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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纪念启东设立县治 90 周
年、改革开放40周年，从1月25日到3月31
日,我市举办“大美启东”有奖征文比赛。比
赛共收到应征稿件 600 多篇,经筛选甄别,
其中476篇符合征文要求,隐去作者一切信
息后,经初审和终审,评出一等奖5个、二等
奖 10 个、三等奖 20 个，入围奖 48 个。现刊
发一等奖作品，以飨读者。

吕四赋
陈晓冬

天开仙境，海蕴鬼斧。纯阳遗痕，渔歌
留韵。滨黄海相望扶桑，亘扬子为邻春申。
耀耀乎，大港吕四。煌煌乎，名镇鹤城。

古哉吕四！瀛洲故地，东洲旧土。江沙
成洲，屿浮于水；流民渡江，族聚在斯。煮海
熬波，历艰难困苦；赶海弄潮，踏惊涛骇浪。
渔盐双绝，薪火相传。声闻东南，名高两淮。
武德置场，天圣得名。明清以降，辖于海门。
建国伊始，域归启东。

壮哉吕四！风云际会，狼烟四起。倭寇
扰土，替君分忧，运盐河畔写孤忠；清廷禁
海，为民请命，双贤祠里树丰碑。古鹤城，扼
雄关海口之要冲；烽火墩，歌猛士英杰之壮
举。看如今，号角争鸣处，千舟竞发；金戈铁
马地，百舸争流。

雅哉吕四！遗韵悠远，文脉恒昌。初唐
骆临海，藏匿草泽，不忘复国之志；北宋范
文正，矢志修堤，深悯黎民之苦。位列公卿，
铁骨铮铮，十番锣鼓吟唱千古名臣崔探花。
情系民生，握卷苦吟，山堂肆考细述一代寒
儒彭大翼。李部郎追随啬公，围百里滩涂，
铸垦牧丰碑。陶桂林携手门墙，建万间广
厦，赢桑梓荣光。

美哉吕四！鹤城钟灵，通东毓秀。银杏奇
木，负霜葱翠；仙鹤圣禽，形雅寿长。三清殿
澹泊宁静，思太上感应；集庆庵晨钟暮鼓，感
慈航普渡。吕祖楼三分春晖，烟波遥寄纯阳
道骨；进士府一尺月色，傲竹常思故人遗风。

妙哉吕四！海鲜之乡，黄海风情。沧浪
无边，潮起潮落，频生海阔天空之美；清风
有意，云卷云舒，顿觉风平浪静之闲。紫菜
姿美，浪里奇葩，尝尽神仙之眷；文蛤鲜嫩，
滩中珍贝，品穷海味之醇。把酒望海楼，醉
渔舟唱晚，不觉乾坤大小；闲情杏花村，享
蓬莱盛宴，顿忘世事短长。

伟哉吕四！东方大港，物华天宝。海天
惊涛，巨龙戏珠于黄海；烟波浩淼，紫气升
腾于盛世。乘大鹏九天揽月，绘宏图沧海造
田。大唐电厂，一派晓烟萦海气；滨海工业，
半山夜雨涨潮声。嗟夫！大港复苏，云帆直
挂沧海。中山梦圆，方略终变现实。

噫吁兮！方寸之纸，难赋千年神韵。咫尺
之目，何尽一邑春色。鹤翔九天，翩翩凤至，
百年契机，时不我待。愿我东疆儿女，气吞沧
海，缚千里鲲鹏。愿我桑梓吕四，声震山岳，
放万丈毫光。幸甚至哉，歌以咏也。

别样的腔调
黄丽娟

了解一座城市的气质，也就是腔调，最
有效的方式是去走街串巷，用心感受身边
的一事一物一景一人。因为，这是直接感知
一座城市温度、厚度、丰度的媒介。

早春二月，静静的庙港河早已醒来。薄
薄的阳光，撒在河面，泛起圈圈金色的涟漪。

站在人民桥上，向南或朝北眺望，庙港
河的风姿便一览无余。蜿蜒曲折的河道，
似窈窕女子的小蛮腰。远处的石拱桥，安
逸地横卧水面，漂亮的弧度，无论从哪个
角度看都充满了哲学的美意。两岸，丝丝
垂柳已吐出绿芽，仿佛能工巧匠编织成的
道道珠帘。最显眼的莫过于西边岸上的那
几棵梅树，有的开黄花，有的开红花，相
映成趣。想来，这段时间该是梅花小主们
争芳吐艳、独领风骚的大好辰光，因为，
待到阳春三月，就该桃花杏花梨花粉墨登
场了。自然界从来都是一花一候，急不
得，也慢不得。与植物相比，我们有时候是
不是太急功近利了点？

曾听上了年纪的友人说，很久很久以
前，庙港河可谓是汇龙镇的母亲河。宽阔的
河道异常闹猛，船只往来不停。女人们在河
边洗菜、洗衣，孩子们在跟前戏水打闹。尤
其到了夏天，庙港河简直成了孩子们天然
的洗浴场和游泳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庙港河默默地滋养着两岸一代又一代的子
民。那清清的河水哟，带来了多少美妙的传
说？又带走了多少动人的故事？

料峭的春风吹拂着我的发丝，撩拨着

我的思绪。眼前的庙港河，俨然成了城市的
一条景观河，河中虽无船只往来，但鱼虾畅
游、荷莲生香，两岸亭台楼阁、树木葱茏，市
民健身散步，络绎不绝。跟昔日相比，庙港
河更多了一份妖娆，更多了一份雅致。

有河，就有桥。中国是桥的故乡，自古
就有“桥的国度”之称。千百年来，人们爱桥、
颂桥，衍生出了许多关于桥的典故与诗篇。
比如杭州西湖的“断桥残雪”、西安灞桥的

“折柳送别”等，都美得极富诗意。而在启东
人眼里，庙港河上的人民桥不仅是连接城区
的一个重要交通节点，也是连接着启东的历
史与现实，连接着启东人对于城市的记忆与
情感。她横亘时空，不再只是一座桥，更是一
座城市的标志，一段难以抹去的记忆。

据汇龙镇镇边一些老居民回忆，当时
的城区很小，就是以人民路为中心的方圆
几公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汇龙镇照样
是热闹繁华的。尤其是人民桥，行人车辆来
来往往，川流不息，颇有点清明上河图中的
意味。重建后的人民桥坚固而又美观，然不
管她怎么改变，有一块纪念碑始终与她不
离不弃，那就是“启东人民首战日军纪念
地”纪念碑。这块碑现在就在人民桥东北桥
头处。人民桥与之浑然一体，不仅承载着车
水马龙、熙攘人流的通行，更展示了解放前
启东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英勇壮举，
它是一条象征人民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
桥，在启东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
的一页。如今，市民和游人从这里走过，仍
然能够品味悠长的历史与浓郁的文化。

在人民桥头西侧，烽火楼的重建又为
庙港河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两层木
结构小楼，飞檐翘角，雕花门窗，典雅而又不
失古韵。看到“烽火”两字，往往会脱口而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随即脑海中汹
涌而来的是战火纷飞的场面。然而，这与我
们的烽火楼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当年的烽火
楼是“启东第一楼”，登楼远眺，整个汇龙城
尽收眼底。有趣的是，这楼并未作为观光点，
而是作为消防站存在的，站得高，望得远，第
一时间内掌握火灾险情。据说，当时还没有
先进的消防设施，消防救火是靠一种比较原
始的、用杠杆原理操作的消防设备，三四个
人手抬着就可以出警了。不得不说，烽火楼
在启东消防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若说人民桥、烽火楼为庙港河增添了
历史厚重感，那河东岸的人民桥菜场则让
庙港河更有了人间烟火气。店主们卸下门
板，开门迎客；小贩们摆开摊位，亮出嗓子
……那一声声叫卖声，那一阵阵食物的香
气，那一群群忙碌的身影，那青枝绿叶的蔬
菜，那活泼水灵的鱼虾……无不彰显着人
们活色生香的日子。不管热闹还是寂静，庙
港河自始至终就像温柔敦厚的母亲，安静
地慈祥地注视着他们。

随着岁月的更迭，历史的车轮在不断
地向前滚动。但，桥始终在那里，河也在那
里。一座桥、一条河，就是一座城市的缩影，
它们见证了城市的兴衰，见证了百姓的苦
难与幸福。

与庙港河、人民桥相比，公园道无疑是
刚刚迁入小城的“外来户”。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这些明清古建筑都是花重金从外地
迁建过来的，共五栋。那一栋栋古色古香的
江南建筑，粉墙黛瓦，檐牙高啄，雕花悬窗，
再配上那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呈现出典型
的徽派建筑风格，让人不禁想起“青砖小瓦
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之说。

公园道所处的环境也很有特色，左邻
是热闹的海鲜排档一条街，右邻是肃穆的
佛教古刹法音寺，旁边还紧挨着美丽的灵
秀公园。透过公园道正门口那高大的门楼，
可以清楚地看到法音寺的中天塔。不禁想，
在这样的街道享用美食，除却美食的色香
味，在意境上，该更胜出一重吧。

迈入公园道，五栋古建筑错落有致，既
有不动声色的隔断，又有天衣无缝的相连，
令人觅到了曲径通幽之妙趣。徜徉于此，竟
有了一种时光倒流之感，仿佛回到了清朝。
尤其看到那高高的戏台，脑海中浮现出各
种生旦净丑们粉墨登场的场景。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不知此戏台上演出的又将是怎
样一出出人间大戏呢？

目前，公园道的建设还在精益求精之
中，但整个布局已浑然天成，脉络分明。假
山、小池、石径、修竹、桂树、梅花……都有
了好去处，令人驻足不前。来到万年殿前，
大家都被门楣上的“万年祁蜡”中的“蜡”难
住了。难道读“蜡笔”的“蜡”？如果是，那又
是什么意思呢？正当大家莫衷一是之时，参
观团队中一位博学多才的老师揭晓了答
案，此字读“Zha”的第四声，表示古代年终
的一种祭祀名。身为语文老师的我不禁有
些汗颜，孤陋寡闻真伤不起呀。

大家说笑之余，我突然想起朋友在圈
中曾提到这里有棵百年古梅树。或许有缘，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棵古梅树，就在万年殿
前。皲裂黝黑的树皮，参差不齐的枝条，看
似乱得没有章法，实则隐藏着我们难以破
解的生存密码。那一朵朵粉红的梅花，娇艳
欲滴，似乎在向我们数说着花开的喜悦。而
那一粒粒鼓鼓的花苞，则像一个个害羞的
姑娘，等着心爱的人来认领。朋友感叹，宅
子是老的，花叶都是新的。是呀，老树长新
叶、开新花，还有比这更为欣欣向荣，更为
生生不息所带来的欢欣鼓舞吗？

听闻朋友即将在公园道里为小朋友们
讲授阅读与写作课，真心羡慕有如此文气雅
静的环境。即便不读书，就发发呆也是美的。
门锁着，我透过花格门，瞧见一张张四四方
方的小桌整整齐齐地排列于屋内，讲桌前的
那面墙上有精美的木雕，一幅对联恰如其分

“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这样
的格调，令我联想起鲁迅的“三味书屋”来，
但愿朋友也有着寿镜吾老先生的气度和学
识，方不辜负于此境此情。其实，我更愿意在
这样的环境里，择一方而坐，泡一杯茶，执一
卷书，让时光静静地漫过我的心扉。

走到公园道的南边出口处，映入眼帘
的是一座巍然耸立的石牌坊。坊栋上雕刻
着各种精美的图案，有二龙戏珠、丹凤朝
阳、狮子滚球等，尤其是那些神态各异的人
物形象栩栩如生。再看石牌坊上刻的“嘉
靖”字样，顿觉一惊，明朝的建筑啊。那一路
走来的光阴，丰厚浓郁，而又醇香如初。如
今，它施施然走进了小城百姓的视野，实乃
小城之福气。从此，它扎根在这块年轻的土
地上，与我们风雨同舟，日月共辉。

长街短巷，诉不尽城市的芳华与传奇，
一条河、一条桥、一座寺、一个古建筑群
……承载的文化内容，远在街巷之外。日暮
时分，徘徊在庙港河畔，这时候的她安谧自
然，像是一位熟睡了的老人，经历了百年的
人间烟火，昼夜的街容街貌都是她的一笑一
颦。这时候，我已然听到庙港河的涛声、法音
寺的诵经声以及公园道梅花盛开的声音应
和在一起，这就是城市的别样腔调。

一个外来媳妇
在启东十五年

张香海

爱敏是我的朋友，十五年前怀着对爱情
的憧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及对神秘大海的
向往，跟随刚刚退伍的老公嫁到了启东。

虽然来之前，爱敏的老公已经给她打
过“预防针”，历经一天多的舟车劳顿，跟着
老公回到启东的那一刻，爱敏心里还是有
些小小的失望。

那时的启东，还是一个略显落后的小
县城，巴掌大的城区，低矮的房屋，不宽的
道路上看不见几辆来往的车辆，自然淳朴
中透着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

我曾经问过爱敏：“你后悔嫁到启东
么？”

“后悔倒是没有，就是刚来的时候真的
有很多地方不习惯。”

和很多刚到启东的外地人一样，爱敏首
先要解决的是语言沟通的问题。那时候，普通
话还没有现在普及，听启东话就像听“日语”，

“黄”“王”不分，“虾”不叫虾，叫“花”，“蟹”不
叫蟹，叫“哈”，因为语言不通，刚嫁到启东的
爱敏，没少闹笑话。为了克服语言沟通的障
碍，爱敏每天睡觉前，都让她老公教她说几句
启东话，没事就和老头老太太们坐一块听她
们聊天，几年下来，爱敏的启东话竟已达到了

“以假乱真”的地步，如果启东话有十级考试
的话，那她已经达到八级的水平了。

最让爱敏受不了的，是农村的厕所，提
起这个“梗”，爱敏总忍不住摇头。启东人叫
它“康忙”，低矮潮湿的一间窝棚里，用几块
木板拼接安装成一个类似马桶一样的东
西，由于老是担心一仰头就会摔到粪坑里，
每次上厕所都会尽量把身体往前倾。夏天
上个厕所等于上战场，不仅要忍受天气的
炎热，还得一边听着蚊蝇不绝于耳的“呐
喊”，一边拍打那些不怕死近身的“勇士”。

那时，市区还稍微好点，乡下的小路就
不好走了，大多数还是砖路、土路，坑坑洼
洼，高低不平，一到下雨天，路面就变得泥
泞不堪，鞋和裤腿就变成名副其实的“泥腿
子”。普通人家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
和自行车。据说，爱敏的老公骑车带快要临
产的爱敏去走亲戚，由于天黑，回来的那条
路又没路灯，一路颠簸，刚回到家，爱敏的
儿子就呱呱坠地了。

至于爱敏心中对大海的印象，别说什
么椰树、沙滩、阳光，美丽的风光了，放眼望
去看到的是分不清什么颜色的海水和光秃
秃的滩涂海岸线。如果愿意，倒是可以随便
在滩涂上抓些“螃蜞”、“泥螺”带回家做下
酒菜。

现在跟我提起刚嫁到启东的情形时，
爱敏总掩饰不住的戏谑一番，就像当初那
些吃过的苦，受过的委屈已经如过眼云烟，
飘散在记忆中。

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不管你愿不
愿意，时间的车轮总会带着我们飞奔向前，
而每个人都在努力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奋力
打拼着。

后来，爱敏的老公用出国3年做厨师
挣到的钱，在中医院对面租了几间门面，做
起了饭馆生意。由于地段好，价格经济实
惠，菜品又不断的“推陈出新”，虽说辛苦，
几年下来，夫妻俩倒也小赚了一笔。

随着“崇启大桥”的开通，启东的经济
像开了“挂”一样突飞猛进，经济圈，生活圈
都在不停扩大。启东城区也在不断扩张，变
化着，爱敏家住的地方被纳入城市规划的
范围，据说很快就要拆迁了。

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也是爱敏婆婆
89大寿，她说放在酒店不实惠，反正家里
够宽敞，便请了家政上门服务。根据定位，
从城区开车，不到十分钟，宽敞平坦的马路
就直通爱敏家门口。马路两边人家大多都
已搬迁，只剩下一堆堆人去楼空的废墟。爱
敏家的二层小洋楼，独门别院的格外显眼。

这里不是要拆迁了么？怎么，准备当
“钉子户”么？我嬉笑着打趣问爱敏。

不是想做什么“钉子户”，签字随时都
可以，现在这里空气新鲜，环境又好，反正

还没建设到这里，房子刚造好没几年，心里
舍不得走，想多住两天！爱敏看着远处大片
盛开的油菜花，楼下喜庆祥和的繁忙景象，
回答我时，不舍的神情有点复杂。

近几年，政府响应国家号召，为了提高
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水平，对农村进行大力
改造，不仅村村通了公路，安装了路灯，马
路直接修到家门口。启东“厕所革命”的经
验还成为了全国示范。昔日“脏、乱、臭”的
农村已经变了新模样。

临走的时候，爱敏还悄悄告诉我，她准
备去医院做个小手术，准备生个女儿，凑个

“好”字。对于她这个勇敢的决定，我是极为
钦佩的，毕竟，如今的社会，愿意生二胎的
人是不多了。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爱敏发给我一张
在海边迎风而站的自拍，风吹起她乌黑的
长发，相比她身后蓝天碧水“黄金海滩”的
怡人风景，更吸引我的，是她那张洋溢着幸
福快乐的美丽笑脸。

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每个人心里启东的变迁也都是不一样
的。这里的表述只是一个外来媳妇所经历
的“启东十五年”，没有太多动人的故事，没
有紧张刺激的情节，就像生活本来的样子，
普通又平凡。

崇启大桥赋
徐乃为

一江入海，三水通洋：两地因堑壕而
阻，百姓为出行所累。欤！盘古开天，自非其
意愿也；鲧禹治水，又奈其何如乎！

天谓垂顾，水有东西之贯；地说承让，
江成南北之隔。峰岭化雪，奔腾万年之久；
涧溪聚水，绵延千里之遥。穿山劈岭，送西
域之高旷；襟湖带河①，奉中原之浑厚。幸地
脉根连，共育华夏文明；金瓯②底通，同保家
国泰安。长江，诚中华之母亲河矣。

长江之北，黄海之西：地呈半岛之形，
民从四方而至。扛锄担筐，耕沮洳③其志定；
扶老携幼，营家园之计工。风来雨往，或供
三餐之饱；晨出夕息，可得一隅之安。鸡犬
声远，亦耕读之相承；螺蚌味饶：仅农渔以
自给。惟跨江之行，船因逆风所阻；经商之
愿，物为回浪所误。未出门已深忧，方临江
遂长叹：女娲补天，何不先缀其地？精卫衔
木，何不先填其江？时过境迁，人承事继：开
车过江，本是午睡之闲梦；踏浪筑桥，遂成
夜会之常题。

世纪初开，气象更新：改革为发展之
需，交通为基础之最。路桥之业，为畅货物
之途；水空之港，以通人才之流。动车高铁，
连城际而边寨；立墩斜拉，跨江河而峡谷。
江河造桥，蔚然成风。蜿蜒之江，已造近百
之多；浩淼之域，应建独一之伟。江海交汇，
水骤阔而浪高；沙泥淤积，滩本软而桩深。
先跨崇明，桥接路犹在岛中；继跃长兴，路
连隧始达江南。墩塔之高，云间飞鸿欲驻；
隧道之长，江底蛟龙亦惊。横江越海，眼映
瀛洲④之奇；御风穿云，意接玉阙之巍。钢龙
臥波，首南堤而尾北岸；银箭追风，瞬天上
以霎人间。一江两翼，连桥方为整体；一龙
双眼，点睛始得腾飞。迎旭抵沪，为一小时
都市圈；浴月返家，是新上海北大门。连接
浦东，得沾风气之先；服务上海，能搭迅捷
之便。春雨过处，江南绿我亦绿；东风吹后，
上海兴我亦兴。一带一路，犹或进发端之
地；万民万福，庶几⑤迈腾达之轨。

嗟夫！政值清明，遂富民而强国。人适际
遇，当善身以济天。家国之念，自匹夫之常
怀；中华之梦，当侪辈⑥所共圆。

【注释】
①襟湖带河：视湖、河为衣襟衣带，此

谓连接中原湖、河诸水系。②金瓯：比喻疆
土之完固。亦用以指国土。③沮洳：低湿之
地，此指盐碱地。④瀛洲：传说与蓬莱、方丈
合称三仙山，旧时称崇明及外沙（启东）为
瀛洲。⑤庶几：希望，或许。⑥侪辈：我辈。

从这里看大美启东
龚平

紫薇三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发
的居民新村。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这里的原
住户已经有不少移居高档社区，抑或开赴上
海、深圳等大城市。有的住户甚至几异其主。

小区街道两旁昔日栽下的行道树，从
不到手臂粗的幼木，已经长成人的躯干那
么壮实的参天大树。枝桠相交，遮天蔽日。
春夏季节，嫩叶初放，异香扑鼻。走在树荫
下，听着小鸟啁啾，蝴蝶飞舞，嗅着芳香的
空气，煞是挾意。

路旁那么多的绿化，却见不到枯枝败
叶。水泥路上总是那么干净利落、清清爽
爽；居民之间和谐相处、相亲相爱。

一早起来，两个小公园里的苗木上，露
珠尚在阳光照耀下，闪着晨曦光辉之时，只
见老人们在悠扬的乐曲声中有模有样地打
太极，跳健身操。多少年前大城市街头人们
锻炼身体的美丽风景线，引进了我们的小
区，出现在我们启东街头的许多地方。

在我们的小区里生活，越来越感到舒
适便利：南北大门口都有环境优雅的高档
饭店；想简单一点“小啫啫”，东大门就有

“兰州拉面馆”，“重庆鸡公煲”，“天津狗不
理”；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想要大规模宴
请宾客，小区里有“一条龙”服务。其酒菜价

格之实惠，使你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炒货
零食、服装鞋帽，卤菜熟食、早点小吃，充彻
小区东侧的半个街道。

喜看居民饭桌上的菜肴：鱼肉荤腥、山
珍海味，早已是家常便饭。人们的衣着，再
也不是西方人眼中的“蓝蚂蚁”，而早已是
五彩斑斓的“花蝴蝶”。

天冷了，想洗个澡、搓个背，小区里头
就有洁净高档的浴室；小区里的菜场，价廉
物美，应有尽有；就在小区的东门、北门不远
处各有大型超市，里边货物齐全、琳琅满目。
而且只要带上一部手机，就能把你想要的所
有东西买回来。不用带现金找来找去。这个
支付方式，除了超市、商场，甚至连所有购物
的地方，包括卖鱼、卖肉，以至一些摆地摊卖
菜的老人，都能使用微信、支付宝收付款了！
真如新闻报道的那样：连欧美国家的人士，
见了此种交易方式，也都会自叹不如！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不断提
高，原来设计的车库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
的脚步。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车库，已经
不能放下汽车这个“庞然大物”。何况不是
几乎每家都有汽车了，有条件的人家甚至
已是两辆以至更多。

从前年起，楼层之间的绿化带渐渐地改
成了停车坪，汽车来自世界各地：有国产的、
日产的、西欧的、北美的，还有中外合资的；
中、高、低档都有。假如你身临其境，仔细观
看，仿佛是游离于“万国汽车博览会”之中。

一到节假日，在小区里边也要堵车。在
以往的小县城里，人们不敢奢望的情景，今
日涌现在我们的面前。俗话说“人多不碍
路”，当你走到交叉路口，或是双向会车处
时，这些机动车辆的车主们还会停下车来，
微笑地向你挥挥手，让你先跑。

哦！据说外国的司机们能够做到的，我
们启东的司机们也渐渐地做到了。中华文明
的传统又得到了恢复和弘扬！这么快速的进
步和发展，肯定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取得的。

你走进小区的居委会，那些帅气的年轻
男子，个个彬彬有礼；青年姑娘们笑口相迎，
使你感到温暖如春。你想要处理的大事小
情，他们都会如对待亲人一样，热情真诚地
帮你“春风化雨”般一一解决。真是一届更比
一届强！即使你到市政府的行政中心办事，
再也不会遇到脸难看、话难听的现象了。

从这里步行十几分钟，就可到达启东
最大的休闲、锻炼的场所：紫薇公园。那里
更是风景优美：一片草地绿荫；五颜六色的
花团锦簇；翠竹青青欲滴；桂花与香樟争
宠；雪松与寒柏竞帅。广阔的人工湖水，碧
波荡漾；金黄色的锦鱼成群结队，悠闲游
弋；九曲桥畔，喜观绿叶荷花；站在假山重
叠之侧与对面亭阁相望，臆想自己已是身
在江南水乡；探灯与地灯旁，伴随着悦耳动
听的立体声的落地音响。在风和日丽的傍
晚，行进在公园那委婉曲径、平滑扎实的大
理石小道上，心情是格外的舒畅！

喜看城市风貌：有苏北的第一高楼“环
球大厦”；新汽车站的现代化功能，堪称是苏
北第一；商业街道两侧，一年四季繁花如锦；
商品的繁荣与大城市毫不逊色。一片片高楼
大厦；一个个现代化的工厂，里边有蜚声海
内外的本土企业；也不乏全国五百强的巨头
落户；许多优质的产品，闻名全国，销往世界
各地；还有一些尖端的发明，如绞吸式疏浚
扬沙船，可以对海底的岩石如切豆腐般搅
起、粉碎，再扬沙聚塔。其科技含量完全是自
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它的巨大威力，比在南
沙造岛的疏浚扬沙船还要高出数倍的功率。
堪称世界第一！想造一个人工岛礁更是轻而
易举。将使我们的敌对势力望而生畏！

出行的方便更是让人叹服：我们小区
的东门口就有十几条线路的公交车站。你
只要付上一元或者两元钱，就可以到达启
东的任何一个角落。如果想去市区的某一
个地方，停车有所不便，就在小区不远处那
些橘黄色的“共享单车”，恭候着你去享用。
如若你想一个人走趟市郊办一点小事，拿
起手机，点上“滴滴出行”，滴哥、滴姐们马
上就会按照卫星定位，来到你的家门口，热
情地把你迅速送往目的地。

突发奇想要改善一下伙食，调调胃口，
在手机上点一下“美团外卖”，一会儿功夫，
价格适中、可口喷香的饭菜就能送到你的
手上。想要买一些比超市便宜得多的货物，
你就可以上网购物，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
而且有一个让你想不通的地方：以往带一
封信、一个小件到南通，也需十元、二十元
钱；而在网上购物，不足拾元的买卖，他们
能够从遥远的浙江、广东帮你飞一般的寄
来。简直又是不可思议！货到后，还可以无
理由七天内包换！

如果想去大上海，从家里出门，私家车
只需一个多小时就能直达上海市中心。简
易的事情，一天来回就可以办好后回家。相
比十几年前，去一趟上海，来回在路上就要
花费两天时间，那个效率相差太大了。与
五、六十年前要用小船驳到大船上的艰难
通行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再与当年我
的太爷爷摇着小木船来崇明外沙“杨家沙”
得田买地、开荒拓土时，昔日的荒凉起始与
今日的繁荣昌盛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如若
我的太爷爷能够重回启东大地看看，他必
定撸起他的雪白长须，兴高采烈地急着回
去奔走相告：老伙计们！“杨家沙”今非昔比
啦！实在已是“天上人间”！

据《扬子晚报》报道：未来有望开工建
设上海经崇明到启东的快车道。到那时，
与大上海进一步接轨，深度融入了上海的
一小时都市圈。启东这个本处于交通神经
末梢的小城，必将焕发出更加耀眼夺目的
光辉！

佳作欣赏：“大美启东”征文一等奖作品

一等奖（5个）
《吕四赋》
《别样的腔调》
《一个外来媳妇在启东十五年》
《崇启大桥赋》
《从这里看启东》

二等奖（10个）
《麻栎：独语春秋五百年》
《三顾启隆镇》
《在吕四，有两艘渔船》
《美，在启东（组诗）》
《寿丰桥礼赞》
《庙港河畔话庙港》
《张成龙，晚清的一根硬骨头》
《东疆天色正好》
《醉是那一低头的醍醐味》
《启东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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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启东”评奖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