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枝头的叶子黄了袁满树的小枣红了袁一轮金黄的月亮就镶
上了耀眼的金边袁悄悄地走进秋夜的香梦里来了遥

母亲把种在沟坡上的红豆棵背回家袁摊在大槐树下晾晒遥
急三火四地写完了作业袁我把大包袱铺在地上袁哼着歌儿摘起
了红豆荚遥 白色的红豆荚熟过了头袁又薄又脆袁揪在手里就迫
不及待地绽开了袁红艳艳的豆粒啪啪啦啦地直往包袱里蹦遥

秋天的阳光很烫袁不几天就把红豆荚晒干了遥母亲忙里偷
闲地抽打收拾袁 把红豆粒划拉进簸箕袁 在院子里的风口上站
稳遥红艳艳的豆雨哗啦啦地落着袁我忙不迭地用葫芦瓢挖起来
一些袁放到黑瓦盆里洗净浸泡遥 泡好的红豆袁母亲加了红糖煮
透晾凉袁起个大早和了面包成火烧袁放进大铁锅里烙遥

母亲烙火烧的时候袁我们往往还在香甜的睡梦里遥等到我
们睁开眼睛袁父亲和母亲已经下地干活了袁四个烙得金黄的豆
沙火烧在盖帘上香气四溢遥我们掀开被子跳下炕袁胡乱地洗一
把手袁各自抱了一个火烧狼吞虎咽起来遥 吃完了火烧袁我们就
去院子里剥玉米或者翻豆秸袁 在满身的汗湿里盼望着幸福的
夜晚快点到来遥

八月十五的月亮好像知道小孩子的心思似的袁 天刚刚擦
黑袁就从遥远的海面上弹跳而起了袁和满院子金黄的庄稼一起
璀璨着遥大槐树下的饭桌已经摆好半天了袁我们非常兴奋地追
着母亲袁一趟一趟地往饭桌上运送遥 等到热乎乎的鲜玉米尧滚
烫的煮鸡蛋尧 喷香的豆沙火烧尧 洗干净的鲜枣噎噎摆满了桌
子袁我们就一起眼巴巴地盯着父亲看遥这时候的父亲已经把乱
糟糟的豆棵垛成了圆圆的小山包袁 他看看已经爬上了树梢的
月亮袁再看看他的孩子们袁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遥 他把木叉竖
在墙边袁洗了手进屋袁托着渗透了油的纸包坐在我们身边遥 好
香好香啊袁我们一起大声地吸着鼻子遥父亲把包着月饼的油纸
包放在桌子中间慢慢打开袁递给奶奶半块袁再递给我们每人半
块袁油纸包里就只剩下半块了遥我们一点点地咬着酥脆的月饼
皮和好看的青红丝袁看着父亲小心地把半块月饼掰开袁递到刚
刚坐下的母亲手里遥

我们手里的月饼很快就吃完了袁父亲和母亲手里的月饼袁
最后都递给了奶奶和最小的妹妹遥 在越升越高越来越明亮的
月光下袁我们一家人团团围坐袁听父亲吟诵着野海上生明月袁天
涯共此时冶 的诗句袁 欢乐的笑声比盛满了月亮的糖水还要香
甜遥

又快到中秋节了袁满头白发的母亲早早地熬好了红豆沙袁
她看我们都不怎么爱吃月饼了袁打算给我们烙些火烧吃遥想着
就要到来的团圆的夜晚袁圆圆的月亮袁圆圆的火烧袁圆圆的月
饼袁还有大声诵读诗词的父亲袁我的心里就被柔软的幸福挤满
了袁满到再也找不出一丝的缝隙遥

圆圆的中秋节
崔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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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远离市区袁 远离现代文明制造的听
觉轰炸遥 安静袁是都市人难得的一份奢侈遥 白
天袁我若在看书袁绝对闻得到呼吸遥 若在写稿袁
陪伴我的袁就只有手提电脑的轻微键击袁和机
器本身的幽幽低吟遥 偶有啾啾唧唧的鸟啼袁偶
有越楼飘然而至的琴声袁 那不啻是上帝的福
音遥 一日袁方凝神构思袁听得窗外似雨打芭蕉袁
刷拉刷拉袁淅沥淅沥袁心下诧异袁探头张望袁原
来是两个小男孩在比试撒尿袁 对着一架蓬蓬

勃勃的南瓜叶遥 我这一亮相袁惊得他俩赶紧藏
起裆里的小家伙袁大笑着逃开遥 晚间袁偶有狗
吠袁也就一声袁两声袁若有若无遥 偶有鸟叫袁那
是被瞎咋呼的狗吵醒的遥 我在关于欧洲杯足
球赛的一篇文章中袁 描述过这种夜色朦胧中
狗与鸟的即兴合奏遥 这种机遇太少袁我只碰到
过一回遥 绝大多数的日子袁 我都是在夜深人
静尧万籁沉沉中就寝袁然后一觉睡到天亮遥 有
晚饮多了水袁夜半起来小解袁听到数十米外的

花园里男女调情袁喁喁喋喋袁个别不该入耳的
悄悄话袁偏是如密音传语袁字字清晰遥 寂静使
我无意中成了窥听者遥 为免在尴尬的道路上
越滑越远袁赶紧关窗遥
清晨启窗袁照例有一股音乐灌进来遥 小区

主妇们的一天袁是伴着健美操开始的遥 当最积
极的分子合着旋律起舞袁流窜的风袁眨眼都化
作了清凉的音符曰当她们的人数越聚越多袁节
奏越发鲜明袁睡眼惺松的花瓣袁乍醒犹梦的柳
丝袁也都开始了生命的颤栗遥 当她们的自我展
示进入高潮袁东天的头茬子阳光袁也迫不及待
地加入行列遥 揉揉眼袁我看清欲望的精灵袁在
草坪的露珠上舞蹈遥
黄昏的花园袁是打工仔打工妹的世界遥 听

他们叽叽喳喳袁七嘴八舌袁有聊老家袁有聊工
头袁有聊市井新闻袁也有聊小时候逃学噎噎你
有过逃学的经历吗钥 按我说袁逃学袁并非一味
不好遥 郭沫若就是逃学的大王袁沈从文也是逃
学的祖宗遥 有一次听他们谈冒名顶替袁一圈人
笑得前仰后合袁你推我搡遥 具体情节袁我没听
清楚遥 我哪袁我倒想起了胡适遥 大名鼎鼎的胡
博士袁 原来是叫胡洪马辛袁 那年参加留美考
试袁他怕考砸锅袁丢人袁就报了一个假名野胡
适冶遥没想到一考就中袁假名由此变成真名遥还
有那个旅法的艺术大家朱德群袁本名朱德萃袁
初中毕业报考杭州艺专袁 因为自己的文凭尚

未拿到手袁便借堂哥朱德群的文凭一用袁随着
金榜题名袁他只好把堂哥的名字假冒到底遥

小区尾着一个东西方向的小镇遥 这镇实
在太小袁我不说它的名字遥 我和小镇的关系袁
只限于它那家独一无二的邮局遥 邮局离住处
约三四里袁我时常乘一辆野摩的冶袁招招摇摇地
前往遥 街旁也多楼房袁也多店铺袁马路上也多
汽车袁也多行人袁和城里一般无异袁惟韵味散
淡袁格调悠闲袁就连马达的低吼袁商贩的叫卖袁
听上去袁也觉短斤缺两袁欠了成色遥 坐在晃晃
悠悠的野摩的冶里袁偶尔袁会产生乘坐马车的幻
觉袁恍若行走在十九世纪的纽约街头遥

这儿也真出茄子尧黄瓜遥 小区的西侧毗邻
农田袁盛产的袁都是各色时令瓜果蔬菜遥我曾想
找当地的农民聊天袁一问袁才知道如今在田里
播出动静尧种出色彩的袁都是些外来户袁大多来
自河南遥正儿八经的地主袁是只管收租袁不干农
活遥 我喜欢在地头田埂散步袁模仿前辈哲人作
孤独者的沉思遥一次袁在一畦葫芦架背后袁艳遇
一片新鲜红嫩的马齿苋袁简直要惊呆了遥 问菜
园的主人袁说那是野生的袁没人采遥赶忙回家告
知岳母遥我的岳母最是马齿苋的知音遥 随后一
连数天袁她老人家都忙于采集尧蒸煮尧晾晒遥 一
部电影想打响袁要大红灯笼高高挂遥 一条哈巴
狗想出名袁要偎着贵夫人的香腮遥 一地马齿苋
想走红袁看来袁只要结识我的岳母遥

乡居随笔
卞毓方

回到老家袁有人告诉我说袁上海闸北区有两位
耄耋老人袁 在去沪的苏北人中曾打听公兴镇和八
大家遥 这事经发朋友圈一传袁很快有了反馈的信
息遥 老人还讲了一些公兴镇的事袁 但都已成为远
去的历史遥

公兴镇袁就是现在的临海镇兴圩村袁是由原公
兴村和王圩村合并的袁位处临海集镇西部 5公里袁
南和千秋相望袁西与滨海连接袁北同渠西村为邻遥
在上世个纪七十年代前的各种旧版地图上袁印有
六垛尧中五尧八大家尧公兴镇尧鲍家墩尧千秋港袁公兴
镇是过去的重要历史地名和参照坐标遥我 40多年
前曾见过地质勘探人员钻井袁 他们所用的地图上
就是有用红字标的公兴镇遥 现在袁许多老人都晓
得公兴镇尧八大家袁而新生代很少有知道它们的历
史了遥

据叶临海志曳载袁公兴镇兴镇于民国 23年袁原
有两户地主袁以现在的公兴桥为界划分土地袁东为
左家袁西为董家袁但他们两家为起地名争吵不休遥
经六区的区长王景光出面调停袁遂取名公兴镇袁后
又以公兴大队(村)为名沿用到并村为止遥 公兴镇
兴镇时新拓十字街袁街上售卖的生活用品应有尽
有袁算是一个繁华的地方了遥 再加上水陆便利袁公
兴镇很快就成为进滩涂人的落脚或打尖之地袁吸
引了一批启东尧 海门人移民垦荒植棉遥 八丈河上
装草贩盐运棉船只来往频繁袁交易兴旺袁公兴镇名
噪四方遥 后因变故袁商户逐渐向八大家转移遥

所以袁 八大家集镇上有许多做生意的老住户
都是从公兴镇迁过来的遥 我所了解的有唐尧杨尧戴
等户袁他们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袁这也为撰写临海
志提供了史料遥 解放后袁 政府在公兴这边设立学
校尧供销社尧棉花站尧砖瓦厂尧村办企业等袁公兴又
成了周边几个附近村村民日常购物的中心遥 本世
纪初息业多年的小集市顺应民意又复兴了袁 五天
一逢集袁很受村民们欢迎遥

野少小离家老大回袁乡音无改鬓毛衰遥 冶远去
的是记忆袁更换的是名称袁抺不掉的是乡愁遥在公
兴镇袁 泥墙房泥墩子学桌的学校有我朗朗读书
声袁八丈河那清清河水中留有我游玩扮泥猴的童
趣袁浩月星疏下有打夜工脱稻麦捉迷藏的苦中乐
趣噎噎这永藏我心底袁挥之不去遥

公兴镇记忆
邹德萍

我自幼生长在乡村袁那时的乡
村穷啊袁日子过得很清苦袁吃食更
是粗糙袁 根本不讲究什么色尧 香尧
味袁 只求能填饱肚皮就美美的啦遥
所以袁童年里有关吃的美好记忆少
之又少袁若说有些印记的袁那就当
属酸豆汁和杀猪宴了遥

进入五六月袁天气逐渐炎热起
来遥 这时候袁乡下人家便开始自制
酸豆汁喝以解暑气了遥操刀的一般
是家里的女性长辈袁她们自制酸豆
汁的经验丰富袁火候儿掌握得也老
道遥先是把上年预留的上等小米拿
到磨坊碾成小米粉儿袁然后回家烧
好一大锅沸水袁等水温晾至 80-90
度袁再把适量的小米粉儿置于陶泥
大盆中袁用准备好的热水冲浇小米
粉儿袁一边冲一边搅拌袁使之成为
稀稀的浆汁状遥 勾兑好豆汁后袁再
把盛放豆汁的陶泥大盆置于热炕
上袁用盖帘盖上盆口袁发酵一宿袁使
之变得微酸袁翌日加入些许大豆粉儿袁再置于铁锅
中大火熬制尧灭菌后袁放入适量的糖精袁晾凉后即
可饮用遥 熬制好的豆汁袁酸甜可口袁凉爽宜人袁可润
肺祛火袁是炎炎夏日不可多得的健康饮品遥 我们小
孩子更是在外面疯玩够了袁 回到家拿起水瓢舀上
一瓢袁咕嘟嘟一气灌下去袁伸着脖子打个嗝儿袁感
觉真是惬意无比啊浴

那时乡村里除却年关袁一年到头很少见到肉遥
平素只有在端午尧中秋等节日里袁才割半斤八两肉
包顿菜肉馅饺子吃遥 最能让我们大快朵颐的袁还是
每年一次的乡村杀猪宴遥 那时袁 乡下人家家都养
猪袁猪仔从春养到冬袁只为一年到头娃们过年能有
肉吃遥 杀猪那天袁就好像在办喜事袁把老亲少友都
请到家里袁大人们团坐一桌袁小孩子们坐一桌遥 女
人们切出一大盆酸菜丝和几大块肥猪肉放在木火
铁锅里煮袁同时一锅煮的还有猪血肠尧猪肝尧猪心尧
猪小肠大肠尧猪尾巴等猪下水袁猪头和猪脚要留着
来年野二月二冶时吃遥 煮一两个时辰后袁女人们把煮
好的肥猪肉尧 猪血肠等猪下水捞出锅袁 切成厚肉
片尧血肠片袁大盘深碗端上桌遥 男人们猜拳行令大
碗喝酒大块吃肉袁红光满面曰小孩们撸胳膊挽袖袁
把筷子伸得老长袁风卷残云袁吃得满嘴流油遥 那场
面袁真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野饕餮盛宴冶袁大人们高
兴袁小孩们兴奋袁高朋满座袁推杯换盏袁好一派丰年
胜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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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射阳新城区袁高楼鳞次栉比袁道路纵横交错袁碧
水绿地绵延袁公园穿插其间噎噎

一幅幅美景让人心旷神怡袁 一片片景观令你目不
暇接遥 港城新貌袁令人叹为观止遥

新城区的最佳胜地袁莫过于千鹤湖遥
射阳广袤滩涂袁是国家一级珍禽丹顶鹤的故乡袁世

界种群超过 75%在这里越冬袁因而袁射阳又有野鹤乡冶之
美誉遥 全县首屈一指的市民公园野千鹤湖公园冶也就实
至名归遥

步入千鹤湖袁驻足如诗如画的入口袁设计师的独具
匠心跃入眼帘遥 那一只只丹顶鹤雕塑袁神态各异袁栩栩
如生袁或仰天高歌袁或悠闲信步袁或相依呢喃袁或追逐嬉
戏噎噎将人带入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奇妙境界遥

进入大门袁顿觉视野开阔袁豁然开朗袁碧波浩淼的
水面袁宛若一面偌大的明镜袁将蓝天白云尽收湖中遥 步
过木桥袁绕过小岛袁行过曲径袁走过长廊袁一处一风景袁
一步一层天遥 近观袁湖水汤汤袁帆影点点袁岛屿棋布袁栈
道相连曰远望袁假山环抱袁瀑布倾泻袁树木苍苍袁雾气氤
氲噎噎绿树倒映水中袁水中绿藻如茵袁远近苍翠欲滴袁
水岸边界难分袁绿色袁铺陈出千鹤湖的底色遥

千鹤湖是一座以鹤为主题的公园遥 在公园袁除了随
处可见鹤的雕塑外袁 还驯养了真鹤供人观赏遥 在明月
岛袁数十只丹顶鹤在岛上自由活动袁它们步履轻盈袁神
态安祥袁举止大方袁显得优雅而高贵袁一副仙风道骨的
模样遥 野丹顶西施颊袁霜毛四皓须冶野低头乍恐丹砂落袁晒
翅常疑白雪消冶袁这就是丹顶鹤的写照遥 世人喜鹤爱鹤袁
射阳人更将鹤作为县鸟尧县魂袁县的形象品牌遥

在公园除了鹤袁还有其它珍贵鸟类袁在自由渚袁有黑
天鹅尧白天鹅尧鸿雁尧灰雁等数十种珍禽遥 野鸿雁迎宾冶的
表演属公园一绝遥 每到鸿雁放飞之时袁随着饲养员的口
哨袁数百只大雁腾空而起袁展翅翱翔袁伴着音乐喷泉的
韵律袁鸿雁群或上或下袁或聚或散袁或白羽掠水袁或直击
云天噎噎雁阵磅礴袁蔚为壮观遥

千鹤湖最美的时刻袁 当数晚间灯火表演遥 夜幕降
临袁华灯绽放袁公园内霓虹闪烁袁溢彩流光袁与星月争
辉袁与湖水共漾遥 彩色喷泉水柱直抵苍穹袁分不清哪是
湖袁哪是天曰哪是灯袁哪是星遥 水幕电影更将观灯推向高
潮袁五彩缤纷的水幕袁呈现千姿百态的物象袁亦真亦假袁
如梦如幻袁似乎虚无缥缈袁却又触手可及遥 声光水电火袁
五位一体袁堪称奇观遥 游园人们的阵阵惊叹袁和着湖面
圈圈涟漪袁慢慢向四周扩展尧飘荡噎噎

千鹤湖公园千姿百态袁让人惊羡忘返曰千鹤湖的安
闲静谧袁同样让人漫步流连遥

一幢幢徽式古典建筑袁错落有致袁镶嵌在公园的深
处袁林木苍翠袁曲径通幽袁古乐声声袁琴韵悠扬袁觅一处
闲静寓所袁听一阕天籁之音袁足可洗心涤肺袁涵养人文袁
陶冶情操遥 信步民俗村袁不仅可以领略中国传统优秀文
化袁还可体验日本尧韩国的异域风情袁更能品尝到时令
珍鲜袁精致菜肴遥

眼观风光旖旎的湖景袁欣赏叶一个真实的故事曳的旋
律袁动与静的组合袁古与今的融和袁巧夺天工袁相得益
彰遥 千鹤湖袁勾起人们缕缕乡愁袁打动人们心底最柔软
的地方袁浓缩射阳这座有爱小城的美丽精华袁演奏出一
曲野弘扬生态文明袁共建绿色家园冶的交响乐章噎噎

美哉，千鹤湖！
颜良成

一场场秋雨袁一阵阵秋风袁天渐渐变凉袁百花
渐凋谢遥花开花谢难免给人一丝淡淡忧伤袁此时袁
菊花总是散发着缕缕清香袁如期盛开遥

不管秋雨凉风如何肆虐袁 菊花依旧高洁幽
雅袁灿烂恬静地微笑着袁以生机勃勃的笑脸将秋
天渲染得更加姹紫嫣红袁 点缀着深秋的萧瑟袁给
人带来生机与希望遥

野花开不并百花丛袁独立疏篱趣未穷遥宁可枝
头抱香死袁何曾吹落北风中遥冶农历八月里袁最美的花莫过于菊
花遥在鹤乡菊海袁菊花清隽芬芳袁凌霜盛开袁以其傲然挺立的高
尚情怀袁香飘于天地之间遥

金秋时节袁秋高气爽袁处处菊花迎风怒放袁卓然而立在公
园里尧街道旁遥 菊花馨香四溢袁沁人心脾袁让人陶醉袁令人遐
想噎噎难怪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骚客袁苦思冥想袁诗词歌赋袁颂
菊花之美丽袁赞菊花之品格遥 人们把菊花当作知己袁对其赞
许尤佳袁把梅尧兰尧竹尧菊并称为野四君子冶遥 或欣赏菊花的谦
谦君子之风袁或赞颂菊花傲霜迎寒的浩然之气遥
人赞菊花之美袁 美在其不与百花争容斗艳袁野我花开后百

花杀冶袁有藐视群雄的英雄气概遥 人赏菊花之魅袁魅在其野采菊
东篱下冶的隐士风度袁令人称奇的精神世界遥

菊花又何尝不是乐观尧顽强与奉献之花浴 深秋时节袁万物
萧条袁百花凋谢之时袁菊花却乐观坚强地迎霜怒放在荒野间袁
漫地遍野的菊花袁金灿灿袁黄澄澄袁把大地打扮成金色遥菊花奉
献给人类的是美尧是良药保健品袁菊花又何曾抱怨土地贫瘠袁
环境恶劣噎噎
世人多爱花袁人不同袁境不同袁爱亦不同袁或爱花之淡泊宁

静袁落落大方袁或爱花之淡雅高洁袁芳香四溢遥 百花怒放袁各有
其美袁人之爱菊袁盖因其乐观尧坚强尧奉献之品格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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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兄喜欢画一些农民画遥 在他的野画室冶袁我欣赏了他
的组画叶乡村变奏曲曳袁印象深刻遥

首幅画描摹的是上学路上的一幕遥 天色微黑袁下着蒙
蒙细雨袁穿着黑胶鞋的学生娃们袁走在泥泞中袁黑色的泥
点溅上裤脚遥 路边低矮的瓦房里袁散出昏暗的灯光袁涂在
黄色的油纸伞上遥 伞下袁清瘦的身影袁单薄的棉衣袁两只冻
得通红的手擎在胸前袁捧着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遥

第二幅的画面明亮了一些遥 画的中央袁一座二层小楼
已经建成袁马赛克外墙熠熠生辉袁工人正在安装红漆大铁
门袁男主人站在一边袁左手叉腰袁右手似在指挥袁像电影镜
头中的将军遥 画的远景袁鳞次栉比的楼房袁淹没了零星的

瓦房遥 村里的建房高潮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袁那时村
民不再被拴在土地上袁养殖尧种植尧经商尧打工袁各种出路袁
富裕之后袁争相盖起了新房遥

第三幅取景村口的车站遥 从城里购物回来的男女袁提
着大大小小的袋子袁 从车上走下来遥 几名少妇在排队候
车袁去镇上赶最后的集会遥 车站连通村中的主道袁宽敞的
水泥路面袁有行人尧摩托车尧自行车尧三轮车和面包车遥 车
站边上是小超市袁门前的小伙子一袭黑西装红领带袁手机
贴在耳朵上袁一脸甜蜜的笑遥

最后一幅画表现的是村里广场的夜景遥 广场灯火通
明袁散步的尧聊天的尧运动的尧休息的袁各有各的乐遥 大妈大
嫂是主角袁载歌载舞袁动作欢快曰老太太扶着健身器扭动
腰身曰男人们围在宣传栏前袁谈天说地曰一老汉坐在长椅
上袁悠闲地望着星空袁小孙子正把一只苹果递给他曰旁边
的少女插着耳塞袁吮着奶茶袁聚精会神地用手机追剧遥

看了这些画袁我感慨万千遥 我说院野除了看到生活质量
的变化袁我还感觉到人们精神的变化袁你的画捕捉到了这
些东西遥 冶

我的话鼓励了堂兄袁他又拿出一些人物写生画袁让我
继续欣赏遥 我仔细揣摩画中人物的表情尧眼神尧身体的状
态袁佩服他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气息遥 我恳请他谈谈自
己的创作感想遥

堂兄说院野这些年作画袁我最深的感受是袁生活越来越
美好袁人们活得越来越有获得感遥 冶

乡村变奏曲
洛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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