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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炉（外一首）

□王国忠

题记——丹凤县龙驹寨镇马炉村，是全国劳模刘西有生前奋斗和安息的地方。
而今，已建成省、市、县各级党员干部培训教育基地和当地红色教育基地。

紫色的马莲花，一片片
气势似欲开上蓝天。几只蝴蝶
来了又去，聚了又散
马莲台，平添几分虚无与恬淡
正适于累倒在这里的劳模
安歇，长眠

漏斗状的水库难以平静
漏掉的是水，至今装在它心里的
是当年身边劳动者淌下的汗
水波一样的梯田，向山上舒展
仿佛向每一位到访者，轻轻打开
一页页“当代愚公”的英雄传

被山石磨凸，失去锐气的
十二把镢头，几弯犁铧
锈迹斑斑，上墙歇息多年
它们在土地上扮演的角色
虽被强健的后来者日渐替换
却同样，被写进大地的诗篇

参观村史展览时，我绕过了
那密密麻麻的文字，关于马炉
山坡上的每一棵树与草
梯田里的每一株庄稼，其实
已以自己的方式向众多到访者
耐心讲述过一遍又一遍

在马炉，除了深深地鞠躬
向一位愚公般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请允许我，折一束鲜艳的马莲花
献于他的墓碑，或者雕像前

在以王姓居多的王源村
他，只是一个土生土长
天生喜欢玩泥巴的人
童心未泯，用指尖儿捏醒
故乡沉睡的泥土

只那么轻轻一捏
便让丹江岸边瘫软的黄泥
站立起来，有了筋骨
一捏，捏出商山魂魄
一捏，捏出秦腔雄风
又一捏，捏出古丝路
散落不尽的遗韵

甚至，他把自己
也捏成了巨型泥人
混迹于奇异的国度里
无需细辨他的长相
你只要知道，他是这里
主宰万物的王

（作者单位：丹凤县龙
驹寨镇凤麓外贸公司）

指尖捏醒沉睡的泥土

——丹凤泥塑传承人王伦印象

在马炉

站在脚手架上，离阳光又近了200米
空中的飞鸟一脸惊讶，我有了儿时
爬树的眩晕。那些南来北往的风正在
努力用钢筋、水泥、砖瓦、汗水和
方言，把大地一寸寸抬高。有梦想斑斓
在白云间，“噌噌”向上飙升

站在高处，我突然有了一些自豪
甚至骄傲。这些想法与烈日、寒风
死亡搅拌在一起，可以暂时让
苦难搁置。昨晚我梦见一块砖
从57层坠落，他终于完成了
一次成功的飞翔，一脸幸福

肯定会有仰望。就像我朴素的祖国
使一块黑白地图，变成有棱
有角的魔方，让世界刮目。白天
或夜晚，同大地一起攀升或
下降的我，多像高楼阴影处一件微雕
最后被阅读者忽略

许多年以后，我仍然关注那些
修筑襄渝铁路的人。是他们
用上帝之手、汗水甚至
生命，洞穿了一座座大山

把桥梁架上云端，敞开大山内心
吉尼斯世界纪录，被一个
民族，用神话一样的精神图腾
一再承接，刷新，改写

开山的人，永远比山葱茏、长寿
后来他们的名字变成了一座座
山峰或石头上铭文，变成了
铁轨、枕木和桥梁。

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现在我告诉你
在当年那些筑路牺牲的人当中
有一位是我的兄长。他的遗腹子
名字叫三线，练得一手好钢

（作者单位：旬阳市财税所）

脚手架上 筑路的人

汗水浇铸的群雕（组诗）

□姜华

捡起一块煤
□刘治军

这是一块满含生命的煤
多少辛勤的矿工
用生命、智慧、汗水换来的煤
牵记着多少人的心

连绵的矿山里，我
捡起一块煤，把它融进我生命的
血液
融入生命的每一个细节

（作者单位：国能锦界公司）

黝黑的矿山里，我
捡起一块煤，装进口袋
它的代价，远高于我西服的代价
几倍，甚至几十倍……

这是一块凝聚力量的煤
数百米深的矿井下
一个又一个黝黑的身影
无数次的穿梭，才将这一块煤
高高地托起……

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处处荡
漾着劳动者的歌声。五月，让我们
一起感受劳动！劳动的姿势最优
美，劳动的号子最动听；劳动的花
朵最芬芳，劳动的汗水最晶莹；劳
动的荣誉最高尚，劳动的权利最神
圣；劳动的发现最珍贵，劳动的创
造最透明。

五月的阳光灿烂明媚，时时辉
映着劳动者的身影。五月，让我们

一起感受劳动！劳动的威力最伟
大，劳动的智慧最聪颖；劳动的节日
最欢乐，劳动的心态最轻松；劳动的
释放最痛快，劳动的内涵最丰盈；劳
动的帮助最真诚，劳动的奉献最可
敬；劳动的日子最充实，劳动的阳光
最多情。

五月的心曲欢快愉悦——感受
劳动，我们走出混沌；感受劳动，我
们步入文明；感受劳动，我们扬眉吐

气；感受劳动，我们摆脱贫穷；感受
劳动，我们迈进成熟；感受劳动，我
们奔向成功。

五月的感受劳动光荣——感受
劳动，我们再创辉煌；感受劳动，我
们步履坚定；感受劳动，我们沐浴春
风；感受劳动，我们享受和平；感受
劳动，我们情满寰宇；感受劳动，我
们歌如潮涌！

（作者单位：陕西省银行业协会）

五月，我们一起感受劳动
□白来勤

谷雨一过，天慢慢热了起来。不知不觉，
“五一”国际劳动节就来了。

一提起劳动节，人们自然会想到劳动，还
会想到休劳动节假。其实劳动节的设定初衷
是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最大化，是为了让
劳动者有尊严地劳动。且不说它来源于纪念
1886年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罢工胜利，也
不必说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1949年 12月
就作出将每年的 5月 1日确定为法定劳动节
的决定，单说确定劳动节的意义，显然在于劳
动者通过艰辛斗争，争取到了自己的合法权
益，比如延续至今的 8小时工作制，就是当时
芝加哥工人罢工提出的口号，这是人类文明
的历史性进步，也是劳动节的精髓所在。所
以，人们才这么注重劳动节。

劳动创造了财富，劳动创造了文明。不
劳而获虽是人性的原始梦想，但与文明社会
的制度规则格格不入，被认为是痴人说梦。

人活在世上，其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佛学说：“人活着就是受苦。”此话对不对？相
信每个人都有体会。俗话说：“人皮难披。”话
粗理不粗。人活着，都想活出个人样，但不是
每个都能活得人模人样。

那么怎样才能活出人样？一万个人可能
有一万个回答，但万变不离其宗，只有通过正
当劳动，超常努力，加上天时地利人和等因

素，才能活得有个人样，就像幸福的家庭都是
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
的作用》一文中，阐述了劳动在人类进化过程
中的关键性作用，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家提出
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鲜明提
出了“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这一论断。猿到人的转变，从直立行走、手的
解放，从语言的诞生及感官的进化，再到思维
活动和目标规划等，劳动起了关键性的作
用。可见有目的、有规划、有思维的劳动是人
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当然，有些动物也
会劳动，比如燕子衔泥，但那是一种低级劳
动，不是人类意义上的劳动。

既然人要劳动，那么就不要惧怕劳动，劳
动是一件只有人才能拥有的光荣事情，这绝
对不是唱高调。试想，当我们患病卧床不能
行走时，可能会羡慕行走在脚手架上的工人、
烈日暴晒下作业的民工，此刻你会觉得“劳动
光荣”不是一句虚话。

文坛劳模贾平凹，每隔两三年写作出版
一部长篇小说，创造了文坛奇迹，从《废都》
《白夜》到《秦腔》《古炉》再到《山本》《暂坐》，
目前他已出版了十七部长篇。贾先生说：“如
果我不写文章，谁还愿意与我交往？”且不探
究这句话的深意，我以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

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没有懒可偷，只有
用心写作，创造性地劳动；只有不住地写作、
劳动，才有好作品出炉。好作品出版了，劳动
成果被社会认可了，作家签名售书、卖书就是
一件理直气壮的事，不是丢人事，是真正“劳
动光荣”的一件事。写文章不易，出书更不
易，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产品面世，既有商品
价值、知识产权，更有社会价值。出版社明码
标价，售卖乃理所当然、正大光明的事，这才
是真正的劳动光荣。

有些劳动，比如业余爱好绘画、茶艺、摄
影、雕刻、收藏，爱好做公益等等，看似没有劳
动报酬，但却实现了个人情怀，同样具有劳动
价值，同样值得尊重。

劳动节之所以叫国际劳动节，除过劳动
节的政治意义之外，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的前提下，同时也说明劳动是全人类的事情，
既然劳动是件光荣的事情，如果你不劳动或
不愿劳动，那就实现不了劳动的价值，可能跟
失去劳动能力的病人一样痛苦、可悲！

《劝民》诗说：“不见闲人精力长，但见劳
人筋骨实。”这句话说成白话就是：“闲人愁
多，懒人病多，忙人快活。”可见，闲一点是福
气；太闲，就会变成一场灾难。劳动着、忙碌
着是幸福的、幸运的，是治愈世间一切心病的
良药。 （作者单位：宝鸡市凤翔区法院）

劳动杂说

当五月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伴随着鲜花盛开、鸟儿啼鸣，蓬勃向上的劳动号角

再次吹响。“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万家灯火的闪烁中有你的奉献、日常细小的需求中有

你的支撑、走向富裕的道路上有你的坚持……正是我们每个看似微小的“螺丝钉”组成

了欣欣向荣的泱泱大国。到底什么是劳动？农民开荒破土、侍弄庄稼是劳动，工人开动

机器、铸造重器是劳动，教师开启心灵、教书育人是劳动，医生以心为灯、救死扶伤是劳

动，军人以国为家、冲锋陷阵是劳动，每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轮回，都是历史长河中

不可或缺的努力和拼搏。

“不惰者，众善之师也。”五月，让我们歌颂劳模、赞美劳动、崇敬工匠；五月，让我们

崇尚拼搏精神、感受劳动之美、追求奋斗之光；五月，让我们发扬劳动的智慧、启迪劳动

的心灵、创造劳动的成果。为了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们特别推出本期

礼赞劳模、劳动、工匠的诗文专版。 —— 编者

□杨舟平

上帝只是言传，
你我不曾看见。

“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
阳光明媚艳阳天。
我们来到宜君县的一个
偏远小镇——哭泉，
探究什么是上帝指纹？①
目睹“上帝”鬼斧神工杰作的容颜。

我站在慢城步道高处，
极目望远。
步移景异，
美轮美奂。
看那边：
有白、有黄，
有绿、有蓝，
五彩斑斓的梯田。
再看这边：
一坡坡、一坎坎，
一道道、一圈圈，
重叠多姿的梯田。
多像上帝手上的指纹啊！

美了地，
醉了天。

我背朝白云滚翻，
心潮澎湃，
浮想联翩；
我面向绿水青山，
感慨万千，
由衷赞叹。
这哪里是上帝的功劳啊，
明明是宜君人，
用勤劳的双手
征服自然，
造就出的风光田园。
这哪里是上帝赐给的指纹啊，
明明是宜君人，
用聪明智慧，
顺应自然，
亲手绘出的不朽画卷。

啊！
如今我知道了，

为什么这个镇叫哭泉。
除了古老的传说，
无疑是当代愚公，
用汗水把它打造，
用泪水把它装填。
壮举——可歌可泣！
功绩——可敬可叹！

上帝只是言传，
你我不曾看见。
可是今天，
我不仅看见了
令鬼哭神泣的指纹梯田，
还看见了人民“上帝”手上，
磨出的老茧，
一道道，
一片片。

（作者单位：西安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教育
管理服务中心）

注①：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劳动人民用
勤劳汗水浇修建出的旱作梯田，美称“上帝
指纹”。

上 帝 指 纹
—— 献给劳动者的赞歌

□郑治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