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洋者，昔称北洋岸，盐阜古集镇

也。东濒黄海，西接新兴，南枕新洋港，北

延黄沙河。境周二百里开阔。钟天地造

化，承乡民殷勤。丽得天馈，福祚绵延。从

滨海鱼村到海盐集散，从废灶兴垦到水

陆通商，瑞根布华东之野，紫气萦繁华市

墟。千秋著写峥嵘史，万象凝成壮阔篇。

壮豪水道，几度笙歌花月夜，舟帆辐辏，

瑶池胜境输其妍。沃野百里，阡陌纵横。

湿地固邦，河海泻韵。街市十里，尽显幽

姿婀娜。琼楼玉宇，进退有度。画栋雕梁，

舒卷自如。楼堂馆舍衬托，琳琅店铺点

缀。张扬处玉树临风，内敛处滴水不漏。

言之不能恣其意，绘之不能穷其色。人间

仙境，谅不过此！

更兼盐商云集，俊彦慷慨，韵士辈

出，名媛踵继。拜佛陀，匹老庄，标忠义，

重文流。追其人文足迹，尤显蕴智陶情。

皷帆影闻 吹，筝声催月斜。钟灵荟萃，风

物琳琅。桑麻积千里之储，盐坨供兆民之

需。十里繁华，游目骋怀。抚凌云而自傲，

奏流水以何惭？

嗟夫！悲物事之无常，历浩劫之烽

烟。倭寇侵中华，战火遍地燃，铁骑所至，

神州陆沉。市廛乡村，皆遭剪屠。古镇闹

市，一片焦土，废池乔木，目惨心堵。血洗

虏尘静，何人写悲苦？

岁月更替，沧桑巨变。今日之北洋，

躬逢盛世，笑展新颜。云生霞起，日月涵

光。川原广袤，沃野平畴。高速盘绕，八面

龙吟。黄金水道，江海通津。园圃纳其甘

甜之露，洋河幻化水晶之宫。北洋民众，

赋时代以雄耀，沐瑞气而妆容。七巧玲珑

心事，弄月吟风。万般缱绻感触，逸兴湍

飞。同天地夺威，与自然争辉。大道之行，
竟起腾龙之心，盛世熙雍，欣呈翥凤之

姿。古韵今辉，欣然为赋！

北洋赋
姜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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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园 射阳河

亭亭玉立碧池红，

香送东西南北风。

招赘蜻蜓为伴侣,

莲蓬结子嗣无穷。

观 荷
颜玉华

上了点年纪的射阳人，对“车子跳，射阳到”这句顺口

溜恐不陌生。这句常挂在射阳人嘴上的口头禅，形象地告

诉我们上个世纪的中后期射阳的真实路况。

通合德的公路尚且如此，通镇村的公路那更是提都不
能提。我的老家在黄沙港，距县城也就 30来里地，这 30来

里地的距离倘是在眼下，小汽车一跨，也就十几分钟的事。
搭上公共汽车，也不会超过半个钟头。可那时，就这 30来

里地，却是难煞了我。每逢周末，想奢侈一回，搭个公共汽
车回家，可那二三尺宽的泥土路，不要说公共汽车，就是小

汽车，也只能望路兴叹。只好骑脚踏车，脚踏车当然要比步
行快得多，但那咫尺泥路坑坑洼洼，人骑在车上颠得浑身

的骨头像散了架，而且你还必须全神贯注紧盯着前面，生
怕有闪失。

到了上个世纪的 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

县委、县政府当机立断，决定先解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

四条绝头路，其中朝东的一条路就是合德到黄沙港的那条
路。听说要修柏油路，黄沙港人以及合德到黄沙港的沿途

老百姓，兴奋之情无以言表。听说修路缺少碎砖，沿路的老

百姓根本不需要动员，牛拖驴拽车拉，在规定时间内按照

施工要求把碎砖运到工地。合黄路的修筑还需要路两侧
的居民作出牺牲，那就是有部分居民的房屋需要拆迁。让

这些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的居民折掉他们的老屋，不论是组

织拆迁的还是被拆迁对象，大伙的心里都会酸溜溜的。让

人泪奔的一幕出现了：在动员大会上，当报到拆迁的户主

时，询问他们有何要求时，现场先是一片寂静，紧跟着“我

同意”“我没有任何要求”的声音震天动地。一位老人动情

地说：“为了我们以及子孙后代能走上好路，不要说让我搬

迁，就是让我献出这把老骨头，你们也只管拿去。”哗哗哗，

掌声四起。

也就几十个晴天的工夫，从合德到黄沙港沿途凡是影

响到公路建设的工程、房屋等各种障碍，都被清理得干干

净净；又是百十个晴天的工夫，从县城合德到沿海乡镇黄

沙港，破天荒地修成了一条可容双车交会的黑色公路。通
车那天，18公里的公路两侧红旗拓展，锣鼓喧天，路旁的

庄户人纷纷走出家门，穿上过年才穿的节日盛装，兴高采
烈地参加合黄公路的通车典礼。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历史进入 21世纪后，人们再用
审视的目光看过去修的路，突然发现那些路虽然与过去相

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跟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比差距有点
大。县委、县政府和黄沙港镇的党员干部们非常清楚这一

点，他们采取“原路加宽”的办法，填平了路旁的沟渠，又经

过一段时间的沉淀，等到确认沉降后的路基不会再沉降后

摊铺沥青，终使原本的双车道变为四车道。因为国家投资

建设盐连高速与沿海高等级公路，在合黄公路改造前相继

投入运营，我县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让合黄路快速融入

这两条交通大动脉，终使合德到黄沙港的合黄路通江又达
海。它东与射阳港海运航线有机融合，向北直达连云港、山
东、青岛等沿海重要港口。南至南通特别是到上海由过去

的整一天时间缩短为三两个小时，而西出盐城，可直达安

徽。这一公路网络的形成直接推动黄沙港镇海洋与工业经

济的迅速崛起。

要想富，先修路。黄沙港的变化、射阳县的变化、乃至

盐城市的巨大变化，无不印证了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通江达海幸福路
李志勇

我家有两棵果树。一棵石榴树长在院子里，一棵杏子树长在院

墙外。初秋的一天，我站在院子里，望着翠绿枝叶映掩下的红红石

榴，不由想起院外杏花璀璨时，睦邻们欢呼雀跃的场景。

院外的杏树，原也长在有围墙的院子里。杏树已有 30多年树

龄，粗壮、敦实的树干撑起无数个长满层层叠叠叶片的枝条，投下

蘑菇形的绿荫。每到 3月初，虽然还透着寒气，杏树旁的石榴树还

“赤身露体”蜷缩着身子时，杏树就怒放着洁白淡雅的花朵，把一身

豪气泼洒给早春。晴天丽日下，我坐在院内的凉亭里，泡上一杯“绿

杨春”，静静地看、细细地听、默默地品。翩翩起舞的蝴蝶，或展开双

翅围着花朵打圈圈，或闭合翅膀屹立杏花枝头打“瞌睡”；嗡嗡嘤嘤

的蜜蜂，忽上忽下，情不自禁地吟唱不止；和煦春风，轻轻送来花的

幽香，小院里洋溢着醉人的春色。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清幽芬芳的杏花香气，

招来蜂蝶，也引来左邻右舍和路人。他们站在院墙外，扶着铁门栅

栏往里看，那惊奇的眼神、欣喜的笑脸、甜蜜的赞语，不由你不打开

门，请他们进院欣赏、拍照。看着邻里、路人渴望近距离观赏杏花的

神态，使我感觉不该将“美”关在这狭小的天地里，应该将杏树移到

院门外，使更多的人更直接地享受“红杏闹春”带来的快乐。去年

12月份，我下决心将杏树由院内移到院外。两层楼高的杏树，如何

移呢？邻居们跑过来帮我出主意，并帮忙移栽。他们从建筑工地上

找来大吊车，吊树时，有的帮忙扶稳树干，有的挥锹挖土，有的提桶

浇水。欢声笑语，热烈祥和。虽然室外寒风阵阵，我心里却是春意融

融！为表达谢意，我请他们小聚，邻居们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打牌、

吃茶、喝酒。那次小聚，现在成了邻居们心照不宣的闲时聚会的约
定。大家在一起，海阔天空拉家常，有说不完的话、笑不够的事。真

有胜似一家亲之感。

移到院外的杏树，在四周低矮的绿树丛中，可谓鹤立鸡群。它

不但成活了，而且枝繁叶茂。今年 3月份杏树如期开花：初露的蓓

蕾，似粒粒红豆沾满枝头；绽放的杏花，洁白如玉，肆意盛开，嫣然

微笑；凋谢的花瓣，随风飘落，地面犹如积起一层厚厚的霜雪……

“桃花烂漫杏花稀，春色撩人不忍为。”在杏花盛开的日子里，

邻居和路人都不约而同前来观赏。他们不再隔着围墙眺望了，而是

直接跑到杏树下。有的摘下眼镜观花蕊，有的凑上鼻子闻花香，有

的自言自语掏出手机忙自拍……那兴奋劲，就像杏树是他（她）们
家的，杏花是为他（她）们而开。

“老高，我们要送给你一面锦旗。”对门邻居吴总打趣说。
“为什么？”我惊愕地望着他。

“你自己花钱，给我们小区增添一景，让我们春天赏花、夏天吃
果，得感谢你呀！”

“你做了件公益事，为邻居们放了个好样子，应该点赞！”“睦邻
一九”微信群主老袁，也竖起大拇指。

“哈哈……”杏树下荡起的欢快笑声，和着风吹树叶的“沙沙”
声，奏响和谐的乐曲。

愿为睦邻送花香
高亚

100 年前，一位老人怀揣“实业救国”的梦

想，带着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大批勤劳、勇敢、智慧

的启海人，历经艰辛来到了射阳，在渺无人烟的

广袤荒滩上开始了“废灶兴垦”的浩大工程。因为

他和他们的到来，让曾经“风吹旱魃过，满目皆盐

土”的茫茫盐碱滩，变成一块块充满希望的生命

绿洲。这位射阳滩涂开发的先驱，射阳农垦事业

的开拓者，射阳教育、集镇、水利等规划、建设、发

展的开路先锋，就是清末状元、民族实业家———
张謇。100年来，他留给一代代射阳人沉甸甸的

记忆、厚实实的情感。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清光绪二

十年（公元 1894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可是这

位新科状元在京城仅仅呆了三个多月，就毅然放

弃来之不易的功名，回到家乡，历经千辛万苦，在

通州创办了大生纱厂。状元办厂，这怕是中国千

百年封建科举史上的第一人。而促使张謇放弃功
名、退出仕林的真正动因却是一颗爱国救国之

心。1894年发生震惊中外的甲午战争，因清政府

腐败无能，最终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而告终。1895年，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

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张謇认为

“实业与教育乃富国之大本”。此后，他兴办通海

垦牧公司，开启沿海滩涂开发先河，创办通州师

范学校，设立南通博物苑……

近日，去南通查找“张謇在射阳”的相关史料。所到之处、所见

之人，说起张謇，无一不是滔滔不绝：南通的现代工业、城市规划、

园林设计、水利建设、教育布局……无一不与张謇息息相关。借用

南通人的一句话：没有张謇就没有今天的南通。

我说，张謇不仅仅是南通的，也是射阳的，更是中华民族的。两

个甲子之前，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之际，张謇以一个年逾不惑的

新科状元之身，挑起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重任，这需要多大的

勇气、多大的胆识、多大的担当？！

张謇，你造福一方，却影响全国。你说过：“天之生人也，与草木

无异。若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是

的，你用卓越的思想、辉煌的事业，在中华大地铸就了一座不朽的

丰碑！

张
謇
，一
座
不
朽
的
丰
碑

时
长
云

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孟秋时节的正式开始。到了

立秋，梧桐树开始落叶，因此有“落叶知秋”的成语。

人们自古非常重视立秋这个节气。宋代时到了立秋这一天，皇

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到殿内，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便

高声奏道：“秋来了！”

从文字角度来看，“秋”字由禾与火字组成，是禾谷成熟的意

思。秋季是天气由热转凉，再由凉转寒的过渡性季节。我国古代将

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是说立秋

过后，刮风时人们会感觉到凉爽；接着，大地上早晨会有雾气产生；

秋天感阴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

“凉风有信，一叶知秋。”虽然是立秋，但夏天还没有真正离开，

秋天就这样急匆匆地走来。而“立秋凉风至”通常是北方人能体会

到的节气变化的幸福，南方往往还是“秋后一伏热死人”的体感。

立秋一过，白天虽依然炎热，但天气已有转凉的意思。从夏到

秋的过渡，早晚温差变大。自然万物也进入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的

阶段，立秋是大自然中阳盛渐变为阴盛的转折点。

8月 22日左右，炎阳不再炙烤，蝉儿不再鸣叫，热情的盛夏渐

行渐远，我们迎来了 24节气之中的第 14个节气———处暑。

处暑，是反映气温变化的—个节气。“处”者，含有躲藏、终止的

意思。处暑的意思是“夏天暑热正式终止”。俗语说“争秋夺暑”，是

指立秋和处暑之间的时间。虽然秋季已经来临，但夏天的暑气仍然

未减。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也说：“处，去也，止也，暑气至此而止

矣。”意思是暑气将于这一天结束，开始一年之中最美好的秋高气

爽的时节。

“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春耕夏耘，秋

收冬藏。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没有付出便没有收获。付出辛

勤的劳动与汗水，便会得到加倍的回报。

节气之美
江正

补锅、锔碗，对五十岁以下的人来说，恐怕是闻所未闻

的奇事。五六十年前，人们生活贫乏，像锅碗瓢盆之类的生

活日用品使用频率高，破了、碎了在所难免，可这在当时来

说却是一笔巨大的损失。碎了的锅碗，人们是舍不得扔掉

的，小心翼翼地收在家里，等补锅匠来了修补一下还可再

用。

那时补锅的都兼锔碗，统称叫“补锅匠”。补锅匠的行头

不多，一个小担儿，一头是一只风箱，风箱上面摆个一尺见

方的小锅炉；另一头是一只破柳筐，筐里放些大大小小的碎

铁片、煤块儿，还有一只小木箱，箱子里有剪刀、铁锤、钢锉、

錾子、毛刷等修锅碗用的工具，都是那么小巧玲珑。每当农

村秋收秋种结束进入初冬农闲时节，补锅匠就挑着担子，走

村串巷地吆喝：“补———锅———来———锔碗！”

补锅锔碗，是冬闲时乡野村落的一道风景。补锅匠找了

一个向阳的场地落下挑子，支起炉灶，摆好家什，拉开架势。

村上的人三三两两地拿着破锅碎碗，慢慢聚拢过来。补锅匠

在小炉里放上煤块，把风箱拉得山响，“呼哧———呼哧———”
煤块烧得特旺，炉子里殷红一团。

补锅匠不失时机地用长铁钳夹起一个小坩锅，放到煤

炉的中间，并从柳筐中找出一块块生铁，投入到坩锅里，生

铁慢慢地开始融化。此时，补锅匠会叫上一个愿意帮忙的小
伙帮着拉风箱，自己则腾出手来，拿起需要修补的坏锅，用

小铁锤和小钢錾，在锅的破洞四周，敲去锈迹和氧化的铁

屑，再用毛刷搓擦干净。一切收拾停当，小坩锅中的生铁已

熔为铁水。补锅匠用右手拿起一个陶土勺子，往小坩锅里一

伸，舀出一勺橘黄的铁水；然后迅速用左手手掌托起巴掌大

的又黑又脏的黑布，把铁水倒在布的中央。补锅匠窝起掌

心，飞快地把铁水珍珠送到锅的下面，轻轻摁在漏洞处，殷

红的铁水从洞的一侧挤到了另一侧。补锅匠放下陶勺，腾出

右手，拿起事先备好的小圆铁杵，对准溢出破洞的铁水使劲

压下去，并不停地旋转摩擦。当补锅匠松开手时，那铁锅上
的小洞已成了一块豌豆大小亮闪闪的铁疤。

那时我尚年幼，对那块黑“布”颇感神奇，怎就能将滚烫
的铁水倒在上面，而不燃烧，还不会烫手？趁补锅匠不注意，

悄悄地用手摁了摁那块布，软软的，但有铁质感。直到成人
后，方知那是一块“石棉布”。

锔碗则要简单得多。说简单，其实也非易事。碗、盘、盆，

都是瓷器，一旦失手跌落地下，顿时碎成几块，但只要将碎

片保存完整，补锅匠就能按原样修好。补锅匠先将碎碗拼拢

起来，用细绳固定，再按一定距离，在破碎的缝隙处用手钻

打孔。孔打好后，再用锔钉钉牢。那锔钉像极了现在的“铆

钉”，铆钉钻过小孔，两边用铁皮或铜皮固定。最后在瓷器裂

缝处涂上一种白色的青灰，就算大功告成。

据考证，补锅锔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只是近几十年来

几近失传了。补锅锔碗的吆喝声早已锁进人们记忆，只有上

了年纪的老人，在闲暇喝茶聊天中，才能从古老村落的模糊

记忆里，搜寻到补锅锔碗的粗略印象。

记忆里的“补锅锔碗”
颜良成

前几天，几位文友相约
小聚。大家见面寒暄一番

后，除了一部分人玩“掼蛋”

游戏外，剩下的都在低头玩

手机。一位文友戏谑：“现在

如果手机丢失了，人好像没

魂似的，真的是‘机不可失’

哦！”我也玩笑说：“可能老

祖宗早就知道若干年后的

今天手机要成为人们生命
中的一部分，因此发明了

‘机不可失’这个成语。”成

语“机不可失”出自五代文

人安重荣的《上石敬瑭表》，

其意与我所说的“机不可

失”是两个概念。

小孙子学习之余用手机

打游戏，玩得不亦乐乎；平日里喜欢打麻将的

妻子，最近也与手机“恋爱”了，原来是喜欢上

手机里的抖音。儿子儿媳妇对手机更是“爱不

释手”，儿子喜欢玩游戏，儿媳妇喜欢在家庭

微信群里发发两个宝宝玩耍、皮闹的小视频。

对于今年已经 73 岁不识字的老母亲来说，手

机就是她老人家身边离不开的“传声筒”，我

大妹在无锡的一家建筑工地做工，隔三差五

就要打电话和老妈拉家常；我二妹妹是当地

有名的“金话筒”，天天晚上 8：30 抖音直播平
台上不见不散；小妹在乡镇一家金融单位做

炊事员，有时也会登上抖音平台“抖落”几下

……有一次，我母亲的手机打不通，我心急如

焚，急忙打电话给老家邻居，请他们到我家找

母亲。几个邻居一齐跑到我家找人，结果发现

我母亲把手机放在家里桌子上，人到田里干

农活了，大家虚惊一场。

现在，我们的工作、生活都离不开手机。

没有手机，很多人会变得坐立不安。其实，手

机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我们能合理利用

手机，那么生活中很多棘手的问题就会迎刃

而解。当然，我们不能玩起手机来，对周围视

而不见、听而不闻。尤其是孩子，玩手机自控

力差，只会荒废学业。

古语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希望更多

的人从“低头族”中解放出来，多学点知识，多

干些工作，多为国家作点贡献，这样才能达到

“机不可失”的最终目的。

﹃
机
﹄
不
可
失

张
建
忠

恩爱·王万舜 摄

玉兰笑倚高墙东，

蝴蝶悄立紫薇丛。

桂子花开香满院，

瑞雪戏鹤意融融。

厚德尚法步从容，

求是臻善道无穷。

四时风景俱成画，

文化育检情义浓。

检察景
文心

凌晨四时许的天色，灰白着。人声尚寂，鸟们已然活跃。

远处，一只斑鸠持续送来响亮的鸣叫。“咕－咕－－
咕”，两截幅度不很大的弧形声线，后一截略长一些，一声

声，一味单调地重复。求同气、同声者么，却总也听不见有

应和。近一些是几只鸽子的散碎的叽咕声，像在细细谋划

商量着什么重要事项，然而它们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似的而

将声息全然收敛。

被这活跃的鸟声彻底唤醒。查看天气，预报有雾，向往

雾中湖景，遂起身步往千鹤湖公园。天色清亮了些。鸟鸣如

雨点儿散落人间，渐听不分明，但见大大小小的鸟影在半空

中灵活地盘旋，夜眠过后，它们一个个仿佛都很轻松，很快

活。时有晨练者错身经过。

朝阳在云隙中觑眼探看清晨的人间。草儿因密缀了碎

小的露珠而格外青翠。特来作伴似的蜻蜓努力振动它们薄

薄的翼。风儿不时送来草木淡淡的香息。期待的雾却没来。

绿网围罩的小渚之外的湖面上，泊着只黑天鹅。它显

然发现了我，并似有靠向我所在地方的意思。于是在水边

耐心等它到来，它却在半道儿停下，略略思忖后，回身而游，

身体在湖面上牵出两条长长的放射形水带。此时，有个大

黑影儿围着湖中小渚开始环飞，一圈复一圈，宽翅上的一

抹白时隐时现。它的飞，引得渚上众禽鸟仰着头颈拍着翅

膀无比羡慕地大叫，叫声似欲冲散夜的最后残留。大黑影

儿终于也落栖到湖面上，远远看去，颇相似于黑天鹅，项却

似不够细长，应不是黑天鹅。

千屈菜仍在开花，花色因夜露的滋养而洇润，分外鲜丽

动人。曙色，湖光，微波，倒影，红蒲，绿苇，轻风，疏立或密

聚的一串串紫，在不同背景中呈现出不同的情致。“湖畔迷

路的孩子”么，迷路的，似是湖畔流连的我。

小桥畔，弯堤旁，曲塘里，荷开得正好。半开的、怒放的，

绿叶之间、碧水之上，朵朵粉的红的花，远看近瞻，都不能不

叫人联想到腮凝新荔鼻腻鹅脂的佳丽，或娟秀娇俏似玉女，

或饱满丰腴若新妇。蜂已来，埋向黄的蕊。荷叶或平展贴附

于水面，或高高挺立亭亭如盖，有的更将大颗珍珠般的晶莹

夜露小心擎护。叶与花与青青莲蓬的影布在水面上，两相

顾盼，别具情趣。真所谓“卷舒开合任天真。”荷最是耐看。

甚至在叶、在水的落英，俱仍鲜丽，并无颓色。甚至千疮百

孔的叶，经络毕现，亦自有风情。

蹲身水边，与荷默然相对，良久方起。抬头望去，朝云

业已稀薄，太阳正将热烈的光芒洒向天地间。而我，仿佛领

受了一场身心之浴，一无纤尘地面向这新来的一天。

晨 浴
鲁声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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