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寄怀

一元更始喜飞觥，大地春回冰雪融。
无问西东同奋进，愿祈寒暑共兴荣。
安居乐业丰桑梓，合力齐心绘彩虹。
宏伟蓝图中国梦，凯歌高奏傲苍穹。

春回大地

桃红李艳竞相开，千亩良田绿色裁。
雪花涓流河水涨，迎春燕雀上云台。

江城子·早春

桃花欲绽似含羞。竹林幽，意情
柔。蝶飞蜂舞，池里小鱼游。湖畔柳
条芽露绿，虫已醒，水潺流。

诗词三首
包允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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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在这路的深处，不仅有“路
漫漫其修远兮”的探索，更有“天翻地覆慨
而慷”的开创。路是开拓者的智慧结晶。

路的这头是现实，而那头是希望。我
说的不是文艺范十足的诗和远方，而只是
大地上蜿蜒的长龙。

好消息接踵而来，还记得那一年，204
国道修到家乡，通往村口的土路，通往镇
上的砂石路，仿佛是魔术一般，一条蜿蜒
于串场河畔的水泥路，长虹一般穿行在平
静的大地上，如珍珠一样，一个一个村庄，
一个一个集市，一下子串联起来，仿佛从
沉睡中苏醒过来似的，一下子生龙活虎。
随之而来的，是繁荣。是我们的眼睛，也
从村庄的天空扩展出去，范公（那时候叫
三灶）、梁垛、安丰、富安，然后是县城。青
春年少，三五成群，骑着二八杠，能在路上
荡到天黑，那感觉，比草原上骏马奔驰更

带劲。因为路，世界不再是我们村，我们
知道了更大的世界。

再说铁路。从新长铁路开通，坐火车
就已是家常便饭，最早的绿皮火车，有一
种怀旧的味道，老式的皮凳，也是绿的，车
窗由上下两块玻璃合成，向上推，可以打开
窗户，任风呼啸而来，亲吻脸颊，狠狠地，深
深地。从路边经过，一座座高铁桥墩如塔
高耸，气势巍峨。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在黄
海之滨的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路就像一个
十八岁的姑娘，一变再变三变，我想即便是
马良的神笔，也不能描绘出如此壮阔的画
卷。还记得当高速公路开通的时候，大家
戏言，高兴起来，开个车子去上海吃夜饭
（里下河方言中晚饭的意思）。而当高铁开
通，去上海只有一小时的路程。这个时间
相当于我少年的时候，骑着那二八杠去往
镇子上。速度一词，几乎成为家乡的路的
代名词，提速，提速，是这个时代的号角，也

是响彻在家乡土地上的最强音。
其实，在这片土地上，从来就没有丢

失过飞翔的心。在大宋年间，一代名臣范
仲淹，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这个浪漫而又务实的父母官，为捍
海，始建范公堤，以堤为路，沿用千年。这
条贯穿南北的大堤，如同平地上腾飞的巨
龙，堪称是神来之笔，点睛之作，自此堤西
沃野千里，良田无数，生民不息；堤东海退
陆涨，盐灶起落，人间烟火。如今，老 204
国道再度扩建，一个词：宽阔！用乡下人
的话来说，阔气；用城里人的话说，便是有
气派。路在这里，不仅成了一个文化坐
标，更彰显一个城市的气质。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范文正公，所诠释的不正是这
样的道理吗？

东台，地处苏中，向西是里下河，向东
是黄海，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她特殊
的禀赋。既有婉约的水乡风韵，小桥流水

人家；又有剽悍如野马的海洋性格，浪涛潮
头海船。海上之路，是从港口出发的，港口
是渔民的跳板，是航线的动力和底气。在
这里有着面朝世界的“踏浪而行”，把小城
的翅膀，带向更加辽阔的天宇。内陆的水
上之路，也毫不逊色。长江、京杭大运河，
近在咫尺。从这里，走向全国。还有天空
之路，在万里云天，纵横驰骋。对于一个城
市来说，其实和人一样，不忘初心，定能远
行。尤其对于我的家乡东台这座古城来
说，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终将为她的未来指
引更加美好的方向。历史，增加的不仅是
她的厚度，也是她走向未来的底气。

回到故乡，走在撒下童年欢笑的路
上，村里的路早已是旧貌换新颜，比新娘
还新，比预想更美。不说绿树，就是一根
根高出屋脊的路灯，接龙一般，环村而立，
自有十二分的帅气。每天七点准时亮起，
九点熄灭。它为多少夜行的人，照亮回家
的路；它为多少游子，指明归途！

路，就是诗，是大地上最深情的诗，最
伟大的诗！

路，就是诗，是大地上最炽热的诗，最
美的诗！

路是此岸最美的诗，是长了翅膀的心
的畅游！

路是此岸最美的诗路是此岸最美的诗
河海洋

一

走进新时代，不忘来时路。
——我们从亘古的沧桑中走来，

带着盘古开天的传说，怀着夸父逐日
的梦想。甲骨上刻下朴拙的象形文
字，穿越几千年时空依旧分明；青铜铸
成旷世的司母戊大方鼎，漫漶中仍然
质感饱满熠熠生辉。我们在孔子3000
弟子礼乐春秋的吟诵声里，在张骞丝
绸之路上马队的驼铃声中走来……

——我们从蔡伦造纸的作坊中走
来，从栉风沐雨的秦砖汉瓦中走来，走
过诗经汉乐府，走过瑰丽的唐诗，走
过典雅的宋词，走过一唱三叹的元
曲 ，走 过 张 择 端 恢 宏 的《清 明 上 河
图》；长城逶迤，兵俑林立，编钟嘹亮，
飞天曼妙……

——我们从虎门销烟的风云中走
来，我们从《共产党宣言》的字里行间
走来，从嘉兴南湖那条美丽的红船上
走来！怎能忘呵，南昌城头的枪响，黄
洋界上的炮声；怎能忘呵，遵义城霞
光似火，娄山关残阳如血；怎能忘呵，
长征路上雪山草地，雨花台下烈士英
魂，还有那延安窑洞里彻夜不灭的灯
光……

——我们迎着东方红从西柏坡走
来，高唱紧扣民族心弦的《义勇军进行
曲》，从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走来；我
们从《春天的故事》那优美的旋律中走
来，港澳回归，紫荆、莲花次第绽开；我
们从西子湖畔杭州 G20 峰会会场的红
地毯上走来，风景这边独好……

历史传承，文明赓续。华夏子民
瓜瓞绵绵，生生不息，越过雄关漫道，
只为寻找一个念想——“中国梦！”前

仆后继，跋山涉水，只为打开这扇门
——“新时代！”

二

新时代！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词
汇里流淌着红色的基因，流淌着浩浩
荡荡的执着和坚定，流淌着无穷无尽
的智慧与能量。阳光给她金子般的色
彩，雨露给她醉人的芬芳！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我们的党用
理想、用信念、用信仰，以山的雄浑与
力度，托举腾飞的翅膀，奏响和谐的乐
章；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的党用
责任、用使命、用担当，以海的博大与
气质，编织绚丽的梦想，飞扬时代的节
拍！

云水迢迢，江烟淼淼。新时代的
巨轮上，勤劳勇敢的十三亿多水手劈
波，斩浪，弄潮，呼唤着，歌唱着，吼着
震天动地的号子，闯险滩，过激流，何
惧惊涛拍岸，正是“潮平两岸阔，风正
一帆悬”！

回眸如歌岁月，奋斗之路足音铿
锵，印痕醒目。我们一路走来，初心不
改，走得坚定，走得自信。走出江山万
里云蒸霞蔚，如火如荼，走成群山巍峨
莺歌燕舞，如诗如画！

君不见——
“高铁”纵横穿梭追闪电，
“银鹰”振翼高翔上云天，
“长虹”横跨大江飞彩练，
航母在流动的国土上威震四方，

“蛟龙”潜入深海探索科学的奥
秘，

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被誉为

“中国天眼”，
高性能超级计算机勇夺全球之

冠，
还有那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

导航、智能电网……
哦，靓丽的中国制造，惊人的中国

效率……都是“新时代”最好的注脚！

三

一梦五千年，醒狮重抖擞。
振兴中华，伟大的中国梦是我们

心中的蓝图！梦想之光，照亮了历史，
照亮了未来和远方！

每一粒种子，都含着梦的因子悄
悄萌芽；

每一片新叶，都向着梦的方向茁
壮生长！

南国竹林，中原苇滩，塞外大漠，
边陲草甸，每一寸热土都生着梦之根；

滚滚长江，滔滔黄河，洞庭波涌，
鄱阳澄碧，每一滴清水都是那梦之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煦的
风，湛蓝的天，悠悠的云，清亮的溪，夕
阳下的牧笛，老屋的炊烟……

草茂花繁就是祖国母亲最美的容
颜，高粱的红，棉花的白，麦穗的金黄，
秧苗的嫩绿，流油的黑土地，串串清脆
的鸟语，趟趟肥美的鸭群，还有四处撒
欢吃草的牛羊……

好一个精准扶贫，土地被雪亮的
犁铧翻开全新的一页！一个个落后的
西部偏远小山村甩掉贫困的帽子，老
人们用皱纹里的花朵、留守儿童用雀
跃的欢欣来兑换富裕的承诺。滚烫的
汗珠换来甘甜，坚实的脚印长成果
实。那年夜饭农家餐桌上推杯换盏的

酣畅，锅里煮的热气腾腾的饺子里，盛
的是满满的幸福与小康……

喜迎盛世去逐梦，春伴福瑞来敲
门。哦，吉祥欢聚锅庄，喜庆敲响手
鼓；弹起心爱的冬不拉，拉起动人的马
头琴；雪域高原上，献上洁白的哈达，
傣家竹楼前，孔雀七彩开屏；打起腰
鼓，挥起连厢，扭起秧歌，跳起广场舞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亲亲
热热是一家！

四

新时代，每一张日历都那么红红
火火，每一个人豪情都那么蓬蓬勃
勃！活泼泼的新理念，热腾腾的新活
力，劲鼓鼓的行动，急匆匆的脚步，都
打上新时代的印记！

河山焕彩，万里春光灿；华夏铺
金，一轴画卷新。新的时代，中国特色
魅力独具，中国风格傲骨卓立，中国气
派蔚然大观，中国故事精彩纷呈！

哦，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哦，新征程，新使命，新起点！
一切都是新的。听！“两个百年”

的足音，不绝于耳，如同声光电的混
响，铿然浩浩，震古烁今，在九百六十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回荡；看！“一
带一路”架起的桥梁伸向四面八方，装
扮着偌大的世界舞台，用负责担当共
谋发展树立起泱泱大国的形象！

千家纳瑞，九域呈祥。风展新时
代的旗帜，催开二十四番花信。我们
踏着春的韵脚，扬鞭跃马起程！赤色
之心依旧，先锋特质仍然。展望新时
代，奔向中国梦，人民有信仰，民族有
希望，国家有力量！

新 时 代 抒 怀
武仲平

得空了，习惯自单位向南行，习
惯走老东中西侧的巷子。这条稍稍
西斜的巷，自工作起已走了好多年，
依旧喜欢。

初踏巷口，是安静的，一副曲径
通幽的模样。广玉兰优雅地立着，
人家是模特，兀自高挑，任来来往往
凡尘的目光肆意打量，只待那微雨
轻润，朵朵苞尖儿在一夜间骤然绽
放。待到花满枝头，走几步，回头看
看，再走几步，再回头看看，那硕大
的玉盘依旧不恼不羞地在枝头摇
曳，佳人识得已许久，温婉仍如初，
不早亦不晚，该收敛时将幽香暗藏，
该展露时便落落大方。

路两旁的女贞子还未到鼎盛的
时候，叶倒是绿了四季，花期若到
了，香气会远远地钻进鼻息，蜂蝶亦
会在枝间飞旋曼舞。

我所钟爱的是那片自校园西侧
高出围墙外数米的竹林，许是浸了
多年的书香，竹是带了些书生气了，
清逸地立在一片葱茏里。忍不住抬
头仰视却又被林间跳跃的阳光闪得
睁不开眼。竹是清傲的，风过处，窸
窸窣窣地私语，它的话只说给飘过
头顶的云听。

其实走在这道巷里最有趣的是
蹑足在林下听鸟鸣。难得在闹市听
到久违的鸟音。诸多不知名的鸟儿
聚在一起，只闻其声，不见其影，

“啁、啁，啾、啾,吱、吱，唧、唧”……
竹林深处，众雀齐鸣，不同的声部变
幻着不同的曲调，偶尔也会掠过一
道粗壮、苍老的声线，好似孟小冬唱
的老生，有点抢场子但也有它独有
的韵味。

大伯是地道的老东中毕业生，
学业完成后在外省工作定居，每逢
还乡，虽年逾古稀仍会与我一道兴
致勃勃地走进这条熟悉而又久违的
小巷，重温母校四周的温馨阳光，谈
他曾经的理想与往昔的同学，这是
他心底永远割不断的学子情结。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冬已走远，三月乍现，我们的小城已
春意盎然。若有闲情，可在悠然的
午后，顺着那道熟悉的绿荫巷，驻足
那片青竹林，听一听鸟声、风声、读
书声合奏的旋律……

那条那条
熟悉的巷熟悉的巷

殷丽兰

东台大平原，从岁月深处走来，又向大海深处走
去。放眼今日全景东台，“生态绿·海洋蓝”成为一道
最美的风景线。

——题记

“母亲海”冬日的“海洋蓝”，蓝得高远、壮阔、舒
美、灵动，别有一番诗情画意。

东望“母亲海”，巡天击浪的鸥鸟背驮着“海洋
蓝”，轻波摇曳的海葵亲吻着“海洋蓝”，草地牧羊的长
鞭甩闪着“海洋蓝”，不善露容的斧文蛤、四角蛤、大竹
蛏藏穴冬眠依偎着“海洋蓝”，托举起渔舍港、笆斗港、
川水港“船街”的细碎潮波连绵成一道道“海洋
蓝”……

“海洋蓝”的“母亲海”，一日二次奔流交汇的“三
水”，一水来自磅礴太平洋，一水来自九曲黄河，一水
来自万里长江。这太平洋的美丽蓝，根植于以弶港为
顶点呈辐射状分布的70多个沙洲组成的辐射沙洲脊
群。千百年间，这片“海洋蓝”上演过“龙女潮滩种花”
的美丽传说；上演过“蒋氏兄弟驾舟寻滩”的动人故
事。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演过新四军海防团将士硝烟
水路、牵帆御辱、誓守寸蓝的铁军传奇。

在海洋地理上，这片“海洋蓝”水域均属于南黄
海，“母亲海”旷日持久展露着“海洋蓝”的美丽容颜，
得益于举世罕见的汇聚流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
由东海前进潮波系统和南黄海旋转潮波系统构成，在

“正规半日潮”下，两者在条子泥拦门沙滩脊相遇相
吻。这一原生态汇聚流奔腾千年，从不间断，成为世
界海洋史上生态源的一大奇观。

每逢渔汛季节，赶海渔民们在四船沙海区聆听到
的黄茹鱼的“菇呀菇呀声”，在东沙海区看到的野生鲟
潮头腾跃的群影，在歪脚沙海区抓拍到的蘑菇状海蜇
群……更有“海洋蓝”引来的神奇白仔鳗。这种喜欢
在清洁、无污染的水域栖身，地球上最纯净的水中生
物，其产卵场远在几千公里以外，介于菲律宾和马来
西亚纳群岛中间的深海区。每当一年一度冬季来临
之际，它们便沿着广东、福建、浙江沿海水路北上，抵
达“海洋蓝”的东台海域，实现由深水蓝到浅水蓝的洄
游之旅。

二十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专赴东台沿
海考察探奇“海洋蓝”的场景，至今仍存留在海边人的
记忆里。“老外”们“东方净土，湿地之都”的赞誉，已载
入东台的生态荣誉史册。

年年岁岁，拜赐上苍造化，承接大海馈赠的东台
人，牢守“生态高地”，放大“海洋蓝”磁力，续写着“国
家级滩涂综合开发利用实验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
明示范区”“国家级新能源示范区”“国家级森林公园
景观区”的一个个新传奇。

值得点赞的是，在抢抓江苏沿海经济带发展机
遇，加快推进沿海开放开发征程中，人们欣喜地听到，
海洋开发补偿机制落地有声。首例1.5亿元的海洋
生态修复资金在南京成功签约，这为“海洋蓝”的“持
续保鲜”提供了资金保障，也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
示范区”持续效应提供了机制保障。

都说长堤两边风光美。你瞧，堤外万顷素颜，西
行抵堤的潮涨潮落，无眠无休地搬运着来自青藏高原
和黄土高原的金沙黄泥，淤积成蓝为底色的片片沙
洲。你看，堤内万亩绿浪，与海相通的梁垛河畔，西南
东北走向的10公里银杏白果林，形成了一条风光带
……“首批江苏旅游风景道”，东台黄海森林公园榜上
有名，为沿海“生态绿、海洋蓝”又增新的含金量。

做足“生态绿+海洋蓝”文章，打造沿海经济带发
展先行区，“绿蓝”之声散透着诗意美、人文美和原创
美，成为城乡人民茶余饭后的点赞话题。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百里长岸线壮丽宽广，我爱
渔村变成的港城，俯瞰着海面像暖阳一般，啊！……”
弶港渔民歌手在赶海渔场自创演唱的《我爱这蓝色的
海洋》优美旋律，伴随着海洋季风传向远方。

海海 洋洋 蓝蓝
杨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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