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人生的橹桨奋力划过六十岁袁我就像一头负重拉磨的驴袁
终于卸下了笼套袁刹那间轻松自在袁浑身惬意袁认为这下可以自
由了袁不再受约束了遥 可好景不长袁轻松自由之后袁人生反而失去
了方向袁陷入了彷徨尧苦恼尧失落遥 自忖院每个人不是都想找回自
我吗钥 为什么当真正的自我呈现在眼前时袁却不知所措了钥 一段
苦思之后袁我明白了袁六十岁之后的自己袁才是你真实的模样遥

仔细回想袁 一个人在二十岁之前都在奋力地成长袁 你吃什
么袁穿什么袁几点起床袁几点上学袁将来考什么样的学校袁甚至于
你跟谁一起玩袁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都得听父母的遥 二十岁至三
十岁是一个人由成长期向成熟期过渡袁上学读书走出家门袁找工
作融入社会袁各种碰壁尧挫败之后袁才知道社会不是像书本里说
的那样纯粹尧简单袁人与人之间也不完全是同志加兄弟遥 总之一
句话袁这个社会不是你爸妈袁事事由着你遥 三十岁至六十岁才是
人生的黄金期袁身体健壮袁体力充沛袁经历丰富袁经验老到袁是建
功立业袁回报家庭袁回报社会的最佳时期遥 社会像是一个大舞台袁
每个人都是一名演员袁无论你扮演什么角色袁也无论你喜欢还是
不喜欢袁都要尽最大努力把角色演好遥

六十岁后袁绝大多数人都离开了工作岗位遥 回归到一个自由
自在的人袁身上责任轻了袁肩上担子轻了袁少了社会的约束袁同
样袁你也失去了凭借遥 你再也不是什么长袁你已经回到一个自然
人的状态袁充其量也就是老李老王老张遥 人在没有了压力袁生活
不愁袁衣食无忧的情况之下袁最能看出你真实的模样遥 你喜欢什
么就去追求什么袁你爱好什么袁就去从事什么袁你讨厌谁袁就断绝
与他的来往袁谁与你合得来袁就与谁交往袁再也不用顾及别人的

脸色袁害怕得罪上司袁日后给野小鞋冶穿袁开罪同事袁处处遭遇为难遥
英国著名文学家萧伯纳说院野六十岁才是人生的开始遥 冶人到

了六十岁以后袁基本上悟透了人生的真谛袁认识了事物发展的客
观规律袁不再被浮云遮望眼了遥 六十岁至八十岁作为人生的第二
个黄金期袁就是让你好好珍惜这二十年遥 做你自己喜欢的事袁认
认真真享受这段时光遥六十岁也是人生成就事业好时期遥如果你
还有创业的激情袁也可以去放手一搏浴 历史上不乏大器晚成的经
典遥 在国外袁有许多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都是在六十岁之后曰文
坛上八九十岁的作家袁书画艺术家出佳作也不在少数袁全看你的
天赋与努力浴

六十岁袁从容不迫地做你要做的事袁那才是你真实的模样浴
不要野谈老色变冶袁也不要野漠然视之冶曰要遵循规律袁坦然面

对曰要居安思危袁科学养生遥 服老袁还要注意两点院首先袁要进行体
力脑力锻炼袁努力延缓衰老的速度袁减轻衰老的程度遥 野流水不
腐袁户枢不蠹冶袁运动可以增加身体活力遥 其次袁要注意饮食袁切不
可像年轻人一样暴饮暴食袁嗜烟酗酒遥 不贪口舌之快袁只求营养
均衡遥 定期体检袁谨遵医嘱袁亲近自然袁开阔胸襟遥 只要心情快乐袁
向老不是问题袁身体健康就如那哗啦啦的小河水袁清澈奔流永向
前遥

服老袁我们就会野安然做好老的打算冶遥 老不可怕袁老是自然袁
老是必然遥 我们要趁着野秉烛之明冶袁努力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袁
跟上时代和社会的步伐袁不顽固袁不保守袁不故步自封袁也不妄自
菲薄袁更不妄自尊大袁向前看袁向未来袁野一万年太久袁只争朝夕冶遥

记住服老袁做个健康时尚的新时代老年人!

我们的真实模样
姻江正

关于射阳县名袁长期以来有多种说法遥 笔
者稍作归纳袁无非为三种袁即院野县名沿袭说冶野因
河得名说冶和野神话传说得名说冶遥 现略加考证袁
与县人共享遥

一曰野县名沿袭说冶遥 据史料记载袁汉高祖
五年(公元前 202)袁刘邦在射阳湖北(今宝应县
境内)设置射阳侯国袁曾在鸿门宴上保护刘邦有
功的项伯被封为射阳侯遥 孝惠三年 (公元前
192)袁国除袁改为射阳县遥 从此袁有了射阳县名遥
但目前的射阳县版图曾经分属于盐城尧阜宁两
个老县遥 1941 年袁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大扫荡
的阴谋袁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袁盐阜区行政公
署决定袁在射阳河以南尧串场河以东尧黄沙港以
北这块地方建立一个县遥 为起县名袁当时出现
了两种意见院一说是院野山之南为阳袁山之北为
阴曰河之南为阴袁河之北为阳遥 这块地盘处于射
阳河南袁县名该叫射阴县遥 冶另一说是院野射阴县
此名不雅袁 我们亦反其道而行之袁 叫其射阳
县遥 冶此时袁开明绅士邹鲁山尧唐东山等几位当
地著名的知识分子了袁查阅史料得知袁汉代这

一带曾建立过射阳县袁 并有过射阳侯国封号遥
于是袁 多数人都赞同沿用西汉时的射阳县名袁
现在的射阳县也就应运而生了遥

二曰 野因河得名说冶遥 流经射阳县腹地
的射阳河袁古称野射陂冶或野射水冶袁大约形成于公
元七世纪遥 因源于射阳湖袁故而得名遥 射阳河东
西绵延 210 余公里袁 流域面积达 4036 平方公
里袁养育着两岸 400 多万儿女遥 她在现射阳县
境内流程 128 公里袁流经县境半数以上乡镇袁流
域面积达 820 多平方公里袁至下老湖入海遥 因
此袁 射阳河成为射阳人民名副其实的母亲河遥
据此袁史上也有一说院西汉时与如今的射阳县
都是因这条母亲河而得名的遥

三曰野神话传说得名说冶遥 这种神话传说也
有两种院一种是野石羊开河冶得名说袁另一种是
野后羿射日冶得名说遥 据传袁射阳人民的母亲河
是由天神下凡的一对野石羊冶开河引水时自然
形成的遥 当时袁天气极其干旱袁玉皇大帝就派出
一对野石羊冶下界开河袁拯救百姓遥由于野公羊冶与
海龙王交战袁开河任务由野母羊冶承担袁而野母羊冶

因念着野公羊冶袁开河时一步一回首袁于是开出的
河道就弯弯曲曲的袁有一处几乎弯曲成一个椭
圆圈袁形似一只鞋底袁也就形成了一个小岛袁这
就是现在的射阳岛遥 而野射阳冶二字就是由野石
羊冶二字的谐音演变而来的遥 也有一说袁这小岛
是由天神下凡的神箭手野后羿射日冶时射落在
射阳河中的一颗烈日变成的遥 传说袁野石羊开
河冶后若干年袁这里又一次大旱袁原因是天上同
时出现了 10 个太阳遥 据说这是玉皇大帝的 10
个龙子变成的遥 一天袁玉皇大帝派天庭大将尧神
箭手后羿下凡袁劝说 10 个太阳轮流出来袁可这
10 个龙子谁也不理睬后羿遥 大地依然十日齐
出袁将禾苗烤枯尧河流也快烤干袁民不聊生遥 于
是后羿决心为民除害尧替天行道袁就在这古老
的射阳河边搭起神箭袁 连连射下 9 个太阳袁其
中 6 个落到了大海里袁3 个落到了射阳河中袁其
中一个又变成了现在的射阳岛袁另两个还沉睡
在河中呢! 难怪多少年后又有人说袁每当秋季的
某一天傍晚袁只要天气晴好袁你来到位于小岛
北面的射阳河闸上袁站对位置袁就可以惊奇地

发现袁 烧满晚霞的天际与射阳河水相连的地
方袁夕阳西下时竟有 3 个太阳出现袁据说另两
个就是当年后羿射落在河中的袁这就是野三阳
映河冶的奇观遥 因此袁野石羊开河冶和野后羿射日冶
的神话传说袁后来也就成了射阳县名来源的又
一说法遥

笔者认为袁关于射阳县名来源尽管有此三
说袁但比较可靠的是前两说袁而且是两说有机
融合的结果遥 如仅是野县名沿袭冶袁西汉时的射
阳县恐怕不完全指的是现有的射阳县域袁但结
合射阳河贯穿现射阳县全境袁沿袭射阳县名也
就顺理成章了遥 但如仅因射阳河流经现在射阳
县腹地袁按野河之南为阴冶的说法袁那就应叫射阴
县才对袁但联系到西汉这一带曾设置过的射阳
县袁将县名确定为射阳县也是有据可依的遥

至于第三说袁那毕竟是神话传说遥 后人因
宣传县域人文尧 地理亮点和旅游景观的需要袁
可以演绎这些神话故事与传说袁为发展县域经
济和社会服务袁 但将其正式作为县名来源袁恐
怕不足为据遥

射阳县名三考
姻杜渺

小序院上海疫情引起全国关注遥 一批
批医疗队尧一车车必需物资抵达上海噎噎
各地都在用自己的力量支援上海遥

中华儿女袁血脉相连袁风雨同舟遥 疫情
之下袁我们共同守野沪冶浴 38000 多名医务人
员驰援袁与上海携手战疫遥 守野沪冶者们拼
尽全力袁上海终将走出静默袁重现活力浴

爱心蔬菜

据央视新闻 4 月 5 日报道院4 月 1 日
凌晨袁满载新鲜蔬菜的两辆货车从江苏盐
城射阳经济开发区发车驰援上海袁这批蔬
菜近 30 吨袁 将免费赠送给上海市浦东区
居民遥 据统计袁3 月 27 号到 31 号袁射阳县
共往上海运送农副产品 58 车次袁1440 吨袁
其中包括大米尧鸡蛋尧蔬菜等遥

射阳守野沪冶爱心融袁
蔬菜成车赠浦东遥
日夜兼程争分秒袁
鹤乡抗疫立新功遥

钢铁长城

央视网消息院4 月 3 日袁军队抽调卫勤
力量 2000 余人袁来自陆军尧海军尧联勤保
障部队所属 7 个医疗单位袁抵沪后已迅速
开展医疗救治尧核酸检测等工作遥

动态清零检核酸袁
神兵天降佑民安遥
瘟魔突袭势头猛袁
钢铁长城灭毒冠遥

近邻情深

央视网消息院 作为上海的近邻袁 从 3
月 27 日开始袁江苏就陆续调集了 1.4 万余
名医护力量支援上海袁这其中袁规模最大
的就是核酸采样队袁达到 1.1 万人袁他们分
散在上海各区搞核酸检测遥

披星戴月助芳邻袁
逐户登门说破唇遥
斩尽冠魔还日朗袁
家园雾散九州新遥

包机援沪

央视网消息院4 月 3 日下午袁从河南郑
州飞来的河南援沪医疗队包机降落在了
虹桥机场袁总计有 8 架来自河南的医疗队
包机将陆续飞抵虹桥机场袁 搭载 1511 名
医护人员及核酸检测所需物资袁支援上海
抗疫遥

浦江两岸冠魔狂袁
医疗包机赴战场遥
天使白衣驱毒怪袁
豫申合力保安康遥

安徽大白

央视网消息院4 月 4 日凌晨袁安徽省从
合肥尧亳州尧宿州等 11 个城市的省属和市
属医院抽调核酸采样人员 3500 名袁 乘坐
94 辆大巴车袁昼夜兼程驰援上海开展核酸
采样工作遥

肆虐瘟神袭浦江袁
安徽大白重任扛遥
车轮滚滚申城赴袁
誓叫冠魔早受降遥

鄂沪连心

央视网消息院4 月 3 日袁1200 余人组
成的湖北省援沪医疗队从武汉站出发前
往上海遥 其中袁有 6 名队员来自武汉市金
银潭医院遥

鄂沪连心志不移袁
楚天大白出征时遥
金银潭选六员将袁
尽是红心圣手医遥

江西老表

央视网消息院4 月 3 日下午,1000 余人
组成的江西省援沪医疗队袁乘坐 G1394 次
高铁列车前往上海虹桥袁支援疫情防控工
作遥

高铁飞驰抗疫来遥
千余白衣展奇才遥
江西老表施仁爱袁
赣沪同心扫毒埃遥

椰岛白衣

央视网消息院4 月 3 日下午袁海南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队 908 名医护人员
飞赴上海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遥

椰岛天涯大白家袁
飞翔上海展才华遥
援申抗疫驱瘟毒袁
医术高明万众夸遥

津沪援手

央视网消息院天津市援沪医疗队由来
自 25 个市属医疗机构和 10 个辖区基层
医疗机构的 1500 名医护人员组成袁 另有
12 名来自市卫健委机关及医疗机构的管
理人员袁共计 1512 人遥

津门沪上紧相连袁
抗疫排难意志坚遥
大白精英皆出击袁
夺回往日艳阳天遥

古城驰援

央视网消息院4 月 3 日晚袁陕西 180 人
援沪核酸检测队星夜从咸阳机场出发袁紧
急驰援上海遥

咸阳夜晚别西京袁
抗疫援申出强兵遥
空中飞行千万里袁
同心携手结深情遥

同心守野沪冶
共盼春归

渊组诗冤
姻颜玉华

鹤乡春色 陈允标 摄

猿星期一 2022年 4月 11编辑院李凤启 组版院刘雪云

Email院zonghe566@126.com

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园 射阳河

在我的相册里袁收藏着一组野中英街冶的照片遥 这是
我在香港回归后不久随当时所在镇领导赴深圳考察时袁
在野中英街冶拍摄的一组极具纪念价值和象征意义的照
片袁成为我永久的藏品遥

据记载院野中英街冶 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袁由
梧桐山流向大鹏湾的一条小河河床淤积而成袁原名野鹭
鹚径冶遥 1899 年袁在英帝国主义武力逼迫下袁腐败的清朝
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中英叶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曳袁条约
规定将九龙半岛及附近海域租给英国袁期限为 99 年曰清
英两国勘界结束后袁界桩在沙头角一条干涸的河道上一
字排开袁把沙头角一分为二袁变成了野新界沙头角冶和野华
界沙头角冶遥 以后袁附近居民在河床两侧陆续搭建房屋袁
摆摊设点做起了生意袁逐步形成了一条商业小街遥 不久袁
清政府在街中心刻立了野光绪帝 24 年中英地界冶界碑袁
故名野中英街冶遥 野中英街冶长不足 0.5 公里袁宽直三四米不
一袁街心以野界碑石冶为界袁左侧属于深圳,右侧属于香港遥
街道两侧商铺林立袁 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各类商品袁品
种十分齐全遥 因到特区的人要在深圳市公安局沙头角边
检站办理一张前往边防禁区的野特许通行证冶袁才能进入
野中英街冶袁故野中英街冶被称作特区中的野特区冶遥1989 年 6
月被列为广东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遥

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袁野中英街冶是前来深圳和
香港游客必到的野打卡地冶袁街道上最具教育意义和历史
价值的就算界碑尧大榕树尧古井和警示钟了遥

1840 年中尧英第一次鸦片战争袁其结果是英国迫使
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叶南京条约曳袁割让香港岛遥 第
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袁清政府被迫陆续签订了中英叶北
京条约曳叶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曳袁 英方强行租借界限
街以北尧深圳河以南的九龙半岛北部土地及附近 230 多
个岛屿袁这些地方统称野新界冶袁租期 99 年遥 双方勘定界
线后袁清政府在中英街上设立了 愿 块界碑袁这些界碑是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变迁的缩影袁 既是中国贫穷落后尧清
王朝腐朽没落和外国列强侵略尧瓜分中国的重要历史物
证袁又是中国改革开放尧香港回归祖国并实行野一国两
制冶和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见证遥

进入野中英街冶袁街边有一口醒目的野古井冶遥 据碑文
记载院野古井冶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袁为清代康熙年间迁
来沙头角拓荒的客家人所建袁是野中英街冶两侧居民多年
来共同饮用的水源曰野饮水思源冶袁 古井对当地居民有着
养育之恩袁也牵连着居住在中英街两边不分国籍世代居
民的乡情和亲情遥 直到现在当地人们还流传着野同走一
条街袁共饮一井水冶的民谣遥 野中英街冶的古井不仅是沙头
角历史发展的见证袁 也是中英街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见
证遥

站在野中英街冶街面的无论哪一处位置袁一眼便能看
到耸立于街道中央的一株大榕树袁据说位于中英街第四
号界碑旁的这棵古榕树已有 120 多年的历史袁古榕树与
第四号界碑形影相依袁构成了中英街上一道自然与人文
相互映衬的特殊风景袁见证了中英街百年来的殖民沧桑
和屈辱历史遥 榕树树干苍劲袁枝繁叶茂袁树根长在深圳一
方袁由于街道狭窄袁倾斜的树干穿过街面直插香港袁叶枝
覆盖香港一方袁 构成一幅祖国内地与香港根枝相连尧难
以割舍的奇妙景观袁被喻为野根在祖国袁叶覆香港冶袁增进
了祖国内地与香港的骨肉亲情袁成为许多文人墨客采风
创作的极佳题材遥

设立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广场尧与中英街界碑相互
映衬的野警示钟冶袁是中英街的又一景观遥 警示钟记叙了
中英街割占尧抗争尧变迁尧发展和回归一百多年来的历
史遥 钟身上镶刻着野勿忘历史袁警钟长鸣冶和野3窑18 中英街
警示日冶 等醒目字样袁 以及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要要要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内陈列的千余件近尧现代历史
文物尧民俗文物以及千余幅珍贵的照片资料袁深刻警示
着人们牢记中英街屈辱的历史袁告诫后人必须铭记野落
后挨打冶的深刻历史教训遥

这次的爱国主义教育之行袁通过实地实物的生动教
育袁进一步加深了我对野中英街冶的认识袁它是清政府丧
权辱国和中国历史进程的见证袁更是香港历史上重大的
历史转折曰以中英街界碑为代表的陆地界碑是英国野展
拓香港界址冶并在野新界冶北部地区实施勘界后袁保留下
来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袁是英殖民主义者侵略和瓜分
中国领土的历史见证曰大榕树和古井更见证了自古以来
祖国内地与香港的手足之情遥 相信界碑尧古榕树尧古井和
警示钟这些珍贵文物将持续见证野中英街冶乃至香港的
开放与强大袁见证祖国不断洗刷沧桑与屈辱袁见证东方
巨人的崛起与复兴遥

徜徉野中英街冶
姻董素印

老家射阳人称芦苇叫芦柴袁与如财同音遥 芦柴与家家户户
关系亲密袁任谁一家也离不开遥 盖屋顶袁做笆门袁当铺板曰编成箔
子的用途更是了得院晒衣被袁晒棉花袁忙年蒸糕蒸馍头卸笼曰剖
成篾片织席子畚箕或斗篷袁编篮子和粮食折子曰拦鸡鸭鹅的篱
笆袁戽小鱼作拦鱼的网遥 细小节密的小芦柴编窗帘门帘袁夏天拦
挡蚊蝇飞虫遥 还有人家精选细实的小芦柴编锅盖呢浴 拣下的芦
柴脚子是上好熬火的草料遥

端午节家家户户包粽子袁 到沟边打粽络就是打芦柴叶子袁
长长的粽络像婵娟衣襟上的飘带遥 重阳时节袁遍地芦花盛开袁像
新扎的朝天帚袁扫去浮云袁腾出天空容纳稻谷馨香遥 开在老屋脊
上的一束芦花袁灰白绒绒像芦花鸡毛袁采来编一双毛窝胜似棉
鞋暖和遥 洁白的芦柴根袁冬春时节做农活累了袁嚼一口袁口舌生
津袁给艰苦的日子一丝甘甜遥

立夏到小满期间袁瓜菜玉米种子大都落地袁麦子蚕豆菜籽还
在灌浆袁春和景明遥 正值夏收前农闲之际袁生产队里接到一份挣现
钱的活袁去下老湖海边新生的潮上带栽植芦柴遥 我是有驾证的手
扶拖拉机驾驶员袁老队长就派我和另一个司机同去运芦苗遥

栽植芦柴的地方在距下老湖不远的老海堤外袁一眼望去千
疮百孔袁疙瘩累累袁是一片寸草未生的光滩遥 在光滩上栽植芦
柴袁按当今的语境就是改造滩涂生态遥

住宿就住海堤脚下一个称着海防工事的地堡里遥 工事外面
覆盖了厚实的土袁长了刺槐和固堤的柳棘遥 洞口隐蔽袁石门半
掩袁内徒四壁遥 这里是围海修堤的民工们下榻的宾馆袁飞鸟野兔
也有在此栖息遥

一条海堤分割出东西两个天地遥 堤西芦柴丛中有连锁水
洼袁偶见一二条小游鱼遥 芦叶厮磨猎猎作响遥 苇丛中不时窜出一
两只水鸟袁在头顶盘旋袁忽又一头俯冲入滩遥 堤东弥望的是板笃

笃的光滩袁脚印都难留下遥 芦苗从堤西老滩上挖取袁运到堤东均
匀地抛向光滩袁就算栽植好了遥 芦柴的天性是随遇而安袁不像植
树那样要挖塘要浇水要覆土遥 只是取苗抛苗有点讲究遥 苗根带
泥少不易成活袁泥多了不便运输遥 苗距匀称全在一抛袁好似打鱼
旋网袁抛得出更要洒得开遥 这些基本功难不倒庄稼汉的袁半天不
到个顶个得心应手遥

晌午闷热袁芦苗落滩的托托声此起彼伏袁惊动了灰色的云
烟袁越堆越厚遥 南天云层忽地裂开一缝袁一条弯弯曲曲的火绳嗤
过袁飞出一片水鸟遥 雷声催来雨点袁老滩一片沙沙作响遥 雨霁袁海
堤上蝉声嘹亮袁杨槐放香遥 长长的花穗上袁水珠晶莹袁每一颗花
心里收藏着一个太阳遥

晚上袁闷热的西南风吹得正紧遥 天刚擦黑袁便坠落一滩星
星遥 成百上千的捉蟹人袁拎马灯袁打手电遥 那灯火袁大若火球袁小
如燃香遥 明若汽灯袁暗如烛光遥 夜色滩涂袁闪烁流动的光遥 小蟹
从芦柴丛里爬出来吸痒捕食袁 不提防成了人们舌尖上的美味遥
如同看风景的人不知不觉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遥

休息的那天袁我迎着灿灿的阳光袁追着退潮海水袁跟随拾泥
螺的队伍前去赶海遥 下半天涨潮了袁海浪自远处渐渐推过来袁我
却没有逃离遥 我等着潮水淹没脚印淹过脚踝淹向膝盖遥 若能当
一杆漂流的桅袁就让远航的船悬帆曰若能当一座浮动的灯塔袁就
点亮夜航的坐标曰若能做一截系舟的桩袁就让夜归的船把归心
系上遥 果真如此袁也不枉下海一回遥 我虽是一个运芦柴苗的小司
机袁却也是滩涂植绿的一员遥 一车苇苗青青袁换取来年一车鸟歌
嘹亮遥 柴刮刮的合唱里袁一定有关雎的好声音遥

芦柴的生命力强袁不讲究生存环境遥 不挑肥瘦袁不管旱涝遥
有泥土的地方袁就能扎根生长遥 岸边袁坡上袁沟底袁甚至墙头屋
檐遥 经得住肥沃袁耐得了盐碱遥 朴实无华袁恰如老家人的禀性遥

下老湖植苇
姻三月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