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的家乡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叫地龙河，它北
起陈洋地龙闸，与小洋河相通，向南绵延十公里与运
棉河相连。这是 1969 年开挖的一条人工河，至今已
有 52年历史。我是喝着地龙河水长大的，地龙河水
哺育了我。当我驻足地龙河上的开洋大桥，向南眺
望，记忆的闸门打开，一如这河水缓缓流淌。

春天刚刚睁开它惺忪的睡眼，地龙河水便迫不
及待地挤开那厚重的冰衣，向春天报到。在冰衣下面
涌动一整冬的河水，清亮甘甜。居住在地龙河大堤上
的男人担着木桶，女人们端着洗衣盆，小孩儿则跟在
大人身后，欢天喜地，雀跃着从大堤冲向河边。河水
开始上涨，好玩的小孩用树枝捞起浮冰，放在嘴里含
化，咯嘣咯嘣地嚼着，宛如吃着夏天的冰棍；女人们
在洗衣板上搓揉着衣服，张家长李家短地闲聊，不时
发出欢愉的笑声；当家里的水缸担满水后，男人则在
河边清除杂草，清洁水面，挖泥加固水码头。

夏天如期而至，这又是一个愉快的季节。地龙河
水波光粼粼，碧蓝碧蓝的，诱得小孩子争相扑通扑通
从码头上跳下去，在河边浅水处嬉戏；较大的孩子则
比着水性，争先恐后地游到河对岸。大堤上茂密的刺
槐树倒影在河水里，黑黝黝的，远看好似连绵不断的
山峦。傍晚，萤火虫在河边的草丛上掠过，一闪一闪
地划过河面，河水里像有无数的繁星在闪耀；白天静
默的青蛙此时也登场了，咕呱咕呱地唱成一片。劳累
了一天的大人们聚集在河堤上乘凉，扇着蒲扇，拉着
家常，我们一群小屁孩在追逐玩耍。

当夏天的暑气还没散尽，地龙河堤上的刺槐树
叶开始飘落时，秋天静悄悄地来了。秋天的地龙河虽
没有了春天的灵气、夏天的秀气，但一样让我着迷。
河两边的水蒲草伸出婷婷的蒲棒，一片片，一排排，
金黄金黄毛茸茸的；蒲棒的絮随风飘过河，又飘过
来，空气中弥漫着蒲棒特有的香味。河两岸沟坎上长
着茂盛的茅草，青郁郁的，远远看去好似沟坎处铺上
绿色的地毯。明镜一样的水面倒映着湛蓝的天，天与
水相融，好似黛绿的水墨画卷。深秋的风扫过刺槐树
梢，落叶如天女撒花，飘落在树根下，飘落在庄稼田
里。

记忆中的秋天好像很漫长，但当西北风呼啸而
至，冬天准时到了。冬天的地龙河有着别样的风韵，
河两岸沟坎上的茅草此时已成枯黄色，紧紧护着沟
坎上褐色的土壤，若有拾柴火的人走过，越冬的兔子
在脚底下一哧溜跑得无影无踪。河水清澈而恬静，野
鸭子三三两两在河面上游来游去。当我们穿上棉袄
棉裤时，已是严寒的冬天。早晨，各家的水码头上，凿
冰的叮咚叮咚的声响此起彼伏。太阳升起来时，看着
冰面，那反射的白光让人睁不开眼睛。我约好小伙伴
一起到河面上溜冰，有的小孩搬来家里木凳子，坐在
凳子上，一人在后面用力一推，向前滑出好远，嘻笑
声一片，大人则在岸边喊着“小心点”，此时的地龙河
又热闹起来了。

如今，离开故土多年的我站在大桥上，静静地凝
望着让我魂牵梦绕的地龙河，一切都早已物是人非。
这条维系我浓郁乡愁的河流，曾经的美丽、快乐和美
好，常常再现在我的梦境中。

美丽的地龙河
王文富

劲风，雷雨，低温，立夏后，天气低回曲折，却一点
儿都没有妨碍蔷薇花的盛绽。

一嘟噜一嘟噜红的粉的花，赶趟儿似的忙不迭地
开出来，开得热热闹闹洋洋洒洒不管不顾。使我在心
里不由一遍遍地怨叹，慢点儿吧慢点儿吧，都这么急
做什么？

亲昵拥靠的花簇儿，每每使我想起身着洁白婚纱
的新娘，那握在胸前的幸福的花簇。细细的花枝儿却
常难胜其重向下深深低垂，支撑它们的铁质杆架都被
压得有些倾欹了。那架却又是碰不得的，他试图做些
修正，稍一扶触，红的粉的瓣儿就簌簌簌地落将下来，
落的都是些尚鲜润的瓣儿，一地的碎玉琼脂，十分触
目惊心，使他不由得缩回手来不敢再造次。

可是，有时，甚至不过是架下静静看花闻香，却仍
有瓣儿冷不丁自眼前颊边脱落，使人误以为自己不经
意间干了什么坏事而不禁吓了一跳。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杜甫深知

繁花易落，欲与嫩蕊们商量，请它们细细地开。可这蔷
薇花好像根本不给人一丝商量的余地，仿佛是驶上快
车道的一列车，顾自勇猛地向前冲去，看着不免使人
有些着慌，却又无可奈何。

带雨的蔷薇花别有一番韵致，使人格外爱怜，花
香亦因雨的润泽而分外清新可意沁人心脾。然而，这
时节的风雨终究更让人忧心，风摧雨折，徒然使花加
快谢的进程而已。所以，日日都暗自祈盼着平和天气。
纵使风雨不侵，花也在自然地渐渐失却鲜妍。先开的
花儿，好些是倦极了似的悄自萎在枝头。伸手轻捻，便

悉数脱入掌中。我将它们放在枝底的泥土上。化作春
泥更护花，应是最好的归去。

美好之使人怨恼处，便是存在的短暂，是这种万
般无奈罢了。

及至读到苏轼的《书临皋亭》，不觉心胸顿开，一
时豁然。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

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
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酒醉饭饱了的东坡，身子倚靠在他居住的临皋亭
里的几案旁。白云、清江、林峦围绕在他周围，思绪飘
忽似有若无，他怡然自适又心怀愧惭与虔敬地充分领
受着大自然这丰富鲜活又博大的惠赐。
乌台诗案后，苏轼贬住黄州。政治上的打击、经济

上的困顿、生活上的窘迫终没能使他沉沦，一番深沉
的思索与沉淀之后，他躬耕东坡，种麦植树，构房架屋，
结朋交友，读书创作，游山玩水，啸咏江河……身体与
精神渐又铺枝展蔓深深扎入脚下的泥土。在黄州，他
完成了自我全然的蜕变与超越。此篇几十个字的小
记，展示出寓意于物而不受制于物的状态，足可窥见
他精神上的高度富足与自由。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

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
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何必拘泥于一个蔷薇花事
的盛衰呢，来时充分领受，去时温柔相送，便是不辜负。
拘泥，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囚禁。大千世界，若留心，若
有心，美好无处不在。

花开花落且由他
鲁声娜

渔家有句俗语，叫蟹过重阳鱼过冬。那意思是
说，过了重阳，蟹实鱼肥。其实，国庆、中秋前后，那
蟹、那鱼，就肥得让人关不住口水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正在上学，连粥饭都吃不
饱，就更无法奢望能吃到像今天动辄就是几个菜的
美味、唯一能帮忙解馋的就是螃蟹。尤其是国庆、中
秋期间，稻子成熟了，螃蟹出窟了。这正是我们逮蟹
的极佳机会。一放学，我就会迫不及待地离开学校，
冲进那水稻长得没有草高的稻田，一边拨开稻、草，
一边仔细寻找出窟的螃蟹。隔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
发现一只只螃蟹，张牙舞爪。此时，最好不着急去逮，
以防被它那两只灵活而有力的大螯伤着，只要折一
根芦苇或茅草，向它挑衅，待它螯着芦苇茅草不放
时，就会轻而易取地抓着它的壳，放进那本来用以装
书的包里。每次中午放学回家，我都能在那稻田里逮
上个十只八只螃蟹，带回家去，放进锅里一煮，既当
小菜又解馋。

后来，不知是啥原因，稻田里的螃蟹逐渐少了起
来，有时一趟跑下来，也很难逮到一只半只大的蟹，
多数时候是空手而归。打那以后，每逢国庆中秋双节
临近时，晚上，我就在家附近水沟的下游插上柴帘，
点上小马灯，守“株”待“兔”。就像蝼蛄、蝗虫、麻雀等
许多生物一样，螃蟹也有很强的趋光性，这个时候沟
里的蟹会毫无顾忌地顺流而下，向着灯光挺进。待遇
到柴帘阻挡，它们会顺着帘根向两岸爬行，或者直接
爬上柴帘，试图越帘而过。每当这时，它们就只有束
手被擒的份了。

这样的好时光也没能延续多少时候，到我读初
中的时候，螃蟹唾手可得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它使
我们家国庆中秋双节过得越来越索然寡味。好在我
从小就练就了一手钓蟹的绝活。我把竹片子加工成
一根约 70厘米左右细如蚯蚓的竹蔑子，一端用线缠
绕成状如绿豆般大小的疙瘩，然后穿上蚯蚓，就制成
了专门钓蟹的竽子。此时，只需要顺着田埂河边，寻
到螃蟹栖身的窟，伸进蟹竽，并慢慢地抖动，尽量使
被螃蟹视为美味佳肴的蚯蚓和蚂蚱散发出浓浓的香
味。倘是窟里有蟹，用不了多少时辰，它就会用两只
毛绒绒的螯来抓竽子。有经验的钓蟹人，只要感觉到
蟹螯碰一下竽子，就会把蟹竽子慢慢地往外抽，引诱
它爬出那黑乎乎、深幽幽的窟。这时，你甚至能听到
节奏沉稳或慌乱的螃蟹出洞声，凭借此声，就能判断
出它是一只大蟹还是小蟹，是公蟹还是母蟹，是老于
世故的蟹还是初出茅庐的蟹，是一只饿极了的蟹，还
是半饥半饱的蟹。等看到它的爪子，便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用手猛地一抄，那蟹就得束手就擒，然后就
被钓蟹人麻利地塞进蟹篓，以供饕餮。

星移斗转，我这手钓蟹逮蟹的绝活也是英雄无用
武之地了。每逢国庆中秋双节，螃蟹还是有得吃，但那
是人们养的，味道同野生螃蟹已不可同日而语。近些
年，我常常会被邀请参观人们作为发家致富的养蟹池，
每当这时，我都会呆呆地站在蟹池旁边，眼睛里看到的
是被人们养在塘里的可怜巴巴的小蟹，而爬进脑袋的
却是过去那田里、那沟里、那窟里威猛的野生大螃蟹，
不知那样的野生大螃蟹何时再出江湖？

难忘蟹鲜味
李志勇

春天来了，喜欢用旋网打鱼的人，早已按捺不住骚动的心，要到野
外河中打鱼去。

今春开网比往年迟了一个月左右，大家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
宅在家里不给国家添乱。

老吕、小袁都是我的同事，都是打旋网的好手，也是师徒关系。相约
“今春开网”，来到熟悉的河口，各自做着撒网前的准备。

小袁自然请师傅开网。别看老吕六十好几的人了，打旋网的身姿依
然优美———那拎网、操网标准范儿，转大半个身后，随着一声“开”，传出
“呼呼”的声音，渔网犹如飞舞的银练抛向半空，在惯性作用下自由散
开，又快速下坠，“哧溜”一下沉入水中，期待着猎物，收获喜悦。

老吕笑笑：“三四个月没打网了，这一网没能完全打开。”
旋网是常用网具，深受人们喜爱。现在用机器织的尼龙丝网相对轻

便。旋网以纯白色为主色调，主要重量在网脚子上，有几十个铅坠子。
打旋网的人要吸气憋气，瞄准预定落水区，靠经验估算用多大力

气，然后转大半个身奋力抛出旋网去。也需要眼、手、腰、腿、身协调配
合，有点儿像体育场上的投练铅球比赛，只是比练球少转圈子。

定格抛掷旋网的瞬间，那是很优美的。老手撒网成圆形的降落伞
状，靠近撒网人这边的网脚先入水。在网开的范围内只要有鱼，受惊吓
后条件反射阵脚会大乱的。

撒网人判断网脚坠泥后，便开始拉绳收网。收网时，还会抖动几次，
慢慢顺着河底将网拉到水边。

围观的人比打网人还开心，看到撒网成圆形降落伞状入水，众人也
啧啧称羡，不管打到鱼否，都投去赞许目光。

用旋网打鱼，自古有之。《打渔杀家》的故事发生在宋朝，有京剧、电
影等，成文艺演出经典；古典名著《水浒》中，阮氏兄弟等也是靠湖边打
鱼为生的，上梁山后也有展示；现代歌剧《洪湖赤卫队》也是描写渔民生
活的。
过去打旋网为了生活，今天则是一种乐趣。老吕、小袁有时也去海

边，涨潮时追着浪头打鱼，更多时间选择在河边打旋网。因为打旋网也
是个脏活儿，要穿高管水靴，也有人穿皮裤或腰系塑料大围裙，套上防
水护袖。
打旋网还是个力气活儿，打了三四网就气喘吁吁了。打网人身体要

好，呼吸要深，腿脚要灵，手眼要活。如果没有打过旋网，千万不要用力
过猛，防止扭伤腰腿。即使常打网人，事先也会小范围试打一两网热身
的，尽力展示身手不凡的“网舞”。

老吕说：“今天打不到鱼也开心，能自由撒网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打旋网呢？”这句话常被人们引用到酒桌上，敬酒者举杯请酒，一桌子
人上上。立马有人会戏言：“海边的，打旋网。”

众人相视一笑，端杯意思意思。
敬酒没有打旋网优美的舞姿，可笑声依然悦耳动听。

打旋网
邹德萍

“楝树开花，稔稔抓抓，新鲜的稔稔上市啦！”立夏前
几天的一个清晨，一位六十开外的老爹爹，推着一辆老式
永久牌高架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只蒙着白布的笆斗，在
小区内转悠着高声叫卖。
“啊，稔稔上市啦！”小区居民楼上呼拉拉一下子跑来

二十来个老头老太，将卖稔稔的老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因多年不见到这种应时美味，不到一支烟功夫，一大笆斗
稔稔卖得精光，一些腿脚慢的人只好预定下次的货。
稔稔为何物？这个词，在《辞海》或《辞源》上是查不到

的，“度娘”那边也见不到影子。是我根据苏北一带千百年
来口口相传的音译加意译而起的名字。这种东西又为何
深受老年人的亲睐而年轻人对他比较陌生呢？这得从苏
北农村流传千百年的“楝树开花，稔稔抓抓”这则民谚说
起。
稔稔在现在是应时美食，在旧社会却是农村穷人度

命的食物。它的原料是尚未干浆的半成熟的元麦和小麦
粒，制作方法也不太复杂，将嫩麦粒从青麦穗上揉下来，
扬去糠皮，下锅炒熟后，用石磨磨成条状缕缕即可食用。
食用方法有好几种，可以将稔稔捏成团子当点心，也可同
韭菜一起炒当菜吃，也有人家和上青菜煮稀饭。总之，不
管哪种方法，其味道都极其鲜美，堪称特色应时美味佳
肴。
为什么说稔稔是旧社会穷人的度命食物呢？因为解

放前农民祖祖辈辈缺衣少食，饿肚子是常事。特别是每年
春天的三、四月份，前一年的粮食早已吃光，地里的麦子
还未成熟，在这“青黄不接”的季节，农民只得挖野菜，甚
至吃草根、树皮度日。一天天巴望地里的麦子成熟，，而立

夏前后楝树开花时正是麦子半干浆时。饿急了的农民只得忍痛“赶青”，将
尚未成熟的麦粒揉下来做稔稔度命。其实，做稔稔的嫩麦子只有成熟麦子
的三分之一收成。农民哪里舍得如同拿高利贷般地去吃稔稔呢？实在是饿
得没办法的办法。苦难的农民每年春天总是眼巴巴地望着门前的楝树，盼
望早日开花，可以吃上稔稔保住命；但又害怕楝树开花，因为虽然保住了
命，却丢掉了三分之二的收成。“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
却心头肉”这首古诗，是农民盼楝树开花，又怕楝树开花的矛盾心理的真
实写照。为此，将稔稔定名为“忍忍”也有道理。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已进入小康社会，饿肚子已成为历史，“赶青”吃

稔稔度命已成了老年人的记忆。农村磨面、碾米全是机器，石磨早已淘汰，
稔稔就做不出来了，这是年轻人不认识稔稔和将其当成稀罕物的主要原
因。但是近几年来有人将稔稔当成产业来做，让城里人尝新鲜当成赚钱的
商机。这位卖稔稔的老人巧妙地利用“楝树开花，稔稔抓抓”这则谚语当广
告词，先将过去从苦日子中过来的吃过稔稔的老年人作为消费对象，然后
再普及到年轻消费群体。老人告诉我，做稔稔的嫩麦子，虽然只有三分之
一的收成，但是，稔稔的价格是成熟麦子的四至五倍，划得来，20块钱一斤
供不应求。老人还说，过去困难时期，“赶青”度命，现在是“赶青”赚钱。城
里人爱吃稔稔的人越来赴越多了，他所在的村有十几户人家办起了石磨
做稔稔生意。明年楝树开花时，他们村将成为稔稔专业村，准备将这种应
时的美味佳肴打进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老人讲得眉飞色舞，憧憬着来年
楝树开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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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美女，心弦铮地弹出“四大美人”，
犹如说到跨栏，眼底刷地闪过刘翔，没有联
想，没有转换，纯粹下意识地，近乎本能，这
就是品牌效应。

四大美人，西施排名第一，美人中的美
人。这位置不是随便排的，它跟知名度直接
挂钩。比较起其他三位“同美”，西施的名头
更为响亮。首先，她参与并间接转化了惊天
地泣鬼神的吴越之战，属于曲线救国的英
雄；其次，引导时尚潮流，有“西子捧心”“东
施效颦”等系列佳话风行华夏，身后还衍生
出了“情人眼里出西施”“西子湖”《浣溪纱》
“西施舌”等俗语和品牌。美学家有言，大美
之道，在于神秘莫测，在于令人震颤，在于撩
人遐思。西施三者兼备，自然穷妍极妙，美不
胜收。

放眼西方美女，够得上咱们西施级别的
大姐大，首推古希腊的海伦。海伦你不会不
知道，她是特洛伊之战的导火索，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的女主角。海伦而外，与西施有
得一争的，应数古埃及的克莉奥佩特拉，就
是那个俗称“埃及艳后”的。她是托勒密王朝
的末代女王，人气指数：曾凭借琼姿和胆识，
不仅在内忧外患前稳定江山社稷，而且让罗
马帝国的两位巨头恺撒与安东尼，先后拜倒
在她的石榴裙下。

莎士比亚先生是埃及女王的追星族，在
其诗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他形容
女王坐船去小亚细亚，“金质船尾楼，熠熠闪
光，紫色帆万里飘香，风，害了相思病，把香
帆紧紧依傍”；而当女王离舟登岸，罗马大将
安东尼如痴如醉，欣喜若狂，他“独自一个坐
在广场，神气活现，对着空气吹口哨，可惜周
围真空一片，因为空气也涌出去了，想把埃
及女王多看几眼”。连风和空气都围着美人
儿转，这比喻，堪称和“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异曲同工。

我之心仪克莉奥佩特拉，却是由于帕斯
卡先生的调侃。后者曾在《思想录》中断言：
“要是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长得稍微短一
点，整个世界的面貌就会改变。”若干年前偶
尔浏览，至今仍意象鲜活，铭刻不忘。甭管作
者本意如何，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个精彩绝伦
的广告。

美色本身就是广告。美女有价，价值连

城，朱唇一启，家喻户晓。犹如莫文蔚之为摩
凡陀，巩俐之为肖邦表，林心如之为隐形眼
镜，张曼玉之为铂金饰品。所谓“美女经济”，
实即“姿”本主义，说白了就是借助美人的风
采，争夺消费者的眼球。

美色有翅，不愁无人给她做广告。战国
年间，宋玉先生作《神女赋》，虽然纯属向壁
虚构，却是东方美人的第一篇形象宣言。尔
后西汉司马相如先生作《美人赋》，三国曹
植先生作《洛神赋》，也都是以美人的艳色为
焦点，一篇比一篇铺张，一篇比一篇华丽。毕
竟是文言文，三位先生笔下的美女，古人看
起来过瘾，今人看起来头疼。像什么“其象无
双，其美无极。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
面，比之无色”，“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
色茂，景曜光起”，“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
曜秋菊，华茂春松”。干脆翻译成白话文呢，
又失去文言特具的神韵，更加索然无味。是
不是全部这样？不，古人笔下的美女简报，也

有明白如话，根本用不着翻译的，如宋玉先
生的《登徒子好色赋》。宋玉先生塑造了一位
天生尤物，伊人也，“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
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
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
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如此通俗易懂，超凡
绝妙，我见犹怜，恨不相逢，端的是颠倒众生
的千古名句。

非是厚古薄今，翻遍手头资料，为美女
而作的形象宣传，最出色的还数西汉宫廷乐
师李延年的《倾城倾国》。你也不知道李延
年？那么，你总知道《十面埋伏》吧。对，就是
张艺谋张大腕执导的影片。片子的主题歌便
是借用李先生的原创。歌词说：“北方有佳
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哇，李乐
师啊，简直把心目中的美人儿捧上了天。据
说汉武帝刘彻就是根据这首歌词，按图索
骥，一举挖掘出隐身幕后的美人。此姝不是
别个，正是李乐师的胞妹！谜底揭开，刘彻先
生立马把她召进宫，惊为仙子，封作贵妃。多
深的心机！又是多么出色的推销！难怪紫夫
先生感叹：“李先生的歌，堪称中国广告业里
最经典的广告词，而那次演唱更是最最经典
的广告策划”。

美人有翅
卞毓方

鲜花盛开的港城 王万舜 摄

抗疫蜗居期间，无所事事。为打发时间，整理装
订 55年的日记，接着整理发表文稿的样报样刊。

常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人生
就是一个“缘”字。一旦翻到样报的同版上有熟悉的
作者，油然而生惊喜。发表的时候因为在岗时忙，没
认真看样报的其他文章，现在突然见到，觉得好亲
切，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

这是 1986 年 1月 27 日《精神文明报》，我的一
篇通讯《糊涂郎不懂法失足堕法网 明白女识大体
爱情化春雨》，刊登在 3版的右上部，右下是同县袁
万祥的文章，记得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一首长诗。
袁同志，我没见过他的面，心里却把他看着是文友，
据说他已去世多年，心中甚是伤感。再看这份《新疆
科技报》，我的一篇来信《无尘粉笔何时到课堂》，登
在版面的左下方。来信右手边竟是同县的黄姓青年
的《包装浪费面面观》。2015年 8月 4日的盐阜大众
报 B3版，右下是我的散文《永远的珍藏》，右上是我
县老新闻工作者的散文《夕阳舞韵》发在 2014 年 4
月 14日盐阜大众报 B3版麋鹿专版，同版有李秋生
同志的《走进北京 798艺术区》。这版还有我的海通
初中老校友、县委宣传部的老领导李志勇的散文
《毛虾》。我真有点惊喜不已。

翻看县报，遇到的熟人朋友自然不在少数。略
举几例吧。1998年 5月 5日我的《蛋碗》与海通初中
老校友、原县人大副主任杜渺同志的《骑车下乡》相
遇；2002年的 12月 27日，校园传真中发了我的《海

通中心学校龙头作用凸现》，与我的射中同学张必
武老师不期而遇，他的《此时无声胜有声———课堂
教学中教师“冷”处理艺术举隅》也在此版。2019年
10月 14日射阳日报三版发了我的《住房的变迁》一
文，上方有同县江正的《“彩虹”座座靓鹤乡》一文。
江同志，见文如面。他原本在县文化馆工作。1974年
到海通搞宣传节目的创作。当时我在一所小学工
作，被公社党委抽用，与另一位教师以及南坎大队
的徐姓知青组成编创组。文化馆还指派了创作员裴
艺元同志加入编创，主要任务是拿几个文艺节目的
脚本，宣传海通干群的不屈不挠抗击雹灾的事迹。
我写的打鼓说唱词，江正与裴艺元共同创作小戏脚
本，我们由此相识。江同志比我大十多岁吧，现在八
十多了，还在写文章，让我敬佩不已。近些日子我的
文章又有幸与江同志的文章同版。前几天我的《宅
家难得闲》在《射阳日报》见报，江同志在他的《最美
“逆行者”》中说，他已 86岁，但耳不聋眼不花，拿起
笔杆子赞颂冲锋在一线的英雄们。多朴实真诚的语
言，多了不起的老同志，怎不让人由衷敬佩、极受鼓
舞。

人与人，在生活中相识，是缘；在共事中相知，
是缘；在报刊上相遇，也是缘。如果报刊上相遇的，
又是以前的相识、相知，不免勾起以前相交的往事，
心头会涌起一种特别的情愫，别有一番情趣，别有
一番滋味，回味隽永，难以忘怀。

见报遇故知
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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