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最美
几天前， 我和朋友到鄂西北的一个边

远村镇玩， 那个村镇叫龙坪， 是远近闻名
的高山无公害蔬菜基地。

经过一片豌豆地， 豌豆长得正旺相，
挤挤挨挨的豌豆荚儿直晃人的眼， 我看见
几名妇女挎着竹篮在采摘， 就掏出相机想
拍一张照。 有一位大嫂看见了， 大声说：
“莫把我照进去了， 我们做农活儿的， 丑
得很。”

我放下相机， 笑着说： “没有做农活
儿的 ， 人们连饭都没得吃 ， 做农活的不
丑， 是最美的。” 大嫂听了， 脸上露出了
诚挚的笑容。

想起了我的父母， 从我记事起， 他们
从来就没有空闲过。 那时还是大集体， 父
母每天都要到生产队里出工。 父亲利用歇
晌的功夫， 打理他的几分自留地。 母亲在
忙碌之余也不忘扯几把猪草带回家。 在他
们辛勤的侍弄下， 我家自留地里的菜产
出很多 ， 除了自己够吃外， 还能卖一些
补贴家用 。 我家养的猪也比一般人家
喂养得肥壮。 在那贫瘠的日子里， 父母用
他们勤劳的双手， 最大限度地改变了家庭
的窘况。

后来， 生活好了， 父母完全可以过悠
闲日子。 但他们仍然在农村不辍劳作， 我

劝过几次， 父亲说： “这一歇下来， 浑身
不对劲儿， 只怕会歇出病来。” 我知道，
他们是劳动习惯了， 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劳
动的热爱和虔诚， 只好作罢。

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建筑工人爬高上
低、 汗流浃背的劳动， 我们能居住在坚固
敞亮的房间吗 ？ 如果没有清洁工日复一
日， 年复一年地打扫清理， 我们能生活在
一个干净卫生、 赏心悦目的家园吗？ 如果
没有农民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的
辛苦， 我们能吃到香甜可口的瓜果和营养
丰富的蔬菜吗？ 如果没有矿工夜以继日、
含辛茹苦地挖掘， 我们能看到光明， 感受
到温暖吗？ 如果没有美发师、 服装设计师
的别出心裁 、 匠心独运 ， 我们能光鲜亮
丽、 神采奕奕地行走在人前吗？ 如果没有
交警站岗执勤、 指挥管理， 城市的交通能
井然有序、 安全平稳吗？ 如果没有人民子
弟兵的保家卫国、 抢险救灾， 我们还能享
受和平、 幸福的生活吗？ ……这些都是劳

动创造出的美丽， 各行各业的劳动正在逐
步改善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也因着
劳动而变得越来越美。

我也和他们一样， 只是一个普通的劳
动者， 一个为这个社会的发展添砖加瓦的
人， 一个在社会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人物、
螺丝钉， 所以， 我经常会为这些普普通通
的人劳作的瞬间而感动。

尊重和敬畏别人的劳动， 爱惜别人的
劳动成果， 也就是尊重了自己。 意大利著
名画家达·芬奇说： “勤劳一日， 可得一
夜安眠； 勤劳一生， 可得幸福长眠。” 是
啊， 一个愿意付出勤劳的人， 无论时间长
短， 都会收获一份生命的厚重。

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只要用心
地去做每一件小事， 诚实地劳动和工作，
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劳作来充实每天平淡的
生活， 用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环境、 创造
美好的未来， 就是一个充实、 自信和有价
值的人， 就是一个充满正能量而应该受到
尊重的人， 就是一个最美的劳动者。

从古到今 ， 劳动就闪烁着璀璨的光
芒， 历代体察民情的作家与诗人都纷纷用
饱含深情的笔调， 为之歌之咏之。 那一首
首、一篇篇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既见证了
劳动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
又将劳动创造幸福美好生活进行了生动诠
释。 在劳动节到来之际， 不妨让我们品读
这些美篇， 更进一步了解劳动者群像。

上古时代， 生产力低下， 加之受统治
者的压迫， 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极其艰辛。
在 《诗经》 里就描绘了各式各样的劳动状
况， 如 《伐檀》 写道： “坎坎伐檀兮， 置
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
县貆兮？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砍伐檀
树一声声， 棵棵放倒堆河边， 河水清清微
波转。 不播种来不收割， 为何三百捆禾往
家搬啊？ 不冬狩来不夜猎， 为何见你庭院
猪獾悬？ 那些老爷君子啊， 可不要吃白饭
啊！）” 这首诗不但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场面
热烈的农耕图， 而且还表达了伐木工人对
统治者坐享其成的不满与愤怒。

如果说从《伐檀》这首诗里我们听到了
民怨声，那么唐代李坤的《悯农》：“春种一
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
死。”则让我们看到了原本有硕果累累的好
收成， 农人们理应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结果是吃不饱、 穿不暖、 惨遭饿死的悲
惨场面， 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感慨动容。

诚然， 劳动是艰辛的， 也是愉悦的。
“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 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东晋陶渊明
辞官归隐后， 过着平淡自在的生活， 他的
这首 《归园田居》 就给我们呈现出一幅闲
情逸致的田园劳作场面， 那种悠然自得的
情怀， 和对劳动的热爱， 在诗中抒发得淋
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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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范成大的 《四时田园杂兴》， 更
是用清新的笔调， 寥寥几笔把夏日乡间劳
动的热烈场面写得栩栩如生： 男耕女织，
日夜操劳， 虽然辛苦， 却也其乐陶陶， 一
个 “学” 字， 把儿童天真活泼的性格， 渲
染得酣畅淋漓， 妙趣横生。

从古诗中， 我们读到的是诗人对劳动
者的赞美之情， 那么在现代作家的笔下，
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对劳动的尊崇、 对劳动
者的热情讴歌。 可以说， 这就是劳动的魅
力所在、 劳动者的伟大所在。 “走路的人
口渴了摘一个瓜吃 ， 我们这里是不算偷
的， 要管的是獾猪、 刺猬、 猹……” 这是
鲁迅在 《故乡》 中， 闰土与作者的对话，
看似漫不经心的话语， 听着却令人倍感温
暖， 一位朴实憨厚的劳动者形象不觉跃然
纸上。

“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过
来， 果树园里便飘起了清朗的笑声。 这些
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噪。 梯子架在
树旁了。 人们爬上梯子， 果子落在粗大的
手掌中， 落在篾篮子里， 一种新鲜的香味
便在那些透明的光中流荡……” 这是丁玲
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中， 描写的一段
果园里摘果子的场景，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
每个人的脸上， 劳动是快乐的， 也是幸福
的。

“透过荔枝树林， 我沉吟地望着远远
的田野， 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 辛辛
勤勤地分秧插秧。 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
的生活……” 这是杨朔 《荔枝蜜》 中的描
写， 作家通过对荔枝蜜的香甜和蜜蜂辛勤
创造、 无私奉献的赞美， 热情赞颂了为创
造幸福生活而辛勤劳动、 无私奉献的广大
劳动人民。

劳动者最可爱、 最可敬， 也最仁厚，
让我们在这个充满希望和祝福的季节里，
手捧缕缕书香， 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

从书香中品读
可爱的劳动者

□□马马晓晓炜炜

□□李李仙仙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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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 我正忍俊不禁地刷着抖音小视
频， 目光被定格在一个个打工者身上， 透
过手机屏幕， 看到他们或在建筑工地、 或
在简陋工棚、 或在田间地头……每一张抹
满污渍风霜刀刻的面庞， 都给人一种疾风
中劲草的顽韧和为生活打拼的倾尽全力。
这个抖音号的创建者是我的记者朋友阿
薛， 而 “关注农民工， 关注弱势群体， 真
实记录他们的生活状态” 正是他的定位。
深入他们的故事里， 这一群劳动者身上凝
聚的那种踏实肯干的 “老牛精神” 瞬间就
感动了我。

其实在我们身边， 也总能遇到那种虽
“身处崖壁”， 生命却像山花般顽强绽放的
人。 记得有次， 天刚拂晓， 我和丈夫赶往
汽车站的途中经过一个卖烧饼的摊位， 摊
主是一对年轻夫妻 ， 丈夫在铁皮炉膛
前忙碌地贴饼翻取， 有顾客上前又快速
地递饼收钱找零， 妻子手底如飞地揉面擀
皮， 她身后还用背带背着熟睡中的孩子。
我随口问了句： “你这么辛苦， 还带着孩
子， 真不容易， 你们早上几点起来的啊？”
她轻轻一笑道： “我们夜里两点多就起来
了， 孩子太小， 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不放
心 ， 我们都年轻 ， 吃点苦只要生活有着
落， 心里就踏实。”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曾经认识的一位蹬
三轮卖水果的女子 ， 她老公在工地上打
工， 一双儿女还在读书， 几年前， 她就查
出患了重病 ， 她苦撑着每天在菜场边
卖水果，然后用赚来的钱服用昂贵的药物，
用来维持微弱却顽强的生命，她说，能多看
着儿女长大一天，都是幸福的。

小肖是位来自农村的打工者， 我是在
一次拼车时搭乘他的车子 ， 认识了这位

“励志哥”。
他的父母都是忠厚老实的乡下人， 他

家中兄弟三人， 他明白他的未来只有靠自
己去打拼， 于是这些年， 他虽没学历却吃
得 “苦中苦”， 一年365天， 他的休息日加
起来最多一周， 他努力工作， 在家乡按揭
贷款买了一套房子， 还买了车， 下班后捎
带着通过打车平台去载客拉人。 当我竖起
大拇指为他的拼劲儿称赞感叹时， 他幽默
地来了句：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一次在湿地公园， 看到几位年近古稀
的老阿姨 ， 蹲在林间花丛拔草捡枯枝败
叶， 背上的红马甲上印着醒目的 “某某绿
化”， 一位气质儒雅的老先生在与她们闲
聊， 听后方知， 她们都是附近的农民， 一
辈子劳作惯了， 最是无法享受那种 “四体
不勤， 心闲身懒” 的日子， 在林中干活，
老姐妹谈笑间活动了筋骨， 又赚钱补贴了
家用， 她们乐在其中。

我倏忽间就想起近日爆红网络， 已96
岁高龄还在夜市卖煎饼的老奶奶 ， 当
别人问她， 这把年纪为何不在家中享清
福， 还通宵达旦地摆摊， 老人家淡然道：
“我觉得在家闲着挺难受的 ， 就算老了 ，
也要做点有价值的事情 。” 有人问她每
天看到那么多夜间打工者 ， 觉得他们难
吗？ 奶奶一脸认真地说 ： “走正道挣的
钱， 再难也容易； 走邪道挣的钱， 再容易
也难。”

每一位普通的劳动者， 你们为生活辛
苦奔波劳累， 每一滴汗水中都凝着不屈的
毅力， 每一步的负重前行都展现了劳动者
的风采 。 你们的埋头苦干撑起的是一个
家， 带给人们的却是一种昂扬向上的积极
奋进和不畏艰辛的力量。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乔乔兆兆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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