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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每逢“双抢”时节，父亲总会安排我们
兄弟两人，天不亮就到山上，每人割一担沾满露水
“判箅拉草”喂牛，让牛吃饱后去耕地，并在大人们
吃早饭、中饭、晚饭的时候，不断给牛草料吃，到了
晚上人牛收工后，还要专门“煨”几升黄豆子让牛
“宵夜”，说牛只有吃了黄豆才能长劲。 在那个粮食
贫乏的年代，人吃的饭都是红薯杂粮，而作为食中
上品的黄豆，家里一年都吃不上几次，可父亲却毫
不吝惜拿出来喂牛，可见耕牛在他心目中，就等同
一位重要的家庭成员。

我们也从许多书本和影视剧中看到， 在西北
的黄土高坡地区，过去许多贫苦百姓用一头驴，就
可以换娶一个媳妇。 也就是说，一个农民家里养了
一个女儿，有时还没有一头驴值钱，因为驴是当地
农民的主要劳动工具，没有了驴，生活就失去了保
障，所以驴成了当地农民的命根子。

这些农民都懂的浅显的道理， 为什么我们的
一些官员就不懂？

近日， 溆浦县委书记蒙汉在县委全会上提出
“甘当老黄牛，争做实干家”，要像“老黄牛”那样坚
韧顽强、乐于担当，像“老黄牛”那样负重前行、奋
力开拓，像“老黄牛”那样任劳任怨、默默奉献，像
“老黄牛”那样忠厚耿直、朴实善良，像“老黄牛”那
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要发扬老黄牛精神， 必须要从善待老黄牛开
始。

要体现“老黄牛”的真实涵义。 不知从何时开
始，“老黄牛”在人们心目中不再是赞赏有加，几乎
像称女子为 “小姐 ”一样 ，成了一个贬义词 ，是老
实、听话、无奈、任人宰割的代名词。 如果有人说你
是单位的老黄牛，就算他是真赞誉，但听起来都像
有嘲讽的意思， 因为只要大家认定特别是领导认
定你是单位的老黄牛， 你就要有在这个单位干到
老的准备，同事们也会把什么事往你身上推，而提
拔重用可能没有你的份。 所以对有作为的年轻干
部或业务尖子，叫他们做做事可以，肯定成绩也可
以，但千万别冠以“老黄牛”称号，因沾上这一称号
会很晦气，说不定他的一辈子就在这个“光环 ”里
走不出去。 如果不以实际行动还原老黄牛有为有
位的真实内涵，扭转那种贬低老黄牛的社会风气，
提振老黄牛们干事创业的信心， 让老黄牛得到应
有的尊重，一切都是空谈。

不能总是“鞭打快牛”。 老牛明知夕阳晚，不用
扬鞭自奋蹄。 一个单位的老黄牛，是非常珍惜做事
的机会，但多做事的人难免出点小差错，只有不做
事的人才天天平安无事， 所以领导对老黄牛的无
心犯错要有所包容， 对老黄牛的竭尽所能而不及
的事要有所理解， 不能因为老黄牛能做事， 会做
事，肯做事，就把老黄牛往死里整，又是吆喝又是
鞭打，希望一天田地一个小时就耕完。 另外，凡是

有一点本事的老黄
牛，多少也有点 “牛
脾气 ”，一些领导为
了 显 示 自 己 有 权
威 ，很 “牛逼 ”，说一
不二 ，就嫉贤妒能 ，
把黄牛的忠诚当软

弱可欺，把黄牛的善良当软泥巴好插棍，三句话不
对头就把老黄牛“凉起”，让拍马溜须的小人得志
猖狂。

挤奶别忘添草。老黄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既
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事。 老
黄牛是一个单位的中流砥柱不假， 但老黄牛同样
需要人文关怀和生活照顾。 可是，有的对待老黄牛
只求其付出，却忘了给予，若有人事变动，就会有
领导来做老黄牛工作：你是这个单位的老黄牛，如
果把你提拔了，这块工作谁来做？ 而对一些游手好
闲的人：他反正在单位正事做不了，麻烦还不少 ，
把他换个岗位，大家都省心。 最可悲的是每遇到急
难险恶的事， 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那些老黄
牛，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圆满地完成任务，而每到有
人事调整或升迁机会时， 那些老黄牛基本是心中
无位，榜上无名。

不能“卸耕杀牛”。“蓄牛得牛用，蓄马得马骑”。
牛是用来耕地的，不是用来吃肉的。 但有一些单位
领导就有过河拆桥， 杀牛吃肉习性， 生怕自己走
后，老黄牛的本事超过自己，做成了超过自己的工
作业绩，不如趁离开之际杀了吃肉，或离开之后狠
踩几脚。 没有想到老黄牛为丰收洒下的汗水，只想
着剥削老黄牛最后一点残存价值。 一个单位的工
作业绩，老黄牛是平凡岗位最重要的一环，但一切
的功劳都归功领导，归功领导也罢了，没必要把老
黄牛一棍打死啊。

时代呼唤老黄牛，需要老黄牛精神，只有让每
个老黄牛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才会有更多的小
黄牛随之冲锋陷阵！

父母在， 做儿女的就多一份
牵挂， 多一份责任， 也多一份希
望。 这是最近以来我心里特别浓
烈的感受。

下午刚下班，我口袋里的手机
震动起来。 第一感觉“家里又有事
了”。 果不其然，是老母亲打来的。
母亲在电话中急促地说:“快过来，
你老爸又大便失禁了。 ”

我迅速赶到父母家中， 只见
父亲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红着脸
呆坐在抽水马桶上。 我迅速穿上
防水胶鞋， 挽起袖子， 扶起父亲，
帮他擦净身上的脏物。 再让他坐
在凳子上， 给他洗澡， 换上干净、
松软的衣裤。 然后， 将父亲扶进
客厅坐好， 让他继续看电视， 欣
赏花鼓戏。 安顿好他之后， 再擦
洗地板， 清理垢物， 点上盘香。
最后， 把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全部
清洗干净。

整个过程大约一个半小时。
父亲看着我忙活， 不断重复那句
话:“我太拖累你们了， 我太拖累
你们了， 不如早些走了好。”

我莞尔一笑， 不停地安慰父
亲道:“不累不累， 坐了一天办公
室， 也要活动活动。 您也千万别
乱想。 有您二老在， 就是我们儿
女最大的幸福。”

5年前， 父亲患脑血栓后半身
不遂，生活不能自理。 经过近一年
的康复治疗，勉强能拄着拐杖在室
内挪动。 由于长时间缺乏活动，父
亲便秘越来越严重，用过多种药物
都效果不佳。 后来，在医生的指导
下，我们算计着父亲需要排泄的日
子，在头一天将泻叶煮成金黄带黑
色的汤汁，让父亲服下，约10小时
后，父亲就能排泄。 但这排泄说来
就来，父亲已不能掌控，只能听其
自然。每当这时，父亲十分尴尬。本
来就膝关节老化、行走不便的母亲
更是苦不堪言。

我们兄妹曾多次要请保姆，
可二老执意不肯。 还说， 这本来
就是自家人的事， 哪能让外人做。
这样， 只好在事发后由母亲给我
们打电话。

我是上班一族。 8小时之内由
弟弟负责， 8小时以外由我负责。
为此， 我手机24小时开机， 只要
接到母亲电话， 不管是冰天雪地，
还是电闪雷鸣， 我都会以最快的
速度赶到， 并有条不紊地处置，
在最短的时间内让父亲恢复舒适
的生活。

邻居常夸父母好福气，没有白

养活我们这些子女，并夸我这个老
大带了个好头。 如今，父亲已80岁
了，虽患多种老年性疾病，但心情
舒畅，生活幸福。

赡养父母， 特别是照料多病
的老人， 无论在经济上、 精力上
都是一种负担。 尤其像我的父母，
又不让请保姆， 单说处理父亲大
便失禁一事就不轻松。 但在精神
上则是一种享受。 赡养、 照料老
人的过程， 虽有付出的艰辛， 但
更有反哺的甘甜和心灵的慰藉。
那是发自肺腑的给予， 是义无反
顾的回馈， 是情感的陶冶和升华。
我们兄妹感到的是一种享受。

许多人羡慕我， 都快要退休
了， 父母双双健在， 真是好福气。
我明白， 这种享受是金钱和荣誉
都换不来的， 弥足珍贵。 父母在，
有着道不尽的好。

父母在， 使我们更加懂得珍
惜和感恩。 父母是以缝纫谋生的
手艺人， 一生为生计而苦苦奔波。
在那个把农村手艺人也当作资本
主义尾巴割掉的年代， 养育我们8
个儿女， 并竭力让我们受到当时
农村最好的教育， 其艰辛可想而
知。 上世纪90年代初期， 我们兄
妹把父母从农村接到城里， 享受
了多年不为吃穿犯愁的生活。 父
母很知足， 常说， 就是随时离去，
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其实， 父母
的付出是我们不能比拟的。

父母在， 使我们更加明晰有
所为有所不为。 父母识字不多，
既无社会地位， 也无经济基础。
但从情感上来说， 他们在家庭的
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他们对子女
的影响无处不在。 不管我们兄妹
能耐几何， 都得聚集在父母身边，
聆听父母的教诲， 顺从父母的意
愿， 传承父母的美德。

父母在，才会随时有人提醒我
们约束自己， 在工作中不越雷池，
坚守正义。 为了父母，我们得做好
人， 行善事， 不让父母失望、担
心。

父母在， 使我生活更加充实，
生命更有意义。 8小时忙碌之后就
有去处， 周末也不会闲着无事，
逢年过节更有欢聚的地方。 我能
从父母的笑脸上读懂什么叫天伦
之乐。

每当我见到父母， 就有小船
回到港湾的轻松和愉悦， 就会瞬
间忘掉工作的劳累， 忘记生活的
烦恼， 就更能体验到工作的价值
和生命的意义。

葡萄沟
□杨家深

新疆吐鲁番葡萄沟盛名已久。葡萄成熟时节，我们几位摄影
人慕名相邀来到中方县， 走进了南方葡萄沟核心景区桐木镇大
松坡村。

映入眼帘的是气势恢宏的万亩果园。 山坡上，白云下，片片
翠绿，层层葱茏，就像是覆盖着硕大无比的绿色绒毡。 置身葡萄
沟狭长地带的千米观光长廊， 就如同进入了一个缀满珠玑的珍
宝世界，一挂挂、一串串丰实圆润的紫黑葡萄，在透过枝丫藤叶
斑驳阳光的照射下，满眼都是晶莹透亮的神秘，满园都是醇甜四
溢的果香。

与村民交谈得知， 中方县农户种植山葡萄已有400余年历
史，这里出产的刺葡萄是中国特有的原生态野生葡萄品种，经过
品种改良，成为汁多味美、营养丰富的“中国南方刺葡萄”。现在，
桐木镇共有葡萄园2.3万亩，90%以上的农户都种植葡萄， 也因
此赢得了“湖南西部吐鲁番”的美称。

蒲海，这是葡萄沟的标志性景点，也是大松坡人的骄傲。 其
实，这个被称作“海”的水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湖泊大水库。相
传400年前，一对夫妻迁居此地，从大山里移栽了两棵刺葡萄在
蒲海， 哪料这两株葡萄树是王母娘娘的仙藤， 夫妻俩触犯了天
条。 王母派天兵天将来收伏他们，夫妻俩誓死护住葡萄树。 王母
执拗不过，贬他俩化作仙藤，永远守护在蒲海。不久，一场大旱将
葡萄仙藤干死，可第二年春天，原本干死的枯藤竟又长出新芽，
到了秋天，葡萄藤爬满山坡，结满葡萄，也因此致富了百姓。 从
此，这两棵葡萄树被称作“百年夫妻藤”。

今天，在蒲海边的大松坡村泥水溪组，人们还真的看到有两
棵“百年老藤”。 据树主梁厚兵介绍，经专家鉴定，该老藤树龄在
120年左右，系中国“最大的刺葡萄藤”。 2013年8月，上海大世界
吉尼斯总部颁发了证书，袁隆平院士欣然为“百年老藤”题字。

百年老藤， 是蒲海景区的金牌景观， 更是庇荫后人的招财
树。 一株百年老藤的葡萄年产量现仍能达到3000来公斤，创收
五六万元。“一根葡萄藤，养活一家人，还要供一个大学生……”
主人非常自豪。人们在枝丫纵横绿荫如盖的葡萄树下徜徉，听着
老藤的故事，犹如坠入时光隧道里，且听，且看，感觉有些虚幻但
又那么真切！老藤遒劲，果实轻曳，绿叶田田，大自然的赐予让人
沉醉。

儿时的月光，
在涟水河中笑着，
怎么捞也白搭，
做梦还在朝着月光扎猛子。

儿时的月光，
在南溪桥下挂着，
一根长钓甩下去，
河水溅花了月亮的笑脸。

儿时的月光，
在锅子码头镶嵌着，

妈妈的棒槌撩动她的靓影，
久久陪伴母亲的倦怠。

儿时的月光，
掉进了深邃的沙丘井，
一只木桶扑通下去，
吊上来的是银灿灿的希望。

儿时的月光，
在妈妈的摇篮曲中，
不停地哼着月光光……
我翘着小腚睡得喷香。

父母在，真好
□鲁秉松善待“黄牛”地不荒

□金中平

返青的熊山
□剑峰

儿时的月光
□梁尔源

踏遍梅山的每一寸土地， 哪里是我生
命的源头？ 让我如此铭心刻骨地热爱并终
生沐浴她的恩泽。

生我养我的熊山呵， 现在只有这幅悬
挂于心壁的缕缕乡情还能依稀让我分辨出
你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

怀念的日子， 我又一次感觉美好时光
的降临， 那藏在蚩尤故里深处的翡翠呀，
仿佛你碧绿的心跳； 那卧在林涛之上的瀑
布， 如同你弹拨的竖琴。 我真想俯首听你
诉说一下心声， 让以往所有的梦想都变成
现实， 让今日遍地的杜鹃都高擎起奋进的
旗帜。

啊！ 返青的熊山， 我灵魂的居所， 我
内心最纯净最安逸的一片芳草地呵， 我将
用生命的河流和血脉为你放声歌唱。

蓦然回首， 让我怦然心动的是什么？
返青的熊山， 炊烟如麦穗摇曳， 白皙而修
长的手指把阳光打开， 倚锄而歌的人呵，
谁让我看清了一颗不屈的头颅？ 高耸的烽
火台呵， 铭记着一个古老梅山可歌可泣的
传说。

返青的熊山， 山雨初歇， 群峰竞秀，
万木逢春， 千溪丁冬， 百卉绽放， 翠鸟欢
唱， 古寺钟鸣， 炊烟袅袅。 从一条河流到
你， 中间还有什么让你翘首以待？ 一尊北
塔守卫在资水西岸， 一颗翡翠镶嵌在蚩尤
故里， 一只紫鹊穿梭在乡间梯田， 它们的
一举一动孕育着古典的谣曲， 一如山歌繁
衍着坚韧和淳朴、 泼辣和柔情。 一切都是
那么自然而纯粹， 敞开心扉， 生命的阴影
便可在渐起的阳光下缩短， 未来的蓝图便
可在明朗的蓝天下展开。

风吹过梅山， 劳作归来的乡亲们怀揣

幸福的黄金， 使返青的熊山更加婀娜多姿
熠熠生辉！ 倚门而望的人啊， 还有什么渴
望比这更耐人寻味？

返青的熊山， 在你徐徐展开的古典光
芒中， 也有淡淡的忧伤发芽， 另一些往事
也会从平静的叹息中升起。

从靠近春天的火焰之上， 饥饿的炊烟
使我黯然神伤， 早谢的花朵触及我内心的
隐痛。 回眸往事， 一束目光淋湿了谁的一
生？

青黄不接季节， 谁家的小妹妹已学会
用野菜充饥， 用微笑擦拭泪珠， 用春光嫁
接希望。

风中， 她抹汗的背影楚楚动人， 仿佛
一枝含苞带露的杜鹃， 而展开的花瓣正把
阴影抖落。

返青的熊山呵， 你抵达每一个心灵的
慰藉， 就藏在这些花朵的背后， 我要借助
比春天更明亮的眼睛， 才能看清你曲折而
坎坷的一生。

返青的熊山， 你的传说在一个节气里
赤裸着滑翔， 你的梦幻在枝头开成朵朵微
笑的预言。 无比温暖的暗示， 像花朵里的
蜜蜂， 使芬芳的日子溢满醉人的情歌。

从一滴露珠里将你眺望， 谁比清贫更
幸福？ 谁比白云更吉祥？ 返青的熊山， 在
这样的季节将你歌唱， 如同歌唱梅山大地
生命的根。

在这样的季节将你展望， 一种至深的
情牵动了谁的魂魄？ 返青的熊山啊！ 你是
我永不枯萎的记忆。 即使梦中最轻柔的一
次触摸， 也满手都是青翠的乡音。 而你怀
中的一架竖琴， 弹拨的都是一代代梅山人
的追求和向往。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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