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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发生在我童年时代下海捕鱼
的真实故事!这是一份难以割舍的眷念!一
段感谢知遇之恩的自我表白" 虽然它已成
为封尘的历史! 但岁月带不走那一个个鲜
活的脸庞"虽然已过去了四十三年!但却历
历在目!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

那年春节刚过!一向与世无争#与人无
怨的父母!带着我们姐弟三人!背井离乡!

来到了隔海相望的临高调楼村投亲" 这是
一个背依美良大田洋! 面临北部湾的闻名
遐迩的渔村"全村有 #$$户人家!村里有 %%

条宽度不到 #米的小巷!走向东西贯通!每
条巷以姓聚居!如林家巷#吴家巷#王家巷#

中间巷#下嘴巷等等!那年代虽然没有严格
统一的规划! 但每户都居住在模式相似的
狭小的渔港式$四合院%"海滩的周边是一
座露天的木材造船厂! 村里一艘艘远航北
部湾#西沙#南沙捕鱼的大木船就是在这里
制造的"

我们全家人先后住在林家巷两户相隔
不远的人家! 先住下的那户人缘于工作关
系而和我母亲以姐妹相认! 其家里只有 &

口人!主人是一个憨厚老实的渔民!家庭主
妇是乡里老妇女主任!共产党员!她曾带领
调楼乡的妇女参加加来机场的建设! 并被
评为支持国防建设的先进分子" 而后住的
这户人家家主是林家巷一位较有威望的渔
家长老!每次出海归来!每晚都有众渔友到
他家大厅叙事! 众人听他绘声绘色的讲话
之后!便发出阵阵笑声"我从他邻居的朋友
那里得知他是一位仗义疏财! 两肋插刀有
血性的汉子"刚到调楼一段时间!当他得知
我们家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 便主动伸出
援助之手!让我们搬去他家!并把唯一一间
小阁楼腾出来! 让我们父子三人同睡在一
张木制的$半栏床%"两户人家虽然不是亲
戚!但胜过亲戚"

初来乍到!人地两生!言语不通!加上
那个没有电视的年代!每天能听到就是高声
喇叭播告的临高县人民广播站转播的新闻
节目# 气象预报和早已听腻的几首革命歌
曲"每到夜晚!才发表弟就带着我去$来馆%

&3Ç�È!yÉÊËÌÍÎ� �'听男女
青年对唱$哩哩美%!调子虽美!但唱个啥我
一点不懂!等回到家时!跳蚤已在全身肆虐!

痒得我好生难受"母亲见状!一边好笑!一边
让我把衣服脱下! 在煤油灯下给我抓跳蚤"

春去夏来!不知不觉便过去了两个月"为了
减轻家庭的负担!又能为我们兄弟俩有点事
做!以缓解目前单调#枯燥的生活!经过一番
深思熟虑并征得亲友的支持之后!父亲决定
让我们兄弟俩去浅海滩捕捞渔虾! 捡花螺
和抓海参! 通过自己的劳动减轻家庭经济
负担"听到这消息!我们兄弟俩高兴得拍手
叫好"第二天吃过早餐后!拿着父亲托人为
我们精心制作的一张小网具! 腰间背着竹
篓!头上带着当年渔民的竹帽!开始了我们
有生以来的首次下海捕捞生活"

大约步行了十几分钟! 我们便到达了
海边!也许是当时人烟稀少!或者是当时几
乎没有任何污染物的排放的缘故! 海水是
那样湛蓝透明!沙滩又是那样的雪白细腻!

海滩的资源又是那样的丰富多彩! 我们哥
俩在膝盖深的礁石滩上寻找所猎捕的目

标!忽然!一条肥硕的八爪章鱼从我脚边窜
过!并钻进一石头下藏了起来"我高兴得大
喊一声&$哥哥! 你赶紧把鱼叉拿过来'%我
一边喊! 一边用网具把石头围得严严实实
的!然后用双手猛摇晃那礁石!八爪章鱼立
即现出原形!哥哥眼明手快!挥动鱼叉有力
地扎在鱼头部!顷刻间!狡猾的章鱼虽然喷
出大量墨汁!但已无法逃脱!我把它从石洞
拖出!在手里掂一掂!约 '斤有余"首战告
捷!兄弟俩兴奋不已"

我们继续往东北的方向去捕捞! 发现
不远的地方有一处用礁石垒成的约 &$$多
米长的围堰!觉得好生奇怪!于是兄弟俩加
快步伐!走到这个围堰的跟前时!恰好是赶
上退潮时段!围堰里水深已不足一米!有许
多叫不出名的五颜六色鱼类在自由自在地
游弋! 仿佛在展示自己骄傲的身段和美丽
的色彩" 看到这么多色彩斑斓的鱼群在眼
前窜来窜去!令我看得眼花缭乱"正当看得
出神时候! 有一群约 '$多条身材扁又偏
长!身上呈现淡黄色带斑点!约有巴掌大的
鱼群像闪电似地从我脚边窜过! 然后在我
跟前的一块大石头底下躲藏起来! 我迅速
地将网把整个石头牢牢围住! 用抓章鱼的
方法!摇晃石头!再逐渐把网收小!我原以
为!这群鱼已是囊中之物!岂知无路可走的
鱼!立即施展它身上的解数!只见它背上和
肚下的刺全部竖起来! 初次捕捞海鱼的我
那知这是它的防身武器! 当我用双手抓住
它的时候!被它刺扎了我的手心!顿时!双
手臂腋窝下立即出现又麻又酸痛的感觉!

我知道这是鱼毒在我身上的反应"但是!我
非但畏惧而收手!反而是怒从心中起'我忍
受着疼痛! 一口气把十多条活崩乱跳的鱼
逐条抓捕并放进竹篓里! 由于手臂越来越
难受!我只好收手"正当我暗暗为自己的成
就庆幸的时候!忽然!听到在沙滩的兄长叫
了声&$阿三! 有人过来了! 叫你不要抓鱼
了'%我赶紧走上岸!只见一位年约五十多
岁的男子!个头稍高但很面善!他和气地向
我叽叽咕咕说了一通!我不知他说啥!他知
我俩是外地人!又比手划脚说了一遍!我们
兄弟俩才大致明白! 这是他祖宗留下的自
留海!是不允许外人来捕捞的"他看了看我
竹篓里的鱼!不但没有责怪和没收!反而拍
拍我的肩膀!还指我两边腋窝痛不痛!我点
了点头!他伸出拇指!在我面前摆动!我知
道这是个经验丰富又憨厚老实的渔民在夸
奖我的勇敢和智慧"

短暂的对话!虽然语言不完全听懂!但
就在那一刻! 我觉得站在我跟前的这位素
不相识的临高渔民是那样的可亲可敬!胸
怀是那样的宽广!形象是那样高大((

当天晚饭! 我们一家人与房东全家人
共享一顿丰盛的全鱼宴!饭席上!姨丈和阿
姨夸我们兄弟俩勇敢和能干"阿姨说&当地
渔民把这种鱼叫$鱼日%!其毒性不大!扎在
人的身上!很快就没事!并念了一段民谣&

$第一是堂!第二虎!第三劲刚鼓!鱼日#鱼
路不落数%)这是临高方言民谣! 意思是第
一$堂%指鞭尾红!第二$虎%指毒鲷!第三
$敬刚鼓%指金钱鱼!$鱼路%指线鳗鲇*!听
了这段有趣的民谣! 我们对海鱼的特性又
增长了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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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季!一个月朗星稀
的深夜!我在山区一所乡中学的学生宿舍
里挑灯夜战!为翌日参加高考作最后的备
战!而在此时!同舍的五位同学在奋战数
月之后#在决战高考的前夜精疲力尽地倒
在了酣甜的梦乡之中"而我正为一道古代
汉语题攻不下!不忍上床!咬牙坚持着!心
想!说不准明天开考的语文科目就出这道
题呢+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一阵和风细雨
般的脚步声传来!正欲回头!班主任黄老
师已来到了我的跟前!他从提来的一个旧
布袋里轻轻地把六个鸡蛋一个一个地放
在我的书桌上!又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用报
纸包扎得严严实实的白沙糖!对我说&$贻
文! 鸡蛋每人一个! 明早用开水冲搅!加
糖!趁热喝了才上考场"%我用手指着右侧
床铺说&$他们三人没事! 只有我和张伟#

李宁同学饿了会出现低糖血! 心慌手抖!

影响高考"% 黄老师斩钉截铁地说&$都让
他们吃了"% 我说&$夜深了! 您回去休息
吧'我们一定考好"%

这时!黄老师用手抓起我的语文练习
本!发现一道空白题未做!这正是我百攻
而不破的一道难题,,,$宋人既成列!楚
人未既济"%请问两个$既%字分别表示什
么意思+黄老师拿起题!先是拉近眼前看
了看! 而后又推到台灯底下照着灯光看!

好像总是看不清那道题似的!好像他的眼
睛出了什么问题"于是!我在昏暗的灯光
中回望了一眼黄老师!惊异地发现他的两
眼红肿!似有泪痕"黄老师每年高考总是
废寝忘食地给同学们加班辅导!常常忙至
三更鸡鸣!以致患上了季节性#习惯性的
严重眼疾"今年他的眼病又来了"

黄老师沉静地站在那儿思考片刻!他
担心惊动了熟睡中的同学!压着沙哑的声
音轻轻对我说&$在古汉语中!-既.一般表
示-已经.!但有时也表示-完全."这句话
的大意是&宋军已经摆好了阵势!楚军还
没有完全过河"%我顿时恍然大悟"黄老师
接着对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语!然后蹑手
蹑脚地退出了门外! 如夏夜里的凉风!渐
渐消失在$月白风清静夜寒%的校园中"

高考结束!当我高兴地准备向黄老师

汇报语文科目出中了那道古汉语题!并被
我考中时! 怎么也找不着黄老师的影子"

后来数学老师告知&$他回家奔丧去了"%

$怎么可能+ 他明明是陪着我们高考结束
的呀'%我焦急地追问着"$没错!高考前一
天他获悉噩耗! 但他强忍着丧父之痛!陪
你们考完最后一科!才于当晚奔赴故里"%

数学老师沉重地说" 我听后心里一阵酸
楚!猛然想起高考前夜黄老师依稀可见的
泪痕! 一股止不住的泪水由肚间奔涌而
出!倾刻间!模糊了我的双眼"

这一年高考!我们班同学全部考上大
学!我就读中山大学中文专业"毕业后分
配到基层工作! 后来调到省城! 再后来
((

当事业有成#娶妻添儿时!记忆中的那
次高考已经远去了整整二十五年!我和黄老
师也分别了整整二十五载春秋"没有黄老师
当年的精心培育!便没有我高考的成功!也
便没有我的今天"于是!带着感恩的心!我
决意要回到我的母校去!感恩我的母校!向
黄老师道一声感谢" 我要亲自带上像当年
黄老师送给我的那种鸡蛋! 亲自带上当年
黄老师送给我的那种白沙糖! 去感谢我的
恩师!并和他重忆当年决战高考的情景"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星移斗转!物
是人非"我当年就读的这所乡中学已经解
体! 高中部前些年已合并到县重点中学
了!只留下初中部"校园已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低矮的平房已被崭新的楼房
取代"当年我居住过的那栋房屋已在岁月
的长河中灰飞烟灭!黄老师居住的房屋已
破旧不堪!正准备推倒重盖"推门而入!里
面空无一物! 只有无数只忙碌的蜘蛛"我
急切地询问黄老师的情况!一位当年的老
教师告诉我! 黄老师十五年前退休了!后
来回了广东老家!不久前仙逝了"

站在这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中!我默默
地环视着这间屋子的每一个角落!竭力搜
寻着那些遥远的记忆,,,那个满头白发#

德高望重的黄老师在哪里+那个月朗星稀
的深夜走到我桌前给我辅导的班主任在
哪里+我仿佛在月光下的校园里听见黄老
师沙沙沙的脚步声!仿佛闻到他给我送来
蛋#糖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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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里舍不得删的短信越来越多了!

尽管有些短信已经保存了很多年! 尤其是
妹妹的短信!每一条都让我心里暖暖的"看
着珍藏的短信!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妹妹有手机的时候在县城读高三!学
习紧张!假期少得可怜!那时候我在广东上
大学!也很少回去"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
少!于是拇指按下!用短信传递着温暖"

打开手机! 妹妹最初的一条短信是汇
报学习成绩的"$刚做完一个完形填空!对
了十六个!太高兴了'我数学的做题速度也
比原来快了'这段时间!我的表现让各个老
师刮目相看!特别是数学和英语'加油'%妹
妹基础有点薄弱!学得有点吃力!我寒假给
她补了一个月的课!成绩终于有了进步"

再往后翻! 是我暑假回家之前的"$我
刚才睡得迷迷糊糊!死喊-姐'姐'姐'.妈妈
说姐姐还没回"我现在自己复习!可数学下
不了笔!等你回来多费点心教我'%或许因
为前几天我发短信说要回家! 妹妹日有所

思!就在梦中迷糊地喊着$姐%"我收到这条
短信时!正值广东盛夏!每天挤三四个小时
的公交车去单位实习! 晚上闷热得无法入
睡"艰辛!委屈!对未来的迷茫!种种情绪挤
压着我"初读这条短信!想到那个在半睡半
醒间念着我的妹妹!我泪如雨下"

那年大四暑假! 我本想留在广东找份
实习工作! 可是接连几天寻觅之后一无所
获"我灰心丧气决定回家!发短信给妹妹!

她却极力劝我趁暑假出去走走"

$你知道吗+我们班长!他暑假不补课!

把行程安排得满满的!要去广东#北京#新
疆"他家也不是很有钱!但他家人愿意让孩

子自己出去走走! 像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不
会钢琴#舞蹈什么的!只能靠有限的机会去
增长见识"%

$你现在还是大学! 有时间去接触社
会! 等你找工作! 人家问你有没有工作经
历!你还可以说当过暑期工嘛"总而言之!

你别浪费这时间"%妹妹虽比我小!可她才
像个姐姐!看问题比我远!鼓励我去尝试"

后来!我争取到了一个实习的机会!迈出了
了解社会的第一步"

有段时间! 我常为家里的经济状况担
忧!愁眉不展!妹妹的短信说&$姐!你不能
这样消极!你想想那些无父无母的孩子!或
者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孩子! 我们是不是
比别人幸福很多呢+%妹妹一直这么懂事"

妹妹的短信给了我勇气和力量" 在这
个信息时代!我们随时随地动下拇指!就能
传递无限情谊!有些当面说不出口的话!也
可以在拇指下倾诉"

别后相思隔烟水
! - .

吃罢早餐!便去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
克)简称布市*"这是个颇具异国情调的#陌
生的州府都市!位于中俄边境线上!与哈尔
滨黑河市仅一江之隔!一江两城!宛如兄弟"

干净整洁的大街上! 典型的欧式建筑
林立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迎风摇舞"偶尔
看到上了岁数的无轨电车开过" 身边不时
掠过金发碧眼的异族人群! 满街的西方面
孔告诉你!这里是一座欧洲国家的城市"

街上几乎没有什么高楼! 成片的小木
屋错落有致!荒凉破旧!留下漫长时光的痕
迹"孤零零且残旧的多是穷人的栖身之地"

两层有独院! 多座连体且外饰亮丽的多是
有钱人的别墅"外墙多是褐色或是米色!雕
饰的门廊和廊柱落落大方" 大露台上大簇
艳红的大丽花!在风中无人注视地开放"房
前屋后野草争容!鸽子自由飞翔!偶尔落在
游人脚下觅食!也不见有人干扰"两旁的行
道树从不修剪!任其肆意生长"

城市不大!发展也不是很现代!但是感
觉蛮舒服的"并不繁华的街道!没有高级轿
车的点缀!初秋的布市多少有些苍凉"

不知道历史的人!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
是我国的领土" 这座 %#$年前还是被叫作
$海兰泡%的中国小镇!满清时期属于中国
领土"由于中俄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
瑷珲条约! 连同布市在内的东北 %$$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 就这样被割离了中国的怀
抱! 曾经是内陆河的黑龙江从此也就成为
界河"这一片广袤的土地!永永远远的变成
了异国他乡"

隔世看你!是亲若骨肉的兄弟/今世看
你!是漠然别离的路人"隔着烟水!我还是
在看你的!将一江秋水与你的眼眸相连!那
声声断鸿#步步夕阳里!浸满的!都是对你

的思念"

我行走在这样一种怪异的感觉里"千
里迢迢为它而来的人! 大都行走在这样的
意念里"

作为一个州府所在地!布市居民总计 ''

万余人!俄罗斯族占 ($)"城区面积 &$平方
公里!市管辖范围 &#*平方公里"辽阔的土
地上生长着一望无垠的森林!还盛产小麦#

黄豆和燕麦等粮食作物! 有俄罗斯远东粮
仓的美称"套娃#玻璃器皿和他们的巧克力
一样出名!独特的传统与超群的技艺!俨然
超出了时尚的范畴!成了一种文化的传承"

沿岸而走!看江中船帆点点!很难想像
自己早已身在国外" 对岸的中国黑河高楼
林立! 富丽堂皇" 长长的沿岸线上绿树成
荫! 风景连绵不绝! 映衬出布市的沉寂荒
凉! 让人不禁心生慨叹" 从历史的轴线来
看! 黑河原来只是中国绵长海岸线上众多
的贸易重镇之一! 却比任何一个海岸贸易
重镇!更能焕发中国人的扬眉吐气之感!那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痛快淋漓"

列宁广场规模很小! 更像中国城市里
的街心公园" 一尊列宁塑像突兀地矗立在
路边!孤立得叫人觉得有点悲壮了"自由与
繁荣的道路从来不会平坦! 列宁同志高举
着他的右手! 眼看着社会主义在这块土地
上轰然而去"碑欲永垂!而人世无常"他的
百姓至今依然神色悠闲! 很从容地享受着
生活!似乎他们从来没有生活的压力"

在午后的阳光和清凉的风中! 我坐了
下来!静静地观赏着俄罗斯风土人情"推着
婴儿车散步的年轻父母! 在休闲长椅上静
静看书的俄罗斯姑娘! 骑着自行车在江边
晃悠的年轻人!广场喷泉池里游泳的孩子!

江边享受阳光曝晒的人们! 衣着雍容的老

妇人坐在凉亭里!悠闲地一边吃着冰淇淋!

一边低声交谈!一切安静而有序!人生的安
逸闲情也不过如此"

俄罗斯大部分人的这种慵懒情结!不
得不归功于前苏联的福利好" 目前老百姓
的医疗和教育都全部免费! 他们安然享受
着无后顾之忧的生活" 一到周末就往一江
之隔的对岸黑河跑!看看长辈!探探朋友!

甚至有的人还在黑河购买了房子" 他们大
多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却已经生
活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之下"

在布市地志博物馆里!飞禽走兽#兵器
战车#农耕工具#衣着足履!早已失了往日
的华彩!古旧精美的木雕#浮雕!也都散发
着潮湿腐朽的森林气息" 世事变迁就是如
此! 因了人们怀古的情怀! 它们便成了文
物!被保留了下来"窑陶雍容的器形#细腻
的外表!庞大的数量!以及一笔一临摹在陶
器上神奇的的纹饰#艳丽的色彩!活像古代
的中国盛唐" 先前的窑址大都落于河畔向
阳的台地! 中国的古文化流通到了当时这
个北中国最遥远的地方! 依稀可见这座城
市灵魂中不可抹去的一丝中国情结"

博物馆的左侧! 是传统的拜占庭式建
筑++东正教教堂" 除了教堂的洋葱头顶全
部用西伯利亚特产的紫金包裹外! 主体建
筑均以白色为主基调!四周绿树环抱!花草
映衬!既整洁惊艳#又肃穆庄严"这是个笃
信宗教#崇尚爱与宽恕的民族!不论是外在
的#风格迥异的建筑#景观和街道!还是内
在的市井生活#民风民情!都深深留下了俄
罗斯与其他众多国家不同的文化烙印"

中巴车路过一大片苍茫的原野! 来到
一个小小的农庄"农庄孤独地坐在旷野里!

因为倔强!因为胆怯!它呈现在地表的浅浅

的样子!那么的孱弱与娇小"

这个僻陋的农家院落! 陈旧到恍如隔
世一般"一间木质结构的房屋!住着老奶
奶和儿子一家! 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蔬菜!

西边角落摆放着各种农具"木栅篱笆边苍
老的黄菊!簇簇地落着!菊瓣在地上打着
漩儿" 一只小黑狗趴在泵井沿边晒太阳"

家中的陈设简单陈旧! 现代化的东西很
少!看起来生活不很富裕"小小的院子!却
总有些温暖"

虽贫穷却干净整洁!一尘不染!也许这
就是俄罗斯民族的高贵气质" 慈祥的俄罗
斯老奶奶!不厌其烦地敞开门户!任由我们
一帮意外闯入者参观照相" 临别时她紧拉
着我们的手! 在夕阳余晖下不舍地拥抱告
别"她倚门远送的那一道目光!像极了逝去
的奶奶和外婆!那份温暖且遥远的感觉!令
我一路噤声怀想!柔肠百转千回"

布市最大的百货大楼整洁而宁静!再
多的人也听不到喧闹! 哪怕只有两个人买
东西也自觉排队!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俄
罗斯实行计划经济!凡物品都明码标价!不
讲价!不还价!买再多东西也享受不到打折
的优惠"货物品种数量不多!商场的百货#

超市的日用品也不便宜"许多印有 ,-./ 01

2301-字样的中国商品!正源源不断地充斥
这片曾经熟悉的故国旧土" 中国人手握中
餐#挥舞资本和劳动力!再次依循华人的脚
步!来到这里布道$中国制造%"

历史永远如此奇妙!只是轮回间!多少
事!已经不同"如今!整洁#大气#秩序的布
市!正在倔强的接受着中国化"它的井然秩
序!它的萧瑟苍凉!它淡漠的矛盾与美感!

仿佛滑落在时间的河流之下! 一切都那么
安然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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