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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五月, 去聆听劳动者铿锵奔
放的吟唱；走进五月,去享受辛勤劳动
带来的快乐；走进五月,去采撷劳动结
出的甜美果实。

何谓劳动？辞书里解释为,人或动
物用肢体和大脑创造成果和进行思维
的一种活动。当你亲身体验了劳动,并
把劳动作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才会深切地理解劳动的巨大价值和真
正涵义。劳动创造世界, 劳动创造财
富,劳动创造伟业,劳动成就人生；劳
动陶冶情操,劳动充实精神,劳动净化
灵魂,劳动升华境界!

劳动,是历练人生的最好课堂。人
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辛勤劳动、不断
积累的过程, 知识的丰富, 才能的提
高,素质的增强,阅历的丰厚,财富的

获取, 都是通过诚实劳动和点滴积累完
成的。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学会劳动,勤
于劳动, 是做人的本分, 也是人生的必
需。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知识才会不断
丰富,能力才会不断提高,素质才会不断
增强,人格才会不断完美,精神才会不断
充实。虽然劳动不是生命乐章中最激越
的鼓点, 但它是人生旋律中一个不可或
缺的节拍。人生的奋斗辉映着生命的光
芒。因为有了劳动,我们才能体味到生活
的欢愉；因为有了劳动,我们才有无止境
的奋斗和拼搏。

把劳动当成一种享受、一种状态,需
要一种境界,需要一种胸怀,更需要一种
毅力。劳动,是培养吃苦精神和磨炼顽强
意志的有效途径。时下,一些青年人之所
以变得越来越不愿吃苦,四肢懒惰,学习

缺乏毅力、生活缺乏意志, 心理十分脆
弱,是因为他们远离劳动,对“劳动”二
字他们越来越陌生。人生因劳动而精彩,
生命因劳动而美丽。劳动,是造就品质、
锤炼意志的最好磨刀石。“不经一番苦,
怎能见彩虹。”劳动如同登山,只有昂起
坚强的头颅,才能面对前面的崎岖之道,
迎难而上不退缩, 才能正视生活中的各
种困难和不幸。

劳动,是通向成功的独木桥。尽管劳
动是艰辛的,但劳动不是一篮空悬的水,
不是一片荒漠的田, 更不是一条断裂的
链,而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一座开满
鲜花的园,一座连接彼岸的桥。只要付出
艰辛和劳动,就会于曲折中走向坦途,于
痛苦中感悟快乐, 于艰难中获得成功。
“要等待灵感的垂青,就得不停地学习、

思考、实践和劳动。”这是“杂交水稻之
父”、首届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袁隆
平的人生感悟。袁隆平正是年年月月天
天行走在劳动这座独木桥上, 才创造了
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乃至世界农业发展史
上的伟大奇迹。

劳动结出的果实最甜美。台湾著
名女作家罗兰说过:“世间一切美味佳
肴都没有劳动结出的果实更甜美。”那
些不劳而获、垂手可得的果实,虽然色
香俱全, 但吃起来如同嚼蜡, 索然无
味。

热爱劳动的人是生活中最亮丽、最
值得敬仰的人, 而那些只懂得享受、懒
于劳动甚至鄙夷劳动的人,尽管衣冠端
庄整洁、容貌楚楚动人,与热爱劳动的
人相比,终归缺乏一种耀眼的光泽与活
力。

让我们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学会劳
动,在劳动中历练人生,在劳动中感受快
乐,在劳动中获取财富,在劳动中走向成
功！

人生因劳动而美丽
□一 心

青春美丽，如诗如画。青春充满
了朝气，像春天的小树，像绚烂的朝
霞，像清晨带露珠的花朵，也像一个
蓄势待发的优美姿态。没有人不赞美
青春，描绘青春。那么，青春是什么颜
色的？

青春是火红的。热血青春，充满
了激情和梦想。青春是一面火红的旗
帜，昭示着蓬勃向上的希望和永不退
缩的勇气。青春时代，每个人都是乘
风破浪的舵手，是勇攀高峰的英雄。
青春的颜色如烈焰，燃烧着不息的热
情，跳动着无畏的豪情。“一个人在
年青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把他搞
垮。”的确是这样，青春有着不可思
议的力量，能够让人迸发出前所未有
的胆识和智慧。即使失败，也会摔一
个漂亮的跟头，然后就地爬起，一如
既往地朝前奔去。青春是火红的，发
光发热，交织着理想与梦幻，展现着
拼搏与进取。火红的青春，抒写着生
命昂扬奋斗的诗篇，诠释着生命给予
和奉献的真谛。

青春是嫩绿的。朝气蓬勃的青春，
就是一棵旺盛生长的树，怀揣顶天立
地的梦想，不惧风雨，心朝蓝天，用绿
色装点着非同凡响的生命。奥斯特洛
夫斯基说：“生活赋予我们一种巨大
的和无限高贵的礼品，这就是青春。充
满着力量，充满着期待，充满着求知和
斗争的志向，充满着希望和信心。”绿
色是希望的颜色，也是生命的颜色，蕴

含着无限的力量和期许。青春时代，我
们用绿色的希望之线，装饰上活泼灵
动的缨络，来编织每一个日子。青春的
日子里，我们放飞理想的白鸽，种下心
愿的种子，度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嫩绿
的青春，萌动着，滋长着，生机勃勃。总
有一天，青春之树会枝繁叶茂，立地擎
天，把梦想高高托举起来。

青春是明黄的。青春绚烂明亮，
夺人眼目，仿佛一树明黄的花，开得
恣意畅快，引人流连。没有人不为青
春驻足，鲜明的色彩描绘出青春的骄
傲和自豪。与青春相拥，你就有了前
进的动力，也会迸发出最闪亮的才思
与智慧。青春飞扬，生命如歌。明黄色
的青春，张扬，豪迈，灵动，简直就是
一首豪放派的词，大江滚滚东去，豪
情万丈。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我们
酣畅淋漓地爱着，不知疲倦地追逐
着，没有什么能够掩盖青春鲜明的颜
色。“青春的魅力，应当叫枯枝长出
鲜果，沙漠布满森林……” 青春灿
烂，无所匹敌。

青春美好，却又是短暂的。花谢花
会开，春去春会回，可是青春一去不复
返，要珍惜青春。即使青春已逝，也不
要沮丧。“青春并不是指生命的某个
时期，而是指一种精神状态。”年华老
去，青春却可以在心中永驻。

青春是什么颜色的？青春是五彩
斑斓的。青春的画幅上，等待着你描绘
出最美的色彩。

青春的颜色
□马亚伟

红土地上的春天 汤 青 摄

袁枚的《牡丹说》

古人寄寓某种道理的文章，往往
名之曰某某说，如柳宗元的《捕蛇者
说》、韩愈的《师说》、周敦颐的《爱
莲说》，以上所举都是名家的名篇，
不少古文选本都有收入。清代大文人
袁枚，也有一篇《牡丹说》，写法也是
借事说理，好的古文选本中未见，似
亦少有人称说它。我于杂书中偶然读
之，觉有警策之论，虽不名故且名之。

这篇文章篇幅不长，讲了一个寻
常的故事。说是冬天一老翁挑了一株
牡丹，枝干有一人多高，且花苞有百
余朵，主人见了甚是喜欢，就出高价
买下了。自家庭院中原有几株牡丹，
就将其移往别处，将好地方腾出来，
用来栽新买的这株牡丹。不仅如此，
还环罩以锦帐，晚上点上烛火，请人
来观赏，宝贝得不行。不想春来花开
时，姿色不如原来牡丹。这个主人很
生气，就将它移到山上，后又移到墙
边，算是贬谪吧。这株高价牡丹很快
就死了。主人又将原来移出的牡丹，
重新移回到原处，结果这几株牡丹也
死了。

有客人就批评说：善于种花的
人，适宜山上的种山上，适宜庭院的
种庭院。如果要移栽的话，宜冬而不
宜春。新买来的上好牡丹，并没有要
求你把它栽于庭中，而且还移动了
原来的牡丹。你凭自己一时的喜怒，
移来迁去，又不守时节，花那能不死
呢。你不懂植物的习性，又不懂得土
壤，高兴了就抬举它，生气了就摧残
它，当然养不好花。这还说的只是病
症，文章最后说病根：“然则子之病，
病乎其已尊而物贱也，性果而识暗
也，自恃而不谋诸人也。”说主人的
病根有三条：看重自己的主观感受
而轻视生物的生命，性情专断而没
有什么见识，自以为是而从不向人
请教。

最后这三句总结的太好，故引原
文以见其文气之畅适。看似批评主人
意气用事，不会养花，其实根子是把
自己看得太尊贵，把花草视作悦目之
贱物，围之以锦帐绣帏，明之以灿然
烛火，不过为畅己意而已，一旦不适
已之意，就开始胡乱折腾（围帐烛火
已是折腾）。把自己的感受与喜好看
得太重，随意地处置花花草草，便是
谋之于人也不愿意，况且本来就武断
而没有见识。这种人的下场就是：
“他日子之庭，其无花哉！”从此他的
庭院里头，怕是无花可赏了。如果我
们把这篇文章视着养花经，则其价值
并不太大。但袁枚借“主人”的故事，
仅仅是说养花的吗？尊己贱物，性专
识暗，自恃不谋，这不是好些人的毛
病吗？有此种病的人种花，最多无花
可赏而已，如果以之齐家呢？以之谋
事呢？以之治人呢？

文末说：面对客人的批评，“主
人不能答，请具砚削牍，记之以自警
焉。”看来，这“主人”是袁枚自指
了，他研墨备纸，写下此文，自揭其
短，用以自警，并以警人。不掩已之

过，揭人性之暗，不亦佳文乎？惜此妙
文，读的人不多，更少人称道，故如此
“主人”，古往今来，正是不少。

李渔的颂荷文

中国赞美荷花的诗文，自古以来不
计其数，最著名的文章是《爱莲说》。宋
代的理学家、文人周敦颐说：“予独爱
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
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
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些句子
久为人传颂，是古代士子们的座右铭，
在今也还为人们所诵读的。不供亵玩的
亭亭之姿，传香送远的不媚于时，出淤
泥而不染的高洁，都是中国贤者的品格
特质。《爱莲说》中的荷花形象，表达了
中国士子的心声，是中国贤者的品格追
求。百余字而写尽荷之风采，为此多少
写荷的诗文，皆为其文采所掩，不能名
于世了。

清代的文人李渔有一篇颂荷文，
我读来更觉大有意趣，不忍见其没于
《爱莲说》之后，且引少许语句略见其
精彩。其文名曰《芙蕖》，就是俗称的
荷花，见其所著《闲情偶寄》种植部草
本第三。文中有句云：“自荷钱出水之
日，便为点缀绿波，及其劲叶既生，则
又日高一日，日上日妍，有风既作飘摇
之态，无风亦呈袅娜之姿”，仅观此句
似与周敦颐文并无大异。其后又云：
“及花之既谢……复蒂下生蓬，蓬中结
实，亭亭独立，犹似未开之花，与翠叶并
擎……”文章不仅写到了花的观赏，还
写到莲蓬的结实了。

这就涉及到功用的层面，不止于歌
颂其风姿了。

作者继续深入拓展，说道：“至其
可人之口者，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
而互芬齿颊者也。只有霜中败叶，零落
难堪，似成弃物矣，乃摘而藏之，又备经
年裹物之用。是芙蕖也者，无一时一刻，
不适耳目之观；无一物一丝，不备家常
之用者也。有五谷之实，而不有其名；兼
百花之长，而各去其短。种植之利，有大
于此者乎？”李渔是一个风雅的人，不
想也有农家的眼光。他说不止青色莲子
可食，水下白玉似的藕也可食，就是一
池枯荷的叶子，也可作包裹物品之用。
荷真是一身是宝，无物不可用，无处不
益人，相比较起来，百花和五谷，皆位在
其下。所以，李渔亦甚爱之，凿得斗大一
池，植数茎荷以自赏。

周敦颐没发现这些吗？当然不会。
他借写荷而标榜高蹈，洁身自好，脱俗
凡尘，这是古代士大夫式的清高，一种
在浊尘而独立的情怀。李渔则与之大为
不同，他看荷花不仅看它的高洁，也看
它有利于世人的一面，富有世情尘俗功
利的一面。葆有高尚品格而一味高蹈，
这种品格除了一点榜样的作用，实话说
与俗世并无多大补益。其实这已无关荷
花本身了，周敦颐和李渔两人性情与所
学异，作文立意自然也就不同。不过，相
较于李渔世俗的审美情趣，周敦颐的这
种审美趣味，细察起来是病态的，这可
能是大家不曾意识到的。而我们至今欣
赏周文者甚众，是因为这种审美趣味的
习性还在。

古文札记两篇
□吕达余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 10 岁，弟弟
6 岁，而今自己也已步入当年母亲离
我们远去的年龄。漫漫人生路，随着时
间的流逝，对母亲的记忆已经变的模
糊，那份让人赞颂的母爱取而代之的
是在心底涌出的对父亲的感恩！

“想想您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
抚摸着您的双手，我感受了艰辛，不知
不觉您的鬓角添了白发，不声不响您
眼角添了皱纹，我的老父亲……”每
当倾听到《父亲》这首歌曲时，我就心
潮起伏情不由已。那天，是父亲的生
日，伴随着情真意切的旋律，我默默地
给父亲发了条短信：“爸爸，生日快
乐！祝您平安幸福！女儿永远爱您！”

父亲的电话很快就打了过来，本
准备说点俏皮话，可没待我开口，老爸
的唠叨又开始了，身体怎么样了，孩子
学习怎么样呢，上班多注意安全……
却只字不提我发给他短信，平淡而唠
叨的话语里，我感受着父爱，感受着与
幸福最近的亲情！泪水在我眼睛里汩
汩而下……

父亲退休前是个普通的矿工，在
平凡的岗位默默奉献到退休。18岁那

年，父亲背上行李离开家乡，来到了人生
地不熟的矿山，一干就是一辈子，虽然没
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但也收获
颇丰，在父亲的抽屉里，那一本本鲜红的
荣誉证书见证了他对矿山的热爱，也成
为我和弟弟以后人生的一种鞭策！

生活中，父亲对我们的爱如他爱喝
的酒，越久越醇，愈久弥香，好多次，我都
提起笔想为父亲写点什么，可每次总觉
得文字是那么的苍白与无力，随着年龄
的增长，我愈来愈明白，父爱岂止是用文
字所能表达的，它是一份浸透到血液里
的亲情。

记得在铜陵念书的那几年，因为当
时通讯不方便，书信便成了我与父亲之
间联系的桥梁，生活中不敢言表的爱通
过文字传递着我们父女间的心灵交流。
那时父亲工资低，我和弟弟的学习和生
活开支，都要从父亲一点一滴中节省出
来。也许因为母亲的早逝，让我过早地懂
得了父亲的艰辛，过早地比同龄孩子懂
事的多，所以为了节省在校读书的开销，
一个学期我只回家一两趟，把对家对父
亲思念放在心里。每每看到回校的室友
带着父母为她们准备的大瓶小瓶的菜肴

时，我常躲起来偷偷的流泪。
每一次回家返校时，父亲都会把我

送到车站，千叮咛万嘱咐。我不想让他看
到自己心中的不舍，便会做出不耐烦的
口气让他离去，可父亲每次都会等到汽
车远了才离开。父亲是个节俭的人，平时
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总是穿
着矿山发的蓝色工作服，从车窗里，看着
父亲那显眼“土气”的蓝色工作服渐渐
从视野中消失，心中愈发的酸楚，由此也
对生出对蓝色深深的眷爱……

毕业后，为了能分配到父亲身边，我
放弃了在铜陵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父
亲曾经工作过的矿山，不为别的，只为此
生能陪伴父亲，用真情来报答他的养育
之恩。父亲的一生艰辛无比，为了我们这
双儿女更是吃尽了苦楚，但父亲无怨无
悔，默默的奉献着对儿女们那份无私而
伟大的父爱。我庆幸有父亲这盏明灯，让
我的人生没有迷失，让失去母爱的我仍
然享受到家庭的温馨幸福。

弹指一挥间，父亲已退休多年，我和
弟弟也都已成家立业，但在父亲心中，我
们依旧是孩子让他牵挂。我的小家距离
父亲的家很近，有时候父亲我会带着孩
子去看他，倘若有几天没有见面，父亲就
会打个电话给我絮絮叨叨的说上几句，
虽然有时也有点烦，但已为人母的我，此
刻更懂得了这是父亲在用他的方式继续
着对我的爱！

父亲的唠叨
□荣 丽

人生中，总有一段路让我们走得
很累，或处于事业上升期，或处于人生
的低谷，我们彷徨，我们无助，不知前
进的方向在何处，站在十字路口徘徊，
只想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慰藉的港
湾。

可是，不累，何来的硕果累累？永
远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你想过普通的
生活，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你想过上
最好的生活，就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
害。这世界很公平，你想要最好，就一
定会给你最痛。能闯过去，你就是赢
家，闯不过去，那就只能乖乖退回去做
个普通人。

要想超越别人，就要付出别人几
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不努力，何来的
超越？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在
到达成功的彼岸之前，你必须经历许
多的腥风血雨，谁会随随便便的成功？
我们只看到了成功者光环的光鲜和亮
丽，可否知其后面所付出的汗水与泪

水？
何为“累”，不累到极致，你怎知

自己所承受的极限，在我们没有达到
目标前，请别让自己“累”趴下，因为
你没有资格谈累。奔走于天地间，我们
的每一次跋涉都要全力以赴，每一条
道路都是曲折回环。一路上没有不变
的风景，没有笔直的坦途。所以，我们
只能不停地做着两件事情———前进和
拐弯。如何前进，怎样拐弯，需要我们
自己选择，不同的选择，造就了我们千
差万别的人生。

杨丽萍的孔雀舞震憾了中国，让无
数人为她的舞姿着迷，可是又有多少人
知道她的舞从编到演出付出了多少代
价？没有坚定的毅力能成功吗？“台上十
分钟，台下十年功”，她是用多少累换来
了鲜花和掌声？若她没有坚强的毅志，那
谈何成功？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关键在于自
己如何去掌控。如果不屈不挠，以金石可

镂的精神不息奋斗，默默耕耘一方土地，
也许就会收获人间的春天，创造一个惊
人的神话。当某一天我们在到达一个高
点时，发现沿途的风景与自己不断攀升
的那份动力也很可贵！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路要走，谁
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路，没有谁会一直陪
着你，要学会忍受孤独，一个人经历了许
多磨难之后，肯定会累，因为你是一个独
立的个体。你也许会看错过人，会承受一
些背叛，会有过狼狈不堪。可是真的都没
有关系，只要还活着，你就还能站起来，
别小觑自己，你没有那么脆弱，没有那么
累。

这个世界给予了我们每一个人同样
的机会，就看你是否能抓住。如果你抓住
了机遇，还要看你是否能坚持到底。如果
我们没有努力去奋斗过，那自己的人生
将是多么苍白？每一个人都带着这样的
态度去做人和做事，那么这个世界就会
清明，这个世界就会敞亮。所谓成功，并
不是看你有多聪明，而是看你能否笑着
渡过难关，再累，也要昂起头，坚强的走
到最后，再累，也要挺起胸，勇于挑战自
己，去拼搏，去努力，只有努力了，前方才
会有硕硕累累的辉煌！

不累，何来的硕果累累
□程丽芬

总有许多的惊叹要变成历史
哪怕，留下一片存于书中的荫绿
总有许多的希望要寄存于一方土地
纵然，让它慢慢生产成守望的故事

一株，两株，三株，四株
许多年前种下的希望
就像轮回的四季
屹立在明媚的眼眸里
四百年的怀抱，拥有多少土地的气息
清澈的辉煌中

叠映出一波波的风光旖旎
从门楣上脱落下来的

荣光将台阶高高托起
刀光剑影里，进士在锻造成勇士

肯定，有一个刀一般的冬天
在严寒的岁月里，

为你刻上彻骨的锐气
肯定，有一道燃烧的闪电
将你撕裂成累累伤痕的火炬
但是，只要你仍然踩在坚实的土地上
便会让所有的血液

流淌在这片茂盛的山野

在张恨水故居

我站在你的章回里
找到了一段与乡土最近的距离
我有一些惊叹
在这样的方砖垒砌的乡尘里
为什么只有你
最懂得啼笑因缘

你穿行在灯红酒绿
翻开每一页纸醉金迷
一间斗室，和一只笔
便将你与俗世隔离
你沉浸在你的阳光灿烂里
把春明和金粉
洒向霓虹灯下正在受伤的卑微

或许有一场早已期待的雨
正在等待恰当的时机
每一个敲打心底的雨滴
都是一缕春慰
那一条来时的路
早已铺就成叠叠荡荡的春水
不管你愿不愿意
再也没法将恨带入自己的土地

当我转身时，猛然发现
在你的明快和抑郁交织的书房里
只能散发出
属于你的香墨气息

乡村女子

乡村的名字有些古气
就像千年的泥土
以火的名义将你
燃烧成坚硬的陶器

一席紫色漫洇在春天的田野
轻盈的脚步像风一样
让我们都在快乐地纠结
那条蓝色的围巾
就系在乡村的树梢上面
你的温情的眸子里
流淌着古堰的碧水
脚下的土地丰腴成你的期翼
踩在满目的春光里
心与心早已融为一体

我知道
只有深爱这片土地
你才如此神采飞扬秀发飘逸
只有将村庄装进心底
你才会举起葡萄酒的芳香
为自己干杯

倘若有一天你将离去
想必，你们会紧紧拥抱这片土地
用你最朴素的方式
表达着对这方土地的亲密

古香樟和古民居
（外二首）

□阿 杨

铜官山

文 学 副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