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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袁我又在声声鸟叫中醒来袁定神静听袁感觉今早鸟的
叫声有些特别袁除有野唧唧唧冶的叫声外袁还有野叽叽喳喳冶
野啾啾咕咕冶等其他的鸟叫袁显得嘈杂尧无序尧急促袁像是吵
架遥 我走到阳台细看袁只见院墙外的柿子树上袁一只体型较
大尧全身乌黑尧嘴巴黄亮的鸟正埋头有滋有味啄食一只滚圆
透明的柿子遥其他几只不知名的小鸟袁上蹿下跳袁盯着贪婪的
大黑鸟声嘶力竭地叫着袁显得焦躁尧无奈遥那只成熟的柿子是
小孙子眼巴巴望了几天袁我应允待星期天摘给他吃的袁谁知
现在下了鸟肚遥 也真是的袁树上满是柿子袁有半红半黄的尧有
全黄的尧也有全红的袁它怎么就偏偏看上树梢上最大尧最红袁
小孙子看中的那只柿子呢钥 真是只精明的鸟遥

我打小就喜欢鸟儿遥鸟儿给我快乐袁给我想象的翅膀袁我
曾梦见鸟儿驮着我翱翔蓝天尧直冲九霄遥

儿时我最喜欢的是燕子遥 野小燕子袁穿花衣袁年年春天到
这里噎噎冶这首耳熟能详的儿歌陪伴我长大袁同时也使我更
喜欢起燕子遥 野几处早莺争暖树袁谁家新燕啄春泥冶遥 春天来
啦袁燕子飞到哪家做窝了袁是个让人羨慕和开心的事袁说明这
个人家干净尧善良尧喜庆遥

我还喜欢麻雀遥麻雀是典型的乡村物种袁只要有村庄袁有
田野袁就会见到成群的麻雀遥它们与村庄融为一体袁与农人如
影随形袁它们成了村庄的一员尧田野的符号遥我喜欢看麻雀蹲
在广播线上袁野一字冶形排开袁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村庄和田野袁
仿佛威武的士兵正在接受检阅袁又像在出操尧在练功尧在比
赛遥

儿时还认识喜鹊和乌鸦遥 喜鹊名声好袁喜鹊的每个动作
都是轻盈的袁每声鸣叫都是欢快的遥 一点不碍眼袁也不刺耳遥
野喜鹊叫袁亲戚到遥 冶那时盼望有喜鹊在家门前树上叫袁有亲

戚上门就有好东西吃遥 虽然有野花喜鹊袁尾巴长袁娶了媳妇忘
了娘冶的童谣袁但一点没有影响我喜欢喜鹊遥

长大成家后我仍然喜爱鸟遥 喜欢谛听鸟儿的叫声袁喜欢
欣赏鸟儿在树上跳跃尧飞起袁又落下遥在城里自己买了高层一
楼的房袁目的就是为了有个温馨的小院袁在院内院外栽上果
树袁闲来无事听听鸟叫袁看看鸟飞遥 院外有棵杏子树袁每年 3
月飘落杏花雨袁5 月橙黄的杏果挂满枝头袁 首先光顾品尝的
就是鸟儿遥它们专选树顶尧朝阳尧圆润透明诱得人馋涎欲滴的
熟果子吃遥如何让鸟儿嘴下留情袁留几个给小孙子尝尝鲜呢钥

野买个大网将树罩起来袁鸟就吃不到了遥冶妻子献计献策遥
野主意不错袁但网罩起来袁鸟儿闻到果香却吃不到袁心里

该有多着急呀浴 冶我说遥
野要不袁在树旁扎个稻草人遥 冶6 岁的小孙子也动起了脑

筋遥
野我看就在树上系条红领巾吧袁绿树尧黄果尧红巾又好看袁

又能吓吓鸟遥 冶他们都同意我最后的提议遥 其实袁一条红领
巾袁岂能吓住现时目中无人贪吃的鸟呢遥鸟儿照来不误遥每当
我看到鸟儿飞来吃果子时袁我就远远地躲起来观察袁只见胆
大的鸟儿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袁寻找到饱满香甜的杏
子后袁毫无顾忌地一口一口啄食起来曰谨慎的鸟儿驻足后袁啄
一口袁东瞧瞧袁再啄一口袁西望望噎噎每每如此袁我心里总有
说不出的愉悦遥 有时我会远远地对它断断续续吹口哨学鸟
叫袁它先是愣了下袁呆呆地听着袁当你再次吹起时袁它摇晃着
脑袋左右观察后袁忽然野扑哧冶一声腾空而去遥它好像意识到袁
这声音不是本地方言鸟语袁也不是外地鸟类普通话袁而是人
类的语言遥 其实袁鸟类也有它们的语言袁欢快的尧热烈的尧凄
厉的噎噎模仿表达不了鸟儿的心情和意志袁何况我这个蹩脚

的门外汉遥
一天袁小孙子指着又被鸟儿野毁容冶的柿子问我院野为什么

鸟儿会偷吃我们家柿子呀钥 冶
野这不是偷袁因为它们知道大自然的美食应该人禽共享

啊遥 冶我说遥
野噢袁鸟儿蛮精的遥 冶他似懂非懂地答道遥
绚丽多姿的鸟儿给人们生活带来无比情趣和活力袁美味

的果品是大自然的馈赠袁留些果子给鸟儿袁也是人类对大自
然的回馈遥

精明的鸟儿
高亚

似乎是在等待什么袁老家的这棵桂花树
总迟于节令袁待到同伴繁华将尽袁才姗姗开
花遥

秋渐深袁沿河畔穿行袁临近祖屋袁那棵两
层楼高的桂花树像一把撑开的伞袁历经风雨
沧桑袁越发枝繁叶茂遥

走近那一丛桂花树袁霎时间已不是一缕
清香袁而是一波又一波如水的清甜涌向干渴
的归乡人袁弥散在空气里袁游进鼻息袁让人如
饮一壶老酒袁醉忆往昔遥

近看那一朵朵黄白色的小花袁 密密麻
麻袁一簇牵着一簇挂在树枝上袁每一朵小金
铃似的花格外娇美遥 野花映眉间一点黄冶袁花
开在树叶之间袁金黄金黄袁纤弱细小袁花瓣仅
米粒般大遥 仿佛绿叶丛中点缀着碎金袁而花
蕊则幽幽吐出一缕缕沁人心脾的香气遥

时常觉得袁 那点点嫩黄恰似满天的星
星袁在墨绿的叶子间忽隐忽现袁闪闪烁烁袁随
风飘舞袁铺满归乡的长路遥 走在小路上袁踏在
花香里袁这满树亮晶晶的桂花让我想起祖母
的眼神袁温暖而明净遥

记忆中袁茅屋尧小河和炊烟是一幅天然
的水墨画袁桂花树就是画中最摇曳生姿的景
致遥

儿时的秋日袁清晨被桂花香唤醒袁夜晚
又枕着花香入睡遥 院中的那棵桂花树便是我
儿时的伙伴遥 它不似玫瑰那般娇艳欲滴袁惹
人心颤袁也不如寒梅那样傲然挺立袁临寒不
屈遥

祖母说袁桂花才不娇嫩袁不仅能赏袁它还
能做许多美食袁少有花如她一般遥 回忆童年袁
桂花糕尧桂花酒尧桂花蜜袁才发现袁原来一点
一滴好似都与桂花脱不了干系遥

当农村的秋天逐渐沉浸在桂花香中袁伴
着晨风袁沐着秋阳袁祖母提着小篮去摘桂花遥
她拉弯一根根桂花枝袁抬起手腕袁娴熟轻快
地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袁一簇簇桂花雪花
般飞转飘落袁只一会工夫袁篮内已满满当当遥
调皮的孩童捧一小把还沾着露珠的桂花袁轻
嗅袁拢得心痒痒的袁不时发出咯咯笑声袁回荡
在乡间遥

背阴处袁祖母铺开芦苇席子袁轻轻摊开
这别致的袁雪一样的桂花遥

野桂花要晾干袁不能暴晒遥 这样香气才收
得住遥 冶

微风中袁这满席的桂花纤柔的花瓣颤动
着袁花瓣慢慢合拢袁仿佛渐渐睡去遥 望着她
们袁祖母脸上绽开了花遥

深秋袁 桂花又开始在祖母的手中苏醒袁
在她酿的桂花蜜里苏展开来袁 肆意芬芳着袁
在她做的桂花饼氤氲的热气中张开花瓣袁尽
情飞翔着遥 那份甜袁那份香袁在口中弥漫袁在
鼻息中流淌袁穿过岁月袁久久萦绕袁终究挥之
不去遥

有时袁秋天的雨说下就下袁我和祖母站
在檐下袁透过层层的雾袁枝头的桂花也如下
雨似的缓缓落下遥

调皮的我会一头钻进桂花树下袁从浓浓
的树叶间望天上的雨袁总以为她是一把巨伞
能为我遮风挡雨遥

往往这时袁 祖母便会跺着小脚向我招
手院野快回来尧快回来袁小心淋湿了遥 冶

大学毕业那年袁祖母走了遥 一晃二十多
年过去袁祖屋也经过几次翻建袁从茅屋变成
瓦屋袁再建成乡村别墅袁那棵桂花树也越发
苍翠尧高大袁她见证了岁月轮转袁世事变迁遥

每每在城中见到桂花袁我就缓缓停住脚
步袁轻轻摘下一小簇袁小心翼翼地捧着袁不知
是怕惊醒她的梦还是惊了我的梦袁 闭上眼袁
想到家乡的那棵迟桂花袁那满树繁花像星星
般不停地闪烁遥

迟桂花
夏元祥

父亲是射阳人袁又长期生活在农村袁因此擅做面食遥 儿时袁喜欢看父
亲擀面袁父亲和好了面团袁搁在案板上袁用几乎等同我身长的擀面杖使
劲地来回擀遥 在父亲的擀面杖下袁面团变成脸盆大袁均匀的撒一层灰面袁
再擀袁脸盆变成了大锅盖袁再撒面袁再擀袁终于变成了野圆桌面冶而薄如牛
皮纸遥 这时袁父亲将它一层层的裹在擀面杖上然后野毁开冶袁如叠布匹般
一层层地叠成长条遥最后袁操起菜刀袁咔嚓嚓袁从头切到尾遥一拎一抖袁银
丝般的面条落进铁锅中的滚水里袁并倒入香油尧酱油尧再撒上盐尧小青菜
或葱花做香头袁一锅香喷喷的面条即成遥

若是在午季袁新打的麦子磨成面袁擀成面条袁配以时蔬苋菜袁煮出面
条来袁真正称得上野新冶和野鲜冶遥 除了吃父亲的新鲜面袁在我的人生经历
中还有若干次吃面遥 品尝山西刀削面是在北京遥 六十多年前袁我们几个
十多岁的小伙伴一同进京袁住在某学校接待站遥那天早上袁去逛街遥路过
街头一家小面馆袁看见了这样的景象院一位壮汉左胳膊托着面板尧上面
搁着一个大面团尧 右手持一把约半尺长的削刀袁 对那面团蹭蹭地刮削
着遥在他的刀下袁面片如一条条银鱼袁卟卟卟地落进滚水锅中遥我们看得
目瞪口呆袁太神奇了!那位壮汉大师傅很健谈袁对我们一伙半截小子讲起
了刀削面的来历遥 元朝时袁统治者对百姓十分严苛袁规定十户人家共用
一把菜刀遥因此袁常有人家到了饭点因无菜刀可用而吃不上饭遥某日袁有
一家主妇见时已过中午仍然不得菜刀袁孩子饿得哇哇大哭遥 偶然袁她觅

得一块三四寸长的铁片便将其二面边缘在磨石上磨利袁 直接将面团削
成面片入锅袁解了饥饿袁传下了美食遥

兰州拉面袁相信大多数人都品尝过遥 有美食家称袁兰州牛肉拉面精
髓在于汤头的鲜和面条的劲道遥 和面时加入独特的植物汁水增加弹性袁
在大师傅的反复拉升袁精准操作之下袁变成粗细不同的面条袁细面柔和
附汤袁粗面宽大有嚼劲遥

我还在在四川成都吃过担担面遥 顾名思义袁就是饮食商贩挑着担袁
沿街叫卖的一种面条遥 其经营灵活方便袁吃多少袁咋填料袁啥佐料袁随君
自便遥 其特点是麻辣热鲜香遥 担担面现已流传各地袁大多已进店堂遥 然
而袁仿佛少了些当年的风味和食趣遥

在吉林延边袁品尝过朝鲜族风味的狗肉冷面遥 细丝面上铺放着几片
狗肉 以及苹果丝尧白菜梗丝袁辣椒丝等等袁汤料凉辣香甜袁食之如野五味
杂陈冶袁但十分爽口袁尤其夏日食其面袁可开胃口消暑气遥

几年前袁赴台湾旅游袁没有少吃牛肉面遥 一般牛肉面袁牛肉会切成薄
片袁 或者比骰子稍大一些的肉坨坨遥 而台湾眷村的牛肉面从选材到切
肉袁都带着一股子豪气遥 选肉质量紧实又充满胶质的牛腱烧煮后袁放进
搭配好的红汤中入味袁 再将腱子肉切成厚片铺在面条上遥 一口汤一口
面袁再来块扎实的肉片袁满嘴都是浓浓的牛肉香味遥

难忘面香
江正

金秋十月袁秋高气爽遥螃蟹
这种长着硬壳和大夹钳的生物
这时就成了热门货袁 在鲜蟹市
上袁看着一只只吐泡舞爪尧膏满
体肥的大螃蟹袁 有谁能不为之
动心袁有谁能不想买上几只袁带
回家去好好地咂磨咂磨滋味儿
呢浴

位于我国江苏省地区的阳澄湖尧 大纵
湖尧洪泽湖尧白马湖噎噎人们对这些湖荡并不
陌生遥 这些湖荡不仅以它的芦苇荡和优美的自
然环境著称于世袁它还以野产蟹名湖冶蜚声中外
呢浴 对吃螃蟹有点儿研究的人袁 曾经做过这样
的比较袁他们说:海蟹不如江蟹袁江蟹不如溪蟹袁
而小溪里的螃蟹又不如湖里的遥 可见蟹类家族
中袁湖蟹的味道当数第一袁而江苏湖荡中的清水
大闸蟹袁则更可谓湖蟹中的佼佼者了遥

螃蟹的生长袁自有它的一套规律遥 这些野横
行将军冶的身体素质尧健康水平袁与地理环境尧自
然条件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遥 它们长得如此
矫健袁雄赳赳尧气昂昂的袁还真有些骑士风度呢浴
阳澄湖尧大纵湖尧洪泽湖等地的清水大闸蟹袁背
青肚白袁个大性猛,素有野蟹王冶之称遥 如若将它
们放在玻璃板上袁 不但能像螳螂那样悬空撑立
起来袁而且它还能在玻璃板上爬来爬去袁样子很
可笑袁一步一滑的简直像小孩子在学溜冰遥它们
的腿上爪上长满了茸茸的黄毛袁 人们形象地给
了它个绰号袁叫做野金毛爪蟹冶遥每年九尧十月间袁
是捕蟹的黄金时节遥为了多捕蟹袁渔民们不论白
天黑夜袁都在紧张地捕捉遥这时袁仅江苏地区袁平
均每天就可上市清水大闸蟹上千吨左右遥 在捕
蟹的盛季袁夜晚是很热闹的遥 湖面上万点灯火袁
无数只小船袁在灯光波影中穿来穿去袁从一阵阵
笑声中袁你就知道袁渔民们又满载而归了遥

这里的渔民袁在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袁
单说野丝网捕蟹冶这一招吧袁如果不懂螃蟹习性袁
不掌握捕蟹的要领袁 那可真会竹篮子打水一场
空遥当然啦袁捕蟹的方法多得很袁远非一招一式遥
而其绝妙之处就在于袁其每一招尧每一式袁都不
失为一出好戏遥 在湖中牵上一根粗绳袁 把绳的
一端引上河岸袁只要在绳头旁边放上盏灯袁到时
候不用买票袁也会看到一场野螃蟹走钢丝冶的表
演遥 沿河叉水底挂起一道竹帘袁你坐在一旁袁又
可以欣赏一番野群蟹跃障碍冶袁悠悠然袁大有姜太
公垂钓的情趣呢遥 渔民们当然不会这么清闲自
在遥 然而袁这种劳作的紧张袁不过是一种唾手可
得的繁忙袁而这种繁忙在渔民心中袁却是越忙越
高兴遥

中国蟹菜的制作方法多种多样袁 而且十分
考究遥 无论在味觉上袁还是在外观上袁都会给人
以美的享受遥野雪花蟹斗冶是道名菜遥人们剥下蟹
肉蟹黄袁经过加工重新装回蟹壳袁尔后在上面盖
上蛋清制成的野雪花冶袁菜就做成了遥这种做法不
仅工序复杂袁而且会做的人不多遥 因此袁不是盛
大的宴席袁几乎很难吃到遥

蟹菜的样式很多袁其中有名的做法就不少遥
什么野蟹粉锅巴冶野蟹黄豆腐冶,当地人说的野虾吃
蟹冶,还有野醉蟹冶野蟹肉馄饨冶野蟹肉包子冶噎噎可
以毫不夸张地讲袁 如果把这些做法的蟹菜都集
中在一起袁就会是难得的一席蟹宴遥

我国有句老话院千里搭长棚袁没有不散的筵
席遥 能赶上盛大的宴会袁实在不易袁还是自家的
饭菜香啊遥 买上几只螃蟹袁或蒸或煮袁剥出细嫩
的蟹肉袁用上些姜末尧香油尧酱醋调配的作料袁不
仅方法简便袁而且鲜嫩可口遥 细说起来袁这还是
我国流传范围最广尧时间最长的传统吃法呢!好
一个金秋十月蟹肥时袁 还是要满足我们的味蕾
吧浴

金
秋
十
月
蟹
肥
时

谷
将

前些日子袁我在一位文友的朋友圈里看到一条叶值得收藏的集体记
忆曳的图文并茂稿子袁无意看到了蜂窝煤袁于是便联想到久别视线多年
的炭炉子遥

提起炭炉子袁我是记忆犹新遥 那是 40 多年前的事了遥 那一年秋天袁
我跟父亲去住在当时盐城东方红桥附近的姑祖母家去玩袁也就是那次袁
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了炭炉子遥 我依稀记得姑祖母家用的炭炉子外面
包裹一层铁皮袁青绿色烤瓷漆面袁简约美观袁炉膛里可以摞三块蜂窝煤遥
两边的提耳袁是供人拎炭炉子用的袁底部有开关可调节控制进氧量的炉
门袁打开火旺袁关上也能保持蜂窝煤不灭遥 从那以后袁我心里总是期盼袁
我家何时也能像城里人一样袁 用上时髦的炭炉子钥 自己身份 野脱胎换
骨冶遥

1992 年春袁那时我已参加信用社工作 6 年多袁信用社领导分给我
一间宿舍和一间小厨房遥搬家后第二天一大早袁只见同事们一家家都在
屋外烧炭炉子袁 此时此景袁 一下子也点燃了我心中那盏烧炭炉子的火
焰袁便立刻叫妻子也买了一只炭炉子袁装模作样尝试着做一个野城里人冶
的感觉遥

大家知道袁炉子生火是有窍门的袁技巧掌握不好不但生不着火袁还
会弄得乌烟瘴气袁让人垂头丧气遥每每晨曦中袁我们家属区后院的七尧八
只炭炉子上面烟雾飘飘袁随风缭绕袁充满了十足的人间烟火味儿遥 那烟
雾弥漫整个家属区后院袁几个单身汉同时到食堂吃早饭袁都是捂住鼻子
走遥有一次袁妻子要上街买菜袁叫我给炭炉子适时加炭袁可惜我平时不善
家务袁是野衣来伸手袁饭来张口冶袁十足的大男子主义袁一时竟让我束手无
策遥于是请同事帮忙袁把炭炉子的小门对着风口袁让它自己燃烧袁蜂窝煤
的煤眼里窜上了蓝幽幽的火苗袁这才拎到厨房烧水遥 等妻子回家时袁看
到厨房里的水吊子的水早已烧干正在冒青烟袁气得妻子哭笑不得遥

那个时候袁我家宿舍住在时任营业所主任的二叔家隔壁遥由于我粗
心或野开小差冶袁稍不留神袁时常忘记了换蜂窝煤袁炉子里的火就灭了遥特
别是夜晚时间比较长袁需要换一块新的蜂窝煤封火袁经夜不熄遥 由于妻
子或我粗心袁时常也有操作不当的时候袁次日清晨袁打开炉盖袁炉内冰
凉袁顿生沮丧遥懒得再生火袁叔叔家离我家近在咫尺袁我用火钳子夹一块
黑乎乎的蜂窝煤到二叔家引火袁要不换个烧透了蜂窝煤心回来袁引燃我
家的炭炉子遥

家乡苏北的冬天格外潮湿阴冷袁侵入肌骨袁呼口气都是白的遥 炭炉
子在其他季节仅能做饭浇水袁冬季还兼具了取暖功能遥 经久难忘的袁莫
过于下班回家袁 将那天天摸钞票和打算盘并且冻得红肿的双手在炭炉
子上翻来覆去地搓搓袁烘烤一会袁温暖从手上传递到身上袁由身上传递
到心里袁表情由寒冷僵硬而一点点地缓色温和遥 有时袁我还不忘找来老
父亲从老家送来的山芋袁放置在炭炉子上烤袁等到表皮焦黑袁揭下来吃
掉袁真是香味诱人袁盈满一屋遥

后来袁 随着时代的变迁袁 城市和农村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出行条
件袁早已没有什么区别袁城乡真正实现一体化遥 炭炉子也逐渐由液化气
以及天然气所代替袁再加上电磁炉尧电饭煲尧电炒锅尧高压锅等家用电器
的不断涌现袁炭炉子和土灶台已逐步野走冶出人们的视线遥就连我年已古
稀的老母亲也学会了使用家用电器以及煤气灶和天然气遥 老家好多邻
居的锅台早已落满灰尘袁如果真想炕一锅锅巴品尝一下袁哪还真要野费
事冶呢浴

时代巨变见证中国梦袁时间是一条轴线,记录了多少印刻于中国人
记忆中的时代巨变遥炭炉子静静跃动着的幽蓝火苗袁暖暖地燃烧着儿时
的梦袁同时也见证了新中国伟大时代的变迁遥 我们有理由相信袁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近在咫尺噎噎

记忆炭炉见变迁
张建忠

岁月如水袁光阴似箭袁当时间的脚步铿锵跨入 2022 年袁我
们新洋农场迎来了七十周年华诞袁 而我来新洋工作也有十一
年了遥 感恩这方水土袁让我从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尧双手未沾
葱油味的野学院生冶成长为工作尧生活样样通的野多面手冶遥

2011 年袁我告别了象牙塔袁带着期望和梦想袁踏上了新洋
这片神圣的土地遥 正值农场为迎接六十年场庆撰写场志袁我学
的专业是中文袁于是被安排到场志办负责校稿工作遥 这两年的
工作经历袁不仅使我练就了沉稳的性子袁更让我比其他年轻人
多了不一样的阅历袁 对新洋的创建史和发展史有了一定的了
解遥 拓荒者创业的艰辛袁不畏艰苦尧无私奉献的精神袁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曰一代一代新洋人执着追求袁献了青春献终身袁献
了终身献儿孙袁更让我肃然起敬遥

然而让我坚定扎根新洋尧奉献青春和终身的是和易福华爷
爷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触遥 那是 2011 年 9 月一个阳光明
媚的清晨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扶着腰袁吃力地来到我面前袁
送他回忆录的手写稿遥 他笑着对我说院野抱歉袁最近身体欠佳袁
脑子很清醒却爬不起来袁感觉好点就写上几句袁有点潦草袁你
要是实在认不出来袁问我就行遥 冶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就是 60 年
代的研究生尧全国首批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袁也没想到这第一
次见面竟变成了诀别遥 后来我才知道袁因日夜搞研究尧写材料袁
他的身体已非常糟糕袁双目几乎失明袁这三千字的稿子是他花
了近一个礼拜强忍着病痛写出来的遥 我决心以易老为榜样袁用
文字记录我对这片热土的情和爱遥

可决心下起来容易袁 留下来后才发现对于我们这些含着
野金钥匙冶而生的野80 后冶袁刚来农场那会儿的工作尧生活并不容
易遥 拿我来说袁从小到大没干过家务活尧没碰过锅碗瓢盆袁尽管
住的是崭新的公寓楼袁刚进宿舍时我还是傻了眼袁因为全部家

当只有桌椅和床袁还要求自己做饭遥 时任王立新场长说特意不
设食堂袁就是要我们学会独立生活袁说我们如果连自己都照顾
不了袁今后还如何在工作中独当一面钥 此外袁农场以农为主业袁
可我家从小到大就没下过农田袁连韭菜和麦子也分不清楚袁本
以为从事文字工作不需要过问这些袁 没曾想刚来就赶上 野三
夏冶支农袁还没愣神就被叫着和大伙儿一起摊晒麦子袁麦子宜
薄不宜厚袁十多个人一起推着向前走袁那情形绝对是野三夏冶里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遥 为了让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农人的艰
辛袁虽然已经全程机械化袁那个野三夏冶袁我们还到农田里挥镰
割麦袁没两天袁手上就磨出了水泡袁流汗流血也偷偷抹过眼泪遥

很快我们就知道这些都不算什么袁那些在农业一线工作的
大学生们袁也同我们一样在家野养尊处优冶袁从灯红酒绿的现代
化都市和书声琅琅的学校来到这里袁 却一年 365 天与土地为
伴袁和庄稼打交道袁每天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土袁到了农忙季
更是吃住在生产区尧大队袁不眠不休坚守着这片希望的田野袁
昔日的野浪里白条冶变成了野黑脸包公冶袁往往裹着军大衣躺在
田里一闭眼就睡着了遥 可他们累并快乐着院野书本知识在这里
化着了丰收的果实袁值得呀袁开心啊浴 冶

不经一番寒彻骨袁 怎得梅花扑鼻香钥 我们这批大学毕业
生袁从不同大学尧不同专业带着憧憬和梦想来到新洋袁把学到
的书本知识和工作实践相结合袁 在这片广袤的田野上大有用
武之地遥 十年的砥砺磨炼袁我们学会了独立生活袁学会了勤勤
恳恳工作袁 学会了做一个新时代的农垦人袁 在实践中成长起
来袁成熟起来袁实现了大学生到农场建设者的华丽转身袁完完
全全融入新洋这个友爱温暖的大家庭袁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
洋人遥 农场给了我们充分展示自己的平台袁又鼓励我们进一步
深造袁并邀请淮阴工学院尧扬州大学等院校老师来场授课袁使

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都有了飞跃式提升袁 成了各自领域的
野行家里手冶袁工作上能独当一面袁有的已走上了领导岗位遥 我
们在这里成了家袁有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袁收入一点也不比当初
一起毕业的同学少袁从来时的两手空空袁到现在用自己的收入
买了车袁在县尧市买了房袁有了爱情的结晶要要要野垦四代冶遥 新洋
是我家袁我们已与农场融为一体遥

这十年来袁新洋在飞速发展遥十年前我们刚来的时候袁就惊
叹这里林成网尧田成方尧车辆成群尧工厂比邻袁农业实现了全程
机械化袁分场尧大队全部通上了水泥路袁职工居民全部居住到
了小城镇上遥 十年后的今天袁我们接过接力棒袁始终牢记野粮食
安全国家队尧现代农业示范区尧对外合作排头兵冶的光荣使命袁
进一步做强核心主业袁种好野幸福田冶袁扩展野米袋子冶袁亩亩吨
良田袁产量连年高袁小麦单产连连突破江苏省历史记录袁现代
农业展示出更加迷人的风采遥 林木产业前景大好袁我们打造了
江苏农垦以及盐城市目前最大的容器苗基地袁野先上盆尧 再进
城袁让每天都是植树节冶遥 国信风电尧加油站尧三级航道码头尧医
养护理噎噎新兴项目正在崛起遥 近两年袁城镇面貌改天换地大
变样袁领导带头用脚步丈量民情袁用真心赢得民心袁一个个野难
啃的硬骨头冶被攻克袁一个个陈年问题得以解决袁黄沙港大桥尧
金龙湾生态文化园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尧
党群活动中心等展示出崭新的风貌袁诗意田园尧宜居福地袁可望
可及遥 而这一切的一切袁也融进了我们智慧和汗水袁稚嫩的翅
膀开始在新洋起飞遥

70 载栉风沐雨袁70 载砥砺前行袁70 载的新洋依然风华正
茂袁正意气风发奋进在野十四五冶新的征程上遥 回顾自己在新洋
的青春时光袁我无怨无悔袁感恩新洋这些年的厚爱与栽培遥 我
为自己成为新时代的新洋人而骄傲袁也为自己的选择和努力而
自豪遥 站在新的起点袁我们将继续用自己的知识尧智慧和勤奋
为新洋向着野一座全新活力的产业农场尧一座全新景观的花园
农场尧 一座美丽中国的标杆农场尧 一座农垦业内的样板农场冶
目标奉献毕身浴

扎根新洋 青春无悔
邱玲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