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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开车送孩子上学遥 后
面忽窜出一辆豪车袁 猛插到我
前面袁急刹袁轰然起动袁然后见
缝插针尧左奔右突尧闪转腾挪尧
绝尘而去遥那叫一个敏捷袁晃得
我眼花缭乱遥下一个路口袁却见
它就排在我前面袁 然后又是闪
转腾挪袁绝尘而去遥 我乃新手袁
不敢大意袁依然慢吞吞地开着袁
车速严格控制在四十迈以内遥
五六个红灯之后袁到达学校袁只
见那辆车也在我旁边刚刚停
住遥 不禁莞尔袁世界就这么大袁
你折腾个一溜儿十三遭袁 最后
还不是和我同时抵达吗钥

将此遭遇发至微信圈袁一
朋友说袁野人家享受的是过程袁
二货的世界你永远不懂遥 冶

原来如此遥

不过我还是想详细分析一
下二货的心理遥 他天天走这条
路袁应该知道大致路况袁超车可
以袁但闯不了红灯袁在红灯那里
还是要等袁无论开快开慢袁最后
总的时间不会有太多差别遥 他
没进行成本核算吗钥不袁他们应
该是算得最认真的遥 之所以折
腾袁目的就是要比旁边的人快遥
他不一定要省时间袁 而是生怕
自己吃亏遥在他们内心袁也许已
经把人生想象得相当灰暗袁所
有的人都是坏人袁要超他的车袁
要别他的车袁故意挡在他前面遥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钥野心中有
花看到花袁 心中有粪看到粪冶袁
二货心中灌满了大粪袁 看到满
世界的野阴暗心理冶遥 他人即地
狱袁二货自然要斗争遥与天斗其

乐无穷袁与人斗其乐无穷袁并在
斗争的人生中获得巨大安慰遥
这种安慰常态化以后袁 便成为
他的快乐之源遥

野在向前的路上袁 我比你
快浴 冶这是他们的核心利益遥他
们猛踩油门袁 猛打方向盘袁一
路狂奔遥

但是他们的数学太差遥 你
告诉他院野你并没有比我快多
少袁最后大家几乎是一起到达
目的地遥 冶他怎么能相信钥他会
说袁我毕竟比你早到了三秒钟遥
如果你告诉他袁 他的路程比别
人多走了将近一半袁 他们会说
自己的乐趣在于野行走冶要要要行
走袁多么诗意的词汇遥他至死都

不会承认自己在瞎折腾袁 必须
用一个十分诗意的语言来概括
自己的行为遥 至于因此给别人
造成的困扰和不便袁 在他闪转
腾挪的过程中袁 是否差点让别
人撞了车袁甚至真的撞了车袁那
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遥

这才是核心院二货的本质
是自私遥 他只想到自己的利
益袁自己的快乐袁哪怕没有得
利遥 所谓损人不利己是也遥

但我们每天都在与他们擦
肩而过袁抬头不见低头见袁低头
不见抬头见遥 一不小心袁你就成
了他袁他就成了你袁警惕心中的
野二冶袁时时告诫自己不要成为他袁
我们的人生才不会被灰暗淹没遥

股市火热时袁王菲在证券
交易所开户的照片在网上流
传遥 如今袁调整持续了半个多
月后袁我很想知道袁她炒股的
收益如何钥 从她开户的时间
看袁她几乎是一入市就遇上调
整袁亏损在所难免袁只希望她
只是少投了点钱玩玩袁或者能
早早抽身遥
王菲为什么也要炒股钥 我

们身边许许多多看似清高淡
定的人袁为什么也要炒股钥 一
位著名编剧说袁 这次牛市袁赚
的是那些不炒股人的钱遥 知名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 2007 年
野530冶 大跌前也写了一篇文
章袁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院野中国
目前的资本市场正处于一个
非理性繁荣的抛物线通道中袁
这应该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
次资本泡沫运动袁所有试图置
身事外的人袁都不出意外地将
成为受伤者遥 冶

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袁因
为袁我们所处的袁是一个泡沫
时代遥

有段时间袁香港上世纪七
十年代明星狄娜的故事袁突然
被再度提起遥 1974年袁她将她
公司的债务转移到自己身上袁
并宣布破产袁由此成为香港历
史上首位申请破产的个人遥 她

担在自己身上的债务是多少
呢钥 70万遥这里面的信息是袁在
1970年代的香港袁70万是一笔
巨款遥如果对这笔钱没有概念袁
可以用另一些数字来说明遥
1960年代袁 香港一线明星袁一
部电影的片酬袁是 1万元袁当年
最红的谢贤袁 片酬是 2万元袁
这足够在香港最好的地段袁买
到一套中等大小的公寓遥 此后
许久袁这个数字起伏不大袁1970
年代袁 邵氏最赚钱的男星岳华
的片酬是 3万袁 照旧能在尖沙
咀山林道买一套房子遥

此后袁 香港经济起飞袁物
价慢慢攀升袁 但在现在看来袁
这攀升的速度并不算快遥 1983
年袁刚刚走红的刘德华袁用几
年辛苦攒下的积蓄袁买下平生
第一套房子遥 房子不大袁貌似
是 60平米袁 首付和装修加在
一起袁是 11万遥 此后 30年袁与
金钱有关的数字袁开始以加速
度膨胀遥 钟镇涛和章小蕙炒房
欠下的债袁 是 2 亿 5000 万曰
2000年后的第一个十年袁梅艳
芳尧张国荣尧沈殿霞先后去世袁
他们的遗产数字袁 都以亿计袁
遗产的主要部分袁 都是物业遥
字面上看起来袁 钱越来越多
了袁几千万几亿袁都是越来越
寻常的数字袁但在钱的膨胀魔

术中袁 一个人收入的增长速
度袁却迅速被泡沫的膨胀速度
抛下遥

在好莱坞袁 钱的膨胀魔
术袁同样在发生遥 1917年袁1910
年代的顶级女明星玛丽窑璧克
馥的片酬袁达到 35万美元袁同
年袁 卓别林的片酬袁 达到 100
万美元遥 而在 2014年袁叶福布
斯曳列出的好莱坞收入最高的
的男星是小罗伯特窑唐尼袁他
以 7500万美金的收入成为冠
军遥 从 100万到 7500万之间袁
有两个加速期袁一次是在上世
纪七十年代袁另一次是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后遥 我们身处的袁

或许正是一个类似的加速期遥
在这种膨胀中袁中国人能

感受到的袁是深切的焦虑遥 网
络评论人殷谦袁曾经写过一篇
题为叶十年之后的人类曳的博
文袁其中有许多悲观的尧危言
耸听的成分袁会否成真暂且不
论袁 但它呈现的那种焦虑袁相
信许多人都会感同身受遥

我们生活里的一切袁越来
越丰富袁 却也越来越得之不
易袁维持一种体面生活的成本
也越来越高袁现代生活是一场
培根画作里的大火袁是毫无遮
拦的毒日头袁 将每个人灼伤遥
没有人袁能够置身事外遥

说起玉米袁北方人爱叫野棒子冶袁南方人称呼野苞
谷冶遥 玉米身价低袁与下里巴人门当户对袁越是旱涝灾
年袁越是困难时期袁越是盛行遥 我是吃玉米和杂粮面长
大的袁每天上学校必带两个小窝头袁那是我中午的一顿
饭袁少儿时就写诗赞颂它院野金皇后怀抱胖娃娃袁笑开了
一地白马牙遥 冶金皇后与白马牙袁曾是玉米的优良品种遥

过去不管穷富袁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玉米袁俗称野棒
子面冶遥特别生长在渔村的人们袁一直流传着野贴饽饽熬
小鱼冶的带口语遥 即可称之为一种真正的美味佳肴遥 那
时袁常听奶奶对人们说院野小鱼小虾袁送饭的冤家遥 冶意思
是说袁只要有鱼虾袁玉米就吃得多噎噎

记得 1956年实行统购统销袁粗细粮搭配供应遥七
三尧八二开袁随着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深入发展袁大
米白面越来越少袁几乎在北方餐桌上销声匿迹遥 逢年
过节才出现于粮店黑板上遥 一露面人们惊喜万分袁奔
走相告袁手擎粮本袁排起长队袁你拥我挤袁大人吵孩子
闹地抢购噎噎

有一年袁北京二姨一家 13口来我家袁人来了却犯
了难遥 家中全是粗粮袁大米白面无处借也无处买袁想不
到汉沽长大的老娘却露了一手袁她粗粮细做袁一连几天
饭不重样袁主要吃法如下要要要

贴饼子遥 柴灶袁旺火开锅备用袁粗玉米面尧温水和
面袁水适量渊玉米面不大吃水冤袁和到偏软程度袁团在手
中袁两手折成五六分厚圆饼袁贴至水面以上锅沿袁然后
文火烧一刻钟袁香味随蒸汽溢出袁香脆可口袁贴饼子熬
小鱼更是一绝遥

蒸野傀儡冶遥 树叶尧野菜为主袁春天的榆钱尧榆叶尧扫
帚苗袁夏天的曲曲菜袁秋天还可以采豆角袁将树叶野菜
洗净袁扫帚苗豆角切成七八分长袁放在锅里袁边撒玉米
面边搅拌袁面不可多遥 蒸 20分钟即熟遥 吃起来松软筋
道袁文人称谓野傀儡冶袁意为代食品遥

打烀饼遥将白菜尧大葱尧山药叶剁碎袁放进粗玉米面
内袁用温水和匀袁糊在锅底上约 1公分厚袁用手将表面
拍平袁盖上锅袁文火烧 10分钟袁闻到香味用铲子轻轻转
动袁使之不粘锅袁熟后起出袁香酥可口遥

疙瘩汤面遥 用细箩筛玉米面袁 箩上粗面留作生面
用袁细面在盆内袁用沸水烫面袁边浇边搅袁搅成碎疙瘩
状袁手沾凉水边揉边团袁擀成薄饼袁再切成指甲盖大小
的菱形小块袁下到滚开的锅里袁用勺子轻轻推转袁5分钟
即熟遥 捞在碗里袁胜似老北京的炸酱面遥

当然袁玉米面制作的吃法还有很多袁如摇格格尧打
缸炉尧蒸花糕尧精裹仁饼尧蔬菜玉米团子等等遥 真没想
到袁在那年月袁二姨一家被母亲制作的各种玉米饭吃馋
了袁并说牙齿和舌头连心灵都获得了一次高级享受遥日
后袁山珍海味也无法比拟遥

古人云院小人谋食袁君子谋道遥母亲每做一顿饭袁好像
都在讲一个道理遥 我每吃一顿饭袁好像都在读一篇文章遥
另一种感觉则是在吃一种理念袁这与当时生存环境尧社会
状况尧人的身份等有极大的关系遥如今袁生活好了袁收入上
去了遥 吃鱼吃肉吃生猛海鲜袁都很轻松袁吃多了也便没什
么感觉了袁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袁儿时吃的那些玉米粗粮
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遥也正如人们常把玉米比作野黄
金宝塔冶并不为过袁想想那个年月袁玉米是百姓不可缺少
的一种生活主食袁至今依然让人铭记噎噎

凡事要往好处想，如果掉进池塘，
说不定口袋里会装进一条鱼。

尽管水深流急袁风高浪猛袁但袁
无论如何袁 却总也淹不过四爷的胸
口遥 这条大鱼驮着他在茫茫的大海
上游荡着遥 这天袁刚蒙蒙亮时袁四爷
一抬眼袁就望见了不远处的渔船遥 他
眯起眼睛袁 使劲儿细看那临时立起
来的野大支杆冶上飘摆的刘家上红下
蓝尧李家下红上蓝袁和姜家一片通红
的大渔吊子袁野啊袁 那不就是本村的
渔船吗浴 冶

由于前几天闹的那一场大 野天
气冶袁人们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袁才放倒
了船上的大小桅杆袁避免了一场更大
的灾难遥 天气过后袁要想在这茫茫的
大海上袁把这么高尧这么粗的大桅杆
再重新竖立起来袁 那是很困难的事
情袁 只有先立起一根短细的支杆袁再
插上船上的标志野大渔吊子冶遥 这也
就使完全依靠大篷的兜风才产生动
力的渔船袁失去了行驶的能力袁只能
在大海里随着风浪漂流袁 这更考验
着驾长们撑船的经验和技术了遥

与此同时袁 船上的人们也发现
了前面恍惚有一个很像人影儿似的
黑点儿袁正朝这边漂浮过来遥 李老大
驾长大声吼着院野伙计们袁 看见前面
那个黑影子了吗袁 很可能是个 野落
海冶 的人袁 我们不能给老祖宗丢脸
哪袁不论是谁尧无论冒多大的危险袁
也要把他给救上来袁 这是祖宗给咱
留下的规矩呀浴 冶说着就调好了渔船
的方向袁冲着那个黑点儿靠过去遥

等到了近前袁大家再一仔细看袁
又惊又喜袁都不敢相信袁使劲地揉着
眼睛袁谁都不敢出声遥

稍微过了一会儿袁 有人乍着胆
子大声地高喊道院野你到底是人还是
鬼呀钥 冶

有人试探着喊院野四爷袁 我们都

给你老人家已经磕了好几遍的头
了袁就别再来吓唬我们了浴 冶

野哎浴 你真是四爷吗钥 咱们爷儿
们儿平时可是挺不错的袁 求求你老
人家保佑我们吧浴 冶

野哎袁四爷呀袁你老人家积德行善袁
我们给你老人家多磕几个头了遥 冶

野四爷袁你老是缺钱了吧遥 我们
正操持着给你过耶头七爷呢袁到时候
多给你烧纸袁多送点儿钱袁好让你老
在那边花着也富裕点儿遥 冶

野唉袁四爷呀袁你老就放心地走
吧袁家里孩子结婚的事情袁等回去后
我们大伙儿会尽力办好的浴 冶

野我说四爷啊袁你老人家到了龙
王爷那儿袁 要多说说咱们撑船人的
难处啊浴 冶

大家伙儿袁 这几天都寻思着袁这
秃四爷的水性就是再好袁也是必死无
疑了遥平时四爷总是惦记着船上的老
少爷们儿们袁四爷的心眼儿好尧人缘
儿好遥 这会儿他准是舍不得离开咱
们袁是他的魂灵来看我们了遥 船上的
人们袁就这么胡猜尧乱想尧瞎说着遥

由于在海水中浸泡了好几天袁
现在又看到了他摆弄了几十年的老
船袁一下子又见到了亲人们袁眼瞅着
就能回到阳间死里逃生了遥 四爷真
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一样袁激动尧紧
张尧害怕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袁一下子
使得他更加磕巴了遥

他大声地叫喊着 院野是要要要是
我袁 是我呀袁 我是要要要是四要要要四
爷呀浴 冶

他习惯地扬起右胳膊晃荡着袁
又用左手使劲儿地拍打着那个闪着
光的秃脑袋袁 着急地大喊院野你们快
看要要要看我的脑要要要脑袋袁听要要要
听见我说话了吗袁快看看袁快点儿救
我呀袁快点儿呀浴 冶

船上的人们一看果真是磕巴秃
四爷遥 李老大驾长大吼院野赶快救
人浴 冶随后又调整船位遥 船工们立马
儿顺流放下早已拴好的木板尧绳子遥
等秃四爷儿抓住尧坐稳后袁大家使出
积攒了一辈子的力气袁喊起了号子袁
把他拽上船来遥

大家伙儿抱着四爷袁 那个好一

阵子的号哇尧叫的袁跟着就又乐了起
来了袁鼻涕眼泪的一起往外流遥

李老大喊着院野快敲鼓镲袁 把那
些船都招呼过来遥 冶

过了一会儿袁 当人们醒过腔儿
来问四爷院野我们寻思着这都好几天
了袁你老人家肯定是早就喂鱼了袁那
你是咋活过来的呢钥 冶

野唉袁真是的袁我是咋活过来的
呢浴 冶被乐懵了的四爷袁这时经人们
一问才想起来遥 他拍拍脑袋袁伸手指
着跟前的海面院野你们看袁 就是那条
大鱼救了我袁 又驮着我在大海里到
处找你们遥 冶

大家顺着四爷手指的方向看
去袁 只见一个巨大的鱼尾巴露出水
面袁 像半面大蓬似的袁 不停地摇摆
着袁 好像是在和船上的人们亲切地
打招呼呢遥 人们见状袁忙把酒尧米尧面
等食品倒入海中袁又敲起锣鼓镲尧放
起鞭炮遥 不一会儿袁那条大鱼就猛地
一头扎入浪涛中袁不见了踪影噎噎

这一趟去东北打鱼袁 虽然伤了
人命和损毁了船只袁但它袁还真探索
出了新渔场袁闯荡出了一条新路子袁
学到和积攒了不少好的经验遥

凤落宝地

海边天日朗
金凤凌空降
辉光洒碱滩
神灵送宝藏

时间过得真快袁 船队从东北回
来一晃就要立冬了袁渔船拉上岸后袁
就开始修理遥 白天刷船尧换船板尧捻
船尧修篷补网遥 等过了大年一开海捕
捞时袁 大伙儿就得风里来袁 浪里去
的袁 没白天没黑夜地跟着潮水的涨
落忙活着袁 平日里也没有时间串门
子尧啦磕儿遥 这阵子船上坞了光是白
天干活袁晚上就能闲下来了袁于是就
都聚拢到刘三太爷的家中遥 他家生
着一个大炉子袁人又多袁屋里暖暖哄
哄的袁 人们把攒了一天的话都拿到
这里来说袁热闹极了袁这里也就成了
全村的一个消息中心遥 渊连载 26冤

鱼骨庙的传说

姜茂树 著

在紧靠渤海湾边的寨上街大神堂村袁旧时有一座龙王庙遥据传此庙是用鱼骨为构
件建成的袁因此袁渔家人将它俗称为野鱼骨柱子庙冶尧野鱼骨庙冶遥 鱼骨庙的存在袁产生了
许多离奇尧美妙的传说遥 在村民中一直到今天袁都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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