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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年了，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家庭
来说，政治、经济和衣食住行方面可谓发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写这些方面日新月异变化的文章已经不少。一滴
水可以映太阳，我要写一写我家 70年来烧火草变迁的
那些事。

烧火草到底有多重要呢？就从开门七件事，“柴米
油盐酱醋茶”的排列顺序来看，“柴”是居首要地位的东
西。

柴，就是俗称的烧火草。没有烧火草，有米也煮不
成熟饭，“柴”排在米的前面是不无道理的。我们里下河
地区是平原水乡，没有山柴可砍，也没有煤矿可开。直
到改革开放前，祖祖辈辈烧火煮饭靠的是农作物的秸
杆，其中又以稻草和麦穰为主，加上沟渠田埂上长的一
些杂草作为补充。每年收下来的稻草不能全部作为燃
料，首先要留足牛草（耕牛过冬的饲草），还要备下一部
分盖房子或修缮漏雨屋。我的家乡方圆十几里没有一
间砖瓦房，全是土墙草苫顶。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用茅
草盖顶，大多数人家就地取材，用稻草苫房子。稻草容
易腐烂，所以，大多数人家几乎年年要翻盖房子。牛草
和修缮房屋的草占了大头后，用于烧饭的“柴”就不宽
裕了。“锅里等米煮饭，灶下缺柴烧锅”是大多数农村家

庭的常态。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天，我家来了一位重
要亲戚，母亲从邻居家借了两碗米，准备煮点白米饭招
待人。饭锅里的水还没烧开，锅门口的烧草没有了。母
亲急得流泪，我忽然急中生智，跑到屋后掂起脚尖，将
屋檐上的稻草扯了半畚箕，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但
是后果很严重，那天中饭后突然下起了大雨，屋子里漏
得一蹋糊涂。

家乡有句谚语，要知家中宝，先看屋后草（草堆）。
媒婆给姑娘说媒，往往拿男方家的草堆说事：“你看看
人家屋后有个那么高的草堆！”言下之意是这个家庭多
殷实。亲事八成能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解决百姓“烧火草”这
个民生大问题想了不少办法，采取了不少措施。先是推
行省草灶，后来又发展沼气灶，多种措施帮助群众解决
“燃料之急”。改革开放后，市县物资部门从山西省协调

一批煤炭回射阳，并在农村设立若干煤炭销售点，县能
源办安排技术人员将农村人家的草灶改成草、煤两用
灶，灶旁边再装个风箱，碎草、谷糠、干牛粪全都能烧
锅，采取这一系列的综合措施后，百姓家庭烧火草紧缺
的问题得到缓解。40年前我调进县级机关工作，家庭也
随迁进城。当时还用水泥船从乡下运几百斤烧火草来，
堆放在宿舍围墙边的角落里，因为妻子担心煤球计划
不够用。大约 20年前，县协作公司从胜利油田引进了
钢瓶石油液化气，我妻子在协作公司担任保管员，近水
楼台先得月，我家率先用上了钢瓶石油液化气。开关轻
轻一扭，啪的一声，绿色的火苗就出来了，方便又卫生。

前几年搬进了小区的电梯楼房，用上了管道天然
气，从此告别了扛煤气罐充液化气的脏累活。为了方
便，家中同时添置了电磁炉和微波炉。近几年，大多数
农民家庭也不用柴草烧饭了，有条件的城郊村庄也接
上了管道煤气，边远的村庄农户也多数用上了钢瓶石
油液化气。

回顾我的家庭这几十年来烧火草的变迁，从烧草
到烧沼气、烧煤炭，再到从钢瓶石油液化气变成管道天
然气，这不是我一个家庭如此，这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家
庭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

烧火草的变迁
颜玉华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
插柳柳成荫”。在县政府大院
工作，自然会认识许多国家干
部和事业单位同志，他们退休
后许多人选择到养老中心居
住，颐养天年。近日，到县养老
中心探望老友，无意中见到我
小时候在农村的邻居路可功
老人，还认识了另外几位住在
这里的农村老人。

路可功今年 84岁，他幼
年丧母，因为家庭贫寒，36岁
才成家。农村大包干后，他家
的生活日见其好，可前几年老
伴走了，儿子又在县城教书，
老人在家中倍感寂寞，还患有
轻微脑梗，生活就医都不方
便。儿子听说县里这两年建起
养老中心，便专门到中心“火
力侦察”一番，果然名不虚传。
这里都是白墙青瓦的三四层
带电梯小楼，绿树成荫，室外
有好多体育健身舞蹈场所，环
境优雅，套房有大有小，可以
自由选择。室内电视、空调、冰
箱、洗衣机、燃气灶、微波炉、
洗浴间应有尽有，洗澡随时有
热水，马桶和洗脸处都装有扶
手等防护设施，马桶和床头还有报警器。吃饭有
食堂，饭菜自己挑，每天菜谱都有变化，也可以
自己做饭烧菜。50平米的小套房每月收费 1400
元，虽然不是宾馆但与宾馆相比一点也不差。儿
子和媳妇一商议，立马把老人送到“宾馆”，让老
人过上幸福的晚年。

在老人房间里，有一张“射阳县养老中心长
者生日统计表”，里面有陈月兰、王静安、姜启才
等 10多位 60岁以上老人生日时间。服务员介
绍，“中心”每月 16日为当月生日的老人过集体
生日，为老人表演节目，还发给每人一只小蛋糕
等礼品。

循着统计表的名单，我找到了 93岁的陈月
兰老人，她原住合德镇闸东村，老人腿脚灵便，
耳聪目明，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声音清脆，有
条有理，无法相信她原来也是种地的的农民。老
人介绍，她丈夫是抗战老战士，几年前去世了，
政府每月发给她近两千元遗属补助，与住“宾
馆”每月的开销基本持平。老人儿子在苏南做生
意，有套间和别墅，也去过好几回，但吃住不习
惯，还是家乡的“宾馆”好，饭菜可口，熟人多，有
说有笑。今年春节前，从不生病的陈月兰老人突
然高烧 40多度，服务员戴丽发现后一边立马联
系老人子女，一边向领导汇报送县医院。住院期
间，“中心”经理还去医院探望。“县委县政府为
我们老年人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我们养老不再
担忧。”老人说话时，充满感激，满面春风。

83岁的王静安爱好唱歌。养老中心社工介
绍，几乎每次唱歌活动都能在音乐室看到王爷
爷的身影。“唱歌多乐呵，我喜欢唱歌，也喜欢大
家一起唱歌，光是听听都感觉神清气爽。”王静
安声音宏亮，他说老家在四明镇，种了一辈子
地，生活简单，老伴去世之后更觉得单调枯燥，
“儿子平时工作忙，不放心我，就带我来养老中
心看看，我们一看这个条件就觉得满意，今年 3
月份就住进来了。”王静安确信唱歌对身体有好
处，心情好了就会健康。

在和王静安的交谈中，我明显地感觉到，如
今的农村老人需求早己不是停留在吃好穿好住
好上了，他们也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了！真
可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也。

后来我又了解到，在入住射阳县养老中心
的 320多位老人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农民。

在和老邻居路可功告别时，他拉着我的手
深情地说，我和你家一样祖祖辈辈都是泥腿子，
做梦也没想到，我睌年能住到“宾馆”里养老。
1958年大跃进时提出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出门小轿车一跨”，现在农村到处都是这样的情
形。你从小就会动笔杆子，拜托你写一写家乡农
村的变化，感谢习主席对我们农民的关心，我们
泥腿子越活越有奔头。

路可功的话，一下子又勾起起了我的回忆，
4O多年前，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时，我父亲也
说过和路可功差不多一样的话：“你是我们家祖
祖辈辈第一个读书上学并成为国家干部的人，
若是你解放前就苦得双目失明的祖父在，一定
会睡着了笑醒了。”

是啊！我们今天可以告慰先祖的是，新中国
成立 7O年来，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今的农民在我们的国家己经是一个体面的职
业，农民老有所养也有了多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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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脚步匆匆数载，从铁马金戈的峥嵘岁月到
独立自主的胜利凯歌；从了无人烟的滩涂区到繁华现
代的新兴海滨城市，勤劳智慧的射阳住建人在党旗红
色的光芒中，意气风发，一路走来。

回首往昔，岁月如歌；展望未来，豪情满怀。站在新
时代，面对新形势，县党代会报告中提出“聚焦项目强
县、聚力开放创新、为谱写新时代射阳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不懈奋斗”的新命题再次为射阳人民指明前进方向。
于是，在射阳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一幅“高质量发展”的
崭新画卷便伴随着城市快速发展的步伐舒展开来。各
行各业的兄弟姐妹正团结一心，创造着新的辉煌！

作为住建人，我们更是在这城市快速发展的号角
声中振奋着，前进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
力支持下，多年来，县住建局多次荣获全市城乡建设系
统各项工作综合考核第一名、县目标任务考核综合奖、
突出先进成果奖，这不仅寄托着县委、县政府的厚望，
更饱含着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作为见证者，我们
为之感动；作为住建人，我们更感自豪。因为，我们深知
这些荣誉取得的背后所隐藏的艰辛与责任。

有一种情愫撼人心魄，有一种力量无坚不摧。这种
情愫，这种力量，就是局党委一班人立足实际选准突破
口，解决发展的“瓶颈”。他们多次带领基层干部深入一
线，摸爬滚打；他们奔波于省、市、县各部门，日夜辛劳，
风雨兼程；为了住建事业的发展，他们用坚定和执着开
拓出一段绚烂的征程。在他们的努力和带领下，我县建
筑、房地产业得到了稳步发展，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建工科班组在省住建系

统“安康杯”竞赛活动中被评为优胜班组，县房管处被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评为“江苏省文明示范单位”；全
县防震减灾工作再创佳绩，荣获全国县级防震减灾工
作综合考核先进单位；园林绿化工作走在全市前列荣
获市政府绿化工作综合奖、城镇绿化单项先进奖；市政
桥梁信息检测工作受到省厅、市局肯定……这些成绩
的取得都是县住建人撸起袖子干出来的。

70 年的风风雨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我们欣喜
地看到：县城一座座高楼魏然耸立，一条条道路宽阔平
坦，一棵棵树木葱绿茂盛……俨然成为新港城一道道
亮丽的风景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现高质量发
展，生态环境保护无疑是最重要的工作。自“263”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县住建局全力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整治。
如今，县城水环境已今非昔比，广大居民连连叫好，一
条条“龙须沟”成了射阳百姓心中的“幸福河”，这一项
项惠民工程让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百姓在城市变化中
感叹，在生活的细节中品味着住建事业改革与发展的
累累硕果。

70年来，一次次春潮涌动，荡漾起势不可挡的豪迈
与激情；城市与发展，繁荣与进步，在射阳这块热土上
催生！“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高质量
发展”的主旋律中，县住建人谱写着拼搏之歌，改革之
歌，奉献之歌，服务之歌，正在与各行各业的创业创新
创优之曲融合，交汇成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
强大洪流，把建设魅力新港城的交响乐演奏得更加震
撼人心。

奋进中的“住建人”
陈敏军

今年中秋，我开车接母亲到县城过节。小汽车一直
开到乡下老家门口，母亲一上车就情不自禁地说：“现
在人多幸福啊！过去人们梦想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外去办事小汽车一跨’，现在梦想都实现了，电灯电话
已经不稀罕啦！私家车一直开到了咱家门口，方便得很
呢！再看我们家门口的这条路，也是今非昔比啊！”

母亲说的这条路，就是现在我老家门前的这条乡
村水泥路。从我记事起，就记得这条路是坑坑洼洼。别
说夜间走路，就连白天走在上面也要小心，稍不留神，
就会崴了脚。那时候路上很少有机动车，行驶的大部分
是平板拖车或者是自行车，人骑在自行车上，就像踩高
跷。如果连续几天不下雨，路面上灰蒙蒙的，风一刮，漫
天飞舞，像刮沙尘暴。遇到雨天，泥泞不堪，尤其是大暴
雨过后，路烂成了“一锅粥”，自行车就成了累赘。走两
步，车轱辘和链瓦的空挡里就塞满泥巴，人们只好把自
行车扛在肩上，人们戏称这是“好天人骑车，雨天车骑
人”。

有一年夏天，我和父亲拉着平板拖车到食品站卖
猪。天还没有大亮，我和父亲拉着两头大肥猪，深一脚
浅一脚摸黑往前走，父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一不
小心，平板拖车陷入路面的大坑里，两头大肥猪从车上
滚下来哇哇直叫，好不容易请路边人家帮忙才把两头
大肥猪搭上车运到食品站。再到食品站一看，只见卖猪
的队伍已经排成了“长龙”，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
集。那时候我就想，啥时候我们门前的那条路成为柏油
马路或者是水泥路就好了。这个想法成了我的一个梦

想……
1992年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家乡的每一个角

落。“要想富，先修路”，家乡的人明白了“大路大发、小
路小发、无路不发”的道理，饱尝“行路难，难于上青天”
之苦的家乡父老乡亲，很快悟出顺口溜中蕴含的道理，
迅速掀起道路建设热潮。也就是在我调到县城工作的
前两年，我家门口路上铺上一层碎砖作为路基，虽然比
以前泥路好了一些，但仍然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自
行车骑在上面是摇摇晃晃，像一个醉汉骑车似的。

2004年起，地方党委政府全面启动“农村公路建设
民生实事工程”，仅用 3 年时间，就实现“村村通”、“组
组通”，90%以上的村民住宅前都有了硬化路。现在，家
乡的公路已越来越多，越来越宽，等级也越来越高。路
畅了，人富了，汽车可开到家门口，家乡父老从“晴天一
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历历往事中转身，在通向小康的
大道上疾速奔驰。

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小时候的梦想如
今变成了现实。水泥路一直通到咱老家门口，更令人高
兴的是，我们的家乡现在不仅拥有了高速公路，还通上
了高铁，过去那种行路难的烦恼已一扫而光。

老家门前那条路的变迁，不正是我们伟大祖国实
现“中国梦”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吗？其实，在广袤无垠的
祖国大地上的每一个城市乡村，又何尝不像我家乡那
样，大路通天、改天换地！那一条条四通八达的“大路”，
迢迢伸向远方，多么像我们的生活，宽广而平坦，幸福
而绵长。

老家门前那条路
张建忠

1969年，我 6岁的时候，母亲将我带到田里边插秧边照应我。我
看到母亲他们插秧很辛苦。人站在像厚粥一样的烂泥里，左手握着
一把解开绳子的秧把，右手不停地从左手里拣秧苗往地里插。边插，
双腿还要边往后退。到傍晚收工，母亲他们从地里上来，个个喊腰酸
背疼。我瞧了他们一眼，嘴唇上翘起了“锅巴”。好奇地问母亲：“为什
么不用插秧机插秧呢？”母亲叹息道：“其他工作都有机器代替了，唯
独这插秧机几千年都没有发明出来，一直靠种田人的双手。”

看到母亲他们插秧非常辛苦，我也期盼着工人师傅早日将插秧
机发明出来。

1974年，我 11岁的时候，第一代插秧机终于发明出来了。听到
这消息后，我甭提多高兴了。放忙假的第一天，我便跑到田里参观那
朝思暮想的插秧机，但到那里一看，大失所望：一台插秧机要 7、8个
辅助工，而且经常出故障，还要几个师傅跟着它排故障，每天插不了
多少地。大队统计员统计了一下，发现用这种插秧机插秧还不如用
辅助人员双手插秧来得快呢！到了秋天，经农业技术员测产后得出
结论，这种插秧机插的水稻亩产量远远低于人工插秧的亩产量。因
为不划算，大队只搞了一年便不搞了。

1989年，第二代插秧机诞生了。我有幸参加了试验。与第一代插
秧机相比，这代插秧机的故障少了，需要的辅助工少了，插秧速度明
显加快，一天能插二、三十亩地呢！可惜到了秋天，经农业技术员测
产，亩产量依然很低，搞不过人工插秧。于是，与第一代一样，搞了一
年，又停搞了。

2001年，第三代插秧机出来了。我购买了一台插秧机在自己的
承租地里搞试验。经试验，这代插秧机故障率低，插秧速度快，需要
辅助人员少。但最大的弊病是与第二代插秧机一样，产量低，不如人
工插秧划算。农民不接受。

2009年，工人师傅对第三代插秧机进行改进，生产出第四代插
秧机。我急忙到农机公司购买一台。与前几代插秧机相比，这一代插
秧机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因故障少，插秧速度极快，一天插个 80
多亩地没有问题，是过去人工插秧的 50多倍。插的秧苗均匀整齐，
活棵返青快。秋天，经农业技术员测产，它的亩产量不但不比人工插
秧低，还比人工插秧的亩产量要高出 20多公斤。

果然，这代插秧机一投放市场便不同凡响。仅几年功夫，便在我
县全面推广开来。一到农忙季节，我那台插秧机他家请，你家带，忙
都忙不过来。农民上门请我，左一声“师傅”，又一声“师傅”喊个不
停。

看到自己如此受人尊重，我打心眼里感谢我国几十年来科技事
业的发展：正因为几十年来插秧机技术的不断进步，才有了我们社
会地位的提高！

我与插秧机同前进
韩沁

生态射阳 郭开国 摄

“把……把……”母亲双唇颤动着，失神地望着我：“娘走后，把
骨灰洒、洒在大海里……”

我强忍着眼泪，点点头。母亲安详地去了。那天是 1990年 6月
15日。

遵照母亲的遗嘱，父亲和我以及李氏一大家子驾着油漆一新的
机帆船沿黄沙港来到了烟波浩渺的黄海。“母亲，这是你的海，你终
于回来了。”抱着母亲的骨灰，我泣不成声，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在我
的脑海里浮现……

母亲出生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外婆给她起了个女性十足的
名字：陈秀芳，19岁那年，同是渔民的我的父亲结了婚。别看她是个
女娃，却是个地道的渔民，黄、渤海这一带，哪里是渔场，哪里是浅
滩，哪里是沙头，她了如指掌，她甚至能根据锚上带起来的泥，准确
地判断出这里是什么潮口。由是，作为嫁妆，外公外婆把自家唯一的
一条小船送给了她，母亲由此开始了她独立的海上生活。

母亲很要强，打起鱼来那股泼辣劲就连父亲也逊她几分，同行
更是对她刮目相看。那年春汛，黄沙港这一带的渔船纷纷去吕泗渔
场捕鳓鱼，暮色苍茫中，同行大多盆满钵满，恰恰是过去一直独领风
骚的父母亲的那条船才弄了个半载。“收船吧，下个汛再说。”父亲建
议道。“你呀，痴猫守窟，人家钞票都上腰了，你还在等下汛，还是不
是个男人呀！”被母亲一抢白，父亲倒来了精气神，同母亲一道，直到
把三个舱打得满满的，才趁着月色赶潮进港。

黄沙港这一带的渔民，提到陈秀芳，没有一个不佩服她搏风击
浪的那种大智大勇。1959年 6月的一天，这一天注定要被列入国家
“海难”史册。母亲他们正在东沙捕鱼，蓦地从东北方向压来一阵浓
密的黑云，紧跟着狂风大作，原先平静的海面突然变得狂躁起来，令
人胆颤心惊的十级大风裹挟着汹涌的海浪在渔场上逞威肆虐。父亲
把舵的手抖个不停，母亲抢过舵把，稳稳地驾驶着小木船穿行在波
涛浪谷中，同时还让父亲打出小旗，让射阳沿海的渔船跟着她回港。
待到他们安全地泊进黄沙港，一个令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为之震惊的
海难事故发生了：因不熟悉黄海海况的上千浙江渔民误把落潮露出
海面的东沙当成陆地，涨潮后浮殍遍海。周恩来总理专门为此发出
了“在浙江首先实现渔民机械化”的指示。而在黄沙港，陈秀芳则成
了拯救射阳沿海众多渔家子弟的英雄。

1980年，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黄沙港众多渔民纷纷南下
北上，到浙江、福建、山东一带打工挣钱。这本无可厚非，但带来的直
接影响就是黄沙港一带的许多渔船空置搁港，此形此景，同农村的
大量农田撂荒一模一样。这可急坏了大队里的当家人，一方面，他们
清楚这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大队集体经济每况愈下而
心神不宁。就在他们束手无策的当儿，生病初愈的母亲找到了大队
书记，建议动员大队里能掌舵出海的妇女撑起“半边天”。“一语惊醒
梦中人”。大队领导商量后，召开了社员大会，动员妇女出海生产，填
补男人外出打工的空白。母亲跟大队干部说，让她带队，大队干部看
着身体还不怎么硬朗的母亲，虽心存愧意，但考虑到蛇无头不行，鸟
无翅不飞，所以，还是忍痛同意了母亲的要求：“你就上 38号船吧，
当老大，我们再给你配一个身体好的二老大，这样新老搭档，把个头
领起来，我们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说来也怪，母亲继出海后，身体反倒一天天地好起来，大伙都说
这陈秀芳就是个吃“海饭”的命。这不，出海前，她还把几十条船上的
“穆桂英”们全集中起来，开了个“娘子会”。会上，母亲说：“古时候有
花木兰替父从军，今天，我们就来个百名女将替夫出海，大家有没有
勇气与信心。”“有！”众女齐声。后来的事情黄沙港人都晓得了，在
母亲的带领下，黄沙港空置的二十几条渔船全都像开足了马力的机
器，一个汛连着一个汛，汛汛都取得了大丰收，不仅各家各户的日子
过得是登楼梯吃甘蔗———步步高来节节甜，大队里的集体经济也像
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有好事的记者找到了大队干部，要采访报道这
件事，大队干部找来了我母亲，母亲在接受那位记者采访时，只说了
一句话：“不是伟人说的嘛，妇女能抵‘半边天’。我们就是起了个‘半
边天’的作用。”不过，她们在出海前召开的那次“娘子会”还是被记
者捕捉到了，一篇《别开生面的娘子会》先后在《人民日报》、《新华日
报》和《盐阜大众报》等十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一时间，母亲和她的
众姐妹们声名远播……
“嘎……嘎……嘎……”海鸥的声声鸣叫把我从记忆深处拉了

回来。我们从母亲的海返航，可脑海里总抹不掉母亲在弥留之际的
遗言：“妈妈没给你们留、留下什么遗产，眼下党的政策好，你们兄弟
姐妹应该趁这个东风，完成妈妈未竟的事业……”
“不！母亲，你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我们兄弟姐妹能够

在风浪中成长，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都是得益于伟大的
党七十年来的指引和我们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你的循
循善诱和谆谆教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份丰厚的财产我们一
辈子也享用不完。”

母亲的海
李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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