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泥鳅袁是常见的鱼类遥 记得小时捕泥鳅是一种乐趣遥
阳春三月袁河水日暖袁泥鳅都钻出泥沙袁聚集到浅滩袁这正是

捕捉泥鳅的好时机遥 上世纪中叶袁我还是孩童时袁将母亲纳鞋底
的棉线剪成 20公分一根袁再将细竹枝断成一公分多长袁把两头
剪成斜面袁中间扣线形成 T字形状袁棉线一头系在芦苇尧紫穗槐
等秸秆上袁把线和卡合并穿进蚯蚓体内袁变成直直的一段引子遥
泥鳅嗅觉灵敏袁一口吞进引子袁竹枝便卡在泥鳅喉咙中袁就再也
跑不了啦遥
捕捉泥鳅一般白天进行袁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看遥一人照

料一二十把卡袁前翻后起忙个不停遥 看泥鳅吃食也很有趣袁水浅
且清一目了然袁有时看着泥鳅贪婪地一口吞下诱饵袁有时几只泥
鳅相互争食袁那场景令人捧腹袁也是我们捕泥鳅最开心的事了遥

据本草纲目记载袁泥鳅是滋补的佳品袁作用类似于黄鳝遥 其
吃法很多袁还有专门菜谱指导袁常见的有红烧泥鳅尧白汤泥鳅袁有
泥鳅钻豆腐袁有爆炒泥鳅片遥 黄河以南尤其是江南盛产泥鳅袁产
生了很多地方特色菜系袁如福建的拓荣泥鳅尧云南的酸菜泥鳅尧
重庆的火锅泥鳅尧湖南的椒盐泥鳅尧安徽的紫苏泥鳅等袁都是以
泥鳅为主料的各种风味小吃与菜肴遥江苏的吃法融会贯通袁集众
家之长遥

野苇鹭怜潇洒袁泥鳅畏日曦遥 稍宽春水面袁尽见晚山眉遥 冶古
诗中多有对泥鳅的描写遥 如今一些地方搞起泥鳅规模或工厂化
养殖袁成了农民致富产业遥如果有雅兴袁菜场可以买点鲜货袁自已
做最简单的红烧泥鳅品尝遥 当然袁吃鱼没有捕鱼乐袁如果能自捕
自做自吃一条龙的话袁野生的泥鳅袁野饱眼福袁享口福冶袁则是生活
中的快事一桩遥

卡捕泥鳅童年乐
林海仁

闲情偶拾

那天袁和老公因琐事大吵一架袁我摔门而出遥 走
在大街上袁老公并没有追上来遥 我越想越气袁于是用
微信发了一条消息给他院野你让我对婚姻生活感到非
常绝望袁我们离婚吧浴冶消息发出去后袁怒气似乎消去
了一大半袁忽然觉得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提离
婚袁实在有些冲动了遥 于是我赶紧点了野撤回键冶袁把
消息及时撤了回来遥没想到袁老公随即发了条消息过
来院野微信上的消息袁发出去后还能被撤回遥但我们如
果离婚了袁就再也回不去了遥婚姻承载着彼此一辈子
的爱和责任袁不应该闹了点别扭就想着离婚遥 冶

仔细想想袁老公的话不无道理遥 婚姻不留野撤回
键冶袁爱情便不会悄然溜走遥 想到这袁我赶紧返回家
中袁郑重地向老公道歉袁我们和好如初遥此后袁我绝口
不提离婚遥

朋友小姣袁恋爱那会儿袁时常把分手挂在嘴边袁
结婚后袁更是三天两头闹离婚遥野离婚冶似乎成了她的
口头禅袁成了她逼迫爱人改掉缺点的武器遥 终于袁丈
夫感到身心俱疲袁同意离婚遥

刚离婚时袁 小姣觉得再也不用跟一个满身缺点
的男人待在一起了袁 这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
舒适遥没过多久袁她心里却总是空落落的遥生病时袁再

也没有人在床头嘘寒问暖了曰每天下班回家袁也没有
热腾腾的饭菜在等着她了遥 她开始想念跟他在一起
的日子袁可是悔之晚矣遥

婚姻是一辈子的承诺袁不要给婚姻留着一个野撤
回键冶袁一吵架就想着离婚袁觉得还可以撤回到单身袁
这样做只会两败俱伤遥

表姐是个爱情至上的女人袁结婚十几年来袁从未
见她抱怨过婚姻生活袁也从未在她的口中听到过野离
婚冶的字眼袁她把婚姻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遥

一次袁我去表姐家玩遥 刚进家门袁只见表姐夫正
在专心致志地教表姐玩抖音袁表姐时不时地点头尧微
笑袁脸上洋溢着幸福遥 看到如此温馨的一幕袁我不禁
羡慕地说院野表姐袁看到你们这么恩爱袁婚姻生活这么
甜蜜袁真让人羡慕嫉妒恨浴冶表姐听了袁嗔怪道院野你就
知道打趣我们遥 两个人过日子袁 总免不了磕磕碰碰
的袁 要是动不动就闹离婚袁 这日子可不得一地鸡毛
啊浴 结婚了袁认定了那个人袁就要一心一意地过遥 冶

婚姻就像是一条船袁只有承载着爱情和责任袁包
容和理解袁才能抵达幸福的彼岸遥 好好经营婚姻吧袁
不给婚姻留下野撤回键冶的机会袁幸福的感觉才能延
绵而长久遥

婚姻不留“撤回键”
贾贤莉

婚姻百态

临窗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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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袁东风吹过袁落花飘零袁残红落尽袁野流水落花
春去也袁天上人间遥 冶难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会泪流满面特
立独行去葬花了遥花如此袁人亦如此袁野黄卷青灯袁美人迟暮袁
千古一辙冶袁总是让人无限感伤遥
但吟诵白乐天的叶大林寺桃花曳诗袁却感受到另外一番

境界遥 白居易曾被贬任江州司马袁于公元 816年登庐山游
览山水遥 时值暮春袁山下芳菲尽落而山上古寺桃花盛开袁白
居易挥笔写道院野人间四月芳菲尽袁山寺桃花始盛开遥长恨春
归无觅处袁不知转入此中来遥 冶诗中不仅没有暮春丝毫的悲
伤袁相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遥 那灿如朝霞的灼灼桃花袁

动人心魄袁引人遐想遥我想袁当白居易猛然看到如烟似雾的桃
花时袁肯定会有一种春去春又回的错觉袁肯定会震撼于大自
然造化的神奇遥 在山寺之中这一次的偶遇袁也一定让天才诗
人乐天醍醐灌顶袁对人生多了一番新的感悟遥 迟暮中的桃花
延续着春光袁追赶着春天的脚步袁照样开得有价值有尊严遥花
期迟一点又如何呢钥 生命的灿烂怒放什么时候都不晚遥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袁 也曾经有过几次类似白居易的邂

逅遥十几年前去青海湖旅游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遥当客车风
驰电掣行驶在茫茫高原袁视线里最为灿烂的部分袁是大片大
片金黄色的油菜花遥 清香借助晨风扑面而来袁 让人痴迷沉
醉袁心旷神怡遥 七月份竟然还能欣赏到如此醉人的春花袁那
份欣喜之情真是溢于言表遥 去年八月份去云南香格里拉旅
游袁又与迟到的春花不期而遇遥伊拉草原上五颜六色的野花
诗意地点缀在草地上袁 那水草丰美的草地就像是彩色的绒
毯袁在阳光照耀下夺人眼目分外艳丽遥这些高原上错过花季
迟到的花儿袁 如同风姿绰约的美人绝世独立袁 静静地绽放
着袁默默地追赶着属于自己的春天遥
其实花与人同理遥在人生行进的路途袁由于很多原因袁

许多人如同迟到的花错过了人生的春季遥 壮士扼腕袁美人
迟暮袁理想未达成袁英雄泪满襟遥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遥 一味
畅饮昨日的苦酒袁不如释放胸遥怀适时放下袁尝试以积极心
态去面对现实袁灿烂绽放笑颜遥也许人生的花期早已过了袁
但这又有什么要紧袁只要心中还有梦想袁那么就继续奔跑袁
去努力追赶人生的春天遥如同那些迟到的春花袁灿烂怒放袁
彰显自身的价值遥

迟到的花照样怒放
惠军明

生活感悟

深夜一点半袁我拼凑了六尧七个小时的业余时间袁终于
完成了一篇写景散文袁把文章分享给同样喜欢美文的挚友袁
并发了条微信院野写散文比其他文章都难袁若是天天这么写袁
我定会折寿的遥冶第二天早上袁当我从睡梦中醒来袁只见手机
留言院有情怀便好遥

其实不怪我抱怨袁这短短千字文章的背后袁付出远比想
象的多遥 文章的主题是早春袁当刚入春时袁看到河边老柳的
枯枝抽出了新芽儿袁 下班路上越来越多的鸟儿欢快地从身
边低飞而过袁办公楼边上的春梅开出了一簇簇尧一丛丛不那
么显眼的粉色小花儿袁我便萌生了想要写早春的想法遥可忙
忙碌碌刚想动笔袁推开窗袁便看到屋外已满地金黄的油菜花
世界袁于是赶紧踩着三月的尾巴写了这篇构思许久的文章遥

写作时亦不简单袁前期看了无数描写春的诗句尧美文袁
落笔时又反复修改袁就拿结尾来说袁花了个把小时才写好了
百余字袁却在最后定稿时全盘否定袁换成了简单的几字院野愿
人生袁如早春遥 冶可是想到那些费尽心力写出来却被放弃了
的文字袁不免又觉得委屈遥

挚友的短短五字点醒了我袁 突然明白自己执着写作的
意义袁不正是因为情怀吗钥 当初选择文学这个专业时袁我们
便被告知要做好一辈子吃苦的打算袁要耐得住清贫袁守得住
寂寞袁沉得住性子遥四年的象牙塔袁我们接触的是海量文章袁
培养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袁 更多时候是静下心来感受人文的
魅力遥

于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袁 我们学着努力去爱这个
世界袁去挖掘世上的美好袁学着让自己的生活更丰盈尧更有
意义遥 我的一位师姐袁她在繁华都市落脚袁却选择了一个偏
僻的角落开了家杂货店袁店里衣服尧首饰尧包包尧茶具尧餐具
等应有尽有袁却又很不一般袁这些商品大部分是她在海外旅
行中淘到的古物袁开了这家名叫野造梦冶的店袁她希望寻得真
正懂物的人,希望所有的美好都不被辜负遥 而我选择回归袁
喜欢的便是这乡土的美好袁喜欢自然的淳朴气息袁我愿意将
生活清零到原始状态袁笔耕不辍袁只希望用我的文字将所看
到尧所思索的美好永远定格遥

时光清浅袁岁月嫣然袁愿所有的人文学子都还拥有人文
情怀袁走自己想走的路袁做觉得有意义的事袁不忘初心袁不负
年华袁在逐梦之旅上一路前行浴

不负情怀 不负韶光
邱玲娜

世上有一种爱最真诚尧最无私尧最伟大袁它叫母爱袁任何情感
都无法替代它遥母爱的味道就像潺潺溪水袁让儿女们一生都难以
忘怀曰母爱的味道袁犹如春天般的阳光温暖袁沐浴着儿女成长的
每一个瞬间曰母爱的味道袁夹杂着千丝万缕的酸甜苦辣袁总让人
回味无穷遥

走过童年尧少年尧青年尧中年袁留下了太多的岁月记忆袁随着
时光的流逝袁很多印记已经模糊袁唯有舌尖上的记忆让人难以忘
却遥
我已是奔六之人袁 到了这个年龄袁 舌尖上的美食已品尝不

少遥但小时候母亲给我们做的韭菜饼袁却深深地镶嵌在我记忆的
底片上袁泛黄而永不褪色遥

今春以来袁身体欠佳袁食欲不振袁睡梦里却时常氤氲着咀嚼
着母亲做的饭菜香味袁 尤其是她做的最拿手的韭菜饼遥 上世纪
70年代袁苏北农村还很穷袁吃饭穿衣都很成问题遥 我们村每年种
稻麦两季袁麦收好交完公粮后袁生产队会按人口分一些小麦给社
员充当口粮遥这种原汁原味纯天然的绿色小麦磨出的面粉袁做面
条尧疙瘩尧烙饼等袁吃起来很是醇香尧劲道遥

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袁无论多忙碌多劳累的母亲袁总会割上
野头刀韭冶袁做韭菜饼给我们尝鲜解馋遥 母亲将韭菜择洗干净袁切
成细末袁从鸡窝里摸出几只鸡蛋袁磕破摊炒后切成碎块袁放入少
量剁碎的猪油渣袁以及盐尧香葱尧姜末尧虾皮等遥 然后用温开水和
面成团袁醒上半小时袁母亲便开始擀饼皮尧包馅尧捏边遥 把铁锅烧
热袁倒上适量棉籽油袁把包好的韭菜饼两面翻烙袁直至金黄色遥

我们围坐在小木桌前袁喝一口榨菜三鲜汤袁咬一口脆酥的韭
菜饼袁那真叫鲜香四溢尧爽心润口尧无与伦比浴 我们不停地吃袁吃
得连打饱嗝遥母亲不停地烙袁忙得满头大汗遥母亲一边擦额头上
汗珠袁一边看我们的野吃相冶袁脸上溢满了笑容噎噎那情景袁我记
忆犹新袁刻骨铭心浴

光阴荏苒袁岁月如梭遥 一晃袁母亲离开我们快 30年了袁但她
的音容笑貌时常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袁 她给予我们无数次的
美食也常萦绕于唇齿间遥 如今袁我每次回苏北老家袁都会特地买
了韭菜饼吃袁一边吃着袁一边回想着母亲做韭菜饼的情形袁回味
着母亲做的韭菜饼的味道袁 不觉潸然泪下噎噎母亲的韭菜饼包
含着对家庭浓浓的情袁浓缩着对儿女深深的爱遥那是属于母亲的
味道袁足以让我们追忆一生袁回味一生浴

母爱的味道
戚思翠 人类本质上的沉重感袁主要源自于责任尧期盼和

压力遥因而袁承受便是生命的一种需要和方式了遥在
生活路途上袁 我们承受着来自世俗的各种恶意与善
待曰在情感的海洋里袁我们承受着人生变故中的各种
打击和煎熬遥我们承受着风霜雨雪袁也承受着鲜花硕
果遥

承受是一种力度和气度袁 是一种坦然的接纳和
始终清醒的生命理念袁是为实现自我的一种收敛袁是
为寻求迸发所做的自我蓄积遥

对人生的幸福和苦难而言袁 没有超越自我的气
概袁内视自守的精神品质袁就不会在苦难的胁迫下袁

保持一个谈笑自如的我曰没有对世情的彻悟袁洒脱的
生命情怀袁也就不会在幸福的裹挟下袁保持一个恬淡
平和的心境遥 一个真正能够迎接和承受各种人生际
遇和挑战的人袁绝不是气量狭小的平庸之徒袁他可能
会忧郁袁 但灵魂的天空不会黑云压城曰 他也许会兴
奋袁但热泪盈盈中他不会因此迷失方向遥因为他能承
受住自己遥

承受了阳光袁就有了鲜花硕果曰承受了巨浪袁就
有了登临彼岸时的放松释然曰承受了炼狱之痛袁就有
了获得新生的欢欣和感悟遥每一次承受袁无不宣泄和
张扬着深厚博大的人格魅力遥

承受是一种精神袁 是人生苦涩而美丽的一番心
境遥 不论你愿意与否袁生活本身的内容袁决定了我们
终将是山尧是海袁是那只踽踽独行尧默默跋涉的戈壁
骆驼袁终将以胸怀以肩膀去承受生活的各种施加遥

生为人袁我们需要承受袁只有承受遥

承受是一种力度
郑江

漫漫人生路上袁总有那么一个人与我们苦乐共担袁风雨
同行袁无私奉献着自己的所有袁默默分担着我们的苦难袁守
护着我们的成长袁这个人就是母亲遥

勤劳朴实的母亲袁一生对自己无欲无求袁但在儿女身上
却有许多美好的心愿遥

中学时袁母亲告诉我袁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考
上大学遥不识几个大字的母亲这一生受尽没有文化的艰难袁
她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依靠知识改变命运遥 母亲节衣
缩食袁倾其所有让我好好读书遥 无数个寒窗苦读的日子袁母
亲都静静地陪伴在我的身边袁给我勇气袁催我奋进遥 当看到
我在书桌前奋笔疾书袁当看到我的成绩在班级遥遥领先时袁
母亲是多么的欣慰和满足遥

大学毕业后袁母亲说她的心愿就是我能找到份好工作遥
那段时间袁我捧着简历奔波在各个人才招聘市场袁参加了一
场又一场的面试和笔试遥虽然大多数都无功而返袁但我依然
没有丝毫懈怠袁因为我知道母亲在家中翘首以盼遥我一定要
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母亲的心愿遥后来袁我终于走上了工作
岗位袁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袁拥有了一份稳定而体面
的工作遥

工作安顿好之后袁母亲又开始在我耳边唠叨院你也老大
不小了袁赶紧谈女朋友袁早点结婚袁等你成家了袁我的心愿也
就了了袁以后就再也不用为你操心遥 看到我和妻子相识尧相
知尧相爱袁到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袁母亲的眉头渐渐舒展开
了袁脸上经常带着淡淡的笑容遥 结婚之后我们搬到了城里袁
让母亲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袁每次母亲都婉言谢绝袁她说城
里住不习惯袁在老家和街坊邻居们有说有笑那才叫自在遥

结婚没过多久袁母亲对我说院野我和你爸年纪越来越大袁
趁着我和你爸还能帮你们带孩子袁你们赶紧要个孩子袁我们
也想早点抱上孙子袁这是我和你爸晚年最大的心愿了遥 冶

等到我的女儿出生后袁 我发现父母似乎比原来更有精
神了遥 母亲把我女儿的换洗尿布尧洗澡尧睡觉各个方面都照
顾得无微不至遥 渐渐的袁女儿一天天长大袁母亲更是今天给
她买件衣服袁明天给她买个玩具袁今天带她去游乐场袁明天
带她去公园噎噎劳累在母亲眼里仿佛成了快乐遥她经常说袁
小孙女的健康成长是她最大的心愿遥

我终于明白袁母亲对子女的心愿永远是没有止境的袁因
为母亲的爱袁丝丝缕缕袁绵绵不绝遥

母亲的心愿
毛伟涛

我可爱的故乡是射阳河心的邵尖岛遥 这个岛具
有独特的地理位置袁天然的地形地貌袁自然的秀丽景
色袁四周被滔滔奔流的射阳河环绕遥

岛上有原通洋镇的前蒲尧邵尖尧中份尧青龙和向
阳五个村袁近万人口遥 由于四面环水袁岛上的交通一
直处于封闭状态袁物质基础差袁经济条件弱袁生产发
展慢袁民众生活始终得不到提高遥岛上的人离岛外出
办事袁必须乘渡船过河遥

政府根据小岛的实际状况袁划分四个渡口遥东方
是项家,西方是张家,南方是马家,北方是王家遥 当年
岛上民众过河最多的要数南方马老奶奶负责的渡
口袁最热闹尧最忙碌尧最繁华袁人们赶集市袁上通洋小
街购买家庭日常生活用品袁前往县城办事和购物袁必
经南方渡口过河遥

为了彻底改变邵尖岛长期形成的贫穷落后状
况袁解决全岛祖祖辈辈的交通闭塞问题袁上个世纪九

十年代初袁 县委县政府把邵尖岛建桥撤渡作为一件
重大事情来抓遥经过多方努力袁筹集到一百多万元资
金袁经历两年多的建设,南方渡口的河面上袁建成了
一座横跨南北的钢筋混凝土大桥遥一桥飞架南北袁天
堑变通途袁永远结束了邵尖孤岛的历史遥

1995年 8月袁大桥举行剪彩通车仪式遥 我有幸
被特邀参加这一庆祝活动遥当时袁我被现场热烈庆祝
的场面感染袁至今历历在目遥岛内民众袁欢欣鼓舞袁敲
锣打鼓袁燃放鞭炮遥他们奔走相告袁喜气洋洋袁一片欢
腾遥 青龙村年近八旬的老人闵兆元袁拄着拐杖袁由大
儿子闵师银搀扶袁徒步走到大桥上袁手扶栏杆袁热泪
盈眶遥闵兆元老人是解放初期的共产党员尧淮海战役
的支前模范袁曾担任过原邵尖乡指导员遥老人深情地
对大家说院哎呀袁真不容易袁我这一辈子袁终于见到了
孤岛建桥通车了袁多年的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遥这是
全岛人民的福分啊浴 你们一定要牢记袁没有共产党袁
大桥建不了遥 我们要永远听党话袁跟党走袁世世代代
谢党恩浴老人家发自肺腑的话语袁真实地代表了全体
邵尖岛人的心声遥

近期听说投资近千万元的西坝大桥正在紧锣密
鼓地筹建中袁邵尖袁再也不是孤岛袁她是射阳人民的
宝岛浴

故乡啊袁邵尖岛袁你的明天一定更美好浴

大桥连通邵尖岛
徐为红

家事春秋
心语如诗

往事如烟

亲情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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