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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点40分，闹钟未响，而我却已毫
无睡意。今天是小区核酸检测的第二天。
如果不能挤在早上做完核酸，势必会经受
日晒的洗礼。想想昨晚，邻居描述的三、四
百号人排成的长龙，不禁生出一些担忧来。

看看睡得正香的女儿，狠狠心，把她拽
了起来。她显然没有睡足，睡眼惺忪，很不
情愿。当我说明了厉害关系，她只得无奈地
选择了起床。幸好，昨晚已经准备好一切：
两张身份证、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一本杂
志、手机。为了检测时能够节约时间，我们
提前做了一些攻略：身份证怎样拿才能很快
扫描到相关信息；电话号码要写在纸上，防
止人太多，工作人员听不清……这段时间，
朋友圈里常会看到五花八门的核酸检测攻
略，什么核酸检测十件套、核酸检测最快的
方法、核酸检测切记这个细节等等。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出发了。时间已是
5点10分，料想着队伍必定不会短，脚下不禁
加快了速度。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楼下，骑上
久已不开的电瓶车，飞快地向检测点奔去。
时间还早，小城一片宁静，太阳还没有升起。

风迎面吹来，竟也感觉到了一丝凉意。
远远地，便看到了检测的帐篷、检测的

队伍。粗略地估计了一下，也就几十号人，
不免舒了一口气。停好电瓶车，根据喇叭
里的要求，排队等待测温。队伍中，有年迈
的老人，坐在家人带来的椅子上。随着队
伍的向前挪移，时而坐下，时而站起。在来
之前，想必老人的子女也是做了不少功
课。担心老人身体，才有了这温馨的画面。

“琪琪，你们也来了。”一个熟悉的声
音，响起在耳畔。邻居老太也在排队的人
群中。她比我们来得还要早。“要扫二码，
怎么扫啊，我不会啊。”女儿听到呼唤，走过
去，拿起老太的手机，三两下就打开了行程
卡和苏康码，对于她来说，这可是小菜一
碟。老太不住道谢，女儿一脸害羞，回答着

“不客气，不客气。”回到队伍中，继续排队。
“老公，你到哪里啦？快要轮到我了。”一

个体态丰满的中年大妈，语气中藏不住的焦
虑。原来，她已经做过核酸，这次是为老公来
排队的。不一会儿，一个全身黑衣、黑裤，略
带啤酒肚的中年男子出现在视线中，他一边

询问着女人其他亲友的检测情况，一边让妻
子回去再睡会。女人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
欠，“嗯，那我先走了”，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不远处，一个和女儿差不多年纪的姑
娘，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她看得那么投
入、那么专注，似乎已经忘记这是在核酸检
测现场。看到动情处，还会读出声来。这
是一个多么惜时如金的姑娘，一丁点儿时
间都不愿浪费。身后的母亲，不时提醒姑
娘，跟上队伍，不要落下。女儿似乎受到了
启发，马上拿出了包里的杂志，读了起来。
阅读，让等待也变成了一道风景。

“请大家自觉保持一米距离。”一位穿
着蓝色T恤的工作人员大声提醒着。于
是，人们迅速调整起来，沿着地上贴好的红
色小脚印向后退去，队伍一下子拉长开来，
也变得整齐起来。“大家一定要按顺序，如
果一个人错了，就要连累很多人重新再
做。请大家务必注意。”工作人员重复着，
提醒着。嗓音中有一丝沙哑，一丝疲惫。
一天当中，他得重复多少次相同的话语，重
复多少回相同的动作。我不禁对眼前的这

些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肃然起敬。
终于轮到了我们，递上身份证，白衣天

使认真地扫描着。透过厚厚的防护服，我
无法看清她的脸。那熟练的操作，一遍一
遍，不厌其烦。想着昨天他们加班到晚上
10点，今天凌晨 4点又准时来到了检测现
场，除去路途上往返的时间，真正休息的又
能有几个小时呢？脑海中浮现出朋友圈中
看到的一幕：一位白衣天使在局促的小箱
子里，睡着了。那是怎样的疲惫，才会让他
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倒头就睡。为了
保证核酸检测的速度，他们起早贪黑，与时
间赛跑，为检测工作按下了“加速键”。

检测现场，没有大声喧哗，没有拥挤嘈
杂。人们队伍整齐，秩序井然。认识的、不
认识的，互帮互助，其乐融融；工作人员细
心核对，一丝不苟；白衣天使忠于职守，连
续作战。在新冠病毒依旧蔓延的今天，我
们感受到了满满的安全感，这是爱给予我
们的力量：家人之爱、朋友之爱、工作人员
的爱、医务工作者的爱……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一路有爱守护。

《菜根谭》说，“触物皆有会心处。”我们
去读书，目的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澄澈的心
灵，心中存有一片光明。但是，光去读纸上
面的东西，不去接触事物，也很难对书中的
道理有真正的心灵神会。

在古人看来，鸟的声音和虫儿的鸣叫，
都是他们传达情感的方法；花的艳丽和草
的翠绿，都是体现着道义的纹饰。猛一看
这两句话，好像是文人在雕琢，而事实上它
折射出我们生活中做人的许多道理。

老家乡下，许多人家在家前屋后长了一
些果树。成熟了就拿到市面上去卖。这一
段卖的最多的就是梨子和桃子。人们在这
个季节最多的就是享受桃子和梨子。但是
平时却很少去欣赏它的花朵。邻居家桃树
的花朵虽然鲜艳，花期比我家的海棠花还要
长那么几十天，但是它怎么也比不上我家屋
后苍松翠柏的四季常青。邻居家梨子虽然
甘甜，但好像也比不上我从网上买的橙子隐
含的芬芳。做人也是这样，不要看到一时的
成功就认为是永远的成功，有些成绩是稍纵

即逝的，相反清淡的韵味才能维持长久。
老家有人听说今年西瓜价格上涨了。

有一户人家为了抢市场，把没有成熟的西瓜
先摘了，但不被市场认可。过了几天上市的
人家，卖的价格比他家高好多，他后悔不
已。其实，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瓜熟蒂落的
道理。瓜果熟透时自然会从瓜蒂上脱落。
我们做人也要完全尊重自然的契机。时机
没有到，你再使出浑身的解数也没用。今天
早上去做核酸检测，有一位身强力壮的高个
子非要插队，也不遵守一米距离的规定，被
工作人员劝道排到最后，他迎来了很多鄙视
的眼光。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即使
你一时抢到了，最终也不是你的。

有两户人家同时到邻县的花木市场买
回了花草和地景树，一户人家的花木树叶
茂盛，繁花似锦。而另一户人家的花木半
年之后变得枯枝稍条，奄奄一息。是什么
原因，原来基肥下的不足，活虫也没有管
好。“心者后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叶荣
茂者。”我们做人也一样，没有牢固的根基

不行，善良的心地才是子孙后代的根本。
我有一个小时候的同学，在他家住宅的

东侧有一块水面，面积不是很大，估计也就两
三百个平方。很多年前我去过那里，养殖鱼
虾很是热闹。如今他年纪大了也不想去折
腾了，他让儿子买来一些水面清理的药物，
保持水面的清澈平静，在水面四周杨柳树的
下面，放了几块石头。天哪！在这个断腕之
地也可以欣赏到山水间无尽的景色。夏天，
他躺在河边树荫下的竹躺上看书，悠悠自
在。不需要舍近求远，去购买什么山水别
墅。生活的情趣并不在于事物的多少。“得趣
不在多，盆池拳石间，烟霞俱足；会景不在远，
蓬窗竹屋下，风月自赊。”诗歌不一定在远方，
能使人意会到的美景不一定在远处，即使处
于草房竹屋之下，也可以感受到清风明月。

夏天，人们最愿看到的是彩虹，是多么
的色彩斑斓，它会让你领会到，这个世界是
由各色人等组成的；秋天，人们最喜欢欣赏
的是变化无穷的蓝天白云，因为它也能让
人悟出其中的玄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每当我听到田野里那有板有眼的蛙声，会
觉得声音特别的清脆和悠扬。感谢父老乡
亲所做的一切，让这里变得更加生态了，人
和动植物更加和谐了。否则，我就没有办
法辨别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睡觉。

我喜爱城乡二元机构的生活，多谢父
母把我生在农村，在乡下给我留下了一个
单家独院的生活空间。在城里打死也买不
起那单家独院。在喧闹的城市里生活，儿
时所记着的事情，往往会淡忘。当自己回
到环境清静的乡下，几十年前所遗忘的东
西，仿佛又浮现在眼前。一个人如果有安
静和浮躁之分，就会出现昏聩和惊喜这两
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老家的河水虽然还不能有清澈见底的
如愿，常在河边走走，却听不到淙淙的流水
声，还是有那么一点寂静的趣味。任凭天
上白云的翻滚，而云彩却不会觉得受到了
阻碍。如果抛开了自己，让天地化育万物
的本性，再去眺望远方的天际，那里还是一
片无限的生机。

●

●
心 有 翡 翠

再短就是拈花而笑了
□ 汪益民

1
问题，遗忘，希冀
我有这三样现成的东西。

2
只有你的词汇触摸了无，
你才回到语言之家。

3
用语言命名的真理都是
白纸上的不平行线

如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所相非相，即见如来。

叔本华写下：对一个人而言
假如他看见的众人与万物
都不曾时时看上去仅仅是虚象与幻影
他就不是一个拥有哲学才能的人

2500年前与200多年前的两个说法
终于在一个飞雪的黄昏
伴随着一列隆隆而过的绿皮火车
在我书房里我的眼中，奇妙地相交

4
这么久远
你我早该相互倾慕了

这么久远，时间只管促成
从来不加提醒

5
刚一用力，刚才还在手边的一首诗
就这么无影无踪

留下窗前一阵风
刮来一场毫无必要的
沉闷夏雨

6
摆脱孤独的最佳办法
是让孤独纯粹起来

7
你写下的每句话都是成立的
对于彼岸，却是泥牛入海

8
我将告别你们，再不诉说，也不回答
连我起码的礼貌、应酬也也一同带走
连同我的宗教，我的立场
还有爱恋，性，美学，疾病
也一同带走

对不起，亲朋们
我让你们看着我一言不发的样子
拿我没什么办法。

9
万物一停止否认，我立即会觉得，
他们有高底起伏，四面八方，过去现在未来
我总是忘记了世界本无分别

10
言说，只是发出声音
这个声音也在提示发声者：
存在者与存在之间
有着巨大空间可供回荡

11
任何按键都现成
时间不对，地点有误
真理不接电话

12
耗费那么多车票与人生
都是为了概括死亡

13
我们都是认真的修补匠
为了梦境更连续稳定清晰
为了连我们自己也信以为真

14
实在没办法再写短了
再短，就拈花而笑了

白露才过，秋分又至。夏装还
未褪去，秋已过半，池塘里睡莲正吐
露芳华，桂花已然芬芳四溢。季节
的更迭是温和的，悄然的，叫人不知
不觉中迈入了新的时节，适应了变
化的温度。如同一个人不经意间迈
入中年，那些属于青年的热情、浪漫
尚未远去。秋分，把季节一分为
二。中年，把人生一分为二。此后，
冷暖有别，动静分明。

书上说，秋分有三候。
一候，雷始收声。秋分以后，下

雨却不会打雷，再也不用担心夜晚
会被惊雷吓醒，季节的收敛是上苍
的一种关怀。人到中年以后，也会
多了一份淡定、从容，不再遇事就如
电闪雷鸣、吵闹喧哗，更愿意独自消
化，泪水不轻弹；看惯春花秋月，夏
雷冬雪，中年以后，也不再轻易被打
倒和吓到，面对生活中的雨打雷鸣，
更多了一抹风轻云淡。

二候，蛰虫坯户。秋分过后，昼
短夜长，天气渐冷，一度活跃的小虫
开始蛰居洞穴，静候冬雪。人到中
年，戒了一些爱凑热闹，人云亦云
的喜好，更多的时候，选择宅在一
方小屋与自己静静对话。因为深
信，求人懂，求人怜，不如倾听自己，

悦纳自己。如同秋蝉，经历了整个
夏天的呐喊求爱，渐渐学会沉默，接
受孤独，偶尔发声也是稀疏喑哑，不
再魅惑。

三候，水始涸。中秋后，雨量减
少，天气干燥，一些沼泽及水洼处便
趋近消瘦干涸。人也如此，中年过
后，皮肤不再水润，眼眸不再清澈，
头发也消减干枯，水做的女人更是
人如秋水清瘦，但也别有一种风霜
洗礼后的清雅与高冷，似秋风中的
竹子骨骼清癯。

秋天也是丰满的，靓丽的，喜悦
的。经历过春种、夏长，秋收自然是
有的。掰玉米、收高粱、割谷子、刨
花生、挖红薯、摘果子，欢乐的笑声
里弥漫着甜蜜的欣慰。人到中年，
大凡家庭安稳，事业成熟，经济和社
会地位也有了一些积累。岁月打磨
和沉淀后的生命显得更加成熟、厚
实、沉稳。如同秋收的果子，汲取过
日月精华，经受住冷暖虫害，越发的
饱满甜郁。

中医讲，秋风来袭，寒凉渐重，
秋分后要养生。人入中年更需要养
生。一要防燥，驱体燥，更要祛心
躁，饮食清淡多喝水，安神养心多静
处。生命需要顺应季节更替，年轮

转换，坦然面对世态炎凉。永葆乐
观，畅达心情，或许是最好的养身之
道。有道是：“平心拾得三分闲，定
要看落花听雨，闻果香赏残荷，念旧
事踏秋林。登高独行，迷失不知归
途。”人到中年恰秋分，那些沉甸甸
的回忆，绚烂、芬芳，犹如一树丹桂，
香远益清。待到繁花落尽，才幡然
悔悟，那凋零的不过是擦肩而去的
流年罢了。所以，更愿在这个时节，
误入季节深处，沉醉不知归路。

其实，一路走来，每个季节都留
有缺憾，每个故事都黯然神伤。情
感虚实，光阴明灭，要做到清醒自
持，实属不易。你想要的未必属于
自己，你得到的却未必是所期待
的。回首经年，曾经一起听过雨，一
起赏过月，一起看过海，一起聊过诗
书的人，也许早已离心远去。抑或
有些记忆是挂在枝头的果子，一时
间甜蜜芬芳，熟透了也会零落。

当生命的秋分如约而至，一切
都将归于平淡，一切都将回归本
真。季节流转，岁月轮回，一茬儿
青，一茬儿黄，春华秋实，夏花冬雪，
都是上苍赐给我们的礼物，唯有悦
纳，方得欢欣；唯有懂得，方得美
丽。愿秋尽冬来，依然温暖相随。

弘扬最美精神弘扬最美精神
构筑道德高地构筑道德高地

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 王小丽

小 城 大 爱●

●
陌 上 花 开

（上紧接第一版）本县其他未封闭港口、临时停泊点、港汊一
律不允许停泊渔船，沿海各镇（区、街道）按属地严格管理。

进出本县小洋口、刘埠港渔港非渔业船舶参照执行。
七、严禁“三无”船舶出海，所有“三无”船舶应自行

到镇（区、街道）办理登记或自行拆解。
八、远洋渔船按照口岸部门有关疫情防控规定管理。
九、违反本通告规定的，按照《南通市海洋渔业船

舶违规记分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法律法规从严从
重处罚，追究船东、船长等相关人员的责任。

十、广大人民群众要积极检举违反本通告的行
为。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给予最先举报人 1000至
10000元的奖励；重大线索的，给予10000至50000元奖
励；特别重大线索的，给予100000元奖励。多人联名举
报的，按一个举报线索奖励。

举报电话：110（如东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
95110（南通海警局），0513-84901056（南通如东海事
处），0513-84519595（如东县海上搜救中心）。

如东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1年8月16日

如东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