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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挑山工精神
琼琚

迎风登泰山，别人看风景，我在看穿梭往来的挑山
工。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年轮转到今天，让从事挑
山工这种古老职业的人越来越少，但并没有消失。为
了与挑山工近距离接触，我似乎等候了很多年，脑海中
不由得浮现出冯骥才先生《挑山工》中刻画的“矮个子，
脸儿黑黝黝的”形象。

巍峨雄壮的泰山留给了世人无限风光，雄伟磅礴
的巍然气势，激发了人们勇攀高峰、不畏艰难的奋斗精
神，形成了“挑山工”独特的文化符号。我时常想，这些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穿梭于崇山峻岭中的挑山工，用脚
丈量泰山的高度，用一副扁担、一双肩膀和一声响亮的
号子承载起对生活的希望，究竟体现了怎样的精神呢？

我相信，每位挑山工第一次扛起扁担的想法都是
为了养家糊口，而最真实最生活化的信念才会产生最
强大的力量。千百年来，每当鸡鸣时分，一队一队的挑
山工迎着晨风晓露，挑着上百斤重物，从泰山脚下拾级
而上，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艰难前行。无论刮风下雨，
寒来暑往，从来都不曾停歇，一挑就是一辈子，把对生
活和未来的美好向往完全寄托在了这根扁担上。这是
一种憧憬未来，追求幸福的人生理想。

很多游客与挑山工攀谈，都会好奇地接过挑山工的扁
担，亲自挑着担子走上几步。此时，他们除了感觉担子沉
重、肩膀酸痛外，还会感觉身子不稳，左摇右晃。你若仔细
观察，许多挑山工长年累月往返泰山数千级台阶，却行动平
稳，担子上的货物丝毫没有晃动的现象。究其缘由，在于挑
山工掌握了负重前行的技巧，那就是脚踏实地。一位挑山

工直言，负重前行，走那么长、那么险的路程，脚下的步子要
稳当，脚掌要实打实地踩在台阶上，任何不稳实的步伐都会
带来潜在的危险，轻则身体摇晃，重则担子落地，货物损
毁。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也融入到了挑山工家长里短的
日常生活，即使很多人转了行，或是年纪大了、干不动了，留
给人们的憨厚朴实、不屈不挠的形象却不会改变。人生的
路程犹如泰山陡峭曲折的台阶，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
去，否则，必定走不到终点，到不了极峰。

登过泰山的人，都会对中天门印象深刻。在泰山中
天门北，有一段平坦山路，气爽清幽，景色怡人。从泰山
脚下艰难攀登到中天门，游客已是精疲力竭，忽逢坦途，
又兼风光秀丽，身心顿时放松下来，恰似一种“快活似神
仙”的感觉，因此人们将这段山路称为“快活三里”。“快
活三里”对游客来说是一段美好的路程，但对挑山工来
说却是一段痛苦挣扎的路程，他们从来不敢在这里停
留。因为肩上的担子重，一旦在此停歇，松下劲儿来，面
对前面更为陡峭的山路，或许就再也没有支撑着他们走
下去的动力了。所以，自古以来，挑山工们始终坚守着
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当别人在“快活三里”欣赏风光的时
候，他们便会加快步伐，丝毫不作停留，一鼓作气快速通
过。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就如同登泰山，总有爬坡较劲
的时候，也会有“腿发懒”的时候。我们不能陶醉在“快
活三里”，中途就过上潇洒的日子，而要定位好自己的角
色，心无旁骛、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一旦私心杂念和牵绊
过多，迷失了本心、模糊了初心，必然步伐缓慢，没有了
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最终会半途而废，一事无成。

见惯了都市的钢筋水泥、车水马龙；写惯了志书的史实资料、篇章节目。在
视觉疲劳且饥渴、思维几成定式时，乡党师弟祁永宏的诗，总能送来田园风光与
情调的慰藉——许多年来，竟如及时雨般，这使我总感觉亏欠了他什么。

永宏是土生土长的农村汉子，一边务农一边写诗，打从年轻便被冠以“乡土
诗人”称号，他的第一本诗集索性取了《原野踏歌》名。而近日，我从新浪公众号
读到的，却是以“实力诗人作品展”栏目冠名的他的6首专辑。与其是读诗，更像
是一次穿越时空的郊游享受：那些久违的乡下风景、风情便油然而生。

永宏诗化的视角，也绝非少小离家或走马观花者可比。往往在不经意间，
他把自己也融化在家乡的那些亲密无间的景物中：

他写“芦苇/已过疯长的日子/像爱/不需要一片文字/溺进纸张”；他写“绿
叶/远比鲜花随意/飘在一棵青菜的上端”；他写“麦子/清瘦单薄/抵御着偌大的
寒噤/绿了一轮冷月”；他写“蝶/在痛彻的蜕变中/静听一只蛹的涅槃”。当然，他
也写“村上的小路/久未踏响淡淡乡愁”；他也写“/古街/苔痕/长满发湿的故事
……”我有理由相信，这些景物、这般心境，难道不是写他自己么？

他约莫年近半百时，我惊喜的发现，虽然永宏还是永宏，但他的诗风发生丕
变。他的诗眼，仍在家乡热土上丈量，但语言、风格、思维与格局都更上了层楼：

第一首《沿着风的方向奔跑》写春：“掠入眼帘的春光/和我/正沿着风的方
向奔跑。”

第二首《这一刻的瑕思》写夏：“所有蛙鸣/小心翼翼地/匍匐在梦的鼻息间。”
第三首《冬日，沏一杯红茶》却是写秋：“若残阳秋月/与一泓水/交流/一叶/

便点染三千淡雅。”
第五首《立冬》分明写冬：“树的深沉/是用身体的裸露/舞开叶落飞翔/欣欣

向荣。”
我想说，这6首小诗的排列，肯定不是刻意为之，但仍能读出季节的秩序与

圆满，诗人的情绪与性格，生活的偶然与必然……
5年前，农民身份的祁永宏又多了一个新的名份：被主管部门聘为《青光镇

志》编修，后为主笔——委实鲜见于“吃皇粮”的修志同仁中——这应与他的诗
名有关。我曾两次邀他谈修志，话题每每被带进诗境里，由是我相信，像他这般
爱诗写诗，不是猎艳而是热恋；不是三心二意而是一往情深；不是离异退约而是
白头到老者，在我的文朋诗友中，亦属鲜见。

我常不解：永宏为的什么？他的精神动力又是什么？这次读他的新作似有
新发现——良心！

他的第四首《药引》写道：“取心、肝各一钱/与当归、人参、附子/置于一碗烈
酒/浸泡三日/于子时/一饮而下/听说/能让你长出良心。”

常言“爱好是最好的老师”，然爱好属于感性，而良心却属于理性！对永宏
而言，孜孜求索于现代诗的真善美，是爱好/感性多呢？还是良心/理性多呢？
抑或是两者平分秋色呢？我不得而知。

我能相信、能确定的是，年近花甲的祁永宏，还会一如既往地凭良心过农家
日子，凭良心写现代诗歌，并且凭良心守望着生命与快乐——正如他的第四首
诗的结尾：固守多年的酝酿/蓝天高远/只为一种放飞……

守望于乡间的诗行
——读祁永宏的“实力诗作”

刘万庆

沿着风的方向奔跑

芦苇，已过疯长的日子
象爱
不需要一片文字
溺进纸张

绿叶远比鲜花随意
飘在一棵青菜的上端
炊烟煮蒸晚饭
一壶老酒醉在乡间

草色的光泽都已陌生
辗转千里记不得一个地名
掠入眼脸的春光 和我
正沿着风的方向奔跑

这一刻的遐思

谁在挑亮夜的篝火，在苍山古寺
听子时的钟声。

沉船，满载一河星辉，在水的浸
泡里，生出一串蓓蕾。

莫说别离，未免生出伤感，那就
捧上一杯烈酒，与君践行。

村上的小路，久未踏响淡淡乡
愁，所有蛙鸣小心翼翼的，匍匐在梦
的鼻息间。

古街直抵明清，苔痕享受着运河
涛声的抚慰，长满发涩的故事。

戏楼的锣鼓，时远时近，一声悠
扬的韵味，脉脉含情的眼神，惬意而
陶然。

茉莉之香养在山中，那些可有可
无的思考，漂浮在一杯茶里，忘记了
年龄。

沉寂许久固守多时，酝酿蓝天高
远，只为一种放飞，溢满梵音。

立冬

流水一样舒缓
悄悄萌动
时光，悠散在一丛院落
蔓过窗几的帷幔

冬日，沏一杯红茶

沏一杯红茶
暖冬天的胃
雪飘
在窗外的世界

惬意颜色
沉淀怀思
若残阳 秋月

与一泓水 交流

一叶 点染三千淡雅
丝丝涟漪
荡涤遥遥尘浊
有禅意于心头

药引

取心、肝各一钱
予你
与当归、人参、附子
置于 一碗烈酒

切记 浸泡三日
于子时
一饮而下
听说
能让你长出良心

因为疼
亦能
治疗自己的
糊涂与傻

麦子

清瘦 单薄
抵御着偌大的寒噤
绿了一轮冷月

树的深沉
是用身体的裸露
舞开叶落飞翔
欣欣向荣

很多的浪漫事
要等
像雪
就在路上

时间上的补丁

秋风，在桥边沉落
仿佛偎进身体的一角
门外茉莉花开了
流出淡淡的声音

琴声飘逸
装饰镂空的窗棂
刹那的光影
冲洗尘封许久的胶片

庄周的蝶
此刻在霓虹处、在骨骼里
在痛彻的蜕变中
静听一只蛹的涅槃

党旗鲜艳映日红，
镰刀锤头耀眼明。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走过了一百年的，光辉历程。
喜迎建党一百年，高歌颂党抒豪情。
喜迎建党一百年，
高歌颂党抒豪情！

难忘一九二一年，
南湖游船踏浪行。
中国成立了共产党，
日出东方万里晴。
共 产 党，
领导我们人民求解放，历史使命勇担承。
铁锤砸碎旧世界，镰刀开辟新征程。
南昌起义风雷吼，井冈山上炮声隆。
铁流二万五千里，延安宝塔刺苍穹。
打败了日寇灭蒋帮，
天 安 门，
五星红旗迎风飘舞在空中。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东方腾飞一巨龙。

共产党、为了人民来执政，
关注民主和民生。
让人民过上 (这个）好日子，
共同致富奔前程。

一九七八沐春风，改革开放破坚冰。
航程万里东风劲，劈波斩浪向前冲。
一座座新城拔地起，一架架路桥如彩虹。
一道道青山绿水呈美景，
一处处金山银山放光明。
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日子越过越兴隆。

民族复兴中国梦，激励我们攀高峰。
中国人民要强起来，决胜小康上水平。

天津北辰税务局，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上水平。
税务人，贯彻中央精神最坚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行。
纵合横通强党建，
党员人人做先锋。
向党的百年诞辰献厚礼，
对党的事业最忠诚。
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
对征税工作，精益求精。
税务执法规范性，
税费服务便捷性，
税务监管精准性，
执法，服务，监管能力大提升。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
线上线下，有机贯通。
线下服务无死角，
线上服务永不停。
定制服务广覆盖，
个性化服务方向明。
把握新阶段，贯彻新理念，
构建新格局，开启新征程。
以纳税人，为中心，
放，管，服，利企便民服务最热情。
无风险，不打扰，有违法，必查清。
全过程，强智控，全方位，上水平。
实行发票电子化，驱动应用高效能。
降低征税成本费，
为“十四五”，计划实施作支撑。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好环境，
促进祖国大繁荣。

巍峨的珠穆朗玛峰，
是我们，高昂的头颅刺苍穹。
滚滚长江黄河水。
是我们，民族的血液在沸腾。
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生生不息永传承。
巍巍大中华，浩浩荡长风。
华夏好儿女，同心筑高峰。
扬鞭催战马，关山万里行。
九天揽明月，五洋捉鳖精。
要强国，要富民，
要发展，要振兴，
要和谐，要和平，
要安定，要安宁。
要让人人有好梦，
人人都有精彩的梦，
精彩的好梦得实现，
好梦圆在(这个)现实中。

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
新伟业，新创举，新宏图，新高峰。
让我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勇于担当、砥砺前行，
高举旗帜、维护核心、
爱党爱国、筑就忠诚、
坚定信念跟着党，
开启社会主义强国新征程。
收好税，带好队，服好务，
为经济发展做支撑。
收好税，带好队，服好务，
为党旗争辉为国争光荣。
收好税，带好队，服好务，
定为人民立新功。
撸起袖子加油干，
做好税收促繁荣。
撸起袖子加油干，
高歌猛进向前冲。
撸起袖子加油干，
让中国好梦早筑成。

杜甫在《春夜喜雨》中写
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
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春天来了，春雨来了。

俗语说：“春雨贵如
油”。牛年正月十六的夜晚，
当人们仍沉浸在那张灯结
彩；火树银花欢庆元宵佳节
的喜悦时，万家灯火通明，一
家人正在欢声笑语中品茶，
忽然听到窗外窸窸窣窣叩打
窗棂的声音，人们隔窗一望，
哇！春雨来了。那细细的雨
丝，那微小的雨点，撒落在玻
璃窗上，在色彩斑澜的灯光
映照下，就象一颗颗晶莹剔
透的七色水晶花！

春雨给大地蒙上了一抹
飘渺的轻纱，荡涤了万物的尘
埃；春雨打湿了原野陌头，滋
润了万物的生长。一年之计
在于春，愿今年的这首场春雨
给人们带来好运！

喜迎建党一百年

夏璟华赵开山

快 板

韩富良

喜雨

摄影 韩富良

祁永宏的诗

心所向，物所往。上天分发给每个人的时间都是
一样的，把时间投在哪里，就在哪里收获相应的东西，
同时也失去那地方以外的一些东西。

昨天我路过楼下一家小院，被那家门外一棵满枝粉
红花蕾树所吸引，我见到花就走不动，于是拿出手机去拍
枝头花蕾。恰巧女主人走出来，我问，您这是桃花吗？她
说，是杏花！她又说了一句，要么？我没反应过来她说话
的意思，楞了一下。女主人说，你来！我跟她走进她家小
院，看到刚刚修剪下来的许多杏花枝条被插在一个盛满
水的蓝色塑料桶里，女主人说，刚剪下的，你拿几枝，回家
插瓶里就开花，家里暖和！我甚是欣喜，心想上一周从郊
外采来的桃树花枝没待到开花我就送给了一个与我同一
天生日的姐姐，今天又意外得到杏花枝，真好！

我没好意思多拿，只轻轻取了几枝 ，女主人看我
腼腆，很真诚地弯腰又取几枝给我，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好了，连声感谢，然后抱着花枝走回家。

当我开心地把花蕾叠叠的杏花枝插到瓶子里的时

候，我就在想——我只是路过，那位女主人为什么要把杏
花枝给我呢？哦，可能因为她看出我是真诚爱花的人
了！那时天天刮着风，很凉，我提着买的菜正匆匆走路，猛
抬头看见枝头粉红花朵立刻驻足，满脸欣喜满眼爱怜，跟
个花痴似的，那个女主人一定一下子洞察了我的心，知道
我是爱花的人，于是才把珍藏的杏花枝条送给我！

几枝杏花枝在别人眼里也许不算什么，但是我很
珍惜，因为喜欢所以珍贵！那是杏花，也是春天，别人
把春天送给我，我能不高兴么！

每个人对事物的价值都有自己的理解与衡量，所
以人在世间活着才有不同的驻足与关切，才有不同的
投入与倾注，才有相应的得到与失去。我得到了杏花
和春天，这是我想要的，很满足。

人喜欢什么就走近什么，不同的心性凝聚不同的
事物，在人生命里也会留下相对应的东西。我爱花，我
愿与花在一起，让芬芳盈心，让美丽入怀，成为花一样
的人，悦己，怡人。

二月杏花开心头
高学香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二章德厚流光

穆成宽自己以身作则，谁要想凭
关系找他办点私事，难！他没有给一
个儿女走过后门，同时也要求他的孩
子坚持原则。他对孩子们说 :“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咱穆家今天。洋人说我们华人
是‘东亚病夫’，八 国联军侵占中国，
在咱们的地界写上‘华人与狗’不准
入内的牌子。今天这好日子得来不
易，共产党的恩情咱们不能忘。咱们
要热爱党，热爱祖国，为国争光，为人
民服务。穆家的儿女绝不准用声望

向国家伸手!”
穆家兄弟姐妹都在泳界身居要

职，他们严格遵循父亲的教诲，坚持
原则，不染世俗，无论是亲戚朋友、乡
里乡亲还是领导子女，一律一视同
仁。在穆祥英身上，体现了典型的中
华民族传统性格，庄重、规矩、忠诚、
善良。祥英在国家体委游泳处身居
要职，勤奋敬业，受到领导和同志们
的一致赞扬。他牢记父亲教诲，从未
利用职权为自己兄弟姐妹的私利办
过一件事。在家里，他又像父亲一样
关心着弟弟妹妹，不仅带着弟弟妹妹
们训练，而且担当起家庭生活中的许
多大事。他跟父亲一样规矩正统，原
则性极强。有一年，祥英带着大家到
海滩表演，看见好多人在海边全裸，
吓得他赶紧取消了表演，带着队员回
去了。祥英作为游泳裁判，绝不弄虚
作假。有人为了要好成绩，去找他，
说计时牌计时错了，要求祥英改过

来，并允诺给他多少钱，被祥英拒绝
了。这个运动员不服，提出要捯录像
看，祥英耐心给他解释，告诉他每个
触版后面有个十字电版，触版和电版
隔着0.3厘米，水流冲不动，但是只要
手触上，电连上，表就会停，所以现在
的计时装置不会有假。但是触版必
须有半公斤的力，如果比赛过于疲
劳，触版力量太轻，表不会停。从摄
像看，你是第一个触版，但是表没有
停，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属于平常没
有注意训练触版技术。触版计时
的成绩是最终成绩，这是规定，不
能随意更改。你既然参加比赛，就
应该了解这个情况，对比赛的每一
个环节都不能含糊。那个运动员
无言可答，只好把这次比赛作为教
训记取。

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