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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又一次来临袁夜风卷走了黑暗的残云袁却没有掠去我久存
心头的忧虑袁那颗已悬挂多日的心结袁随着这次疫情的突发袁悬
得更加离谱袁任我怎么安抚袁它始终都不肯下浮浴

夜风声声跌撞我的灵魂袁如丝般的情结缠绕在心尖袁惆怅怎
样才能梳理那紊乱的丝头遥

无法言表的情感袁是星空下默传的信息袁无法拥有的温馨袁
是初夏夜晚时漫溢的忧伤遥

等待的夜袁 心灵是脆弱的袁 梦想与希冀成了风里迫切的期
待袁徘徊在焦躁等待的日子里袁心也开始渐渐变得疲惫遥

无缰的思绪放飞着文字与夜色一起翩翩起舞袁 期望与等待
是快乐和煎熬的根源遥

上海的疫情让我产生了一份莫名的痛袁是心灵的孤单袁还是
期盼拐点的迫切袁让心灵变得憔悴遥

久久的等待已将我扯入一个无期的轮回袁 从春至夏悄然落
笔的这一刻袁便希望驾驭自己的意愿袁飘向没有孤寞没有纷繁的
世界遥

在我文字显露的瞬间袁已造就了情愫渴求的愿望袁字里行间
撒下满腹期盼袁指尖频频敲响战疫告捷的时钟袁筑建的文字心桥
已连接到希望的彼岸遥

生命的演变宛如大自然一般袁本来就是一个轮回的过程遥今
夜欣然站在渴望的前哨袁心在初夏固涩的血液中再度沸腾袁和着
一股澎湃冲洗烦躁的细胞袁在这缠绵的季节里睁开惺忪的双眸遥

我醒悟袁我的愁绪不能再像雨滴般那样袁顺着原有的轨迹流
淌袁我要舒展那狭隘的胸膛遥

把那颗流浪许久的心驻足在温馨的芳草地袁 穿越寂寞的时
空寻找温馨的梦遥

然后在梦幻中悄然埋下一颗希望的种子袁 当夏季的风与雨
自然地融合时袁那透明的心迹袁会本能地追随这场战疫捷报的狂
欢声袁荡漾起那不可抑制的心舟遥

野疫魔冶降临思绪千
汤静

野丫头啊袁阿姨给你挑了些韭菜袁就是莴苣没替你削袁我叫
三楼阿姨给你带上楼尧 挂在门把上了袁 你下班回来自己做菜
吧遥 冶正在忙活的我袁听到邻居二楼阿姨发来语音消息袁顿觉一
股暖意涌上心头遥

这不是第一次承她们的情了遥 自从去年九月公婆回老家
后袁楼下的邻居们对我们就格外关照遥我家的小菜地没人照料袁
她们就替我翻土尧栽菜尧施肥曰倒垃圾忘了拿回垃圾桶袁几天后
想起来赶紧下楼袁发现垃圾桶还在原地袁并且被洗刷得干干净
净曰孩子放寒假袁适逢年底我连连加班袁她们替我照应孩子袁接
娃的时候一并把我们家的脏衣服和没来得及洗涮的碗筷都洗
干净了曰出差一个多星期袁我没跟她们说袁阿姨打电话来袁关心
地说许久没见到我尧想我了噎噎过年到现在没有休息过袁两个
阿姨好像商量好的袁轮流给我家送来她们自己地里新鲜尧挑好
的蔬菜袁烙好的南瓜饼袁刚出锅的春卷等等遥还记得前两天下班
回家袁走到三楼阿姨家门口袁她叫我赶紧回家拿个盆袁然后从锅
里装了满满一大盆莴苣叶肉饭袁她自家留下的却不多袁一劲儿
说野你不会做袁赶紧端回家冶遥 回到家往锅里一倒袁足足大半锅袁

我和孩子吃了两顿浴 那天蹲菜地边拔菜袁东边单位的阿姨一直
喊袁看我没搭理她袁还特意跑过来袁一瞅我说看错了袁以为是二
楼阿姨家的姑娘回来了袁还喃喃道野离远看长得真像咧冶袁我心
想袁阿姨们可不是把我当自家闺女在关心嘛遥

忽然又想到十年前刚来农场场志办的时候袁丁主任手把手
教我校稿尧写材料尧学书法尧到野外采风摄影袁还帮我谋划未来袁
叫我去办公室工作袁 说能迅速成长但也要做好长期吃苦的准
备遥 跟着丁老学书法时又认识了许多老前辈袁其中一位热心社
区公益事业的栾宗孚爷爷对我帮助最大袁我在农场买房袁为了
帮我监工袁当时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特意买了电瓶车袁天天早
上五点多去尧晚上六点多回遥两三个月的工期袁老人除了孙女高

考没有去袁刮风下雨一天都没落下遥装修结束了袁我要给他监工
费袁他怎么也不肯收遥 他们都说过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孩子到这
里没依没靠的袁就跟他们自己的亲孙女是一样的遥

我想这便是开放尧包容尧大爱的新洋魅力遥所以尽管我们走
过的青春袁吃过苦尧熬过夜尧受过累袁流过泪尧流过汗甚至流过
血袁但无论是五十多年前来场的城市知青袁还是几十年来来场
实习尧锻炼尧挂职的领导干部尧知名人士袁还是我们这些外来的
学子袁不论是留在这里的袁还是已经离开的袁都深深地眷恋这
里袁就像常州知青张汉明回忆录里说的这里是野我们永生难忘
的第二故乡冶遥 是呀袁当我被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关心尧照顾尧呵
护袁被当做他们的孙女尧闺女时袁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爱这里呢钥
有人说我运气好袁碰上了好人袁我倒觉得更幸运的是我们选择
来到这里遥

其实啊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袁你若善袁世界便善袁
或许你也会遇到欺骗尧背叛甚至伤害袁但善良是人生的底色袁有
些温暖袁能润你一生遥 庆幸的是袁出走半生袁所遇多暖袁自己亦
暖遥

有些温暖润你一生
邱玲娜

春夏之间袁风起东南遥 花树琳琅袁燕莺
蹁跹遥

海棠若雪袁山樱如烟遥 毯野簇绿袁镜河
映蓝遥

有人读书摄影袁有人踏青登山袁
有人封校居家袁有人露宿风餐遥
客体不一袁化作千家同盼曰
万般苦乐袁皆为主体实践遥
试看袁白衣铁甲袁岂惧病毒百变钥
外卖配送袁可畏大敌当前钥
田间耕农袁未怠犁锨袁城中劳工袁不懈

臂弯遥
此之谓人间最美四月天浴

春日感怀
苗丁文

小序院神舟十三号乘组驻轨半年袁完成
预定任务袁 于 4 月 16 日上午十点于内蒙
古东风着陆场精准平安着陆遥 场面壮观袁
气氛热烈遥 举国上下无不为我国的航天事
业的蓬勃发展感到自豪遥 无比兴奋之际袁
欣赋七律一组向航天英雄致敬浴

渊一冤
万众关心着陆场袁三英顺利返家乡遥
天宫逐梦千程远袁太空科研半载长遥
昔看睡狮眠禹甸袁今观火箭舞穹苍遥
平安精准欢呼起袁猎猎红旗大漠扬遥

渊二冤
劲风呼啸杪春寒袁万众凝眸大漠滩遥
半载同舟观浩邈袁三人异口报平安遥
开颜漫舞红旗猎袁举手频挥赤子欢遥
奋力攀登收硕果袁并肩欣克问天难遥

渊三冤
飞天怀梦几多秋袁今上凌霄半载游遥
漫步苍穹三勇士袁当惊世界一神舟遥
朝朝观赏嫦娥舞袁日日长消后羿愁遥
踏破九垓银汉外袁牛郎织女已无忧遥

渊四冤
宇宙航行屡放舟袁不停探索展鸿猷遥
飞天豪杰太空走袁报国英雄奥秘求遥
六月观星研造化袁九霄追日乐遨游遥
目标任务已圆满袁载誉而归返地球遥

渊五冤
半载安居在九天袁牧星揽月会群仙遥
飞行屡近凌霄殿袁闲玩常并玉帝肩遥
曾赴瑶池尝美酒袁更游蟾苑赏花妍遥
银河垂钓牛郎伴袁后羿嫦娥护凯旋遥

渊六冤
喜讯飞来大漠边袁英雄乘组凯歌旋遥
半年坚守天宫驻袁三杰科研捷报连遥
舱外飘行排隐患袁太空授课解疑篇遥
奇思妙想灵机动袁振兴中华绮梦圆遥

欢庆神十三号乘组
胜利返回地球

颜玉华

一代天骄旷世名袁
穿云破雾箭飞行遥
觅微探秘太空里袁
伴月观星广宇程遥
半载遨游标史册袁
云途历险写丹诚遥
高歌齐奏航天曲袁
万众欢腾颂三英遥

颂中国太空
三人组胜利返程

海夫

探际奔驰袁广袤穷追遥 赞三豪尧忙碌不
疲遥 苍穹授课袁画展瑶池遥 看蓝星转袁月星
走袁河星辉遥

半年征旅袁满载而归遥 颂英雄尧任重严
威遥 忘吾奉国袁壮志芳菲遥 咏航天人袁寄天
梦袁驻天栖遥

行香子窑神舟十三号
航天员胜利返回

王淑云

烈火上煮海煎盐袁
烤出坚韧刚强遥
硝烟中挺起脊梁袁
迎接日出东方遥

春风里放飞希望袁
一路向海图强遥
阳光下踏歌起舞袁
奔向梦的远方遥

腾飞吧袁射阳袁
腾飞吧袁鹤乡遥
长江斟满美酒袁
祝福你天地吉祥遥

腾飞吧袁射阳袁
腾飞吧袁鹤乡遥
黄海敞开胸怀袁
拥抱你无限风光遥

腾飞吧袁射阳
渊歌词冤
顾向明

岁月不居袁时节如流遥
今年是虎年遥 虎年的正月初四袁是立春曰正月十九袁是雨

水遥 自立春始袁新的一年就迈开大步朝前走袁新一年的二十四
节气也次第铺开遥

野天不言而四时行袁地不语而百物生遥 冶在我们盐城袁人们
总是习惯把野立春冶说成野打春冶遥 每到这一时节袁经常会听到人
们相互打听啥时候打春钥 当然了袁打听啥时野打春冶的目的并不
是到时撮一顿好饭好菜袁 抿一口好汤好酒袁 而是为了准备农
事袁以应野四时行冶曰购买化肥尧农药尧种子袁以对野万物生冶遥 军人
不是讲究不打无准备之仗嘛袁野一年之计在于春冶袁农人当然也
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袁不然袁怎能野春种一粒粟袁秋收万颗籽冶钥 这
时就会有人答院野大年初四就打春了遥 冶一问一答里袁不仅是乡
音袁还满溢火热的乡情遥

古训说得好院野立春要晴袁雨水要淋遥 冶农谚也说院野但得立
春晴一日袁农夫不用粗耕田遥 冶说来也巧袁今年打春这天袁盐城
的天空一片晴朗曰而雨水这天袁老天还的确给盐阜大地下了场
不大不小的透犁雨遥一切都是好兆头遥尤其是袁立春后袁东风渐
渐增强了力道袁大地一片温暖湿润遥 古人云院春江水暖鸭先知遥
鄙人以为袁此话虽有理袁但并不占尽理遥 其实袁春回大地袁比鸭
先知的还有野遥看远绿近却无冶的草木袁尤其是以农为业的庄
户人遥

气候与节气的变化袁庄户人的确最为上心遥 他们要根据冷

暖程度尧气温升降袁开始一年一度的春耕生活遥 因为袁他们知
道袁春上是最为要紧的季节袁这个时节他们既要管好麦苗尧油
菜袁还要忙着整田耙地引水下稻种袁送药送肥到田里点棒头遥
蓄积了一冬力气的麦苗袁 到了立春后纷纷拔节长高袁 孕穗长
粒遥与此同时袁各种野草也会迅速生长袁抢占着地里的肥力遥这
时节正是考验庄户人的时候袁俗话说袁人勤地不懒遥 倘若此时
不管好麦苗袁夏粮就难有好收成遥 所以袁在我们盐城袁正月初一
新年一过袁亲朋好友们的脚就闲不住了袁他们相互道别袁迈开
两条长腿袁各自归去遥 回到家的村民们赶紧扛起锄子袁赶到田
里去薅麦草袁即便到了正月十五袁火红的元宵节仍留不住薅草
的农人们袁街场上的热火朝天尧锣鼓喧天竟敌不过麦田里那个
薅麦草的朝天热火了遥

俗话说袁春雨贵如油遥 到雨水节气时袁绵绵细雨不用人们
祈祷袁竟自登场遥 在冒着光亮的春雨中袁农人们忙着整治水渠袁
清理田沟袁填漏堵洞袁铲走沟渠碎土袁有条件的农户还会买来

水泥沙子袁把清理好的沟沟渠渠涂抹一番袁以确保它们在进水
后做到田沟通畅袁且滴水不漏遥

不知不觉间袁春天走向深处遥 草长莺飞袁艳阳高照曰还有那
布谷声声袁仿佛在提醒着庄户人家袁赶紧布谷袁莫误农时遥 在布
谷鸟的催促下袁农人们起早带晚袁忙着春耕下种袁紧着整田育
苗遥 稻麦是盐阜大地的两季主要农作物袁不论是下种育秧袁还
是管好麦田袁家家户户从不马虎遥 因为他们晓得袁一旦季节抓
不住袁秧田整不透袁农肥下不足袁就难保谷种虽然撒下去袁但芽
儿出得却像秃子头上的毛发袁稀稀拉拉袁不仅如此袁还会出现
苗黄苗瘦苗儿生病等影响全年丰收的情况遥 等到稻种下了田袁
庄户人便又紧忙着薅二道麦苗袁同时袁还对那些缺肥泛黄的麦
苗或受过冻害的麦苗紧忙着追施返青长壮肥袁使其变强变壮袁
为全年的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遥

随着气温上升袁麦子的病虫害开始活跃起来袁人们又紧忙
着打药根治遥 当麦子的管理接近尾声袁 又要忙着田间秧苗管
护遥 这一年里的农活袁一月接一月袁一茬接一茬袁人们便一月连
着一月袁一茬连着一茬地忙碌着遥

民以食为天袁天以粮为本遥 庄户人家深知袁田里的事耽误
不得袁人误田一时袁田误人一季遥 唯有朝耕暮耘袁辛勤劳作袁才
会有庄稼丰收袁粮仓丰稳遥 而这大好春日袁便是我们躬耕奋斗
的好时节曰这明媚春色袁旖旎氤氲袁更是我们不负春光袁不负年
华袁不负新岁的强壮载体遥

莫负春日好时光
李志勇

老伴在岗时是港埠公司开票员袁以精通业务尧十年无
差错著称袁是公司的野红管家冶遥 在家里袁她手脚麻利袁做事
利索袁因此承包了大部分家务遥 她的这种性格袁与我那慢
吞吞尧懒洋洋的脾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院老伴干家务袁我
当甩手掌柜袁我俩也算相安无事遥

退休后袁我们进入了二人世界袁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
变化院我呢袁心情烦躁袁无所适从袁成天上网尧看电视尧写写
文章袁不免丢三落四尧不修边幅曰老伴呢袁鸡毛蒜皮尧陈芝
麻尧烂谷子地唠叨个没了遥 这样就不免野擦枪走火冶袁甚至
丢碗摔盆遥 终于在一天把老伴气得大哭了一场噎噎看着
老伴脸上的道道皱纹袁头上根根银丝袁想起她相夫教子袁
内外筹划袁百般辛苦袁操劳一生袁我的心软下来了袁决心不
再当甩手掌柜袁老老实实野妇唱夫随冶袁甘当老伴的好下
手遥

从此后袁我一改过去的慵懒习气袁跟上老伴的节奏院她在
厨房掌勺袁我便帮着淘米洗菜曰她在室内扫地袁我便拿着拖把
在后面拖地曰她上菜场买菜袁我便提着篮子去当搬运工噎噎
我的自觉行动袁赢得了老伴的欢心遥紧绷的脸上袁荡起了久违
的笑容袁人也渐渐变得温和起来院野累了吧袁到电脑旁去放松
放松袁别把我们家的书呆子累坏了噎噎冶得到老伴的野恩准冶袁
我便见缝插针地上网逛逛遥

给老伴当下手袁也是一种乐趣遥 老伴在买菜时袁那察
言观色尧旁敲侧击尧欲擒故纵的砍价技巧曰那挑肥拣瘦尧货
比三家的精明曰那锄强扶弱尧与人为善的慈心噎噎对老伴
的敬爱之心便油然而生遥

给老伴当下手袁亦步亦趋袁妇唱夫随袁增多了心心相
印的默契曰双宿双飞袁风雨同舟袁加深了相濡以沫的恋情遥

给老伴当下手的感觉真好遥

甘为老伴当下手
江正

最近偶感心慌并伴有后背隐隐作痛袁有点担心和县医院 CT
室预约的 12 号下午两点半的冠脉 CT 检查遥 由于对新院区不熟
悉袁我感觉应该早点去袁所以当日下午一点多钟就到达医院遥 在
门诊大厅自助挂号机上挂号袁预约的医生提前上班在诊室等我袁
由于就诊的前期工作准备到位袁核酸检测在规定期限内袁所以下
午如期检查很顺利袁检查结果也理想袁一切都 OK遥

小时候我家住在政府东家属区和县医院仅一河之隔袁 许多
儿时玩伴的父母都在县院工作袁 县医院东侧的大堤上是我们跳
皮筋尧翻花绳和老鹰捉小鸡的玩耍地遥我们政府大院的人家和县
医院的人家同饮一口井袁共用一条河袁可以说我们是闻着县医院
的味成长的袁对县医院特别有感情遥 77 年恢复高考我选择了报
考医学院校袁这样的选择应该与对县医院的特殊情结有关吧遥毕
业后分配到县卫校任教袁虽然不在县院工作袁但是因为工作关系
和县医院联系非常多袁熟悉医院的一草一木袁熟悉医院的病房和
诊室袁和医护人员就更熟了袁甚至觉得自己就是县医院这个大家
庭里的一员遥

几个月前县医院东迁搬新家了袁 我心中真的是万般的不舍
啊遥 12 号去新搬迁的县医院就诊体检袁我特意早点去在院内随
意逛逛袁熟悉熟悉新院区的环境和布局袁前前后后楼上楼下逛了
逛感觉新搬迁的县医院她已经不是我心中的那个特别熟悉的县
院了袁现在的她让我感觉陌生又新奇袁刹那间心情有点复杂袁不
免也有点小失落遥 继续逛袁细细看袁过山车的心情慢慢回到了欣
喜位袁 越发的欢喜和欣慰遥 县医院还是原来的县医院一点没有
变袁她依然是那样的质朴博爱袁一步一个脚印从弱到强袁从小到
大袁是名副其实的综合性二级甲等医院曰细细看袁慢慢品袁觉得东
迁的县医院她还是变了袁变得更加务实壮美袁一步一个跨越袁从
有到好袁从好到精遥 科学配置尧学科健全尧名医工作室覆盖多学
科袁是近百万射阳人民的福音遥 院内院外环境优美舒适袁设施齐
全很温馨遥醒目的咨询台尧暖心的自助站袁服务模式彰显人性化遥
就医指南清晰明了袁在线挂号尧网上预约查询袁让患者享受高科
技带来的便利遥科学的操作流程快捷又方便袁没有了老院区科室
狭小窘促尧就诊拥挤不堪的场面遥 为危重病患者开通绿色通道袁
为老弱病残提供全程陪诊服务噎噎以病人为中心袁 以真情换理
解袁以微笑亮窗口袁以服务赢声誉遥作为卫生系统的老兵袁看到县
医院今天的变化和发展非常欣慰袁我虽说是去体检身体的袁但更
是一次爱的体验袁 体验科学发展和科学管理为老百姓带来的福
荫曰体验砥砺前行袁锐意进取为老百姓带来幸福的飞跃遥

就医随感
陈敏

清明节前袁与妻陪母亲去父亲墓地祭扫袁沿途盛开的
蚕豆花不时吸引我驻足观赏遥

麦田旁袁菜园边袁田埂上袁一簇簇蚕豆林随处可见遥 在
初晨阳光的沐浴下袁没过膝盖的蚕豆萁上挨挨挤挤的叶片
油绿碧翠袁一朵朵娇嫩的豆花儿点缀其间袁格外耀眼遥 蚕
豆花貌似蝴蝶兰袁 淡白的花瓣上点染着一层薄薄的紫色
斑纹袁黑色的花蕊如同婴儿的小眼睛袁调皮地一眨一眨着袁
让人禁不住要抚摸一下遥

春风十里袁百花盛开袁不起眼的蚕豆花袁虽然不如那些
争奇斗艳的花儿赏心悦目袁但在我心中却始终是一道野情
结冶遥 记得小时候袁每到开春袁父母到农田劳作袁我就跟随
他们去玩耍袁蚕豆花就成了我恶作剧的对象遥 我把蚕豆花
一朵一朵摘下来袁又一片一片分开袁捧在手里迎风抛洒遥
正当我沉浸在野花瓣雨冶里的时候袁总会遭来父亲的谩骂遥

稍微长大后袁我终于明白了父亲责备后的艰辛遥 父母
生了七个子女袁家庭负担比较重袁为了增加收入袁每年秋冬
之际都要在田头地埂种上蚕豆遥 待到春回大地袁那一簇簇
如蝴蝶般的花儿悄悄盛开袁过了不久就长出小指头似的豆
荚袁没有暄暄腾腾袁在不经意间成熟为沉甸甸的蚕豆遥

每到蚕豆成熟的季节袁蚕豆就成了我们的下饭菜遥 母
亲总能变换花样弄出一道道美味可口的蚕豆美食袁鲜嫩的
蚕豆直接焖煮袁有时还放些蒜薹袁蒜薹刺激的味道怼着蚕
豆青涩味袁 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享受遥 可能母亲有些偏
心袁偶尔还会用针线袁将青蚕豆穿成野佛珠冶袁放在粥锅里煮

熟给我吃遥
工作以后袁放假回到家里袁有时我还会到儿时玩耍的

田间走一走遥 每逢蚕豆花盛开的时节袁走在长满蚕豆苗的
田埂上袁一阵阵诱人的蚕豆花幽香从鼻翼溜过袁总有莫名
的感觉涌上心头遥 举目远望袁依稀可见父母劳作的身影遥
我的父母就像那不张扬的蚕豆花袁默默地开袁默默地谢袁虽
不绚烂袁但平静而充实遥

又到蚕豆花盛开时袁再见久违的蚕豆花袁我百感交集袁
想起了清代诗人汪士慎的叶蚕豆花香图曳遥 野蚕豆花开映女
桑袁方茎碧叶吐芬芳遥田间野粉无人爱袁不逐东风杂众香遥冶
正当我在心里默念着的时候袁妻的催促声提醒了我袁母亲
正艰难地蹒跚前行袁我和妻赶紧上前搀扶遥

又见蚕豆花开
陈玉军

海棠花儿开 张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