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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绝窑农业全程机械化

题记院党的十八大以来袁江苏农业已经逐步实
现耕播管收全程机械化袁 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
对天的数千年苦种田的历史遥
面朝黄土数千年袁屈腿弯腰背对天遥
耕播管收机械化袁轻松种地媲神仙遥

七律窑耄耋老农爱网购
题记院党的十八大以来袁我国互联网事业高速
发展袁网上轻松购物已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袁连八尧
九十岁的农村老农民夫妻也爱上了网上购物遥
新疆大枣海南瓜袁黑吉香菇浙赣茶遥 渊注冤
儿女送来婆婉拒袁亲朋馈赠爷羞拿遥
键盘敲击潮流赶袁购物时髦网上查遥
耄耋鸳鸯耕地手袁鼠标一点货临家遥
渊注院黑吉袁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简称袁浙赣袁浙
江省和江西省简称遥 冤

五绝窑新农

别墅城中立袁农村广种粮遥
脱贫钱袋鼓袁候鸟北南翔遥

五律窑农民住别墅
别墅农民住袁千年没有过遥
门前青竹绕袁屋后紫薇多遥
壁上悬油画袁笼中鸟唱歌遥
小康惊玉兔袁羡煞美嫦娥遥 渊注冤
渊注院玉兔袁月亮的别称袁指月宫冤

虽说乡村的野渔冶生活也多姿多彩袁但和渔业镇区比起来袁
那是小巫见大巫遥 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半大小子袁类似于摸叉尧
磕罩尧戽鱼这些野渔冶行当袁接触的机会少之又少遥 事实上袁在乡
村袁我们的野渔冶生活大抵也只是逮逮蟹尧钓钓黄鳝尧到了冬天
掏掏冰窟窿之类的大人连正眼都不瞧的野小儿科冶遥 不过袁对于
我们来说袁这些野小儿科冶适合的年龄段恰恰就是我们这些乳
臭未干的野黄口小儿冶遥
塞蟹洞
对于江苏北部里下河地区的 13 个市渊县尧区冤来说袁因为
河网密布袁 所以水产品十分丰富遥 尤其是濒临黄海的几个市
渊县尧区冤袁到了秋季袁那些成熟的鱼尧虾尧蟹趁着秋风秋雨秋水
一路向东进了大海袁 在滩涂间产卵后翌年又随着潮水进入内
地的大沟大河遥
但并不是所有的鱼虾蟹都在当年的秋季去了大海袁 还有
一些野留守兵团冶泊在原地袁其中就有味道鲜美的螃蟹遥 其实袁
去了大海的螃蟹都是些居无定所的流浪蟹遥 成熟后袁随着落潮
的流水一路向东遥 而野留守兵团冶大都有自己的野根据地冶袁这
野根据地冶就是蟹们掏了几乎数月的蟹窟遥 这螃蟹窟的大小深
浅一般都是依据这些留守螃蟹的个头大小而掘成的遥 秋季袁这
些留守的螃蟹很容易找着食物袁一个个吃得膘肥体壮袁然后袁
就钻进窟里袁再也不动遥 直到来年的春季袁它们才从野睡梦冶中
醒来袁忙着觅食尧找配偶遥
螃蟹野醒冶来时袁正值一年的野春三头冶袁就是农村青黄不接
之时遥 这时袁不要说螃蟹了袁就是咸菜也成了众目睽睽的美食遥
为了解馋袁我就把细长的胳膊伸进洞里袁一般情况下袁洞里都
会有蟹袁一番缠斗袁螃蟹总会丢盔弃甲袁不是断腿就是缺胳膊袁
接着会被我生擒出洞遥 回家剥上一碗青豆仁袁煮上一钵豆仁煮
螃蟹的美菜遥 每逢这时袁爷爷总会笑嘻嘻地夸上我几句袁然后
专心致志地嚼他的蟹袁 或让奶奶把他藏在床头柜里的老酒扒

拉出来袁呡上几口遥
随着对螃蟹领地的侵犯不断升级袁 那蟹们也在不断地变
换着法子以对付人的袭扰遥 先把窟掘得很深很深袁让你的膀子
够不着它遥 接着袁又把窟掘得弯弯曲曲袁让你前进不能尧后退不
得遥 尽管在和蟹的斗智斗勇中人的力量占优袁但所得却是越来
越少袁直到后来袁我用塞蟹洞的方法袁迫使螃蟹经常处于缺氧
状态袁不得不爬到窟口吸氧袁人这才在人蟹大战中占了上风遥
钓黄鳝
黄鳝袁俗称长鱼袁在河网纵横的苏北平原上袁到处可以见
到黄鳝的踪影遥
捕黄鳝的法子挺多遥 有用网捕的遥 捕鳝人首先准备好长
长的网笼袁用四边形的或木或竹的框子把网笼撑起来袁在撑
好的网笼中每一格都放上黄鳝爱吃的蚯蚓或小鱼小虾袁并在
网格的入口处绑上许进不许出的倒须袁然后把它们放入河中
或沟里遥 第二天清晨去拿袁必有收获遥 也有用丫子捕黄鳝的遥
那丫子呈直角形袁用竹蔑子做成袁进口处亦是用竹蔑子做成
的野帽子冶套在丫头子上袁其作用亦是许进不许出袁其捕鳝的
原理同用网捕鳝的原理大致相同遥 许多时候袁有的丫子能钻
进多条吃蚯蚓的黄鳝袁而有的丫子却是空空如也袁连条黄鳝
影子也见不着遥
少年时袁经常跟着六叔到大沟小港里捕黄鳝遥 六叔捕黄鳝
在当地很有些名气遥 他的捕法既不用网也不用丫子袁而是钓遥
因为钓袁所以就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遥 我经常跟着六叔钓
黄鳝袁深知野安静冶对于目不明耳却甚聪的黄鳝来说能否钓着
能钓多少很关键遥 古语袁近朱者赤袁近墨者黑遥 因为经常受六叔
钓黄鳝技艺的耳濡目染袁在当地我钓黄鳝的技艺亦好生了得遥
年龄稍长点后袁我就独自开始我的钓黄鳝生涯遥 我会找到那些
水浅苇深的大沟袁在碧水如镜的浅水滩静悄悄地一边跋涉袁一
边仔细地观察寻找黄鳝窟遥 那黄鳝窟周边既干净又光滑袁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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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蚯蚓的竹竽子到窟里后袁 那馋嘴的黄鳝便迫不及待冲上
来就咬遥 这时袁你必须不停地摆动竽子袁不让竽子被黄鳝咬死袁
在晃动中慢慢地把竽子从窟里拽出来袁引诱黄鳝出洞遥 待看到
黄鳝露出半截身子时袁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中指锁住它袁
并在它挣扎之前迅速地放进鱼篓遥 这样子的一气呵成袁才能确
保到手的猎物致不逃逸遥
掏冰窟
入冬以后袁天气逐渐转冷袁农户家的日子越发艰难遥 尽管
国家采取各种措施袁 尽量缓解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在天灾与人
祸共同影响下的生活困难袁无奈由于遭受困难的时间长尧烈度
强尧范围广袁很多措施不是与实际情况脱节袁就是这些措施原
本就是杯水车薪遥
我们老家住在被人称为西乡的一个叫安乐的地方遥 不要
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了袁就是风调雨顺的年份袁那里人的生
活水平同其他地方相比袁不可同日而语遥 那年冬日的一天袁爷
爷把我叫到床边说院野大孙子袁你爷爷馋了袁能不能想点办法袁
弄点荤腥给爷爷解解馋遥 冶我二话没说袁就把这艰巨的野任务冶
给承担了下来遥 可到哪儿去弄荤腥菜呢钥 想破脑壳袁只有去沟
河里碰碰运气袁看能不能在沟河封冻的冰窟窿里淘点什么遥 主
意一定袁我找出奶奶多年不用的木榔头袁携上鱼篓子袁去了离
家不远的东大沟袁沿着结着冰的沟边袁观察着已经干涸的原本
是满满一沟水的大沟中间有没有结着冰的小水塘遥
刚走了不到千米的距离袁就碰上几个袁用榔头敲开冰面袁
伸手去塘里摸遥 让我想不到的是袁那些水塘虽小袁然塘里的鱼
虾密度却很高袁这极可能是在大沟里的水即将干涸时袁这些鱼
虾之类的水族们凭借它们的本能寻着的能暂时栖身活命的水
深一点的塘遥 我高兴极了袁把那些小水塘里的鱼虾悉数收入篓
中遥 幸运的是袁在那些小水塘里袁还藏有螃蟹尧甲鱼尧黑鱼等各
种各样的水族精品遥 有一只大螃蟹足有七两重袁一只甲鱼近一
斤遥 那条跟它斗了半天才被我捉进篓里的黑鱼足有二斤重遥
那天中午袁我们家的餐桌上出现了往常很少见的稀罕菜遥
爷爷一边嚼着螃蟹尧啃着甲鱼尧喝着烧得白似乳脂的黑鱼汤袁
对我说院野大孙子袁就这样干袁天冷冻不死泼皮汉遥 冶
野天冷冻不死泼皮汉遥 冶爷爷的这句充满着哲理的话直到
现在仍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遥

暗香窑领袖与百姓
题记:在冶诗颂新时代袁迎接二十大冶诗词创作
中,重读 2018 年 2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叶总书记盘腿
坐上我家炕头要要
要总书记的人民情怀曳一文袁心情
无比激动袁欣然命笔袁写下叶暗香窑领与百姓曳一词袁
以表示对人民领袖的敬意浴
和颜悦色袁做人民公仆袁清廉严律遥 百姓情怀袁
问暖嘘寒促民膝遥 惦记老区父老袁不忘却尧扶贫安
恤遥强起来尧丝路良谋袁领袖握椽笔遥中国遥展飞翼遥
改革再鸣号尧开放潮激遥 众贤毕集遥 不忘初心永相
忆遥 长记曾宣誓处袁党旗前尧丹心澄碧遥 复兴梦尧加
动力袁喜迎大吉遥

国庆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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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楼

国庆佳节喜气扬袁载歌载舞唱辉煌遥
锤镰引领获胜利袁华夏昌隆呈锦章遥
政畅人和兴伟业袁改革春风九州漾遥
经济腾飞惊日月袁国强民富东方靓遥
山河锦绣城乡美袁人民小康幸福长遥
科技强军运帷幄袁铁壁铜墙御豺狼遥
时代航程逢盛世袁乘风破浪凯歌扬遥
攻坚克难圆硕梦袁豪情激荡永向前遥

水糕往事

邹德萍
野卖水糕哦袁刚出笼的水糕遥 冶这个声音很熟悉袁听到
水糕二字袁一下子钓起我的野馋虫冶来了袁不由自主地侧目
观之袁忠实的脚步已走向摊位遥 下风口袁稻米甜丝丝的特
有清香味道迎面飘来袁唤醒了味蕾袁勾起香甜的往事遥
水糕袁并不是水做的糕袁而是乡亲们对由纯米粉做的
糕点的一种俗称遥水糕是选用籼稻加工的米袁然后淘净再
磨成米粉遥记得我家最早是用野南京 11 号冶野顶芒籼冶稻子
加工的米袁米身子较硬袁煮粥有层厚厚的米油遥 到了上世
纪 70 年代袁由野桂朝稻米冶替代了袁后来又用杂交籼稻米遥
我们家做水糕技术是老太传给奶奶袁 由奶奶教会我
的伯伯尧叔叔们的遥 父亲做水糕时总叫我去帮忙袁其实在
教我做糕方法和程序遥看似简单其实很有学问袁首先要提
前用海碗泡发酵母饼袁用米粉加一点面粉让其发酵曰其次
烧 60 度左右热水烫米粉袁搅拌成面疙瘩袁摊开凉到不烫
手曰最后才放入大瓷盆或小缸中袁开始添加温水袁两双筷
子合用袁或小擀面杖搅拌成浆糊袁用手捻开搓碎硬面块袁
反复搅和到稀面糊为止袁才开始倒入准备好的酵头发酵遥
将面缸裹在棉被里捂着袁发酵后米面涨满盆口袁闻到很浓
的酵香味时袁妈妈呵呵地笑着院野发了袁发了浴 冶父亲再次抓
起筷子搅拌均匀袁顿时听到噗嗤噗嗤的气泡声响袁特别好
闻的面香直钻鼻孔袁 等到面再涨满缸就可以上笼蒸水糕
了遥
过年蒸水糕都选在最顶层笼屉袁 定选一块白棉布做
的大笼布袁把两根芦柴砸扁圈成小于蒸笼的圆箍袁再扎个
勺柄粗的柴子袁目的是让蒸汽窜上来袁再把发好米面倒进
铺好的笼布上遥 我特别喜欢烧笼锅袁开始那火要烧得旺袁
等圆气了保持正常遥树枝做柴火最好袁红红的火焰在锅塘
里跳跃袁将我的小脸烘得通红袁心里急切地想尝尝那块水
糕遥出笼时的水糕袁温润如玉袁气孔错落有致遥经过充分发
酵后的米粉袁已经有了软尧绵尧甜尧糯尧爽的特点袁高温蒸汽
进一步激活了淀粉中的酶的糖化因子袁 这些环节赋予普
通米粉独有的风味袁始终有股来自大地的气息遥趁热切成
薄薄的长条袁犹如玉片落玉盘遥 过年时袁还用红绿色点缀
下袁很是诱人袁也很喜庆遥
过年时东家请西家约袁父亲总是热情地野授人以渔冶袁
毫无保留地帮助邻居做出满意的水糕遥 当得知邻居掺了
杂米粉时袁父亲总是婉言以拒遥 父亲说袁做水糕不容掺假
使杂袁否则就不是地道的水糕遥我后来才真正理解了父亲
的坚持袁野做糕如做人冶的道理遥
过去没有冷冻保存袁一时吃不完袁只好切片晒干袁影
响了水糕的口感袁今天速冻虽能延长保鲜袁但又少了刚出
笼时氲氤的气息遥 以前只有过年时才能做点袁现在可以随
做随吃袁蒸尧烤尧炕的炊具多袁买点米粉袁酵母使用方便袁不
容易把面涨酸了袁 晚上拌和一海碗米粉糊袁 早上用平板
锅袁 烤成两面金黄的外脆内嫩水糕饼袁 油津津的香气扑
鼻袁还尝试加鸡蛋尧火腿尧香肠或葡萄尧红枣尧时蔬等袁做成
不同口味的野水糕遥 冶
闲日逛街袁偶见街巷里还有人在做水糕袁他们那份坚
守袁给他人保留了舌尖的味道遥 超市又厚又大的野水糕冶袁
总觉得此糕非彼糕袁吃了粘牙袁还有点腻嘴袁有时太甜淹
没了米香的本色遥 射阳水糕也是一方水土风物的结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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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忘却的历史

要要
要要
要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谷子
今年夏天参加省诗词协会组织的新学员培训遥 在培训期间袁协会
组织新学员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遥这个活动的安
排非常有意义袁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袁是一次心灵的洗礼遥
夏日的南京袁天气有些阴沉而闷热袁零零落落的雨滴,无声地从空
中飘落,洒在这片庄严肃穆的灰白色大理石建筑上遥 这让前来这里参
观的每个人都有一种惊心泣魂的压抑遥
在纪念馆门口,我看到了一组雕塑:一个站立着的已经哭干眼泪尧
空洞绝望的眼神而怀里仍然抱着已经死去的孩子的母亲;躺在地上已
经死去的母亲,仍在怀里吃奶而懵懂无知的孩子;痛失孙子的年逾花
甲的老爷爷;路过而抚上少年死时未能闭合眼睑的逃难僧人;失去双
亲的孤儿;躲避着敌机轰炸而无处可逃的难民噎噎千仇万耻,流失的
岁月啊浴 你让我们怎能忘记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遥
走进纪念馆袁时光刻在了 1937 年 12 月 13 日袁把我带到了那惨
绝人寰的过往:我的耳边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尧轰隆隆的炮声尧投弹飞机
的啸叫声院同时袁我也听到了魔鬼的狞笑声尧残忍的砍杀声尧被蹂躏的
难民的哭声遥 这里被炮火所覆盖,被枪声所遮掩,被烟尘所弥漫,断壁
残垣,一派荒凉噎噎
南京,南京,一个六朝千年古城尧帝都袁在这一刻,沦落了,湮灭了遥
生命遭荼毒袁文明遭摧残袁文化被强掠袁中华民族遭受着千百年来袁前
所未有的耻辱遥
我听到风的抽泣,我看到雨的迷离袁我听到回响在耳边密集的
枪炮声,我看到滔滔江水染红的血色袁还有那活埋时露出的胳膊
或头颅遥 每十二秒一个生命的逝去,那滴嗒的水声,昭显着这里曾
经的罪恶遥
时钟在这一刻停滞了袁人类文明也在战火里堕落袁凶残的日本鬼
子袁在这一刻,不再是人,他们是兽,变成了十足而完全的野兽遥
我听到一个民族沉重的叹息和哭泣,我也看到另一个民族的嚣张

与暴戾,日军罪行罄竹难书遥 中华民族遭受的凌辱,让每一个炎黄子孙
都难以忘记遥
在密集的枪声里,仍然有文明尧正义之光在闪耀遥 于是袁我们看到
了像野母鸡保护小鸡冶一样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
妇孺难民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魏特琳尧设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国际委
员会主席救助中国难民的约翰窑拉贝尧 冒险用摄像机录下日军罪证的
美国牧师约翰窑马吉他们活跃的身影袁他们为了人类的良善与大爱,辗
转战场,奔走呼号,穿过腥风血雨,让中国人永远在心中铭记遥
让人欣慰的是,面对亡国灭种的危局袁面对无情杀戮袁中华民族觉
醒了袁在民族大义面前,国共再度合作袁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奔赴沙场袁
驱除倭寇袁光复家园遥 经过十四年抗战袁中华民族以伤忘 3500 万人的
巨大代价袁迎来日本军国主义投降遥
如今袁战火真的熄灭了吗钥 没有,与德国不同袁日本是一个不善反
思的国家袁 尤其是岛国沉没心理和大和民族骨子里的武士道精神,支
撑着它依然想称霸亚洲,它依然在寻机窥探中华民族的美肌,它垂涎尧
它艳羡,它还在梦想有朝一日重返大陆,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野心是
不会轻易死掉,当时机成熟,它依然会死灰复燃遥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
孙袁我们不能不警惕啊浴
历史袁虽已尘封,可我们还是要时时拂去上面的灰尘袁蹲下身子袁
聆听她苍老的诉说与叮咛遥
绵绵夏雨袁浇不灭中华民族心头的火光遥人类的浩劫,也会将人类
的罪人袁日本军国主义钉上耻辱桩,浩瀚的中华文明,依然会在宇宙袁
发出璀璨的光芒遥
往事不可忘袁来者犹可追遥 历史的天空袁虽然有时遮不住阴郁袁但
最终袁文明的阳光总会把罪恶一扫而光遥
只有警钟长鸣袁危机才能灌满胸膛袁中华民族才能放眼世界袁才能
国富民强袁才能永久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遥

老年，
不可辜负的“季节”
江正
老年是个季节袁 也是人生的最后一个季节遥 许多人认为老年
已经没有多少积极的意义遥夕阳西下袁余晖残存袁剩下的时间不多袁
抓紧时间享享福尧晒晒太阳尧吃吃喝喝混混日子袁草草了结此生遥
持此等观念者袁就是对自己不负责袁也是对生命不尊重遥
人的生命从纵向上讲袁都会经历幼年尧少年尧青年尧壮年到老
年袁每个阶段都十分宝贵袁无好差之分袁每分每秒都是最美的遥 即
使是人生最美好的青少年时代袁如若不知珍惜又与敝履何异钥 青
少年时代袁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闭着眼睛过袁从没想过生死曰壮年时
期我们都是睁着眼睛过袁眼睁睁地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曰老年时期
我们一天天地数着过袁 过了今天还不知道会不会还有明天遥 这个
时候袁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寸金难买寸光阴遥 正因为如此袁才不能
轻易地辜负老年季节遥
步入老年要更加懂得珍惜时间遥 因为时间所剩不多袁所以袁需
要倍加珍惜遥 一个人从 60 岁退休袁如果能活到 90 岁袁也只有 30
年的时间可以支配.其中袁60 岁至 80 岁 20 年时间是黄金时期遥 如

果你还心存爱好袁在退休之前因公务繁忙而不能它顾袁现在完全可
以投入精力袁实现你心中的理想遥 读书学习是一辈子的事袁不是一
阵子的事遥 老年读书已经少了诸多的功利袁但从一个人的成长尧修
身的角度来讲袁也是必不可少的遥 古人说院野读书当药袁可以治愚遥 冶
老年人在生活中也常常会遇到解不开的心结遥 当你遇到想不开的
事而烦恼时袁读书能帮助你化烦解忧曰多读书可以使你境界升华袁
格局倍增曰 当生活中遇到难以跨过的坎袁 书本有时就是我们的导
师袁瞬间为你点破袁助你奋力跨越袁走出沟坎曰当你孤独寂寞时袁读
书能帮助你化解孤独袁找到精神知己遥 更何况读书思考袁还可以延
缓老年痴呆遥 读书有如此之多的益处袁何乐而不为呢钥
老年是收获的季节袁你一生的历练与积累袁都会在这个季节开
花结果曰你一生的积德行善所拥有的福报袁都会在这个季节兑现曰你
一生走过的路袁跨过的坎袁承受过的委屈袁都会化作不同的礼物馈
赠给你遥
珍惜老年袁老年是一个不可辜负的季节遥

老家门前有条名叫大洋
的河袁河南岸是成匤连片的粮
田袁 河北岸是沿河而居的农
家遥 树木葱茏尧蒲苇繁茂的河
岸边袁点缀着一个个形式多样
的河码头袁那是上演农家风情
的舞台遥
那个年代袁 农村经济差袁
农民生活困难袁码头都是因地
制宜尧因陋就简遥 码头有大有
小尧质地有好有丑遥 多数码头
呈台阶式袁根据河岸到水面的 高
亚
落差袁相应挖几级台阶袁最下
面一级台阶贴近水面遥有的在
每级台面上撒些碎砖石子袁有
的在最底层放块石块或水泥
预制板曰 也有的码头是平铺
式袁用四到六根洋槐树棍作基
柱袁 二到三根树棍作横梁袁用
铁钉封死袁 上面再铺上细木
棒袁用铁丝缠紧袁从岸上直接
铺到水面遥我老家邻居门前的
河码头就是棍棒做的袁根基牢
固尧板面结实尧用水方便袁可同时容纳六个人
用水遥 因码头大尧水深袁它吸引左邻右舍的男
女老少遥 农家的河码头虽没有塔吊林立的海
港码头那么壮观袁也没有人头攒动尧高耸云
天的游轮码头那么豪华袁但展现的是农家恬
美生活的缩影袁流淌着庄户人质朴纯真的情
感遥
码头是心旷神怡的观景台遥 码头伸入河
面四米多长袁站在码头上袁就像踩着竹筏飘
浮在水面遥 甘甜清澈的河水倒映着蓝天白
云袁 蓬蓬勃勃的芦苇倩影在水下婆娑摇曳曰
荷叶尧菱角叶绿叶弥漫袁成群结队的鱼儿在
水下摇头摆尾曰红蜻蜓飞立在荷茎上袁翠绿
的青蛙袁从这片荷叶又跳到那片荷叶上遥 在
延绵曲折的河面尧 垂柳飘拂的绿荫深处袁偶
尔会飘来一只釆菱桶袁 上面端坐着一位村
姑袁她一边用手轻轻地划着水袁一边翻转碧
绿的菱角叶袁 轻巧地摘下一颗颗红红的菱
角遥 我喜欢在码头上看老鸦捕鱼遥 小小渔船
上的玩鸦人袁用脚板敲打着船体袁随着有板
有眼清亮的野咣咣冶声袁站立船舷的老鸦袁像
战士听到冲锋号袁一个个野扑通尧扑通冶直往
水面跳尧水底钻遥 不一会儿袁一个个嘴里叼着
大小不一的鱼兴高采烈地游向主人遥 待主人
取下它嘴里的大鱼袁 再奖励它条小鱼后袁便
又心满意足尧精神抖擞捉鱼去了遥
码头是各显其能的展示台遥 河码头上早
早晚晚像走马灯似的人来人往遥 不是男人早
上挑吃水袁 晚上挑浇菜水袁 就是女人淘米洗
菜尧洗衣裳遥劳动回来的姑娘袁为了爽快袁也会
端个面盆打水梳妆遥沈二爷挑水有绝活袁打水
时袁扁担上的两个桶不离肩袁站在码头上头一
低尧腰一弯袁左右手几乎同时将两只水桶按下
灌满水袁然后抬头直腰扬长而去曰李家姑娘会
哼两句淮戏袁占住码头的小伙子袁非要她唱一
段才肯让位子给她曰人称百事通的张奶奶袁村
上哪家生了孩子袁几斤几两尧是男是女袁哪家
儿子某月某日带媳妇袁没有她不知道的袁在码
头上总是滔滔不绝尧有问必答遥码头上尧岸上袁
站满喜气洋洋的庄户人袁 他们不慌不忙地清
洗着袁不急不躁地等候着袁忘记了烦恼尧忘记
了劳累袁笑声堆满码头袁愉悦流淌满河遥
码头是洗澡玩耍的大跳台遥 在偏僻的农
村袁夏季是男孩子的季节袁他们把码头当跳
台袁常三五成群脱去衣服袁野扑通尧扑通冶地跳
入河里玩耍遥 比赛扎猛子是那时必玩的项
目袁参加比赛的人列队站在码头上袁一个接
一个跳入水中袁 看谁在水下憋气长潜得远袁
谁就是第一名袁奖励菱角或河蚌遥 有的胆小
怕呛水袁不敢在码头上跳袁就直接站在水里袁
扶着码头袁手捏着鼻子袁头往下一闷袁撅起屁
股袁活像捉鱼的老鸦遥 大人们站在岸上抽烟袁
闲聊遥 偶尔会有多事的家长袁脱掉脚上一只
鞋抓在手上袁站在河对岸等着上岸的顽童遥
老家已没有了老屋袁 但我因事回家乡
时袁总会到梦牵魂萦的老家门前的河码头边
闲走袁听码头人家鸡鸣狗叫尧看河里水鸟嬉
戏尧鱼儿沉浮袁赏对岸倒映在河里的晚霞和
农人与牛的身影袁闻袅袅炊烟送来的农家诱
人的饭香袁这份恬淡的趣致与逍遥袁困居喧
城岂能感受得到呢钥

老
家
门
前
的
河
码
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