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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秋风的声音，喊我
□ 唐诀心

在高处，那是一些
五角形的小叶子
像一双双细小羞涩的眼睛
故意躲着我

我靠近她，细细地辦认
没错，那眉眼是枫叶
她的眼睛里，一定藏着
一丛秋天的火焰
像晚霞，就要
燃烧起来

她拥抱秋风的样子
可爱又亲切，在摇荡的枝头
她用秋风的声音
喊我，喊我
我惊奇，并暗暗欢喜

她在秋风中笑了
露出尖尖的牙齿，细小的牙齿
轻轻咬住
枝条上，秋风的衣角

赞“百日大干”
□ 王金红

中铁建设吹号角，
百日大干旗帜飘。
动员大会定目标，
落实任务士气高。

党员带上模范帽，
攻坚克难出奇招。
骄阳似火烈日照，
先锋岗前勇立标。

安全严抓手不放，
领导督察勤值岗。
效果落实争褒奖，
进度质量有保障。

雨季袭来勤演习，
防汛工作落实细。
乘风破浪守大堤。
筑牢防汛安全期。

挖隧道、架梁桥，
建设贡献创新高。
齐心追梦不停步，
大干高潮旗帜飘。

清晨，万籁俱寂，天蒙蒙亮，黑夜正欲隐
去，破晓的晨光慢慢唤醒沉睡的生灵。起床
的哨声响起，官兵们的一天就这样开始，“立
正、稍息”；“跑步走。”官兵们在山间的大道
上，出操跑步，把扬起的尘土远远的甩在了
身后，“1、2、3、4”的口号在山涧久久回荡。
官兵们个个跑的汗流夾背，还有的跑的气喘
吁吁。磨砺意志，锻炼体格，官兵们就是在
这样崎岖的大道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
炼就。

当第一缕和煦的阳光照在大山，就像照
在你美丽的心房，你就会把昨天的几多烦恼
遗忘。新的一天，新的起点，放飞你心中执
着的梦想。迎着朝阳，走在这洒满阳光的小
路上，官兵们去值勤站岗。多想深呼吸一口
这新鲜的空气，走进坑道，又是一天的奋
战。那里冬天闷热干燥，夏天阴冷潮湿。面
对施工的现场，面对通信机房的灯光，面对
油机发电机的轰鸣。混浊的空气，难闻的气
味，把整个坑道弥漫。官兵们在这里放飞理
想，日日与坑道为伴。

夜，来临了。大山的夏夜，显得格外的
寂静，夕阳落山，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
的晚霞。大山，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官
兵们踏在被这晚霞染红的小路上，欢喜的心
情，伴着歌声飞扬。呼吸一下久违了一天的
新鲜空气，一扫值勤站岗的疲倦。随着夕阳
的渐渐西沉，天空的霞光也慢慢地淡去。深
红变成了绯红，绯红又变成浅红，最后，当这
一切都消失了的时侯，那高远的天空则呈现
了一片黛色，只有星星在不时闪烁。风轻轻
的吹，夹带着丝丝的寒意，直插我心；月静静
的明，照我孤影，夜很深很深。只有风的声，
只有月的明，窒息般的静谧，让人能听到自

己的呼吸。然而大山的冬夜，似乎来得太
早，太快。每到初一或者月黑风高的夜晚，
官兵们裹着寒夜，迎着寒风，走在伸手不见
五指的小路上，换岗值班。野狼的出没，猫
头鹰的嚎叫，让你顿感冬夜的孤独，还有几
分凄凉。脚下的小路，似乎越走越长，长的
似乎没有尽头，使人也失去了胆量。

想像中的夜，应是美的，静静的。空旷
的大山，天上有流星划过，山间有萤火闪跃；
夏天有蝉鸣的歌声，冬天有野兔的蛙步。而
这里的夜，显得寂静，落得苍凉。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空余悲。寒灯照孤影，晓月映
我心。如此美好的风光在我的心里竟能生
出几多的悲凉。这些路，承载着官兵们太多
的欢喜，太多的忧伤。

每当下雨或者下雪，这条路，成了官兵
们的伤心路。站岗值勤，送信取报，走在这
崎岖泥泞的山路上，走在这积满厚厚的雪地
上，雨雪湿透了衣衫，泥土沾满了鞋袜，艰难
的跋涉前行。一年中的七、八月份，是这里
的雨季，被大雨或暴雨洗刷过的小路，乱石
兀立。原来缓缓淌过的小溪，此刻变成了滚
滚的洪流，水泥和巨石垒成的漫水桥，被冲
得不见踪影，官兵们前往坑道或者下班用
餐，只能光着脚、挽着裤腿，摸着石头过河。
连队的通讯员们，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的取
报送信。几十里的山路，成了望不尽的天涯
路。在那个信息不畅，交通不便的大山沟
里，唯一获取希望，带来欢乐的，便是通讯员
们取来的报纸，还有一封封的家书。每到这
时，官兵们你抢我夺，探头探脑，浏览着消
息，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一封家书。有笑逐
颜开，也有愁眉不展。虽然通讯员们的辛
苦，但能给官兵们带来欢乐，那也是一份份

的成就，一份份的满足。给养员们也是一
样，从杏树滩到南委泉，从车元村到南委
泉。南委泉，不大的乡政府所在地，在官兵
们的心中，那里是个聚宝的地方，那里是圣
洁的天堂。乡村的副食小店，杂货肉铺，市
井小巷，寄托了官兵们的希望。针头线脑，
牙膏肥皂，嘱一声通讯员、给养员，各自的需
要，统统的捎上。连队的蔬菜肉品，油盐酱
醋，给养员们的肩头，就是那起航的风帆。
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四季寒暑，无论是雨、
是雪；是冰、是霜，永不停歇的航行在这坎坷
的山路上。

官兵们就是这般一步一个脚印，用青春
热血延伸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并激励着
一代代官兵舍生忘死的在这条小路上疾行。

走在那一条条的小路上，清新的空气，
和着嘹亮的歌声，使人陶醉，使人神往。可
是大山的小路，显得寂寞，显得荒凉。为了
可爱的连队，为了不再寂寞荒凉，官兵们从
自己的家乡，带来芍药花的根茎，大丽花（地
瓜花）的茎块；带来喇叭花的花籽，矢叶菊的
种子，栽在一条条小路的两旁，播散在屋后
房前。当太阳升起，鲜红的喇叭花，带着露
珠，吐着花蕊，开得正艳；硕大的芍药花、地
瓜花，或绿或黄，有时夹有黄白条纹或紫红
条纹，倒卵形的花蕾，把道路的两旁装扮的
五彩斑爛。倒是耐得贫瘠，耐得干旱的矢叶
菊，静默美丽的蓝色妖姬，纤细而优雅，寓意
着幸福、忠诚。从夏开到秋，陪伴着官兵们，
一路走来，一路花香。

太阳在蓝天中闪耀，连绵的群山尽收眼
底。虽然视野开阔，但这景色给人的感觉却
不免显得有些单调，官兵们感觉还缺了点什
么？突然间，大家恍然醒悟。对了，除了大

自然的绿色，还缺少绿色的树！人们都说树
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朋友，如果没有了树木，
也就没有了生机和活力，没有了和谐共处的
伴侣。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应该有树的陪
伴，更何况这里还是我们的军营。于是，官
兵们在山坡上，土屋后载了桃树、梨树、苹果
树；沿山路小道的两侧，栽下了松树、柳树、
白杨树。每到春天来临，苍山的颜色，是刚
刚浸染过的绿，苍翠的岭头上、山坡上、道两
旁的树，在此刻明净的天空下，连叶子都透
着新生的青嫩。艳丽的花儿竞相开放，红得
像火，白得似雪，黄得如金，粉得似霞、五彩
缤纷。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论这大山里的
环境有多么恶劣，这一棵棵品种不同、年龄
不同、经历也不同的树，都坚定不移地扎根
在大山深处这一块块贫瘠的土地上。它们
和官兵们一道，送走了一个个秋天，又迎来
了一个个春天。

多少年过去了，官兵们换了一茬又一
茬，可这些树却依然默默地在这里坚守着，
装点着。它们树干挺拔，树影婆娑，默默无
语地守卫在我们的曾经的营区里，成为了我
们“不怕牺牲，勇于奉献；艰苦奋斗，建设连
队”的大山精神的象征。

巍巍太行，猎猎军旗，献身军营，青春无
悔。岁月染上了霜雪，光阴踟蹰而过后，经
年里一成不变的，是我久久无法改变的那一
抹最深情的怀念与回味。一个当过兵的人，
是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军旅生涯的。是美
好的回忆占据了这群老兵心中最圣洁的位
置，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了那个时代，留下
了那一段段魂牵梦萦的连队路。

七绝
痛悼朱小蔓教授逝世

□ 陈震

著名教育家朱小蔓教授多次来如东
指导教育科研工作，做讲座，搞调研，情系
教育，与一线教师一起研讨，蔼然长者之
风。如东教育人永远铭记她的教诲。回
忆当年来如，她亲切称呼我为小老弟，暖
流全身，至今不忘。惊悉仙逝，赋诗一首，
以表悼念之情。

泪飞如雨涌悲歌，
杏苑陨星呼奈何。
天上大儒情眼在，
人间枝蔓映霞波。
注：情眼，情感之眼。朱小蔓有《情感

教育论纲》等著作传世。

孙子去二百里外南通工贸技师学院上
学了，15岁的他，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爷
爷奶奶，和新同学在一起学习、生活。最最
牵挂的是我这个爷爷，每天象丟掉魂一样！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好不容易盼到
星期五！这天，我儿子对我说:“爸爸，今天
我上班走不开，你到南通接佳狗好吗？”

“好！好！好！”我象小孩一样，浑身是劲！
揣上老年免费乘车卡，一路转展来到南通。

到了学院，只见校门外一大片男女老
少，在等候自己的孩子。

只见一群群男孩女孩背着书包，匆匆走
出校门，孩子也真不少，约模走了半个小时
还没走完。

看看校门外一辆辆排列有序的电瓶车、
摩托车、轿车，再环视一大片全神贯注盯着
校门口辩认孩子的家人，又仰望学校大楼正
面八个金光闪闪大字——南通工贸技师学
院，不禁感慨起来！到这儿来上学的学生，
都是无缘进高中门的孩子。但这些孩子都
不是智障！有的开启迟，有的考运不佳，有
的初中时玩兴浓……然而家长们一定不是

用严厉打骂、逼压手段管教孩子上进！通常
也许都是引导说教。因为孩子们渐大，性格
显突！且人各有志啊！迫孩过头，往往后果
让人痛心的事娄见不鲜！况且，大专出来的
学生，成才、成家的人也不在少数！即便当
个平民百姓也有幸福多多呢！

正遐想时，“爷爷！”一个好亲好甜的声
音打断了我的思路！孙子两只小手提着大
包小包东西跑到了我面前。“爷爷，爸爸打电
话来，说今天是爷爷来接我，看，我今天专给
你在学校食堂里买了一份去骨红焖鲫鱼，我
吃过一次，可好吃啦！”

孙子小时候吃鳗鱼梗喉后，一直谈鱼色
变！今天如此夸鱼，想必真的好吃！

“哪你为啥不给自己也买一份？”我随口
问他。

“爷爷，我饭卡上只够买一份鱼和饭的
钱了，我自己联系了一份外卖。”

听到这儿，我的眼睛湿了！
等车间隙，爷孙俩便开中饭了，两人边

吃边聊，好象久别重逄！
“爷爷，这鱼好吃吗？”孙子讨好地眼光望

着我，“好吃！真的好吃！还没骨头呢！”说着
我夹了一块鱼肉搛给孙子，那知他早溜远了！

孙子见我饭吃完了，忙从一只马夹袋里
摸出一只封口塑杯，扎上一根吸管递给我:

“爷爷喝，这是酸梅汤，很好喝的。”
我不习惯吃这什么汤啊汁的，但孙子的

心意，我还是很高兴地吸起来，吸着吸着呛
了一口，随即稍微咳了两下，孙子见状，连忙
跑过来，在我背上不停地轻拍，並关切地问:

“爷爷，好些了吗？好此了吗？”我忙说:“没
事，没事。”心想，孙子懂疼老人了！小时没
白疼他！

“爷爷，这剩下的酸梅汤还喝吗？”我
说:“不喝了，扔掉吧！”

孙子象没听到我的话，捧起这只剩脚
杯，吱吱吱一口气吸个精光！看着孙子这般
举动，不禁让我感慨万千……

一会儿班车来了，爷孙俩随着上车人
流，跨进车厢，因是起点站，爷孙俩都有座
位。是呀，要乘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若没
个座位，吊着吊环硬站到家，肯定累躺！

乘客还不少呢，一会儿又上来一拨人，后
上车的乘客都站着，车起动了，正当我欲闭上
眼睛打算脒一会儿时，只见我孙子爽快地站
了起来，把自己穴座位让给一个老太坐。！当
时我一阵不快，但很快坦然起来，心里默默:
好孙子，你让我放心了！对你，这是人生的长
途车啊，望你永远保持这样胸怀走向前！

接 孙 子
□ 戎冠中

红灯的时候，我要在离红灯不远，找到一小
块阴，借这片阴，临时躲避毒辣阳光。此刻，我
是受用且感恩这暗的，带来那丝丝阴凉。然后，
绿灯即将闪现之前，冲出这暗，接受光来拥揽。

曾经，天真以为，所有都是光明的，尤其
是萦绕于我的周围，那些亲爱的人儿，那些
可爱的物事，于我，皆是亲爱的、可爱的。所
谓成长，所谓长大，就是历炼与疼痛，就是一
些隐藏的背面，认识，真切，伤害，接纳，修复
——怀揣警戒护佑自己的心，可以再继续热
爱，或者仅局限于惯性式聚合。

皆有心底里的暗，自我隐藏自我消化至
埋藏、消弥。这暗若外发出去，便伤人，是鲜
亮明晃的利剑匕首，是隐匿的麻醉毒药。这
一己生发散射而出伤人的暗，伤的别人遍体
鳞伤，不自知吗，无所谓吗，惯式吗，故意吗，
终究反噬于己，等待，或早或晚。

秸秆禁烧值班的哥哥，车里，点上一支
烟，望漫天火烧云。麦子皆已归至人类之家，
一马平川，还有远方水杉，列队膜拜这天边礼
花盛放。此时的哥哥说:这世界并不亏欠我

们，她只需要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脑补这
片完整画面，不是太顺遂的哥哥，被“暗”射中
次次，替他想他的思想修他的心。是的，我们
还活着，而且仍然健康地活着，可以静静欣赏
绚烂如此的火烧云，已然多么幸运!大美自
然、诗意心境，与这世界达成和解。我美了，
我好了，这世界才会美，才会好。

一切皆有阴阳，一切皆有明暗，相滋长
弱，幻化共生。

而今，已习惯以不纯粹的态度面对这个
世界。接受了身体几个部位的结节，带着病
灶隐患愉悦生活，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病痛总
会有这样那样的伤疼，这样的心态，接受了
人事的不单纯，混沌之中携带锋芒。可以担
忧，可以怀疑，可以不满，可以蔑视，可以无

睹，可以悦纳，都可以。只是不以他事的不
纯粹助长内己杂陈，继然不觉不知之中亦悄
悄成为原本不想成为的那类人，这是守护，
或许迎着嘲弄、不解、排挤，可这，是我的执
拗，专属的额前正中印记，一直深深烙印心
里，守望、延续可见不可见的远方。

朦胧、清雅、静谧，在德彪西的《月光》
中，沐浴。月亮——不发光不透明的月亮，
反射太阳光，呈现万千种月亮，铺洒天地光
辉。太阳是“太阳”，她是“太阴”，借由他者
获得虚幻之光，抚触多少需要慰藉的灵魄。
这反射而来的太阳光，这暗暗的月光，倾泻，
清冷之身，带着疮孔。

有暗才有明，有罅隙才能穿透光芒。
暗是不会消失的，它藏在光明的心里。

暗
□ 桑云梅

魂牵梦萦的连队路
□ 王文元

游“荷塘月色”
□ 冯旭东

一叶轻舟雨后行，
满是珍珠象星星，
多有变幻闪闪亮，
滴滴甘露画神奇，
长篙划过惊飞鸟，
一对白鹭展翅腾，
春赏嫩芽夏见色，
粉荷白荷喜相迎，
风吹荷叶翩翩舞，
一池柔情尽芳心，
清香撩人人自醉，
倒影托艳水中吟，
似曾相识红一朵，
垂柳拂面梦方醒。

烟雨江南
汪益民

江南

舟楫拐个弯，汽车颠簸一下
曾经显现的
又沉回晦蔽之中

重新琢磨你
是一场繁重而甜蜜工程

短暂的时间，拥挤的一生
街道、桥梁、村庄，河流
都紧巴巴，消耗在路上

突然想起了三十六陂春水
摁一摁口袋
我决定动用烟雨江南

舒天阁

选一个好日子去看你
攀上鹿顶山去看你

砌一座亭阁
用它的不同层次
从雕楼画栋八个角度

以昏晨变幻为背景
以烟波浩淼楚天阔

不时将公元纪年
换成农历24个节气

那个看似伸手可及的东西
让我操劳一生

让我总是生活在别的地方
方才登临，栏杆拍遍
又盘算着下一次远行

太湖

漂亮的绿裙子
向蠡湖飘摆几下
又向太湖飘摆几下

将一拨拨游子送上亭台楼阁
渡一行行过客
散入72峰漂渺云烟

好像你有看不尽的秀色
好像你那个绝世之美
只有在无数个彼岸才能眺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