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院民以食为天袁食又以厨为先遥 芸芸众生袁
每家每户无论经济条件如何袁 这厨房自然是不能少
的遥

上世纪六十年代袁人们将厨房称作野锅棚冶遥 顾名
思义袁就是在篱笆围成棚子里支上锅的意思遥 只要母
亲走进锅棚袁家里便有了烟火味遥 在那个缺吃少粮的
年代袁 母亲想方设法地变着花样来填饱我们的肚皮遥
因为油水少袁肚皮常咕咕叫饿得早袁虽然还没有到饭
点袁母亲也会铲一块焦黄有柴火味的锅巴让我们垫下
肚子袁有时从锅塘里掏出一个烤得乌黑的山芋来打发
我们遥 看着母亲一会锅上袁一会灶下的忙碌镜头袁懂事
的我还主动要坐进锅塘间添柴草遥

灶间堆放的是软的稻草袁 这种草烧起来容易熄袁
熄灭后就要不断添草不断吹袁有时稻草在突然间野轰冶
的一声袁能让你的眼睛瞬间流泪袁要揉上好一阵子袁或
把你手上的汗毛燎出糊味遥

当时连队集体做工采用的是工分制袁为了减轻家
庭负担袁我会约上几个小伙伴到林地拾柴或到沟坎间
砍树根尧剁紫穗槐等硬草袁为灶膛储备耐烧的野口粮冶遥
母亲常为我的行为夸奖我遥

日子在忙碌中划过遥 随着搬了几次家袁厨房也就
搬进了主屋袁煮饭吃饭再也不要跑到透风的锅棚间去

受冻或遭受外边大雨袁屋内小雨的麻烦了遥后来其他连
队种棉花袁我们也能分到几行空杆的棉花遥望着屋旁堆
得方方正正的柴草堆袁母亲就甭提有多高兴了遥

1990 年前后袁父亲靠大面积种粮成为淮海农场首
批种粮大户袁跨进了万元户的行列遥我家的厨房也搬离
了主屋袁有了独立空间遥此时小青年结婚开始兴起电饭
煲尧高压锅尧液化灶具等炊具野三大件冶遥 父亲也赶起了
时髦袁率先在连队备上新潮的电器和灶具遥

母亲还是喜欢在烟草味中忙碌袁 她说这样才能既
能节约还不忘本遥 她只是在家中来了客人时才用上这
些电器灶具袁生怕被别人当面说省遥

又过了十年袁国家实行城乡电网同价袁让人望而生
畏的野电老虎冶变成了人人享用的野电保姆冶袁这些电器
灶具也成为母亲的得力帮手遥

为了提升生活质量袁母亲又让父亲拆掉了烟火灶袁
将厨房重新粉刷袁装上了扣板袁又添置了冰箱遥 用母亲
的话说袁幸福生活比蜜甜遥

变化一直在路上遥 2010 年袁当了一辈子野泥腿子冶
的父母野洗脚上岸冶袁享受农场危旧房补助政策袁在农场
场部买了套民建共助房遥 那种城里人才有的高档生活
梦也照进了父母的现实中袁厨房间家用电器应有尽有袁
母亲炒菜做饭的热情更是高涨袁色香味有了袁生活的品
位更足了遥 每次回家吃饭袁母亲总是要拿来酒杯袁让我
陪父亲喝上几两遥

野厨房无炊烟袁饭菜格外香遥冶厨房不仅连着千家万
户袁幸福更是惠及大众百姓遥母亲从烟熏火燎的厨房一
路走来袁变化的不只是厨具袁更有欣欣向荣的新生活遥

母亲的厨房
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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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之躯袁
藏一副侠肝义胆袁
柔软之身袁
铸一道铁壁铜墙遥
面对汹汹而来的疫情袁
你扛起自己的使命和担当遥
把不可一世的病毒挡在外面袁
把践踏人间美好的邪恶挡在外面袁
呵护人类的健康遥
像慈爱的母亲呵护自己的儿郎袁
何曾考虑自己的安危遥

每时每刻袁
你都牢牢扼守在阵地前沿遥
每分每秒袁
你都浴血抗击搏杀在疆场遥
站立袁
你是勇敢无畏的士兵袁
倒下袁
你身后绽放出整个春天遥

口罩赞
江正

晨起漫步迎朝阳袁
春日美好精神爽遥
银龄时光须珍昔袁
莫使桑榆岁月荒遥
读书阅报增心智袁
赋诗填词赞小康遥
对弈鏖战添性致袁
闲来邀友品茗香遥

琴棋书画雅兴笃袁
翰墨丹青逸趣长遥
家教家训传家风袁
初心使命有担当遥
晚晴瞳景享天伦袁
知足常乐感党恩遥
鹤发童颜体康健袁
欣看夕阳正辉煌遥

银龄感怀
孙万楼

人间最美的四月袁
疫情突然来到我们身边遥
喧嚣的小城突然按下了暂停键袁
安静得只听到风的呓语袁
鸟的呢喃和自己的呼吸遥

居家的日子里袁
努力做一位好妈妈遥
按部就班地早起袁
赶着和闺女楼下核酸检测袁
打卡各种数据尧作业遥
没有管教和批评袁
没有针锋相对袁
灯光下静静地陪伴袁
原来也如此美好遥

居家的日子里袁
试着做一位贤妻遥
一日三餐是个大问题袁
春卷糊了袁蛋汤花了袁
依然乐在其中遥
洗洗刷刷忙个不停袁
全家的衣服收纳整理袁
及时关注着疫情最新信息
原来院健康码的绿色
才是最好看的颜色

居家的日子里袁
尽力做一位良师遥
各种数据的统计袁
线上教学的制定
公众号的对接袁
心甘情愿站在屏幕背后袁
默默守护着
教育初心遥

居家的日子里袁
用心感悟生命的意义遥
唯有健康平安才是王道袁
刘畊宏的本草纲目袁
带动了多少个家庭遥
可我运动起来才知道袁
自己的体力耐力有多么的不堪遥
这一刻袁我才深刻地认识到袁
健康于每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遥

居家的日子里袁
有的只是一亩三分地亘古不变的场景遥
可醒来的午后袁有微风袁有阳光袁
窗外醉人的春风袁温暖又甜润袁
是的袁春天终究是美丽的遥
家养的娇花嫣然绽放袁
欣然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阳光遥
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传来袁
如诗袁如歌遥

居家的日子里袁
视线再向外延伸袁
一抹干净清爽的白猝然撞进了我的眼帘遥
这是一群天使袁
是人民与国家的天使袁
是国家有难尧大义当前的天使遥
干练的脚步踏动的是国家的心跳袁
宽厚的肩膀承载的是国家的希望遥
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袁
真是温暖又心疼遥
这世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袁
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遥

学会感恩袁
感恩食物袁
感恩生活袁
感恩家人袁
感恩冲在最前线的逆行者遥
心向阳光袁便是晴天
期待山河无恙袁烟火寻常袁
人间处处是笑脸袁你我皆安浴

居家的日子里
王珊珊

这是一句古老的大俗话袁 一句广泛流传在盐阜地区的大
俗话遥

这又是一条最新的主题词遥 在 5 月 5 日盐城市全体领导
干部大会上袁 刚刚履新的市委书记徐缨铿锵有力地表示院野以
实际行动更好地践行耶有盐同咸尧无盐同淡爷的价值担当遥 冶

野有盐同咸尧无盐同淡冶这 8 个字袁不仅在场内赢得热烈掌
声袁而且在场外激起强烈共鸣遥

原因无它袁正是因为这句话里蕴含的深刻内涵要要要
这是源自历史初心的庄重承诺遥 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袁就

旗帜鲜明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叶党章曳袁并明确宣布
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袁没有自己任何特殊的利益遥 为
建立一个独立尧自由尧民主尧富强的人民共和国袁许多先烈献出
了自己青春热血和宝贵生命遥 这个为人民服务终身尧为人民利
益献身的精神袁说到底就是坚持与人民群众野有盐同咸尧无盐
同淡冶袁始终保持与他们的血肉联系遥 有了这样的党群关系和

军民关系袁才有盐阜大地铁军的铁流滚滚袁才有人民用手推车
推出淮海大战的伟大胜利遥 所以说袁在新时代的今天袁在新征
途的路上袁真正坚持并做到这 8 个字袁才能本色不变再出发袁
初心如磐向未来遥

这是发自时代使命的公开宣示遥 共产党人的使命是什么钥
革命战争年代袁是建立一个对外独立自主尧对内劳动人民当家
作主的新中国曰和平建设时期袁是建设一个野富强尧民主尧文明尧
和谐尧美丽冶的现代化强国遥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袁就是野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遥 冶为了实现这一宏
伟目标袁坚持并做到野有盐同咸尧无盐同淡冶这 8 个字袁应该说
是对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履行新使命的公开宣示袁 也是对如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好诠释遥

这是出自公仆情怀的价值担当遥 对党的领导干部和政府
公职人员的定位袁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袁一直是野人民公仆冶
这一称呼和定义袁而绝不是诸如官老爷之类的名片头衔袁更不

允许任何政府公职人员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遥 野有盐同咸尧
无盐同淡冶这 8 个字袁是对领导干部在认知层面和行为层面的
基本要求袁真正做到这一点袁一个单位尧一个地区尧乃至一个国
家袁就会战胜任何困难险阻袁就能如期实现宏伟目标袁这个中
缘由正是上下同欲者胜袁左右协力者强遥

野有盐同咸尧无盐同淡冶袁这盐味十足尧盐城味十足的两句
话袁在今天喊出并唱响袁无疑是一下子拉近了党和政府与人民
群众的距离遥 它既接天线袁告诉人们野江山就是人民冶曰又接地
气袁让人们明白野人民就是江山遥 冶

野说得到袁做得到冶袁我记得是叶社会主义好曳这首歌里歌颂
我们党知行合一尧即知即行的两句歌词袁它唱出了人民当年的
心声遥 在此袁我也想用两句话作为提前的点赞和本文的结尾袁
叫做野说得好袁做得好冶遥 它袁可是人民当今的心声遥

我相信袁我们相信遥

野有盐同咸 无盐同淡冶
张锋

二月袁我和妻子回乡下老家袁将过惯田园生活 50
多年的老母亲袁野逼冶进县城我的家遥 因她老人家由于
在正月底患了脑梗住院后袁身体还未完全恢复袁她在
乡下生活起居我们实在放心不下袁 即便她心不甘情
不愿地还是来到了我的家遥

自从老妈野留冶城后袁我仿佛像穿越到了童年袁再
次体验到了母爱的幸福感遥 比如袁 我喉咙有点不舒
服袁稍有咳嗽时袁她会心疼地问这问那袁是不是衣服
穿少着凉了钥 核酸检测了吗钥 一会催我按时吃药袁一
会叫我多穿件衣服遥 我骑电动车上班袁临行时袁她总
是再三叮嘱我袁要注意安全袁要戴头盔和口罩噎噎自
从我结婚工作后袁我就基本上不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袁
只有每逢节假日袁才带着妻子尧儿子去看望她袁基本
上也就是一顿饭的工夫袁就匆匆回到单位了袁现我已
是黑发染霜袁还能重新得到母亲的关爱呵护袁是何等
的幸福啊浴

老妈野留冶城后袁在妻子的精心照顾下袁不但吃穿
不用愁袁而且安全感满满袁她老人家的身体有了明显
好转遥 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人陪她聊天遥 因她习
惯于过乡村田园生活袁 农闲与老邻居唠嗑已成为一
个习惯袁 再加上受疫情影响袁 整天关在家里不能出
门袁那种心情是可想而知的遥 最近经常发现她袁在窗
前向外凝视发呆遥 由于疫情防控的要求袁街上人烟稀
少袁或许是县城显得尤为安静吧袁她老人家倚靠窗前
竟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袁我见此情景袁急忙上前询
问袁原来她是想老家了遥 于是我赶忙用手机与老家的

邻居联系袁让她与他们聊一聊老家的情况遥 4 月 30 日
一放野五一冶小长假袁我就立马陪她到老家住几天袁圆
了她的野思乡冶梦遥

自从老妈野留冶城袁老妈给我一份呵护袁我回敬老
妈一份守护遥 每天夜里总习惯悄悄地走进母亲的房
间袁怕她夜里醒来方便时不小心跌跟头遥 但每当看到
她那熟睡的面容袁听到她那熟悉的呼噜声袁我才感到
十分的安心袁无比的幸福遥因为有母亲陪伴袁我始终觉
得自己还是个小孩子遥尤其是我们母子俩谈起陈年往
事袁真是不堪回首袁想当年因我差 50 元复读学费找人
借钱时袁老爸老妈二老真所谓是跑断腿磨破嘴袁遇到
的艰辛不堪言表遥 想到此袁我们娘俩同时都情不自禁
地落下了泪滴遥

老妈野留冶城袁改变了我生活遥由于我爱好写作袁所
以在家但凡有空闲时间袁基本都用于读书看报袁去室
外体育锻炼的时间很少很少遥现在老妈每天上午下午
都要到小区健身一下袁荡荡秋千袁拉拉绳子袁散散步袁
我总有点不放心袁总是跟着她上下楼袁慢慢地也跟着
运动起来遥 疫情期间袁我竟然拉起老妈的手跳起了迪
斯科袁随着野小艾同学冶的健身操音乐响起袁我和老妈
翩翩起舞浴 有一次袁儿媳妇悄悄地拍了我和老妈以及
孙子尧孙女四人舞小视频发到咱们野幸福一家冶微信群
里袁赢得了家人纷纷点赞遥

母爱是水袁如涓涓细流袁没有大风大浪千回百转袁
却温润而长久曰母爱是歌袁似声声低唱袁没有激昂高亢
响彻云霄袁却甜蜜而永恒遥 老妈进城看来是正确的选
择袁仿佛天更加的蓝袁云更加的白袁花儿更加的艳丽袁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遥忽然袁我想到这样的话袁树欲静而
风不止袁子欲养而亲不待遥 还有一句袁三十有个家袁七
十有个妈袁有妈才有家遥 那是什么袁那就是幸福吧浴

老妈野留冶城
张建忠

渔港晨曲 张伟 摄

正当我沉浸在怀念母亲的悲情之中时袁母亲节到了遥 虽然我年逾
花甲儿孙满堂袁但对逝去的母亲怀念之情从未淡漠袁梦中醒来泪湿枕
巾是常有的事遥 母亲仍像我幼时那样袁教导我慢慢前行遥

农历壬寅年四月初六袁是我母亲逝世十周年纪念日遥 由于受疫情
影响袁原本计划举办适当规模的纪念活动取消了袁就连在江阴带孙子
的姐姐尧姐夫和在县外带外孙的老伴他们都无法回来袁亲友也就没有
邀约遥 这一天袁我简单地吃了早饭袁来到离家 10 公里远的中联公墓袁
谁知公墓外围也被草绿色隔离板封死了袁任何人无法入内袁心情悲怆
的我只好怏怏而回袁回到家后买了冥币袁在家门口马路边焚烧给过世
的父母亲袁祷告之情融化在滴滴泪水之中遥

我的母亲是一位纯朴的农村妇女袁为人厚道袁乐善好施遥 在上世
纪六尧七年代袁缺吃少穿是农村家庭不可避免的事情袁而我家由于人
口少袁父母亲只有姐姐和我两个孩子袁他们勤于耕种袁与其他人家相
比袁日子相对好过些遥 每当左邻右舍尧远亲近友前来诉苦日子艰难时袁
母亲总是尽己所能帮助渡过难关遥 尤其在父亲担任生产队长期间袁但
凡社员群众有生活困难袁请求父亲帮助解决时袁母亲总是帮衬群众说
话袁劝说父亲给予解决遥

母亲对我倾注了无限的心血遥 我年幼时体弱多病袁背部尧胳膊等
处害了毒疮袁当时医生尧郎中认为我非驼即残袁而母亲凭着惊人的毅
力袁为我四处求医问药遥 她白天磨制偏方敷在我身上生毒疮的地方袁
晚上用臂弯当我的枕头袁哄我入睡袁多少个日日夜夜袁母亲熬硬了眼
皮袁淌干了泪水遥 每当左邻右舍看到我那骨瘦如柴尧奄奄一息的情景
时袁留下了声声叹息和同情的泪水遥 苍天不负有心人袁病魔在我母亲
精心服侍面前终于退却了袁我在四岁时终于能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袁
母亲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遥

如今袁母亲已过世十年了袁这十年来我对她深切的怀念袁时常流
泪不止遥 父母亲对子女的恩情是无价袁而我在年少时却浑然不知袁直
到他们年老了袁以至于过世了袁才深深体会到父母亲的伟大和在世的
艰辛遥 为了纪念父母亲袁我在他们的忌日及其他阴界日期间袁都到他
们的坟墓前袁烧纸磕头袁聊表敬重之心遥 今年由于却不能在父母亲的
坟前烧上一张纸袁倾诉我思念之情袁实有不甘遥 当下袁唯有做好自己袁
教子诲孙袁传承美德袁吿慰父母在天之灵遥

十年祭
陈建康

春天一到袁广袤的盐阜大地上便弥漫着月季花的清雅芳香遥 被称
为野花中皇后冶的月季袁在春风的轻抚下袁在春雨的滋润下袁迫不及待
地盛开袁将一年来积攒的精华尽情地还给大地袁还给人间袁还给那些
在漫长的冬季仍不辞辛劳地为它明春的灿烂绽放付出辛勤劳动的花
匠们遥

对我们盐城人来说袁月季花是最常见的灌木花卉了袁在北京尧上
海尧南京等大城市里袁月季花无处不在袁无时不开袁是跨越节气的长春
之花袁故月季又有月月红尧长春花尧四季花尧胜春尧斗雪红等别称遥 在南
方袁每到三四月袁月季便陆续探出头来袁露出娇嫩的花蕊袁顾目四盼人
间又一年的胜景遥 北方天寒袁自五月到十一月袁月季才陆续绽放袁而要
么就不绽放袁要绽放袁月季就会把它的美丽和娇艳以及它那不肯轻易
散发的清香洒遍东北大地遥 正因为有如此强大的活力袁月季的身影才
会遍布人类活动的各个角落袁以至于中国的几十座城市袁不约而同地
把它选为市花遥

上海松江的辰山植物园内栽种着一千多种月季袁占地四万多平方
米袁待到开放之时袁只见群芳吐艳袁蔚为壮观曰北京大兴世界月季主题
园的规模更大袁全园以月季为主题袁从门口巨大的月季形象装饰物袁
到月季博物馆的建筑造型袁无不是全方位地利用了月季元素袁特别是
主题园内高大的月季图案造型墙袁不仅形似袁而且神似袁高大伟岸袁独
树一帜袁观者无不击掌赞叹遥 月季主题园内陈列着世界著名月季种植
地的珍稀月季品种袁 游客只需到此一地便可饱览国内外名品月季的
风貌与它们的精气神袁亦把月季的尊贵和美丽显示到了极致遥 除此之
外袁月季主题公园的工作人员还会告诉你袁到了北京袁天坛公园尧陶然
亭公园尧北京植物园等袁也是观赏月季的好去处曰河南南阳也是著名
的月季观赏地袁其月季产业做得风生水起遥

月季的气质和品格甚是高洁袁它不计条件尧不畏风霜雨雪袁只求
燃烧自身以造福人类遥 宋人宋祁称月季为野此花冠时序冶袁即月季不受
时序限制袁四季竞放曰同是宋人的徐积袁在叶长春花曳一诗里说得更具
体院

一从春色入花来袁便把阳春不放回遥
雪圃未容梅独占袁霜篱初约菊同开遥
长生洞里神仙种袁万岁楼前锦绣堆遥
过尽白驹都不管袁绿杨红杏自相催遥
叶长春花曳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月季的特质袁它不知疲倦地绽放袁不

仅与绿杨红杏比俏袁还与梅菊同框袁如此高逸俏韵尧勇敢坚韧袁是名副
其实的长春花遥

可贵的是袁月季来到这世上袁不仅供人赏玩尧美化环境袁还把花尧
枚尧果尧茎尧根全部奉献出来制成香料与药品袁这些香料与药品有活血
调经尧消肿解毒尧美容嫩肤之功效遥 月季既有傲世风骨袁又很平易近
人袁还忒肯无私奉献袁这使它成为人们心目中平民的花尧贴心的花尧世
间难觅的花遥

月季还有两个近亲袁那就是玫瑰与蔷薇遥 它们之间一脉相连袁同
属蔷薇科遥 玫瑰被人们视为爱情的象征袁深受多情男女的喜爱曰送给
对方一束玫瑰袁如同送给对方一颗心袁既温馨浪漫袁又爱意缠绵尧情深
意长遥 但无论是月季还是玫瑰袁身上都长着密集的尖刺袁很难近身采
摘遥 这是保护自身安全的需要袁也是一种招摇的自卫手段遥 古人早已
洞穿月季以刺护身的高雅行为袁规劝人们尊重月季的自爱袁不要采摘
它袁伤害它遥 宋人舒岳祥的叶和正仲月季花曳云院野莫嫌绿刺伤人手袁自
有妍姿劝客杯遥 不拟折来轻看去袁坐看颜色总尘埃遥 冶他告诫人们要爱
护月季袁 只有让月季扎根于土壤袁 它才能欣欣向荣次第开放长久不
衰遥 一旦折枝袁枝枯花谢袁流落尘埃袁便再无美花可赏遥 这既是前人的
忠告袁也是今人赏花应当遵循的规矩遥

野月季只应天上物袁四时荣谢色常同冶野唯有此花开不厌袁一年长
占四时春冶遥 是的袁美丽高雅的月季遍植大地袁装点人间袁是那样的神
圣与美好遥 珍视月季尧爱护月季袁让它永远陪伴在我们身边袁当然了袁
也应该是世人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遥

此花只应天上有
李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