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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寒食

寒食细雨湿衣襟袁
我来林间看母亲遥
祖辈乡邻无寒暄袁
人间四月是清明遥

要要要去墓地祭拜母亲尧我的祖父祖母袁看我的方妈妈袁
是每个清明节的固定项目遥

过去那块小小的村级墓园袁 如今已经占了很大一块林

地遥一路走来袁看到很多熟人的墓袁在细雨寒风中静默无言遥
愿他们在异世亦能安享岁月静好遥

渊二冤清明

阴霾散尽天放晴袁
菜花灿黄枸杞青遥
我来墓园忆慈颜袁
白鹅向水仰天吟遥

要要要清明当天袁果然天青气明遥一大早开车赶赴几十公
里外的邹滩袁祭扫孩子爷爷奶奶和太爷爷太奶奶的墓园遥

先生的兄弟姐妹都远在他乡袁 只剩我们守着故乡的这
片热土袁岁岁年年遥

走过无人居住的老屋袁 再也看不到公公婆婆欢喜的笑
脸袁再也没有那热汤热水热饭热菜的守候遥先生的堂哥堂嫂
每次看到我们回来都张罗着接待袁 让我颇有些负担袁 这一

次袁悄悄地进村袁悄悄地离开吧遥
老人家的墓早已被老家的侄子整饬一新袁 墓碑上的照

片依然笑意盈盈遥
行走于生死的边界袁看碧水蓝天袁听风过水吟袁一只白

鹅袁曲项向天歌院今日是清明遥

清 明 小 记
阴文心

窗外袁晨色尚且昏昧不明遥 听得见细密的淅沥

声尧有力的啪嗒声起伏交迭遥其间袁婉转或无韵的鸟
语远远近近浅浅深深遥 又一个雨日遥 春雨遥 气温再

度低迷遥 但昨日发现袁已有粉白轻盈若蝶的樱桃花

悄然飞上了枝梢要要要谁又能阻挡得了春之汹涌而

来的暗潮钥
向爱雨遥 缠绵或暴烈袁忧伤或温婉袁不同季节尧

不同地域尧不同的心境下听来看来袁自有不同的况

味遥 昨夜于高处隔窗远眺蒙蒙细雨中的千鹤湖袁灯
光明灭袁烟霭迷离袁如梦似幻袁恍若别造一世界袁深
为得观湖之不同容颜而自欢喜遥 前日自宁回返袁雨
自江南一路迤逦至江北袁雨雾迷离之中穿行袁屡屡

想及野绿遍山原白满川袁子规声里雨如烟冶袁恨不能
抽离尘世轨道袁双耳只将声声子规细听取袁隐自己

于车窗外绿原花树烟雨的最深处遥
此刻袁窗前默坐袁雨声之中袁心却安静若潭袁无

波无澜且清澈见底遥
案上的水仙正在开花遥开得迟了些遥花不多袁只

十来朵遥绿的纤长的叶间袁白的瓣围护着黄的蕊袁花
儿好似白色浅口小碗里嵌着黄色小盅袁 精致又清

雅袁色彩姿态均甚悦目遥花儿凝然不动袁香味儿却随
意游走袁并不时掠碰过我袁像故意躲闪的顽皮又可

爱的孩子遥 水仙花每令我想及女儿遥 女儿出生的那
个寒冬袁养在卧室里的一盆水仙花开得极好遥 好多
好多花儿亲密挨挤在窗前袁热闹得紧袁且全都是复

瓣花袁沐在透窗而入的明丽阳光里袁看着使人好生
欢喜遥花开一年年袁光阴悄流转遥那年花开的画面交

叠着新生儿印象袁定格在我的记忆里袁独立于时光

之外袁永恒不变地鲜妍遥
这春天的雨里袁也是住有无数个过往的呀遥 出

生日的袁二十岁的噎噎谁说过钥经过而能记得袁才算

是真的活过遥走过而不看见尧无旧可怀的生命袁不免
单薄寡淡遥往事经岁月发酵袁被记忆酝酿袁即便曾经

酸涩袁隔一段时光忆起袁常有特别甚而甜美的回甘袁
原有的美好部分则更似玉液琼浆遥比如年长之人回

望物质生活贫困单调的儿时种种袁多是满怀趣味与
深情袁虽不可能回去亦并不愿真的回去袁但会怀念遥
记忆袁使生命丰富丰满遥

雨落在窗外的待发的花木上袁落在远方的苏醒
中的田野里袁也似落在了窗畔默坐者的心上遥 春雨
中的默坐是寂寞的遥可我爱这寂寞袁享受这寂寞遥恰

如雨中的田野与草木袁这雨于我心袁亦是浸润袁是过
滤袁也还是慰抚与安顿遥 木心说院野真正的成熟是你

在经历过太多事情后袁依然能够将内心与这个世界
进行剥离遥 享受人生而不沉湎尧 历经苍凉而不消

极遥 冶这春雨中的默坐袁便是一种悄然的剥离袁甚至
是更为分明彻底的剥离遥心里的那双眼眸因而得以

被重新擦亮袁而能看得见繁复中的清简尧喧嚣间的
纯净尧纷扰里的烂漫遥

雨渐落渐止袁灰漠漠的天色渐渐白亮起来遥 人
声此起彼落袁鸟声如跳珠隐没其中遥 横斜交错的疏

枝现出它们湿黑的形迹袁 缀饰其间的雨珠晶莹欲
滴遥新绿袁在那里袁正一点点地袁生发舒展遥春雨已然
驻入并流动于植物繁复拓展的血脉间袁并将借黄的

绿的叶尧红的粉的瓣袁溢放蓬勃丰沛的生命光华遥

春 天 的 雨
阴鲁声娜

花袁是春的使者袁家乡那遍布田野的油菜花袁是我欣赏不够
的景致与使者袁每年的这个季节袁一定是要去欣赏的袁否则要等

一年遥
油菜的历史袁一直和农耕相随袁和农民相伴袁和我们相亲袁为

平淡的生活增添一抹美色与丰润的香味袁一岁一枯荣足矣遥 此前
农业科技不发达的时候袁农村有种叫麻菜的多袁菜叶有毛刺袁菜
花小而黄袁菜籽粒很细袁呈老酱红色袁产量不高袁榨油很香袁有人

腌制当咸吃遥 后来科技改良有了油菜品种袁人们育苗移栽袁成片
种植袁亩产量可达四五百斤袁成为继豆油尧花生油之后又一当家

食用油遥
我生长在农村袁育过苗袁栽过菜袁施过肥袁除过草袁赏过花袁割

过秆袁收过籽袁榨过油袁参加过油菜从种到吃油的全过程遥 每年九

月育苗袁十月移栽袁开沟拉行栽尧平地栽都行袁油菜苗听从人们安
排从不计较袁浇一次水即可成活袁经历严冬风霜雨雪袁低下身姿
蛰伏地皮上冬眠袁等待春来便铆足了劲地生长遥 秋分下种袁春分

开花袁忙种前收获袁漫长 10个月的生命旅程袁多么像十月怀胎
啊浴 油菜只为了一年一度繁花盛开袁一季一生香满人间遥

野篱落疏疏小径深袁树头花落未成荫遥 儿童急走追黄蝶袁飞入

菜花无处寻遥 冶清明节前后袁油菜花金黄一片袁自然界精灵蜜蜂就

嗡嗡地飞来了袁对于生长于乡村的我来说袁掏蜜蜂成为童年美好
的娱乐活动袁庄上人家多是土墙袁蜜蜂就打个圆溜溜的洞入住袁
我们小伙伴一手拿个小瓶子袁一手拿根细菜苔或茅草茎袁一个洞

一个洞的掏袁很好玩的袁不过我一直搞不懂蜜蜂不去蜂巢为何爱

钻墙洞钥 掏蜜蜂成为我小时候的一大乐趣遥

野留连戏蝶时时舞袁自在娇莺恰恰啼冶袁每年这个季节袁草长

莺飞袁春风温和袁目光所及袁我看到大片大片的菜花袁也有零星的

一小块儿袁像散落在家乡绿毯上的一片片一方方的锦缎袁灿烂袁
耀眼袁金碧辉煌袁构成了一幅清新典雅金黄色彩的田园风景遥 如
果行走于圩堤之上或田埂之间袁身着节日盛装的菜花袁便会举着

一束束鲜艳的花朵袁在春风的指挥下袁山呼海啸般地向你涌来袁
那一波波涌动着的花浪袁汇聚成一片舞动的金色的海洋遥

花开花谢袁褪去一身的艳黄盛装后袁油菜便开始结荚袁在布
谷鸟的啼鸣中开始收割袁几个烈日曝烤后袁我便和父母用连枷砸

敲袁并揉下乌亮亮的菜籽袁把收获的一袋袋油菜籽送去榨油坊袁
经炒烤压榨变成散发着醇香的菜籽油袁滋润着单调的农家生活袁
餐桌充满丰收的喜悦和香甜遥

年年花相似袁岁岁锦不同遥 花事一场接着一场袁每一场花事

都有独特的魅力袁而没有哪一场能像菜花一样袁那么热烈奔放袁
那么盛世浩荡遥 站在春天里袁就站在一片花海里袁一个远离尘世

的诗意桃园袁一个童话般的故事袁即使默默不语袁闻着醉人的花

香袁也是一段最深情最曼妙的时光遥
春风十里羡慕你袁盛春菜花正当时遥 看过袁期待来年再看遥

又 是 一 年 菜 花 黄
阴邹德萍

龄近耳顺花甲袁一直在县内工作没在外面长时
间蹲过袁自然也就没有所谓野乡愁冶的心境困扰袁以

及那野沉沉残晷坠袁戚戚冷月隐冶的野乡愁冶体验遥 然
而袁这几年每当我一次又一次走进县域西部重镇海
河袁耳闻目睹着一个名叫李玉国的儒商袁把野乡愁冶
融入真情牵挂与奉献家乡行动之中袁是那么地令人
感佩和陶醉遥

玉国先生肩负香港泉水叮咚尧北京九台两大集
团董事长重任袁日常事务繁忙自不必说袁使得对他

敬仰倾慕的我袁一直未能获得与其谋面聆听请教的
机缘遥好在袁海河的父老乡亲对他了解颇多袁加之他

为家乡所做的众多实事毋庸置疑地摆在那里遥
海河又名野小关子冶袁历史上是黄海之滨射阳县

境内由海成滩尧由滩成陆较早及由陆入海尧由海登
陆尧朝庭纳税的关卡要隘遥 1959年袁李玉国先生就

出生在这个镇的条海村遥 高中毕业后袁本该在村参
加集体劳动的他袁因有文化进入建筑工程队干了几
年 野瓦工冶遥 是国家的高考制度恢复改变了他的命

运袁大学毕业进入国家机关工作袁且凭着勤奋与聪
颖从科员干到处长遥 1994年袁心怀干番事业梦想的

他袁出人预料地放弃之前的拥有袁跳出体制袁白手起

家袁历经艰辛创办实业袁从一名野官员冶蜕变为一名

野企业家冶遥
树高千丈不忘根袁人若辉煌莫忘恩遥 深受中华

传统文化薰陶的玉国先生袁 虽说离开家乡在外 40
多年袁但他从就没有忘记过家乡遥 当年袁在他项目尧
资金鼎力相助下袁 在我县先后创办起适销对路尧需

要量大的化肥制造尧磷肥生产等规模企业袁为家乡

持续获得 野全国棉花总产第一县冶野全国种粮大县冶
殊荣提供了有力保障遥

尽己之力改善家乡父老乡亲生产生活条件袁是

玉国先生久试不爽舒缓野乡愁冶方法之一遥 多年来袁
无论企业经营效益状况如何袁他雷打不动每年春节

前夕都要拿出一笔钱来给条海村袁逐户慰问村中老

人及贫困家庭遥 同时袁他还持续出资帮助条海村修

筑道路尧架设桥梁尧新建排灌站等基础设施袁毫无所

求地为村里和乡邻们兴办实事遥 2002年袁家乡海河
计划改造集镇却因资金不足迟迟开不了工袁玉国先

生得此消息袁主动联系镇里捐款 100万元袁使这造

福乡里的民生工程很快实施到位遥 2016年 6月 23
日袁射阳尧阜宁两县突遭龙卷风袭击损失较大袁人在

外地的他当即决定捐款盐城 1000万元袁 其中定向

捐款射阳海河尧陈洋两地各 100万元袁支持家乡灾

后重建遥

野小洋河的水静静的淌袁河水两岸是射阳曰浩瀚

的黄海涛涛的浪袁堆起滩涂向射阳噎噎冶谁会想到袁
这首优美婉转名为叶射阳是个好地方曳的歌词竟然
出自玉国先生之手遥 无需怀疑袁当年也正由于他是

名文青袁才会在偏僻的乡村尧艰苦的环境中志存高
远袁一路拼搏袁成就了自己遥 尤为感人的是袁无论是

在艰难创业之初袁还是在事业渐成之后袁他始终如

一铭记着自己的来路遥野哎哟家乡油菜花袁我的青春
我的故乡噎噎冶一曲叶家乡的油菜花曳袁既唱出了他

对家乡的思念尧眷顾之情袁又道出在外游子对乡愁尧
乡音的不舍之意遥

有人言袁乡愁是条穿越时空的线袁这端是游子袁
那端是故乡袁游子走得愈远袁乡愁收得愈紧遥乡间阡
陌中走出的玉国先生体会到袁 中国是农耕大国袁农

耕文化的精髓是理论联系实际袁但随着社会进步特
别是机械化的普及袁许多传统农耕器具渐渐退出舞

台遥 有着浓浓乡愁的他袁为能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
记住和传承这一文化袁从 2016开始先后投入 3000
多万元袁 在家乡海河独资创办起一座占地 3500平
方米尧 布展面积达 2500平方米的 野农耕文化博物

馆冶遥
整座建筑古朴典雅尧简约大方袁在海滨碧水绿

野映衬下显现出江南韵味遥正门两侧耸立着野男耕冶

野女织冶两大雕塑袁瞬间即能将来者带入农耕文化情

景之中遥 馆内展品的跨度从清代至上世纪 70年代
末均有袁现拥有珍贵实物展品 2000多件袁其中不乏
孤品遥听说袁为了这些展品袁玉国先生牺牲了许多宝

贵时间袁不辞辛劳辗转大半中国袁不惜重金袁舍财求

物袁从而丰富了馆藏馆展遥 全馆以秦始皇大一统开

篇袁 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农耕文化的嬗变与复兴袁勾
画出中华农耕文化的全景脉络和炎黄子孙生生不

息的精神风貌遥
酒香不怕巷子深遥 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条海村袁

就因为有了玉国先生投资兴建的 野农耕文化博物

馆冶袁如今不仅吸引着本地及城里众人前来参观尧体

验农耕文化袁而且还被为市尧县命名为华侨文化交

流尧历史人文展示尧青少年课外教育等基地遥这里特
别是节假日袁车辆满目尧人头攒动袁成了海河镇尧射

阳县乃至盐城市对外文化传播的一个特色野窗口冶遥
乡愁袁对于远离家乡的人来说袁是一朵永不凋

谢的花袁是一幅永恒耐看的画袁是一种甘甜难舍的

味道遥李玉国袁一个从条海村走出的海河人袁他以不

懈的追求和持续的付出袁 用心诠释着自己别样的

野乡愁冶遥这就是我数访海河对野乡愁冶一词的真切感

受遥

感 受 野乡 愁 冶
郭开国

转眼间袁父亲去世已十年了遥 十年来袁父亲高大健壮的身
躯袁春夏梳得光亮整齐的发型袁秋冬从不离手的干净野黄兵帽冶尧
春节书写工稳煞是好看的对联噎噎一切的一切让我记忆犹新袁
恍如昨天遥

虽然我已人到中年袁亦已儿孙满堂袁事业小有成就袁但思父
之情却与日俱增遥 尽管父亲曾经是个没有完全自主意识尧没有

完全自配能力的智残人员袁但我从来都没有责怪他袁因为袁所有

这一切的形成也不是他的过错袁更不是他愿意看到的遥 然而袁事
与愿违袁一切意想不到的事终究降临到了我脆弱的家庭遥

从我记事之日起袁我家就长期处于野水深火热冶之中遥 由于
父亲的野不中冶袁任由母亲含辛茹苦日夜操劳袁都难以改变一个

八口之家的贫困状况袁后来袁姐姐们成年后袁为母亲分担了许多

重担袁才使我们这个野要穷一辈子冶的家庭逐步摆脱了贫困袁步

入小康之列遥
曾几何时袁面对尴尬的境遇和外界的嘲讽袁我也对父亲埋

怨过袁抱恨过袁但最终还是被同情尧惋惜赢得了上风遥 毕竟父亲

是无辜的袁是淮海战场上那颗罪恶的炮弹和杏林竞场中那个无

良的庸医袁葬送了父亲的一切袁为我们家庭带来了深重的苦难遥
常听家族和邻家老人讲袁父亲虽然野不中冶袁但年轻时曾是

个令人羡慕尧值得骄傲的青年遥 身为为数不多的战地医生袁他在

淮海战场上抢救过无数战友的生命曰 负伤后回到家乡疗养期
间袁 他发挥自身特长将多名乡邻亲友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曰即
使是精神遭受严重刺激后丧失了常态袁但间歇性恢复后仍然乐

意帮助乡邻提供写春联等微小服务袁 受到多数乡邻亲友的尊
敬遥

我常常抱有幻想袁并大胆设想院假使父亲没有遭遇不测袁兴
许他会跟随部队打过长江去袁救治更多的战友袁为解放全中国

贡献出他应有的力量曰假使父亲置身和谐环境专心从事村医工
作袁也许能够助推农村医疗走向更高阶段袁让更多的病患乡邻

尽早解除病痛曰假使父亲就是一个普通农民袁至少他能够维护
起码的尊严袁并正常操持家业袁疼爱妻儿曰假使噎噎可惜一切都

不可能随愿袁事实终究不能改变遥
曾经有人对父亲的拯救表示谢意袁我说袁这都是他的职责

所在袁不必介意袁也是他曾经做出的贡献袁是他的荣耀曰曾经有

人对父亲的遭遇表示惋惜袁我说袁命运不公袁人也无奈袁他只能
任命承受曰曾经有人想将陷害父亲的所谓野仇人冶告诉我袁我说袁
不必了袁过去的就让他过去袁冤冤相报何时休袁我不会那般无

聊遥 也曾经有人经常对我们家庭提供过无私帮助袁我铭记在心袁
涌泉回报袁并传递子孙袁永世不忘浴

父亲在世的八十一个春秋极为艰难不易袁给后人留下了难

以愈合的创伤和难以挥去的阴影曰然而袁父亲曾经拥有的丁点
光环袁仍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袁照亮后人奋力前行的道路袁激励
后人向好向善遥

愿父亲地下有知浴

十 载 思 父 泪
阴董素印

今年 3月 24日渊农历 2月 12日冤是

我父亲去世四周年的祭日遥 我和儿子特
地开车回老家祭奠袁 母亲从装饰厨里找

出一件毛主席头像的挂件递给我说院野儿
子袁 这是你父亲生前去北京瞻仰毛主席

时购买的挂件袁他生前经常对我说袁他的
一生有两个心愿袁 一个就是能够去趟北

京袁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他老人家袁因为

毛主席是我们穷苦人的大救星曰 另外一

个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党的人遥 这
个挂件你们挂在车上驾驶室内袁 保佑你

们一路顺风尧平安吉祥遥 冶
父亲是一个老实尧地道的农村人遥父

亲排行老四袁 被邻居一位党员张二爹爹

领养遥 后来袁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袁父
亲与千万农民一样挺直腰杆袁勤劳致富袁
一步步走上了小康之路遥 8年前袁父亲不
幸查出患上淋巴细胞白血病袁从那之后袁
田里的农活和小生意就基本不做了遥 他
时常野叨唠冶我们袁野我们这代人的幸福生

活是来之不易的袁是共产党尧毛主席带领
我们翻身闹革命袁当家做主人袁你们什么

时候也不能忘记毛主席他老人家哦遥我活在世上最大的心

愿就是要去一趟北京袁去毛主席纪念堂看看他老人家浴 冶遥
为了尽快满足父亲的心愿袁 成了我们做儿女的一块

野心病冶遥 我清楚地记得袁那是 2014年的秋天袁父亲参加了

北京野三日游冶老年人旅游团遥 那天一大早袁父亲就早早地

起了床袁特地穿上一身崭新衣服袁拽上邻居仇爹爹和其亲
家公袁拎着旅行包高兴地登上旅游大巴车遥 那高兴劲儿就
甭提了袁根本不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遥

到了北京袁次日凌晨 3点多钟袁他就起床了袁大家相约

先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仪式遥 当天袁他还来到了心仪已
久的毛主席纪念堂袁瞻仰毛主席遗容袁缅怀一代伟人遥从纪
念堂出来袁亲属又带着他参观不远处的人民大会堂袁告诉

父亲这里是国家举行重要活动尧 召开重要会议的地方袁也

是国家领导人迎接和接见世界各国元首的重要场所遥老人

看着灯光辉煌的大厅和豪华气派的建筑袁 连声说袁野好好
好冶袁满脸写满了自豪感遥

为了留作纪念袁 他特地购买了 20多个带有毛主席头

像的挂件袁小心地保藏着袁一回来后立马送给我们这些儿
女晚辈袁还送一些给左邻右舍袁一连几天袁去北京一趟的骄

傲尧满足与兴奋一直挂在脸上遥
如今袁往事历历在目袁父亲却永远地走了袁然而父亲教

育儿女始终不忘党恩的话语却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遥在

这里袁我想对父亲说的是袁您的第二个心愿也即将全部实

现袁您的儿子和二女儿以及二女婿尧三女婿还有孙媳妇现

在都已是一名中共党员袁您的孙子和外孙也都提交了入党
申请书了遥

此时袁父亲在相框里安详依旧袁正默默看着我遥我端起

酒杯袁泪流满面遥 野爸袁儿敬您一杯遥 儿今天要告诉您袁今年

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袁儿知道袁您虽然不是一
名党员袁但您生前时常叮嘱我们要听党话尧跟党走袁我始终

不敢也没有辜负您的希望袁还清楚记得当年我光荣入党那

一天袁您破例和爷爷一起喝了一杯庆贺酒遥 待到今年建党

节袁我也陪您再饮一杯庆贺酒浴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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