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猫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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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父亲开着车，约四岁的我坐在解放牌货车的副驾驶位置，我们要回到康定的家。一切，都是崭新的。山重水复前路迷茫时，一声清
脆的汽笛推开层峦，推出一片新视野，每一幅画面都新鲜僻静，引我胡乱猜测其中的希奇，比我手里捧着连环画《西游记》还让我惊喜。

先生说，这正是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的故事。有人养了一群猴，起初每天给每个猴上午三个栗子，下午四个栗子。时间久了，
猴子吵闹，养猴人说，那就上午四个栗子，下午三个栗子。群猴大喜，从此安宁。

先生说，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讲的就是生物性。纯粹的生物，永远活在瞬间，活在当下，没有未来。所以，阿猫才会不知碗里是
否还有鱼。先生说，人的伟大，就在于能超越生物性。人，因对生命的觉知与信仰，而拥有现在、过去与未来。

家婆一百岁的时候，我和弟弟在县城给她做了百岁生日宴，家婆被红色的哈达衬得更加漂亮，真的是漂亮，鼻梁挺直，面色红
润，青布衣衫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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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石头
一直藏在那里
传说或预言的深处
裹着命运赋予的冰粒
绿色的水草和褐色的淤泥

大部分的棱角
已被时光的水流冲刷平整
依然残留的那么一两个
它们固执并继续锋利如刺

若是你懂
请把它的粗糙放在手心
石缝与掌纹间开出的花朵
只有心有所爱的人才看得见

春之战
春天的开始和一场战争有关
水与冰戎装持戈，冷眼相峙
湖面声色不动 湖底硝烟弥漫

风挟着雨在夜里偷袭了冰冻的土地
一寸寸消解它曾被雪呵护的坚持
种子在老弱的冬的体内噬肉饮血
然后开出世人宠爱的妖艳

真相是一些被撕裂的碎片
从黑色的河流涌向喉咙
当你试图发声
它们便张开利齿
刺痛驾驭千军万马
逼近六腑五脏

我终究无法开口
说那些梦的背后
是我永不能看清的影子
说那些影子
怎样在我心里诡异地敲打
锋利成一把刀一柄剑

桃红柳绿
滴落着梦残留的光
真假黑白刀 爱恨悲喜剑
暗夜里酝酿一场厮杀
刀光剑影鼓声震 火光漫天

距离
是梦里开出的昙花
闻到前世熟悉的幽香
却听不见眼底深藏的叹息

是眼底隐秘的溪流
听见轮回里飘落的语言
却看不见心上奔流的柔情

是心上滑落的流星
看见灵魂惊艳的光迹
却触不到梦里燃烧的火焰

默然遥望
站成两岸孤单的垂柳
请保持这样的距离
不要太远 亦不需太近

五十厘米的忧伤
我们并排而坐 无需说话
所有的词语和句子都在半空飞舞

只要你愿意
伸手便可捉住那些蜻蜓或蝴蝶
月光穿过它们美丽的翅膀
给每一颗心涂上柔和暖

想象总是如此生长
当我们相对而坐，举杯浅笑
隔着五十厘米宽的桌面
隔着黑夜、雪岭和永不能贴近的灵魂

我终究无法医治你的悲
正如，你也始终看不见我的伤

父亲开着车，约四岁的我坐在“解放
牌”货车的副驾驶位置，我们要回到康定
的家。一切，都是崭新的。山重水复前路
迷茫时，一声清脆的汽笛推开层峦，推出
一片新视野，每一幅画面都新鲜僻静，引
我胡乱猜测其中的希奇，比我手里捧着
连环画《西游记》还让我惊喜。

“解放牌”带着沉重的喘息，奔波一
天，一声长长的鸣笛惊醒疲乏的我，睁开
迷朦的眼，已经到了新的世界：运输公司
车队。父母都从事运输行业，我的家就在
这里了。

车队在康定的南郊，依山傍水。早晨
推开房门，眼前辟立的青山似在触手的
距离、雪浪翻涌的河流用哗啦的水声宣
告它的不可小视。跟在父亲身后，我试图
熟识这个新天地。这个叫四川省汽车运
输公司十七队的地方是个大大的院子，
院里不规则地排列着许多幢房子，布局
整齐宽敞的是车间、办公楼，利用空间、
依地势修建了一排排的宿舍，生产区域
和生活区域没有明显划分。抬眼，四周
都有山，青幽幽的山、光秃秃的山环绕
着车队。想起一路的情形，汽车在万山
丛中盘旋，始终没有走出山的包围。翻
越了“高万丈”的二郎山，又到达郭达
山、跑马山下，还有好多不知名的山，
群山环立。父亲说，从前，山外通向这
山里只有挑夫走的小道，道路崎岖、危
险重重。十八军进藏时修通了公路，这
是一条穿越高原的大动脉，经过它把
物资从内地输送到高原。车队在这里像
个中转站，也是维修站。

“嘀嘀”，“解放牌”清亮的喇叭长鸣，
叫醒了沉静的山谷、悠长的公路，要出车
了。车驶出车队大门，一条笔直的柏油
路丝带样铺展，通向高原，联结四川内
地。大门外的路边山坡零星散布着的田
地和果园。与车队邻近的农家院，房屋
用木头立柱、片石砌墙、青瓦盖顶，院子
围墙边高高的码放了一溜整齐的柴禾，
门口的大黄狗听见汽车鸣笛，吠叫了两
声被主人喝止，主妇抱着柴禾进屋，一
会儿屋顶飘起炊烟，小院素简安静，像
山间长出的蘑菇。车队里，汽车接受检
查检验，发动引擎。车间里进进出出的
工人穿着统一的工作服，机器轰鸣，火
花闪亮，父亲说那是在机床在加工配
件、切割焊接。火花美丽似烟火，像是冰
冷机械和火热干劲碰撞产生的。

老家是散漫自在的，车队是井然有
序的。我上学了，每天，我站在幼儿园门
口目送穿蓝色制服的父母离开，制服洗
得有些发白了，但干净平整，衬得他们的
背影挺拔优雅。父亲说，每日的工作把这
条蜿蜒千里的公路与平静的山谷、古老
的高原连接起来，这项工作是重要的。父
亲的话郑重而欢喜，带着高原的阳光味，
让我想起车队里拉起的“艰苦奋斗，鼓起
干劲，力争上游”大红横幅。

我们的家在河畔，是单位分配的小
小精致的一间屋子和一个充作厨房的楼
梯间。我常一个人坐在门口的木凳上发
呆，想这里距老家好远，外婆一定望眼欲
穿地等我回去。经过车队白天的热闹，迎
来城郊夜晚的寒寂。我不敢单独呆着，总
觉得高耸在家门前的山黑森森的让人背
上发冷，院坝里的树哗哗地响，透着诡
异。想起邻居阿姨说，昨晚黄鼠狼来拖鸡
了，鸡窝要关严实；白天坝子里的鸡也要
关照好，老鹰会从天上冲下来叼鸡；雪地
里有野兽的脚印，山上的野兽来觅食了
……吓得我瑟瑟发抖。父母忙前忙后，没
发觉我的小心思。

逐渐适应了车队的生活，我熟悉了
幼儿园、俱乐部、医务室、食堂、阅览室。
周日，车队的宣传队、篮球队、电影放映
队总有让人开心的娱乐活动。而且这些
都是集体的、共有的，是车队所有人共同
分享的，是父母口中所说的“公家”的。
“公家”的车“五花八门”，有“大脑袋”的
大道奇、援朝电影里出现的嘎斯车、结实
坚固的解放。“公家”的人更有意思，个子
高高的“大马”叔来自河北，瘦瘦的“小
马”叔是浙江的，常穿着旧军服，那是他
以前在部队时的衣服，嗓音清脆的李孃
来自河南、说话斯文的张孃来自上
海……我听说的一个词语叫“来自五湖
四海”，说的就是他们吧。大家一起光是
说起话来南腔北调汇聚一堂就有趣，再
摆摆龙门阵，简直就是在演戏，夹杂各种
口音的爽朗笑声里是满满的幸福感。感
染着这份快乐，漫漫长路、车轮滚滚、汽
笛声声的世界，慢慢有滋有味起来。

情 景 高 原

山谷汽笛响
◎谢辉 猫吃鱼，这是我在小学一年

级的课本上知道的。
小学一年级，有一篇课文讲

小猫种鱼的故事。小猫看兔子种
萝卜获得收成，以为自己的鱼种
下去，也会丰收，于是，它将鱼种
到了地里。

这篇课文里，我第一次知道
了，猫是吃鱼的。之前，我都以为
猫是爱吃老鼠的。

小板场村没有河流，没有
鱼。我十岁之前没有吃过鱼。不
知鱼味。也就不知道，猫其实是
一种喜欢吃鱼的动物。

猫，一直是小板场村必需
的。很多人家，都养了猫来捉老
鼠。这些猫，大多都是自己负责
找吃的。村民能喂给它们的实在
太少。有时，人的生活都会面临
着下顿不知在哪的境遇。村子里
的猫，施展自己的本领去猎物。
老鼠，是它们的主要食物。麻雀，
也是它们的口粮来源。还有蚂
蚱、蝉等。

我的家里，从爷爷起，就开
始养猫。据说，爷爷曾养了一只
大黑猫，不仅会抓野鸡，还会将
野鸡叼回家，送给自己的主人享
用。我的记忆里，父母没怎么喂
养猫。我看到的，就是猫吃老鼠
的样子。

小猫种鱼的故事，改变了我
对猫的固有认识。

尽管，猫喜欢喜欢的食物
是鱼。然而，并不是每一只猫
都能吃到鱼。因为，猫并不能
抓鱼。且小板场村没有鱼塘，
养有鱼。鱼，需要主人投喂。而
吃鱼，是要花费大量金钱的。
最便宜的鲤鱼，一斤也要十元
钱。一只成年猫，一个月吃鱼，
需要花费三百元左右。鱼，实
在不适合做猫粮。村子里，伯
父算是很爱猫的，他给自己的
猫，喂的是火腿肠或猪肝。一
个月，花费百元左右。

阿猫，被我们收养后，它的
饮食问题，一度先生和我有所分

歧。先生认为，应依照村子里村
民们的饲养法，不能太娇惯它
了。小琴也说，有的猫，吃菜，都
是肥嘟嘟的。小琴的妈，喂的黑
猫又大又肥，每天主要吃的就是
白菜。而我出于母性的本能，总
想给它吃好一点。在我的坚持
下，阿猫的粮食从米饭到火腿肠
到鱼，逐步升级。最后，阿猫只吃
鱼。一天四顿，都是鱼。

阿猫，一天要吃四顿的。早、
中、晚、夜。阿猫，是猫中的橘猫。
据说，橘猫是吃货。不过，阿猫却
不贪嘴。每次，只要不能再吃，它
就会停嘴。这是阿猫的良好习
性。拥有这种节制的习性，对橘
猫来说，实在太不容易。我曾喂
养过一只小橘猫，就因贪吃而丢
了命。也许，长期的流浪生涯，给
阿猫打下了烙印，让它知道必须
谨慎，才能保命。

阿猫吃鱼非常有趣。我将鱼
块放在它的碗里，它并不在碗里
吃。每次，它会将鱼唅了，到卧室

门口铺的垫子上吃。一次，它只
能唅一块。每次，它吃完了，都会
又跑回它的碗边，看看里面是否
还有鱼。看着阿猫的样子，我感
到好笑。我对先生说，阿猫从不
记得我在碗里放的是几块鱼肉，
即使只有一块，它吃完了，都要
往回跑。如果，阿猫记得有几块
鱼，它就不会做无用功了。

先生说，这正是朝三暮四与
朝四暮三的故事。有人养了一群
猴，起初每天给每个猴上午三个
栗子，下午四个栗子。时间久了，
猴子吵闹，养猴人说，那就上午
四个栗子，下午三个栗子。群猴
大喜，从此安宁。

先生说，朝三暮四与朝四暮
三讲的就是生物性。纯粹的生
物，永远活在瞬间，活在当下，没
有未来。所以，阿猫才会不知碗
里是否还有鱼。先生说，人的伟
大，就在于能超越生物性。人，因
对生命的觉知与信仰，而拥有现
在、过去与未来。

那时候的腊月，康家地的每
一户人家都要杀年猪，腊肉一挂
一挂的吊在肉杆上，主人要是忘
了关门儿，一群欢快的麻雀就会
趁机溜进屋里啄食肉杆上的肉。
接下来我们就蹑手蹑脚的闪进
屋，迅速的关上门，拿起扫把、帕
子，衣服，追打屋里的麻雀。直至
它们筋疲力尽，飞不动了，甚至
累死。那些麻雀就成了我们手里
的玩伴，用一根细细长长的麻线
拴着麻雀的脚，让它们在自己的
掌控中飞翔或惊慌的乱窜。在每
一年的冬天，我们这群孩子的手
上，差不多都逮着这样一只麻雀
或者是画眉。

村儿里的人，往往在农闲的
时候用皮绷子打了鸟拔了毛，在
冬天的炭火上烤着吃，一帮留着
清鼻涕的小伙伴围在周围看，有
人把烤好的肉递过来分食时，我
们总是一只手紧握自己手中的
鸟，另一只手伸出去接烤肉。遇
上有人恶作剧般的一声恐吓，你
吃了我的烤肉把你的鸟换来烤，
大家就一哄而散，也不要那肉

了。被我们逮住的鸟通常也没有
什么好结果，头一两天还新鲜着
呢，过几天就不吃食不喝水，圆
溜溜的眼睛暗淡无光，终究是死
了。失鸟的孩子，耷拉着脑袋，扯
把枯草包裹着同样也耷拉着脑
袋耸着羽毛的鸟朝自家竹林里
走去。此时，即便有人递过来一
只活的鸟，小伙伴也只是眼神偶
尔一亮，然后说不要了。在那个
年代的乡村，失去一只鸟也就失
去了一个玩伴。

四
其实差不多每一个藏族女

子都会喝酒，然而母亲却极力反
对我们喝酒，但是我亲爱的二家
婆却最能在趁母亲不在的时候
教会我们姐弟喝酒。二家婆是家
婆的亲姐姐，两家相距不过百
步，二家婆来看家婆时总会变着
法子的从裙包里掏些东西出来，
有时是一个馒头，有时是一小截
腊肉，有时是一袋子兰花烟，还
有鼻烟，每回二家婆抖抖索索的
从裙包里掏出一些东西来，并贴
在家婆的耳边说：“没有让她晓

得的，没有让她晓得的。”二家婆
嘴里说的她是指表婶，多年来二
家婆一直这样说话，家婆也不发
表任何意见。两姐妹就在太阳底
下或者老梨树下坐着有一搭没
一搭的闲聊，从袋子里挖一锅兰
花烟，闻一阵子鼻烟。

有时候二家婆会从她的青布
帕子里或者是袜子里极为仔细的
翻出一元或者五角毛票，一边喃
喃的说就这么多了，就这么多了，
再也没有了。然后支使我去给她
打上一斤或者半斤白酒，如有找
零就让我买糖，刚好没有的话就
用两口白酒作为奖励，然后不停
的表扬我，我的大姑娘狠得（意为
能干），于是我就经常狠了。有一
回居然醉了栽倒在我自己掏的苹
果树洞里，幸好洞浅。(那个时候
每年冬天，母亲总要找出一些空
地，让我们打树洞，以备来年栽苹
果树用。)当我一身泥巴的从洞里
爬起来时，二家婆脸都笑开了花，
这家伙一点量都没有。

二家婆有时也支使她的大孙
子长寿去买酒，长寿脑瓜子聪明，

不是多要钱就是少打酒，有时还
会在半斤酒里加二两水，二家婆
很疼长寿，从不骂他。但她醉了的
时候，就开始骂她的媳妇，骂媳妇
不孝道，骂媳妇管孩子没有方法，
骂媳妇对男人不好，二家婆骂着
骂着就去古庙磕头开咒了，呼天
抢地的咒，边磕头边哭，每个月都
有那么两三回。古庙听二家婆哭
诉了几十年，如果它有记忆，可以
像按复播键一样复播的话，我想
每天按下这只键子，只想听听这
个又矮又小的老人的声音，她是
我的亲人。

家婆一百岁的时候，我和弟
弟在县城给她做了百岁生日宴，
家婆被红色的哈达衬得更加漂
亮，真的是漂亮，鼻梁挺直，面色
红润，青布衣衫飘飘。她坐在礼
堂中央的太师椅上，家人、近亲、
邻居一拨一拨的上前给她献哈
达和鲜花，甚至县委书记还带了
老龄局的人去看望家婆，家婆的
哈哈打得很响亮，家婆说，唉呀，
我没想到县大老爷还带了兵兵
马马的来给我过生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