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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5月1日是劳动者的节日，

在这个火红的日子里，我要向劳动致

敬！

“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

美好事情的源泉。”这是高尔基对劳动

的诠释，更是劳动的真谛。劳动是人

类的本质活动，劳动人民是全世界最

伟大的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劳动

精神为社会发展汇聚了强大的正能

量，创造了历史的辉煌，铸造人类灿烂

的文明。不同的劳动者创造出不同的

劳动硕果，每一点、每一处，都是那样

令人敬佩！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唐代诗人

李绅《悯农》的诗句。全诗生动刻画了

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田间劳作的

情景。诗人着力写出了“盘中餐”的辛

苦来历，也是告诫我们要懂得珍惜农

民的劳动成果，尊重劳动者，礼赞劳动

者。

“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生命

因劳动而美丽，美丽因勤劳而精彩。

记得小学时，老师教了《劳动最光荣》

的歌曲，最喜欢其中的那句“幸福的生

活在哪里？要靠劳动来创造。”那时候

只把劳动简单理解为“劳作”，局限于

每周一次的劳动课。多年以后，才真

正体会了劳动的内涵，劳动的崇高，劳

动的艰辛，劳动的神圣，劳动的价值。

它是苦涩的，也甜蜜的，为社会创造财

富，为他人给予幸福。

“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为社会劳

动，是每个劳动者最美的篇章！中国

军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宁，日夜捍

卫着祖国领土，保卫着祖国一方平

安。在突发自然灾害的废墟中、洪水

中，穿行着“橄榄绿”忙碌的身影，在第

一时间拯救着“脆弱”的生命命。。铁路工铁路工

人人，，为确保铁路大动脉的安危为确保铁路大动脉的安危，，他们开他们开

山岩山岩，，凿石壁凿石壁，，通隧道通隧道，，一镐一锹辛勤一镐一锹辛勤

劳作劳作，，每寸路基每寸路基，，每寸轨枕每寸轨枕，，每寸钢轨每寸钢轨，，

都留下了他们劳作的足迹都留下了他们劳作的足迹。。亿万农亿万农

民民，，他们为了给社会提供丰富充足的他们为了给社会提供丰富充足的

粮食粮食，，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在黑劳作在黑

色的土地上。环卫工人，为了环境的

靓丽，他们披星戴月，用双脚丈量着城

市的每一个角落，用双手美化着城市

的每一寸发肤。医护工作者，他们无

论白天还是黑夜，坚守着岗位，战胜一

个个病魔，挽救一个个生命……岗位

平凡，身影忙碌。他们都像吐丝的春

蚕，燃烧的蜡炬，用劳动奉献着社会，

书写着荣光！

弘扬劳动的精神，向劳动致敬!我

们要培养劳动感情，养成劳动习惯，珍

惜劳动成果。树立劳动光荣、劳动幸

福的理念，积极参与劳动，以昂扬的姿

态接受劳动的洗礼，以主人翁的态度

挑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

担，把自己的梦想同祖国的梦想结合

起来，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理想、有志

气、有抱负、有高尚品质的劳动者。

劳动是神奇的，劳动是伟大的！

劳动者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编织了

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创造了人类空

前的文明。在这个充满真情的五月，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紧握劳

动的双手，聆听劳动的赞歌，向劳动致

敬！

母亲节念母
◎乔金敏

今天是您的节日，母亲

浅浅的夏，阳光正好

多像我小时候的襁褓，不燥不愠

窗外夏花灿烂，绿萝打湿衣衫

头戴枙子花的妈妈正牵着我的乳名

走向母爱的辽阔

如今您都去哪儿了

让燕子走失多年，灶台找不到炊烟

石榴树下那个佝偻的张望

变成草色思念

又到给您过节的时候了，母亲

想要什么样的礼物

一束康乃馨，一件大红褂

还是一首念母的诗

不说您的伟大您的平凡您的辛劳

只想告诉您，山河无恙，庄稼长势良好

人间依然明媚如花

可是，键盘尚未敲响

眼泪已纷纷落下

就像当年临行前，您唠唠叨叨的话

麦地的村庄
◎张未

（一）

思索的钟声，不断地敲响

大地身披着，三青五黄

藏紫的青光，和着大千世界

云梯构建的高筑楼房

烈日曝晒着麦地的村庄

遥望那一片高亢的土地上

种下一棵棵麦穗的金黄

希冀之火，迎风燃烧梦想

在蒲公英酿造生命的土壤里

埋下永久的希望

（二）

地里土黄，藏坯荣光

蓬勃的生长，累累的金黄

生硬的铁，光着的膀

铜柄的太阳，如盘的月亮

觥筹交错，日月如梭

我双肩扛着，甸甸的箩筐

丰硕的谷，打麦的场

我高歌着土，土地凸起

一片麦浪，一点稻香

祖父的村庄祖父的村庄，，父亲的村庄父亲的村庄，，我的村庄我的村庄

在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一一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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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见习记者杨世聪

朋友说，几十年不见，你咋还保持

小姑娘的身材？从身后看苗条可人，永

远18岁，脸型也越来越纤细小巧，由鹅

蛋脸到瓜子脸，由瓜子脸到时下最时髦

的巴掌脸。朋友追之问之，细思良久，

我才从唇间悠悠吐出，南北饮食不同导

致的吧。

北面南粥，说的是北方人吃面食，

南方人吃粥，古来如此。何谓北，来广

东后才知道，广东人把广东省以外的称

为北，甚感诧异。起初还和他们争执，

应以长江为界而划分，可是广东人总是

很坦然地说，我们就是这样区分的，广

东以外的都叫北方人。入乡随俗，只能

尊之听之。不知是随俗的原因还是久

居同化之，相貌身材也渐渐变得南方，

骨骼清秀了。

南方人喜食粥。一天不吃粥，不说

活不下去，至少是活不好的。仅就我个

人经验而言，家里人甚至可以三餐都吃

粥，变着花样吃。清代文人沈复在文中

多次提到喝酒后回家，他的芸娘一定要

熬粥让他热热地吃下，然后才美美躺下

做笑梦去也。这不独是文人的享受，也

是南方百姓生活写照。

粥在南方就是养命续命的粥。如

《粥经》中说：“粥可大补，可以宣，可以

腥，可以素，暑之代茶，寒之代酒，通行

于富贵贫贱之人。”这样看来粥确实是

平常如饮水，日日吃的。何况广东人把

粥的做法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街头巷

尾还是富丽堂皇的五星级大酒店，粥是

一定有的，无论咸的、淡的、甜的还是海

鲜。无粥不成席，粥能够补身子，可以

开脾胃，可以煮成素，可以煮成荤，热天

代茶喝，冷天代酒喝，酒席不可天天吃，

吃多会腻，粥一天不吃可不行，不吃，就

会心慌。在外的游子，无论多远，还是

会想念家中那碗粥。正所谓“千日奔驰

一碗粥，万里还乡终不愁”。

南方人天天吃粥，他们脸上的骨骼

肌肉不像北方人那样吃面食辛苦地咀

嚼和上下左右的运动，饮食上的差异会

不会导致骨骼上的差异呢？北面南粥，

北硬南软，北粗南精……

广东人在吃上以精致、精细、方便、

软烂为主，例如鸡鸭鱼肉等，很少有大

块大块的像北方那样一整一盆，粗犷豪

迈的大块头不甩开腮帮子啃都吃不到

嘴里，而广东则喜欢把各种肉剔骨去

筋，再用专用的工具千捶万捶，把肉捶

至糜烂，搓成一个个鱼丸、猪肉丸、牛肉

丸等，每一个圆圆的丸子丢到桌上都能

像乒乓球那样弹跳起来才行，就连广东

人最热爱的有好意头的凤爪，也是烹调

得软烂无骨，基本上不用动用脸上骨骼

肌肉大肆咀嚼，更不会因啃骨上边边角

角的肉而让脸用力到变形，他们总是体

贴周到地把食物分解得恰到好处，在不

动声色中保护脸上的肌肉和骨骼，在这

种环境下长大的南方人，能不精致小

巧，骨骼清秀，袅娜动人吗？我们和食

物的关系往往是相生的，在塑造食物的

同时也被它们塑造着。以面食为主的

北方人像反复压揉拉扯的面团，身上有

一种结结实实的韧性；喜米饭和米粉的

湖南人则求快，性格爽利。可见相貌、

身材是和饮食，地域，有关的。

君不见，饭前必喝汤的是广东人，

一碗汤下去，胃中的空间已占半个馒头

的位置，还有多少空间容纳其它食物

呢？只要落座必喝茶汤的也是广东人，

一杯又一杯的浓浓茶汤喝下去不就是

刮脂的利器吗？在广东一日三餐都是

干饭，没有汤汤水水，就好比海里的鱼

被扔到岸上等着被晒干。这些或许是

广东人长得精瘦苗条的原因，这或许也

是我一个北方人到了广东以后变成南

方人的原因吧。

在饮食上入乡随俗，无论是身材还

是相貌，真的是越来越清秀了呢。“是无

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面对朋友的追问，我咂摸出来南方后，

我变成了南方人的另一番滋味。

情
牵
白
米
饭

回乡探亲，已接近中午，我刚

踏进家门，就看到父亲和母亲一起

在厨房里忙活着，一锅瓦煲饭已然

在灶上升起袅袅的清香。我不禁

深呼吸了一口气，脸上浮现出几分

“馋相”。母亲见状，一双饱经风霜

的眼睛笑开了，她指着饭锅说：“你

爸怕你吃不饱，买一大堆菜，米饭

煮得满满当当，等会儿你可得多吃

点儿，不然就剩了。”“怕啥，要是有

米饭剩下来，我也一口气都能扫

光！”父亲乐呵呵地凑过来准备和

我“争食”，顿时，小小的厨房里回

荡起一家人简单温馨的快乐，我那

一颗怀着乡愁的心终于尘埃落定，

我的思绪也忍不住飞扬起来……

从小到大，我都知道，父亲最

爱吃母亲做的饭，小小的一碗白米

饭，在他们老两口眼里，俨然就是

饱含亲情和爱情的“纽带”。

据说，当年父亲和母亲的“相

亲宴”是在小餐馆吃的。父亲说，

那时候餐馆端上来的菜味道还行，

就是米饭里老夹沙子，倒尽胃口。

他依然记得，在那时候，母亲随口

说了一句：“下次我替你烧饭，保证

淘米干净。”于是到了后来，她替父

亲“烧饭”竟烧了几十年，也许，还

能继续甜甜蜜蜜地“烧”上很多年。

老一辈人质朴的婚恋感情令

人动容，然后，到了我这一代人，一

碗米饭依然给了我又酸又甜的人

生体验。

淘米，入锅，烧饭，烹进去的是

对吃饭的人的一腔关爱，盛出来的

是最温润的关怀，莹莹一碗白米

饭，喷喷香暖了人心。

偶尔，看着在我眼前低头吃饭

的丈夫，我会突然忆起往事来：在

我们刚开始谈恋爱那一年，彼此刚

出校门，经济条件时好时坏。有一

个月，我俩都失业了，每天都在风

尘仆仆地奔走寻找面试机会，口袋

里有一块钱，恨不得掰成两半来

用。在那一个月里，我俩几乎天天

都是白饭就青菜度日，甚至到了某

一天，连米缸都几乎见底了。

在那天，我俩各盛了半碗米

饭，对坐吃着，锅里还剩一点儿锅

巴，我想留给他填肚子，不料，他用

筷子撕扯半天，硬是把一块锅巴分

成了两半，给了我一块。我鼻子酸

溜溜地愣在桌旁一言不发，他倒是

看着我坚定地说道：“明天，我肯定

会找到工作的，以后，我绝不会让

你再过这种苦日子……”

多少年过去后，丈夫那一番

满怀深情的话，我至今还铭刻在

心，而他经过了一番努力，终于实

现了他的承诺。现在，在我的小

家里，小孩子吃饭吃菜吃得不亦

乐乎，大人也最热衷于为“小屁

孩”添多几次饭菜，大家围桌吃饭

其乐融融……

世间男女，挚爱深情，静默无

声的相伴最使人温暖。突然觉得，

我们在一起，那朴素无华、如水一

般润物细无声的柔情，不正像一粒

粒米饭粒儿，晶莹洁白，微小却不

可缺，最终融入人类的骨血，成为

大城小爱生长的力量么？

◎
甘
婷

来
南
方
后
，
我
变
成
了
南
方
人

◎
逢
维
维

向
劳
动
致
敬

◎
刘
一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