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射阳拥有一百多万亩滩涂袁滩涂
野三醉冶袁堪称一绝遥

醉螺遥 就是用佐料泡制过的泥
螺遥 黄沙港的泥螺是螺中上品袁粒大
肉腴遥 四月袁是滩头泥螺最肥最美之
时袁经过一冬的生养袁泥螺个大粒饱袁
肉质肥嫩袁营养丰富遥醉螺不仅鲜脆袁
而且其味香醇绵长袁易于存放遥 醉螺
做法也有讲究袁买回鲜活泥螺袁待泥
沙吐净袁用清水冲洗静放半天袁取出
沥干倒入盆中袁 倒上白酒尧 酱油尧白
糖尧调料袁盖上瓷盆袁醉上一两天遥 吃
时袁舀上一两勺袁放入碟中袁拌上蒜
泥袁其味鲜甜脆嫩袁是下酒就饭的上
等小菜遥 醉螺不但营养丰富袁还能治
病袁据叶本草纲目曳记载袁泥螺富含多
种微量元素袁可补肝明目遥醉螺虽小袁
但可以说集海鲜之大成袁搛一颗放嘴
里袁过半天咂咂嘴袁还有余鲜遥

醉蟹遥 布谷鸟叫的时候袁是滩头
小螃蟹最肥的时候遥 这种蟹学名叫
野蟛蜞冶袁射阳人叫野黄蟹子冶遥 把滋滋
翻爬的黄蟹子洗净袁 放置在瓷盆内袁
倒入白酒尧酱油尧白糖等调料袁盖上密
封两天袁揭开后取一蟹螯袁俗称蟹钳
子袁咬开袁轻轻一吸袁能把蟹钳子里的
肉吸出来袁说明已经醉熟了袁可以食
用遥还可以将小蟹捣烂袁加点盐袁当蟹

渣吃袁特别下饭遥 射阳沿海农家都有
蟹渣袁作为主要下饭菜袁民谣野糁子
饭袁臭蟹卤袁一唰嘴一鼓冶袁就是沿海
居民的生活写照遥 不过袁现在要想顿
顿吃小蟹也有点奢侈袁因为小蟹早已
超过精肉的价钱了遥

醉虾遥 醉虾要选用鲜活的条虾遥
条虾主要产在射阳海边河泊袁产量有
限袁所以金贵袁价格不菲遥醉虾的制作
并不难遥 选上鲜活的条虾袁 洗净尧剪
须袁放入容器里袁倒入 50度以上的白
酒袁 醉上三五分钟袁 再加入姜片尧食
盐尧酱油尧香醋尧香油尧蒜泥尧辣油尧腐
乳汁袁盖上容器摇几摇袁再放置二三
分钟袁倒入盘中便可遥老人们说的野生
吃螃蟹活吃虾冶袁 其实说的就是这种
虾遥
射阳的海味滩珍上百种袁让人食

之难忘的要数这野三醉冶遥

射阳“三醉”美食精品
张熠

地名故事

在抗日战争最为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刚刚结束袁为
策应中国军队的全面战略反攻袁1944年 2月袁 中共盐阜
地委决定建立苏北海上工作组袁并在八大家(今临海镇)
成立中共苏北海上工作小组(县建制)袁惠飕任组长袁隶属
曾山任主任的华中财委遥 4月袁苏北海上武装工作委员会
成立袁王晓云任主任袁顾月波尧徐宝荣任副主任袁同时建
立了海上武装力量要要要苏北渔民自卫队袁 队长张啸东袁
副队长朱益志尧马干遥 12月袁中共苏北海上工作组改名为
中共苏北海上工作委员会袁惠飕任书记袁王晓云尧彭林为
委员袁曾在八大家和双洋乡中五区召开过十多次会议遥

1945年 7月袁射阳全境赶走了日本鬼子袁苏北海委
率领渔民自卫队迁到合德遥 年底袁渔民自卫队改称苏北
海防队袁徐宝荣任队长兼指导员袁马干任副队长遥 同时增
添迫击炮尧机枪尧榴弹炮等装备遥 1946年袁华中财委又拨
给捷克式机枪 3挺袁步枪 50支遥

苏北海委和苏北海防队开辟海上秘密交通线和建
立秘密交通站袁粉碎了敌人的海上封锁遥 同时袁他们还创
办海运商行袁支持渔民发展生产袁组织海船抢运海盐袁动
员船主海工袁为部队架设桥梁袁疏散转移人员和运送军
需物资袁组织队伍直接参加战斗遥

70多年前袁他们利用射阳河尧八大家地区的战略区
位优势袁在黄海之滨纵横驰骋袁谱写了一曲曲打日寇尧斗
敌顽尧扫海匪的豪迈战歌遥

从八大家走出的
“苏北海委”

范贵银 张同祥

时光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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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遥 这些天袁我在网上经常看到
大学生们个性鲜明的毕业照袁他们或服装袁或动作袁
无不彰显着 90后们得天独厚的优势遥 他们所展示

的美丽青春让显示器前的我羡慕至极要要要转眼我
已四十开外袁虽不能说老袁但至少和 20多岁的大学
生们比起来袁是青春早逝了的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袁
也许他们刚刚出生吧钥 不客气地说袁他们和我们已
不是一代人了浴

90后们应该大部分还都是独生子女袁 他们在
家里是两代人的掌上明珠袁不能说呼风唤雨袁但至
少是百般呵护遥他们的成长赶上了社会大发展的好
时光袁物质的丰富袁生活的提高袁还有改变了时代的
电脑尧手机等高科技产品的发展袁特别是现在网络
的便捷袁智能手机的普及袁不但让他们的青春绽放
在记忆里袁更绽放在网络上袁让更多的人分享袁让更
多的人羡慕遥

不过袁青春仅仅现在属于 90后袁他们的青春也
终将逝去袁就像我们的青春已越走越远遥 青春像生
命一样袁属于每个人的都只有一次袁所以把握青春袁

让青春绽放精彩才能使青春无悔袁人生无怨遥 我不
知道现在 90后们的真正想法袁 但我知道他们正年
轻袁和我曾经一样袁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遥 因为年
轻袁好像什么事做错了都有改正的机会曰因为年轻袁
好像可以不把任何人和事放在眼里曰 因为年轻袁好
像天下的一切他都可以拥有遥是的袁因为年轻袁他们
什么都以说袁野指点江山袁激扬文字袁粪土当年万户
侯冶袁但真正做起来却又是另一回事了袁尤其是社会
的复杂性袁 它不可能像学习一样袁1加 1一定等于
2遥 年轻人做事难免会遇到挫折袁这时候袁只有迎难
而上的人才是强者遥 能背毛主席叶沁园春窑长沙曳的
人不少袁但只有像毛主席一样不怕强敌的人才能成
就丰功伟业浴

青春正当时袁我们不能被美好的青春蒙蔽了双
眼遥 正值青春的 90后或将要步入青春的 00后们袁
青春是身强体健尧精力充沛的代名词袁但也是莽撞
急躁尧缺乏锻炼的代名词袁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袁延伸
开去袁哪里有完美的人和事呢钥 只不过看你能不能
扬长避短袁能不能随机应变袁能不能守住底线而已遥

大量的毕业生即将融入社会袁他们是社会的新
鲜血液袁虽然他们的能力和数量有限袁但他们终将
会把自己的精彩青春绽放在社会这个大家庭里袁终
有一天会成为国家的栋梁浴

让青春绽放精彩
赵利勤

喻世明言

回想高考那些事袁 真的如梦一
般袁它代表青春底色上幸福尧痛苦尧
喜悦的鲜红印章遥最重要的是袁庆幸
有母爱的关怀袁让我在失败后袁通过
历练走向成功浴

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我考
砸了袁 从班级前二十袁 一下跌到末
尾遥原本和我成绩差不多的同学袁都
考了理想分数遥 那阵子袁我很惶恐遥
一轮又一轮的复习考试袁 伴随黑板
上倒计时数字减少袁 大考小考的锤
炼袁绝望的我抬不起头袁陷入前所未
有的恐慌噎噎

这一切袁 都被悉心照料的母亲
看在眼里袁伤在心里遥 那天夜里袁我
神情漠然地喝着补品遥野最近食量非
常少袁发现你瘦了袁我下班后特意跑
去肯德基袁 给你买了最爱吃的吮指
鸡块当夜宵遥 冶虽被美食打动袁但我
仍提不起兴致遥 母亲为了使我复习
方便袁特意在学校附近租房袁而我这
种成绩怎对得起她钥 回忆这些日子
母亲的关怀袁 强忍在心头的泪终于
溃堤遥每当我坐在课桌旁看书袁她总
学着猫步袁 蹑手蹑脚地在旁边倒咖
啡袁 悄然无声地在我脚边插上驱蚊
水遥房东爱看电视袁母亲为了不让声
音分散我的注意力袁 还找房东私下
沟通遥 每天满课程和堆积成山的测
试书袁使我疲倦不堪袁经常十点就开
始打盹袁母亲总是捏胳膊将我弄醒遥
而当我奋笔疾书到凌晨袁 母亲卧室
那盏灯依然亮着遥

2008年 6月 怨日袁是我今生难
以忘怀的时光遥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走进高考考场袁 母亲

有说有笑地把我送到考场外遥 道别
时袁她伸出手对我说院野来袁使劲握一
握袁让我给你传递力量浴 冶我朝她粲
然一笑袁 用双手紧紧地握住母亲的
手袁然后健步走入考场遥

命运和我开了玩笑袁 我踩了本
二底本三头的线遥 当本二录取工作
开始后袁 我以八分之差无缘袁 怎么
办钥母亲做好复读的准备遥就在我报
名那天袁从网上查询到录取信息袁我
被本三批次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录取了遥 选择复读还是选择中国传
媒大学南广学院钥 打电话咨询班主
任袁她的话让我坚定了信念院在任何
一所大学袁只要你肯努力袁一定会有
成就遥 于是袁我也坚定了信念院去大
学拼搏吧浴 至此袁 我的高考落下帷
幕遥

野少年不识愁滋味冶的我们袁总
以为高考是人生最艰辛袁殊不知袁那
只是漫漫旅途重重逆境的一次预
演遥而高考的意义袁在于所有人为梦
想全力以赴拼尽所有遥

那年，我跨过高考失利
王珉

五尧六十年代袁父亲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袁每天晚
上袁一家五口人晚上围坐煤油灯下袁父亲做家务袁母亲做
针线袁我们做作业袁沉默而静谧遥

油灯下袁母亲有做不完的针线遥衣服是新三年尧旧三
年尧缝缝补补又三年遥 老大的衣服袁老二老三接着穿袁夏
天棉衣改成单衣袁冬天单衣改成棉衣袁长的截成短的袁短
的接成长的遥 做鞋是费力的活袁先要把破破烂烂的旧衣
和零星碎布袁 用稀浆糊一层一层地粘在门板上晒干袁然
后用鞋样一块一块地剪下来袁 每只鞋底起码要 5至 6
层袁做成鞋才耐穿遥一双鞋底要纳上万针袁要好几个晚上
才能纳好遥一到冬天袁母亲的手上都有好几道裂口流血遥

油灯下袁父亲有干不完的活遥鞋做得再结实袁我们穿
的鞋子总是穿到没鞋底遥父亲找来结实的旧鞋底剪下将
鞋底洞补上遥夏天穿塑料凉鞋袁鞋面上裂口子袁父亲晚上
回来了袁用一块颜色相同的旧塑料补上袁在油灯上双面
加热袁塑料融化袁眨眼间一复如初遥 凉鞋底坏了袁父亲找
来尺码相同的旧塑料鞋底袁 用同样的方法融接在一起袁
凉鞋的寿命可以增加两倍遥

父亲识字不多袁只是在扫盲班里毕业袁他希望我们
这一代成为有知识的人遥晚上他在煤油灯下看我们写大
仿字袁教我们打算盘遥后来袁我们兄妹三人没有辜负父母
的希望袁靠着学到的文化有了点出息袁总有邻里乡亲在
后面用手指着夸赞遥

一盏煤油灯袁记录着父母含辛茹苦尧勤俭持家的岁
月遥 父母去世后袁改革开放初期袁我们农村家庭有电灯袁
煤油灯也功成名就袁我把它珍藏起来遥 2016年袁我们搬
进高楼林立的社区时袁老物件都不要了袁唯独这盏煤油
灯没有扔遥 我为这盏灯做了一个精致的玻璃盒子袁放在
小书房的显眼处遥

如今我已步入老年袁把煤油灯拍进手机里袁把煤油
灯下发生的故事写成文章袁 发送到子孙们的微信上袁让
他们经常看看尧谈谈尧忆忆袁好明白在美好的新时代该怎
样工作尧怎样学习尧怎样奋进遥

相思煤油灯
江正

记忆碎片

公路上大型收割机又开始进进出出袁
我就知道小麦收割季节又开始了遥 过去袁每
当收割机声音响起来的时候袁 我的母亲就
会早早地把镰刀磨好袁并把麻篮尧拾花袋和
蛇皮口袋等找出来袁开启了她的拾麦之旅遥

记忆中袁在七十年代的麦收季节袁我放
学刚到家时袁母亲早早并简单地吃一点袁就
背着篮子到收割机收割的地里去捡拾麦穗
了遥 那时的大白米饭是人人向往的袁可是没
有一家舍得煮一顿吃袁 因为没有粮食的日
子想想都可怕遥 于是我们总是一有时间就
跟着母亲去田间拾麦穗袁 尽一切力量减轻
家中的负担遥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袁 我们家吃穿也
不愁袁 也没有人再稀罕田边地头漏割的小
麦袁 但母亲却依然如故地一到收麦时节就
跟着收割机下田遥 家中的粮食不是不够吃袁
地里被踩趴倒的麦穗和收割台上剪落下的
零星麦穗袁母亲全当宝贝拾回家遥 母亲说袁
她舍不得把粮食浪费了遥

一年又一年袁捡拾麦子的人越来越少袁
但一生清苦而又节俭的母亲总不会缺席袁
看到地里的麦穗就这么被遗弃袁 她就是舍
不得遥 夏收时节袁下午放学到家后袁如果看
不到母亲袁我们就会跑到田里去找她遥 往往
等小麦收割结束袁 母亲才会把精力放到那
堆成小山似的麦穗上遥 看到母亲在烈日下

拍打麦穗头袁汗滴从母亲脸庞滚落的镜头袁
我也从心底间理解了书本上所说的 野谁知
盘中餐袁粒粒皆辛苦冶的意味遥

麦穗经过母亲一轮又一轮的翻晒捶
打袁光亮的麦粒铺满了一地袁这时的母亲也
很兴奋袁只是心有不甘的她袁还用手仔细地
在麦草中搜寻袁把遗漏的麦穗归拢来袁经历
再一次的翻晒锤打袁 直到把麦穗抹得干干
净净为止遥 后来在饭桌上吃起母亲做的面
条来袁她便兴奋地告诉我们袁这可是她千磕
头袁万转腰袁一把一把从地上捡拾回来的啊浴

因为对粮食久远的记忆袁 我没有因为
上了年纪的母亲还去地里拾麦穗而感到丢
脸遥 因为我知道袁母亲已经把粮食的情感融
入到了血脉中袁 无论是过去贴补口粮的缺
口袁还是为了家禽的饲料袁对粮食浪费的不
舍袁也是她一生节俭和勤劳持家的写照遥

2009年那年袁 随着淮海农场小城镇建
设的兴起袁母亲跟随着弟弟住上了新买的楼
房袁那些曾经跟随了母亲一辈子的镰刀尧麻
篮等拾麦穗的物件也就遗弃在老屋里遥 近
年来袁 离开了故土的母亲听不见收割机的
声音袁所以再也没有下地去拾过麦穗了遥 只
是袁每当到了夏秋的收获时节袁母亲总会向
我们或是种地的邻居询问今年粮食的收成
丰歉情况曰每次吃饭涮碗的时候袁还是那样
地爱惜袁不能浪费一粒粮食遥

麦穗的记忆
陆军

岁月留痕

我出生在上世纪 60年代袁在那个物质匮
乏尧信息闭塞的岁月袁收音机总能捂热一段段
流年往事噎噎

我清楚地记得袁 那时我们家唯一的 野家
电冶袁就是一台老式收音机袁端端正正地放在
家里木质条台上遥别小瞧这台收音机袁它不仅
是家中经济实力的象征袁 而且还能够显示我
家的文化底蕴遥 尤其是盐城的燕舞牌收音机
那野一片歌来一片情冶广告词袁我已经背诵了
30多年了袁至今还刻在脑海里遥

当年袁每次和邻居小伙伴玩到正嗨时袁一
听到野嗒滴嗒袁嗒滴嗒袁嗒嘀嗒噎噎小朋友袁小
喇叭节目开始广播啦浴 冶 就立刻像回笼的鸟
儿袁静悄悄地坐在收音机旁袁有滋有味地聆听
孙敬修爷爷讲叶西游记曳遥每每听完袁还觉得不
过瘾袁便用野过家家冶的方式开始演绎古典文
学名著遥可是挑来选去袁任谁也不愿意扮猪八
戒遥一次让邻居何姐姐当白骨精袁她气得噘嘴
就走袁一个星期都不和我们玩遥

也是在小喇叭节目里袁 我第一次听到安
徒生的童话叶卖火柴的小女孩曳袁那凄凉悲惨
的故事袁更是渲染了冬季的寒冷遥望着屋檐下
一串串晶莹剔透的冰凌子袁童年的我袁内心被
一种酸楚与寒冷包裹袁竟啜泣了好一会袁弄得
何姐姐笑我像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遥

冬天袁邻居的奶奶和婶婶们袁经常聚在我
家的屋东墙头袁她们一边晒太阳忙着针线活袁
一边兴趣盎然地听收音机里播放刘兰芳老师
演播的评书叶岳飞传曳袁男人们则一边抽着香
烟袁一边认认真真地听着袁听到热血沸腾时袁
就激动地站起来袁声情并茂学几句袁走腔跑调
常惹得大伙笑得前俯后仰遥

父亲从田间劳作归来袁拧开收音机袁一段
淮剧叶秦香莲曳听完后袁马上又显得精神十足遥
我们苏北地区的这一剧种袁 就是从收音机的
播放中袁把乡情乡音的种子播进了我的心田遥
现在袁每每耳畔响起老淮剧袁就禁不住扯开嗓
子唱两句过过瘾遥

可现在袁 收音机在家电城以及超市已荡
然无存袁随之而来的是微信上可以看电视尧听
广播袁我们的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遥

时光飞逝袁青春渐行渐远袁可是每一次回
眸往昔袁收音机那些音律就在心间回旋激荡袁
让沧桑岁月多了几许朦胧诗意袁暖心怡情遥

想起儿时收音机
张建忠

儿童生日 我们这地方历来重
视子女出生遥 上世纪 80年代以后袁
独生子女较多袁 子女出生成为家庭
头等大事袁亲友均来祝贺遥孩子出生
一个月叫野满月冶曰出生一百天叫野百
露冶袁主家都设酒答谢亲友遥 周岁生
日又叫野头生日冶袁亲友都会送礼庆
贺袁主家设家宴款待曰10岁生日袁外
婆家会举行隆重仪式袁向孩子祝贺遥

成人礼 如今袁 成人礼越来越
被重视袁青年人 20岁生日袁父母会
为其举办生日宴袁视为成人礼遥而社
会也十分重视成人礼仪袁年满 18周
岁时袁学校会举行集体成人礼仪式袁
家庭也会设宴庆贺袁 通常父母长辈
讲些激励学习上进的祝语袁 孩子自
己则表示努力向上的决心遥

成人生日 成人生日一般逢十
都举行隆重的纪念庆祝活动袁而且袁
由谁举办也有讲究遥 三十岁生日一
般由岳父母操持袁叫野拔穷根冶遥青年

男女结婚后的第一个生日袁 岳父母
会带着厚重礼品到女婿家做生日遥
女婿则以长寿面和果品尧 糕饼等回
敬岳父母遥 女儿出嫁后在婆家第一
次过生日袁娘家会带上面尧馒头尧糕尧
粽尧鱼尧肉等贺礼到姑娘家袁谓之野交
生日冶遥 重大庆寿活动一般在 50岁
以上才举办遥 60 岁之前叫 野过生
日冶尧野做生日冶袁60 岁以后则称为
野做寿冶遥老年人的生日又常有野做九
不做十冶之说袁也就是逢九做寿遥 寿
辰的前天晚上亲友的寿礼都先行送
到袁晚上设宴款待宾客袁叫野暖寿冶遥
寿辰正日袁宾客云集袁向寿星道贺袁
晚辈还向寿星磕野寿头冶遥 寿宴席终
辞宴时袁主人家则将祝寿的寿桃尧寿
面等回赠宾客遥 80岁以上老人生日
后袁常会加赠精致饭碗袁称之为野寿
碗冶袁百岁尤甚遥

生日习俗多
冯小雨

乡愁悠悠

风俗拾萃

家乡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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