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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遗珠
情感地带

一朵浑浊的浪花袁 用清亮而深邃的眸子袁 默读着远
方遥

近在咫尺尧 又遥若天涯的地平线上袁 漫天飞舞的落
叶袁如咏袁如叹遥

母亲胸怀般沧桑的湿地袁珍藏花朵一样绽放的伤痕遥
一双曾在乡愁中跋涉的脚袁走进这片生命的滩涂袁追

求一种阵痛后的涅槃遥在寂寥的潮歌中袁有一叶春天的云
帆袁在带着咸涩味的风中冉冉扬起遥

燕去雁来袁盐蒿的皱纹绵延如焰袁可梦依然年轻遥 成
串的风信子袁寄来游子斑驳的怀忆袁诉说着大海浓酽似酒
的祝愿遥

岁月的叶袁遁不过春秋的离别遥 唯独月光袁渗透所有
的季节遥寂静之晨袁血色黄昏袁涨潮的风带着种子的泪袁漫
过蓬勃生长的土地遥

勒进脊背的纤绳袁 镰把磨开的茧花袁 漫溢霞光的背
篓袁踽立滩头的茅舍袁等待收割的红草袁忘情撒欢的鹿群袁
优雅翩跹的鹤影袁 默默守望的村庄噎噎这每一帧湿漉漉
的记忆袁与穿越四季的风一起搅拌袁凝成一幅赶海的水墨
画遥

潮涨潮落之间袁迷蒙的雾岚把故园的海岸尧炊烟尧灯
塔笼罩在心扉袁呵护着尧温暖着遥 当海风拂干苇秆上沥出
的汗珠袁那个最丰腴的季节姗姗而来遥

是谁袁让海蓬子沉甸甸的穗粒袁悄悄地褪去青涩钥 是
谁袁让野菊腮上的红晕在微醺中蔓延袁犹如待嫁闺中的女
子遥

兰香横秋袁桂馨淙淙袁荷叹涟涟袁问清风一句袁谁懂钥
泛黄的故事总是以晚潮结尾袁宛若青枝告别盛夏袁流

星走过明眸遥 滩涂封面的那只蜗牛袁 驮着黯然的天空跋
涉袁忽而搁浅遥 南之南的雨还在下着吗钥 北之北的风还在
枯萎吗钥 惟有那场小雪袁一下就是经年遥

那古道的明月尧霜天的牧歌尧陌路的行者之外袁大地
只剩下苍凉遥 从挂满往事的枝头袁摘下这唯一一串甘甜的
风声遥

当夜的羽裳罩上记忆袁那片湿地的心尖上袁漾起莫名
的轻颤遥 于是袁海用蓝色的眼眸袁透视这场澄澈而又朦胧
的凋零遥

花谢会开袁草枯会绿遥 在凋幕合上的一刹那袁走过光
阴渡口的那瓣枯海棠袁解开行囊收藏一束微笑袁赠给这个
初冬的第一抹晨曦遥

厚重尧粗犷的风袁细腻尧婉约的风袁从海的年轮里漫过
来袁吹响落满盐霜的唢呐遥 一只拓荒的牛袁从芜草丛中抬
起头袁静默注视着一望无际的滩涂遥

它的身后袁红红的海英菜袁燃烧到天涯噎噎

滩涂风
文/孙成栋

记得那年背井离乡上大学的我袁 中秋之夜袁 耳畔回旋着苏轼的
叶水调歌头曳院野明月几时有钥把酒问青天噎噎冶月光静静地抚摸异乡人
安静的心袁我静静地思念袁静静地思乡遥 想此时的家乡袁应是秋意绵
绵遥静静的白云袁在天上飘荡遥紫葡萄成熟了袁桂花飘香袁柿子树结满
了果子袁花香尧果香尧月饼醇香遥一屋的欢声笑语唯独缺少了我遥求学
之路越远袁对家乡的眷念越深袁隔着岁月不断地回望遥
在月色如银的秋境中游走袁那味清纯让我遥想起梦幻的童年遥中

秋之月便是如此明烁袁我的身影反复被皎洁的月华拉长袁缩短袁再拉
长遥然后袁影影绰绰地映射于地面袁被枝枝蔓蔓分割投影成曲线袁竟泼
墨出传神的中国画韵致遥
庭院风止袁明月渐升袁于静谧温馨的深夜袁把一脉清辉温婉地洒

向大地的各个角落遥此刻袁让我们推开心门袁点燃希冀和祝福曰让我们
把清明与安谧刻于明月上袁 让它焕发生命之韵来照亮蹉跎的人生征
途遥 野得冶与野失冶似乎在痛惋之后袁在月光之下都显得很淡然遥无论亲
朋好友还是商家促销袁家人围坐家中袁边赏月边吃月饼袁更是每年的
必修课袁如水的月光袁照亮每位亲朋的笑容遥今朝团圆美满袁喜亲人团
聚遥如此良辰美景袁人世至乐之事袁莫过于此遥伸出手臂袁揽一怀如水
月色袁我能握住这素白晶莹袁清光四散的月亮么钥 俯头唏嘘袁银光闪
眼袁跳跃不定遥 刹那袁我似乎望见了千年前的光影遥
古往今来袁月亮不仅是空中那皎洁的一轮遥 照遍千山万水袁照遍

尘世沧桑遥曾记古时中秋明月高挂袁大观园中有赏月佳处袁野堪怜咏絮
才冶 的黛玉和豪迈性情的湘云于此临水望月袁 联诗抒情院野三五中秋
夕袁清游拟上元遥 撒天箕斗灿袁匝地管弦繁遥 几处狂飞盏袁谁家不启
轩钥 冶桂影蒙蒙袁那位偷食上天仙药的玉女袁彼时是否怀抱玉兔袁独倚
月桂袁望下界欢歌笑语袁暗自神伤袁韶华渐逝袁独守于清寂的广寒宫
里遥

野今人不见古时月袁今月曾经照古人遥 冶月到中秋袁眼前一瞬袁心
中千年袁永恒如梦遥 岁月流金袁望月祝福袁但愿人长久袁千里共婵娟遥

中秋情韵
文/王珉

中秋佳节赏月吃月饼袁 这是老祖宗遗留下
来的习俗遥我们哪年中秋节没吃月饼呢钥只是月
饼这食品袁对现今人们的胃口失去了诱惑力遥打
从我懂事起就知道袁 没有月饼的中秋节是不完
美的遥尽管在我们缺衣少食的少年时代袁而每年
的中秋节袁 我爸都会从供销合作社买回几块酥
月饼袁在中秋节赏月的夜晚袁分给我们兄弟姐妹
每人一个遥 我总是轻咬一口袁 含在嘴里慢慢地
吃遥

应该是我读初一那年的中秋节袁 我爸碰巧
被大队部的干部安排去县城出趟差袁天蒙蒙亮就
出发袁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家遥那晚赏月时袁我爸不
同以往地拿出四个香喷喷的且又大又厚的月饼遥
我娘问院野就这四个钥 冶我爸说院野只买四个袁花了
买两斤酥月饼的钱遥 冶野咋不买八个遥 冶野我没钱
了遥 冶娘埋怨我爸院野亏你还是个生产队长呢钥 你

不是带了公家的钱么钥 冶野是啊袁公家钱我不敢用
哪遥 冶野那四个月饼咋吃钥 冶野分呗袁两人一块遥 冶娘
抢先发话院野我与一伢子分一个遥 冶娘将我拽进灶
屋里院野你吃吧袁娘不要袁吃完了再出去遥 冶也就在
我吃月饼的时间里袁 娘用白天磨好的米粉子袁往
锅里煎出了香喷喷的米饼袁 再撒上芝麻和糖袁盛
在大碗里袁端出来放在桌上院野吃吧袁尝尝娘做的
月饼遥 冶兄弟姐妹六人吃得好开心喽遥

这件事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袁一直没敢忘记遥
近些年袁我总会不厌其烦地讲给老伴听遥老伴说
我院野现在袁你不也是分月饼吃么钥冶野对遥冶我告诉
老伴袁野那时候是因为没钱买才分月饼吃遥 现在
则不一样袁是我们吃不了一块月饼才分着吃遥 冶
老伴盯着我说院野我知道袁 这是改革开放给人们
带来的幸福生活浴 冶 听老伴如此一说袁我不得不
对其刮目相看了遥

那年中秋分月饼
文/唐胜一

时光流年

又是一年中秋节袁 我思念遥远的故乡袁思
念故乡的亲人袁怀念那逝去的美好时光遥

我小时候在乡村长大袁每到秋天就盼望着
中秋节到来遥 那时候袁虽然家里并不富裕袁但是
中秋节家人总会做些好吃的袁一家人围坐在堂
屋里袁快快乐乐地吃团圆饭遥 最让我难以忘怀
的是中秋夜一家人敬月尧团圆袁其乐融融的情
景遥

中秋之月朗照着四合院袁飘着桂花香的院
子里摆上一张方桌袁方桌上供着月饼尧苹果尧石
榴尧葡萄噎噎奶奶点香袁插香袁祈愿一家人幸福
安康袁领着我们一家人磕头跪拜月神遥 敬月之
后袁一家人围坐在方桌旁袁吃着美味的月饼尧水
果袁聊叙家常遥 奶奶还会给我和妹妹讲叶嫦娥奔
月曳的神话传说袁我和妹妹听得津津有味袁还不
时举头望明月想找出嫦娥尧桂树尧玉兔遥

后来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家乡袁特别是毕业
工作后袁很少在家乡过中秋袁但对家人的思念
却一点没有减少遥 如今我已娶妻生子袁生活在
外地袁野每逢佳节倍思亲冶袁 中秋节我总是不忘
打电话问候尧祝福家人遥

几颗模糊的星星忽明忽暗袁我想那是家人
的眼睛吧袁我想走近去看袁那分明近在咫尺啊浴
我想起了小河边我和小伙伴奔跑的身影袁还有
望着我洗衣服的奶奶钥 想起了父母在田间耕作
噎噎眼睛模糊起来袁只觉得亲人的影像如沙漠
中的海市蜃楼袁那么逼近却又如此遥远遥

月华笼罩着我袁溶和着我的感情遥 我的心
在轻轻地弹唱袁唱一支叫叶故乡曳的歌曰我的心
在默默地吟诵袁诵一首叫叶乡愁曳的诗遥 天边的
风笛扯断我绵绵的思绪袁我知道回不去的故乡
里有割不断的乡情和亲情袁 我在心里低语院愿
故乡发展得越来越好袁 愿家人生活得幸福快
乐浴

野海上生明月袁天涯共此时遥 冶中秋之夜袁想
起野剪不断袁理还乱冶的离愁袁想起野人有悲欢离
合袁月有阴晴圆缺袁此事古难全冶的喟叹袁想起
野月是故乡明袁人是故乡亲冶的感慨噎噎虽然我
远离故乡袁但是我那颗思恋故乡尧热爱家人的
心永远不会改变遥

中秋月圆思故乡
文/靳天龙

倘若那半朵云间的上弦月是野和羞走袁倚门回首冶的青涩小女袁
中秋皎亮无瑕的圆月便是妆成的少女袁落落大方地晶莹透亮着遥
八月十五的秋袁被这多情的月染亮了袁连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泻尽
了月华袁温柔地洋溢着浅笑遥

我和姐姐早已抢占了饭桌的上位袁却被母亲笑着赶去端菜遥晚
饭丰富袁有肥红的大蟹上桌遥 父亲笑道院野林语堂先生说耶那时月正
圆袁蟹正肥爷袁大概就是如此遥 冶姐姐放下菜盘提议道院野既然是如此
诗情画意的中秋之夜袁不若大家便来吟诗赏月袁玩味一把古人的情
致遥 冶大家都说好遥

我抢收先发言道院野古诗有耶海上生明月袁天涯共此时爷袁讲的大
抵便是这种团圆的气氛遥 冶

姐姐驳道院野不然遥 东坡与亲人隔面无以相见袁只得耶把酒问青
天爷自然是另一种况味遥 月圆之夜未必每人都有喜悦遥 冶

父亲此时已几杯酒下肚袁一听姐姐的注释袁立刻来了兴致袁赞
道院野不错遥 正如李白之耶举怀邀明月袁对影成三人爷袁便是凄清寒冷
无以为伴的月下独酌遥 冶

此时母亲端菜来袁凭桌坐下袁道院野古人世事多艰袁零落漂泊袁难
聚之情只能寄托于诗遥 而如今的苍生袁又何尝不是疲于奔命遥 古人
有家难回袁今人有家不回遥恰逢上这中秋佳节袁有了回家的理由袁心
里终于惦念着家人亲友袁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遥 冶

我赶忙点头院野这节日的意义也正在于此遥 一面是对节日的庆
祝袁 一面是和亲人团聚美好的愿望遥 节日是一种文化的纪念和流
传袁正如今晚吟诗赏月袁又使我们忆起古人的或喜或悲袁不能不说
是一种古今的纽带和传承遥 冶大家都赞成遥

爸爸笑院野钱钟书说院耶这月亮都让我们犯糊涂了爷袁然而我们却
在今夜伴着这月光袁 对生活和节日的理解越发清晰起来袁 有所增
益袁不能不说是件雅事遥 冶

经这一点拨袁我们赶忙向窗外齐望遥 见那明月依旧袁皎白如玉
盘袁衬着暗天里的一丝薄云袁照着每一户人家遥

一家吟诗话团圆
文/徐招治

盐城人有中秋涨饼敬月的习俗遥 每年中秋
晚上袁家家做饼袁最后还需做只大大的团圆饼袁
敬月时袁这团圆饼是主要祭品之一袁而月饼也
是少不了的袁 除此还有鸡头 (是水生植物)尧莲
藕尧菱角尧花生尧毛豆尧水果等袁点上香火蜡烛袁
燃点黄裱纸袁请野月爷爷冶来人间品尝丰收成
果遥 敬月之后袁全家人团圆一桌赏月吃饼遥

敬月的月饼袁盐城人都是用苏式月饼遥 苏
式月饼袁皮层酥脆袁馅心原料丰富遥 月饼上方还
贴有一张不足寸宽的纸条遥 这纸条的来历也与
咱盐城有关遥 据传元代末年袁张士诚率盐民起
义袁利用中秋人们互赠月饼的习俗袁将写有野中
秋夜杀鞑子冶的小纸条夹带在月饼中袁人们看
到月饼中的纸条袁 相约纷纷起来与元军抵抗遥
后来袁中秋月饼就留下了这贴上小方纸块的习
俗遥这纸块虽小袁却有一种爱国的情怀遥作为盐
城的月饼袁当应保留这一传统袁这也是地方传
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吧遥

盐城民间过去有送兔儿爷给小孩子的习
俗遥 人们八月十五祭月时袁 供奉着 野月光菩
萨冶袁 即在一张纸上画着菩萨模样的 野太阴星

君冶袁下面画有月宫和捣药的玉兔遥 于是就有了
专供儿童祭月的造像兔儿爷遥 兔儿爷很神气袁
粉白的脸蛋袁头戴金盔袁身披战袍袁 一手托臼袁
一手拿杵袁背插小旗袁各式各样的坐骑袁有老
虎尧梅花鹿袁也有狮子尧骆驼等袁也有坐在宝莲
花上的袁祭供之后袁便成为儿童玩具遥

关于中秋节人们吃月饼的习俗袁 盐城民间
有比较多的说法袁但较为有名的传说归纳起来
是院唐朝皇帝李世民为平定北疆袁派出爱将李
靖征讨北方突厥遥 李靖不负众望袁屡建奇功袁使
得边塞安宁遥 八月十五这一天袁李靖凯旋回京袁
京城长安内外鼓乐喧天袁鞭炮齐鸣袁热闹非凡袁
倾城狂欢了通宵遥 据说有一位在长安城里经商
的吐蕃人袁连夜做出彩色圆饼袁奉献给唐太宗
李世民袁表示祝捷遥 李世民万分喜悦袁接过包装
华丽的圆饼盒子袁抚摸着彩色圆饼袁浮想联翩袁
盛赞大唐盛世袁 顺手遥指苍天明月脱口而出院
野应将胡饼邀蟾蜍(月亮)遥 冶接着袁 李世民和文
武百官一起分享了进贡的彩饼遥 众口夸奖此种
彩色圆饼风味独特袁寓意深长遥 从此便有了月
饼遥

盐城人涨饼敬月亮
文/冯小雨

黄沙河最早叫五丈沟袁 是安徽盐商宋家挖的运盐渠
道遥 海水涨潮的时候袁船顺着潮水走袁潮退了船便走不动
了遥河水卤咸袁堤身单薄袁海潮上来袁农田受淹遥民国年间袁
张謇的大纲公司和省政府都有人作过规划疏浚五丈沟袁
但政府不提供经费袁无法动工遥

马玉仁是建湖高作人袁 是冯玉祥西北军的十六路军
总指挥兼二十七路军军长遥

马玉仁盐民出身袁家庭贫寒遥幼年时父母带着他摇条
小船到海里逃荒袁遇上五丈沟北有个叫陈步法的庄户人遥
陈步法是管理荒滩的袁他有五个儿子袁在当地也算是硬铮
人家遥马玉仁便拜陈步法为干爹袁一家人靠烧盐在兴桥站
住了脚遥马玉仁年纪稍大袁身子硬了袁便当上盐丁遥后来挂
枪当上盐匪袁参加过民初革命袁在袁世凯尧冯国璋尧段琪瑞
手下都做过事遥 因在官场受排挤袁他两度解甲归田遥 最初
他的部队从射阳河口进来袁军队难以管束袁见到老百姓东
西就抢袁一度被称为野闹马党冶遥

马玉仁是西北军的人袁曾是张宗昌的部下袁被李宗仁
的北阀军打败了袁他回到家乡便开始买地袁在新坍尧长荡尧
兴桥一带买地千顷袁建立了四个帐房遥第一帐房就在兴桥
西边黄沙河畔的津南渊现为兴桥津富村冤遥 因为马玉仁的
来到袁津南迅速成为集镇袁有洋行尧浴室尧诊所尧商店尧饭
店袁一下子出现了二百多商户袁还有轧花机袁用一百二十
匹老式柴油机做动力遥南津口子有三层楼的指挥台袁操场
有 40亩地大袁是练兵用的遥

马玉仁修筑起条田袁 招来很多海门尧 崇明人种植棉
花遥 马家公司开的条田东西宽 16丈袁南北长 70丈袁佃农
的屋子都建在田角上遥因为上游的水下来排不出去袁马玉
仁决心疏浚五丈沟袁打通入海水道遥

马玉仁开黄沙河是 1933 年 11 月动工的袁3 年开了
81里袁从上冈一直开到黄海边袁专门建起黄沙闸遥 闸在中
兴桥东边 7里路遥

马玉仁开了河没几年袁日军便打进来了遥马玉仁目睹
日本人烧杀抢掠的罪行袁怒发冲冠袁召集佃户中的青壮年
进行集训袁拉起队伍进行抗日遥蒋介石任命他为苏鲁战区
第一路游击司令遥 虽然封了个司令袁但分文未给遥 当时新
四军尧八路军未到苏北袁马玉仁便孤军奋战袁一年中与日
伪军作战十余次袁击毙击伤日伪军八十多人袁还击沉日军
汽艇尧打下阜宁城遥 他牺牲在三合尖村的野红锅腔冶袁终年
65岁遥 牺牲后袁国民党中央军委追任他为陆军上将遥

马玉仁与黄沙河
文/王金贵

每到中秋袁 再怎么好吃的月饼都难于抹去我对童年吃月饼的
最美好的记忆遥

那年中秋节袁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听说母亲在棉花地里拾棉
花袁就跑到棉花地里去找母亲遥 夕阳下的一大片棉田里袁只有母亲
一个身影遥她的身上系着一个大大的拾棉花的白色布兜袁里面已装
满了洁白的棉花遥 母亲头也不抬地弯着腰袁 双手快速地采摘着棉
花袁汗水湿了额头袁她不时用衣袖擦一下遥

我拨拉着齐腰高的棉花秸秆走近母亲袁轻轻叫了声院野妈浴 冶母
亲见我来了袁高兴地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袁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
着的东西袁然后打开手绢噎噎

我惊喜地发现袁是月饼浴 一个又大又圆的月饼浴
在那个年代袁不要说月饼袁就算是买一斤饼干袁都是要配粮票

的遥 没有粮票袁有钱你都买不上吃的遥 母亲把月饼递给我说院野今天
是中秋节袁快吃月饼吧浴冶我兴奋地接过母亲递来的月饼袁迫不及待
地咬了一小口袁真香呀浴 里面有花生尧砂糖尧姜丝尧芝麻遥

母亲看我吃得那么香甜袁微笑着说院野慢点吃袁才更香浴冶我这才
猛然醒悟院只有一个月饼浴 我赶紧将咬了两口的月饼递向母亲说院
野妈袁你也吃一口浴冶母亲没有接月饼袁轻声对我说院野你吃你的袁妈妈
吃过了遥 冶可我知道袁只有一个月饼袁妈妈舍不得吃遥

四十年袁弹指一挥间袁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袁可以说是天天在过
中秋节袁天天在过年遥每逢佳节袁更是鸡鸭鱼肉都嫌吃腻了袁谁还稀
罕月饼呢钥

我稀罕遥 我稀罕童年那份关于月饼的美好记忆袁 那深深的母
爱袁伟大的母爱袁永恒的母爱遥

香在心里的月饼
文/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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