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王港旧址位于海河镇陈墩村袁 西与阜宁县沟墩
镇竖河村交界袁东至老屋基遥 原下王港渡口旧址位于原
王港村袁在王港中心河西侧约 30米处遥

清朝末年袁 有一姓王的人家迁移到这片土地上谋

生袁王氏父子在沿海河南侧的两处港口建房落户袁以摆
渡和取鱼维持生活遥 由于海河水面较宽袁同时东西几十
里长的河道上没有桥梁袁 父子俩的两个渡口又相距较
远袁所以乘渡过河的人比较多遥 随着时间推移袁王氏父
子摆渡的港口也渐渐出名遥 因两个渡口摆渡的都姓王袁
过往行人容易混淆绕道袁 后来人们就把西边一个渡口
叫做野上王港冶袁东边一个渡口叫做野下王港冶袁上王港和
下王港由此而得名遥 上王港旧址在阜宁县沟墩镇境内袁
下王港在射阳县海河镇境内,分属两个县遥

上下王港摆渡口
陈必俊 陈德忠

地名故事

看叶板桥家书曳袁喜欢炒米和糊涂粥袁温情尧亲厚遥 炒
米是野天寒冰冻时袁穷亲戚朋友到门袁先泡一大碗炒米送
手中袁佐以酱姜一小碟袁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冶遥 糊涂粥是
野暇日咽碎米饼袁煮糊涂粥袁双手捧碗袁缩颈而啜之袁霜晨
雪早袁得此周身俱暖冶遥

地域和岁月的缘由袁炒米和糊涂粥我没吃过袁但我
觉得疙瘩汤也是这样的亲民温厚遥 疙瘩汤是家常味道袁
平民食物袁味道简单袁食材也简单遥 蔬菜尧面粉尧一点油尧
一点盐尧两碗水袁热腾腾袁暖洋洋袁暖身袁暖心遥

疙瘩汤食材简单寻常袁做法也相当灵便袁随你怎么
发挥袁万变不离其香香暖暖遥 我最早会做的饭食就是疙
瘩汤了遥七八岁的样子吧袁母亲去姥姥家袁我和弟弟妹妹
们在家袁眼看中午了袁母亲还没回来袁便想着要给母亲一
个惊喜袁便带领弟妹做野疙瘩汤冶遥

我们三个蹲在厨房里袁很郑重其事的样子遥 和好面

揉成团袁再摁成扁平状袁用刀切成小指粗细的面条遥 然
后袁蔬菜切碎袁放热油锅里炒下袁放进面条袁大火烧开袁再
慢煮一会儿袁搁些盐尧醋尧香油袁一锅热热香香的疙瘩汤
就做好了遥

母亲回到家的时候袁 我们刚好把疙瘩汤盛进碗中遥
小姨也来了袁看到我们做的疙瘩汤袁惊讶又开心袁端起一
碗疙瘩汤就喝起来袁还表扬我们懂事袁替母亲高兴遥母亲
虽然没有说什么袁她的心里一定很欣慰遥 后来我们长大
了袁她还常常提起这件事遥

疙瘩汤黏黏糊糊袁糊里糊涂是生活的本质袁更贴合
人的脾胃袁更让人欢喜热爱遥西红柿味道鲜美袁是疙瘩汤
的绝配遥

在外面奔波一天袁一进家门袁见餐桌上有冒着热气
的西红柿疙瘩汤袁心里陡然一喜袁烦恼和劳累统统丢开
去袁人生最幸福的莫过于坐在自家餐桌前袁气定神闲地
喝一碗西红柿疙瘩汤遥尤其是冬天的夜晚袁风雪夜归人袁
一碗热腾腾的疙瘩汤在手袁抵得过这世界上的寒冷遥

大鱼大肉有让人腻的时候袁疙瘩汤不会袁它是那么
恰恰好袁温暖地守护着我们遥

至味疙瘩汤
耿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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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四季

含烟的海水袁拥抱着袁一片千年的月色遥
一瓣柔韧的叶子袁 轻轻划过传说袁 那位远道而来过客的

心袁被彻底搅乱遥
茫茫盐蒿袁滩涂永恒的封面遥不必动手袁只须唤来春风袁那

帧翠幔便轻启开来遥 接着袁就可阅读粗犷又细腻的海之歌了遥
多少来去匆匆的寻梦者袁沿着嫩蒿饱含新奇的视线袁走向

大海的潮头袁走向盐花的源头袁走向寂静的滩头袁与那缕舷窗
外的蔚蓝重逢遥

春宽梦窄遥 那个没有皱纹的黄昏袁归巢的夕阳袁落在盐蒿
的叶尖上袁划破了饱含汁液的相思袁爆绽出满天的星星遥

与地气一起升发的蒿香袁漫过夜色袁溅落到鹤的呢喃里遥
晚潮的湿润气息袁还未溶尽麋鹿轻匀的呼吸袁苦楝树就举起铁
骨一般的虬枝袁搅动一阕从农谚里萌芽的词章袁染红半天的云
幔遥
黎明的脚步袁在大海的莞尔里踯躅遥那曾经注满雁鸣的星

星袁化作盐蒿眸间的晨露遥 每一枚系着绿烟的露珠里袁都漾动
着袁一轮鲜嫩欲滴的娇阳遥

以晨风发酵音乐的天空袁流淌着青草般蓊茂的忧郁遥盐蒿
将嫩绿的芽袁在丰厚的腐殖土里磨亮袁宛若轻擦于发际的绣花
针袁给滩涂绣出绵邈的生机遥
跃过沼泽的鹿蹄袁踏碎一河带有斑纹的记忆遥在沙洲聆听

翠浪的旅途上袁春天的羽翼丰满起来遥 待鸥影袁在海天勾画丹
青之时袁拔节后的大地袁是否脩延为布谷的枝条尧蚯蚓的天空尧
蚂蚁的舞台尧蜜蜂的村庄钥

盐蒿的微笑袁在远方袁随着衔泥的燕子而来遥 风霜雪雨的
洗礼袁让一种信念袁渐渐接近高贵的蓝天袁呈现出四季的颜色遥
一片叶袁一星芽袁一朵花袁用整个生命的苦寂袁来酝酿那枝丰腴
的明天遥
心在滩涂安放袁梦就在滩涂绽放遥 一缕亮色袁在漫漫烟岚

的包围中袁如闪电一样短促袁却唤醒了无数黑暗中的沉睡遥
那位少年袁盐蒿一样青涩遥 仰望着夜空袁视野里没有一颗

星星遥心袁却就此变得浩瀚遥是谁袁将河流与草场交给了岁月钥
堤边的草房子袁孕育带着蒿香的灵魂遥 波动的翅膀袁一直

朝着远方荡漾遥又一批种籽离家了袁滩涂露出欣慰又疲惫的笑
容遥
与海魂同源的根系袁将编织怎样的新韵钥 那簇新绿袁走在

潮汐谱写的长路上袁恰若一棵棵美丽的胡杨袁在飞翔的土地上
生长尧衰老尧涅槃尧永存遥

盐蒿袁脉管里奔腾着苦水的盐蒿袁在盐碱里展开袁一个不
息的星球噎噎

滩涂蒿
孙成栋

时光流年

我家柴房的墙上袁总挂着一件棕黑色的蓑衣遥
我虽不知这件蓑衣是从什么时候有的袁但打我记事起袁

这件蓑衣就时常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袁 时常挂在我家柴房的
墙上袁时常披在父亲的身上遥

春天袁春寒料峭袁淫雨霏霏袁父亲披着蓑衣袁牵着他的耕
牛出去了遥待他回来时袁母亲见了袁心疼地说院野衣服湿了吧钥
赶紧去换掉浴 冶可父亲笑了袁拽了拽身上的蓑衣说道院野有它
呢袁没湿浴 冶我不信袁走过去看袁果然袁父亲的衣服一点都没有
湿遥说着袁父亲从从容容尧小心翼翼地脱下蓑衣袁轻轻挂在柴
房墙上遥

夏天袁艳阳高照袁父亲披着蓑衣到田里开渠引水袁禾苗
有了水袁于是变得有生机了袁变得翠绿了遥 可父亲却早已被
汗水浸湿遥母亲说院野太阳这么毒辣袁你应该歇歇遥冶父亲摇了
摇头院野没事袁有这个呢遥 我要是歇着袁禾苗可就枯死了遥 冶

秋天袁当秋叶抖落一地金黄时袁父亲还是披着蓑衣袁拿
起扁担到田里将稻谷尧红薯尧花生等一一挑回家袁于是袁家变
得丰满了袁殷实了遥

冬天袁寒风凛冽袁雪花飘飞袁父亲依然披着蓑衣出去了遥
当他回来时袁肩上扛着一担沉重的柴禾遥 父亲把柴禾放下袁
母亲走过来慌忙说院野快袁到里面泡泡脚暖暖身子袁这么冷的
天袁明天就甭去了遥 冶父亲却说院野有蓑衣袁暖和着呢浴 冶说着袁
抹了把额头遥我和母亲凑过去看袁父亲的额上有点点晶莹的
汗珠遥

一年四季袁寒来暑往袁父亲都披着他的蓑衣遥 父亲有了
蓑衣袁干起活来特别有劲儿遥 父亲就像蓑衣一样袁朴素袁踏
实袁默默无言袁承受着岁月的挤压袁直到挤出了褶皱袁但他依
然直着腰杆袁一如既往地穿梭在岁月之中遥 而蓑衣袁静静地
为父亲遮挡日月袁遮挡风雨袁同时也为整个家袁遮挡着所有
的艰险困苦遥

然而袁随着岁月的变迁袁如今袁蓑衣早已被五彩斑斓的
雨伞尧雨衣所替代遥渐渐地袁蓑衣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遥有一年
春天袁天空下着冷雨袁父亲还披着他的蓑衣去劳作遥 我感到
很不自在袁 于是马上买了一件质量非常好的雨衣给他遥 可
是袁他仔仔细细地抚摸着那件蓑衣袁就像抚摸着他的儿女一
样遥 看着父亲袁 我不禁感到鼻子酸涩袁 一股热泪涌了出来
噎噎

原来袁父亲早已把蓑衣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袁而蓑
衣袁因为有了父亲而变得熠熠生辉袁闪耀在每一个风吹雨打
的日子里噎噎

父亲的蓑衣
林金石

陈年旧事

1975年 8月中旬袁 为了充实基层团组织的干部队
伍袁增强农村团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袁共青团射阳县
委员会在县五七干校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全县共青团
干部培训班遥 我作为年轻的共产党员袁又是刚毕业的高
中生袁在原通洋公社向阳大队党支部的推荐下袁参加了
这期培训班遥 让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袁培训班请了原合
兴公社罾塘大队的老红军李本云袁 为学员们作了专场
报告袁我们真是受益匪浅遥

报告会在县五七干校大礼堂举行遥 下午 2时整袁礼
堂内座无虚席袁还临时加了不少座位遥 李本云身穿洗得
发白的中山装袁健步走上主席台袁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说:野同志们袁我不识多少字袁今天讲话没有完整的讲话
稿袁只有我自己写的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袁讲的都是我
亲身经历的事遥 今天向大家讲述的是我在长征途中亲
身经历的往事袁 希望大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革命胜
利的艰难遥 冶接着袁李本云就从红军长征开始讲起袁一直
讲到红军抵达陕北的过程遥 其中特别讲到红军战士勇
敢战斗袁不怕艰苦袁不畏牺牲的故事遥 红军战士爬雪山袁

过草地袁吃野菜尧草根尧树皮和啃皮带等袁讲得有声有
色遥 讲到激动处袁李本云站起身子袁挥舞手臂袁声音宏
亮袁情绪激动遥 特别讲到红军队伍中很多年轻的革命战
士血洒战场袁万水千山埋下烈士忠骨时袁他泣不成声遥
千余人的会场鸦雀无声袁大家全神贯注地听他讲演袁思
绪随着他讲话情绪而波动袁 不少人也流下了激动的泪
水遥

李本云的报告讲得生动感人袁听者犹如身临其境遥
这是我人生旅途中听到的一次最好的演讲遥 整个报告
会大约三个小时袁由始至终袁气氛严肃袁秩序井然袁没有
人随便讲话袁更没有人中途退场遥

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袁 然而袁 就像发生在昨
天遥 李本云也已去世多年袁但也正是那次演讲袁使我经
受了灵魂的洗礼遥 几十年来袁我无论在家务农袁还是任
农村基层干部袁始终牢记李本云的教诲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勤奋工作遥 今天虽然已
经退休袁我仍继续发挥余热袁为家乡的建设出谋划策袁
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我曾听过老红军李本云作报告
徐为富

读汪曾褀的叶人间滋味曳院野凡事不宜苟且袁而于饮食
尤甚遥冶我仿佛又听见妈妈在老家开阔的平原大地上袁举
着手机在喊院野平儿呀袁几时回来把土鸡蛋拿走袁我怕日
子久了坏掉呢浴 冶

夏日的天袁温度渐渐拔高袁为了家里的鸡蛋袁我赶了
数百里路袁回了趟老家遥

老家的豌豆饱满袁麦穗沉甸甸的袁新蒜头已经离田
噎噎这是一年中第一个收获在即的季节遥也是我喜欢的
儿时时光遥

老家门前屋后的河塘袁水不是很深袁挖泥鳅尧捉鱼摸
虾等袁我们是常有的事遥但数我爸最擅长袁因为我喜欢吃
河鱼袁感觉虽小但味道极鲜美袁所以我爸捕得也勤遥

这样随便能就地取鱼的事袁只有老家可以办到遥 所
以常留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袁那是快乐自由的体验遥

体验还包括苦中取乐的劳作遥尽管这次在老家时间
并不长袁但看着我爸拿起割菜籽的刀袁我仍然强烈想体
验一回遥 而这距离前一次握镰刀的记忆袁已经过去二十
年了吧浴 我爸阻止了很久袁但我还是成功地站在割菜籽
的田间遥我们在同一个起点袁估摸了熟能生巧的过程袁我
占了四行袁给我爸留了六行遥

三个小时的劳作袁果真是手臂和腰都很酸遥 尽管我
年轻袁但还是没比过我爸的耐力遥我们边割边聊天袁回忆
很多我小时候一起劳作的快乐和顽劣遥 那样的时光袁都
成了倍感亲切的童年记忆遥

老家的儿时袁有取之方便的鱼虾袁有劳作的田园袁还
有淳朴的邻居噎噎

从我妈说起袁总是给东家送豆袁西家送菜袁理由很简
单院他家今年菜没长好袁我们反正多曰她家儿子喜欢吃这
个瓜袁送两个去袁再说袁以前人家还给我家孩子送桃吃
呢浴 正因为如此袁我这次回老家袁不知道谁说了袁城里没
真正的土鸡蛋袁我是回来拿鸡蛋的遥结果袁张奶奶端了十
多只来袁李叔送了三斤多袁许婶把新鲜的鸭蛋也拿来了
噎噎我目测了一下袁如果这次回城袁光带蛋也得上百只
喽浴

在城里有时也找到儿时的零星记忆袁可能是好不容
易买到家乡的烧饼袁或是家乡产的糕果袁但怎么也找不
到在整个辽阔大地上尧在宁静村庄里那真正所拥有的儿
时影子的回放遥所以袁我常常想回老家遥城里找到的是偶
然相似的物袁而老家拥有的是至亲的爸妈袁和能给我全
部爱的他们遥 我带不走袁只有常常回遥

我想袁回老家袁回老家袁回着回着袁就回到了儿时袁找
寻到天真烂漫的时光浴

回老家找寻儿时影子
殷海平

乡愁悠悠

岁月的风袁掠过春天的路口袁立夏牵着小满尧芒种赶着
夏至袁绿意盎然的夏日便悄悄走来了遥

童年的时候袁家在乡下袁夏季的时光藏在屋前屋后袁草
木葳蕤犹如绿色的画笔袁写满田园青翠的诗行遥一根根顶花
带刺的黄瓜袁挂在绿叶藤中袁谱写着夏季青葱的诗意曰园子
里的几棵樱桃树袁稀疏的叶子遮挡着一个个红樱桃袁在阳光
的照射下袁金光闪闪袁从远处看袁真像一颗颗又大又圆的红
玛瑙遥

绿意盎然的菜园子里袁 仿佛节日一样院 柿子提着红灯
笼袁丝瓜提着绿灯笼袁茄子提着紫灯笼袁将菜园子装扮得新
年一样喜庆遥

童年的夏天袁我们最喜欢到田畦中袁和那些挺着大肚皮
的冬瓜与西瓜袁比一比谁的肚皮大袁然后就躺在茂密翠绿的
西瓜地里袁做一个童年香甜的梦遥

我们家的门前有一个荷塘袁 这些粉红色的荷袁 绿叶婷
婷袁红绿相衬袁清淡而美丽袁在我多年向往的线装典籍中袁如
约而至袁 直达开启的心扉袁 成为我诗中最亮丽的段落与章
节遥

面对这些洁白如玉的荷袁我陷入了无尽的情思遥听着荷
花溅起的蛙鸣和喧闹袁品味荷花摇出的姿态与升腾袁令人目
不暇接的激情袁 令人流连忘返的情愫袁 那些花开花落的气
息袁那些错落有致的花间密语遥

蝉是夏日乡村的歌者袁 用自己的生命将故乡的夏天歌
唱遥放学后我与弟弟拿着自制的小笼子到野外去捕蝉袁是儿
时不可或缺的趣事遥 这时候就会想起罗大佑创作叶童年曳的
那首歌院池塘边的榕树上袁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袁操场边的
秋千上袁只有蝴蝶停在上面噎噎

夏天的傍晚袁天慢慢黑下来袁拿着收音机在村头的老榆
树下袁听刘兰芳说评书叶岳飞传曳与叶杨家将曳遥村子里的人也
都不约而同来到树下袁老人们轻摇蒲扇袁女人们唠着家常遥
院子里飘来点点萤光袁 一闪一闪浮在草间袁 绕着葡萄藤架
飞遥 我拿着蒲扇袁满院子追着萤火虫扑打袁捉到了便装在玻
璃小瓶里袁挂在蚊帐中遥

光阴宛如一列火车袁恍惚间呼啸而过遥农村生活可以回
乡体验袁可童年时光只能留在了记忆里遥

童年里的夏时光
王淑芹

岁月屐痕

公历 2020年为闰年袁2月有 29天袁全年共有 366天曰而农
历庚子鼠年也是闰年袁有个野闰四月冶袁全年共有 384天遥
据专家解释袁公历每 4年设一闰年遥凡公历年数能被 4除尽

的年份为闰年袁2月有 29天遥 但对整世纪年如 1900尧2000尧2100
年袁只有前两位数也能被 4除尽的才是闰年遥
中国农历根据月相确定日期和月份袁根据二十四节气确定

年长遥二十四节气反映的是太阳周年运动遥由于 12个月的天数
不够年长袁13个月又超过了袁 故而采用适时增加闰月的办法来
调节遥有闰月的年份也叫农历闰年袁包含 13个农历月袁农历庚子
鼠年就包含有一个野闰四月冶遥
农历没有第十三月的称谓袁闰月按照历法规则袁排放在从二

月到十月的过后重复同一个月袁重复的这个月为闰月袁如四月过
后的闰月称为闰四月遥
天文专家表示袁作为一种历法现象袁野闰四月冶比较罕见袁一

般相隔 8年或 11年袁最长相隔 38年出现一次遥就 21世纪来说袁
野闰四月冶的年份一共有 8次袁最近的一次是 2012年渊壬辰年冤袁
再下一次是 2058年渊戊寅年冤遥
天文专家表示袁野闰四月冶虽然比较罕见袁但也是正常历法现

象袁无关吉凶福祸袁公众要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遥
2020年又是野双春年冶遥我们的农民朋友最关心的还是农作

物的生长情况遥 农作物的生长不是看是否野闰四月冶袁而是看节
气袁闰四月和其他年份一样袁不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曰而野双春
年冶则不一样袁双春年属于节气袁所以对农作物的生长至关重要遥
按照农村几千年的文明史传承下来的民俗认为袁双春年是

节气十分紧凑的农业年袁是一个五谷丰登的丰收年袁是一个吉祥
如意的幸福年袁是一个生活充实的快乐年遥农村会把大事尧好事尧
喜事集中在这一年来操办袁因此袁农村结婚的多尧造房的多尧乔迁
的多遥

罕见的“闰四月”和“双春年”
冯小雨

风俗拾萃

家乡味道

吉洪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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