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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南阳镇

美哉，元祥村
“这条荣光河，
原仅七八米宽。
经年累
月，
杂草丛生，
水流不畅，
影响了村容村貌。
去年经我们一番整治，
焕然一新。
看，
现在
河多宽，
水多清！
”荣获省
“水美乡村”
称号
的元祥村村干部热情地向采风团介绍。
“这水养鱼多灵光啊！
”我望着一碧如
洗的水面，
情不自禁地赞道。
“是啊！此河东西长 1600 多米，村里
已出资投放了鱼苗，
无偿提供给有点劳动
能力的几家低保户管理。
年终收益如超出
预期，让其它低保户共享。水美乡村的致
富路上，
一个村民也不能少。
”
“多好的扶贫举措。
”我不由翘起了大
拇指。才见乡村美景，心已了然村民内心
的善良与心灵的美丽。
距村主要参观点还有 800 多米。我们
安步当车，
一路南行。
右侧，
是农户连片种
植的芳草地，
平坦顺溜，
绿得迷人。
我真想
拉上几位文友，
走进草地，
在冬日的暖阳下
或奔或跳，
或坐或躺，
重温那童年的乐趣。
左侧，是一望无际的空白地块。村干
部介绍道：这片土地已完成流转手续，规
划全部种草。
啊，
我刹那间兴奋了。
我从未
见过大草原，欲来趟内蒙之游，想不到天
赐良机了。
好，
明年就来这看大草原吧！
来到八桥横河。
两岸是该村村民的主
要居住地。
我站在八桥上，
仔细打量。
脚底
下的桥，虽然也钢筋水泥建成，但建得小
巧玲珑。
白色一着，
银装素裹，
宛如汉白玉
造就。
东望，
六七座这样的桥，
次第构架在

此河上，在西斜的阳光下，闪烁着银白色
的光芒。
“小桥流水人家”的佳句，不觉脱
口而出。
抬头远眺，
但见河水清澈，
水面清洁，
两坡麦冬草旺盛，冬青树翠绿。两岸民宅
墙白瓦黛，排列整齐；高低相依，起伏有
致。
庭院宽大而整洁，
朴直而豁达。
它们在
水中与蓝天白云的倒影，
完美地揉合在一
起，相映成趣，给人以“疑是天宫落人间”
的美感。
沿着埭路往西行走，
只见每家每户宅
前，
都建有统一标准的
“水桥”
。
对
“水桥”
，
我印象犹深。
小时候无水井，
更无自来水，
汰汰洗洗离不开
“水桥”
。
可如今，
它还有啥
用场？
正待我发问，
只见两农妇一前一后，
来到水桥，
弯腰低头，
淘米洗菜，
将一方碧
水漾得涟漪迭起。
好一幕生动活泼的农家
乐场景，
好一幅寓意深长的
“水之美”
写生。
沿着村委会南侧一条在建的水泥路
西行。
是六百多亩名贵苗木鸡爪槭的种植
基地。
巧了，
基地老总、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的郭中良，也正在此察看苗木长势。在我
的不断询问下，他娓娓道来：此树俗称变
色树，叶儿春天粉红，盛夏翠绿，深秋火
红，冬季落叶后新枝又成棕色。我拽过一
枝干，
仔细观看，
想解读那变色的密码。
但
见枝条细软，叶芽深藏。
“ 你许我春意盎
然，
我送你十里桃花”。
当春风在这片苗木
上闹腾之时，那粉红色的林海，为元祥村
的美丽又该增添多少成色！
刘善云

老街上的旧梦

水美乡村 陈燕摄

南阳不见孔明 欧阳铭篆刻

采访郭中良，缘于他是 2017 年 10 月“中
国好人榜”上“诚实守信”事迹突出、业绩卓著
的
“中国好人”
。
他曾想过当农民，却鬼使神差当了几十
年教师。虽是正式编制教师，户口却执意不办
“农转非”。他退休后不忘初心，又回到了生活
的原点——结缘故乡土地，结缘绿色农业，当
起了真正的农民：创办主营鸡爪槭的苗木园
艺场，兼营广玉兰、红豆杉和紫薇。3000 多亩
鸡爪槭，
其规模为中国之最。
2019 年 1 月 29 日晚，央视七套“致富榜
样创业说”专题节目，播出了 2018 全国三农
十大致富榜样事迹，其中就有郭中良。
郭中良的那个“良”字，也许足以诠释他
16 年如一日，以一颗良德之心，创造出誉满
华夏的绿色梦想奇迹之全部。
退休那年，郭老提出种树，遭到老伴反
对、朋友非议。老伴袁锦兰也是退休教师。他
们说：
“ 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恐怕连地也没
人租给你”。
“ 退休工资足够老两口安享晚年
的了，还创什么业?”有人甚至说他“不是种
树，是做梦”。郭老笑了：
“做梦好啊！
‘梦’字上
边一个‘林’，下边一个‘夕’，我的梦不就是晚
年种树吗？”郭老的执着和坚持，谁也挡不住。
即使后来身患癌症也没能挡住他“绿化造林，
美化家乡，回报社会，精彩人生”的初心。郭老
便被誉为当代
“绿化愚公”
。
古时的愚公不怕挫折、不怕叽笑，挖山不
止。如今东疆大地上的绿化愚公郭中良，也不

良德之心
怕困难、不怕非议，种树不止。
创业之初，他种了 100 多亩 90 多个品种
的树，成活率仅 5%。他没有因此气馁，摸索经
验，继续前行。头两年前后损失 60 多万元，把
房子抵押给了银行，加上二女儿的资金支持，
第三年又投入 100 多万元。终于种出了 200
多万棵鸡爪槭。
鸡爪槭一年四季能给人以别样的美感：
阳春三月，给人以一抹清浅的嫩黄；炎炎夏
日，以一片墨绿给人以清凉，金秋季节，以姹
紫嫣红迷醉八方游人；而树叶落尽的冬季，那
分质感也让人心生安宁。鸡爪槭也颇具经济
价值，郭中良的 3000 亩鸡爪槭，目前至少有
6 亿元身价。
郭中良种树的影响超越了国界。这些年，
他每年都要去欧洲和日本，考察和研究发达
国家的城市绿化。过去，国内许多别墅绿化、
城市公园、旅游景点上高品质、大规格的鸡爪
槭、羽毛枫、红枫均要从日本进口。如今，这一
状况正在得到改变。2018 年 6 月青岛
“上合峰
会”，各国元首途经的景观大道，就选择了郭
中良苗木基地的精品鸡爪槭。
郭中良种树为新农村建设增色添彩。新
农村建设不种树怎么行?郭中良种种树 540
多亩的王鲍镇建群村先后荣膺“江苏省生态

村”
、
“全国文明村”
、
“全国最美乡村”。郭中良
种树 600 多亩的南阳镇元祥村获评“江苏省
水美乡村”
。
郭中良种树也播种信用文化。他 16 年如
一日诚实守信，从不拖欠一分林地租金和一
分工资。那年，他在上海动完前列腺癌手术，
带着病痛，回到了他倾心的苗木基。15 块苗
木基地遍及启东多个乡村，每一棵苗木仿佛
都是他的孩子。在绿色的孩子们中间，他的病
也慢慢好了。2006 年，二女儿从美国学成回
国，兑现立志报效祖国的承诺，投资种树，援
手父亲一起创业。
“奉献爱心、回报社会”也是
郭中良创业的初心。他先后资助 14 名优秀贫
困生，多数已完成大学学业。最困难时他负债
300 多万元，也没中断过对贫困生曾经的承
诺。
郭中良几乎天天泡在苗木基地。他的车
子，他的树林，就是他的办公室。16 年来，他
开车行程 80 多万公里。
事业在做大，郭中良的梦想也更远大：他
和二女儿商量，未来将建立一个基金，把钱用
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真乃：绿色梦想映晚霞，良德之心耀中华
——好一个东疆之子郭中良！
陆汉洲

高阳台·雨中闻书声
（外一首）
张琼
窈窕桃花，婆娑细雨，
多情滴落闲身。
旧绿新红，清芬婉转随人。
停车不怕廉纤溅，
喜追寻、那抹微薰。
借东风、是处成欢，四野繁春。
单衣伫立行人悄，
正层层诗忆，
朗朗书闻。
今日儒生，明朝平步青云。
书声几遍听还少，
想童龄、自禀天真。
约将来、古乐清歌，绿酒红尘。

满庭芳·春景

有机蔬菜 施佩玉摄

采风“八桥村”
随着市文联采风团，信步走进南阳镇
八桥村。乍一看，这实在是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地方。村落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中
最普通的一个，民居是长三角平原上最常
见的砖木、砖混结构，村民是江头海尾随
处可见的最平凡的人民。慢慢走过，你才
发现它的与众不同来。
此地的行政村一般多以十字水泥路为
区隔，
在四个象限内有序展开，
埭与埭、
条与
条框架相似、
间距略异。
而我们的八桥村，
白
墙黛瓦的联排小楼、
高低错落的平房沿东西
走向的大河两岸一字排开，
傍岸各有一条笔
直宽阔的水泥路，
路上纤尘不染。
十条敦实
厚重的水泥拱桥腾空而起，
连接起隔水相望
的数百户人家。
有采风者戏问：
十条桥，
那为
何不叫
“十桥村”
“
？八”
有
“发”
的谐音，
取其
发展、
发财之义，
所以叫
“八桥村”
。
随行的村
支书笑着回答。
人群中不知谁说了句，这里的水好清
啊。是啊，这里的水面好清。
此时恰逢午后两点，冬日和煦的阳光
倾洒在河面上。河水清澈，倒映着遥远的
蓝天白云和两岸的百姓人家；波光潋
滟，无数弹跳的光点像一支欢快的圆舞
曲在河面留下无数幸福的涟漪；碧绿的
水草、零星的卵石在水底闪闪发光、晶
莹透亮，仿佛它们也在欢迎我们这群远
道而来的客人。伫立河边，看年轻的桑
树、洋槐在水中留下挺拔的身影，顽皮的
孙子牵着散漫的婆婆一步一停穿过桥头，
皮实的菜狗懒洋洋地走过岸脚的水泥沿

边。河边岸畔，每隔七八户人家砌一个水
桥，规格统一的水泥阶梯，底部伸出一块
约 2 米长、0.8 米宽、0.1 米厚的水泥平台，
供大家日常家用。一位 60 岁左右的大妈就
近在岸坡拔了几棵青菜，随手择净了，往
下走两步就到水桥上慢慢地洗起来。这场
景不小心被我们四处取镜的摄影家捕捉
到了，怎能放弃如此原汁原味的生活画
面？他们纷纷架起长枪短炮，一个个屏气
凝神把镜头对准了老妈妈，几分钟后你的
耳畔响起一阵阵专业的、密集的喀嚓、喀
嚓声。
《诗经》开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王 羲 之 曲 水 流 觞 一 挥 而 就《兰 亭 集
序》……千百年来，多少中华儿女带着最
初的生活梦想循水而来，从寻求最基本的
生存条件，到如今追求一衣带水、临水照
花的浪漫生活，这中间经过了多少翻天覆
地、跌宕起伏的人世巨变？
三农政策让大家达成共识：农村美不
美体现了社会现代化的质量，生态宜居是
乡村振兴的关键。
“八桥村”以提升生态环
境、传承乡村文明为己任，打造了一个“水
美乡村”的特色村落。村区划的小小改造
和河水的积极治理，不仅方便了群众，更
还乡亲们一方宜居乐土。以此实现了几代
人的生活梦想，推动了乡村自然资源的完
美整合，完成了百姓富、生态美的和谐统
一。生活于此的人有福了，生活在这个时
代的人是有福的。
姜利宾

雨过山川，风吹竹树，
马车行处微凉。
粉英金蕊，空翠色生香。
况值农耕事作，
谈笑里、优雅如簧。
双飞燕、春台舞柳，诗意驻垂杨。
新妆。清景旎、樵穿驿路，
钓倚池塘。
醉吟笔，
江南水墨词章。
闻得田园展笑，
寻胜去、淡客梨霜。
遐思远、芳心尽付，故里旧情长。

高辉书

再次走进南阳镇文达介山老街，时
值寒冬将尽、新春将至。那老房顶上曾经
令人凝神振奋的苍翠瓦松，今时唯余垂
萎枯焦纤瘦的淡褐色，它们和脚下的老
屋一起，
又历经了一轮风霜雨雪的洗礼。
蜿蜒狭窄的的老石巷里，近年翻建
的新楼房与那些低矮破旧的商铺，或隔
街对峙，或毗邻而立，老街冷清静寂，曾
经的热闹繁华不再。脱去白灰的红砖，褪
色的门板、窗棂和铭牌，磨得光滑的石板
路……时光的刀痕无处不在。
古旧的石板路上，一行十余人的采
风队伍走过来，相互的交谈和笑语掀起
一阵阵热闹，便吵醒了似在倦意绵绵睡
意沉沉中的老街。
凝望脚下规整排列的青石板上，大
大小小坑洼遍布，其上定然有当年驮货
的骡子往来的足印，抑或马蹄踏过的痕
迹。耳畔仿若响起清脆的马蹄声。马蹄声
吵醒了弄堂的清晨，响彻石巷的角角落
落，唤起了每个商铺的店家和小二。
一转眼，仿佛回到了五十年前，只要
在这个时间点以前，随便什么季节，随便
哪一年，随便哪一天，当黎明从这条东西
走向的街道上空浅浅地出现的时候，深
蓝的天空上，闪烁一夜的星星依然闪烁，
四野的鸡鸣此起彼伏，不知谁家的伙计
打着哈欠轻轻取下第一块铺板，接着，满
街都是取铺板的声音，起初轻手轻脚，不
久就很随意率性，满街的人无论东家还
是帮工，
都该起床啦。
取完铺板，天空就放亮啦。家家柜台
前面檐下的红灯笼，在晨风中晃荡。好客
的伙计、精明的掌柜、沉稳的东家，都准
备好了温和的微笑，等待顾客上门。吆喝
声便起来了，喝江水长大的伙计，吆喝声
跟唱歌似的。屋檐之上，或直立，或斜撑
的是一竿竿旗幡。从旗幡的形制、材料和
文字，看得出东家的学识和品味。茶叶店
的清澈、头饰发箍和木梳店富贵，油坊的
腻烦，糕点店的香脆，绸缎庄的华贵，土
布店的朴实、药材店的古旧、文房四宝店
沉稳……还有那些铁匠铺、剃头店、麻线
店、烟斗点、刀剪店、纸烛店。肉铺的旁
边，是一个书场，说书艺人左手打扇，右
手持惊堂木，往往说到动情处，放下惊堂
木，提起茶壶喝一口，旁边肉铺剔骨剁肉
的斩刀恰好砍到案板上，准确无误地补

了惊堂木的缺。
阳光洒在鱼鳞瓦片上，瓦缝中有小
草和青苔在好看地生长。那时候的老街
并不老，高低错落的土木瓦房分列街道
两边，青砖侧立铺成的街道中间，是一溜
半米见方的青石板，一块接一块，从街头
一直铺到街尾。石板下面，是长流的溪
水，日常兼排雨水，若遇火灾，随便揭开
哪一块青石板，把水流堵起来，便是消防
取水口。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男男女女，有的
怀揣铜钿，上街购买农具和生活必须品，
有的担一担莲藕或者小菜，在众多店铺
前面找一方空地，只要不挡了店铺进出，
歇下担子便开始做生意，待生意做完，有
了铜钿，再去购买所需的农具或生活必
需品。乡下赶街的百姓，多是第二种，因
此，见天街道两边总是箩筐挨着箩筐、竹
匾挤着竹匾，这边卖鸡，那边卖鱼，侧旁
说不定就是卖香葱芫荽的，甚至是肩挑
的烧饼挑子或者馄饨挑子。热热闹闹，用
乡下人羞涩、笨拙而诚实的方式，进行一
桩桩买卖。
行商坐贾与乡上百姓，构成了街道
的全部。早晨尚可容许车马通过，木制的
车轮从青砖上轰隆隆滚过，清脆的马蹄
声，敲击着石板。逼近正午，街面热闹非
凡，车马无法通行，人挤人，水泄不通，块
头大的人只能侧身而行，背背篓的人，把
背篓顶到头上。
那时候，一条街道，就是一个世界，
在这里应有尽有，各地的商品汇聚在这
里，此地的商品也可流通到各地。每一个
人都盼望着这样的繁华，在这条街道上
永远繁华下去。
可是，仿佛就一夜的事情，过眼繁华
都不在了。行商坐贾选择更大的集镇或
城市，狭窄的街道因无法通行更多的车
马、更不能通汽车，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
线，年轻一代陆续搬走，留下满街的冷清
与落寞。
毕竟时光挡不住，世人皆向繁华生。
老街像一个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老人，终
究被时代抛弃。今天，竟让人怀疑，这条
老街当年是否真的繁华过？
出得老街来，站在老街南侧汽车行
人南来北往的石桥上，桥下是夕照下明
净如一条锦带似的协兴河，一河清亮温
润，静水无波。安安静静地伴着老街，在
这人间做着它烟火俗世里各式各样绮丽
斑斓的梦。
巫正利

飞
“阅”
南阳镇 潘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