，津津有味地乱说三阵。比如遇到故意搞怪
的人，小孩就会说：装精装怪，屁眼不 tōng tài。
装精装怪是表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屁眼不 tōng
tài。将一般的前因后果颠倒为前果后因，或许也
是俚语的一种机巧吧。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五十二回《应伯爵山洞
戏春娇 潘金莲花园调爱婿》：
“西门庆大喜。篦了
头，又叫他取耳，掐捏身上。他有滚身上一弄儿家
活，到处与西门庆滚捏过，又行导引之法，把西门庆
弄的浑身通泰。”兰陵笑笑生笔下的“通泰”，似乎就
是 俚 语“ 装 精 装 怪 ，屁 眼 不 tōng tài”之 tōng
tài。
通泰，是舒畅的意思。
《易经·系辞》：
“阖户谓之
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
通。”
《说文解字》简而言之曰：
“通，达也。”通，既表
通畅、通达，也指全部、整体。
《易经·上经》：
“泰：小
往大来，吉，亨。”泰，作为六十四卦之一，指阴阳二
气升降交合，顺畅通达，象征吉祥、亨通。梅膺祚
《字汇》一言以蔽之曰：
“泰，安也。”简单地说，泰即
平安，安定。既通畅，又平安，整体、全部都安之若
素，泰然自若，自然觉得舒畅无比。相反，若如俚语
所说，人体重要的排泄之处不“通”不“泰”，被堵着
了，不平安了，身体机能岂能正常运转？排泄之物
排不出，肚胀不已，痛苦不堪，自然就表情怪异、行
为乖张，
不知究里的旁人看着，
就是在装精装怪。
沙汀《丁跛公》：
“但是这件事足足有一个月使
得他不舒服。他一点也提不起精神来应付玩笑，即
或碰见过火的捉弄，他也只好袖统了手走开。自
然，到了最后，他也终于把它想通泰了。”沙汀笔下
的“通泰”，与俚语之 tōng tài 的意思却略有区别，
指透彻、清楚、明白等。其实通泰的这个意思，也从
“舒畅”引申出来，其重点在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弄通达、通畅了，就没有疙瘩，就不纠结，一切了然
于心，
自然就透彻、
清楚、
明白。
在四川人的口语里，通泰多数时候是普通语境
里“舒畅”的意思；少数时候
是普通话语境里没有，只四
川话里特有的“透彻、清楚、
明白”的意思。所以，通泰
有时是四川方言，有时又不
是四川方言。

早早 茶茶

阿 黄 是 个 勤 快 人 ，一 旦 来 货
了 ，她 都 要 认 真 负 责 地 摆 完 才 休
息，不像我，东站一下，西站一下，
混到下班，把货留给下一个班的姐
姐摆。所以，
她们都见不得我。
阿黄例外，她没有看不惯我，
我却看不惯她的老实和任劳任怨，
我怂恿她说：
“ 刚刚下了货，好累
嘛，阿黄，你把货放在那里，休息一
下。
”
她不理我的坏主意，说：
“ 不，
要下班了，我必须要把货摆完。不
然，
下班了怎么办？
”
我笑她：
“ 什么怎么办？下班
你就走嘛，又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要
把货摆完才下班。”她不搭我话了，
认真摆货。
唉，道不同不相与谋啊。
阿黄就是这样的人，急性子。
中午吃饭时，她说：
“ 我先吃，要不
然，等一会我还没吃完，货就来了，
我就摆不赢了。
”
我说：
“ 好吧，就让你先吃吧，
等一下来货了，我慢慢吃好了，正
好可以少跑两趟。
”
我懒，她不和我计较。
这天，我躲在超市后面看书，
她来问我知道火葬场的电话不？
我问她：
“ 为什么要问火葬场的电
话？是不是想等你的妈妈老了的
时候要用？
”
她说：
“我才不管那么多哩，我
妈妈老了，有我哥哥操心。我是想
等我老了的时候用。
”
我吃惊不小：
“你还年轻啊，你
不是说你要活到 100 岁吗？这么早
问电话干什么？
”
她笑了说：
“先问到嘛，免得我
死了后，我的女儿搞不赢。”
我哭笑不得：
“ 难道你要亲自
给火葬场打电话喊他们来接你？
你都死了，你还管那么多做什么？
那是儿女们的事情了。
”
她说：
“我担心娃娃嘛，她们什
么都不懂，我不放心。
”
看嘛，阿黄就是这样一个伟大
的母亲，要死都不放心娃娃，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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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慢生活

方言与识字

何德立，网名“荷叶”，年过五旬，其貌
不扬，心很善良，曾做过超市售货员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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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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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底火
□朱文建
抽底火是很常见的事，本来自己喝
不了好多酒，又在人家面前提劲，斤把
酒算啥子嘛！想用这话把人家吓退。
有晓得底细的人就说，他算了，三两酒
就捡翻。使那人颜面尽失，这就是抽底
火。
抽底火本来是以前袍哥的行话，就
是在关键的时候揭人的短，使本来搞得
成的事情搞不成。前几天和老憨、老王
几人坐茶铺，旁边坐起的几个人就摆起
了龙门阵，一个胖娃问另一个人，喂，你
跟那个女朋友搞成没有？那个被问的
人就说，搞得成啥子？不晓得哪个放烂
药抽我的底火——说我喝了酒要发酒
疯打人。人家一听，哦嗬，还搞个铲铲
啊！
我们都忍不住笑，声援那个人，是

哪个抽的底火？也太可恶了！那个人
像是一下找到了知音，说是嘛，我好久
喝了酒发过酒疯，他们几个都晓得嘛。
有一句话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
抽薪。看到锅里的水开得翻翻跳，把底
火一抽，马上就跳不起来了，这是最有
效的办法。老憨也摆了个抽底火的
事。他们单位是不准乱用卫生间的，二
楼是属于办事洽谈业务的地方，一般情
况下，保安人员不得使用二楼的卫生
间。保安个个都遵守规定，可偏偏有人
就不服这口气，就要装怪。那天晚上老
憨和老刘五个人值夜班，老刘这个人老
实，平时不惹事不招事的，没想到他就
跑二楼的卫生间里去解了个小便。嗨，
你用就用了，冲干净就完了，也没得哪
个看得出来。但他解了小便偏偏不冲

洗。这就是有意难堪了。当官的火冒
三丈，这是哪个干的，这明明就是故意
的嘛，
一定要查出来严惩。
那晚上上班的几爷子 （几个人）
被一一排查，都说没有屙。马上调监
控，可偏偏监控又坏了，只看到一个
模糊的背影——那个人连出卫生间都
是打倒退出来的，看来也是有备而
来，故意避开监控。当官的把保安队
长喊去臭骂了一顿，查不出来，他就
不要干了。保安队长一肚子的气，马
上招集全体保安紧急开会，一个个都
几十岁了，吃饭都不晓得长了，还做
这种事，是哪个做的就站出来！但没
得哪个站出来。找不出人，全部保安
都要遭罚，一个都跑不脱。这一棒棒
打下来就凶了，一人做坏事大家背

过，但这又不是啥子光彩的事，凭啥
子要大家来背黑锅？老刘也不干了，
凭啥子嘛，看我们老实嗦，是哪个做
的就举手嘛！老憨当时也不晓得是哪
个，更没有想到是老刘。偏偏那晚上
一个同班的人看到老刘从二楼卫生间
出来，当时老刘还跟那人订了攻守同
盟，没想到才过了一天，再开会的时
候，那个人就说了出来，这倒是出乎
老憨的意料。老刘遭罚了二百块钱，
受到警告，心头不服气，对老憨说，
说好了的不说出来，过后又抽他底火，
太不落教了。老憨就说他，做这种事也
太不应该了，那不是害大家嘛！抽底火
也要分是啥子事，整人害人就少抽底
火，
正当的底火那就该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