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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喜欢
这样多彩的人世间，
每个季节的每一天
都呈现出不同的模样。

含苞欲放的娇羞，
花团锦簇的奔放，
绿肥红瘦的沧桑，
硕果盈枝的喜悦。

花落花开
拉开寒暑交替的序幕，
雨去风来
鸣奏皇天厚土的交响。
我们用心倾听，
我们以爱回望。

回望
文 心

（一）
国安法立破坚冰，香港从今可泰平。
惩治洋奴民众喜，回击英美吠空鸣。
神针定海明珠靓，利剑高悬大纛擎。
携手九州同发展，紫荆更丽现光明。

（二）
二十三年路不平，国安立法破浪行。
紫荆花发除虫害，维港风生正气声。
反转九龙齐怒吼，顺流一水共澄清。
同心放眼征途阔，迈步繁荣锦绣程。

（三）
重典维安始出台，惊涛平息鬼魔哀。
害群祸水难掀浪，港独阴风灭顶灾。
刊宪律条长治稳，强邦铁腕壮猷开。
千秋伟业如磐固，靓丽明珠涤雾埃。

（四）
历乱根深祸未消，焚街溅血鬼喧嚣。
律条漏洞留遗患，魍魉勾连逐恶潮。
权力殿堂颁峻法，香江亮嗓紫荆娇。
高悬利刃星旗偃，祝捷歌声港岛飘。

诗赞国安法
在香港生效

颜玉华

一个群体，梦想有多长
在各个时期就会迸发出多大力量
您交出的九十三张答卷
张张都为祖国安宁、人民安康

一个群体，信仰有多高尚
在各自的岗位就有多大责任担当
您用九十三载行动证明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荆楚大疫，您第一批冲上湖北战场
南方水灾，您第一时间支援严防
美军南海寻衅，您铸铁壁军歌铿锵
印军边境滋事，您筑铜墙军旗飘扬

实现“两个一百年”夙愿
成就“民族伟大复兴”梦想
哪一刻都离不开人民子弟兵
哪一程都需有强大的国防

您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您是永远压不弯的脊梁
值您九十三岁生日之际
祝愿您愈战愈勇、越来越强

献给军人群体
裴艺元

城中硝烟浓烈，红巾颈上飞扬。三更
弹发撼东方。万民齐奋起，铁臂举钢枪。

赤帜漫卷烈焰，星薪燃遍川冈。驱霾
除雾万山昌。阳光照沃野，华厦展辉煌。

临江仙·八一颂
吕庚佐

南昌起义举世惊，万里长征砺精英。
勇战日军驱倭寇，倒蒋获胜建国新。
抗美援朝夺胜利，抢险救灾当尖兵。
军队建设现代化，国防改革更强军。
尖端武器新装备，御敌来犯有信心。
鹏程万里心如磐，能打善战立功勋。
拥政爱民行宗旨，军民团结一家亲。
红色军营是榜样，全国人民学我军。

赞人民军队
孙万楼

窗外
鸟鸣如歌

民族唱法
低回委婉
通俗唱法
欲扬还休
美声唱法
令人担忧

喳喳喳
吱吱吱
唧唧唧
咕咕咕
啾啾啾
嘟嘟嘟

高兴时
打成一团
调皮时
滾成一窝

虽然没有一只话筒
但有的是天籁的声音

尽管不是一个节奏
但唱的是各自的心情

这是自然之歌
这是自由之歌

乌鸫袁认识你是一次偶然

我认识你
是一次偶然
屋后的无花果刚露出一点红
你便第一个尝了新鲜

尝过鲜果的你
似乎治好了慢性咽炎
再唱起歌来
增添了几分清甜

我查了鸟谱
将你的声音和外表
一一比对
才与你对上了号

一袭黑衣
不
一身黑衣
让我记住了你的姓名

你的鸣叫
有短调长调
有高歌低吟
让我见证了你的多情

生活中我从来认不出
鸟类的歌手

这次却于家中
认识一位乌鸫

有一次我着一身黑衣出门
耳边好像有人也喊我一声乌鸫
我着急纠正一字
不叫乌鸫叫乌公

说蝉鸣

天放晴了
又闻蝉声一片
有人问我这蝉
怎么叫起来从不间断

我说
那不是一只蝉在叫
那是所有蝉的接力
那是所有蝉的合唱

蝉鸣一声
蝉鸣一片
才形成夏天的气
才成为蝉鸣的势

鸟鸣如歌
渊外二首冤
张锋

黄海边，有个英雄的基干民兵
连———双洋基干民兵连。从上个世
纪的六十年代到世纪末，几乎是无
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作为正规
部队的补充力量，南有角斜，北有
双洋的基干民兵组织，用现在的网
络语言来说，就是个“拽”。

还是说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双
洋基干民兵连吧。双洋基干民兵连
成立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期。
那个时期，蒋介石集团早就龟缩到
位于西太平洋的台湾岛上了。俗
说，败军之将，不再言勇。可那老蒋
硬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煮熟的鸭
子———嘴硬，动辄叫嚣要反攻大
陆，“一年准备，二年筹划，三年反
攻”，到大陆上来过年。为了巩固我
们的海边防，也是为了挫败蒋介石
集团可能发动的反攻大陆的阴谋，
沿海各地基干民兵组织应运而生，
双洋基干民兵连———这个曾到北
京参加全国英模会的基层民兵组
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光荣诞生。

基干民兵连的首任连长夏曙
培是一名退伍军人，有着较为过硬
的军事素质。在民兵连成立的那些
日子里，老夏带着民兵连一百多名
少男少女们冬练四九，夏练三伏，
硬是把一支从未上过战场，连枪都
不知如何划拉的男女基干民兵训
练成摸爬滚打、射击投弹、开枪放
炮样样在行的当地驻军的“左膀右
臂”。在一百多名基干民兵中，涌现了一大批“神枪
手”，在与驻军的共同训练中，这些“神枪手”们常常
抢了部队战士们的风头，尤其是有位叫唐玉兰的女
基干民兵，是个出了名的神炮手，多次实弹射击训
练，她都独占鳌头。就连当地的驻军首长，看了她的
高炮实弹射击，看到那被炮弹击中凌空爆炸的靶机，
都不由佩服地伸出大拇指。

1965年初夏，一支 10人的美蒋小股匪特在双洋
南约 10公里的大喇叭口登陆，妄图往内地渗透，袭
扰我当地的党政军机关。接到“干净、彻底、全部消灭
这股美蒋匪特”的命令后，双洋基干民兵连和当地驻
军的一个排，紧急突袭大喇叭口。敌我在大喇叭口的
防空地堡相遇，经过激烈战斗，基干民兵连同驻军干
部战士一起，干脆利落地全部消灭了来犯之敌。蒋介
石在台湾听到这股匪特全军覆没的广播后，恼羞成
怒，大骂不止／在省军区召开的“全歼匪特总结表彰
大会”上，双洋民兵连连长夏曙培从省军区首长的手
中接过奖旗的那一刻，这位老兵眼含热泪，以一个标
准的军礼向台上台下参加会议的各路英豪致以崇高
的敬礼。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双洋基干
民兵连的官兵们没有忘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历史使
命。他们坚定地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一边紧紧抓住
经济建设这根主线不放，一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时间学习和训练，在当地驻军部队的大力支持下，这
支英雄的基干民兵连出色地完成了新老交替，在备
战固边、勤劳富民的新长征路上铿锵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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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花观，位于扬州市区文昌中路北侧，
原名“蕃厘观”，曾是供奉主管人间万物生
长的后土女神的后土祠，是扬州重要的道
教圣地。
琼花观出名，源自全扬州城仅观里有

一棵奇特的琼花和许多有关此花的传说。
相传，风姿绰约的扬州，不但世人纷至沓
来，就连天上的仙女也慕名下凡。仙女来到
扬州，惊叹扬州风光如画，可美中不足的是
没有丽花陪衬。于是，她取出腰带上的玉
佩，随手插入土中，顷刻间长出青枝绿叶的
大树，树上开满洁白如玉的花。世人见了，
无不称奇，追问仙女，如此美艳绝伦的花叫
什么名字，仙女笑而不答，飘然而去。人们
看花色润白如玉，就取有美玉之意的“琼”
字为花名。还在这棵琼花的生长地，专门造
了一座寺观———琼花观。
在琼花盛开的日子里，我走进充满传

奇色彩的琼花观。
琼花观前有一尊明代所立的牌坊，在

左右两根石柱上，分别雕刻赤鸟和玉兔，象
征太阳和月亮。进入琼花观，迎面而来的是
“淮南道观、神秘琼花”几个醒目大字，后面
便是一个圆形土台，雕刻有“琼花台”三字，
台上生长着一棵高大的琼花树。据说，这就
是那棵神异琼花生长处。隋炀帝看琼花的
传说就发生在这里。宋代欧阳修任扬州知
州时，在观内建起“无双亭”，清代扬州籍名
士阮元还在琼花台旁雕刻了一组“琼花真
木”的画。
伫立在有着神奇身世的琼花树旁，凝

望有着充满神秘感的琼花。盛开的琼花，花

姿奇异、圣洁清雅、温润如玉；八片银色
花瓣，簇拥着金色的花蕊，尤如八位仙人
正围坐聚欢。琼花洁白得脱俗，远远看
去，尽显高贵；琼花像绣球，但绣球花呈
球状，琼花似扁平的盘子；琼花的花瓣又
像梅花，但梅花是五瓣，它是八瓣。琼花
虽没有玫瑰、茉莉花那样浓烈的香味，但
在风和日丽、神清气爽时，会感受到它散
发的淡淡芬芳。
漫步琼花观，不但目睹了琼花的芳姿，

还耳闻了许多有关琼花的有板有眼的传
说。
据传，隋炀帝下扬州看琼花，动用船只

一万零九十一艘，八万多随从，队伍前后长
二百多里，可谓声势浩大、劳民伤财。可是，
琼花生性刚烈，有姣容而无媚骨，不愿将自
己的姿色献给昏君。当隋炀帝兴致勃勃来
到扬州琼花观时，突然狂风大作，琼花随即
枝折花落，气得隋炀帝命人把琼花树连根
刨掉。谁知，隋炀帝死后三年，那地方又长
出了琼花树。
琼花还是有情之物，从不朝三暮四，对

扬州情有独钟。宋朝周密《齐东野语》记载，
有人为了讨好皇上，将琼花移到都城开封，
琼花不愿任人摆布，甘心自残，逐渐枯萎，
不得不又将它移回扬州；后有人又将它移

到杭州的皇宫禁苑，琼花日见枯萎，仍然以
自残显现自己不倔的气节，移回扬州后又
枝繁叶茂。
《琼花花记》中记载，金兵南下，琼花观

里的琼花成掳掠的目标，大树挖走，小树铲
除。可是，一年后被铲除的琼花根又长出了
新芽，琼花观道士喜出望外，倍加呵护，终
于又使琼花恢复了生机。但到了宋朝亡国
的那一年，琼花突然无故死去，她是因大宋
的消亡而殉情吗？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到处
寻觅琼花的踪迹，终于在瘦西湖畔的蜀冈
重新发现了琼花，经过精心培育，历尽劫难
的千古名花又重放异彩。目前，在扬州的大
小公园、新街古巷，都能见到琼花清新飘逸
的身姿，琼花已成为古城扬州颇具特色的
旅游资源……
徜徉在琼花观里，沐浴在琼花的清

新芬芳中，我惊异大自然给了扬州这样
的尤物；“琼花玉树属仙家，未识人间有
此花”“东风万木竞纷华，天下无双独此
花”，古人们这些诗句，不只是颂扬琼花
物稀名贵，更是赞美琼花高雅气节。

琼花观里观琼花，你才能体会到琼
花散发出的耐人寻味的魅力；你才有真
正走进扬州的精神家园，领略到这个东
亚文化之都的厚重底蕴的感受。

“琼花观”里观琼花
高 亚

日前，我看到新华网上有条消息：《江苏射阳城建
集团建立 7年利税超 16亿》，顿觉眼前一亮。消息介
绍，集团成立以来，从零起步，不断滚大“雪球”，建成新
城区田径场、新城区室外运动场、全民健身中心、新城
区生活广场、万亩生态景观林、党群教育中心、安徒生
童话乐园、千鹤湖公园、第三中学、解放东路改造共 26
项民生实事工程和城市综合体项目，形成开发、建设、
绿化、文旅 4大产业。

百闻不如一见。“五一”期间，县老新闻协会和明湖
诗社的 20多位老文友，乘坐大巴观摩了全民健身中心
游泳馆、安徒生童话乐园、千鹤湖公园，同行者直呼大
开眼界，尤其是对他们重视文化建设啧啧称赞。

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是全市唯一的国际标准恒温
泳池，池水清澈见底，配以灯光照射，美仑美奂，可以承
办各种游泳比赛。

安徒生童话乐园是经丹麦王室授权，江苏唯一、国
内第二家主题乐园。乐园以安徒生经典童话故事为主
线，围饶卖火柴的小女孩、拇指姑娘、皇帝的新装、丑小
鸭 4个主题，融入互动性极强的主题游戏和体验表演，
穿插了球幕影院、淘气宝、冰雕馆、豪华转马、水乐园等
“原汁原味”的项目，异域风情扑面而来，顿觉返老还
童。

射阳是丹顶鹤的故乡，但以往观鹤需车马劳顿去
几十公里外的丹顶鹤保护区。现在好了，千鹤湖公园为
市民就近观鹤提供了好去处。千鹤湖公园以鹤文化为
主题，着力打造生态、文化、智慧公园。园内假山怪石，
芳草萋萋，绿树成荫，湖水宽阔。湖上鹤园内，丹顶鹤或
引颈长鸣，或戏水觅食，步履高健优雅；湖面天鹅凫水，
一派悠闲，羽毛白得没有一丝丝杂色，令人联想到“白
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等古诗词名句。

广场上的音乐喷泉，11个水柱变换，高达 80米，
感觉走近了庐山瀑布，见到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
银河落九天”。那天时值中午，气温高达 33度，比前一
天陡升 10度，个个热得大汗淋漓，有人突发奇想，说最
好脱光衣服，跑到水柱中去纳凉！真可谓老夫突发少年
狂，忘了自己都是年近古稀，不少还是年过古稀亦或年
过耄耋之人。

城建集团为什么这样重视文化建设呢？“集团不仅
要有经济效益，还要为老百姓造福。”董事长陈曙一语
道出了真谛。城建人始终以人为本，以文化人，提升队
伍的“精气神”。在内部运营管理中，注重从做“人”开
始，培养“家”意识，增强“爱”情怀，完善价值理念、形象
识别、言行规范“三大系统”。

城建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会
议室内有条标语让人印象特别深刻：“掉皮掉肉不掉
队，流血流汗不流泪！”城建人为荣誉而争，为信誉而
战。全县首家获评企业信用等级 AA，首家成功发行企
业债。7年中，多次被评为先进集体，两次获评“省级文
明单位”，获评省巾帼文明岗、省文明工地 4个，连年获
县综合奖……城建人善做“作业”，更交“作品”，呈现精
品，这些文化“硬核”己深入人心，形成共识。

加强人的文化建设，促进建设城市文化，良性循
环，动力不竭，城建人率先扛起了一面大旗，高明！

扛起城市文化建设大旗
彭辰阳

“磨剪子嘞，戗菜刀……”这是我生平
听到过的最富感染力的吆喝声。只是这极
具韵律且高亢激扬的声音，如今只能在记
忆里回味了。
记忆里磨刀人总是挑着一副担子或骑

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但都有一个长长的板
凳，凳面上嵌一块磨刀石。大概磨过太多的
刀子，磨刀石表面深深地凹下去。每到村子
总是先穿街走巷地吆喝一通，然后寻一处
开阔地带，摆好摊子等生意上门。
村里人听到这带劲的喊叫声，就如接

到命令一般，纷纷拿着刀或剪子聚拢过来。
麦秋季节是镰刀大显身手的时候，磨刀人
磨出的镰刀锋快无比，轻轻一挥庄稼便乖

乖躺在脚下。过大年，裁布做衣剪窗花，杀
猪宰羊剁肉馅，剪子菜刀自然也要一展新
容了。平时虽然生意极少，但依然会不时听
到磨刀人卖力的吆喝声。
然而不管怎样却总是被他的吆喝声吸

引，总会与伙伴们声嘶力竭地学他的样子，
可总也达不到磨刀人的境界。每当此时，磨
刀人便直起腰用手去试刀或剪磨得快不
快，而后就冲我们憨憨地笑。

“磨剪子嘞，戗菜刀———”这浑然天成，
一入耳就浑身带劲的旋律，同样没能经得
住岁月的冲刷。生意日渐惨淡，“琴技”再
好，“知音”再多，也不如养家糊口重要。
当刘欢的那首欢快激昂、生动传神的

歌曲飘荡在大街小巷，竟有几分惊喜，几分
感动。在他倾情演唱的歌声中，童年的感觉
一下子便丰富鲜活起来。
“磨剪子嘞，戗菜刀———”

那些远去的声音
江 正

可能天下所有的父亲、母亲都有一个
习惯，那就是爱“唠叨”，我的老爸也不例
外。小时候读书，如果发现我做作业马虎
时，他要“唠叨”；吃饭时，发出一点声响来
或晃腿子，他要“唠叨”；上大学时，结交一
些朋友，他要“唠叨”。工作后，开车出远门
时，他要“唠叨”，路上可要注意安全啊……
每次搬出他的老掉牙的“武器”唠叨时，我
总是表面上点着头、小鸡啄米似的说：“知
道了，知道了。”说心里话，小时候心里挺烦
老爸“唠叨”的，不过长大后不听他“唠叨”
两句还真有点不习惯。
记得 10年前我刚到烟草行业工作的

第一天，当时担任农商银行营业网点负责
人的老爸，下班一回家，就把我叫到他的书
房，给我讲了一段他自己在基层工作信用
社 10年成长的故事。我明白他的意思，就
是要求我热爱本职工作，珍惜来之不易的
工作岗位。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我刚参加工作不
久，老爸特地安排了一个“苦差”给我，他让
我星期日到一家纺织厂做搬运工。当时，爷
爷奶奶和妈妈都舍不得。可是老爸为此事
与他们“唠叨”了几天，终于做通他们的思
想工作。那时候，每个星期天我总是累得满
头大汗，肩膀经常被磨破了皮，渗出的血染
上白衬衫，特别地刺眼。爷爷奶奶见了心疼
不已，责怪老爸对我太“残忍”，可此时老爸
脸上却露出欣慰的笑容。也就是在那个时
候，我终于懂得了“吃了苦中苦，方为人上
人”的道理。在担任 7年客户经理后，我终
于竞聘到基层服务站文员岗位。

好运伴随着老爸的一次次“唠叨”声又
一次降临我的头上，今年年初，我不但成功
竞聘到局（分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岗位，
摘掉了“借用”的帽子，而且还被市烟草局
表彰为 2019年度先进工作者、被团县委表
彰为 2019年度“新长征突击手”。一时，我
有点飘飘然。不过，老爸看了看我拿回家的
荣誉证书，一点也没有喜形于色，他表扬我
几句后，又开始“唠叨”：人要谦虚谨慎，山
外有山楼外有楼，骄傲自满只会裹足不前
……老爸的“唠叨”像一副降温剂，让我清
醒许多。我认真思考自己不足，瞄准下一个
奋斗目标……

爱“唠叨”的老爸
张 帆

湖畔曲径 郭开国 摄

横空又架一高桥，
陆水造舟波影飘。
公铁双层尤舰队，
沪苏连袤逐天朝。
形如鹏羽风腾翥，
更像霓虹雨霁娇。
壮阔神姿舒广野，
山河添秀傲云霄。

沪苏通大桥赞礼
王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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