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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人的秋天，正是水稻扬花成熟的季
节。那天，我回了一趟老家，看见老家屋后
一块不大的稻田里嫩黄的稻穗在夕阳下散
发着满满的稻香。然而，闻着稻香，便想起
了父母……

有一年冬天，我家在居住的老庄基前
建了一个新庄基，并在新庄基上面盖了三
间新房。来年的春天，父亲见老庄基不利
于耕作，就对母亲说，不如把屋后的老庄基
整成平地，种块水稻吧？母亲听了很高兴，
我自然更高兴，拿着小铁锹和父母一起用
了几天时间把老庄基整成平地。母亲问父
亲屋后没有农田，水从哪里弄呢？父亲笑
着说，春节前已跟村里的杨木匠说过了，帮
我们家钉部小水车。哈哈，看来父亲早有

“预谋”。
初夏一大早，父母就把新钉的小水车

架在屋后的河里，然后踩着水车，那清澈

的河水便被水车踩进那块田里。父亲说庄
基改的这块田，足有半亩，能收二三百斤
稻，是计划外的粮食，十分珍贵。田里蓄
满了水，父亲兴冲冲地买来了糯稻秧苗，
母亲喜滋滋地把它插下去了。我就天天跑
到屋后，看田里的秧苗，盼着它们快快长
高。有时放学我会走在村里栽过秧的田埂
上，心里很着急地向我家屋后稻田走去。
一边走一边侦察着村里稻田里的秧苗长势
和水位高度，想作下对比。父亲知道后
说，别管它，只要田里有水，随着气温上
升，它就会长高。真的，几场雷雨过后，看
到屋后田里的秧苗绿油油开始发叉变粗，
很是高兴。我常常站在屋后看父母给稻田
施肥、除草。有时禁不住那份欣喜与诱惑
而下到稻田，当看到麻黄盯在腿肚子上吓
得哇哇大哭，引得观看我除草的小伙伴一
阵哄笑。

千盼万盼，终于糯稻在我望眼欲穿
的等待中抽穗扬花了。从穗尖到穗尾，
稻花就轻盈的开着。稻花很小，只有半
截米粒大，它的颜色像大米，就孕在密密
的稻穗中，一串稻穗一串花。稻花开了，
每天吃过晚饭，当夕阳染红天际的时候，
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准会来到稻田边，坐
到水车上，悠闲地抽着烟，然后弯下腰，
伸手摸着近处的稻穗，就着稻花，细细的
嗅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露出了丰收
的笑容。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割稻正当时。
父母趁着天还未亮，就把田里的稻割倒
了，捆成稻把，用板车拉到打谷场上，脱成
稻谷，扬净晒干后，专门碾了一袋糯米，给
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每家分了几斤，自家才
开始尝鲜。此米晶莹剔透、饱满圆润，煮
出的米饭吃在嘴里糯糯的、香香的，让人

永生难忘。
从那时起，我家的半亩田，种出的糯稻

便成了我们餐桌上的美食。后来我参加了
工作，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可每到霜降的
时候，父亲总是坐班车为我们送来一袋新
鲜的糯米，即使自己不便，也要请人捎带。
要过春节了，父亲会给我们送来晒干的糯
米面。他说，我是吃着半亩田里种出的粮
食长大的。

几十年来，老家半亩田种出的糯稻从
未卖过一斤，父亲总是把糯稻碾成米，送给
左邻右舍，送给在城里生活的亲戚和儿
女。可就在前年，父亲却得病走了，那时，
正是八月收稻的季节。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快到中午
了，我仍然舍不得离开我家的半亩稻田，蹲
在屋后的田埂上，双手捧着稻穗，细细地体
味着那浓浓的稻香……

农村没有路，致富有难度。“四好农村
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总结提出、领导
推动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德政
工程。

家乡路的变化，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
缩影。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家乡的路全是泥
路，高低不平，人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
走起来摇摇晃晃。特别是遇到下雨天，泥
路积水成河，行人走在上面真的是寸步难
行。许多人因事外出，不得不光脚行走在
泥泞的乡间小道上，一步一滑，一不小心就

摔倒在泥水里。偶遇自行车雨天外出，因
两个车轮塞泥转不动，车主只好将自行车
扛在肩上行走。人们都为晴天一身灰、雨
天一身泥而叫苦不迭。

改革开放以后，家乡的路面渐渐拓宽
了，并铺上了砂石，泥土路变成了砂石路，
我们的内心别提有多高兴。农业机械行进
在砂石路上，可以直接开进田间作业，人们
出行不再要在泥泞小道跋涉，下雨天也不
再有自行车骑人现象。

十三五规划期间，家乡的路又有了大
变化。过去的砂石路发展成了水泥路。据

不完全统计，仅我的老家孙庄村，全村就修
筑水泥路 63公里。道路的畅通，拉动了经
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村子里的特色蔬菜园
内，一年四季都进进出出着各种各样运送
蔬菜的大卡车；今年秋天，智能大棚里的

“阳光玫瑰”葡萄成熟了，一辆辆货车就停
靠在大棚旁边的水泥路上，等待装货。如
今，孙庄村已经有90%以上人家购买了小轿
车，一家人出行，行进在水泥大道上，谈笑
风生、其乐融融。

时代在飞速发展，家乡在日益进步。
前天回老家，刚走到村口，我被眼前的一幕

惊呆了，离开家只几天，家乡的水泥路已修
成了柏油路。那天正逢孙庄村“开心农场”
开园典礼，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行走在柏
油路上，再也不要担心路面有水坑了。望
着柏油路上来来往往、呼啸而过的汽车，我
浮想联翩……。

家乡的路，伴随家乡人民经历了风风
雨雨，见证了家乡的发展、家乡的进步、家
乡的繁荣。

如今的家乡路，成了家乡人的幸福路、
致富路、小康路。我愿家乡的路在持色田
园乡村建设中越来越宽阔，越来越光明。

“争论”是有益的，两人或两人以上对
同一话题展开讨论以达成共识共同提高自
已思想和认知水平，这本身是件利人也利
己的好事。但我们老年人要真正融入现实
生活并参加多层面话题的争论是相当困难
的，其障碍有年龄差距，认知差距，关健是
思想差距。老年人多为谨言慎行，观点较
为守旧，语速也慢。中青年则反之。以我
为例，我一生以报纸为友，电脑为伴，工作
之余喜欢舞文弄墨，信笔涂鸦，偶有拙作
见诸于报端。而且还做个多年语文教师应
该属于能说会道的人，但我与我孙子海争
论问题时，我总是胜少败多，我想方设法
引经据典去说服他，他却用网络语言忽悠
我。他是个已毕业四年的大学生，当然不
服输，最后送我一句话＂代沟＂拂袖而
去。气得我两眼直冒火星，老太婆送来一
杯凉茶，满脸挂着无奈的微笑，可能她心
里一定在骂我自作自受。我只好用苦笑回

应她，承认老年人和青年人争伦属心里自
残，玩不得。

我们老年人真正与人争论的机会也
不多，和朋友碰面在公园楼阁谈谈心，与
邻居晨跑说说话这是正常交流。但有人
喜欢在小区老人休息室自带茶水围桌而
坐津津乐道相互交流小道消息或左邻右
舍路边新闻，有时还因对某事件的认知不
同而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还有人到
老人活动中心参加活动碰到话题情不自
禁地参于其中，各抒已見，甚至把争论推
向争执。一＂执＂就要激化矛盾，使争论
完全变味，围观者看笑话的有，帮腔的有，
留在肚子里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有。这
样做将会造成当事人暂时或后期的心灵
和精神创伤。 我的朋友对我说：人老了
一张嘴两大功能吃饭说话，依照你的逻
辑,说话这个功能要停摆了?我捧腹大笑
说，说话和争论性质不同，平时讲话是正

常语音交流，是轻言巧语，和风细语，健身
养体的鸡煲汤。但争论带有明显的挑战
性，刺激性，若遇此类场合我奉劝老人们
敬而远之，即使有友人盛情相邀，最好也
要宛言相拒。中医说老人火气大会伤脑
伤心伤及脾肺肾。

我想到了老年人的养心。养身先养
心。养心第一要素是忍耐。忍字拆开拿掉
一点就是一把刀插进心里，刀插心人能活
吗？所以碰到亊要悠着点，耐着点，忍耐有
短暂的痛苦但得到却是甜蜜的结果。古人
云，亊不三思终有忧，人能百忍自无悔。心
境开朗的人都比较长寿。但人总是有脾气
的碰到有些亊确实忍无可忍，这是要劝自
己，讲究方法，以退为进，不能操之过急。

忍耐和淡定有共性，但在实际生活中
忍耐有強制性而淡定有灵活性。首先对死
的淡定。有生必有死，人死是非常正常的
亊。但社会上有不少的人怕死，俗话说宁

在床上挨不往土中埋。我曾经在阎王殿前
走过三回。一次在上海马陆遭遇车祸，被
送到上海华山医院抢救，因深度昏迷被送
进太平间，待我老伴一到大哭一场，突然我
一动又醒过来了，奇哉！第二次车祸，全车
（小车）五人，两个断手两个断腿，我连一根
亳毛也没有损伤，怪也！第三次十五年前
在上海开肺癌，请的是亚洲补肺第一人，全
国十大肺癌专家第七名姜格宁教授执刀，
在手术台上开了四个多小时，28天出院痊
愈了。所以我们不要把死老放在脑里纠
结，现在年龄大了消化系统功能减退，要因
人而异选择高营养的食品进行补充，以增
强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延长寿命，切忌挑
食，饱食，少吃多餐，冷暖适中。此外，多活
动。不可久坐久站久躺。根据各人年龄体
质选择适合自已活动内容，活了一辈子不
能留下一本糊涂账，该处理的也可趁大脑
清醒时着手处理，不能给后代留下诟病。

天空中划过
最闪耀的神舟

□ 丁康权

我们静静地期待着
酒泉发射中心在奔腾、在欢呼
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
在万众瞩目下进入神舟13号机舱
敬毕军礼
进入倒计时
2021年10月16日零时23分53秒
神箭开始点火发射
火光与月亮在黑夜中穿肩而过
整个画面形成靓丽的风景线
船箭分离
太阳板展开
三名宇航员愉悦地玩弄手中失重的笔
打开面窗的自信
与北京确认进入350公里高空的指令
闪耀的星星圆满地进入宇宙空间站
回眸神舟5号的杨利伟“一人一天”
到如今出舱技术飞控分布模式
180天的T字型空间生活
将给世界展示大国的航天神威
在今夜
我和神舟箭指浩瀚长空

重阳叙（外一）

□ 石教耕

（一）

罕见天宫不往常。
三晋惊慌，恰是重阳，
风狂雷激泡黄湯，
山体滑坡，畜死人伤。

上下同时速解囊。
铁血军民，逆水担当。
顽强无我救援忙。
十指连心，共筑安康。

（二）

军旅生涯驻海南。
他每重阳，傻笑童顽。
虽为团长爱聊天，
千里归家，万谢师传。

域外侨胞盼过年。
挚友交流，压岁余钱。
携妻来访更心欢，
明说國情，暗语艰难。

盛赞神舟十三号
发射成功

（一）

国庆牛年又启端，
令传火箭射蓝天。
三英速返太空站，
六月深究宇宙间。
生物栽培优选种，
惠康调理创新篇。
蓄谋良策鸿图展，
不畏艰难永向前。

（二）

太空有站世通天，
侦察无双俯视鲜。
守卫边疆防导弹，
攻击山水卧藏奸。
家國正义三拼战，
野虎侵呑四吐还。
若要小康同命运，
韬光大略必争先。

现今的如东县政府城中街道，实际相当
于过去的掘港镇。在欢庆重阳节期间，街道
党总支组织党员和退休干部参观了“三河六
岸”展览馆，以音视频全方位介绍了“三河六
岸”项目建设情况。展示如泰运河、掘苴河、
掘坎河是“一横两纵四片区”城市水系总体
格局中主要河道，三河连动着老城区。河道
总长15公里。为了挖掘如东历史文化形成
特色景观节点，将地域特色文化渗透至城市
各个角落，打造文化底蕴深厚的名城。

关西嘴公园位于如泰运河、掘苴河交

汇处，公园以“扶海成洲”为来源，通过灯光
设计及体验互动，带来社会、运营效益，成
为如东特色的地标。

老人们从“三河六岸”展览舘岀来，走在
“三河六岸”项目收尾工程的景观带里，各种
花卉树木错落有致，林荫大道、健身广场、休
闲、观赏、文化娱乐场所，让老人们感到就象
走进公园一般。他们脸上都露岀甜美笑容，
走起路来更加精神焕发。他们边走边议论，
县城老掘港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漂亮
小区一片连着一片、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一

栋挨着一栋，一条条宽阔的柏油马路四通八
达，一辆辆自驾轿车不分昼夜川流不息，每
个小区树木青绿，各种花卉四处飘香，环境
卫生专人打扫，垃圾分类专车拖走，小区大
门有保安看守，房顶摄像头监控不法分子一
举一动，确保居民生活幸福安康。这一切的
一切，使离退休老人感受到党的恩情深，政
府关愛多，幸福不忘本，永远跟党走。

近几年来，城中街道在掘港实验小学
对面浅水湾北侧，建起一座“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大楼，里面玩乐项目齐全，有会议室、

棋牌室、阅览室、健身房、还有歌舞厅等应
有尽有。老人们参观后，为有如此漂亮的

“离退休老干部活动中心”而流连忘返。参
观游览结束后，东道主召开了经济社会发
展形势通报会。城中街道负责人首先对老
干部们长期以来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
说，城中街道过去、现在、未来都离不开老
干部的关心和支持，祝愿街道老干部工作
争一流，祝愿全体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欢欢喜喜过好晚年生活，祝
愿大家幸福安康、健康长寿！

县城大发展 老人乐开花
□ 任乃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