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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园 射阳河

在广袤的苏北平原上袁横亘着一条长长的河袁那就是
碧波荡漾的射阳河遥

据说袁苏北平原上原本没有这条宽阔的大河渊上游河面
较窄袁约 100 米袁下游宽处约 450 米冤遥 只因不知是哪一年袁
此地大旱袁连续几年没下一场透雨袁庄稼失收袁饥民哀号遥 为
解旱情袁河两岸的老百姓杀猪宰羊袁点着香烛纸马袁跪向老
天袁祈求老天能降下甘霖袁帮老百姓度过一劫遥 玉皇大帝为
老百姓的诚意所感动遥 虽有心降下甘霖袁 但考虑到平原旱
劫袁明显是天意袁即便降下甘霖袁也只能解一时之需袁以后的
三五百年袁此地的老百姓仍要被大旱所滋扰袁不如帮他们掘
出一大河袁以永解旱情遥于是派下一头神羊袁负责掘河遥神羊
领着一群小羊下凡袁从宝应的射阳湖东行袁身后袁一条大河
随着神羊的东行出现在干涸的苏北平原上遥 神羊每行进一
段距离袁 都要回头看一眼她领着的那一群小羊袁 每回头一
次袁宽阔的射阳河就折成一道湾袁与湾相对应的就是一块土
地肥美的尖头遥 湾上长着茂盛的芦苇袁芦苇荡里是柴刮刮尧
白鹭尧麻雀等十数种鸟儿的天堂遥 湾下很陡很深袁被急流冲
刷成的大塘里袁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乌青尧黄箭尧鳊鱼尧白条等
野生特种淡水鱼遥 神羊回头了 88 次袁 射阳河就折了 88 道
湾袁不仅冲刷成了 88 个大鱼塘袁还冲积成 88 块大尖头遥 当
地的尧外地的老百姓纷纷以同姓氏为邻进驻了这些尖头袁依
靠射阳河肥美的水袁垦殖着这些被称为董家尖尧邵家尖尧王
家尖尧李家尖尧栾家尖等等冲积平原袁从此两岸百姓袁过上了
丰衣足食的生活遥 至今袁在射阳河两岸袁还流传着几句美丽
的顺口溜院射阳河啊天赐咱袁88 道尖头 88 道湾遥道道尖头粮
棉仓袁湾湾芦荡金银滩遥

随着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袁 尤其是这些年的改革开
放袁射阳河越发变得美丽漂亮遥 她已经从只供两岸百姓抗
旱护苗的单一功能袁转身变为抗旱排涝尧养鱼育蟹尧旅游观
光等多方位全功能遥尤其是旅游观光袁堪称苏北一绝遥不要
以为射阳河仅是一条河袁似乎没什么文化底蕴袁更没什么
旅游资源袁其实袁你只要仔细揣摩揣摩袁单从她从何而来的

那个美丽的传说袁就足以让你惊讶袁让你痴迷袁让你产生一
种非得要读懂她的冲动遥

是的袁咱们盐城有丹顶鹤尧麋鹿尧大纵湖尧九龙口尧陆秀
夫祠堂尧新四军尧华中工委纪念馆等诸多旅游资源遥 当在这
些地方待久了袁产生视觉和审美疲劳时袁突然到了射阳河袁
面对射阳河的诸多美景袁你就会觉得古人说得对啊院天外
有天袁地外有地曰荒山出俊鸟袁处处有美景遥 就说金沙湖吧袁
当然了袁此金沙湖非宋辽厮杀时的金沙湖袁此金沙湖就是
紧邻射阳河的一个水泊湾头袁在阜宁县境内遥 阜宁县看好
这个水泊湾头袁举全县之力袁开发金沙湖遥 如今的金沙滩袁
已成为阜宁县标志性地名袁 不仅其旅游设施配套齐全袁而
且袁因其湾头宽阔袁河水干净袁河流平缓尧沙滩舒坦袁每到旅
游旺季袁尤其是春尾夏身秋头袁来金沙湖戏水者不计其数袁
开了苏北内河泳场之先河还在其二袁关键是有力地推动了
阜宁经济的提升遥

从阜宁河段往东袁约百里之遥袁就到了射阳河旅游的
另一个好去处袁这就是射阳县境内从四明通洋到千秋耦耕
约 25 公里河段的扳罾区遥 所谓扳罾袁大凡从事过渔业生产
的人都知道袁这扳罾的活计不论是内河还是在大海袁都很
有市场遥 在大海里扳罾袁所获大多是鲻鱼尧胖头尧鲈鱼尧条虾
之类的曰而在内河里扳罾袁所获则多是青鱼尧鲤鱼尧鲢鱼尧鲫
鱼袁偶尔还能扳到黄箭尧乌青等射阳河里的极品鱼类遥 在渔
民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袁叫野勤罾懒簖自在关冶袁那意思是
说袁扳罾需要勤快袁而簖创在河里袁你三五天拿一次也好袁
十天八天拿一次也好袁都没关系袁因为进簖的鱼尧虾抑或
蟹袁就像是进了祝家庄的盘肠道袁想跑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遥
那关大抵是创在海里的涂上袁涨潮了放下来袁平潮了鉴起
来袁落潮了被拦住的鱼虾蟹就成了渔人的囊中之物遥

从四明到千秋段袁跨河大罾不下十余处袁每逢节假日袁
尤其是旅游度假旺季袁到这儿扳罾的游客不计其数袁本地
的尧外地的尧附近的尧远方的袁游客们都愿意花上一二十元袁
扳上一罾袁一来是讨个乐子袁二来是碰碰运气遥 当电动机缓

缓拉起那巨型的跨河大罾袁 游客们就登上一只小舢板袁用
两只木桨把小舢板划进大罾的核心区袁用主人提供的网兜
把那些在罾里乱窜的各种渔获尽收舢板舱里遥 运气好的袁
一罾能收获个三五十斤甚至一二百斤袁即便是运气不那么
好袁每罾也不会少于个三五斤袁那个二十块钱花得绝对不
冤遥

有意思的是袁这大罾的主人还给游客们提供野炊的地
方遥 只要游客高兴袁就可以在岸上烧上一锅鲜美的鱼袁一家
子或一个团队捺上一个大大的馋袁那是哑巴看见妈妈要要要
没话遥 许多游客还自带小酒袁或是在扳罾旁边的小商店沽
上一瓶烧酒袁鲜鱼一锅袁小酒一瓶袁小脸喝得红嘟嘟的袁那
个自在劲真的比神仙还快活遥

射阳河旅游经济带最后一个美妙的去处就是射阳河
闸遥 射阳河闸是苏北最大的挡潮闸袁1956 年由苏联专家援
建遥在射阳河闸游玩袁最大的乐子是夕照和晚钓遥夕照袁当太
阳快要落山时袁天上一个太阳袁河里一个太阳遥 因为蒸腾的
水汽的作用袁大有野大漠孤烟直袁长河落日圆冶的美妙意境遥
晚钓袁当太阳躲进了山后袁夜幕降临袁射阳河闸两排闸灯亮
起遥 那近处的远处的土狗子因趋光性的作用飞到闸上袁落在
闸面上的不计其数遥 这时晚钓只需抓住土狗子袁穿在钩上袁
放进河里袁那河里的白条鱼见亮闪闪的土狗子野落冶在水面
上袁不管三七二十一袁冲上来就是一口遥 这时袁垂钓者只需轻
轻拉起鱼竿袁 一条条斤把二斤甚至三五斤的大白条就会手
到擒来遥 不过袁在拉钩时袁千万不能用力过猛袁过猛了袁钓上
的白条就会飞过头顶袁越过闸面袁落入下游水中遥

射阳河真个是旅游的好去处遥 近些年袁每年的游客都
呈几何级数上升遥 相信袁随着射阳河沿岸政府的重视与开
发袁射阳河旅游经济带一定会同丹顶鹤尧麋鹿自然保护区袁
一定会同九龙口尧大纵湖尧新四军纪念馆那样袁成为人们来
盐城市旅游的必到之处袁一个美丽的传说定会因旺盛的旅
游而变得更加美丽遥

悠悠东流水
李志勇

这个季节
桃李走了
梨花落了
海棠谢了
而你踏着银铃般的笑声
活泼泼地跑来了
独撑起了农历四月的
艳丽和芬芳

你是那么的顽皮
那么的热烈
那么的奔放
你们一群群
一伙伙袁一趟趟
唱着欢快的歌
在晨风里曼舞

你的美丽
足以让人
忘了一切疲倦

忘了一切忧愁
忘了一切哀伤

看到你们
就看到了爱与希望
心里的天空再次高远
再次明亮

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
你的芳香
足以让人
放下一切烦恼
放下一切纷争
放下一切虚妄

我爱你蔷薇
爱你的美丽
爱你的热烈
爱你的芳香

心有猛虎袁细嗅蔷薇
杨启华

春雨绵绵袁撑着伞走在将暮未暮的路边袁无意间被树
下一棵雨后冒出来的苦菜吸引住了袁 不由地停下了脚步袁
故乡的苦菜滋味顺着凉凉的雨丝缓缓在心头洇染开来遥儿
时袁也是在每一场料峭春雨过后袁奶奶总是会喊上在院子
里跺积水取乐的我到地里挖苦菜遥 奶奶怕我着凉袁也总是
会准备好一块长到脚踝处的透明塑料布袁 披在我的身上袁
再拿出一顶小斗笠扣在我的头上遥我蹦蹦跶跶地拎起盛野
菜的小竹筐袁和奶奶一起朝田野走去遥

雨后的田野略显泥泞袁为了安全袁奶奶总会走在前面
探路袁踏着结实的土地袁便喊我跟上曰踩着滑脚的地方袁就
提醒我走别的地儿遥 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奶奶身后袁觉得不
快活袁抱怨自己是奶奶的跟屁虫袁赌气地往旁边一踩袁结果
滑了个屁股蹲儿袁塑料布撕破了袁斗笠也摔掉了袁手上尧腿
上满满的泥水遥奶奶赶忙过来扶我袁心一急袁刚到了我的身
边袁她也脚下一滑袁摔在了地上遥 我们望着对方狼狈的模
样袁下一秒的田野上袁回荡着我俩的笑声遥

苦菜的模样很容易辨认袁细细长长的叶子袁正中间一
条若隐若现的白线袁将叶一分为二袁呈现出古老中国的对
称美学袁叶边缘还带着不规则的小齿遥苦菜有时成簇袁有时
独棵;有时是奶奶先挖满一篮子袁有时是我先装满竹筐曰有
时是我趁奶奶不注意袁 从她的竹篮子里悄悄捏走几棵袁有
时是奶奶喊一声野有山鸡冶而后趁我寻找山鸡的空当从竹
筐里夹走几棵遥 每次我们都能看出对方的伎俩袁但又总是
乐此不疲地讨价还价袁直至下一场春雨悄然而至袁老少二
人才晃悠着往家中归去遥

顾名思义袁苦菜是苦的遥但是奶奶洗净滤水后袁往往都
会给我配一碟甜面酱遥夹一筷子苦菜袁蘸蘸甜面酱袁吃在嘴
里袁丝毫没有苦味遥奶奶说苦菜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野女
郎花冶袁还是一味可以用来清凉解毒尧止痢凉血的中药遥 自
此袁我就更觉得苦菜不苦了遥

离开故土多年袁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苦菜了袁也很久没
有和奶奶一起挖过苦菜了遥超市里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有着
各种各样的蔬菜袁鲜嫩水灵遥 可是与记忆中带着泥土的苦
菜比起来袁缺少的是那个饱含乡情的雨后春日袁是那碟野苦
菜不苦冶的惦念袁是那份山高水远却又永藏心间的亲情遥

苦菜不苦
江正

也许因为是后羿射落
的太阳落在了黄海之滨袁
才有了射阳这四季分明尧
温情美丽的地方遥 而最近
的疫 情让这 座 小 城 生 病
了袁我为我们的小城委屈尧
心疼袁 但是在抗疫中涌现
出热情正义的人袁 凸显的
温暖人心的事袁 更让我感
受到 这座小 城 的 大 美 情
怀袁我深深感到院可爱的射
阳人民创造了这里最美的
风景浴

疫情让我第一次切身
体会什么是来势汹汹噎

疫情突如其来袁24 小
时袁 我们近 100 万人的小
城调成了静态模式袁 全城
的人袁豁达而包容袁冷静而理智袁果断而无
畏浴

疫情开始袁 我看到了人们的训练有素遥
学校第一时间开始在家上网课袁老师尧学生
各司其职曰所有工作人员全部到一线做志愿
者袁他们也是勇敢的逆行者曰普通百姓各自
做好居家的准备袁奶奶说人们都是大袋大袋
买米买菜袁大家都抱着能自己解决就尽量不
给政府添麻烦的心态遥 疫情笼罩是真实残酷
的袁射阳忍受了所有的不便袁默默做好所有
的准备袁抗下所有重量和不容易袁在灾难面
前袁人们真正做到了团结一心袁共赴时艰浴

疫情里袁我看到了射阳的自律遥 大家主
动戴着口罩服从野大蓝冶的安排进行核酸采
样遥 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带着
凳子排队曰腿脚不方便的家人用轮椅推着排
队曰 上网课的学生早上 6 点多起床去排队
噎噎

疫情里袁我看到了射阳的温情袁大人们
都不让我们学生排队袁 让我们站在最前面袁
不让我们耽误上网课的时间遥 老人排队的时
候大家也会主动让他们到前面去袁但多数老
人都会说袁不用插队袁他们能坚持噎噎

疫情里袁我看到了射阳的智能遥 新闻里
我看到无人机巡城袁 高速出口无人机喊话曰
场所码全面启用袁疫情工作专班的哥哥姐姐
用科技手段处理大数据曰这几天县城随处可
见新建的野健康小屋冶袁核酸采样的野大白冶们
免受烈日骄阳尧风吹雨淋之苦曰连外公外婆
都学会了在手机上买菜袁外卖小哥很快就能
把生活物资配送到小区曰 我们在网上上课袁
和老师同学互动袁科技赋能袁科技就是战斗
力噎噎

疫情里袁我看到了射阳的责任遥 听妈妈
说袁她单位的警察叔叔阿姨二十四小时在公
安局曰在工信局工作的爸爸也是如此袁为了
保障大数据的有效抗疫袁 我几乎见不到他袁
连打给他的电话都没空接曰疫情工作专班的
叔叔阿姨从三月上海疫情开始就回不了家
了袁更谈不上休息曰爸爸妈妈的朋友很多都
是党员袁 听说他们早上六点多就开始进社
区袁很多人半夜都回不了家袁有个我认识的
唐阿姨去野健康驿站冶照顾集中隔离的野密
接冶人员袁她家小朋友才两岁多袁只能在视频
里见见妈妈曰连平时喜欢抽烟听曲儿的爷爷
都瞒着家人和邻居们主动报名参加社区夜
间道路执勤噎噎

疫情里袁我看到了射阳的担当袁大家的
生活工作学习节奏全被打乱了袁岁不寒无以
知松柏袁事不难无以知君子遥疫情发展至今袁
我们都知道袁只要选择停止流动袁病毒就能
被扑灭袁尽管难袁但是为了疫情不外溢袁不影
响到更多人袁 射阳果断选择按下暂停键袁意
外来袭袁为了迅速扑灭病毒袁他们选择了对
自己最严苛的方式袁 把不便留在了自己家
里袁把困难留在自己家里噎噎

疫情里袁我看到了友爱互助的情意遥 谢
谢第一时间来增援我们的志愿者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袁没有你们袁我们做不到这么快
打败疫情遥 欢迎大家在疫情过后来射阳做
客袁重新认识我们这座可爱的小城浴

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座风光旖旎尧海晏
河清的小城传唱曰一座有爱的小城在朴素真
诚尧善良坚韧的描绘中璀璨遥射阳袁亲爱的家
乡袁你是我最美丽的风景袁我为你歌唱袁将来
的我也一定将你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遥

最
美
的
风
景

蔡
雨
澄

疫情风险暂时解了禁袁 对喜欢开着摩托车在路上兜
风看风景的我来说袁再急切不过的了遥

看够了农田庄稼的美景袁 聊完了今年粮食丰收的神
态袁揣着怡然自得的满足袁驱车从入海道上回家遥 忽儿一
种好熟悉尧又好似若有若无尧丝丝缕缕的清香直接沁入我
的心肺遥 这是童年的味道袁一定是槐花盛开啦浴

果然袁我仰头向路边的槐树望去袁绵延着远去的槐花
早已缀满枝头袁她们像是一束束袁又如一串串袁更是一嘟
噜地层层叠叠袁挤挤挨挨袁让我有点近视的眼儿根本就分
不出彼此来遥

驻车后袁我步入到树下袁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机对它来
个定格遥 那一摞一摞袁一簇一簇的槐花袁像是听懂了我的
语言似的袁静静地也对我行着注目礼遥

槐树给我带来满满的记忆袁不仅是树尧花袁还是槐树
制成的家具袁儿时的世界里袁她常与我们为伴遥 可等我们
上完学袁步入工作岗位时袁在农场曾经漫山遍野的槐树却
难觅其踪袁 经济利益的驱使袁 她们却被速生的杨树所取
代遥 如今在入海道的堤岸上袁再见到她们袁好像国宝似的
存在遥

槐香让我沉浸着尧流连着尧吮吸着噎噎那挂满了一串
串白色风铃般的花穗依旧绽放着那固有的美丽和芬芳遥
对她如此眷恋的我袁 自然一幕幕往事的闸门如潮水般地
倾泻出来噎噎

当年淮海农场在黄海之滨建场时袁 因为考虑海防打
桩的需要袁许多连队都栽种了木质特硬的槐树袁这也就让
我们儿时与槐花为伍埋下了伏笔遥

那时上学靠双腿跑袁 自然就对路两边的花啊草啊树
的再熟悉不过的了遥 上学途中哪里沟坡上有茅针袁哪里才
挖的沟中有芦材根袁个个都了然于心遥 而对缺少零售又喜
欢顽皮的我们孩子来说袁 那五月的槐花自然是我们的最
爱袁特别是那随风飘曳的幽幽淡香遥

开始个头小袁 我们不像大孩子那样蹭蹭蹭地爬坐在
树上边吃边炫耀袁我们只是捡沟边树头小的槐花够袁甚至
冒着被槐树钉扎的风险遥 随着男孩子的野性和多次被槐
树钉扎了的失败袁 磨炼让我们也可以光脚来回自如地爬
树了遥 自然袁也可以仰面把花串垂挂到嘴边袁一朵一朵地
咀嚼甜甜的槐花袁也吸引了女孩子的跟随目光遥

槐花飘香伴我度过最快乐尧最难忘的孩提时光遥 印象
最为深刻的是袁在夜晚时分袁我经常在枕旁放上一串串诱
人的槐花袁并细嚼着入睡袁梦中醒来袁香甜的槐花还在嘴
里噎噎

槐花开了又谢尧谢了又开遥 转眼间袁那熟悉又忽浓忽
淡的花香又唤醒我那远逝的记忆袁 又把上学和放学路上
的那段快乐时光串联了起来遥

如今袁 看着那淡雅清香的槐花开在我的眼前却不为
所动袁而心袁就如同当下柔柔的春风袁沉醉在郁郁的槐花
香里遥

又见槐花开
陆军 前两天还是阴雨绵绵袁 射阳全县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雾

霾中曰两天后袁忽然艳阳高照袁全县疫情宣布解封遥 不知是上
苍的安排袁还是叔父的决绝袁在今年的 4 月 26 日这天袁享年
85 岁的他溘然长逝遥

惊悉叔父离世的噩耗袁我的心情甚感悲凉遥 在叔父老宅
的客厅中袁见他已经安详地躺在水晶棺中袁身上覆盖着中国
共产党党旗袁党旗上放着一枚熠熠生辉的纪念奖章袁这是中
共中央于去年建党 100 周年之际为老党员颁发的野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奖章冶遥 目睹此物袁我的思绪回到今年春节期间给
他老人家拜年时的情景遥

那是正月初四上午袁 我与许多晚辈相约一同前去给叔
父拜年袁这天天气十分晴朗袁虽然是冬季袁但那天如同阳春
三月般温暖遥 叔父坐在门外一侧靠墙的地方晒太阳袁见到我
们前去袁显得异常高兴袁在相互祝福后我们拉起了家常遥 叔
父虽身患重病袁但那天精神较好袁谈兴很浓袁尤其当他谈到
去年中央给他们入党五十年以上的老党员颁发纪念奖章一
事时袁喜悦之情更是溢于言表遥 他说院野我一生中获得过许多
荣誉袁但这枚奖章在我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分量遥 冶叔
父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遥 我们在场的人仔细端
详着这枚奖章袁均赞叹不已袁为此我们前去拜年的晚辈都要
求他佩戴奖章合影袁他欣然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遥 是啊袁这
枚奖章多么地来之不易袁凝聚了他为党争光的智慧袁渗透了
他的汗水和心血袁 通过这枚奖章让我了解到他老人家不平
凡的人生轨迹袁 领略了一位具有五十二年党龄的老共产党
员的人格魅力遥

叔父生于 1938 年 4 月袁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袁国家
内忧外患遥 我的祖父虽然识字不多袁但真切地感受到读书的
重要袁尽管家庭并不富裕袁还是竭尽全力给我的父亲和叔父
提供读书机会袁1945 年叔父到了上学的年龄袁祖父希望自己
的孩子将来能够顺风顺水袁故给叔父起名为长顺袁由于当时
经济条件所限袁只能供他读到初中毕业遥 1958 年成立人民公
社袁当时叔父在他的出生地丰登大队担任青年书记兼文书袁
1964 年公社副社长徐甜渊已故离休老干部冤袁分工在叔父所
在的大队蹲点袁通过一年多的相处袁他发现我的叔父工作踏
实袁德才兼备袁虽然只有初中文凭袁但文章写得很好遥 当时兴
桥公社急需一名年富力强且有一定文字功底的人担任文
书袁 在徐老副社长的举荐下袁1965 年叔父调到公社担任此
职袁这一干就是六年多时间遥 为了尽快成为行家里手袁他边
学习袁边实践袁很快适应了工作环境遥 那时的办公条件十分
艰苦而且简陋袁文稿都是手写手抄袁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任
务袁他常常加班加点袁白加黑尧六加一的工作模式成了常态遥
在他的努力下袁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下达的工作任务袁他所撰
写的文稿思维独到袁语言清新袁逻辑性强袁很接地气袁深受公
社领导以及同事的一致好评遥 鉴于他的综合表现优秀袁1970
年野七一冶前夕袁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遥

后来分别在当时的兴桥棉纺厂和兴桥乡砖瓦厂担任领
导职务时时袁锐意改革袁成绩显著袁多次受到党委政府表彰遥

1986 年兴桥乡政府与毗邻的国营新洋农场协议合资创

办野新兴面粉厂冶袁合资办厂对于兴桥乡来说袁属于新生事
物袁兴桥乡党政主要领导认为袁我的叔父能够胜任袁于是委
派他去负责筹建创办袁在他的努力下袁前后仅用了一年的时
间就让该厂投入生产袁其规模仅次于射阳县面粉厂袁投产后
的第二年该企业就被盐城市人民政府授予野明星企业冶荣誉
称号遥

当时全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袁兴办乡镇企业已经蔚然
成风袁如何使兴桥乡办企业更上一层楼钥 为此兴桥乡党委尧
政府集思广益袁 我的叔父在第一时间得知盐城的 野燕舞集
团冶生产的燕舞收录机急需塑料包装产品袁他将这一信息提
供给乡分管工业的领导袁 后由兴桥乡党政主要领导出面与
燕舞集团反复协商袁最终达成协议袁由兴桥乡承办塑料包装
厂袁生产包装盒袁定点供应遥 1988 年我的叔父又从面粉厂调
至塑料包装厂担任一把手袁工厂效益依然蒸蒸日上遥

那时袁兴桥乡每年年初都要召开总结表彰大会袁叔父作
为先进典型发言时是这样说的院野一个企业能否办好袁 领头
人是关键袁那就是责任尧奉献尧担当遥 冶该乡的党委书记在会
上总结点评时盛赞我的叔父院野全乡的企业主要负责人都能
像王长顺同志这样有事业心和实干精神袁 企业岂有办不好
的道理钥 冶

1989 年兴桥撤乡建镇袁叔父已过天命之年袁他恋恋不舍
地离开了奋战近三十年的工业战线袁 将他调至成立不久的
兴桥土管所工作袁 担任普通办事人员袁 但叔父迅速转变角
色袁领导交办的任务从不打折扣袁所里经常组织人员到各村
居走访土地使用情况以及执法检查等袁 他与所里的年轻同
志一道起早贪黑工作袁 足迹几乎遍布了全镇村居的每个地
方遥 1995 年由于叔父符合转入事业编制的条件袁成为正式编
内人员后袁他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遥 1998 年叔
父已到退休年龄袁但所里人手紧张袁所长希望他能留用袁他
爽快地接受挽留袁不计报酬袁与在职同志一样恪尽职守袁又
多干了几年袁一直干到 63 岁才正式离开工作岗位遥

叔父退休后袁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袁他
积极参加党组织举办的各项活动袁 每年年底他都到邮局自
费订阅党报党刊袁读书看报成了他的业余爱好袁每天晚上都
准时收看叶新闻联播曳袁晚年生病后仍然如此袁他对社会时事
十分了解袁积极拥护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遥

叔父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袁既不抽烟尧又不酗酒尧更不博
彩袁他自己这样袁要求子女也是如此遥 叔父在世时遇到我们
晚辈聊得最多的就是工作和学习袁 当他听说谁家孩子有了
进步时袁总是喜上眉梢袁热情鼓励并给予祝福袁传给晚辈的
都是正能量遥 我虚岁 18 那年袁高考落榜后袁就是在他的鼓励
与支持下而参军的遥

叔父是千千万万普通党员中的一个袁虽没有惊天动地的
壮举袁也不会有流芳百世的篇章袁但他的足迹稳健而闪亮遥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普通党员的内涵袁 谱写了生命
中美好的音符袁他的纪念奖章熠熠生辉袁是一份沉甸甸的遗
产袁成了后人永远传承的无价之宝袁必将成为鼓励我们后辈
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遥

叔父的野遗产冶
王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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