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记事起，父亲就一直在劳动。 身
为农民，每天都是他的劳动节。

一开春，父亲就忙碌开了。 给秧田
灌水，翻地，伺弄秧田洒稻种……初春
的水依然寒得刺骨，父亲把裤管和袖管
挽得高高的， 大半截腿埋进水田里，有
力的臂膀挥动着锄头，将这一头的泥块
刨起来，甩向不平的另一头。 待泥土叠
得均匀了，父亲弯下腰，双手再把泥块
推平整。 坚韧的父亲就用这种方式打造
孕育秧苗的温床。

从水田里出来的父亲， 匆忙洗净
腿上胳膊上的泥，依然忙碌。 他要为
年迈的三爷爷、四叔婆担水，要为烧
火做饭的母亲砍柴， 帮着母亲喂猪圈
鸭……忙了一天，吃过饭，洗去疲惫，
还要算计第二天的活儿，盘算着家里的
日子。

到了夏天，就该为庄稼除草松土施
肥了。 劳作在田间的父亲，面朝黄土背
朝天，生活的希望在每一棵被父亲抚摸
过的庄稼上疯长。 日子，就这样在庄稼
的拔节声里悄悄成为过去。

秋收的时候，是农人最幸福也最忙
碌的时候。父亲也不例外。秋阳似火，父
亲顶着烈日，收割着金黄的水稻，任凭
脸上的汗水淌成一条河，依然掩饰不住
父亲眼看稻谷堆满仓的满心欢喜。

冬闲了， 一年的农业生产告一段
落，适合休养生息。可父亲还是不闲着，
他要去镇上的酒厂或者玻璃厂帮工，挣
回的钱将草房子变成了砖瓦房，还用于
奶奶的医药费、我的书学费、家里的生
活费。在父亲的日夜操劳中，日子平静，
时光安稳，换来渐渐长大成人的我。

如今，年老体衰的父亲总算卸下了
身上的重担，不用种很多庄稼了，也不
用去酒厂、玻璃厂帮工了。 可劳动了一
生的他， 根本适应不了闲散的生活，总
站在他曾经用心血耕耘过的土地上长

吁短叹。 末了，又捡离家最近的几块地
种起了时令蔬菜， 在家里养猪喂鸡圈
鸭。一天下来，照样忙得不亦乐乎。用父
亲的话来说，陪着他伺弄了大半辈子的
土地，心里踏实安稳，亲切而又接地气。
适当劳动劳动，活络筋骨，有益身体健
康。

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在父亲的潜
意识里，生命在于劳动。 他用心血证明
劳动可以带来财富推动人进步，而正常
劳动可以强身健体，让生命变得更有活
力，使生命更加完美。

很多年前，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的一个春日。 临近放学的时候，我从
一个同学口中听到一个消息：陈霞要
辍学了，她正在教室哭哩！

我匆匆地赶往教室。陈霞正坐在
角落里无声地哭泣，周围围着几个女
同学，大家眼圈红红的，也都挂着无
声的泪水。

“她爸爸不要她念书了！”一个女
生低声说。“她爸爸说她成绩不好，
只会花钱。 ”另一个女生也悄悄告诉
我。

我打发走了她们，开始详细询问
她哭泣的原因。 原因很简单：她实在
太爱读书了。

我反复地劝导她别哭。我说我会
去劝说她父亲的。 天近黑时，她才开
始回家。

第二天，她没有来。傍晚，天下起
了大雨。 第三天，第四天……天连着
下起了大雨，路烂得一塌糊涂。 我一
时被阻住了。 连续三天的时间，小姑
娘没有来过！

小姑娘去了何方？ 据学生们说，
第二天， 她便被父亲逼着去学手艺
了！第三天的晚上，当我一身泥、一身
水地赶到她家时，夜已经很深了。 她
父亲的工作怎么也做不通，态度也特
别差。

我把这事告诉了同年级的老班主
任傅英杰老师。 第四天，傅老师和我又
一次走进了她家。 这一次，她父亲答应
我们说，只要陈霞自己同意，就一定让
她回来读书。 为了让她父亲应诺，我答
应尽量资助陈霞一部分学费， 并尽可
能多地照料她。

当我疲惫地出现在她工作的那家
旅馆时，陈霞扑到我怀里放声大哭。

隔日，陈霞终于又走进了校园，情
绪虽然有些消沉，但学习更加努力。 不
久中考就到来了， 我的时间也全用到
教学当中， 陈霞和我都沉浸到一种学
习的默契当中。

中考过后，她去了岳阳。 出发后，
她留下一封长长的感谢信， 信中说：

“常老师，在我觉得读书无望、前途迷
茫时，是您，一次又一次劝导我，勉励
我， 一次又一次为我点亮一盏也许昏
暗却很明亮的灯……”

很多年过去了， 陈霞年年如是来
看望我，年年如是地感谢我。

记得一个教育家说过：“教育学生
在于你有一颗懂得恻隐的心。 ”岁月，
早已把我蜕变成为一个对学生极具爱
心的好老师， 哪怕我后来脱离教育一
线，那红肿的眼睛、那希冀的眼神无时
无刻不在牵扯着我的心，让我庆幸，也
让我欣悦。

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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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劳动节
□ 程中学

教育需要一颗懂得恻隐的心
□ 长沙县教育局 常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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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活着， 充满希望、
趣味和愉悦地活着。

那洋沙湖大片的格桑花，
惊艳了时光， 温柔了岁月，从
河谷到山巅，无论土壤贫瘠或
肥沃， 但凡有点阳光雨露，她
便能生长，如期盛开，以纤细
的花枝， 撑起与生俱来的骄
傲，在艳阳里微笑，在风雨里
摇曳，五彩缤纷，兀自美好，叫
我多喜欢。

那巴溪洲随风起伏的芦
苇荡，吹开了心中的涟漪。 着
一袭长裙，戴一顶草帽，修长
的背影勾勒了一个绝美的世纪。“咔嚓”，
影像中留下了最美的自己，叫我多喜欢。

那书房里成串的书，代表着自己成长
的经历。 发黄的旧纸片，是余华严歌苓和
张爱玲；带着油墨香的新书，是六神磊磊
张二冬和许子东。晨昏颠倒，日升月落，我
就在这里醉了梦了又醒了，叫我多喜欢。

没有工作的休息日， 不必紧张地安
排节目， 听听音乐看看电影， 或者什么
也不做， 就着阳光斜斜伸进飘窗的当儿
发发呆、 想想事儿， 静静地在时间的小
河里流淌一会儿，叫我多喜欢。

如果让我撒丫子跑， 我愿奔向祖国
的东边那条长长的海岸线。 青岛的栈桥
边，浙江的舟山岛，厦门的鼓浪屿，珠海的
情侣路。 广阔无垠、湛蓝深沉的大海吞纳
了我心底的琐碎、无助、怨艾、悲伤，迎着
浪来的方向从头到脚地被冲刷一遍，潮水
退下去，我还是我，剩一个更清爽干净的
心灵，叫我多喜欢。

时光让我遇到了他。那些年一无所有
的我们骑着单车跨过湘江，风在耳边呼呼
地呐喊：“快些，超过他！ ”橘子洲头嬉戏，
岳麓山上漫步， 大盆大盆的口味虾吃着，
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幸福了，叫我
多喜欢。

我总是奇思妙想，我总是杞人忧天。我
对他说：“你必须活得比我久，必须长寿，我
可不想孤独地留在这世上。”“放心吧！我们
会一起， 到另一个地方， 离开你我也不开
心。 ”他说。 这样的承诺，叫我多喜欢。

日子里满是我的喜欢，生活的车轮向
前滚动，它将开往一个叫满足的地方。

坛 韵
□ 隆回县桃花坪中学 邓朝霞

想从那圆坛子中钻出来
为了呼吸
为了偷看这世间繁华
可再也退不回
那份古朴
那份带着沧桑的厚重

想在那坛子顶部雀跃
为了生机
为了踏碎这凝固光阴
可再也止不住
那份凝重
那份写着怀旧的思念

想在那坛子林里穿巡
为了回忆
为了尘封这圆滑世故
可再也回不了
那份天真
那份流着傻气的幼稚

想敲响这一个个古坛
或沉闷或高昂
都是歌
从唐诗宋词里酿出的韵
叮，叮叮，叮叮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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