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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NG RIBAO

别以为（外二首）

□ 柳再义

别以为白云悠闲
别以为阳春不醉

别以为青山永驻

别以为鲜花成堆

别以为沙漠无情

别以为冰川纯粹

别以为石头不语

别以为大地沉睡

别以为青春无限

别以为流水可追

别以为水平则静

别以为人生无悔

别以为时光苍老

别以为誓言不碎

别以为风只南吹

别以为我无所谓

那时花开
那时花开
你不来
青春寂寞
古琴台

那时花开
你不摘
我心悲戚
愁满怀

那时花开
梦徘徊
飞翔雨燕
曾期待

那时花开
你不来
我心悲戚
愁满怀

伤别离

当爱转眼成空
让我不知所措
我留在这里
拒绝一切追求

不怪那场遇见
不怪命运安排
青春花儿开
谁都不会逃避

岁月燃起柔光
天空就有色彩
单纯的世界
只剩欢乐满怀

是什么吹起风
是什么飘走云
说变就变了
爱的背面好痛

不怪那场遇见
不怪命运安排
这都是注定的
相爱然后分离

十月，走到尽头
□ 顾新红

其实，不想

不想听到一点

关于秋的消息

她来或者不来

都与我无关

或者，我不待见

其实，只是不想

不想看 花叶焜黄

不想听 雨打残荷

不想触摸

凝结在草尖的寒露

还有心底的霜降

可是，分明看见

秋，用阳光编织的网

笼络了一切

一切青与绿，温与热

无法逃遁 光阴之箭

痛，在看不见的地方蔓延

是大咖，遇平民，法律前，一杆
称。考大学，奔前程，凭实力，看才
能。 （纪美红）

人与人，无贱贵，官与民，不相
违。男女间，无尊卑，长与少，常相
陪。 （王茂全）

官与民，宪一本，穷和富，一杆
称。凡公民，无贱尊，人权平，法为
准。 （石教耕）

多民族，存差异，皆平等，享权
利。新时代，党聚力，全人类，共同
体。 （陈 皓）

男和女，等权利。论地位，无高
低。既同工，又同酬。奔小康，大步
走。 （徐长福）

求平等，数千年，新社会，法制
类。有法依，无贵贱，共创新，艳阳
天。 （徐允浩）

旧社会，轻女孩，新时代，不存

在。享平等，共舞台，同工酬，齐精
彩。 （凌美云）

官职大，高地位，对法律，要敬
畏。尊平民，不耍威，受人敬，芳名
垂。 （曹福全）

人与人，平等心，重礼仪，讲感
情。穷与富，一时景，名和利，如烟
云。 （倪国昌）

叶和花，两齐全，伤其一，均不
安。男和女，若鱼水，无贵贱，紧相
随。 （张新文）

男和女，性别分。法律前，均平
等。互尊重，事易成。齐奋进，奔前
程。 （毛蓉英）

千百年，人分等；无钱死，有钱
生。党领导，翻了身；法律前，都平
等。 （苏 平）

新时代，制度好，人与人，无低
高。论人品，看情操，凭能力，赶追

超。 （郭必娟）
旧封建，等级深，无产者，最底

层。新中国，民为本，守法律，人平
等。 （施友竹）

恶势力，行霸道，法网开，全扫
掉。人与人，无低高，法制前，露真
貌。 （陈凤飞）

要平等，守法纪，循规矩，讲义
气。无霸道，有礼仪，待人诚，不相
欺。 （万莹芳）

新中国，凡公民，权相等，享太
平。习主席，导世平，倡互惠，无霸
凌。 （袁世君）

公民权，讲平等，守规矩，不耍
横。无贵贱，弃独尊，法纪前，一杆
秤。 （陈少山）

民是天，法为地，乾坤合，不迷
离。循纲常，无高低，讲平等，安社
稷。 （张乃杨）

大众哲语三字言（14）

□ 平 等

极目南黄海，如东入画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
仿佛苏东坡在我耳旁吟诵。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仿佛范仲淹站在海堤上伫立不语，凝

视远方。
国清寺的钟声阵阵传来，大雄宝殿犹

在眼前。
月夜，室外一片寂静。人民桥畔，灯

火如同繁星闪烁。
读手中的报纸，不由得引人遐想。
中天科技集团，经过数次转型升级，

成为光缆通讯、新材料等产业的高科技集
团，拥有70多家子公司，建有7家海外工
厂，集团员工有1.5万名之多。2018年，
集团营销收入538亿元，成为江苏省百强
创新企业。

中天，是如东经济飞跃的“千里马”。

中天，享誉全球。中天，如东人民为你自
豪。

洋口港，海上绿色能源大富矿。近
日，秘鲁巨轮停靠码头，这是LNG接收站
接卸的第 317艘船。它标志着如东已建
成全球LNG资源集散地。而今，如东“能
源高地”，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完
美蜕变。

从楼上俯视，人民桥河畔的小树似乎
在晃动。

风从何处来？欲往何处去？
月白风清，夜色如水。
如若没有风，小树怎么会动？可是，没

有小树晃动，又如何知道，是风在吹动。
其实，细看小树，并没有晃动。是人

的心在?跳动。
报载：小洋口风电母港工程即将面

世。它虽历时4年之久，却正助推风电飞
向“深蓝”。如东将建成江苏沿海首屈一

指的风电产业园。
报载：全球最大的金光集团，将在如

东建成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环保型世界级
纸业基地，计划总投资450亿元。这个项
目已正式签约。

远方的范公堤，似乎也听到报载的这
些新闻。

放下手中的报纸，令人沉思。
建国七十年来，如东社会事业不断发

展，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教育普及程
度逐步提高，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有力地
促进了社会经济再展宏图。

2019年1至6月份，如东规模工业增
加值增速9%，增幅居全市首位。实现工业
应 税 销 售 792.7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28%。如东实现全部工业入库税金
31.15亿元，同比增长 17.1%。全县 11
个主要行业中，冶金业、建材业、食品业、
机械业应税销售超 30%。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幅等综合指标，排名全市第一。
有多少诗人，把流逝的岁月镀上金。

他们诗中的美，平凡朴素，崇高壮丽，使人
们如入诗境。此刻，读如东的这些新闻，
让人在诗意中沉思默想。

月夜，秋风轻轻地吹着，月光明亮地
照着。我来到桥畔的一株树旁。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有无数的
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
街灯。”

我耳边似乎听到郭沫若的《天上的街
市》。

我似乎又听到：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

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
别人的梦。”

哦，这是卞之琳的诗《断章》。
假如我是一只鸟，如东，我也要为您

放声歌唱。

范 堤 逐 梦
□ 谈声华

当下，微信投票，大行其道，中国特色，
众说纷纭。我的态度是：有点意思的适当
参与，借机炒作的置之不理。上半年，某少
儿英语培训机构搞微信投票，我那宝贝孙
女也名列其中，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懂什么

“十佳”、“最佳”，分明是主办方的营销手
段，咱懒得答理。可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一不小心我竟然当了回“主角”。

大约是二个多月前的一天，接到在当
地镇机关工作的朋友来电，说推荐我家参
加幸福家庭评选，当即婉言谢绝，回为实
在平凡，不值一提。架不住朋友的再三邀
约，遂写了一份材料，填了一张表格，选了
几张照片，一并发给朋友。之后早已忘得
一干二净。七月下旬的一天晌午，我躺在

藤椅上休息，突然被“叮咚叮咚”连续不断
的微信声惊醒，打开手机一看，简直要惊
呆了。幸运的是经过层层推荐，我家被市
里某委确定为三十家候选名单之一，参加
全市十佳幸福家庭微信投票。微友们闻
讯后立即行动，当事人的我还蒙在鼓里，
怎么办呢？我不喜欢张扬，卖力吆喝，有
违初衷。但此次主办方是政府机关，公信
力强，况且主题是“幸福”二字，让参与者
感受幸福、传递幸福，满满的正能量。既
然这次意外地“推”到前台，不妨换一种活
法，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蝴蝶效应凸现。首先我庄严地给自
己投上一票，然后将该公众号逐一发给各
个微信群和不在群里的亲友，请大家予以

关注，还有你懂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
迅速传开，多年不见的老同事来了，平时
联系不多的亲戚来了，原先办厂的客户也
来了。万里之遥的小妹获悉后旋即投票，
并转发国内同学一起参与。我妻子有一
位表姐的女儿，38年前来川港玩，当时只
有五六岁，还记得她伶俐、乖巧的样子。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音讯全无。谁知现
在却突然“冒”了出来，原来她早就定居美
国，这次从海门她舅舅的微信中知道评选
信息后高兴不已，母女俩双双投票，怎不
叫人喜出望外！

编发简讯助威。微信投票就象是一场
长跑，没有现场呐喊，照样你追我赶。但往
往开始热闹一番，过后逐渐沉寂，用什么办

法能引起人们持续关注呢？我绞尽脑汁，
想到一个点子，编发简讯——“向大家报
告”系列，通过微信向所有参与者传播，内
容包括：选情分析、趣事分享、心灵感悟
等。写作手法也避免千篇一律，做到区区
二百字，体裁多样化，追求短手快，增加吸
引力。前后一共编发了8篇，尽量让大家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加强参与感，扩
大成就感，增添幸福感。有些微友还把简
讯转发到他的微信群，进一步挖掘潜力，让
更多人参与，引导评选向纵深发展。

历时半个月的“战斗”结束了，盘点成
果，还算可以，是否当选，尚未揭晓。其实
结果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历，享受的
是过程。

这真是：
评选幸福意义大，
众人参与影响大，
38载情缘再续上，
家家幸福酒满上！

一起为“幸福”投票

往年每到国庆长假，总要早
早地规划到哪儿游玩，似乎不出
游不成假。

如今，年迈的父母需要陪伴，
不能甩开膀子朝前走，不如趁着
闲暇带他们回老家看看。计划一
出，父母开心得像孩子，母亲说：

“我们乡下哪儿都比这里强，光是
这秋天的景致就够你们看个饱。”
我知道，他们不是万不得已，怎么
请也不会来的，他们的心在老家。

汽车刚在老家门口停稳，西
家婶子就赶了过来，一边帮忙搀
扶父亲下车，一边热情打招呼：

“东家嫂子啊，你们总算回来啦，
想到孩子放假，估计你们会回来，
一早我就在瞟啦。”母亲看到老姐
妹十分激动，抓住婶子的手念叨：

“我也天天想你啊。”
和邻居一起来迎接我们的，

还有桂花的馨香扑面而来，甚是
欢喜。桂树是父亲栽在家门口
的，正是“揉破黄金万点轻，剪成
碧玉叶层层。”移步近瞧，密密麻
麻的黄色小花缀满枝头，金黄璀
璨，如金色瀑布倾泻四溅。

房子西山头有棵高大的银杏
树，丝瓜藤沿树攀缘而上，因为没
人管理淘气上了天，十几条丝瓜
在秋风中欢快荡漾，摇得银杏叶
沙沙作响。我举起手机拍照留
念，算是跟它们打个招呼。

“我要和西家嫂子说说话，你
们放心玩去吧”，母亲这口气，好
像我凑在这里影响她们唠嗑了，
我知趣的走开，沿着河边散步去。

河边树上的扁豆花开得轰轰烈烈，红玛瑙般的
扁豆和紫红色蝴蝶花儿一片辉煌，在秋风轻拂下
咯咯地笑，笑声撒得到处都是，把一颗颗普通的树
木，打扮得如同要出嫁的新娘。

树的东边是一片小竹林，一堆稻草置依偎着竹
园，秋风和煦，竹影斑驳，在金黄色稻草堆上轻舞，
如柔软细碎的光阴，温暖而美好。

再往前走，有人家用网将树围起来，树下散养
的十几只草鸡戏嬉觅食。我凑近观察，它们似乎
习惯了别人围观，悠然自得地干着自己的事情，
享受着曼妙时光。儿子小的时候，父母也是这样
养鸡，源源不断地向我们输送着草鸡蛋，他们认
定自家养的鸡生的蛋绿色环保，口感好，营养价
值也高。

“哟，是丽儿啊，什么时候回来的？”“大妈妈，
在忙啊，我刚回来。”张大妈正在收拾黄豆，见到我
连忙放下筛子，从门口拎只篮子，到河边柿树上摘
柿子送我。一群鸟儿呼地飞起，一颗柿子应声落
地。“一夜寒露风，柿子挂灯笼”，满树的柿子在阳
光照耀下，晶莹透亮，灿烂生动。大妈快八十岁
了，手脚麻利，不一会儿就摘了二三十只柿子，我
说：“多了，多了。”她笑着说：“我知道你喜欢呢，可
以放家里慢慢吃的。”这话不假，小时候我特别喜
欢吃甜食，糖要计划供应，哪有那么多甜食可吃，
每次大妈妈送来柿子，我都欢天喜地的。

拎着杮子回家，姨娘叫我们去吃饭，她料到我
们回来，早就准备好新米、花生、南瓜、芋头等农
产品送来。姨娘在老家根据地，平时老屋多亏她
帮忙照看。

蟹肥，稻香，雁阵，正得秋而万宝成。欣赏秋
色，饱尝秋味，心怀感恩之心，努力前行，收获美好
人生。

正
得
秋
而
万
宝
成

□
陈
皓

桂 花 乡 愁
□ 徐建相

立冬的节气，桂花的香甜仍淡淡
地在空气中氤氲，尤其是在夜色笼
罩，校园一片寂静的时候。

台湾女作家琦君曾在她的散文
《桂花雨》中写道，故乡的桂花真叫她
魂牵梦绕，对于独在异乡的我，又何
尝不是呢！

校园里每一条道路旁都长满了
桂花，各色的桂花开了谢，谢了又
开。桂花熟悉的香气，带给我温暖
的、甜蜜的、愉悦的记忆。每天放学，
独自走在桂香浸染的校园，琦君般的
乡愁便紧紧抱住我，我为什么要来到
这里？我的明天该是什么样子？我
总是忍不住问自己，可我在心里找不
到答案……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与你相识相爱，也在桂花飘香的

季节。
隔年，我们一起种下了两株桂花

苗，并排长在屋前的河边，两株相距不
到两米。一年一年，我们看着它们渐
渐长高、变粗，惊喜地闻到它们第一缕
花香，找到它们第一朵花瓣。树越长
越大、冠如碧绿的华盖，交叉、牵手。
每一个秋天，他们就这样脚踩一片金
黄，聆听清风流水，各自开放着小小的
金色花朵，香了整个的农家小院。

有一天婆婆和你商量，这两棵树
离得太近，她觉得长不好，要挖走一
棵送人。不久，其中一棵就被送到了
你舅舅家的菜园里。好在树不似人，
它不懂得思念，似乎倒真的长得更茂

盛了，成了院墙前河滩上最庞大的树
木。菜田中的桂树却明显瘦弱，静静
地、光秃秃地立在菜园的中央。它没
有长出舒展的枝叶，也不开花，我不
知道，她是不是生气，为什么没有跟
它商量就将它送进了另一片土壤
呢？多好的寓意的两棵树，怎么忍心
就让它和另一棵树分开呢？

二十年了，铺好在床上的柔软馨
香的被子是你晒的，切好在盘里的各
色的水果是你买的，摆在桌上美味的
饭菜、孩子吃的酸奶、双皮奶都是你亲
手做的，家里干净的地板是你擦的，水
电煤气都是你处理的……你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烟火气就在哪里。你为
我们娘俩做好了一切的善后，我们只
要管好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以至于我
到南京两个多月仍然没有过好一个人
的生活——早出晚归，没有时间晒被
子，不想买菜，不会做饭，没有吃水果
的习惯和爱好，一天的生活除了工作、
读书、还有吃食堂、泡麦片。

难道没有了你的敦促和照顾，我
就过不好我的生活了吗？南京的桂
花的香气里，我的心总会疼痛，总是
怀念我们种下的那两棵桂花树，那两
棵原本一起开花，一起聆听清风笑看
流水的桂花树。我更加想念独自在
家的你。但我知道，你能照顾好你自
己，就像长在河边的那一棵一样。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去年中秋，月圆如盘，桂花如玉。

而最喜欢拉着我看桂花的你没来得及

等我回家看桂花。那天，我在你抢救
室的门外徘徊了一整夜。后来的十六
天里，我们被各级医院、各位专家告知

“不用治了，没有希望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一夜之

间从被你们捧在手心的宝贝长成了
你们的依靠。

第一次独自拉着行李箱夜里跑
上海，为的是赶在第二天早上找专家
为你看片子；折叠床就摆在我最害怕
的电梯口、病床边；最难熬的日子里，
在你和爸爸面前，我从来没有哭泣，
只有安慰、微笑和心里暗暗的祈祷；
用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后，丢下面子做
了“水滴筹”，为此也欠下了全世界永
远还不清的情和债……昏黄的路灯
下，上海小巷甜甜的桂花香给了我夜
行的勇气；医院里桂花树上溢出的甜
甜味道给予疾行的我片刻的安慰；一
趟趟往返在上海与栟茶之间的大巴、
地铁上，是空气中偶尔飘来的桂花香
冲淡心里的苦涩……

这个秋天，你能坐在轮椅上每天
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屋后的桂花又
开了，香极了。亲爱的妈妈，远在他
乡的我既欣慰又想你……

琦君说：“一闻到就会引起乡
愁”。对我，何尝不是这样。

过去，远行是暂时的放松，家是
常态的模式；如今，回家成了短暂的
休憩，漂泊成了永恒的状态。这里没
有房子、没有家，举目无亲，有的是独
来独往，形只影单。毛姆在《月亮和
六便士》里说“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
抬头看见了月亮。”虽然迷茫，但是我
从来没有后悔。我也要做桂花一样
的女子，叶子四季常青，花儿淡淡香
甜，带给别人幸福快乐，自己也能享
有平淡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