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色天香 王万舜

最美的人间四月天遥 风有信袁如期而来曰花不误袁迎风盛开遥 从
春回大地到草长莺飞袁从湖水盈盈到杨柳依依袁从桃红李白到杏花
春雨袁几多明艳醉了春袁几多温暖润了心遥这样美好的四月天袁该是
不负春光不负卿袁踏青尧赏花袁或者即便是什么都不干袁就只推开
窗尧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袁心情都该是快活的遥

然而袁这一切美好被疫情叫停了遥 在这最美的四月里袁我们的
城市按下了野静默冶键袁全城实行静态管理袁三天又三天遥 县城的家
回不去了袁县里所有的小区全部封闭管控袁大伙儿出不了门尧买不
了菜遥庆幸的是袁管控前一天恰巧周五袁恰巧我把儿子接回了农场袁
不管怎样袁一家人总还在一起遥 农场成了防范区袁全民核酸接连做
了好几天袁嗓子被捅得生疼袁大家戏称野再这样下去哑巴会唱歌尧我
们成哑巴冶袁卡口检查也越来越严格袁一律查验行程码健康码袁重型
货车一律先消杀尧再查码袁直通县城的北大门按照属地政府要求直
接封闭遥

尽管 2020 年春节武汉刚暴发疫情时袁防控办在办公室袁我当
时兼疫情防控联络员袁尽管最开始的半年里袁为了做好对外联络尧
上报数据尧保障物资等工作袁我们也二十四小时待命袁没日没夜尧废
寝忘食地工作曰尽管这次的疫情早已波及了我的家人袁从远在吉林
的公婆袁到上海的大伯袁再到住在南通老家的三叔袁尽管他们经常
以前车之鉴提醒要备好生活物资袁 我也没有想过有一天疫情会来
到我们这座沿海的有爱小城袁 会离我们如此之近遥 射阳的视频号
里袁每天播放着战野疫冶的情景袁原来的闹市尧商场基本歇业袁原来拥
堵的道路空旷得似乎喊一声都能听得见回音袁看到这些袁生于斯尧
长于斯三十余年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遥 我也终于经历了疫情下生
活工作的种种不便和不易袁譬如蔬菜尧米尧油尧水果价格上浮尧再到
稀缺袁快递全部停止袁譬如打印机故障却无法送出去维修袁连购买
市里的防疫物资都要凭借通行证到临近镇上去接货噎噎

然而我却不愿意说她野暂停冶袁我们只是暂时的野静默冶遥我们不
仅坚守住防疫的卡口袁 还执拗地按照年初规划的目标全面推进各
项工作遥 谁能想到在疫情如此吃紧的情况下袁农业生产有条不紊袁
防疫春耕两不误袁小麦尧油菜等在田作物长势良好袁即将进入野三
夏冶农忙季遥 容器苗三期建设如期推进袁林业公司负责人冒着危险
外出采购长达半月袁运进了 63 卡车物资袁其他人员抢抓春季有利
时机推进种植袁预计四月下旬该项目就能全部完成遥社区城管队员
们变身野钢铁硬汉冶袁前一夜在卡口通宵执勤袁第二天又投入轰轰烈
烈的拆违队伍遥 还有最重要的场庆筹备工作尧 关乎民生的项目工
程袁以及环境整治尧内控制度修订等工作一样都没落下进度遥 我们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与公司的约定袁与职工居民的约定遥

人间四月天袁清新而又温暖袁婉约而又浪漫袁处处是动人的诗
篇遥 这个不同寻常的四月里袁我们或许无暇为温柔的蓝天尧飘逸的
流云袁抑或百花的冠冕而驻足袁但我们可以约定袁定不负这场好春
光袁待到疫情退去袁推门还是一片锦绣繁华尧人间烟火袁而这不会太
远遥

相约在春季
邱玲娜

早春的气温忽冷忽热又姗姗来迟袁 但生长在农场各处的油菜
花儿袁此时也不顾羞涩袁尽情地开出花朵袁把春天里那青绿的色彩
镶上了金色袁也让农场的周边成了耀眼的黄遥

对我来说袁我最钟情的除了春天麦苗的绿外袁最喜爱的就是那
种熟悉的油菜花了遥我的成长经历袁也与这浓郁的充满生活气息的
花香融合在一起遥

农场因为是机械化大生产袁油菜不像麦子水稻那般袁适合大面
积的生产种植遥 但勤劳的淮海人袁就把那些宅基地尧沟埂边尧林地
下尧堆堤间开发出来袁栽种上油菜袁成为家中每年油料的来源遥

在搬进场部前的分场大队袁每当到了春天袁宅基地上就会开出
大片大片的油菜花袁把大队包裹得紧紧的袁与红色的瓦尧青色的砖尧
绿色的树等组合在一起袁也点缀了人们的春天遥那是一种充满了希
望的芬芳袁农人们闻着花香袁灿烂笑容佛在脸上袁劳作的劲头更足
了遥

我喜爱在油菜花开的季节里袁或站或蹲在油菜地间袁找寻着那
野嗡嗡嗡嗡冶的精灵袁看着它们采蜜时的姿态和飞翔时脚上那一块
金色的黄袁既为它们勤奋的劳动而夸赞袁更为丰盈的油菜而自赏遥

盛开在春天里的油菜花袁一个花蕾一个花蕾地次第开放袁仿佛
在撑着整个春天袁 而那些花开后的角荚袁 也在悄无声息中慢慢孕
育遥

农场那些爱好拍抖音的大妈们让油菜花成为春天最美的点
缀袁而久久地站在油菜花丛中的我袁仿佛也与这些花海融为一体袁
遥望着田野中正在拔节青绿的麦苗袁心中有了一种特别的愉悦遥

是啊袁花田外那绿油油的麦苗尧吐露着嫩芽的垂柳袁还有那操
纵着机械的农人袁环顾四周都是最美的世界遥我的心情也像那油菜
花儿在风中摇曳袁在心中也涌起层层波浪遥

春天里的油菜花
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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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偶然的机缘袁
随一颗灰尘落入泥土遥
无人知道我来自何方袁
我也不知该情归何处遥

寒风凛冽我藏身雪腹袁
春潮涌动我伸展筋骨遥
是什么束缚着我的身子钥
是什么禁锢着我的自由钥

仰头天高袁
低头地阔袁
是谁在不停地呼唤我钥
这天地间究竟
隐藏多少坎坷钥
路上会有
多少辛苦等着我钥

我拼命地抬头
向上袁
向上浴
我要挣脱这命运的网遥

终于探出头来
看清眼前的世界袁
我只是建筑工地上
意外的存在遥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钥
既然体验到
生命的喜悦袁
何妨以感恩的心
奉献绚烂的色彩遥

防尘罩下的油菜花
文心

淅淅沥沥袁飘飘洒洒袁
根根雨丝袁串串水珠袁
爬满了池塘尧田边那鹅黄的柳梢遥
那哪是水珠钥
分明是春调皮的眼睛曰
那也不是柳梢袁
看不出钥
那是春扑闪闪的睫毛噎噎
人间的聪慧袁
使得春突然间兴奋起来袁
她猛一下甩掉棉袄袁
情切切地迈开双腿袁
痴迷迷地寻找
大地第一朵吐蕊的花苞遥
跑呀袁跑呀袁
找呀袁找呀袁
越过村庄袁
跨过小桥袁
她的身后袁
处处垂下绿绦袁
片片桃李燃烧噎噎
怪不得人们都说袁
春雨贵如油袁
少了油的浇灌袁
大地怎会如此妖娆钥

春雨
李志勇

风云变幻起尘埃袁
冠毒妖魔卷土来遥
一夜之间鸣警笛袁
万民协力斗横灾遥

城乡遍布检查点袁
大白披星戴月回遥
指日再将瘟疫送袁
鹤翔鹿跃百花开遥

射阳抗疫赞
吕庚佐

2022 年 6 月 23 日袁是我 100 周岁生日遥 在那兵荒马乱尧战
火纷飞的年代风风雨雨地走过来袁那滩涂湿地尧那水尧那一草
一木尧 那乡亲们生活变迁的点点滴滴袁 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
底袁难以忘怀遥

苦雨凄风 云开雾散
1922 年 6 月袁 我出生在苏北里下河地区黄海滩头一个穷

苦的农民家庭遥上下几代人连扁担长的野一冶都不识遥我 8 岁时,
父母看我聪明伶俐袁让我断断续续地读了半年私塾遥 俗话说院
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遥 冶我 18 岁那年袁一家三代 7 口人缩在不
到 50 平方米风雨飘摇的柴草搭建的简易房里遥 我想拆掉重
建袁得到了全家的支持遥

说是重建袁其实也就是就地取材袁自己动手袁用草根泥尧芦
苇尧 茅草和滩头上拾来的木棍袁 在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的帮助
下袁搭建起 90 平方米三间土墙房遥 那时袁这样的房子在农村
已经是屈指可数了遥 然而袁因靠近黄海边袁无遮无挡袁如遇强台
风袁茅草屋面常被刮得千疮百孔遥 屋子漏雨袁锅尧碗尧瓢尧盆齐用
上袁外面不下袁家里还是滴滴答答噎噎那些年袁人无定居袁食无
重味袁衣无二衫袁苦不堪言遥 而我相信袁总有一天会云开日出袁
见到太阳噎噎

1949 年 4 月袁中国人民解放军吹响野打过长江去袁解放全
中国冶的号角遥 我告别父母袁报名参加支前队伍袁随着浩浩荡荡
的支前大军奔赴前线遥 战争打响后袁解放军千舟齐发袁横渡长
江袁胜利捷报频传遥 我总是走在支前队伍的最前列袁一轮轮地
送军粮尧运军火尧抬伤员噎噎一次袁我的左小腿被炮弹皮击伤袁
鲜血直流遥 我忍着疼痛袁用布带扎好伤口袁坚持轻伤不下火线袁
继续支前袁受到部队首长表扬遥 百万雄师胜利渡过了长江袁解
放了全中国遥 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当家作主人袁耕者有其田遥

我对家人说院野不要把支前荣誉当着资本遥 如今袁在温暖的
阳光下袁我们仍应一如既往地过着春耕尧夏种尧秋收尧冬藏的农
家日月袁生活定会一天天好起来噎噎冶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时光荏苒袁岁月如梭遥 从农业生产单干户尧互助组尧合作

社袁到人民公社袁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袁但我把集体事
当成自己的家事袁每天五点半钟起床袁带领全家人参加生产队
劳动遥

我见到一些年轻人野上工如拉纤袁下工似射箭冶袁干起活来
马虎了事袁看在眼里袁疼在心上袁时常对他们说院野田袁是种田人
的命根子遥 耶人勤地不懒爷袁不要减工省力曰耶精耕细作爷袁不要粗
糙马虎曰要提高种田的境界袁不要只顾养家糊口袁而是为了兴
邦兴国袁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遥 冶

黄海岸边滩涂到处都是盐碱袁无法长庄稼遥 我秉承老辈们
多年积累的经验袁动员大家齐心协力袁改造盐碱地遥 我带领群
众自制野草泥塘冶袁把人畜粪便尧野青杂草尧河沟里的水草尧腐烂
杂物等袁和黑色淤泥搅拌起来袁封闭得严严实实袁经过夏季三
个月高温袁杂草化为有机肥料遥 待到秋种前袁把野草泥塘冶的肥
料铺在耕种的盐碱土里袁来年禾苗茁壮成长袁获得一个又一个
丰收年袁人们的生活也野芝麻开花节节高冶袁乡亲们喜在脸上袁
笑在眉梢噎噎都说我为改造盐碱地立下了汗马功劳遥 风里雨
里袁起早摸黑袁泥里滚尧地里爬遥 有人问我图个啥钥 我说院野我们
家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袁只想为家乡改变面貌袁为新中国建
设出把力尧流点汗噎噎酸甜苦辣也都变成了幸福遥 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袁我已到花甲之年遥 一天袁县尧镇尧村
三级领导敲锣打鼓来到我家袁将一块铮光闪亮的野光荣人家冶
匾额挂在堂屋门的上方遥 县领导对我说院野您老人家当年参加
支前袁立下了功劳遥 回乡后又默默无闻袁在生产第一线作出了
贡献遥 人民不会忘记您! 祖国不会忘记您! 冶

乡亲们都竖起大拇指野啧尧啧尧啧冶地称赞遥 而我仍一如既
往地和乡亲们一起日出而作尧日落而息袁过着平平淡淡尧有滋
有味的田园生活遥 我虽然没有举手宣誓加入党组织袁但我所做
的事十里八乡有口皆碑遥

改革开放 畅享幸福
1978 年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遥 忽

如一夜春风来袁千树万树梨花开遥 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袁唤醒
了百姓世世代代的梦想遥 联产承包责任制袁农民们有了自己的

土地遥 我们村有 2864 亩土地袁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耕作袁
哪块好尧哪块孬袁哪块离家远尧哪块靠家门口袁还有十来亩兔子
不拉屎的盐碱田袁全村人了如指掌遥 怎么分钥 难度很大遥 村里
连续三个晚上开会商议袁最后一致意见袁首先把我野一碗先盛
起来冶袁然后再抓阄袁凭运气决定遥

我听说此事袁当晚就跑到村委会袁对他们说院野俗话说耶人
勤地不懒爷袁盐碱地也能改造成良田遥 冶要求和大家一样公平
野抓阄冶袁我家抓了十多亩的盐碱地遥 我没有怨言袁而是带着子
孙们勤劳耕作袁改造盐碱遥 10 多年过去了袁我家承包的 10 亩盐
碱地成了远近闻名的优质高产田遥 乡亲们都说我为南洋村竖
起一面鲜艳的红旗遥

当国家提出野要致富先铺路冶号召袁南洋村群策群力袁打响
了一场野铺路架桥尧开渠治水冶人民战争遥 有钱的出钱袁有力的
出力噎噎我把积蓄多年的抚恤养老金捐出 2.5 万元袁并动员
全家和乡亲们一齐参加义务劳动遥

建好路架好桥袁大中小型客尧货车进得来出得去遥 早晨袁辆
辆货车满载新鲜的农副产品运到城里袁 晚上钞票把口袋揣得
鼓鼓的遥 农村田成方尧树成林尧渠相通尧路相连尧旱能灌尧涝能
排袁乡亲们过上了好日子遥

89 岁那年夏末秋初的一天袁南洋村遇上 12 级强台风袁并下
起大暴雨袁我心里牵挂着村里成熟的庄稼被淹袁扛起铁锹袁到田
里开沟放水袁脚下不慎一跤跌倒袁造成大胯骨粉碎性骨折袁以后
只能靠轮椅出行遥 我坐在轮椅上依旧乐观而风趣袁 还时不时地
教子孙后代如何做人做事袁爱党尧爱国尧爱社会主义噎噎

如今袁子孙们时常用轮椅把我推到洁净尧宽敞的马路上散
心袁望着农村松柏青青袁杨柳轻扬袁小河水景如画袁虾丰蟹盛鱼
欢跃袁田间万紫千红五谷飘香袁心情特别舒畅遥 我享受到了新
时代致富小康的美好生活遥

100 岁生日那天袁我和子孙后代商定好袁不用大操大办袁但
要在大门厅堂里挂上大红条幅院野吃水不忘挖井人袁 富裕不忘
共产党遥 冶

回望我的一百年
口述院黄风林 整理院江正

我的家乡射阳是一座有爱的小城袁多年来袁一直以福
土净地而闻名遥 不论是自然灾害也好袁还是当年惊心动魄
的野非典冶也罢袁即便是近年来谈虎色变的新冠疫情也都
是擦肩而过遥 而就在当下袁突遭野疫魔冶来袭袁射阳本土竟
出现一例阳性病号袁这座繁华尧喧闹尧忙碌的小城竟在一
夜之间被按下了暂停键浴

实施野静态冶管理后袁最初我也和许多人一样感到郁
闷寂寞袁无所事事袁整天在书房里看书阅报刷手机遥 网络
时代真是所谓野秀才不出门袁尽知天下事遥 冶

有人负重前行袁才有岁月静好遥 在这场野战役冶中袁我
县许许多多的医务工作者尧社区工作者尧公安民警尧党员
干部尧 文明实践志愿者义无反顾地坚守在疫情防控的最
前沿袁 他们用自己的辛苦指数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指
数遥

自新冠疫情加剧以来袁 闲不下来的全国劳模姚焕平
不但每天向家族成员宣传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袁
还来到兴桥敬老院慰问野五保冶老人袁送去防疫物资遥 野中
国好人冶尧长荡敬老院院长周守伟在第一时间关闭了敬老
院大门袁进行封闭管理袁每天为老人测温袁与医护人员一
起为老人检测核酸袁还抚慰老人情绪遥 40 多天里袁周守伟
的头发都没时间理袁已经长到遮脸噎噎野江苏好人冶尧临海

镇农民快板队党支部书记张同祥第一时间创作快板 叶居
家抗疫显担当曳袁还录制小视频转发袁点击量达到了 10 多
万人遥 野江苏好人冶尧长荡镇卫生院盲人推拿医师董少成还
通过手机劝说亲朋好友不聚餐尧不扎堆遥 野第八届最美射
阳人冶尧长荡镇商会会长孙华在第一时间来到陈洋卡口点
和镇防控办袁送去价值 5000 元的慰问品遥 野第七届最美射
阳人冶尧盐城市政协委员郑婕不但每天在微信公众号上向
她们服务的老人宣传防疫知识袁举办野线上冶读书会袁还深
入野疫线冶慰问和安抚老人遥 银行白领转身为野大白冶遥 射阳
农商银行是全县网点最多的金融机构遥 自野疫魔冶袭击有
爱小城后袁他们的党员和青年志愿者主动报名到社区野疫
线冶战斗袁射阳农商袁斗志昂扬曰抗疫先锋袁敢于担当曰请党
放心袁我已到岗曰众志成城袁奔赴前方的响亮口号在有爱
小城上空回荡遥 他们还组织了两个临时党支部袁县政府家
属区尧教育局尧城东社区尧书苑雅舍尧虹亚社区尧世纪花苑尧

申阳小区尧 发鸿社区等卡口都留下了他们辛勤的汗水与
坚定的足迹遥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袁我县自媒体野大 V冶们更
是忙得不可开交袁叶射阳论坛曳叶射阳快报曳叶黑马说射阳曳
叶射阳网曳叶新坍 V 视曳等自媒体袁每天拍摄精彩小视频转
发朋友圈袁为鹤乡抗疫加油遥 我县杂文学会的会员和网络
作家们再也坐不住了袁纷纷拿起笔来袁讴歌全县野抗疫冶一
线志愿人员的风采遥

在野抗疫冶一线袁还有很多很多闻野疫冶而动的志愿者遥
射阳县助残志愿者联合会党支部书记尧 会长董标和妻子
张锦秀尧 射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鲍宁等志愿者在我
县疫情加剧后始终坚持奋战在抗疫一线遥 还有射阳县司
法局合德司法所一级科员朱恒敬夫妇袁 在新冠疫情防控
的战线上袁他们并肩演绎了非常时期的野别样浪漫冶遥 还有
赵其军尧黄翠玉尧胡礼杰等企业家和王成忠尧封其明尧董永
宏等私营企业主袁不但在抖音平台上宣传正能量袁而且还
到野疫线冶慰问志愿者袁将新鲜蔬菜送给封控小区居民袁赢
得赞声一片遥

在岁月的长河里袁 悄然而逝的一周时间就像白驹过
隙袁 而我们射阳儿女在这一周多抗击疫情的时间里所经
历的励志故事却让人深刻铭记尧回味悠长遥

闻野疫冶而动暖鹤乡
张建忠

两条老板凳袁搬家的时候就搁在房顶上遥 新家的家具大
都是新换的袁添了沙发袁有皮革的有木质的袁人坐在上面确
实舒服多了袁看上去也养眼遥 坐具换成了椅子和小杌子袁原
来的小板凳就送人或者扔了遥 只有这两条长凳袁长相还算入
眼袁就没舍得抛弃袁随其他物件搭车过来了遥 但是袁新家里无
论如何没有它的位置袁 只好放在屋顶上袁 搁张柴帘子在上
面袁冬天晒萝卜干山芋干袁夏天晒腌黄瓜腌莴苣遥 长年累月袁
板凳就在屋顶上袁素面天光云影袁饱饮风霜雨雪袁一晃十多
年遥 偶尔移动一下袁头几年没什么感觉袁只是板凳的面子有
点苍白袁原本的古铜色褪淡了遥

小屋朝阳面栽植的桂花树袁长得郁郁苍苍袁似乎有意和
枇杷尧棕榈比高袁前几年都窜过了屋顶遥 有时候会把阳光遮
住袁炎夏酷暑里袁板凳也能偷得一时阴凉遥 前年开始袁我在桂
花尧枇杷和棕榈树根下栽了丝瓜尧扁豆遥 树干作架袁丝瓜尧扁
豆细细的藤蔓绕上板凳袁安营扎寨袁叶茂藤肥袁花繁果实袁板
凳被蒙成青绿一片遥 登上屋顶袁在板凳上摘扁豆摘丝瓜袁方
便还省力袁惬意得很遥

秋尽冬来袁草木开始凋零遥 桂花尧枇杷都是些耐寒树种袁
除了青绿的颜色稍许变暗袁没有什么大改变遥 棕榈树梢上的
叶子依然墨绿袁树脖子以下的陈年老叶层层披挂袁如同一个
披着蓑衣的渔翁遥 丝瓜扁豆早已枯藤袁一两片枯黄的破叶在

秋风中无精打采地摇曳遥 选定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袁我决定
把缠在树上的扁豆尧丝瓜藤蔓扯下袁也让树们轻松地过冬遥
覆盖着瓜豆藤蔓的板凳也露出来了袁 但板凳腿大幅度地倾
斜了袁原本苍白的皮肤变得霉斑点点袁全无当年结实健康的
风采遥 想当年袁这两条板凳曾经是家里最得力的床架袁板凳
上承载了多少个阴晴圆缺喜怒安乐的梦啊浴 抚摸着板凳袁我
久久沉思遥

是什么改变了板凳的状态呢钥 当初搬家来时袁板凳也很
健康袁绝不是老弱病残浴 只是因为家里的空间有限袁有选择
地将板凳安排在屋顶上罢了遥 这些年来袁也没有派给板凳超
出它的承载力的重活袁怎么就不行了呢遥 板凳渐渐衰老袁我
这个主人竟然没有太大的感觉遥 家里和板凳同年的一个小
床头柜袁两只木箱袁依然油光铮亮袁担当着保管衣物的重任
呢遥 只不过一直和主人生活在室内袁不像板凳餐风饮露遥 生
存环境不同差距竟然会这么大遥

去年底板凳彻底瘫了袁散了遥 苍白灰暗袁轻飘飘的袁落地
声如玉米穰子遥 我默默拾掇它进了柴火堆袁 没有一点仪式
感袁更没有感慨或沮丧遥 两条老板凳的残躯会和它身上多少
曾经的负重袁都将在炉火中灰飞烟灭遥 没人识得哪缕烟焰发
自板凳的躯体袁也不会记住板凳涅槃的日子遥

老板凳
尤敬东

人生七十古来稀袁余今八秩不足奇遥
尝过酸辣苦咸甜袁历尽风霜雨雪霁遥
诗书苦读阅万卷袁五洲畅游程过亿遥
一介书生何所求钥 从教为政履职志:
三尺讲台化春雨袁桃李不言下成蹊曰
忠于职守甘尽瘁袁未负家国未负己遥
功过且待盖棺定袁众议口碑著青史遥
即或流星划空过袁曾经闪亮亦足矣浴

八十初度
蔡宝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