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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上的纤夫

□彭伟

□陈正言

刘正林

铿锵金秋行

去年国庆节刚过，我突然
接到组织安排，要去外县参加
涉 粮 问 题 联 动 巡 察 ， 为 期 40
天。犹记那天，天阴沉沉的。
我心中的那份忐忑与压力，也
如这天气一般，不经意间爬上
了脸庞。
大巴载着我们一行 10 人，
疾驰在东去的高速公路上。凝
望窗外，田间地头，三五农人
正在忙碌地收获晚花生，成片
□
成片的绿中泛黄的稻穗正在欢
快地开花、结实。我的眼前浮
现 出 魏 巍 《东 方》 中 的 美 秋 ：
“谷子黄了，高粱红了，棒子拖
着长颈，像是游击战争年代平
原人铁矛上飘拂的红缨。”我们
这一行人，不也正是一支出征
的利剑吗？
到达目的地，每天早上七
点，大家集中吃早餐，仰望天
空，月亮仍依稀可见，闪耀着
清冷的光芒。每天晚上八九
点，汇合完当天的工作、讨论
下明天的安排，如果能及时返
回住宿，大家的脸上都笑开了
花。在月亮的指挥下，漫天的
繁星如同跳跃的音符，欢快地奏响了儿歌 《太阳下班了》：“太
阳下班了，月亮上班了，下班了……”
我们在三楼西侧的一间小会议室内集中办公。那段时间
里，这是一方拥挤的、嘈杂的小世界。长方形的会议桌上，摆
满了笔记本、打印机、台账资料等，有时都感觉下不去手。东
西两侧的桌上、椅子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材料箱，有的甚至
叠了两三层。联动巡察节奏快、急事多，我们便经常全组讨
论，集思广益，细化分工，扎实高效推进工作。当遇到一些疑
难问题时，大家还辩得面红耳赤。“辩则明，思则清。”正是这
些交流与探讨，应和着每天的夕阳，透过明亮的玻璃，暖暖地
照进屋内，不仅照亮了房间，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方向……
组长个虽不高，但战斗意志始终高昂，带领我们勇往直
前。大家虽来自不同部门单位，但善于团结、勇于担当，展现
了极强的协作精神。特别是 3 名年轻小伙，肯吃苦、能耐劳，
连续 10 多天，在高高的粮仓上，洒下辛劳的汗水；在深夜的办
公室里，留下动人的身影。“人心齐，泰山移。”正是我们拧成
了一股绳，才推动了各项工作无往而不胜。
时至深秋，我们走访了一批种粮大户。他们大多四五十
岁，流转土地都在几千亩，个别的流转土地甚至超过万亩。沿
着他们的指引，田野里成片成片的黄澄澄的稻穗弯着腰、低着
头，一股成熟的气息扑面而来，数台收割机正在忙碌地收获，
数辆农用三轮车正在欢快地运输。我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小时候
的情景，每家每户基本都种两三亩地，每当稻子成熟了，全家
老小齐上阵，起早贪黑，用镰刀收割、用平板车运输、用脱粒
机脱粒，那份劳累至今仍感同身受……这与现在的种粮大户相
比，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根本没有可比性。看来，
推进产业集聚发展，才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啊。
去基层粮库实地调研，正值秋粮收购工作刚开启。广场
上，一位五六十岁、满脸风霜的大爷，开着农用三轮车正在售
卖新收获的稻谷。短暂等待后，当大爷得知稻谷的等级、价
格、重量后，原本紧锁的眉头顷刻间舒展开来，露出会心的微
笑，接过收购小票，就急忙奔向了财务室。向前望去，三排近
十米高、百十米长的现代粮库映入眼帘，令人震撼。主任自豪
地介绍说，每个大库由四个小仓组成，每个小仓可以储粮近三
千吨，一个大库就可以储粮一万多吨。平生第一次爬上高高的
粮仓，站在平整的粮面上，忆古思今，我感慨万千。
归程途中，大家脸上都露出了恬静的微笑。大巴车载 DVD
播放了一首老歌 《打靶归来》，引得大家热情传唱。那激扬的旋
律，也穿越千山万水，在祖国大地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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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字话印，她说很巧，其父劫后余
印作为遗产分给弟弟丰新枚，由于弟弟
旅居香港，这批印章暂存她处。听此一
席话，我心中百感交集。丰子恺是画
家、印人，作为缘缘堂主人，他的印章
必是精品。我素有金石癖，想起手头的
空白印谱，印缘巧合，便些许腼腆地恳
求拓印一份 《缘缘堂常用印集》。丰一
吟笑着答应。她从附近的桌上紧紧地捧
来一个盒子，从中逐一取出印章，慢慢
剥开包纸。一方方先贤旧物，跃然入

记得当年在运河边行走
两岸的河沿上
草木稀疏，瓦砾遍地
一双双穿着草鞋的脚
硬是踏出一条坑洼的小道
这是纤夫们走出来的

丰老师，倏忽从房间过来，递来一叠纸
巾，提醒我们，钤好一方，就用纸盖
上。她还让我慢慢来。我渐入佳境，顺
利将十余方韩登安、方介堪、钱君匋诸
家刻作，钤印入谱。丰老师题签完毕，
谦虚地递来两张题签“伊人旧著谈
屑”，说是供我他日选择。我又请她为
我带来的 《论 〈猎人笔记〉》 及 《缘缘
堂常用印集》 签名题字。临别前，她又
签字送上 《我和爸爸丰子恺》《丰子恺
精品漫画集》。
后来我痴迷乡史，又获悉杨同苏、
杨同芳、韩德馨三位学子创办如皋最早
的新文学期刊 《嘤鸣》，丰子恺先生给
予支持，绘制封面画 《嘤鸣》。2013 年
中，我去鸿沪上，寄上花笺，恳请丰一
吟书写“嘤鸣”二字。其间，我又去信
敦促。9 月 29 日夜晚，丰老师回函，字
里行间抱怨时间宝贵及花笺书写不便。
抱怨归抱怨，她不仅写就“嘤鸣”，而
目。她半趴着，瞪大眼睛，惋惜地忆起
且十分认真。我仔细观赏“嘤鸣”二
童年时不懂事，还用印章作玩具，在地
上画过格子，以至于部分印章丢失了。 字，不难发现她是用铅笔试写，再用毛
她又打趣地说起自己年事已高，钤印无
笔描绘，我很感刻。
2021 年 12 月 11 日下午，微信读书
力，且写字不敢随意，要去书房。如此
圈中传来丰一吟病逝的噩耗。往事历历
一来，赶鸭子上架——我只能自己动
在目，我的眼前浮现出丰老师的身影，
手。她是大人写字小心，我是小友钤印
还有其父画作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
大意。学弟递章我来盖。幸好铭记陈先
水》。丰女士悄然离世，不过丰家两代
生的教诲：看好边款，再出手。章是没
人对于如皋人的情谊，尽在“嘤鸣”
盖错，但是心粗手抖，不够严谨，印花
中。
有点位置歪斜，有点颜色不匀。热心的

河中木船张满着白帆
那条弯弯的长绳
从船头连到纤夫胸背
弯腰弓身，艰难行走
那整齐高亢的号子声
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裸露上身，古铜色手臂和脊梁
支撑着货物沉重的木船前行
河面上掀起一波波水纹
女主人在船尾把舵遥望
那憔悴的面容令人难忘
我动容：船民的生活真不易
如今，那挂着白帆的木船
早已被柴油机轮取代
河边小道早已被树木遮掩
那吆喝着高亢号子的纤夫
早已消失在岁月的烟云中
唯一不变的是
那运河水依旧日夜流淌

我的爱 （外一首）
□陈燕
没有风吹不到的角落
没有光照不到的黑暗
我深信
我的爱
亦能抵达你荒芜的心房

也被岁月涤荡得千疮百孔
我只能织件梦的衣
悠悠地把曾经追忆
好想把曾经缝进衣裳
把曾经的美好
把曾经的快乐
一针一针用心地缝进衣裳
我要把它天天穿着
仿佛岁月从未偷走曾经的

爱的挽歌

篠石古槎，丹丘逸趣。
率笔销夏，清凉自生。

我们老了
我们的爱也老了
像你我头上的白发
像你我脸上的皱纹
没有了活力
有的只是暮气沉沉
吴香洲书画

时光

曾经的山盟海誓
早已被风不知吹去哪个角落
曾经的爱啊

老了 终究是老了
头发白了
皱纹满面
那曾经的爱哟
它在风中呜咽
因为它不忍道别



聚力扬帆启新程

乘势而上勇争先

——热烈祝贺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本报评论员
不负重托绘蓝图,群策群力谋发展。经
过与会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市十八届人
大一次会议顺利完成各项预定任务，胜利闭
幕。
我们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聚民心民意，建睿智之言。代表们以
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意识，围绕
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福祉、法治建设等
方面，建真言、献良策、出实招，体现了
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担当，展示了积极作

为、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诠释了毫不动
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坚定信念。市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成
功召开，必将进一步激励和鼓舞全市人大
代表埋头苦干，提升履职为民的责任担
当，奋力开创如皋人大工作的新局面。
回眸奋进的历程，时间的年轮铭刻着
发展的轨迹。五年来，市人大认真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始终坚持服务大

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促进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始终
坚持法治思维，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进程；
始终坚持主体地位，激发人大代表履职活
力；始终坚持强基固本，提升人大工作科
学化水平，为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和民主法治高水平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展望崭新的征程，难得的机遇激励着
前行的动力。南通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

如皋要打造“跨江融合发展样板区”，为我
们加快发展指明了方向、明晰了路径。踏
上现代化如皋建设的新征程，我们唯有大
力弘扬如皋治沙精神，苦干实干、加压奋
进，立足实际寻方法、摸门道、找诀窍，
把推动发展的“锦囊妙计”找出来，把落
实工作的“绝招法宝”亮出来，才能走好
新时代的赶考路。
实干苦干铸辉煌，踔厉奋发赢未来。

回顾过去，我们同心同德，和衷共济，走
过了不平凡的历程；面向未来，我们意气
风发，豪情满怀，携手再创新的辉煌。让
我们进一步凝聚全市人民勠力同心、干事
创业的磅礴力量，不负韶华、顽强拼搏，
不负重托、接续奋斗，踏准跨江融合的快
节拍，跟上时代发展的大步伐，高质量建
设南通跨江融合发展样板区，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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