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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年

辉煌厚重的八月袁迎风飘扬的八一军旗映红
了无垠的大地和天空袁耀眼夺目的橄榄绿用青春
饱满的激情染绿了祖国的山川河流遥震彻天宇的
嘹亮军歌豪迈着不可战胜的力量袁撼天震地的正
步踢出无可阻挡的勇敢和坚强遥

热情满溢的八月袁金黄灿烂的向日葵点亮了
城市的园林和乡村的田野袁无论是站成一排还是
浩荡如林袁不管是风狂雨骤还是晴空朗日袁永远
向着太阳的方向执着挺立袁 光明磊落的纯净情
怀袁从来不会向阴云密布的天空屈服遥

八月是绿色的袁你看那满眼的松柏袁绿得深
沉袁绿得坚毅袁绿得如同墨染的庄重里遥 由此袁我
看见寒冷的雪山和布满沼泽的草地袁我看见熊熊
烈火里视死如归的邱少云袁我看见舍身为国高举
炸药包的董存瑞袁我看见用青春的血肉之躯勇堵
枪眼的黄继光袁 我看见满腹草根和棉絮的杨靖
宇袁我看见誓死不屈笑对酷刑的赵一曼噎噎我看
见狼牙山五壮士纵身一跃的壮烈袁我看见八女投
江的英勇顽强袁我看见野文武兼备袁智勇双全袁上
马可杀敌袁下马笔如椽冶的彭雪枫在重重战火硝
烟中奋勇杀敌噎噎八月的阵风里袁 松涛如雷袁我
听见野砍头不要紧袁只要主义真袁杀了夏明翰袁还
有后来人冶的威武不屈袁我听见野恨不抗日死袁留

作今日羞遥 国破尚如此袁我何惜此头冶的悲愤呐
喊袁我听见野丹心已共河山碎袁大义长争日月光遥
不作寻常床箦死袁英雄含笑上刑场冶的无所畏惧
噎噎

八月是红色的袁你看那镰刀锤头铸成的永远
的党旗袁你看那英雄血染的八一军旗袁你看那高
高飘扬在天安门前的五星红旗遥在这红遍祖国山
河的庄严里袁我看见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指挥
若定袁 我看见周总理面对敌人时的沉着机智袁我
看见无数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将士浴血奋战前赴
后继的身影袁我看见硝烟炮火里被无数烈士鲜血
染红的土地噎噎

浓墨重彩的八月啊袁我不知道用怎样的笔触
才能真正诠释你的神圣尧伟大和壮丽遥 在这八月
激情澎湃的风里袁 仰望着高高飘扬的鲜红旗帜袁
我不知道用怎样的文字才能表达对你的真诚和
热爱了遥 也只能在这激情燃烧的日子里袁用一颗
火热的心诵读伟大领袖毛泽东的 叶重上井冈山曳
来献给你袁献给八月的辉煌和美丽遥

野久有凌云志袁重上井冈山袁千里来寻故地袁
旧貌变新颜遥到处莺歌燕舞袁更有潺潺流水袁高路
入云端噎噎冶

激情燃烧的八月
崔向珍

秋风微微一吹袁秋雨轻轻一飘袁美丽的秋天就来到了
我们的农场遥 一望无际的天空瓦蓝瓦蓝的袁蓝得就像大海
一样袁清澈明亮遥 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袁白得跟白雪一样袁
白絮飘飘袁有时像白帆点点袁乘风破浪曰有时像海鸥盘旋袁
展翅飞翔曰有时又像太阳公公撒下的渔网袁一片片袁一张
张袁风满帆来鱼满舱遥

农场一望无垠的田野早已是一片金黄遥 成熟了的稻
子袁涌起无穷波浪袁一派丰收景象遥欢乐的收割机像一艘艘
远航的渔轮袁扬帆起航袁逐浪撒网袁在金色的浪花中乘风破
浪遥 运粮车在农场的各个田间尧场头尧库房来回奔忙袁把一
车车闪光的金粒袁送进温暖的烘干机房遥 农场的大型仓储
库袁星罗棋布袁不分白天黑夜袁把秋天的厚礼袁烘干进仓贮
藏遥拖拉机像卫兵一样跟在收割机的后面袁卷起一铧铧尧一
轮轮黑色的巨浪袁散发出泥土的芬芳遥 播种机像神奇的魔
罐那样袁吐出一粒粒尧一行行神奇的种子袁为的是来年的希
望更加金碧辉煌遥 黑色的土地上袁白鹭在跳舞袁白鸥在歌
唱袁更像是在庆祝这丰收的景象遥

田边的林子里袁树叶也变了样袁有红有绿又有黄遥在秋
风诗情画意的吹拂下袁犹如是翩翩起舞的花蝴蝶袁一片一
片的从树上纷纷降落袁依偎在地面上袁好像是给树根妈妈
准备过冬的棉被和衣裳遥 过了一段时光袁叶子全部变成黑
色的营养袁为来年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贮存能量遥

路边的电线杆上袁聚积着一排排尧一溜溜燕子袁整齐地
站在电线上袁远远望去袁燕子就像一串串黑色的珍珠项链袁
镶嵌在农场母亲的脖子上遥 嘴里叽叽喳喳地叫着袁好像在
赞美着淮海美丽的秋天和富饶的故乡浴

啊浴 农场的秋天袁金色的秋天袁丰收的秋天遥 她既收获
着满满的希望袁又播撒着浓浓的期望袁更孕育着对美好生
活的渴望遥

农场的秋天
陶志俊

风光四季

儿时的夏夜袁风软花香袁虫鸣唧唧袁低语清唱袁远处传
来隐隐的犬吠遥 夜空静谧深邃袁湛蓝清亮袁空气中有着甜
甜的草香袁温润袁滑湿袁有着厚重的黏腻遥 几乎每一个夜
晚袁我都会和外祖母一起在花架下乘凉遥外祖母穿一件月
白色的大襟衣衫袁 左手持一杆长长的烟袋袁 右手轻摇蒲
扇袁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袁没有固定的节奏和韵律袁什么
时候想到了袁就摇几下遥

我不知道那样漫长的夏夜袁外祖母在想什么袁她总是
很长时间里保持一个不变的姿势遥 外祖母年轻的时候一
定是个美人袁有着漂亮的美人髻袁高鼻梁袁大眼睛袁说话温
软袁做事爽利袁美中不足的就是身体一直不大好袁病病歪
歪的样子遥

我顾不上外祖母在想些什么袁夏夜乘凉时袁总会有很
多事情要做袁忙得脚打后脑勺遥 我会仰起头袁细数天上的
星星袁想牛郎织女那个美丽不老的传说袁我会捉一些萤火
虫袁放进先前准备好的纱袋里袁夜晚不点灯的时候袁把纱
袋放进蚊帐里袁会有一球荧光闪烁遥 我会在暗影里袁使劲
嗅着蔷薇的香和青草的甜袁 会和身边的小猫小狗很热闹
地玩上一会儿遥

消夏是夏天里最愉快的一件事情袁 躺在花架下的椅
子上或凉席上袁听外祖母讲古说今袁讲她爷爷奶奶遗留下
来的故事遥讲她爷爷的爷爷尧奶奶的奶奶口口相传的老掉
牙的故事援比如牛郎与织女的故事袁比如孟姜女的故事袁
等等遥 有些故事外祖母讲了很多次袁但却总是乐此不疲遥
有些故事我听过很多次袁但却每次都听得兴致盎然遥

多数时候袁外祖母的故事还没有讲完袁我就在不知不
觉中睡着了遥每个人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袁每个人都有
一段想回又回不去的岁月袁那是精神上尧心灵上最后的依
托遥

花架下的夏夜
江 正

往事如烟

我父亲原是供销社的老会计袁上世纪七十年代袁算盘
是唯一的计算工具遥我曾经无数次看过父亲打算盘袁他右
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支笔袁但丝毫不影响计算速度袁噼
里啪啦袁三个手指上下翻飞袁左手在纸上比画着袁生怕串
行袁 算出来的结果用笔先记在纸上袁 然后再反向验算一
遍袁如果无误袁算盘呈零状态遥 父亲打算盘的声音是我童
年的组成部分袁承载着儿时的无忧无虑遥

忆想当年袁这算盘到我手里袁被赋予了另一种使命袁
放学后袁我把算盘柱子朝下放在地上袁框梁上拴上一根绳
子袁框架上放上书包和其他玩具袁像一辆木马车袁拉着它
满地跑遥 父亲看见后袁我便会招来一顿骂院野小小年纪袁不
学好袁算盘那能当车玩钥 冶

参加教育工作后袁我用算盘教学野三遍小九九冶野九
遍小九九冶等珠算时袁才领悟到算盘的作用袁并拜父亲为
师袁虚心讨教算盘的奥秘遥

现如今袁当年的算盘已被电脑取代袁互联网改变着世
界遥家中那把木算盘袁将作为稀罕物件袁永远保存着袁让它
成为历史的见证遥

家里有把木算盘
陈德忠

记忆碎片

流萤用冰蓝之光穿透浓墨黑夜袁我的心里袁总是
漾满柔软与温情遥 萤火虫娴静尧纾缓袁古典而温馨袁夏
夜多了一份幽渺的情韵遥

孩提时袁一俟天黑袁母亲就点上那盏煤油灯袁捻子
扭得小小的袁光线昏黄黯淡遥 月光流淌袁星空迷离袁有
一种邈远又幽深的空阔遥 篱笆小院是一只敞口器皿袁
盛满纯净的月光遥 我们躺在竹席上纳凉袁哼着古老的
童谣遥 院里的苦楝树如一幅清简的素描遥 栀子花沐着
月光袁恣意安然袁倚风自笑遥 蛙声清透磊落袁我们在月
光下款款入睡袁梦境香甜遥

祖父坐在桑木凳上袁额头蓄满月光遥野咝啦尧咝啦冶
地抽着烟锅袁抽出一番惬意袁一腔豪情遥他双手腾挪着
编竹箩袁斜睨着翻飞的流萤袁讲车胤囊萤映雪的故事遥
我们支耳聆听袁目光游移在湛蓝的夜空和葳蕤的枝叶
间遥夏夜小院里的那份亲切和温馨袁笛声一样悠远遥祖
父就是一棵苍老古拙的苦楝树袁浑身长满善良和悲悯
的叶片遥

夏夜寂寞而漫长袁我们喜欢奔走于墙角尧菜畦尧草
丛袁捕捉几只流萤袁然后装进一只瓶子里遥 睡觉时袁挂
在帐子上袁再现野昼长吟罢蝉鸣树袁夜深烬落萤入帏冶
的美妙意境遥

月儿如盘如碾如磙袁莹莹汪汪袁要滴下玉液来遥河
边芦苇丛中成群的流萤袁忽明忽暗袁是圣诞树上装饰
的彩灯袁是银河里晶亮的星星遥有时霍然飞动袁像刮起
一阵小小的旋风袁旋转一圈袁又飞回原地遥常见河两边
菖蒲丛中的流萤聚集在一起袁再现野火树银花不夜天冶
的璀璨和壮观遥

流萤在夜空中飞翔袁提着吉祥的灯笼袁寻寻觅觅遥
那美妙的形象和光影把深邃的夜色点缀得瑰丽而神
奇袁给诗性夏夜带来火热的生命激情和动感遥 这时会
有芸娘一般的女子袁在葡萄架下吴侬软语袁轻罗小扇
扑流萤袁有淡淡的惆怅和寂寞遥 想起董小宛袁腌野菜袁
调羹汤袁熬董糖袁风情摇曳袁烟火生活中平添诗情和逸
趣遥 庸常日子纯净如一抹清远的月色遥

残月挂青桐袁我总是倚着一棵刺槐树袁凝望流萤
划过寂寥的天空袁幽幽碧光袁给人以灵感和遐思遥流萤
发出冰蓝之光袁抚慰一颗颗悲悯的心袁成为生命中一
缕最纯净尧浪漫的清芬遥

流萤翩跹袁是一幅色调明快的风情画袁是一首酣
畅淋漓的抒情诗遥 青露盈耳袁清风入袖袁清欢萦怀袁我
如入古画袁自在妖娆袁清雅又古典遥 这样的夏夜袁我们
很容易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遥

流萤伴夜长
宫凤华

乡愁悠悠

过去,在我们这里袁民间砌房的关目很多袁木匠的顺
口溜说得很精彩遥

新房落成要说顺口溜遥
浇梁遥浇梁,是在五张红纸上分别写上福尧禄尧寿尧喜尧

财五个大字遥 木匠在贴这五个大字时袁边贴边喊好要要要
福字写得乌溜溜，出在苏杭共二州。
福字本是状元写,先写神字来保佑。
写成一横再写口，先砌华堂再砌楼。
田字写得四角方，主家买田成了方。
我把福字贴起来，恭禧主家子孙发大财。
这时袁主家递来一壶酒,让木匠浇梁袁木匠一边浇梁袁

一边说院
一把银壶接手上，我替主家来浇梁。
先浇前沿紫金柱，万两黄金砌玉亭。
后浇中间紫金梁，恭喜主家建华堂。
一杯酒敬天，二杯酒敬地，
三杯酒敬姜太公，四杯酒浇事事如意，
五杯酒浇五子登科，六杯酒浇福禄双全，
七杯酒浇七巧玲珑，八杯酒浇八仙过海，
九杯酒浇九支梅花，十杯酒浇十分财气。
木匠说完顺口溜袁把酒全部浇在梁上袁主人把早就

备下的红纸封儿交给木匠遥
抛梁遥 众人一起将梁吊上去袁这时木匠用红绿绸扎

成绸花(即彩球)系于大梁正中遥民间叫野抛梁冶遥木匠说着
顺口溜:

一匹绫罗一片绸，苏杭二州带回头，
带得绫罗扎彩球，好似狮子滚绣球。
滚到前沿生贵子，滚到后厅出诸侯。
一段顺口溜说完袁众人齐喊:野好浴 冶
送梁遥 亲朋好友祝贺上梁送来的被面子, 名曰 野送

梁冶,也叫野贺梁冶遥 木匠边挂绸面边说顺口溜院
红绿布儿是绫绸，亲友贺礼挂两头。
一边织的龙戏水，一边织的凤点头。
花红贺礼鞭炮鸣，砌了平房再砌楼!
接宝遥木匠把绸布全部挂完袁开始接宝遥木匠高居梁

上袁用线放下用红纸包的四枚铜钱袁主家夫妻俩跪在地
上接遥 木匠边放线边说顺口溜:

老板接宝把头抬，你把衣兜兜起来。
金宝去了银宝来，你把回宝带上来。
野回宝冶即红纸包的封子遥

木匠砌房顺口溜
冯小雨

风俗拾萃

革命烈士倪甲侯袁原名倪崇殿袁1917年出生于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袁原籍新坍镇横港口遥

1941年秋天袁黄沙区成立了共产党组织袁领导人
民抗日袁斗土豪尧减税租减息袁发展生产袁倪甲侯积极
响应并参加活动遥 1942年 5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
产党遥当时他所在地方属沦陷区袁跨两个半乡渊即洼滩
乡尧新沃乡和南黄乡的一部分冤袁因地处盐东县的西北
角袁所以叫西北支部遥

1943年的 5月份袁在开辟宏才乡工作时袁敌伪军
打算收缴群众手中的自卫枪袁倪甲侯闻讯后抢在敌人
前面袁把自己手中的一支步枪带出来袁和敌人展开了
针锋相对的斗争遥 西北大队壮大了袁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由原来的 40多人发展到 700多人遥 9月份袁西北大

队改为区队袁 倪甲侯因伤留在本乡坚持边区武装斗
争遥在同年 10月的一次大参军中袁倪甲侯带头报名参
加主力部队袁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袁宏才尧洼滩尧南黄
三个乡就有 70多名青年报名袁 同倪甲侯一起参加了
县大队遥 县委为了表彰甲侯同志模范行为袁将这支新
兵扩编为一个连袁命名为甲侯连袁并任命倪甲侯同志
为连长遥

1944年春袁倪甲侯患副伤寒离开部队治病袁病愈
后袁县委决定倪甲侯同志到本乡任民兵连长遥

1945年 1月 4日袁由于叛徒倪信坤的出卖袁倪甲
侯尧王荣等人被俘遥经过地下党和群众的多方努力袁周
联尧王荣尧王汝余尧高恩波等人先后被营救出来袁而倪
甲侯同志虽经多方营救无效袁还被关在狼窝里遥 同年
农历 11月 18日袁时年 27岁的倪甲侯从容就义遥

倪甲侯遇难后袁经射阳县人民政府批准袁潭北区
政府在宏才乡召开了千人公审大会袁处死了叛徒倪信
坤和汉奸地主王翘云遥 同时决定袁命名倪甲侯家乡为
甲侯乡渊今甲侯村冤袁以示永久纪念遥

铁骨铮铮倪甲侯
吴廷彬

麻虾是一种独生于射阳沿海地区的野生淡水小虾袁
多见于没有淤泥没有污染的河流内袁 因其永远长不大袁
小如芝麻而得名遥

麻虾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袁 绝对不能接受一点污
染袁因而含有丰富的营养袁是世界上最小的虾袁皮薄质
软袁 只有芝麻大小袁 该虾单体重 0.006g袁 体长 0.9cm,每
100克固形物中含蛋白质 15克尧钙 100毫克尧锌 6毫克尧
磷 230毫克遥 其味道鲜美独特袁且富含大量人体必须的
营养成份袁自古民间就有野好菜一桌袁不及麻虾一吮冶之
说袁堪称野中华一绝冶遥 麻虾酱可以作开胃菜袁也是火锅尧
面食尧大饼尧米饭的最佳佐料遥 麻虾必须在夜间两点左右
捕捞袁三个小时内进行工艺处理袁否则会融化遥 麻虾酱的
吃法很多袁有麻虾饼尧麻虾馄饨尧麻虾拌面拌饭尧麻虾小
笼包尧麻虾豆腐遥 当然袁最著名的是麻虾炖蛋遥

射阳沿海麻虾酱
张熠

家乡味道

地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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