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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时节忆打鱼
□ 余春明

无法拒绝的美丽与清纯
□ 谢飞鹏

快中秋节了，我想起了童年时家乡的打鱼
来。
打鱼，即捕鱼。那时候，家乡很重视中秋
节，过得很隆重。中秋那天的上午，家里有网
的男人都参加打鱼。手艺高的会扎筏子，将筏
子撑到池塘中央打；其他人就站在岸边打手
网。一口面积大约两三亩的池塘有十几条网
在捕捞，每个打网的人还带着小孩捡鱼，加上
其他看热闹的小孩，如果谁捕上一条大鱼，必
定会一片欢呼，好不热闹。
筏子由三只完好无损的木澡盆和两扇门
板（有的是一扇门板、一架楼梯）组成，扎法很
有讲究。先将两块门板放在水面，呈丁字状摆
好，再用绳索将其紧紧捆住，然后在“丁”字的
三方分别放上一只澡盆；澡盆底朝上，中间不
得进水，保持充足的空气，才会浮力大。筏子
搭好了，也不是什么人都可用得来，需要掌握
一定的要领。人要站在筏子的中央，才能保持
平衡，特别是捕鱼时，要会把握节奏，顺势撒开
网。不比在岸上，如果用力太大，弄不好人和
网会一起掉进水里，
那就危险了。
利用筏子捕鱼，没有远近的限制，岸上甩
不到的地方，把筏子撑过去就行，因此，捕到的
鱼比岸上打手网的要多很多。我们村里除了
细叔会打筏子，还有两三个人，记得有一年中
秋节，在门前的下中塘捕鱼，细叔拔了头筹。
细叔将打到的鱼都装在一个网袋里，放在水
中，挂在筏子的楼梯档上。上岸时，从水里拖
着弄起来，一秤足足一百二十斤。
说起分鱼也蛮有味道。鱼有种类不同，还
有大小之分。鲩鱼鲤鱼是“大花”，胖头鲢子差
一些，谁得大谁得小，不好分配，弄不好还会有
纠纷。不过小队领导有办法，他们在操场上，
先按鱼的大小品种不同大致根据户口的数量
搭配好，一堆堆地摆了二十几堆。鱼儿堆在一
起，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银光，让我们这些小
馋鬼直流口水。然后开始分配，怎么分，既不
是抓阄，也不是随意拿，而是有点舞台上唱戏
的味道。需要两个人，一个在幕前（放鱼的操
场上），一个在幕后（或在屋内，或在墙壁的背
面），幕前的人指着某一堆鱼喊：
“ 这是哪个的
呀？”幕后的人根据手上的名册乱点鸳鸯谱，回
应道：
“张三的。”分鱼的都在旁边候着，点到自
己的名字就左瞅瞅右瞅瞅，见比其他堆中的鱼
好，会眉开眼笑，乐呵呵地把鱼装进篮里，旁边
的人也很羡慕；要是分的鱼不怎么好，只能自
认倒霉，没有怨言。直到幕后的人报完了所有
户主名字时，
操场上的鱼也分光了。
鱼还有“家”
“野”之分，家鱼是集体花钱买
“鱼苗”放在池塘里的。野鱼不需放养，池塘里
自然有。野鱼可以随意捕，无须交公，但野鱼
个头小，网是捕不上来的，村民另有办法抓。
打鱼时，无网的男人，甚至还有女人和小孩就
会在池塘的边沿平坦处抓小鱼。池塘中央有
网在捕，野鱼自然就躲到了边沿，谁知边沿也
非安全之处。人们有的用“鱼罩”罩，鱼罩用竹
子做成，类似鸡罩。罩住一块水域后就用手从
上伸进罩里面摸，鱼一旦被罩住，难于逃命。
有的用“侵网”赶，
“ 侵网”也是网，四周用竹竿
固定网布，只留一面，左手抓住放入水里，右手
持驱赶鱼的竹子，由远处往网里赶，然后迅速
提出水面，小鱼就在网中了。还有的用“虾耕”
（一种有网布做成形同鱼篼的捕鱼工具，有长
竹柄）由较远的地方往边沿“耕”，鱼自然会落
进鱼篼中。没有工具的人，就打赤膊俯下身用
双手摸，收获也不少。我也尝试过，最难摸的
就是鲶鱼，双手基本抓住了，谁知一使劲，就滑
了出去，让它逃之夭夭。不过，要是抓到几条
蛮大的鳜鱼，
那可是兴奋得几天都睡不着觉。
有了鱼，中秋节的餐桌上添色不少，午餐
和晚餐时家家飘出的鱼香味，弥漫在山村的空
气中，让喜庆的气氛顿时浓了起来。这香味直
到如今还飘荡在我记忆深处，每逢佳节都会想
起，
让我垂涎欲滴。
遗憾的是，家乡的青壮年基本外出打工，
池塘大一点的承包到私人，小的基本成了荒
塘。承包者捕鱼用的是丝网和划盆，要吃鱼就
直接找他们买。再也见不到那种热闹的捕鱼
和分鱼场景了，除非是在梦里……

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
涩青。带着很多男孩都有的一点浪漫，
总想有那么一天，身边突然出现一个长
发及腰的女孩，对你羞涩含情，秋波流
转。然而，那天终于来了，而且来得有些
偶然。
那次，我到市教育学院脱产进修，到
县城后没能赶上最后一班车，不得不留
宿下来。我有位学生在县职业中专就
读。说是学生，也就比我小三四岁而已，
我们相处得像兄弟一样。他考上中专
后，我曾多次说过去看他，这次正好兑现
诺言。
职业中专学习氛围比较轻松，他带
我到食堂吃了晚饭，便一起到街上散步，
还邀了两位女同学。其中一位脸蛋圆圆
的，腰肢纤细，双目流莹，显得十分灵秀
与睿智。特别是她那头飘飘的黑发，有
如一袭瀑布倾泻而下，随着风儿飘忽不
定，不由使我怦然心动。
学生向她们介绍我俩当年的关系，
还把我夸得神乎其神。说我不但课上得
好，而且多才多艺，会写诗，会弹琴，还有
武功呢？两位女孩对我肃然起敬，尤其
是那位长发及腰的女孩。从她流转的目
光中，能读出她对我有些仰慕。我的虚

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觉得应该表现
一下男孩应有的大度。那时正流行卡拉
OK，于是便主动请她们去唱歌。让我激
动不已的是，她们竟欣然应允了。
我们找了一家比较雅致的摊位，老
板热情招呼我们坐下，拿出单子请我们
点歌。老板是老江湖，一眼便看出几个
人中我有些不同，先把话筒给了我。我
虽然自诩多才多艺，却不会唱歌，便把话
筒递给那位女孩。我们毕竟不熟，她有
些不好意思，用手拨开覆在前额的长发，
轻轻说：
还是您先唱吧？
这时，学生来解了围。他说，不要紧
的，我老师为人豪爽，由他请客，你只管
唱就是。女孩这才接过话筒，问我喜欢
什么歌，我挑了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
看雨》。女孩唱得真好，我完全沉浸在她
甜美的歌声中，一直忽略了边上还有其
他二人。学生看出了些许端倪，一个劲
地鼓励她唱，还建议我们合唱。另一位
女孩也很识趣，
始终不肯唱歌。
虽然我很想和这样一位清纯的女孩
合唱，但却拿不出勇气。在那斑驳陆离
的灯光里，在那嘈杂的歌唱声中，我唯一
听见的就是那位女孩清纯的歌喉。那时
虽然参加了工作，但工资不高，所带的钱

也只够生活而已。她每唱一首，我的生
活费便少了一分。我已完全不顾这些
了，一个劲地点歌让她唱。我点的都是
孟庭苇的歌，仿佛她就是那位清纯无比
的孟庭苇。我不记得她唱了多少首，只
记得付掉卡拉 OK 的费用，我那几个月都
过得紧张兮兮的。不过我一点都不后
悔，能拥有一个那么美好的夜晚，对青涩
的我来说，确实太浪漫了。
离开时，学生叫我们经常联系，并留
下了通讯地址。不知什么原因，回到学
校后，我几次提笔写信，总觉得不知说什
么好，最后都放下了。就这样拖着，心中
的激情渐渐淡下去了。或许，那次相遇
毕 竟 太 过 突 然 ，还 不 足 以 擦 出 爱 的 火
花。细细想来，那只是我们人生中的偶
然机缘，过了也就过了，因此也就没有过
于挂怀。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早已忘记了她
的名字。有时偶尔想起她那袭及腰的
长发，还有那个歌声流转的夜晚，心头
还是感到无比的恬美温馨。是呀！对
任何一个男孩来说，美丽和清纯都是无
法拒绝的。哪怕它只如一抹轻淡恍惚
的天光云影，留在心头的记忆也是那么
的美丽动人！

非常快捷便利了。
大学毕业后，工作问题一直困扰着
我，我漂泊于城市之间。病中的父亲时
刻关注着我的动向，让母亲告知我，网上
有九江公路系统招考的消息，而报考工
作岗位就在彭泽县马当镇。我蓦然心
动，似乎在瞬间明白了父亲的情怀。我
毅然决定舍弃大城市万家灯火的精彩，
积极备考。半年后，我梦想成真，成为一
名光荣的公路人。母亲来电说，父亲得
知消息后，喜悦的泪水溢满眼眶。自此，
我与公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准备出发，全程 235 公里，大约需要
2 小时 45 分，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99
公里……”
迎着初升的朝阳，朝着故乡的方向，
伴随着汽车导航的提示语，我又一次踏
上了回乡之旅。
此时此刻，距离我第一次来到彭泽
刚好 20 年，我从没想过现如今往返家乡
与彭泽之间竟能如此便捷，甚至我每月
往返一次都全然不觉得疲乏。当初来彭
泽的那种煎熬，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享受。高度发达的公路网，让我每次出
行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导航系统。我

不禁感慨，同样的一条路，现在只需不足
3 小时的行车时间，而在 40 年前，却要花
上两三天时间，恐怕在那个年代是不敢
想象的吧！
城市之间的交通在变，乡村的道路
同样在变，
“村村通”工程的全面竣工，彻
底破除了偏僻乡村“出行难”的困境，距
离拉近了，地球变小了，效率更高了，亲
朋的联系更紧密了。路，也给我们带来
了幸福安康和希望，一批又一批的乡村
人走进了城里，实现了梦想。
“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走进
公路，我骄傲于公路事业取得的辉煌成
绩，我惊讶于公路人的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在我的身旁，无数公路人心怀天下，
情系民生，愿做一颗铺路石，将自己的年
轮铺洒在这平坦的大道上。每一条“畅、
安、舒、美”的公路背后，都浸透着无数的
公路人的汗水、智慧和心血。构筑了五
彩缤纷的公路梦。
每每行驶在这通畅、安全、舒适、美
丽的公路上，心情特别愉悦，新建的公
路，便捷的交通，沿途的美景，无声地诉
说着改革开放以来公路交通的沧桑巨
变，让我感慨万千。

五彩缤纷

公路梦
□ 陈 龙

一块治不好的伤疤，
一块治不好的伤疤
，烙在父亲的腿
上。耐不住我的好奇心
耐不住我的好奇心，
，父亲才告诉我
父亲才告诉我，
，
伤疤是从家乡到彭泽夜间赶路时不慎碰
到了路旁的石头，
到了路旁的石头
，又没有得到及时医治
留下的。
留下的
。
那是 1978 年冬天
年冬天，
，我大堂哥在彭泽
出生，
出生
，父亲陪着奶奶前往探望
父亲陪着奶奶前往探望。
。 那时交
通不便，
通不便
，天蒙蒙亮
天蒙蒙亮，
，就要启程步行赶路
就要启程步行赶路，
，
在早上八点前要赶到今天的桐城市卅铺
镇，等候桐城到安庆的班车
等候桐城到安庆的班车，
，在安庆汽车
站熬一宿，
站熬一宿
，第二天转安庆至东至的轮渡
第二天转安庆至东至的轮渡，
，
入东至县境后，
入东至县境后
，再转乘手扶拖拉机
再转乘手扶拖拉机，
，行至
江西省彭泽县马当镇，
江西省彭泽县马当镇
，再连夜步行至东
升乡。
升乡
。
我很难想象，
我很难想象
，父亲在身体受伤的情
况下，
况下
，是如何马不停蹄地奔波
是如何马不停蹄地奔波，
，克服一个
个困难赶到堂哥家里的。
个困难赶到堂哥家里的
。 在我年少的回
忆里，
忆里
，
父亲永远是高大而消瘦的形象。
父亲永远是高大而消瘦的形象
。
真正让我感受到往返家乡和彭泽
之 间 的 艰 辛 和 疲 惫 的 ，是 在 1998 年
夏 。 那年我 9 岁 ，第一次去彭泽
第一次去彭泽。
。 清晨
出发，
出发
，赶到县里汽车站
赶到县里汽车站，
，坐上直达彭泽
的中巴车。
的中巴车
。 公路的路况并不好
公路的路况并不好，
，全程都
是石子路，
是石子路
，坑坑洼洼
坑坑洼洼，
，异常颠簸
异常颠簸，
，所以车
开得很慢。
开得很慢
。 行至望江
行至望江，
，转轮渡
转轮渡，
，入马当
入马当，
，
最后到达彭泽县城已接近傍晚了。
最后到达彭泽县城已接近傍晚了
。虽
然长途旅程中第一次看长江很是开心，
然长途旅程中第一次看长江很是开心
，
但再高涨的兴奋劲也难抵这一路颠簸
带来的倦意，
带来的倦意
，到叔叔家后我立刻倒头大
睡 。 后来
后来，
，我再也不愿意跟父亲去彭泽
了 ，因为那时的我觉得
因为那时的我觉得，
，实在是太远太
累太折腾了。
累太折腾了
。 父亲却是一脸的喜悦
父亲却是一脸的喜悦，
，在
他 心 目 中 ，道 路 交 通 状 况 相 对 于 20 年
前来说，
前来说
，一天内能够直达彭泽
一天内能够直达彭泽，
，已实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