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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我八岁那年换第一颗牙齿，

是被鱼刺卡住生生拽下来的，也许你不信。

李泰山说，在河畔长大的孩子，什么鱼没吃

过，鱼刺还会卡在牙齿里？

带鱼！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带鱼在我们八门城

还算稀罕物。那时，我们八门城的孩子吃得

最多的是黄河鲶鱼，不过我们不叫鲶鱼，叫

大柳鱼。这种鱼常年钻在黄河畔的红柳根

的沙窝中，只有清明节前后开河时才游出

来，眼尖的人能一红柳棍将鱼打闷，所以称

其为“柳鱼”，名副其实。

带鱼？李泰山一脸不屑。那算什么玩意！

在李泰山的记忆里，他只承认黄河大柳

鱼、大鲤鱼是鱼，其他鱼他一概不承认是鱼。

李泰山的父亲李板仓是扳船汉，常年不

离黄河畔，因此他家每年吃的鱼最多，也只

有他娘做出的鱼最香。

为了蹭李泰山家的鱼，我们变着法子跟

李泰山交好。拜把子弟兄、打陀螺玩友、拍

纸元宝同盟、掏鸟搭档……反正只要李泰山

喜欢做的事，我们都寸步不离地跟在他屁股

后面，一脸媚相，生怕被他甩掉。

“来来来，一人一块，慢慢吃，小心被鱼

刺蜇着！”李泰山的娘慈眉善目，待我们这些

孩子为上宾，非常慷慨地将一小块鱼肉夹在

蓝花大碗中让我们三个人享用。

我、贾小贝、刘军三人和李泰山一起被

人称为“护城楼四人帮”。这个称谓，当时极

盛行，有灰人的意思，别人眼红我们跟在李

泰山屁股后面蹭鱼吃，就用这个称谓贬低我

们。不过我们三个的确也够下三烂的，为了

巴结李泰山，可以说无孔不入、无招不用。

有段时间，受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影

响，刘军甚至提议我们拜李泰山为师父，好

像徒弟吃师父东西天经地义。

刘军的父母是护城楼的菜农，我们在街

巷里经常看到他父亲担着粪桶往地里送粪

的身影。他父亲只要一出现，整条街巷就臭

气熏天，人们掩鼻躲藏，唯恐避之不及。

“你这主意比你老子的粪桶还臭！”贾小

贝对刘军的提议嗤之以鼻。

贾小贝说这话时，嘴里正嚼着一块干馍

馍，发出咯巴咯巴的声音。他用手使劲捂着

嘴巴，好像生怕嘴里的干馍馍渣子一不小心

飞出来。那时，刘军的父亲正挑着粪桶从我

们身边经过，我已捏住了鼻子，刘军不敢在他

老子跟前捏鼻子，但也躲到了一边，只有贾小

贝仍旧在臭气熏天中大口咀嚼着干馍馍。

“啊，臭！你这主意真的比你老子的粪

桶还臭气熏天！”

贾小贝眯着眼睛将嚼碎的干馍馍咽下

肚，又非常贪婪地舔着手掌上残留的干馍馍

渣子，一脸不屑地对刘军说。

刘军反唇相讥，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你饿了还能吃一块干馍馍，我俩有啥吃的？

在我们四人中，只有贾小贝算是城墙里

面的市户，他家吃供应粮，每个月好歹还能见

点白面。他的干馍馍虽然没有李泰山娘做的

鱼肉对我们有诱惑力，但只要他大口将干馍馍

咀嚼得咯巴咯巴作响，我们在一旁还是不断咽

口水。当然贾小贝也偶尔给我们分点，他用

牙齿将干馍馍啃三小块下来，像李泰山娘一

样，非常慷慨地放到我们三个人手掌里。

“一人一块，慢慢吃，别洒了！”这小子的

语气跟李泰山娘如出一辙。

我知道刘军的话没错，他是饿慌了馋疯

了才想出那个下三烂的馊主意。李泰山能

天天吃上鱼，贾小贝能啃上干馍馍，他除了

夏秋季节能在自家菜园子里摘黄瓜或拔萝

卜外，其余时间和我一样，只有咽口水的份。

我吃带鱼将牙齿生生拽下来，就是受到

带鱼肉片的诱惑，才横生祸端。

我从未见过那么肥厚，那么白嫩的肉片

整整齐齐码在盘子里。宴席上的人边大口

咀嚼着饭菜，边竖着大拇指称赞主家的婚宴

办得好。这的确是我记忆中参加的第一个

好婚宴，我二姑舅娶媳妇，作为舅舅门上的

贵客，我第一次坐在正席的位置上。端盘子

的人每每将菜品端上来，总会放在我面前，

按规矩，只有我这个正席客人夹过的菜，其

他人才有资格动筷子。

那一盘肥肥嫩嫩的肉片放在我面前，让

我垂涎欲滴。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是我

当时心理最逼真的摹写。可问题的关键是，

我支在碗沿上的眼睛斜瞟着那一盘肉片，却

弄不清这究竟是什么肉，家里的宴席也不像

现在的饭店，服务员会报个菜名。看肉质的

纹理，我判断应该是一盘猪里脊。

我贪婪地夹一片肉直接放到嘴里。第

一口猛嚼，我感到嘴里咯巴咯巴作响，很像

多年以后吃贾小贝干馍馍的感觉。第二口

猛嚼，整块肉已封住了我的嘴巴，我觉得坚

硬的骨头扎进了我的牙床。我被扎得呲牙

咧嘴，将嘴里的肉连同口水都吐在碗里，可

扎入牙床的骨头却死死卡在嘴里。宴席上

没有人明白我突然遭遇的变故，大人小孩都

瞪大了眼睛看我的丑态。直到我紧挨的亲

戚看到我嘴角流出了血，才惊呼着帮我察看

嘴里的情况。别人小心翼翼地翻动着那盘

肥嫩的肉片，他们都在疑惑，一块小小的肉

片，难道突然间长出了牙齿，会将人咬得满

嘴是血。直到灶上的大师傅跑进来，宴席上

的人才知道，那肉片是带鱼。

带鱼？习惯于吞糠咽菜的亲戚们没几

个见过这种鱼，可既然是鱼肉，人们都知道

鱼肉绝不是我那种吃法。

在大人的帮助下，扎入牙床的鱼骨被拨

了出来，我那颗晃动已久的臼齿也随鱼骨被

生生拽下来，可鱼肉鲜美的味道却一直盘踞

在我的嘴里久久无法散去。

“你这破事讲了有一百遍了，我们吃不

到带鱼，你还是想想如何能吃上李泰山娘做

得黄河大柳鱼吧！”刘军对我画饼充饥的做

法很是不屑。

“我们也到河畔捞鱼，捞到鱼让李泰山

娘帮我们做！”贾小贝从小就有自力更生的

精神，这应该得益于他幼年父母离婚，他随

母亲生活，平素只有姥姥带他，自然是我行

我素，硬是从城墙里边的街巷跑到护城楼这

边，与我们三人结成“四人帮”。

贾小贝的建议的确比刘军高明，可我们

和李泰山商量此事时，却遭到李泰山强烈反

对。他主要是担心在河畔遇到他父亲。李

板仓不只一次安顿李泰山，不能到河畔玩，

更别说到河里捞鱼了。他若想到河畔，必须

跟着他父亲才能去。

“那你坐你老子的船，我们在河畔寻找，

找到鱼还能让你老子帮忙捕捞。”贾小贝脑

子滑，因势利导说服李泰山。

提到李板仓的船，李泰山又多了几分荣

耀。能到黄河上坐船，是我们这些孩子梦寐

以求的事情，李泰山有这种便捷，自然高我

们一头。

“那我试试！”李泰山当然愿意跟着他父

亲去扳船。

那天下午，在初春的河岸上，我们看到，

李板仓的船停在渡口，李泰山像一个即将出

征的士兵，雄赳赳气昂昂跟在他老子屁股后

面。我们羡慕至极，脑子里似乎已没有吃鱼

的欲念，而是希望像李泰山那样坐上李板仓

的船横渡黄河。可李泰山上了船后，就再没

有搭理我们，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他坐着

船，在柴油机的哒哒声中驶出渡口。

“怪不得李泰山家天天吃鱼，我要有那

么一条大船，也能打上大鱼来！”刘军吸着凉

气，不无羡慕地对我们说。

“我要有那么一条大船，就不捞鱼了，开

着船顺着河往下漂，那才美哩！”贾小贝完全

沉浸在遐想中。

“可我们没有船，只有李泰山家有，我们

坐不上船，也捞不到鱼！”我的话一举击碎了

他俩的梦幻，那种心底泛起来的醋意已让我

对李泰山忍无可忍。

“可我们有红柳根，只要能看到鱼，我一

棍就能打死一条！”刘军挥动着手中的红柳

棍，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态。

我们挥动着手中的红柳棍沿着河畔搜

寻像李板仓手中经常提着的大鱼。河岸上

都是松软的泥土，我们走得异常吃力，有时

鞋子陷进泥沙中，我们使出吃奶的劲才能拔

出来。可泥土再松软也阻挡不住我们坚实

的步伐，我们边走，边用红柳棍敲打着河畔

每一处浅水滩，特别是长满柳树的地方，我

们都要用红柳棍搅几下树根，看会不会有大

柳鱼冒出来。

“我好像闻到了鱼的味道。”贾小贝吸着

鼻子说道。

“嗯，就是有一股李泰山家洗鱼的腥

味。”刘军也吸着鼻子附和。

我张大嘴巴使劲吸一口气，满嘴都是河

腥味。我们三个站在河岸上，一个比一个嘴

巴张得大，一个比一个将鼻子吸得厉害。那

情景，倒好像我们是三条大鱼，在无限春光

中，使劲呼吸着满河的新鲜空气。

“快看，有一条鱼！”贾小贝扬着红柳棍

突然大叫一声。

顺着红柳棍指着的方向，我们果然看到

一条灰不溜秋的东西在河中翻腾。

“是鱼，是一条金尾鲤鱼！”刘军异常兴奋

地大叫。“李泰山家中就曾经有这么一条鱼！”

我虽没真切地看清河中的鱼到底是什

么鱼，但在贾小贝和刘军的渲染下，我仿佛

看到那条金尾鲤鱼在春光中活蹦乱跳，鳞片

熠熠闪着光亮。假如我们能用红柳棍将其

打闷，那肯定是一顿最鲜美的晚餐。

贾小贝和刘军用红柳根拍打着水面，恨

不得一跃跳进河中。可那鱼的诱惑终究没

让他俩丧失理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灰

不溜秋的东西消失的河道里。

我们三人顷刻间变得垂头丧气，我知

道，仅凭一根红柳棍是捕不到鱼的，除非是

藏在柳树根下面沙窝中的大柳鱼。鱼只要

遇到水，就像我们的脚踩在坚实的大地上一

样，没有谁会乖乖束手就擒，也没有一条水

中的鱼会静静游过来让人猎杀。

我们返回渡口时，李泰山已经站在河岸

上，脚下有三条粘满淤泥的鱼。贾小贝和刘

军向李泰山兜售刚才看到的鱼，他俩有意夸

大鱼的体格，说比李泰山脚下的鱼要大几十

倍，还分外惋惜地说，如果当时你老子驾着

船，肯定能捕获！

“真有那么大的鱼？！”李泰山显然被我

们的话说动了心。

等李板仓的船靠岸后，李泰山就将贾小

贝和刘军的话又夸大其词说了一遍。李板

仓笑眯眯地对我们说：“我早说过，这河里有

大鱼！”

李板仓要带着我们四人去捕捞那条大

鱼，他仍旧笑眯眯地骂我们：“小狗日的们，

上了船，可不能胡闹，都站直坐稳了！”说着

就用手边的棹棍敲了几下船帮，哒哒开着

船，向我们刚才看到鱼的河面驶去。

船开动时，我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说

不出是兴奋还是害怕。当船开到河道中心

后，我便觉得晕晕乎乎起来，仿佛不是去捕

鱼，而是自己变成了一条鱼，在茫茫的河中

穿行。

贾小贝和刘军站在船舱中央，互相搭着

肩。我站在他俩身后，双手托在他俩肩上。

我们三人组成了稳定的铁三角，任凭船身在

哒哒声中摇摆，依旧岿然不动。李泰山蹲在

船头不停地问我们鱼出现的地方，贾小贝和

刘军最先指的是同一个方向，等船走了几分

钟，他俩却一个指东一个指西，完全是河岸附

近两个背道而驰的地方，俩人起了争执，就让

我为他俩作证。我迷迷瞪瞪，根本分辨不清

方位，身处河道和站在河岸上，黄河完全是两

个模样，更何况当时根本就没看清楚河里到

底是否有鱼，所以只能挠着头支支吾吾。

李板仓嘲笑我们，三个笨蛋！连刚才去

过的地方都忘了？！

我这才从渡口看起，顺着河岸上熟悉的

土渠、树木、河滩一点点往过看。我找到了

难以行走的河滩，找到了那一湾浅水，找到

了用红柳棍捅过的柳树，最后终于看到了我

们三个人曾经欣喜若狂的地方。我指着河

岸说，就在那儿。与此同时，贾小贝和刘军

也将手指向同一个地方。

我们会心地大笑，似乎是在对抗李板仓

的嘲笑。

李板仓将船开过去，让我们四人站在船

尾，独自拿起渔网，分别在船的两侧和船头

撒了三次网，可每网上来，只有泥沙枯草，根

本没鱼的影子，哪怕最小的白鲦也没捕捞到

一条。

这让我们很失望，贾小贝和刘军有些不

安，仿佛是他们骗了李板仓，可他们仍旧嘴

硬，咬死了说这儿有大鱼。李板仓似乎也不

怀疑他俩的话，继续撒网，每一网上来，嘴里

都嘀咕：日毬怪了，真日毬怪了！他将船一

直向上游开去，每走一段，都撒几网，好像要

把整个河道都捞个遍。

一个下午，李板仓从西门渡口一直将网

撒到五里之外的长沙滩渡口。最初他不需要

我们帮忙，到后面他又要开船又要撒网，实在

忙不过来，我们四个人就帮他拎网和拉网。

一网网下去，又一网网拉起，鱼始终没捕到一

条，我们四个却被渔网弄得浑身湿漉漉的，衣

服上沾满泥沙，倒像是刚刚从河里捞起的。

船开到长沙滩渡口附近，那里也有扳船

汉打鱼，他们也是开着柴油机的船，哒哒地

冒着呛人的烟气。就在我们靠近渡口时，一

个扳船汉捞起一条大鱼。

那是一条黄河鲤鱼，有一庹长，通身银

白，尾部金黄，铜钱大的鱼鳞在阳光中熠熠

闪亮。贾小贝失声喊道：“那就是我们刚才

看到的鱼！”

李板仓那天极其沮丧，他不会想到，一

路撵着鱼撒网，结果鱼跑到了人家网里，可

他神情间又不乏欢喜，不止一次自言自语：

我说嘛，这河里有大鱼！

那天返回渡口，作为奖励，李板仓将原

先捕到的三条鱼送给了我们三人，尽管从眉

宇间，我看到李泰山极不情愿。但当他看到

我们三个像泥猴一般模样，还是非常慷慨地

将鱼递到我们手中。

那天的鱼比拽掉我臼齿的带鱼还要鲜

美，母亲的手艺和李泰山母亲根本不能相提

并论，黄河柳鱼在母亲手中简直就是白水煮

鱼，可我仍旧吃得香美无比。很多年后，在家

乡的豪华饭店再次吃开河鱼时，我依旧让人

白水煮鱼，最多放几块姜片，只有这样烹煮，

我才能真正吃出黄河鱼的鲜美来。

我和贾小贝、刘军跟着李泰山吃鱼直至

初中毕业，上高中后，由于功课繁忙，我们便

很少一起出现在护城楼，我们那个“护城楼

四人帮”的称呼，也在同学们口中烟消云

散。到中专毕业后，返回八门城参加工作，

我再次在河畔见到李泰山，他已子承父业，

成了黄河渡口的扳船汉。

那几年，黄河上的开河鱼成了香饽饽，

每年初春时节黄河鱼的价格一路飙升，李泰

山的身影在黄河岸边更加忙碌。可他仍旧

少不了叫我和贾小贝、刘军吃开河鱼。贾小

贝已是县文化馆的职员，刘军牛皮哄哄地当

上了我们八门城的局长，可只要李泰山一

叫，我们无论社会地位差得如何悬殊，都会

跑到李泰山家中吃开河鱼、喝烧酒。

“真他娘香！”贾小贝还是小时候那副德

形，他吃鱼的动作，总让我想起他在刘军父

亲担粪桶的臭气熏天中嚼干馍馍的模样。

刘军倒有点拿捏，似乎当了官的人，头

上都戴上了紧箍咒，处处装腔作势。贾小贝

说他，你这臭架子，比你老子当年的粪桶还

臭。刘军当年为蹭鱼吃，能想出拜李泰山为

师父的绝招，在官场上应该所向无敌。

贾小贝因这一点，反倒瞧不起刘军，而

李泰山却处处敬着刘军。李泰山悄悄告诉

我，他每年捕到的开河鱼，大都被刘军包圆

了，刘军人脉广，开河鱼应该是那个季节最

独特的礼品。从这一点说，刘军在我们四个

人中，是最讲义气的，至少他帮助了李泰山。

贾小贝吃得没心没肺，酒喝到最后，就

放声高歌——

白圪生生的大腿，

水圪灵灵的脸，

这么个好东西留不住个你！

几年前，黄河上游建起了水电站，八门

城一带的河面再无封冻，自然也无开河鱼一

说，黄河里的鱼也日渐减少。

有一年秋季，水电站淘沙，河水夹带着

大量泥沙滚滚而下，在沿河回水湾的地方，

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涡流，河道里的鱼顷刻

间在涡流中被冲昏了头，加之水中泥沙混

浊，鱼都翻着肚皮。人们沿河捞鱼，简直是

一场饕餮盛宴。李泰山在渡口捞起半舱鱼，

边捞边打手机，让我们到河边取鱼。

贾小贝第一个跑到了渡口，还帮李泰山

用网兜捞鱼。他们捞起的鱼特别大，有一米

多长的柳鱼，也有足足一人抱的鲤鱼。李泰

山说，经这种泥沙冲击，河里的大鱼基本全

军覆没，小鱼也在泥沙中窒息死亡。

等我到了渡口，贾小贝问我，是否还记

得那年看到的那条大鱼。我看到李泰山船

舱中的大鱼，就说，那天的鱼有这些鱼大。

李泰山说，他老子李板仓撒网捕鱼，捞了一

辈子，也没捞到今天这么多的大鱼。过去祖

祖辈辈，人们都是吃一条捕一条，经这种泥

沙冲击，河里的鱼算是彻底遭殃了。

我看到李泰山神情有点麻木，说不清是

担忧，还是可怜那些翻了肚皮的鱼。

刘军没有过来取鱼，可他在电话中却大

骂电站，说电站霸道，平时不淘沙，单等秋季

用电淡季淘沙，电站的效益上去了，可接近

泥石流的河水不仅破坏了河中生态，也冲垮

了低凹处的农田！

贾小贝在电话这头阴阳怪气他调侃刘军。

“你这大局长，应该处罚他们，至少不能

让黄河鱼绝迹了，要不等你退下来，嘴馋了，

你还得到你家菜园子里啃黄瓜萝卜去！”

也不知是贾小贝的调侃说中了刘军的痛

点，还是政府真担心黄河里的鱼绝迹，淘沙第

二年，刘军便让李泰山从外地购回了好几车

一拃长的鱼苗，让他开着机船往河里放鱼苗。

在哒哒的柴油机声中，李泰山将水箱中

的鱼苗运到河中，拧开水阀，鱼苗哗哗流进

河里，成群结队地消失在茫茫河道中……

黄 河 鱼
■ 岳占东

在新时代的深处

中国新经济文学中国新经济文学
深入生活，才能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