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服役时的连队是原一师二团三连。这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
的红军连队，主要骨干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红三连是全军最老
的连队之一，可以说解放军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她都经历过。

退伍后，我时常梦里回红三连。最近如愿以偿，我们退伍老兵
应邀回原部队进行参观。哦，我们的红三连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
化———

我到三连的那天，指导员赵志军正要去开会，他递过来一本连
队花名册，让我先翻翻。我发现，兵员的数量压缩近十分之一，素质
却有了很大的提升；过去初中生就是连队的稀缺资源，而今高中生
成了连队的“主力军”，占到 53%，还有不少是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
学历最高的当数副指导员赵志升，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生，前两天刚
提拔到三营八连当了连长。

听前辈们介绍，红三连刚组建的时候，战士们几乎大字不识一
个，他们边打仗边学识字，凭着这种刻苦自学的精神，他们甩掉“文
盲”的帽子，有的甚至还成了军事学院高材生。
“毛主席讲，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

不能战胜敌人的。要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更要靠平时
抓紧学习和研究。”赵志军感慨万分。

红三连所在团老首长左智民告诉我，部队第一次住上营房是
在完成解放大西北和青海剿匪任务后。红三连刚到青海省化隆县
时，有的排住在破庙里，有的班住在老乡家，直到 1952年才住进了
在军阀马步芳部队营房基础上修建起来的宿舍，团里还建起澡堂。

1978年春天我当兵时，红三连已随团移防到杭州西郊。营房是
50年代苏式的红砖黑瓦带走廊的平房，生活条件也基本具备。只是
洗漱池建在外面，碰到下雨天就不怎么方便，还经常停水。我们一
个排挤在一间房里，冬天还好说，夏天就不太好过：房间犹如蒸笼，
吱吱作响的老式吊扇将 20多个小伙子的汗臭味搅来搅去……
“我们现在住的是楼房，比广告上的‘排屋’还要漂亮。”红三连

文书、一级士官何炎领着我参观：一楼是会议室、接待室和淋浴室，
二、三、四楼是荣誉室和官兵宿舍，五楼是电化教室和网络教室，每
层都有卫生间、洗漱池，最上面还有晒衣房……真是今非昔比。

“我们部队是由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发展起来的红色武
装，我们连队是由红军骨干组建而成的，大刀、长矛、土铳就是战胜
敌人的最好武器……”在红三连荣誉室里，一班列兵王杰祥讲解起
来滔滔不绝。

这一切再熟悉不过了：我入伍后，三八大盖早已交地方民兵使
用，我们用的半自动步枪有三四公斤重，上面有一把能折叠的刺
刀；后来，有了自动步枪，有了 40火箭筒，有了微型冲锋枪，有了 60
炮，有了单兵火箭，但步兵行动还是靠双腿，当时团里运输主要靠
骡马。

骡马化、摩托化之后是机械化，步兵老大哥从此告别靠两条腿
走路的历史，插上钢铁翅膀，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变化。1996年，红
三连所在部队奉命赴闽参加“联合 965”三军作战演习，全连数辆东
风牌卡车，以每小时几十公里的速度沿国道推进，提前数小时进入
指定区域。连队配备装甲输送车后，行军速度一日千里……

回访红三连，让我重温连队生活，了解了连队的成长足迹。当
战友们把军人最高的礼节送给我时，我这个脱下军装的红三连老
兵，也高高地抬起右臂，向着军营、向着战友敬礼。

我是红三连的兵
许佳文 周德庆

徐东香与我高中同窗，颇有才气。但毕
业回乡后，因家庭变故、世事悲凉、境遇困
顿，无缘亦无意操文吟诗。晚年境遇改善，生
活舒心，有感而发，自然有诗作从心头流出，
一舒胸臆。于是在他古稀之年，我们欣喜地
看到了他的诗集《乡土情深》。

东香一直“躬耕陇亩”，是我班中少数几
位务农的同学之一，而且屡遭挫折。父亲文
革中受冲击不幸逝世致家道中落，他曾求助
担任要职的至亲受到“劳动最光荣”的鼓励，
他曾做过民办教师只是临时代课半途而废，
他曾做过村干部但很快被精简落马，他曾参
与担保公司经营但遭遇倒闭风波。如此背
时，一言难尽。

唐代王勃在《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
序》中感叹："嗟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
唐易老，李广难封。”冯唐是西汉人，有才能
却一直不受重用。及至汉武帝当政时选求贤
良，有人举荐冯唐，可是他已九十多岁，不宜
再做官了。李广是汉武帝时的名将，多年抗
击匈奴，军功很大，但因这样那样的因素干
扰，多次功败垂成，终身没有封侯。东香的命
运亦如此，令人愤愤不平。我曾以他为原型
写了一篇题为《良材》的散文。同是一棵大树上的材料，有的做了梁
柱，有的做了橱柜，有的做了桌椅，有的做了床铺，堂皇入室。也有
的做了恭凳，有的做了便盆，有的做了粪桶，默默入厕。也许是因材
施用，但也有因特殊原因而屈就的良材。而东香就是屈就的良材。

我们高兴地看到，面对挫折和不公，东香挺过来了，并享受到
晚年生活的舒适、甜蜜、满足。社会的公平永远是相对的，不是绝对
的。关键在于个人从何角度看待，又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态。著名作
家杨绛在百岁感言中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
从容”。从东香的诗集中，我们看不到悲凉伤感，看不到疾世愤俗，
看不到灰心丧气。字里行间，透出的是静看江湖风雨、笑对人生起
伏的恬淡，透出的是热爱祖国家乡、感恩党和领袖的家国情怀，透
出的是怀念、珍惜亲情、同学情、邻里情的赤诚之心，透出的是对社
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决策的真心拥戴，透出的是对传统道德规范
和健康人生的肯定和颂扬。也许你读了他的诗有平淡无味之感，这
正是他老实质朴、真诚无诈、与世无争的性格使然。返璞归真，正是
浮躁社会中最可宝贵的东西。现在，很多人饮食讲究清淡，衣着讲
究简朴，倡导回归自然。东香的诗的特点就是清淡、简朴，明白如
话，一看就懂，但需要慢慢咀嚼，方可回味，尝出特别的滋味。

人老了，时间多了，时间也少了，有些闲情逸致充实生活，是件
很好的快乐的事。我支持东香坚持写下去，越写就越有兴趣，越写
就越有提高。文末赠诗一首，以为祝贺;

淡看人生风雨路，闲来兴至慢唱吟。
逢春老树花似锦，夕照晚霞满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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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赏荷
夕照荷花正解囊，
一塘红白竞芬芳。
清风吹来美人舞，
香气招得彩蝶忙。
云拥斜阳光万道，
花送轻舟浪两行。
借问何地消暑去，
尽在唐诗宋词藏。

（二）暮春
谁说四月芳菲尽，
满目槐花醉暮春。
且游湿地开视界，
更徜麦海洗心神。
老树有意风声劲，
绿水无边景色新。
耳边竹笛欢喜甚，
余音袅袅伴行云。

（三）落花吟
密密匝匝立树丫，
潇潇洒洒落地下。
风风雨雨无人扫，
红红白白有身价。
痴痴呆呆和泥土，
老老实实融庄稼。
相信来年春风里，
又见枝头满天霞。

新作三首
张锋

日如穿梭似水流，
历尽沧桑鬓霜稠。
退休老人心难老，
耄耋已过心不休。
时代好来心无愁，
发挥余热把春留。
怡神细品诗书画，
兴高挥笔文中游。

退休志不休
江正

海河高铁畅心房，
伍份机场响八方。
黄海唱歌通四海，
射阳待客热心肠。
菊乡扑鼻馨香嗅，
洋马妍花友爱芳。
同学同跑家里路，
余年余有步铿锵。

结伴畅游故乡
居文俊

一蓑烟雨飘红船，
一盏明灯映南湖。
一条巨龙出水来，
一轮红日驱迷雾。
啊，东方的红船，
出发在南湖。
苦难的中国，
有了主心骨。
啊，东方的红船，
踏上赶考路。
开天辟地新世界，
登高看日出。

一泓清波托红船，
一颗初心耀南湖。
一座丰碑立天地，
一个梦想绘蓝图。
啊东方的红船，
擘画在南湖。
美丽的中国，
有了擎天柱。
啊东方的红船，
阔步复兴路。
扬帆起航新时代，
筑梦写巨著。

东方的红船
顾向明

天安城楼宣言告，万里神州驱三山。
五星红旗迎风展，中华儿女换新天。
君不见———
百万雄师援半岛，视死如归美帝惧。
天雷菇云惊天地，东风借力震寰宇。
歼鹰破空影无痕，航母激浪山河固。
君不见———
茫茫雪原千里路，巍巍天山变通途。
万里江龙大坝驯，叠嶂高峡出平湖。
飞虹一线横江海，铁臂通衢港澳珠。
君不见———
改革开放四十载，九州一片换新颜。
神舟问天游碧霄，嫦娥探月搭鹊桥。
丰功伟业七十载，一带一路谱新篇。

祖国颂
姜绍进

浩浩荡荡绕过 88道湾的射阳河入海口南
侧，有一片广袤的滩地，春夏郁郁葱葱，秋冬火
火红红，这片美丽的滩地，就是名闻遐迩的下
老湖。

春葱茏秋火红，下老湖的滩地上长着的是
什么？长的只是一些不入眼的盐蒿。这一块呈
长方形的盐蒿滩有数千亩。春天来了，滩里冒
出嫩芽，一株一株地均匀地点缀在那一眼望不
到边的滩涂上，就似铺开的一张巨大的嫩绿色
的毯子。秋天到了，原本嫩绿的盐蒿颜色不断
变深，随着秋冬一步一步踏进滩涂，绿色盐蒿
的颜色愈发变得深沉厚重。随着第一场大北风
的到来，这深沉厚重上竟笼罩着一层红色，虽
不那么鲜艳却足以让你怦然心动。紧跟着的每
一场冷冽的大北风，都会使这一大片初红的盐
蒿滩变得赭红赭红，直至三四九那冷似刀霜雪
剑的大北风终于彻底改变这片盐蒿地的颜色，
似一大片火焰燃烧着的盐蒿滩红得就像初升
的朝阳染红的万顷波涛。

盐蒿，菊科，草本植物。大凡土壤贫瘠、盐

分充足的土地，恰是这盐蒿繁育、生长、成熟的
黄金地段。请不要抱怨土地的贫瘠，更不要嫉
妒盐蒿那顽强的生命力，要知道，老湖村的老
少爷们之所以为这片广袤的盐蒿地而骄傲，正
是这盐蒿。古往今来，不知救活多少贫穷困苦
的老百姓。远的不说，就说我们曾经历的“三年
自然灾害”，要不是这些盐蒿，苏北沿海一带，
不知要平添多少枯骨饿殍？近至射阳、滨海、大
丰，远至盐城、建湖、阜宁，只要天气允许，哪一
天不见成千上万的饥民，挎着篮子，背着袋子，
艰难地跋涉至下老湖一带的盐蒿滩，抹点盐蒿
回去度饥荒？

盐蒿菜的吃法大体有两种：一种吃法较简

单，就是把抹来的盐蒿菜放到锅里淖一下，晒
成干子，放点盐或酱油，就可当菜吃。或者把淖
过的盐蒿菜混和米粉、麦粉或玉米粉，搅成浆
糊状，不仅充溢着一股清香的气味，还能填饱
肚子。

如今下老湖的盐蒿滩，只存在于中老年人
的记忆里。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春夏的绿，秋冬
的红正被一洼洼的鱼塘、虾池所取代，剩下的
只有滩与涂交界处的没有开发价值的一条“盐
蒿线”。透过这条“盐蒿线”，人们还能大致地领
略到这片无边无际的盐蒿滩那曾经的辉煌。
“作孽啊，这好端端的一大片盐蒿滩就这么给
糟蹋了，也不怕报应。”每天，都有那么一群曾

经接受过盐蒿给予他们营养、快活、甘饴甚至
生命的老年人望着同样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鱼
塘虾池在本能地发着他们的牢骚。

牢骚照发，蒿滩照挖。眼下的一些年轻人
常常对世事的生存与发展缺乏深层次的理解，
他们不清楚那青青绿绿赭赭红红的盐蒿滩曾
经的美丽，曾经的辉煌，曾经的功劳，他们也不
懂那些老年人发牢骚事关着生态平衡的深意。
在他们的眼里，盐蒿算不得好的食品，盐蒿滩
算不得好的风景，只有那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
钞票才能换回最好的食品，才是他们眼中最美
的风景。这也难怪，因为年轻人的年轻，他们对
生态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的
理解未必胜于那些曾体验过绿水青山带给人
们惬意的中老年人一筹；因为年轻人的年轻，
他们对于世上万物“存在便是合理的”的哲学
定义的理解也仅仅是浮在表面上。

回来吧，曾经的下老湖，下老湖那曾经美
丽的盐蒿滩。

火红的老湖盐蒿滩
李志勇

麦收时节，农村一派繁忙。在去乡下亲戚家的路上，两边
农户，不是在家前割着蚕豆，就是在屋后捆着麦把，老远也看
到亲戚在场上打麦子，随着高高举起的连枷落下，又听到久违
的清脆、悦耳的“啪啪“连枷声。
连枷是农村家庭常用的一种古老农具。它由一根 2米多

长的木柄和一组 6根平排的木条组合而成。木条采用抗压力
较强的桑树木，平铺成一个长约 80公分、宽约 20公分左右的
长方形平面，木条之间再用牛皮筋从头到尾编织缠绕，使其牢
牢地固定在一起，这就是“枷”。木柄一头粗一头细，在粗的一
头顶部掏一个圆洞，用耐磨的木头或铁棒，制作一个轴，将
“枷”用牛皮筋固定在轴上，再将轴套入木柄的圆洞里，“枷”在
轴上可以 360度翻转。
操作连枷，俗称“打连枷”。打连枷时，双手一前一后握住

木柄，上下挥动，让“枷”反时针翻转拍打地上的谷物，边打边
进，或边打边退，不留死角，确保均匀。一遍打完后 ，再把谷
物秸杆翻个身，让太阳曝晒一会再打，直到谷物从秸杆上全部
脱落下来。打谷物时，要在场上铺上塑料薄膜或芦柴席子，以
防打下的谷粒陷入泥土里。

现在，虽然农村都实现机械作业，大田里收粮食时，收割
机连收带脱一次到位，但每家每户，沟边塘口等零星地上收获
的麦子、黄豆、菜籽等，还得靠连枷，将谷粒打落下来。
打连枷，一般都在午饭后，那时太阳最毒，火辣辣的太阳，

烤得大地发烫，蚕豆、菜籽壳被晒得“噼啪”响。此时，用连枷一
拍，豆粒、菜籽粒都会齐刷刷地跳出来。那时刻，也正是午睡的
时间，好在家家户户大人都在忙打连枷，苦的是小孩。起先，我
自己在左邻右舍连续不断的“啪啪”连枷声中，辗转难眠。后
来，慢慢找感觉，觉得这接二连三的“啪啪”连枷声，就像过年

燃放的欢快的炮声；一起一落的连枷声，配合得默契、和谐、有
节奏，打连枷的人是在跳舞，“啪啪”的连枷声是伴奏的打击
乐；“哗哗”的秸秆翻动声，是观众兴奋的掌声。想着想着就酣
然入睡。有时，竟睡过头，被大人叫醒，一溜烟爬起来，背起书
包就往学校跑。
打连枷，也是个技术活，不是人人都打得了、打得好的。打

连枷时要用活劲，这样不但省力，而且“枷”拍下去有力。用死
劲，不但累人，而且胳膊震得酸痛，手心容易起血泡，搞不好还
伤着人。读高中时，我见母亲在用连枷打黄豆,那“枷”翻上去
如猴子腾空,落下来似燕子飞降,飞溅起来的豆粒,如蹦蹦床
上玩皮的孩子,母亲那轻松自如的神态,看得我手心痒痒的,
跃跃欲试。
“妈，您歇会儿，让我来打。”“你不会，别伤着。”“没

事！”我接过连枷，学着母亲的样子，弓着步，一手前一手后握
着连枷柄，当我举起连枷时，突然感觉连枷死沉死沉，还没等
“枷”翻转过来，就用力拍向地面，连枷柄敲打在我膀弯麻筋
上，一阵钻心的酸疼。我扔掉连枷，捂着膀子蹲在地上。母亲见
状，慌忙从屋内跑出来，看到我红肿的胳膊，一边责怪我不小
心，一边拿来麻油给我擦了擦。
在亲戚家吃完午饭，我又来了雅兴，拿起场上的连枷打起

来。可是，手中的连枷，还是那么不听使唤，举起来的“枷”，就
是翻不过去，惹得亲戚们直发笑。
“看我的！”只见亲戚走过来，接过我手中的连枷，轻而易

举地打起来，随着“啪啪”响，豆粒破壳而出。
我们回程了，身后又传来“啪啪”的连枷声，声音还是那么

清脆、悦耳……

又听“啪啪”连枷声
高亚

“阿公阿婆，割麦插禾。”又到割麦子的繁忙季节。
放眼望，金色麦浪，一望无垠，隆隆的收割机械穿梭其

间，宛如滔天黄浪中的行舟。
田间地头，男女老幼，有手拿纸扇驱热的，有打着花伞遮

阳的……他们休闲一隅，坐等割好的麦子回家。
农业机械化释放着现代农业的强大魅力，而世代沿袭的

传统割麦子的辛劳的记忆总让人挥之不去。
印象中，一年四季农村的“三夏”大忙农活最多。该收获

的要及时收获，该种植、该管理的各项措施都要及时跟上，否
则就会耽误农时。

这个季节里，农民的劳动时间最长、强度最大。在过去的
那个年代，农业结构单一，夏熟农作物以大、小麦为主。那时

除了水牛、风车等所谓的“机械化”工具外，农业生产从播种
到收获等农活都靠人力完成，人们常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
吃。

在这个大忙季节，最繁忙的是从“小满”到“芒种”的半个
多月收割麦子，这是农民付出最辛苦的季节。那时麦子都是
用镰刀一把一把地收割起来。由于天气闷热，劳动强度大，许
多汗流浃背的农民不得不穿着背心，带着“护袖”割麦。也有
些“懒讲究”的男人干脆光着膀子割麦子，每割一把麦子，针
状带着锯齿的麦芒，将膀子捋出一道道细细的血痕，又痒又
痛，好不难受。人们的手指虽然布满老茧，但长时间握着镰
刀，手指和掌心还是常常磨出一个个血泡。

为了抢时间，人们凌晨三、四点就得上工，前一天的浑身
疼痛还没消除，新一天的劳累又接踵而来，天不亮就和着露
水上工，中午又被如火的骄阳烤得连气都喘不过来。那时农
村流传着“男人怕割麦子，女人怕坐月子”的顺口溜，可想而
知割麦子是何等艰苦！

那年我成家后分得几亩承包地，每年收割麦子就成了大
“心事”，请人收割舍不得花钱，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干。割麦
时，尽管将膀子护得严严实实，手背和膀子还是免不了被锋
利的麦芒捋破，着实疼了好几天。好在不久我们全家“脱产”，
告别了艰辛的农耕生活。

看到高潮叠起的夏收场景，我突然想起李绅的诗句：“春
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首诗述
说旧时代劳动人民的艰辛，揭露当时社会的不平和黑暗。当
然，我们的经历不是那种水深火热的年代，更没有“犹饿死”
的惨烈，但艰辛的磨练却让人终身难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和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民天堂般的“好日子”已变
成现实“模样”。

割 麦
董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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