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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讲黄鱼游得怏，是游泳健
将。黄鱼听到恭维话，交关得意，也就
骄傲起来了。

有一日黄鱼在岩礁边寻食，它在水
草丛里东一撞，西一碰，寻来寻去寻勿
到吃的。它正想另找地方，突然游来一
条虾潺，黄鱼满心欢喜：这条虾潺又肥
又嫩，正好饱餐一顿！便摇摇尾巴，飞
快向虾潺扑去。

虾潺吓煞了，想逃已经来勿及了，它
急中生智，对黄鱼说：“别急，我是给侬报
信来的，等我把话讲完，侬再吃勿迟！”

黄鱼想，我是东海有名的游泳能
手，谅侬虾潺也逃勿走。于是，傲慢地
说：“有话快讲！”

虾潺朝四周看看动静，才悄悄地
说：“侬是有名的游泳健将，啥人勿晓
得？可是，有人在背后讲侬的坏话！”

“啥人？”
“箬鳎。它讲啥人也呒没见过侬游

得最快，游泳健将是吹牛！”
黄鱼气得咕咕叫：“啊，它胆敢在背

后讲我的坏话？”
虾潺火上加油，说：“是我亲耳听见

的，它还讲要和侬比个高低！”
黄鱼说：“丑箬鳎，走路一摇三摆，

敢和我比？勿是我吹牛，我闭上眼睛也
比它游得快！”

虾潺故意用话激它：“侬千万勿可
大意！”

黄鱼说：“我讲话算话，从勿反悔。
侬去告诉箬鳎，要是它比输了，莫怪我
对它勿客气！ ”

虾潺连忙讨好地说：“好，我去告诉
箬鳎，约定比赛日脚。箬鳎自勿量力，
是要给它点厉害看看！”

黄鱼勿耐烦地喊着：“少噜嗦，快
去！”

虾潺尾巴一晃，溜走了。它边游边
暗自庆幸，亏得嘴巴活络，今末总算逃
出一条性命！虾潺东游西寻找到了箬
鳎，便大惊小怪的喊着：“箬鳎，侬闯大
祸了，勿知是啥人，在黄鱼面前讲了侬

的坏话，黄鱼到处在寻侬，要跟侬算
帐！”

箬鳎一听，魂灵吓出，苦苦哀求虾
潺帮忙。蚱潺说：“我在黄鱼面前替侬
讲了蛮多好话，可黄鱼勿肯歇，一定要
和侬比个高低。还说它闭上眼睛同侬
比，要是侬比它游得快，它就饶侬！”

箬鳎还是勿敢比，求虾潺去说情。
可是虾潺说：“黄鱼闭上眼睛游勿快，也
许侬还会赢。要末，只好在这里等
死!”箬鳎想想呒没别的办法，只好答
应了。

比赛开始，黄鱼紧闭双眼，一个劲
地往前游。箬鳎使出浑身的力气，还是
远远落在后面。虾潺一看，便虚张声势
地大喊起来：“箬鳎加油呀！再加把劲，
便能赶上黄鱼了！”观众也跟着凑热闹，
齐声呐喊起来。

黄鱼听到喊声，以为箬鳎真的赶上
来了，心里一慌，游偏了向道，只听见

“轰”一声，一头撞在岩礁上，撞得头破
血流。后来虽然治好了，却结了一个大
疮疤，变成了癞头黄鱼。

癞头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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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乌贼与花鱼①是
隔壁邻居。乌贼长得圆滚
滚，像只鹅蛋；花鱼，长得又
扁又圆，还拖着一条尾巴，像
把蒲扇。它们都呒鳞呒甲，
精光滴滑，老是受别的鱼欺
侮。

有一次，乌贼对花鱼讲：
“阿拉去求求海龙王，要是能
赐阿拉一件护身武器，多好
啊！”

花鱼高兴地说：“好，你
聪明，能说会道，还是你去
吧！”

乌贼交关活络，它到了
东海龙宫，在龙王面前叩头
拜脑，好话讲了交交关，龙王
看它苦怜相，赐给它一支箭，
插在头上。乌贼得到这支
箭，高兴煞了，它向龙王拜了
再拜，谢了再谢，便回来了。

花鱼看见乌贼头上插着
一支箭，青光闪亮，它忖，这
一定是龙王赐给乌贼的，龙
王也一定会赐给我一件护身
武器了。可是，等了老半天，
乌贼呒没拿出来，一问，才晓
得乌贼呒没替它求情，乌贼
还责怪它，那天勿该勿去。

呒没过多少日脚，乌贼
就霸道起来了，老是用箭去
刺那些小鱼小虾，有辰光，连
花鱼它也勿卖帐。花鱼心里

勿服，对乌贼讲：“过去阿拉
呒没护身武器，老老受别人
欺侮，现在侬有了这支箭，咋
好去欺侮小鱼小虾？”

乌贼火气大，粗声粗气
道：“过去是过去，现在我有
箭，你有伐？你来教训我！
那好，我也让你尝尝这支箭
的厉害！”于是，它竖起头上
的箭，猛朝花鱼刺去。花鱼
晓得不妙，转身想逃，可惜，
已经来勿及了，利箭正好刺
进它的尾巴，刺得交关深，
花鱼痛得“喳喳”叫，乱颠乱
逃，只听见“喀嚓”一声，利
箭连根折断了。

乌贼的箭断了，交关着
急，它又奔到海龙王那里去
哭诉，还扯乱话，说花鱼夺走
它的箭。龙王勿明真相，下
令把花鱼抓来审问，花鱼把
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一
遍。龙王看看花鱼尾巴上果
真戳着那把箭，气得眼乌珠
弹出，命令左右，把乌贼拖下
去痛打了一顿，又将花鱼尾
巴上的箭调过头来，转赐给
花鱼作护身武器。从此，花
鱼尾巴上就有了这支利箭，
啥人也勿敢欺侮它了。

乌贼呢？让海龙王结结
实实地打了一顿，把肚肠心
肝都打黑了，所以，它老是要
吐黑水。那截折断的箭柄，
一直留在嘴巴里。

①花鱼：即魟鱼。

乌贼与花鱼

讲述：陈定法
记录：顾维男

田鸡和乌贼本来是好朋
友，都生活在海里。田鸡有
喷墨的法宝，碰到大鱼，呼一
喷，趁大鱼看勿清楚的辰光
好逃命。乌贼有两根长须，
遇到水急浪高，用须一戳，像
船抛锚，好保牢性命。

有次，乌贼向田鸡借喷
墨法宝。田鸡想：好朋友要
借嘛，总得借！乌贼借来一
甩，哎！交关灵。碰到大鱼
一喷，四周墨漆黑，就好趁机
逃命。后来，田鸡要乌贼还
法宝，乌贼勿肯。田鸡看在
好朋友份上，对乌贼讲：“乌
贼哎，喷墨法宝侬勿还也算
了，要是遇到水急危险辰光，

侬要借一根须给我抛抛锚。”
乌贼—口答应。

这日，真的碰到水急浪
高了，乌贼把两根须稳稳抛
在海底。田鸡一看，讲了：

“乌贼哎，浪介大，水介意，快
借根须给我吧！”

乌贼讲：“田鸡哎！我自
己性命都保勿牢，咋好借给
侬。”

田鸡借勿到长须，被急
浪冲走了，在旋涡里翻，在礁
石上撞，弄得半死勿活地总
算爬上了岸。

田鸡真气煞。从此，就
蹲在岸上生活了。为了报
复，一看见乌贼来了，田鸡就
叫：“快抲，快抲！”直到现在，
乌贼汛一到，田鸡就叫，田鸡
叫得越响，乌贼也发得越旺。

田鸡和乌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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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潮①、鱿鱼和乌贼是好朋友，都
住在浅海里，每年秋去春来要搬家。可
是，望潮圆鼓鼓，矮墩墩，有八只又细又
长的脚手，行动勿便，对搬家最讨厌。

这年，冬天快到了，鱿鱼和乌贼来
叫望潮搬家，结伴到南方去过冬，望潮
勿肯去。乌贼讲：“南边暖和，吃得好，
住得好，等过了冬天再回来。阿拉同去
同来，路上好照应。”

望潮听勿进：“横竖明年春天要回
来，多麻烦！我勿去，要去侬拉去！”鱿
鱼和乌贼看看劝勿进，只好自己走了。

过了重阳，北风一刮，海水变冷，望
潮全身光秃秃，让冷风一刮，它就后悔
了：断命地方，介冷，早晓得这样，还是

跟鱿鱼和乌贼一起到南边去！它想寻
个地方避避寒气，东爬西爬，爬上一块
泥涂。这辰光，潮水退了，太阳把泥涂
晒得暖烘烘的，望潮觉得蛮愜意，它心
里想：这里勿是蛮好吗！亏得我呒没
走。它把脚手一伸，躺在泥涂上晒太
阳，舒服足了，便迷迷糊糊地睏着了。
等它一觉困醒，太阳落山潮水涨，阵阵
海浪泼到身上，冻得它骨骨抖，正想寻
个地方躲—躲，看见几只小沙蟹往泥洞
里钻，嗳！这个办法好，泥涂里一定比
水里暖和，它也学样挖了个深深的泥
洞，钻了进去。

天气越来越冷，望潮冻得缩拢一团，
连爬出泥洞晒太阳的力气也呒没了。整
天缩在洞眼里，既没东西吃，肚皮饿得咕
咕叫，真饿煞了，便糊里糊涂地咬起自己
的脚手来，饿了，咬几口；饿了，咬几口，

一个冬天，把脚手吃得精光。
等到春天，气候转暖。鱿鱼和乌贼从

南边回来，它们想起一个冬天呒没碰到望
潮了，便去问鲳鱼，鲳鱼摇摇头，说呒没看
见过；它们又去问鳓鱼，鳓鱼摇摇头，说勿
晓得。鱿鱼和乌贼东寻西找，突然看见泥
涂旁边，有个圆鼓鼓的东西，让潮水冲得
飘来荡去，走近一看，原来是望潮。它们
觉得交关奇怪，望潮那副又长又好看的脚
手勿见了，只留下短短的一截。一问才晓
得望潮把自己的脚手吃了。鱿鱼和乌贼
看它这副可怜相，便劝它莫难过，到下次
搬家的辰光，莫再偷懒。啥人晓得，望潮
呒没接受这个教训，到了冬天又赖着勿肯
搬家。结果，把新长出来的脚手又吃得精
光。这样，年年老样子。所以，阿拉渔民
讲：“九月九，望潮吃脚手。”

①望潮：即章鱼。

九月九，望潮吃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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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自以为个头大，乌贼自以为
会喷墨，统交关骄傲。

一次，乌贼碰见鲨鱼，看也勿看鲨
鱼一眼，挺着大肚皮，一摇一摆地从鲨
鱼面前游过去。鲨鱼火大了，别的鱼
看见我，勿是讨好，便是退避，一个小
小乌贼胆子介大！就大叫一声：“乌
贼！侬要命伐？”

乌贼一听，交关生气，便大声说：
“鲨鱼，侬胆敢欺侮到我的头上来！”

鲨鱼见乌贼如此狂妄自大，再也
忍勿牢了，便张开大嘴向乌贼扑过
来。乌贼急忙对准鲨鱼喷出一团黑
墨，鲨鱼只见眼前一片漆黑，不觉大
吃一惊，勿晓得这是啥法宝，免得吃
眼前亏，还是回避为妙，赶忙调头逃
走了。

乌贼一看鲨鱼逃走了，交关得意，
还真以为鲨鱼怕它，便急起直追。鲨

鱼一见乌贼追来，更觉心虚，误认为乌
贼本领了得，便加快逃跑。勿料，鲨鱼
逃得越快，乌贼越发得意，也追得越
快。一个拼命逃，一个拼命追，眼看快
要追上了，鲨鱼黄汗也吓出了，真是狗
急跳墙，鲨鱼急忙竖起尾巴，朝乌贼甩
过去。其实乌贼根本呒没真本领，给
鲨鱼尾巴一甩，甩出老远老远，背脊骨
也甩断了。

从此，乌贼怕鲨鱼，鲨鱼怕乌贼，
互相避让。

乌贼鲨鱼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