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热源
渊第 1091期冤
叶新地标曳
仙麦龙 摄
渊航测局冤

一

又到了秋叶泛黄的季节袁 相对于春天袁
我更喜欢天朗气清的秋天遥 小时候喜欢暖暖
的春季袁 花团锦簇尧 五彩斑斓袁 而年月增长
后渐渐开始喜欢安静清澈的秋季
了袁 秋高气爽尧 简简单单遥

二

在老家盐城没有集体供暖袁 不
过老家零下的气温持续不了几天遥
小时候袁 每到秋叶落下袁 我们小孩
子总喜欢把这些叶子堆在一起点

燃袁 然后把小手一起靠近火苗袁 现
在的小孩子袁 即使在农村也是上学
放学车接车送袁 很少能仔细观察秋
季的变化遥

三

喜欢秋季的银杏树袁 不一定是
以前经常去岱庙看的那种千年古
树袁 很多矮矮的银杏树浸透秋色也
是一样好看袁 每片叶子都好像在讲
一个秋天的故事遥 很多故事也发生
在秋季袁 如各种离别哀愁袁 各种苍
凉哀婉遥

四

野春有百花秋有月袁 夏有凉风
冬有雪遥 莫把闲事挂心头袁 便是人
间好时节遥冶 每当回忆起在地质野
外施工袁 每每都要等待斜阳落尽袁 月上山头
才收工袁 在内蒙古尧 新疆尧 甘肃等西部地
区袁 没少观赏头顶的秋月袁 尤其在金色胡杨
绽放的广袤戈壁上袁 明月高悬袁 怎能不让人
感动钥

五

现居的这个城市雨太少袁 经常怀念老家
的秋季袁 虽然秋雨来时夹杂很多入骨的凉
意袁 但从窗外看去袁 丝丝缕缕的雨线斜切着

空间袁 有一种清净的美遥
六

阅读尧 听音乐尧 看电影尧 参加讲
座袁 在一些交流中袁 每每有所感悟袁
都成为自己的营养袁 就像这金秋的落
叶袁 落到树下袁 成为树的营养遥 落叶
归根是为了来年更好地萌发遥

七

秋叶落时袁 时间仿佛也一起泛黄
起来袁 野秋风吹进往事冶袁 如人饮水袁
冷暖自知遥

八

晨六时袁 早起袁 如今秋季早晚已
经不能用凉来形容了袁 而是冷遥 路边
早餐店的阿婆说她四点就起来摆摊
了袁 谁的人生都不容易遥 想到四年多
前袁 为了写一组诗歌袁 经常半夜十二
点后出去袁 在城市各个角落里游走观
察袁 直到天明才回家遥 都说夜是安静
的袁 但很多人为了生计在夜里不停地
奔波遥

九

入秋袁 山头的明月等待熬成圆盘袁 然后
渐渐减半尧 变弯尧 隐去袁 每个时节都有她的
样子袁 就像这秋季袁 压在山头的秋叶渐渐零
落袁 登山的人们呼吸着秋高气爽袁 感受季节
的轮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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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 记
吾曾名荒袁 生于华夏袁 隐于野袁 现于山林尧 大漠袁

人迹罕见之处袁 多为吾之住所遥 吾尝视毗邻袁 观远方遥
方古国有四袁 三殁之袁 唯华夏永续浴 吾见五千年华夏朝
起朝落袁 伴百亿亩中原云卷云舒袁 终是文明延绵袁 国民
安泰遥 吾常思其缘由袁 国运袁 地理袁 人文钥 飘渺者不可
追袁 非根本兮锦上花遥 应是国人风骨袁 芳华满赴浴 吾纵
览古今袁 唐尧之贤袁 仲尼之仁袁 子路之孝袁 祖龙之力袁
季布之信袁 云长之忠袁 孝肃之廉袁 武穆之勇袁 守仁之识袁
润之之文位甲天下袁 代代此番才人袁 个个诸般本领袁 如
浓墨浸染江山如画袁 筱竹留名遥 今国之所为袁 皆有其功遥
而近数十年袁 吾感尤深切遥 每念于此袁 亲朋自来遥

此亲朋名曰勘袁 青年模样袁 富有精神遥 初见时袁 携
粗布包裹袁 持铁锤罗盘袁 至简从容袁 言语豪情袁 穿丛林
身似游龙袁 行山水如履平地遥 吾视为豪杰袁 欲与之相交遥
承蒙未弃袁 共赴苍茫遥 手不释卷袁 足行万里遥 游沧海袁
悬天堑遥 征荒漠袁 战高原遥 食而路野袁 眠以星辰遥 辛劳
未顾袁 风雨无恙遥 技艺冠群袁 不吝于人遥 吾伴其侧袁 学
之深厚遥 一锤定乾坤袁 双目辨雌雄遥 所到之处袁 皆成星
火遥 但行之举袁 势为燎原遥 恩在庙堂袁 惠及江湖遥 其亦
有殇袁 远离家室遥 父老母衰袁 妻贤子幼遥 虽名扬四方袁
功高八合遥 每逢半月袁 亦怀远深切遥 其言国之大者袁 应
为国为民遥 出时聚力沙场袁 归时尽孝尽慈遥 实践初心袁
功在千秋遥

彼数十年袁 吾与勘踏遍山河遥 予地质明晰袁 助能源
丰盛遥 享民富国强袁 迎众安道泰遥 水陆便利袁 地空畅通遥
往来通达袁 家和友睦遥 后闻其子名袁 名亦曰勘遥 实乃子
承父业袁 血脉相传遥

吾现名荣袁 长于华夏袁 出于市袁 少游于野袁 采菊悠
然遥 高楼为所袁 顺畅为行遥 衣食富裕袁 古之未有遥 待勘
愈长袁 再赴天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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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苦思甜话 野三农 冶
我出生在上世纪 80年代袁 野三农冶 时时相

伴左右遥
在我零星的记忆当中袁 祖祖辈辈守着 野一

亩三分田冶袁 种着经久不变的五谷杂粮袁 过着靠
天吃饭的农耕生活袁 成为中国大地上众多村落
的一个缩影遥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尧 历史的演进尧
时代的变迁袁 野三农冶 前进的步伐在我的家乡
烙下了深深的印迹袁 野饭碗冶 端得牢尧 野产业冶
发展好尧 野腰包冶 鼓起来的美好愿景在这片土
地变为现实遥

过往由一个个瞬间组成袁 一路向前袁 有迹
可循遥 家乡的沧桑巨变袁 让人不得不为之动容浴
可在那靠天吃饭的年代袁 米饭作为餐桌上的主
角袁 稻谷的收成是决定 野饭碗冶 是否端得牢的
关键遥 我家乡人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袁 日出
而作尧 日落而息遥
说到 野饭碗冶袁 村里爷爷辈的老人无不感恩

我们的党袁 他们都曾有挨饿的记忆袁 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袁
村民分得几亩田地袁 他们看到了可以依靠奋斗
走向幸福的希望遥 野除了要上交国家的定购粮
和征购粮外袁 剩下的都归自己了遥冶 爷爷们说袁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种分配方式很好袁 村民种地
的积极性也提高了袁 地里的收成也越来越多袁
虽然亩产量低袁 但手里的粮食比原来多了袁 家
人基本可以吃个八分饱遥 爷爷们的话袁 我似懂
非懂遥 儿时虽没有经历过集体的 野大锅饭冶袁 但
生在贫穷的乡村也让我比其他孩子多了几分岁
月的沧桑遥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袁土生土长的农村

娃用青葱岁月印证了这句话遥那时的我们袁上午

上学袁下午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袁帮着父母种菜尧
挑水尧挖地尧插秧尧打谷子噎噎同时家务活也不落
下袁做饭尧扫地尧洗衣服噎噎全都轻车熟路遥当然袁
挑灯夜读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袁做作业尧复习尧预
习课文袁虽有疲惫袁却也乐此不疲袁知识改变命
运袁甚是美好遥村里父辈总拿他们的人生阅历教
育我们袁野要好好读书袁不要像我们袁字都不认识袁
写点东西还要去求人冶野你读得袁我们背账拉账都
供你读曰读不得袁就只有出去打工冶野要好好读书袁
不然以后和我们一样袁饭都吃不饱冶噎噎这些劝
诫朴实袁却是良言袁那时的我们都听进耳里尧记进
心里遥最让我们记忆犹新的袁还是他们讲种粮的
经历袁也许是经历贫穷的我们袁更能体会其中的
心酸吧浴当时袁村民为种出优质谷子袁经常穿梭在
乡野间袁犁田尧播种尧插秧尧打药噎噎他们带着野自
成一套冶的种粮章法在田间来回奔波袁即便暴雨
倾盆尧烈日当头也依然坚持袁如此辛劳袁为的就是
有个好收成袁可野老天爷冶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
呢钥赶上野好时运冶袁谷子定是颗粒饱满袁喜获丰
收袁秋收交完粮税袁大部分村民余下的粮食基本
够一家人维持生活遥若遇上梅雨尧虫灾袁当年的村

民怎一个野愁冶字了得遥
邓小平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院野不管天下发

生什么事袁 只要人民吃饱了肚子袁 一切就好办
了遥冶可见袁野舌尖上的安全冶不仅影响到家庭的温
饱袁更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尧社会稳定遥提高粮
食产量尧增加人民收入噎噎一时成了发展农村经
济的时代主题遥 沐浴着改革的春风袁野科技赋农冶
踏上了时代的 野快车道冶袁 加入了农业发展的浪
潮袁农业科学研究尧农业科学重点项目攻关尧人才
培养噎噎科技的力量让野杂交水稻冶成功问世并
推广袁单产比常规稻大幅度增加袁彻底解决了中
国粮食不足的难题袁至此袁也让中国人民告别了
野饥荒冶袁走上了吃得饱尧吃得好的好时代遥

说到杂交水稻播种袁依稀记得袁父辈拿到杂
交水稻种时还半信半疑袁几斤种子真的能够解决
长久吃不饱的问题吗钥带着疑惑袁他们开始尝试
新的种植技术袁从育苗尧插秧尧施肥袁无不细心呵
护遥过程虽艰辛袁但终归苍天不负有心人袁历时
120天的栽培袁他们迎来了大丰收袁满地水稻挂
满了成串的稻穗袁放眼望去袁一片金黄袁稻浪翻
滚袁 让人喜出望外遥野今年终于不用挨饿啦浴冶野以

前辛苦种一季水稻袁基本吃不饱袁现在种一季袁一
年都吃不完袁 呵呵浴冶野娃儿终于可以吃饱饭喽浴冶
你一句尧我一句袁津津乐道话不停遥我想袁历经吃
不饱的岁月袁丰收于他们而言袁就是天大的喜事浴
自那以后袁田野里袁金黄的稻子笑弯了腰袁穰

穰满家袁 村里人吃不饱饭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遥紧
跟着是国家发放种粮补贴尧取消农业税等一个个
惠民野定心丸冶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实行农
村土地野三权分置冶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举措袁更
是让村民的日子红火起来袁村里经济呈现一片繁
荣景象遥村庄进行统一规划袁建起了村民健身娱
乐中心尧老年活动中心袁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曰闲置
土地得到盘活袁因地制宜种植花椒尧柚子等经济
作物袁经济产业得到了新发展袁村民气顺了尧心里
也更亮堂了袁腰包也跟着鼓起来了袁祥和幸福的
交响曲成了村里的主旋律遥

路虽远袁行则将至曰事虽难袁做则必成遥当村
民都还沉浸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时袁我
们党再次站在野民族要复兴袁乡村必振兴冶的历史
高度袁作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决策袁而我的家乡也
再次乘着野东风冶驶入野快车道冶遥

野现在种地好安逸哟袁从种到收全部机械化袁
哪像过去肩挑背扛浴冶村民感叹道遥过去袁村里很
落后袁种地是靠天吃饭袁遇到灾年旱年往往减产袁
或者颗粒无收遥那会儿没有机械设备袁全靠人下
苦力袁到了农闲季节袁还要在附近地区找一些零
活干袁为的就是多增加一些收入袁让生活宽裕点遥
现在好了袁村里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袁机械化
解放了生产力袁 村民再也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袁面
向黄土背朝天了袁也不需野锄禾日当午袁汗滴禾下
土冶的艰苦劳作了袁有些技术性的农活还可以雇
人袁技术专家上山下田袁手把手传授种植养殖技
术袁村民种植养殖观念也逐步改变袁摇身变为现
代养殖的一把好手袁鸡鸭养殖袁收益滚滚来袁大棚
水果尧蔬菜种植袁季季大丰收袁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野节节高冶遥随着脱贫攻坚不断深入袁村里贫困
村民全部脱贫袁不愁吃尧不愁穿袁义务教育尧基本
医疗尧住房安全皆有保障遥村民们搬进新家袁住上
了新房袁新学校尧卫生所尧商店焕然升级袁乡村面
貌日新月异袁 一曲美丽和谐的乡音正在奏响袁新
时代乡村建设画卷正在我的家乡徐徐展开遥

这就是我的家乡袁平凡却又欣欣向荣遥这里
有朴实的人们袁他们见证了我们党野中国不能靠
世界养活袁只能靠自己冶的骨气和冷静袁创造了用
世界 9%左右的耕地养活世界 20%人口的奇迹袁
带领中国人民战胜饥饿的威胁袁不断走向一个丰
衣足食的世界曰见证了我们党与时俱进尧改革发
展农村经济袁建设农业强尧农村美尧农民富的历史
史诗遥新时代袁新社会袁新农村浴在举国上下喜迎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重要历史时刻袁我的家乡
也正以昂扬的姿态在新时代尧新农村的征程中阔
步前行袁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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