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虾在房
盛文强

走在巷子里，忽然间黑影闪动，有什

么东西从房坡跳下来，钻进后脖领，一路

潜行直下。 急切中回手截住，像一截粗糙

的木棍顶在后背。 摸出来一看，竟然是一

条半干的梭鱼，小圆眼珠瞪着人，这在半

岛是再正常不过的。 有时可能是干得发

硬的梭鱼，或许是蹦虾。 过路人遇到这种

事情倒也不会惊慌，他会掏出来，然后甩

手把它们扔回房坡。 目送鱼虾飞旋着升

空、衬着高远的蓝天腾跃上房，他的心情

应该是愉快的。 在他的头上，是浩无边际

的屋顶的海洋，房脊像起伏的波浪，奔腾

着卷过了半岛的每一寸土地。 一队队鱼

虾列开阵势，随着波浪来回翻滚，刚才那

只落到房上又弹起来，几个起落，眨眼间

就不见了，它又回到了浩无边际的海洋。

半岛地区的房屋与别处不同，屋顶多

取平势，有的屋顶干脆一分为二，一半是

尖顶，另一半留作平顶，远远望去像被谁

掀掉了半块屋顶。 房子的尖顶只能放些

大块头的梭鱼和剖开的鱿鱼，小鱼小虾是

立不住的， 经常被风刮走， 或者滑下来。

也有的人家在院子里贴着东墙和南墙起

了几间平顶的厢房，其实不缺那几间房，

还是为了晾晒鱼虾。 成千上万块房顶在

阳光下争相把鱼虾高高托起，我们在院里

朝上望去，腾腾的蒸汽晃悠着升起，透过

弯曲的水蒸气，对面的房子、墙外的树、还

有天上的云， 都像水中倒影一样晃悠着，

丰收的季节就这样如期而至，每个人都满

心欢喜。

煮鱼虾要用巨型的生铁锅，家家都有

一两口这样的锅， 如果从灶上拆下锅来，

一个人抱不过来。 母亲煮沸了半锅水，整

盆的小鱼小虾混杂在一起，一股脑倒进锅

里，几个起落之后，小虾鲜红，小鱼雪白，

粗盐粒扔进去，就算盐渍过了，红白相间

的一团盛满笸箩，我的任务是抱着笸箩上

房， 把它交给厢房顶上负责晾晒的父亲。

刚爬了几节台阶，热气熏脸，我把头扭到

一边，热气又透过笸箩缝隙钻出来，熏得

手发麻， 仿佛成千上万个烧红的针头在

扎，我赶紧放下，趁机剥了一只虾，父亲在

房上叫我，刚剥的虾受惊掉进笸箩，像一

滴水掉进水盆，再也难以找到了。

翻晒的工具是父亲发明的。起初用钉

耙，可钉耙的齿过于锋利，在翻晒时经常

切断鱼虾，后来改用木推板，刚煮熟的鱼

虾软绵绵的，也常被挤坏。 父亲在一块长

条的木板上裁出了宽大的锯齿边，安上圆

木把手，做成了木耙。我坐在一边，看父亲

推开了小山似的鱼虾，来回几下，它们在

房顶铺了均匀的一层，木耙的锯齿留下了

层层波浪纹，像新耕过的土地，翻开的新

茬热气缭绕，数不清的小虾在凹槽里探出

头来，大红的触须交错，在风中乱舞，就像

地里刚被撂倒的杂草。我翻出几只稍大的

蹦虾，趁热扔进嘴里，忽然看见我周围被

鱼虾包围了，父亲没有轰我走，他有意给

我留出了空。 我赶紧让开，起身下去再装

笸箩。 下台阶到一半，回头望见天边有一

条弯曲的云，被阳光映得发红，活像一只

虾，连关节都看得清楚。 它来自东方的海

平线，硕大而又孤单，随着风势弹跳不止，

它离我们那么近，父亲的木耙有节奏地一

收一放，木耙把柄后端正好一下下戳在那

团云上，它最终被驱散了。

厢房顶上已经晒满，余下的就要倒在

正房顶上了。 正房没有台阶，和厢房只有

一墙相连，父亲总是从墙头走过去，墙头

仅能并排放开两只脚 ， 他从不允许我上

去。 我在厢房头上递给他笸箩，他端着几

个跨步到了正房，抬腿就上去了。 正房比

厢房高出一大截，父亲常讲到在正房上看

到了夕阳下的南山，看到了后院腌咸鱼的

老郑一家人在忙活着 ， 那里有我平时看

不见的风景。 父亲把笸箩扔给我，他自顾

拖着木耙来回走动 ，他走过的地方 ，鱼虾

盖住了水泥屋顶 。 正房上大部分还是尖

顶 ，有这样一小块平顶 ，鱼虾没有摊开 ，

剩下一小堆 ， 父亲招呼我把笸箩再扔给

他 ，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 ，一只胳膊夹

着笸箩上了墙头。 刚走几步，脚底下开始

摇晃 ， 往下一看 ， 院里的水泥地深不可

测 ，平整的地面忽然变成漏斗形状 ，投射

出巨大的吸力 ，院子外面是一丛月季花 ，

顶端的几枝花刚刚开败，露出密匝匝的棘

刺直指天空 ，一时间天旋地转 ，月季花和

水泥地拉锯一样交错出现，想回去已经不

能转身了。

“站在那儿别动”。 父亲低声说着，从

正房窜下来 ，几乎在墙头飞跑起来 ，一把

揽住我的腰 ，把我夹在胳膊下 ，我看见水

缸、房门、花丛刹那间倾斜了，向一侧横着

飞了出去。 我的笸箩脱手了，掉进院里的

水泥地上，哗啦啦满地打转转。

来到厢房顶上 ，父亲把我放下 ，长出

了一口气 ，我们俩趴在房顶往下看 ，笸箩

转了几圈，撞在墙上，朝外滚了一段距离，

倒扣在地上不动了 ， 父亲很长时间没说

话。 如今，我把这段往事拿出来重新审视，

愈发感到父亲当时所受惊吓要远远比我

多。 在那危急的时刻，他心里或许早将一

把没拉住我的悔恨，连同我摔下墙去的情

景预演了无数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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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发几枝
文 河

花骨朵

花正打骨朵， 早晨， 露水落在骨朵
上，有艳意。 花骨朵累累满枝，好像会轻
轻发出声音来。

最近学认篆字，发现花的骨朵，极像
篆体的“心”字。

忽然又想到了晏小山的词，“记得小
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 过去女子的衣
服，绣着双重的“心”字图案，好有情致。

据说宋时女人衣裙上，所绣的这种图案，

正是类似篆体的“心”字，像含苞欲放的
花骨朵。 春风入怀，其人如玉。

花未开时， 花里好像隐隐有一个什
么故事在里面藏着。等开全了，发现天清
地旷，原来什么也不曾发生。但心里有淡
淡的愉悦感。

愉悦和快乐好像还是有所区别的，

譬之于酒，大约愉悦是淡雅型的，快乐是
酱香型的。

父亲请几个多年未见的老友吃饭，

都是我少年时代认识的，让我过去斟酒。

大家日复一日，都在平平常常地生活着。

但多年不见，便觉他们变化很大。

人在时光中生活着，一天一天，慢慢
老去了。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你经
历的，大家也都在经历，大同小异，司空
见惯。 但过了一段时间，便发现，每个人
的人生，都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这
一点，和花开似乎相反。

前两天闲翻况周颐的词话， 其中一
则记载很有意思，说过去的蜀人，称四月
寒为“桐花冻”。

桐花大， 桐花的骨朵也大， 像小喇
叭。 四月，桐花开放，香气甜腻，满树的
花，很嘹亮似的。

夭桃

年年看桃花，人年年在变，心情也在变。

再娇艳的花朵，都会忽然沧桑。但沧
桑自有沧桑的好处。沧桑是一台大戏。有
的人，越寂寞，越投入。

弘一法师三十九岁摒弃人间声色，

我年至四十，声色仍是诱惑。 是的，诱惑
总是因自己而起。如果不去寻找诱惑，便
不存在诱惑。

桃之夭夭，逃之夭夭。 其实，只要自
己一直在着，又能向哪里逃。 逃来逃去，

无处可逃之时，才会突然发现，原来最安
全的地方，还是自己那儿。

桃花欲开未开之时，每一朵，对我来
说，都是一个幽婉的悬念，意味着某种可
能。那抹浓红，艳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

花一开，那抹艳红就淡了。

这么多的花朵，密密堆在枝头，却有
着各自的命运。有的花朵变成果实。有的
花朵便只是花朵。

不能拥有，就不要去拥有。好的东西，

也需要去掉一些，多了太重，就成了负担。

就像枝条，果子挂得太多，就会压折。

泡桐花

泡桐花开，满树的花，几乎看不见几
片叶子。

一朵一朵喇叭形的花， 堆成一个颤
巍巍的巨大花穗。一个一个巨大的花穗，

堆成一个巨大的花冠。

花穗呈塔状，有种建筑美。

但显得邋遢，像《西游记》里那些长
期未打扫的塔群。

岛屿书

诉说夜晚

龚 静（文·图）

总是温馨
总是热烈
总是忧郁
总是顺着风顺着云就这样走来

生命燃烧起无月的黑宇
灯光温柔
摇曳
树叶饱满 随风远去
那一声低语
那一痕轻抚
瞬间
黑夜吞噬了渴望

不知是你
不知是我
黑色的衣衫
顺着风顺着云飘走
灯光暗淡
再也不会温柔
夜在诉说中凝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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