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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循林圃外沿的小路散
步遥虽时有梅的芳香引我远眺近赏袁
然因想到朋友几日前说及而我至今
仍未遇得的很多年不见的茅针袁不
免又抱一线希望袁 视线时向下方垂
落逡巡遥

小时候袁这样的春天里袁最爱做
的事袁 是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结伴
到远野去放风筝袁 和蹲身或趴伏于
新发的茅草丛里拔那饱鼓鼓胖乎乎
的茅针遥田畔袁沟坎袁河坡袁那时找它
很容易遥找到了袁野的冶的一声脆利拔
出袁细细剥遥 所谓茅针袁亦即尚未绽
放的茅草花袁外皮浅绿色袁腹肥袁尾
梢尖细如针袁剥开袁但见一指许长的
蕾条绵软又白嫩袁放进嘴里咀嚼袁随
即化作齿间喉畔的鲜润汁液袁 含着
淡淡的清香袁透着微微的清甜袁解渴
解馋还充饥遥 这茅针肉袁远比而今花
样繁多的零食好吃太多遥 拔到的一
时吃不掉袁 就攒着齐齐装入衣兜带
回慢慢享用遥那时都说袁清明节前的
茅针吃了眼睛亮袁 过了节的茅针蛇
吃过了不能吃袁 这更使孩子们抓紧
时光赶着趟儿去拔吃遥其实不过是袁
过了清明茅针即将花发不再好吃罢
了遥

但是袁 好几天了袁 好多次散步
了袁任怎样用眼睛去搜索辨别袁仍是
没能发现哪怕一根茅针遥 今天中午
这么边走边看袁渐却注意到袁路畔尧
树脚浓浓淡淡的新绿间袁 开有许多
星星般的小小蓝色花遥那些碎蓝袁散
缀在旺绿间袁煞是悦目遥 婆婆纳么钥
也是少时常见的一种野植遥 手机拍图问向专以识
别花草的形色 app袁显示的是院阿拉伯婆婆纳遥

形色说袁 上世纪这一野植的种子粘在了旅人
的鞋底进到中国袁 落地生根袁 径自迅速大幅度繁
殖袁 生命力极强遥 形色给它的介绍语甚是活泼俏
皮袁 像是出自无忧无虑的小女子之口院野传说中有
一位叫做耶阿拉爷的老头躺在草地上想念自己的老
伴耶婆婆爷袁所以他躺过的那片草地袁就被叫做阿拉
伯婆婆纳袁 而对于我来说袁 阿拉伯婆婆纳这个名
字袁就当是句叽里呱啦的咒语袁咒语一念袁就春回
大地了遥 冶

走着走着袁不料竟真的发现一处似被野阿拉冶
老头躺过以思念 野婆婆冶 老伴的草地遥 要要要密林之
中袁 空着面积不算小的平整一块袁 里边一棵树也没
有袁满地只是密覆着涨水般的新绿遥由同一质地与形
状的叶和茎组成的新绿遥春天温煦阳光的照耀下袁无
以计数的蓝色星芒似的小小花儿袁融汇成柔烟薄雾袁
于崭新的绿波间梦幻般轻浮泛遥

循林间小径袁轻轻步入这美丽花溪袁在花间蹲下
身来遥若可以袁真想被这花溪溅一身湿遥天高而蓝袁鸟
在林梢深处歌唱袁风将地上花儿轻摇袁草底溢散上来
的清气温柔袭拂面颊遥 身前身后袁身左身右袁全都是
轻摇着的蓝色小小花袁 它们仿佛全都在争抢着要叽
里呱啦地说话遥 说什么呢钥 说从怎样遥远的地方来钥
说如何就漫成了这么一大片钥 说野阿拉冶老头在此留
下的思念钥说钻出泥土后探得的有趣春消息钥噎噎臆
想罢了遥 可是袁这密布着的星星点点的蓝袁多么洁净
多么纯粹又多么明丽呀遥 是的袁蓝里的白色暗纹袁蓝
间的两个几可忽略的小黑点袁 又使它们宛若无数有
着长长睫毛的明亮蓝眼睛袁野蓝眼睛不停在扑闪袁好
奇地打量这个世界遥 冶蹲身花溪里袁整个儿人袁似也被
这绿的波尧融凝的浅蓝烟雾一并淹没袁只想将这并不
平静尧并不完满但育有这般动人花草的人世间袁满心
满意地尧细细地爱悦遥

这个中午袁走出来袁蹲下身袁看见了这些似会传
情达意的婆婆纳遥 还看见擎着五把绿色小伞的雅致
的泽漆袁看见花朵娇俏的救荒野豌豆袁看见瓣儿有序
又精致排布的白花车轴草遥在喧嚷生活的边缘地带袁
在偏僻的尧不起眼的地方袁在与高枝间的梅们尧桃杏
们尧海棠们共同的春天里袁这些小野花袁也在悄悄绽
放自己特有的鲜妍遥 你来或不来袁你蹲下或走过袁都
与它们无干遥 但是袁是的袁告诉我它们更准确更形象
名称的诗人尧 摄影家莫非曾这么说过院野如果连身边
的事物都搞不清楚是什么或者忽略不计袁 那所谓的
远方尧西藏尧非洲袁也没有什么意义遥 冶

意义袁有时就在身边袁在当下遥 也许就在袁蹲下
身来尧面对一朵春天小野花的那一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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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谷催春
新芽缀满柳梢头袁嫩苇轻摇鸟放喉遥
扑鼻花香醒沃野袁动听蛙鼓醉田畴遥
铁牛履职生机现袁布谷高歌活力讴遥
抗疫春耕双不误袁神州大地播丰收遥

湿地风光
春临湿地柳含情袁舟入明湖画里行遥
鹤阵斜阳飞碧水袁鸥群薄暮唱红樱遥
天天呼吸花香味袁日日聆听鸟语鸣遥
世间蓬莱何处觅袁神仙到此欲安营遥

谷雨行吟
初春时节瞬间过袁布谷开腔又唱歌遥
旷野轻飘杨柳絮袁公园怒放牡丹多遥
一声号令皆禁足袁万众同心抗毒魔遥
雨润青苗丰稻黍袁无忧衣食国祥和遥

乡村春潮
风和日丽白云飘袁水碧天蓝气象娆遥
百鸟枝头陪伴侣袁千蜂陌上戏禾苗遥
河清海晏田园美袁柳绿花红旷野娇遥
勤奋农民忙撒种袁乡村处处起春潮遥

漫步田园
柳絮飘飞菜角黄袁李桃嫩果溢幽香遥
昙葩一现光阴短袁松叶常青岁月长遥
漫步田园观暮景袁闲行陌野沐斜阳遥
城乡反复讲防疫袁号召全民保健康遥

曙光初现
曙光初现耀群楼袁缕缕春风扑面柔遥
紫燕翻飞梁上绕袁红鱼戏跃浪中游遥
榴生蓓蕾迷千客袁鹤唳云霄醉九州遥
疫退邀朋来日聚袁银樽一举放歌喉遥

壬寅鹤乡之春
颜玉华

狂风卷起的巨浪袁
让赶海人惊愕得仰头张望遥
巨浪汹涌地撞击航船袁
企图把它逼离航道袁
从而噎噎
你指挥若定袁
逢山开路袁
遇水架桥袁
劈开道道阻挡的澜涛袁
引领航船袁
驶向光明的既定航标遥
世俗观念向你挑战袁
你把全身披上透明的野盔甲冶袁
金钱尧地位尧名利袁
你不屑一顾袁
经年累月袁
须臾不离开你的岗位袁
那与轻松毫不沾边的船艄遥

桅

人们嫉羡东风得意的帆袁
赞颂劈波斩浪的船袁
却冷落了袁
船得以乘风破浪袁
帆赖以安身立命的桅遥
你从不抱怨艄公的不公袁
只要出发袁
总把出头露面的机会让给帆袁
把显露才华的机遇推给船袁
而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袁
默默地承受着来自上下左右东西南

北的重压遥
船无力地扭曲着袁
困倦地招架着一个又一个巨浪的挑战袁
帆蜷缩起身躯袁惊慌地匍匐在舱面上袁
还是你袁桅袁
叱咤千里风云袁
藐视万丈惊涛袁
面对狂风巨浪袁
顶天立地宁折不弯袁
恰似那古老的中华民族脊梁遥

锚

铁头铁脑铁身袁
也许袁
你给世界的印象就是性格冰冷袁
木无感情的钢铁巨人遥
然而袁
当狂风尧巨浪尧激流尧漩涡阴谋破坏袁
你就会把钢铁的大手深深地插进海底袁
稳稳地护着袁护着舰船不遭劫难遥
只要看到你袁
任何时候都会感到一种神圣力量的存在袁
然而袁
你也说过袁
若把你放在船头当成一种摆饰袁
非但无力袁
相反袁却是累赘袁
只有把你的胸膛紧贴大地袁
才会生发出无尽的力道遥

舵渊外二首冤
李志勇

巴黎和会太荒唐袁
华夏蒙羞民族伤遥
青年疾呼抨帝制袁
檄文声讨斥列强遥
主权岂容倭夷践袁
国势当盛真理扬遥
五四精神燃火炬袁
神州遍地沐春光遥
今逢盛世新时代袁
先驱风范学榜样遥
擎帜奋进跟党走袁
复兴圆梦铸辉煌遥

纪念野五四冶运动
孙万楼

射阳县是个有名的老区袁如今建设得如此美丽可爱袁完
全是历届县委尧县政府对老区建设十分重视的结果遥

他们立足本职袁 用勤劳的双手和丰富的智慧作出无私
奉献遥 我所作出的努力袁就是运用我的特长袁宣传老区六十
多年袁 讴歌老区人和事袁 使建设老区的精神和实绩深入人
心遥

我今年 86 岁袁1960 年开始从事业余新闻写作遥 前几年
只是小打小敲袁 到 1969 年正式调入县委宣传部搞专职报
道袁我的稿件便连连登上了全国报刊袁其中大部分稿件与建
设老区有关遥 在报道过的 400 多个人物中袁有许多是老区建
设的先锋楷模遥

李本云是我报道的第一个人物遥 他是四川阆中县人袁
1933 年参加红军袁经过长征尧抗日战争尧解放战争袁走遍了大
半个中国袁参加过大小战役 24 次袁身负重伤 12 处袁最后任
职为营长遥1947 年在盐城保卫战中负重伤袁再也不能随部队
行动袁 领导决定把他留在合德镇休养遥 他拒绝住在镇上享
福袁而坚持要居住在农村袁再为建设农村出力发光遥 于是袁便
落户在罾塘村遥 在村里他不仅协助村干部一道工作袁而且还
坚持参加劳动袁群众劝他说院野老营长袁你是有功之臣袁何必
这样找苦吃遥 冶他坚定地回答说院野一个人活着光想着自己袁
太没有意思了袁只有把自己交给党和人民才值得遥 我是一个
共产党员袁就应该奋斗终身遥 冶我把他的事迹整理成稿件两
次登上了叶新华日报曳遥 一石激起千层浪袁尔后我县更是采用
多种形式袁宣传了他的革命精神袁极大地调动了我县人民建
设老区的积极性遥

新潮九队是建设老区的样板遥 1957 年从参加淮海战役
回乡任职的生产队长巴一恺袁针对境内土地高低不一尧旱涝
难解的状况袁以野敢教日月换新天冶的精神袁带领群众勒紧裤
带袁肩挑车推袁顶寒风袁冒冻雪袁苦干三年六个冬春袁硬是将
37 个烧盐高墩尧188 条小沟尧36 个柴塘平整成沟河配套的标
准条田遥 随后袁他又带领群众不断改良和反复比对种植袁终
在鸟不拉屎的盐碱滩上开创了亩产粮食突破 500 公斤尧皮
棉突破 50 公斤的新纪录, 成了华东地区的高产典型遥 1961
年巴一恺出席了国家在华东地区召开的农先会袁 受到了周

恩来总理的接见遥 我配合叶解放日报曳记者写了叶学老巴袁种
棉花曳的通讯登上了报纸遥 这使巴一恺受到了极大鼓舞袁他
又认真总结袁大搞科学种田袁采用麦子尧玉米尧山芋套种方
式袁摸索出野旱三熟冶的种植方法袁使产量逐年增长到 1970
年袁实现了旱谷亩产一吨粮袁成了盐城乃至华东地区的一面
旱谷高产红旗遥 1978 年袁 巴一恺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
表尧人大常委会委员袁1979 年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遥

我对新潮九队的宣传作出了努力袁 一年有三分之一的
时间吃住在那里袁每个群众都与我打得火热遥 每当队里出现
新的事迹袁我能及时报道出去 ,稿子多次在省尧市报纸的显
著位置上刊载袁还发了新华社的通稿袁使巴一恺的创业精神
成了盐城人民大力建设老区的榜样遥

我县地处黄海之滨袁有滩涂一百多万亩袁开发滩涂是我
县建设老区的重要特色遥 自 1985 年袁县里吹响了开发滩涂
的号角以后袁内地的群众立即掀起了投身开发滩涂的热潮遥
他们顶海风尧喝咸水尧住工棚袁照样笑容满面曰他们挑土方尧
捞水草袁日夜不分曰他们遇风浪尧历艰辛尧遭失败袁毫不气馁遥
经过 30 多年坚持不懈奋斗袁终于建成了农副工商渔全面发
展的宝地遥

开始向滩涂进军.我在县委宣传部搞新闻报道时 ,一次
又一次从县城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滩涂上采访遥 到了滩
涂又一户一户地访问落户群众袁一天要骑自行车上百里遥 一
天袁 县里的一位业余摄影爱好者袁 为了拍些落户群众的照
片袁 主动对我说院野我有摩托车袁 我用摩托车带你一起去采
访遥 冶我很高兴地同他一起去了遥 谁知袁到了滩涂袁他的摩托
车坏了袁那里又没车行袁两人只好拖着摩托车回家袁弄得精
疲力尽袁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到家遥

我认为袁县委尧县政府如此重视滩涂开发袁我不把这一
重大的典型报道出去袁就是严重的失职遥 吃的苦再多再大袁
我也忍受住遥 经努力袁写了一大批稿件袁仅上叶新华日报曳的
就有 15 篇遥 如叶唤醒沉睡的滩涂曳叶黄海之滨的闯滩人曳叶百
里海滩落户地曳叶春风又绿芦苇滩曳叶黄海滩头鱼鸭套养图曳
等遥

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 21 年袁我除写稿袁还把培养通讯

员作为自己的职责袁采用举办通讯员培训班尧分片会办和通
讯员一起写稿等多种方法进行袁经验在叶新华日报曳的内部
刊物介绍遥 为有个完整的教材袁我编写叶新闻写作入门曳一
书袁两次印了 8000 册袁通俗易懂袁深受通讯员欢迎遥 他们通
过学习袁成了宣传老区建设的重要力量遥 一段时期袁我县成
了闻名全国的野投稿大县冶袁新闻宣传使得我县蜚声全国遥

1990 年 1 月,我从宣传部调任县总工会任副主席袁就把
写稿的重心转移到宣传工业战线袁 又使我在宣传老区建设
中扩大了视野袁增加了广泛性遥 写厂长尧写工厂尧写工会主
席尧写工人袁展示他们在老区建设中的风采遥 因成绩斐然袁我
在成为叶新华日报曳优秀通讯员的基础上袁又成了叶江苏工人
报曳的骨干通讯员遥

1997 年退休以后袁我做到了退而不休袁继续为宣传老区
出力遥 1999 年袁我牵头成立了射阳老新闻协会袁组织 30 名搞
过新闻报道的老同志袁 为宣传老区各行各业取得的成绩发
挥余热遥 在撰写大量稿件的基础上袁出了两本报告文学集院
一本是叶鹤乡楷模曳袁一本是叶鹤乡飞出金凤凰曳遥

叶鹤乡楷模曳写了 44 名劳动模范遥 他们是建设老区的功
臣袁宣传了他们的事迹袁就是号召人们为继续建设老区作更
大的贡献遥

叶鹤乡飞出金凤凰曳写了 36 个在外创业的成功人员遥 他
们是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袁 是从老区中走出
去的能人袁他们在外创业过程中不忘关心家乡发展袁支持老
区建设遥

县委尧 县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对我作出的贡献给予充
分肯定遥 2005 年袁 县人民政府表彰我为 野老有所为先进个
人冶曰2009 年袁县委为我召开野从事新闻写作 50 年座谈会冶袁
邀请省尧市新闻单位领导和盐城市各县渊市尧区冤老新闻代表
参加会议曰2013 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评选我为 野十
佳冶服务明星曰在去年建党 100 周年前夕袁市委组织部尧宣传
部尧老干部局尧市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联合开展野颂党恩尧
感党情尧助力新征程冶主题实践活动袁评选我为野正能量之
星冶袁使我这个高龄老人得到了很大安慰遥

宣传老区六十载 见证老区换新颜
顾长清

野好汉坡冶这个名称不仅带有刺激性袁更具有诱惑力遥 我国
比较知名的好汉坡有三处:庐山好汉坡尧长城好汉坡尧武夷山好
汉坡遥其中庐山好汉坡的一副对联:野上得此坡真好汉袁庐山为你
做裁判冶袁对好汉坡加以渲染点缀袁从侧面映衬好汉坡的秀险奇
特遥 但更具诱惑力的应该莫过于位于北京八岭长城顶峰海拔
888 米处好汉坡了袁因为这里的一块野不到长城非好汉冶石碑出
自毛主席诗词袁倍受中外游客的追捧遥

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袁为诸侯各国防御之用遥 秦统一
中国后袁在原燕尧赵尧秦三国长城的基础上袁修筑新的长城遥 汉代
在阴山以北修筑了一道野外长城冶遥 明朝前后历时 200 年筑成了
西起嘉峪关袁东抵鸭绿江袁全长 12700 多里的明长城遥 因为东西
长城万里相连袁又称万里长城遥 由于朝廷抓壮丁修筑长城袁并经
常有人死于非命袁受到民众的反对袁至今还流传着感人至深的
野孟姜女哭倒长城冶等民间故事遥 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袁是中国
古代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袁 也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袁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叶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曳遥

说起长城袁 要数北京的八岭长城最为完整且更为险要袁堪
称长城奇观遥 特别是位于海拔 888 米顶峰的好汉坡袁尽管这段
陡坡很难攀登袁但一定是长城游客的打卡之地遥 记得那年第一
次去北京时袁除了瞻仰毛主席遗容尧观看升旗仪式尧品读故宫袁
首要任务就是登临长城做一回野好汉冶了遥

那日袁随野一日游冶团队畅游了一回这座最伟大的古代建
筑遥 随着旅游大巴来到万里长城最有气势的一段要要要八达岭长
城跟前袁环顾四周袁只见这里关山万重袁幽幽白云袁长城像一条
巨龙奔腾山中袁忽而腾空跃起袁忽而跌入幽谷遥 下车步行来到长
城脚下袁野北门锁匙冶 四个繁体大字嵌在高大城门洞的上方袁附
近的一处明朝神威大炮台吸引着游人的注视袁纷纷与这尊久经
风雨尧褐色发苍的古炮拍照留影袁以表不枉此行遥

因非旅游旺季袁光临长城的游客不算拥挤袁在导游的引领
下袁我与同行野旅友冶登上长城袁沿着蜿蜒的城头栈道袁进军好汉
坡遥

据导游介绍袁长城作为防御工程袁主要由关隘尧城墙尧烽火
台三部分组成遥 关隘是长城沿线的重要驻兵据点袁大多位于出
入长城的咽喉要道袁整个关隘构造一般由关口的方形或多边形
城墙尧城门尧城门楼尧瓮城组成曰城墙一般高度约 7-8 米袁墙脚下
宽约 6.5 米袁顶上宽约 5.8 米袁可容五马并骑袁或者十名士兵并
肩同行袁城墙外侧的垛墙上有垛口和射洞袁是守城士兵用以瞭
望敌情和射击敌人曰 烽火台则是长城作为传递军情的设施袁是

防御工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遥
听着导游的介绍袁 仿佛听到这里曾经出现过的拼搏厮杀

声袁好似看到每一块城砖上都渗透着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士兵
血迹曰 虽然青砖构建而成的城墙在风雨霜雪的侵袭中已经褪
色袁 但越发在变得枯硬苍老中记载着难以磨灭的沧桑岁月袁为
古老的长城增添了无数神奇色彩遥

跟随导游的脚步袁野旅友冶 们全然不顾火辣的烈日照射袁一
边津津有味听取导游对长城鲜为人知的故事解说袁一边目不暇
接尽情观赏眼前这座世界奇观胜景遥

向北仰望袁长城像一条蜿蜒游动的巨龙蟠伏于绝崖峭壁之
上袁紧紧地缠绕着几座分布杂乱云雾缭绕的山头曰分列关城两
边高耸入云的八座敌楼遥相呼应袁雄壮威武曰极目远眺袁蓝天白
云下翠岭重叠袁花木葱茏袁山峦起伏袁雄沉刚劲袁连绵不绝的北
方山势尽收眼底袁深色的长城匍匐在青山之巅遥 如不登临长城袁
很难想象野长城因山势而雄伟袁山势因长城更加险峻冶的真情实
感遥 野秦筑长城比铁牢袁蕃戎不敢过临洮遥 虽然万里连云际袁争及
尧阶三尺高遥 冶相信自古以来袁无数文人墨客见此景色定会不胜
感慨遥

一路观赏袁 一路感慨遥 不知不觉来到了长城最雄伟的景
点要要要野好汉坡冶脚下袁抬眼望去袁扶摇直上的台阶顶端挺立着
一尊直插云霄的敌楼袁好像一位顶天立地的威武哨兵袁时刻注
视着边关动向遥

坡陡高险的野好汉坡冶没能阻挡游客攀登高峰的脚步遥 拾级
而上袁尽管大汗淋漓袁野旅友冶们仍然兴致不减曰经过坚持不懈的
攀登袁终于征服了野好汉坡冶遥 会当凌绝顶袁一览众山小遥 登临野好
汉坡冶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镶刻着毛主席诗词野不到长城非
好汉冶的石碑袁距其不远处还有一块石碑袁上书野好汉坡-海拔
888 米冶等字样遥 忽然想起毛主席诗词叶清平乐窑六盘山曳的名句院
野不到长城非好汉袁屈指行程二万遥 冶身临其境袁才真正体会到
野不到长城非好汉冶的真实意境袁它不仅表达不登长城关口绝不
是英雄的意思袁更是反映了中华民族一种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和民族气魄袁鼓励人们坚定理想信念袁树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的雄心壮志遥

一阵凉风从城垛口吹入袁丝丝凉意让游人全身的淋漓大汗
顿时退却袁爽快极了遥 耳边突然飘过叶万里长城永不倒曳的雄壮
旋律袁眼前仿佛浮现出无数先烈为民族安危和复兴而前赴后继
不懈奋斗的感人画面袁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不可战胜的顽强精神
顿觉油然而生遥

长城野好汉坡冶畅想
董素印

唯有牡丹真国色 张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