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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劳动为荣的传
统美德，这些美德几经积淀、提炼和升
华，产生出了许许多多歌颂劳动的诗篇，
从而形成了劳动的诗意之美。

歌颂劳动之美的最早诗篇，当数《诗
经》。在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就
有这样的描写：“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
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
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芣苢即
车前草。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车前草儿
采呀采，采呀快快采些来。车前草儿采
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车前草儿采呀
采，一棵一棵拾起来。车前草儿采呀采，
一把一把捋下来。车前草儿采呀采，手
提着衣襟兜起来。车前草儿采呀采，掖
起衣襟兜回来。”全诗虽只有短短六句，

但却用重复叠唱的手法，把几个女子在
田间采摘车前草的劳动场景和喜悦心情
表达得淋漓尽致。唱读这样的诗歌，仿
佛一缕春风拂过面颊，让人生出“宠辱皆
忘”的忘情之美。

劳动是美的，也是艰辛的。正因为
艰辛，诗人们才歌颂劳动、赞美劳动。“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唐代诗人李绅的这首《悯农》
诗，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时值正
午，烈日似火，炙烤着大地，也炙烤在田
间劳作的农人身上，豆大的汗珠从农人
的头上滚下来，落在长着庄稼的土里就
无影无踪了。然后诗人笔锋一转，告诫
人们，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杜绝浪
费，爱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来之不易的劳
动成果。与《悯农》同出一辙的是白居易

的《观刈麦》：“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同样写出了
劳作的艰难和劳动者的不易。

《四时田园杂兴》是南宋诗人范成大
退居家乡后写的一组大型田园诗，共六
十首，描写了农村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的景色和农民的生活，生动描绘了一幅
田园农作动态图，宛如农村生活的长幅
画卷。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昼出耘田夜
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
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农忙时节，大人们
早出晚归，白天种田晚上搓麻，各自都在
忙碌着，不会种田织布的小孩也没闲着，
站在桑树的树荫下，也学着大人的样子，
有模有样地种起瓜来。这是一幅多么热
烈、生动而富有情趣的劳动画图啊。品
读这样的诗，谁能不去由衷地赞叹劳动

的欢畅和美好呢！
诗人泰戈尔也写过一首赞美劳动的

诗：“在花朵的梦中，园丁永远醒着。”全
诗虽仅有12个字，却写尽了劳动之美，
抒发出了花朵对园丁刻骨铭心的爱。正
因为有了园丁不分昼夜、不辞辛苦的劳
作和呵护，才有了花朵的亮丽和芬芳，园
丁也才能走进花朵的梦中，成为花朵心
目中永恒的圣者。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要想过上幸
福美好的生活，就必须热爱劳动，崇尚
劳动，尊重劳动，“撸起袖子加油干”，以
劳动的姿态书写诗意人生。“五一”国际
劳动节，重读古诗中这些关于劳动的诗
句，让我们又一次领略到了劳动的诗意
之美，感受到了劳动者的勤奋、美丽和
伟大。

劳 动 的 诗 意 之 美
程毅飞

送出院的母亲回化庙那天，场院塄坎下的土路边，两簇
阳坡奶奶熟得红艳招摇。若是前几年，我定会欣喜地挎上小
藤箩，拽着它的枝藤边吃边摘。等藤箩差不多装满，才心满
意足地离开，带到城镇分送给亲友们的孩儿尝鲜。

阳坡奶奶，是商洛山坡上零星生长着的一种山果果。
果实呈八字形分叉，形如母乳；刚结下时为绿色，随着渐渐成
熟，颜色由绿变黄，再变红，一茬接着一茬；又多长在向阳之
处，家乡人就给取了这个亲切而雅俗共赏的名字。其实，它
的学名叫杈杷果，又名健身果。即便在山地瘠薄干旱的乱石
堆中，它也能顽强健壮地生长。三月花开花谢，四月初抢在
樱桃前成熟，素有秦岭“早春第一果”之称。

当然，你可别以为拥有这么好听的名字，它只是徒有虚名。
阳坡奶奶肉质细嫩，放在嘴里基本感觉不出果核的存

在，只需用舌头轻轻一卷，就全化了。那种清香与甘甜，片刻
间顺着舌尖滑下喉咙，滋润胃肠与五脏六腑。有资料表明，
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氨基酸等多种成分，是老人、儿童和
体弱多病者的上等补品。因果形特异可爱，状若一颗颗晶莹
剔透的“心”，尤其受小孩子们的青睐；在热恋的年轻人眼中，
它甚至成为一种爱情的象征。

小时候，附近山坡上的阳坡奶奶才刚开始由青绿变为黄
红色，常常还不等鸟雀发现，就被我们馋嘴的孩子采食一

空。临走时，还贪婪地连枝条也折了带回家。
后来，我们相继住到镇上和二十公里外的县城里，每年

春季回老家期间，若无意间碰到一簇正好成熟的阳坡奶奶，
即便再忙，依旧禁不住伸手去摘，一个劲儿地塞入口中，甜甜
地回味往昔与童年。

父母大概是见我们这般喜欢，每年阳坡奶奶成熟季节，
便时不时地抽空上山摘回许多，用自编的小藤箩装着捎给我
们。不过，我们怎能吃得了那么多呢。多数被悄悄送给了别
家的孩子，或放上多日，终因无法消化而不得不有点可惜地
倒掉。尽管，我曾多次劝他们要尽量少摘一些。

其实，在各种食品极大丰富的近些年，小孩子喜欢阳坡奶
奶，不过纯粹是图个新鲜、好玩罢了；即便是我们，也绝非像过

去那样重在于吃，而是为了在亲手采摘的过程中，使城镇生活
繁杂压抑的情绪得以释放，享受自然带来的轻松与快乐！

然而这一次，再见鲜红的阳坡奶奶，我只顺手摘下几
粒塞进口中，连它的味道也没太在意。家事繁杂，母亲病
倒住院，我简直有一种泰山压顶之感，哪还有过多心思去
摘这种东西！

母亲却执意让摘些捎给我已经成年的女儿。我说都大
了，又不是小娃。

见我迟迟未动，她就找来一只小纸盒，缓缓走出场院，独
自去摘了。还边走边唠叨着：“娃还问起阳坡奶奶了哩，我去
医院扎针，多亏了她来回接送。”母亲是一个生性好强又懂得
感恩的人。显然，她是想以此作为对她孙女儿的回报呢！

然而她走到场院下边时，脚底像是被石子绊了一下，身
子一歪，幸亏又立即稳住了。否则，对于一个年近七旬的老
人而言，后果不堪设想。“你慢些呀妈——”冲她喊着我迅速
跟了下去……

这不就是小时候发生在我和她之间那似曾相识的一幕
吗？曾经不知有多少次，我摇摇晃晃地往前小跑，妈妈不也
是这样神色紧张地紧跟在我身后，一个劲地冲我喊的吗。时
隔数十年，这一幕竟又由我们重演，不过是彼此互换了角色。

等我到跟前她已就地坐下，先抬起大概有点疼的腿，试
着转了转脚脖子，又用手捏了捏——没崴着，吓我了一跳。
她低着头似在对我说，又像是自我安慰。接着，她侧转身，双
手在地上撑着想站起来，努力了一次却没有成功。我伸手拉
了一把，她才终于直起身。拍了两下衣服上的尘土，接过我
从地上捡起的纸盒，抬腿再走的时候呼吸仍旧有些急促，那
只脚，也明显有点跛……

父亲过世没几年，母亲衰老得更快了。将她接到县城
后，老家木门上锁，房前屋后荒草萋萋；祖辈们走过的那段
土路，若不是夏雨后我年复一年及时修补，估计早就无法行
人……我回去的次数，也少之又少。

阳坡奶奶——这大自然的馈赠之物，静静地开花结果，静
静地等待人们采摘。就像是母亲对儿孙们的爱，无私深沉。

阳 坡 奶 奶阳 坡 奶 奶
王 璐

因来南京，便与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来南京，报到的当天中午，热心的
仝主任便带我熟悉办公大楼新城大厦A、
B、C、D、E 座和连接地下通道的第一、
二、三、四食堂，穿过奥体东地铁站2号
出口便直达奥体。方向感不强的我，经
过同事轮番轰炸式地边走边讲，一处接
一处地转悠，有些蒙圈，初次触及来不
及回味，似乎没能留下特别深刻的印
象。接下来的两个多月，近在眼前的奥
体似乎被我冷落了、忽略了。租房子、
协调挂职事务、走访一道赴宁的同事、
熟悉挂职单位、参与岗位业务、联系宁
商协作事宜……一桩接一桩的新事，一
个个陌生的面孔似乎填满我的思绪、时
间和空间。

春节过后，再次来到南京，工作生活
都归于自然、平静和有序。闲暇时，我最
常去的就是奥体中心。环走四周，林林
总总的体育场、训练场、体育馆、游泳馆、
网球馆、体育科技中心和文体创业中心
场馆错落布局，大大小小的草坪、花坛、

绿荫带镶嵌其间，高大的梧桐、楠木环抱
四周。贯通上下、四通八达的出入口和
步道，随处可见倚在转角处、树荫下的一
排排长椅，温馨提醒行人歇下脚步慢慢
欣赏。每天出入的新城大厦E座与奥体
相向而立，被江东中路、地铁2号线地上
地下东西贯通，我所在25层办公室正对
着奥体。得天独厚的位置，使我有了办
公间隙时常眺望奥体的雅兴。

谷雨时节的南京，晴空万里，郁郁
葱葱，一派生机盎然，眼前的车辆川流
不息，不远处4个“水滴”状的江苏大剧
院披着钛合金板外衣银光闪闪，远处的
长江航道隐约看到一艘艘移动的船
只。无论俯视还是远眺，目光永远躲不
过坐落其中的奥体，尤其那地标性建筑
体育场顶部红色的“世界第一双拱”，像
两把大弓拉起钢屋盖，耀眼夺目。夜间
眺望，眼前一片灯光璀璨，灯光点亮的

“双拱”，在对面商场大厦霓虹夜景下，
更像星空下跃起的两道彩虹，红彤彤
的，庄重而不失灵动。

我生活的小城，没有满眼的高楼大

厦，也没有像奥体一样高大上的体育建
筑，小到可能走两步就能遇到熟人，那里
没有大都市的繁华，却有像我这样的很
多人的牵挂。平日里，与南京的同事讲
得最多的是宁商协作的故事，关注最多
的是家乡的一点一滴变化，遥想跨越千
里之外的夜空，灯光点缀的龟山、金凤山
和秦岭深处的家乡小城，现在变得一定
更加宁谧和温馨吧！

离开家乡，却离不开家乡丹江河畔早
已养成的习惯和爱好。临行前，备好的篮
球、跑步鞋遇上奥体，自然派上用场。新
的一年，新的时节，眼前的奥体便成为闲
暇之余时常光顾的乐园。清晨，被闹铃催
醒，一番穿戴洗漱，横穿四条马路或转过
两个地铁口走进奥体东门，打卡“南京奥
体悦享跑”，戴上耳机，慢跑在红黄蓝彩虹
跑道，开启新的一天。晚饭后的时光最为
惬意，独自一人漫步奥体时，边走边回味
一天来工作的点点滴滴，盘算着第二天的
学习计划；有时会邀上学习挂职的同事一
道，谈天说地，交流体会，你一言我一语细
说着宁商两地的变迁，规划畅想着家乡的

未来。节假日休息时间长，泡在奥体的时
间就长，装满热水瓶，背上心爱的篮球，走
进一排隔着一排的室外篮球场，跑场地练
运球、看视频学突破技巧、定点或跑步起
跳练投篮、随机组队打比赛，一连串操作
下来就是半天，虽汗流浃背，却身心舒展、
酣畅淋漓，偶尔小磕小碰小伤却不亦乐
乎，运动并快乐着。

日光如梭。掐指一算，离挂职一年的
日子仅剩一半时间。一次次眺望奥体，一
次次走进奥体，目睹大、全、美、精的建筑
场馆和人来人往的场景，不禁感慨南方都
市“强、富、美、高”，人们追求文明健康绿
色低碳新时尚。一次次浏览家乡微信公
众号，一次次与家乡人的通话交流，更加
感叹家乡铆定“一都四区”，打造“安宁商
洛、礼仪商洛、22℃商洛、精致商洛”的干
劲和日新月异的变化。所见所闻、所感所
思，时刻激励感召着我一如既往努力挂职
锻炼，更吸引着我回乡的那一刻，走一走
扮靓的丹江步道，逛一逛新建的城市公
园，看一看贯通小城东西南北的高速延伸
大道和正在施建的高铁新城。

结 缘 南 京 奥 体
战无炎

去年年底的一次意外摔伤，让本就腿脚
不便的父亲行动更加艰难，为了更好地治疗
和恢复，父亲终于答应来城里住一阵子。

车子穿梭在蜿蜒曲折的乡村水泥路上，
仿佛游走在诗情画意中，挤进车内的槐花香，
勾起我对小时候几多记忆。你家能不能洗
澡？父亲冷不丁问了我一句。当然能。那
好，父亲喃喃道。透过后视镜，我看到父亲脸
上闪过一丝欣慰。对父亲这一代人而言，洗
澡是很奢侈的事情。老屋的小山村地处土塬
上，地势较高，有时连吃水都困难，更别说洗
澡。距家十几里地的小镇上倒是有个澡堂
子，但只在过年前开放几天，洗澡的人能排几
里长队。听母亲说，父亲曾排过队，但最终没
有进去，舍不得口袋里的三毛钱。你家的木
盆大不大？父亲又问了一句。没有木盆。我
知道他问话的意思，故意逗他说。父亲问的
木盆是以前农村洗澡用的，我家就有一个，那
也是我在其他小伙伴面前骄傲的资本。夏
日，木盆里清凉的泉水洗去满身的燥热；秋
日，木盆里百草的药水洗去身上的虫螨；冬
日，木盆里滚热的煎水洗去浑身的寒气；春日
里，木盆里花露的香水洗去周身的困意。幼
小的我们像小鱼一样被父亲的大手提溜来提
溜去，有时浑身还被他搓得通红，疼得哇哇大
哭，但很快就被洗完后的舒坦替代。有一年
冬天，连日大雪纷飞，农户们都闭门不出，为
了治哥哥身上的疥疮，父亲每天都要给哥哥
洗澡，为多备些柴火，父亲冒雪上山砍柴，不小心摔到了山坡下，差点落下
终身残疾。正是因为父亲的坚持，我们姊妹几个少有同村伙伴们的各类
皮肤疾病，身上头上不长虱子。

父亲知道晚饭后要给他洗澡，像小孩一样既期待又忐忑，一会儿到卫
生间看看，一会儿把换洗衣服翻来翻去，一会儿把洗脸毛巾拧了又拧……
我也多少有些莫名的激动，毕竟多年来除了嘘寒问暖，我还从来没有和父
亲“坦诚相见”过。父亲蹒跚着走进浴室，不冷不热的水从他身上缓缓流
下，洗发水、护发素、沐浴露，一样一样，一遍一遍，我给父亲轻揉轻搓、轻
推轻拍着。父亲一手扶着浴门把手，一手抓住我的肩膀，努力地站直，干
瘪的身体收得很紧，浑身微微打颤，淋浴喷头的水蒸气慢慢弥漫开来，父
亲显得既兴奋又紧张。父亲头发全白了，头也歇顶了，水珠在他头上毫不
犹豫地滑落，连洗发水都没机会泛起泡沫；父亲的脸庞干瘦消薄，槽牙的
脱落让两腮吸得很深，我触摸他的脸就像在触摸牙床；父亲的胸骨一根根
突兀着，像老树的年轮，在热水的冲洗下泛着一道道红晕；父亲的双腿因
手术和关节变形有些弯曲，曾经的两腿汗毛不见了踪迹，松弛的皮肤布满
了伤疤。水热不热，烫不烫？眼睛辣不辣，腿脚困不困？我不时问父亲。
好着哩！让你给我洗澡都要不得！父亲说。你咋这么说，你和我妈把我
们姊妹几个养大，给我们洗了多少回澡呀。

第一次看父亲高大磊落的身躯，第一次用手抚摸父亲周身的肌肤，第
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听父亲的呼吸，虽然明知无法阻挡岁月对父亲身体的
摧残，但我多么希望能用自己的双手洗去他所有苦难。向上、向下，就是
这个地方，刚好，美太太……我按照父亲的“指令”卖力地揉搓着，他也适
时地挺挺腰、抬抬头、伸伸腿、屈屈
肘，认真地配合着，像小孩一样听
话，甚是可爱。父亲不让我搓他胳
肢窝，我却故意又在他胳肢窝挤了
点沐浴露，父亲笑得弯成了一张弓。

出了卫生间的门，父亲问，几时
再洗？我说，随时都可以。

给

父

亲

洗

澡

永

善

我有一个快乐的家，这个家像一个小动物园，
住着几只性格特点不同的“动物”，到底是怎样的
呢？一起走进这个小小“动物园”吧！

“猴乐”妹妹
我的妹妹属猴，她的性格很像猴子，而且还是

一只馋猴子呢！一次我们全家去登华山，她一路
上蹦蹦跳跳的，真是调皮。登山时我和爸爸妈妈
都气喘吁吁地走着台阶，再看看我妹，一蹦一跳就
上去了，我爸爸都追不上！好不容易等她停下来，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她：“你不累吗？”“一点也不累呀！”妹妹回答，我惊得
瞪大了眼睛。

她还特别能吃，尤其喜欢吃香蕉。妈妈买了一大把香蕉，说吃完饭才
能吃香蕉，妹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桌子上的香蕉，一吃完饭就狼吞虎咽地
吃了好几根香蕉，打了个饱嗝说：“我吃饱了！”你说她像不像一只猴子呢？

“懒猪”爸爸
我的爸爸非常懒，脾气又如同一只狮子。爸爸回家就躺在沙发上玩

手机，或者睡觉，吃完饭还是这样子。偶尔把家里的地拖一下，但只是偶
尔！一次我的数学题做错了，“猪”就发威了，那声音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
动起来，真是可怕！我连滚带爬地逃出“人间地狱”。

贪吃暴躁的“小老虎”
我呀，可是家里既贪吃又暴躁的“小老虎”。我特别喜欢吃肉，过年

时，有鸡肉鸭肉牛肉鱼肉……乎都是我吃完的。我的脾气也很暴躁，总是
和妹妹吵架，可当我想到我也有错时，我就会给妹妹道歉，我们姐妹又重
归于好！

这就是我们家小小“动物园”，你喜欢吗？

我家的小小“动物园”
李承锦

商商
洛洛
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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