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一年建军节袁突然想到离家
近十年在部队当兵的弟弟遥当得知我
要写一篇军旅题材的文章袁并把他作
为文章的主人翁时袁我的兵弟弟激动
得一连发来几个两眼冒光的表情袁开
心得像我第一次见他时候的样子遥

我的兵弟弟并不是我的亲弟弟袁
我想如果是我的亲弟弟袁我
舍不得让他去吃那个苦遥
可惜他不是我弟弟袁 对于
他的未来我没有任何话语
权遥认真起来袁他算是我的
学生袁 我人生第一批也是
唯一一批学生中的一
个遥

大四那年袁
我考上教师
资格证后袁
回老家县
城 的 一
个学校实
习 袁 认识
了 这 帮 孩

子遥 那时他们
刚刚进入高中 袁

而我并不比他们大
几岁袁 比起我那快退
休的古板师父袁 孩子
们更喜欢和我在一
起袁他们大都不叫我
老师袁而叫姐姐遥 这
好也不好袁 他们与
我亲近自然很好袁可
太亲昵了管教起来
也很难遥那个时候上
晚自习师父让我督
促他们学习袁师父在
的时候袁 他们一个
个老老实实的 袁师
父走了袁 教室里立
刻吵吵闹闹的遥 我
吼也不是哄也不是袁
几个调皮的男生还
跳起来说院野娜姐袁你

就歇歇吧袁放心袁老师走了袁我们瞄着
呢袁他要是回来袁我们保准不说话遥冶我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学习是为他
自己时袁孩子们就乐遥

这调皮的孩子当中就有我的兵弟弟袁那时的他长得白净清秀袁浓
眉大眼袁很帅气袁就是说起话来细声细语袁有点奶油小生的野娘冶气遥我
看他也跟着捣乱袁让他站起来罚站袁并对他说院野你说你长得这么帅袁
好好学习上了大学得迷倒多少小女生啊遥现在不好好学习袁难不成真
的想考不上大学进什么娱乐圈吗钥冶好吧袁我承认袁刚刚二十出头的我
果然没有一点老师的样子袁我一说完这句话袁全班哄笑了遥

后来袁我没有当成老师袁但一直和他们有联系遥 所有的人都按照
正常的成长轨迹发展袁上大学袁找工作袁结婚袁生子遥唯有他袁高中毕业
后就去了部队锻炼袁时不时给我发来他的近照遥 照片里的他袁白皙不
再袁帅气的脸颊上多了一道疤袁说是一次实战演习不小心受伤的袁还
有原本修长的双手上袁满是平日训练练出来的老茧尧血痕袁身上的伤
更是数不尽数遥 照片发给我时袁他说院野娜姐袁怎么办钥 我现在变丑了袁
估计找对象都难遥冶我说不会袁比以前更帅了呢袁原本青春叛逆的少年
变成了有铁一般纪律尧刚毅强壮的铮铮汉子袁会有更多的女孩子喜欢
你的遥

前两天袁他发了条朋友圈袁受伤的手打开一包薯片袁内容是野遇见
美食袁便忘了自己受过的苦冶遥我突然一阵心酸袁对他说他是这帮孩子
中最让我心疼的袁让他吃好点袁如果太累了袁就早点回来遥 是呀袁光他
的每日训练项目要要要负重跑尧穿铁丝网尧举哑铃尧射靶尧抗晒形体训
练尧攀登尧800米高空跳伞等等袁就够让人心疼的了遥 他安慰我说院野没
事袁只要祖国需要袁我就留在这里遥冶并说袁野姐袁其实作为中国特种兵袁
我还是很自豪的遥虽然很苦很累袁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遥冶我又一次被
感动了噎噎

还有两日就是建军节了袁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兵弟弟袁感谢你们在
前线的负重前行袁 才让我们享受到了如此岁月静好的时光遥 作为姐
姐袁我为你自豪遥

节日快乐袁我的兵弟弟袁堂堂男子汉浴

我
的
兵
弟
弟

荫
邱
玲
娜

晚饭后袁洗涮完毕袁我轻轻推门走了出去袁月色渐渐浓
了遥 独自漫步在小道袁任夏夜的风舒服地拂过脸颊袁世界静
悄悄的袁只听到夏蝉跳蛙野知知冶野呱呱冶的鸣叫遥

许是在高中时代袁就开始爱上独步月下的感觉遥 那时
学习压力大袁每每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袁我便跑到学校的
操场遥 什么都不想袁就那么一圈圈地走着袁走着走着袁所有
的烦躁尧郁闷慢慢也消失了袁思绪又清明了遥 再后来袁我愈
发体会到月下独步的好处袁尤其是快节奏的时代袁面对光
怪陆离的诱惑和繁琐的生活尧紧张的工作袁于月色下幽幽
地独步袁让自己保持宁静的心绪袁俨然成了每日的野必须
课冶袁为如水般流走的平淡岁月增添了许多意趣遥

不过随着孩子的渐渐长大袁 需要陪伴及辅导功课袁这
样的独处时光便少了袁 今夜他去县城学吉他还未回来袁倒
是给了我腾出了时间和空间袁 于是我赶紧收拾利落出了
门遥 这春夏秋冬四季的夜里袁我最喜夏夜遥 在我看来袁夏天
的夜是最有语言袁最有内涵袁最能启发人思考的袁其他季节
的夜都没有她这般对比强烈院白天热得天旋地转尧烦躁不
安袁到了夜里袁白天的暑热不再袁夜裹着清凉的微风而来袁
吹得树叶沙沙的响袁吹得河水潺潺的流袁吹得层层的麦香尧
花香沁人心脾袁吹着鬓角的发丝都在飞舞遥 夜是静谧的袁但
夏夜却又不完全静袁那啼鸣一季的夏蝉虽然打破了夏夜的
宁静袁反而叫人在它热情奔放的喧嚣中静悟出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遥

不知不觉袁月上梢头袁银色的光辉洒在房前屋后遥 在月
的光华下袁爬山虎如精灵般悠悠地又攀上了上一层楼人家
的窗棂袁路边的月季尧玉簪尧铁线莲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
小花儿舒展着五颜六色的裙摆袁尽情吐纳芬芳遥 再往前袁是
一望无垠的田野袁注满水的水稻田在银色的月色下波光粼
粼地闪着袁鲜嫩翠绿的稻苗煞是可爱遥 多么美的夏夜呵袁连
空气都是那么地清新醉人袁给人美的享受遥

忽然袁天上开始飘起鹅毛细雨袁路上的人都赶紧往回
跑袁但我却不着急回去袁这样的雨给夏夜平添了朦胧的诗
意袁于我这独步之人更是再好不过的了袁索性叫这雨浇走
心头的最后一抹浮躁气遥

雨滴答滴答而下袁夏夜裹着风裹着雨铺面而来袁滑过
脸颊袁滑过我最爱的梧桐树尖袁也滑过眼下正漫步的金龙
湾袁滑过了这里的湖尧桥尧亭尧瓦遥 周围静悄悄的袁一个人都
没有袁只有天上的月亮伴着我一路前行袁于是我在这诗意
的夜色里看到了水天烟雨一色的江南美景袁忆起学生时代
的许久不曾想起却说好要记一辈子的人和事袁还有自己欢
喜的一些东西袁音乐尧文字尧花草还有这烟雨之夜遥 于是才
真真意识到自己是有血肉的人袁能感受所有的感受袁所有
的感受都能也都能被感受袁于是更下定决心要好好地有意
义地活着袁热爱并享受当下的生活袁认真地走好未来的每
一天袁做有用之人袁行有意义之事噎噎

雨越下越大袁孩子打电话来催我回家袁我赶紧转身往
家跑遥 推开家门袁他们早已回来了遥

月下独步
荫 晴天

前几天袁我给在老家的爸爸打电话遥 没讲两句袁便听出爸爸的话
里话外都是对妈妈的不满遥

一问原因袁才知道是妈妈买了几十只小雏鸡回家饲养浴
爸爸不满的理由是院家里的那些大鸡还处理不了呢袁又买回这么

多小鸡袁家里更是一天也不能离人遥 想一起去旅行或到儿女家小住袁
脚都被鸡给绊住了遥

养鸡袁活不重袁吃鸡蛋或杀只鸡袁也很方便遥更主要的是妈妈的心
里打着小九九要要要自己亲手用稻谷尧玉米喂养的鸡袁没喂添加剂袁生
的蛋袁打开来看袁颜色都金黄金黄的袁吃着放心遥老两口每天也吃不了
几只袁多的攒着袁盼着哪天儿女们回来了袁带到城里给孙辈们吃遥

然而袁爸妈都七十多岁了袁我真的希望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他们晚
年能够清闲一些袁省点心袁趁自己腿脚还灵便袁有自己的时间袁出去走
一走看一看袁到儿女家住一住袁享受天伦之乐遥

我劝慰爸爸袁野都已经买回来了袁您生气也没有用遥农村有养鸡的
条件袁妈妈就是图个方便袁为家里吃上放心蛋尧放心鸡袁也是好心好
意遥 她自己哪就不想享享福钥 冶我话锋一转院野你们哪天真要外出袁把
院子的钥匙交给邻居袁请邻居每天帮忙喂一遍鸡食和水遥 冶爸爸找到
人说出了自己的委屈袁又听我说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袁也就不言语了遥

我又打电话给妈妈袁问院野您干吗不听爸爸的钥 偏要买小鸡养袁找
心操浴 冶虽是埋怨袁但更多的是因为心疼遥

野家里的母鸡中袁刚好有一只抱窝鸡遥冶妈妈似乎很委屈袁辩解道袁
野我就买一些小鸡回来给抱窝鸡领领遥 冶

野有抱窝鸡领袁难道就一点不用您操心了钥 您就不能让自己轻松
点浴 冶我还是抱怨妈妈遥

母亲节那天袁妈妈给我发来一个小视频院一群小雏鸡唧唧喳喳地
在啄食遥 有的一身纯黄色的绒毛袁有的脊背上长着点点斑纹袁就像一
个个憨态可掬的小绒球袁让人顿生爱意遥一阵风吹过袁小雏鸡们野叽溜
叽溜冶地叫起来遥 那只抱窝鸡听到了袁立即张开翅膀袁抖开羽毛袁使自
己尽可能蓬得大一点袁嘴里野咯咯咯冶的叫唤遥一只只小雏鸡像听懂了
妈妈的呼唤似的袁都一个劲地奔过去袁钻进了它的怀里袁母鸡把它们
紧紧地搂着袁搂着噎噎

那场景袁极其温馨尧和谐袁甚至令人动容噎噎
隔着屏幕袁我都能感受到抱窝鸡的安然袁正是那群雏鸡袁让它那

份做妈妈的心愿得到满足袁让它那份母爱得到了尽情释放遥
此刻袁我非常理解妈妈遥也许只有做了母亲的人才能懂得这份爱

吧袁做父亲的是根本体会不到的遥
世间万物皆有爱遥 妈妈出于母亲的天性袁善于理解鸟类的母性袁

理解这只抱窝鸡的母爱袁 便用她那伟大的母爱来成全世间的其他生
灵的母爱袁为这只抱窝鸡圆梦袁成全它呵护孩子的母爱遥

母爱
荫 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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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军人是我的梦想遥如今梦想成
真了袁我骄傲并且自豪遥 我知道野军人冶这
个词与野艰苦尧战争尧死亡冶紧密相连袁但我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条从军之路遥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袁 新兵来了袁曾
经的新兵变成了老兵袁 接下来就是复员
了袁 从军之路就是在这样的更替中延伸
着遥当轮到我们自己即将摘下领章帽徽的
时候袁我们心中充满了对军营尧连队尧战友
的不舍和留恋遥

为了抒发当时的情怀袁我和一同复员
的一位战友用一首流行歌曲的韵律即兴
填写了一首歌词袁在战友中传唱袁歌词的
大意是野蓝蓝的天空白云在飞翔袁富饶的
辽宁瓦房店袁苹果的故乡袁我当兵的地方袁
我们在这里奉献袁我们在这里站岗袁火热
的军旅生活袁伴随着我们快乐成长袁一去
不复返了时光袁让我再看一眼营房袁再见
了指导员!再见吧老连长!亲爱的战友们袁
我们即将复员回家乡袁奔赴新的战场噎噎
又到营盘流水时袁战友吟唱离别歌冶袁唱着
唱着袁不知不觉中袁眼眶中热泪涌动遥

四年啊!正像一位战友通信录序言中
所写的那样袁野辽南的风大袁虽然吹褪了我
们身上一套套军装的绿色袁也刮去了我们
的幼稚;渤海湾的浪高袁尽管咸中夹带着
苦涩袁却冲淡了我们的天真;辽河岸边的
营口和海城袁 有我们抗震救灾的血与汗;
大石桥的蟠龙山下袁有我们灾后重建的苦
与甜;熊岳城的望儿塔下袁有我们对亲人
的思与盼;盘锦大洼的广阔田野里袁有我
们耕耘的万亩田冶遥 写通信录序言的战友
啊! 你的文笔是多么的凝炼袁区区几行的
文字袁就高度囊括了我们的军旅生活遥

那是怎样的一段经历啊! 每天的军号
声安排了我们固定的生活程序袁从日出东
方到夕阳西下袁起床尧吃饭尧集合尧操练遥立
正尧看齐尧前进尧卧倒噎噎日复一日的摸爬
滚打袁寒来暑往的一年四季袁我们没有仔
细去品味深层次的父母思念与疼爱袁也失
去了花前月下的恋情与甜蜜袁单色调近似
寒酸的我们这些大兵们袁虽然无法与社会
上的同龄人相比袁但自我欣赏却是十分充
实和富有的遥

念想军营
荫 程远栋

我喜好旅游袁 但因疫情影响无法像以往身随心愿袁背
起行囊即踏上旅途袁饱览名山大川之美袁尽享景观名胜之
乐袁领悟人文风情之趣袁但小区里有条小河弥补了野遗憾冶袁
成了我的精神寄托袁让浮躁的心绪得以宁静袁枯燥的生活
充满了韵味遥

这是一条自然河袁南北走向袁长不过五百米袁宽三十多
米遥 河道蜿蜒展开袁水平如镜袁清澈见底袁一派静幽幽的感
觉遥 河东侧花岗岩石通道与弧形亲水码头尧靠椅为人们漫
步尧小憩尧垂钓提供便利与乐趣遥 河对岸似乎不做任何修
饰袁仅在河滩宽阔处添置一些草坪石与大鹅卵石袁星如棋
布的石缝中水生植物顽强生长袁平添了一些灵秀遥 河滩上
部是一条青黛色砖铺小道袁顺河而弯袁依地势起伏袁有的路
段在茂竹尧树丛中穿过袁给人一种曲径通幽之感遥河岸边的
花草相映成趣袁香气四溢遥灼灼如火袁白如玉雪的夹竹桃常
开不败袁与倒影在水中的蓝天白云构成一幅野天空花海冶的
美幻图景袁令人陶醉尧惊叹噎噎

也许有人会说袁这不就是增添了一些景观的普通小河
吗钥 是的袁论气势袁它没有大海的汹涌澎湃袁长江的滚滚东
流曰道美妙袁它没有湖泊的旖旎风光袁诗情画意曰谈作用袁它
没有大河波浪宽袁构成了黄金水道袁默默造福人类曰比灵
气袁它怎么也比不上英国剑桥康河袁当年徐志摩就是伫立
河边袁激起澎湃之情袁才能吟咏出叶再别康桥曳的旷世美诗
噎噎那么袁这条小河到底有什么绝美之处袁让我生出浓浓
爱意袁心弦拨动呢钥 是我情有独钟袁借物喻情钥 或是闲来无
事袁随手涂鸦袁遣散无聊吗钥 非也袁我之所以觉得这种普普
通通的小河有魅力袁 是因为这条河在我心中有独特之处院
它彰显着淳朴的生态美遥

小河边没有什么人工雕凿痕迹袁 河道宽窄顺势而为袁
一石一砖与生态环境精巧吻合袁一花一草自然生长袁无拘
无束遥你在河边漫步亦如置身绿色原野袁心旷神怡曰若有雅
兴可随手折几支狗尾巴草做成小动物袁重拾童趣曰可用花
瓣尧树叶为饵撩逗水中的鱼群袁博得一乐遥这是一幅多么美
的图画袁它展现出淡然的静态美遥 大千世界袁河流千姿百
态袁但我觉得都没有这条小河幽静尧淡然遥在这条小河边心
可以自然的静下来袁静到你能听到它有节律的野心跳冶袁静
到你听到河旁野花的微笑冶袁静到你听到河水流淌声如初恋
的喃喃细语袁让你真切的体悟到野心静如水冶的美妙遥 它蕴
含着厚实的内涵美遥眼前这条小河虽无名无姓袁不见经传袁
但当你心烦意乱时到小河边散散步袁 坐在椅子上发发呆袁
看河面上水气氤氲袁呼清新和润空气袁赏百花吐艳蜂蝶舞袁
观群鱼戏水鹭鸟忙袁将会一扫心头阴霾袁心绪会得到放飞袁
神清气爽遥

由这条小河我想到袁心中有诗句袁何必去远方遥

魅力小河
荫 王国平

野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袁炊烟
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袁 小河在美丽的村
庄旁流淌曰一片冬麦袁一片高梁曰十里荷
塘袁十里果香噎噎冶熟悉的歌曲袁优美的
旋律袁 舒朗的歌词袁 在这春天的早晨响
起袁显得特别悦耳袁不是野春眠不觉晓冶袁
而是晨曲唤醒来遥

苏北平原的天亮的早袁喇叭响得早袁
人醒得早袁我弟弟农资门市开得也早袁真
的应了野人勤春早冶的古话遥

野现在播报病虫情报袁小麦条纹病尧
叶锈病尧红蜘蛛在部分田块比较严重袁发
展迅速遥 三到七天是用药关键期噎噎冶农
情信息袁我多么熟悉的农村野四季歌冶啊袁
进入县城工作后已有 30年没听到这个乡
音了遥 在老家忽然听到袁仿佛又回到曾经
的年代遥

野银线牵着它袁庄子树头挂袁你说它
又说袁拉拉家常话遥 冶这是几十年前流传
的儿歌遥 我对农村广播是有感情的袁上世
纪七十年末也做过文学青年梦袁 却四处
碰壁未成遥 在全民大办广播年代袁我写了
第一篇小稿子寄给县广播站袁 结果竟被
采用了袁当听到广播里报我的名字袁普通
话播我报道的文字时袁 那个心里别提有
多激动啊袁只要广播竖着耳朵听袁总觉得
有股强大的力量推着我向前走袁 除了上
工睡觉外袁就四处寻找新闻线索遥 担任镇
里专职报道员后袁一心用在宣传上袁曾经
也创造写用稿子小高峰袁 全年广播用稿
232篇袁广播站(后升格为台)的所有节目
都有我稿件袁最多一天新闻尧农村天地尧
射阳快讯等 7档节目袁都有稿件采用袁可

见工作热情有多高遥白天采访袁晚上写稿袁
用圆珠笔垫上复写纸抄写袁年年都是宣传
先进工作者袁都已成美好回忆遥 后来一段
时间袁农村广播受到冷落袁逐渐萎缩袁直至
停播遥

弟弟说袁现在党和政府重视农村广播
电视建设呐袁农民文化生活丰富了袁尤其
是大喇叭实现村村通尧组组响袁早中晚广
播三次遥 什么病虫情报尧用药防治尧秸秆
焚烧尧环境治理尧除黑打恶尧招工用工尧卫
生保健尧地方小戏等等袁蛮好的遥

尤其是在今年抗击新冠疫情中袁传播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声音袁宣传防疫知
识袁动员群众袁组织群众袁宣传群众袁大喇
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遥
农村留守老人尧妇女尧儿童多袁文化层次
低袁智能手机少袁广播喇叭主要是听的功
能袁不受文化限制袁弥补了其它宣传媒介
的缺陷袁把党和政府的好声音送到社会最
前沿最基层袁自然受到广大农民欢迎遥

近年来袁 在中央乡村振兴战略中袁我
县广播被列入应急工程建设袁在农村开始
复苏复兴袁村庄高音架起大喇叭袁江苏有
线启用电视广播音频播出系统袁守住文化
信息安全闸门遥

熟悉的旋律尧亲切的乡音尧身边的故
事袁带着泥土的芬芳袁沾润春天的气息袁飘
逸繁花的温馨袁传遍村界袁响彻庄户袁喜乐
农家遥 广播的根在农村袁在田野袁在农民
心里遥

大喇叭又开始广播啦浴 传出欢乐的
歌声袁吹响时代的号角袁合奏奋进的旋律遥

村头喇叭响起来
荫 林海仁

母亲说,现在的孩子不得了,小丽两口
子晚上下了班还开车去上海, 就为了看一
场游戏比赛遥小丽是我侄女,她俩去上海看
动漫比赛我是知道的, 因为她们学的是动
漫设计遥不过在母亲看来,这似乎有点夸张
了,一是母亲认为上海是很遥远的地方,二
是在她眼里,与野游戏冶这两字沾边的活动
都不是正规事情院跑那么远去看一场游戏,
有点过于奢侈了遥
是的, 在老一辈的记忆里, 去一趟上

海袁不是一件易事遥
我自记事起袁印象中有上海这个概念

就是我三爷爷去世的那一次遥 那是 1977
年正月初七的晚上袁我父亲的三叔袁也就
是我的三爷爷袁在全家人都去生产队大场
上看戏的时候袁一人在家悬梁自尽了遥 次
日天一亮袁我们家里人就赶到镇上袁给远
在上海的二爷爷发了个电报袁 让他速归遥
乡下风俗袁 人死了在家不超过三天就下
葬袁所以拍了电报以后袁大家就不停地站
在屋后的路上向西望袁左等右等遥 一直等
到三爷爷已经下葬后的第二天袁二爷爷才
出现在屋后的路上袁泪眼婆娑袁跌跌撞撞
地哭着往回赶遥 二爷爷说袁他第一天接到
电报袁第二天一早就往盐城赶袁然后再等
盐城开往乡下的班车遥 那时候的班车一天
就那么一两班袁就这几十公里的路袁往往
也就要一天遥 到了家乡的镇上袁再步行往
家里赶遥

那时候袁我才几岁袁不知道上海在什
么地方袁反正知道是很远很远的地方遥 那
里有许多的好东西袁有我最爱的有大白兔
奶糖遥 二爷爷每次回来袁都背一个大包袁那
是庄上人托他买的东西袁 有大运河肥皂袁
塑料凉鞋袁的确良布料袁三角巾等遥 在今天
看来袁农村小店都有卖的东西袁那时候只

有上海才能买到遥
我第一次去上海袁是在上世纪九十年

代末遥 那时袁宁靖盐高速刚刚通车不久袁早
上从县城出发袁下午一点也就到了袁不是
我想象中的那么远袁汽车当天能有一个来
回遥 据说袁高速没通车前袁老家的汽车去上
海袁走的是 204国道袁在南通渡船过江袁要
到晌午才能到上海袁 汽车当天是赶不回
的遥

后来袁去上海的机会多了袁次数也多
了袁感觉车是越来越快了遥 一般早上出发袁
中午到上海吃中饭已经是很正常的事了袁
而且老家人也不要到县城去转车袁在家乡
的集镇上就可以乘上直达上海的车遥 再后
来袁苏通大桥通车了袁这对我们苏北的人
来说袁去上海又快了一大截袁再也不要从
江阴大桥绕行过江了遥 自己开车去办事
情袁离家不远就能上沿海高速袁三个小时
就能到上海了袁当天一个来回已经很轻松
了遥

现在袁射阳也有了铁路袁火车站修得
雄伟尧漂亮袁射阳人可以在家门口就踏上
火车去全国各地了遥 最近,又传来好消息,
盐通高铁正在抓紧修建袁 不久就要开通
了遥 将来袁射阳到上海只要一个小时就到
了,比过去我们去一趟镇上还要快呢遥

歌曲叶从前慢曳里有句歌词院野从前的
日色变得慢袁车马邮都慢冶遥 日色还是那个
日色袁上海也从未移动袁去一趟上海的行
程由几十年前的十天半月变成现在的几
个小时遥不是日色变了袁是时代变了遥我相
信袁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进程袁射阳
与上海袁与世界各地的交往会变得越来越
频繁袁距离会变得越来越近袁射阳的发展
也会跨上时代的快车变得越来越好遥

上海越来越近了
荫严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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