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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孝道才懂感恩
□巴山

杨毕成（右一）表演说唱
如今，八旬以上的老人多以散步、打牌
下棋或练太极拳剑健身为主，但家住达钢钢
花社区 87 岁的杨毕成老人却与众不同，常
带着“金钱板”“小鼓铜锣”与“车灯”到处演
唱，所到之处，赢得了不少市民点赞。
“凤凰山黄角垭，大人细娃一坝坝，七嘴
八舌论国事，党的十九大报告顶呱呱，句句
讲的是老百姓的心里话……”在风景秀丽的
西外大寨子公园休闲亭中，面容清瘦精神矍
铄的杨毕成身挂小扩音器， 手持 3 块楠竹
板边打边唱，字正腔圆，铿锵有力，清脆悦
耳。
“不简单，八九十岁的老人身体还这么
健朗。 ”休闲亭中，不少市民竖起大拇指点
赞。“谢谢大家， 这是我自编的金钱板唱词
《党的十九大乐了乡下人》。”杨毕成笑着说。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他又架起小鼓拿起铜
锣，中气十足地演唱了花鼓词《改革开放鲜
花放》。
金钱板与花鼓是川渝两地传播的民间
曲艺，唱词通俗易懂，2011 年还列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杨毕成说，自己虽近鲐
背之年，但身体没啥大毛病，为了充实晚年
生活，除喜爱看书看报外， 便自编或改编了
一百多首曲艺唱词，带上道具与钢花艺术团
的老友们常到社区、部队与福利院去演出。
杨毕成老家原在重庆市合川县农村，由
于家庭贫困，不到十岁便做家务，干农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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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编等。 年纪虽小，但聪明灵俐，刻苦好学。
同院的幺爸教他学读“三字经”“百家姓”与
“天生物”，他一学便会，还去教同龄的小伙
伴们。一天，随父母赶场，见一位外地人卖草
药时打竹板演唱，觉得悦耳好听，回家后便
到山上砍了一节老竹子做成快板学打学唱。
读高一时，还编过一首“幺姑娘插秧”的节目
在校表演。说着，杨毕成便拉开嗓门唱起来：
“
幺姑娘干劲强，裤脚扎在腿杆上，跳下水田
去插秧，转眼插了几十行……”
杨毕成读完一年小学， 与 30 多位高年
级学生同去考江北县一初中，结果只有他一
人被录取。 高中毕业，80 多位同学考大学，
录取 8 人， 他幸运被重庆大学冶金系录取。
从乡下考进大学， 见城里高楼大厦与高烟
囱林立，便编了一首民歌《高烟囱》代表系里
表演：“沙坪坝的烟囱多有多，最高要数那一
个？ 要数重大发电厂的大烟囱，仰起脑壳看
噻，帽儿都望落……”
念大二时，杨毕成父母先后离世，为了
完成学业，除申请助学金外，他便利用假期
到处捡废品，去餐馆打工，到建筑工地挑沙
挑石子。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原达县地区钢
铁厂工作，工作上他勤奋攻关，大搞技术革
新，先后对练钢车间化铁炉倒置风口与耐火
车间压砖机攻关改造，并荣获了本厂、达州
市以及四川省有关部门颁发的科技革新进
步奖。 厂里举办的文娱活动他从不缺席，常
常获得创作奖与表演奖。 几十年来，他数十
次被厂评为先进工作者与优秀共产党员。
2013 年， 他参加达州广播电视台举办
的春晚，打金钱板演唱“秀才下乡”并获奖。
今年八月， 再次参加电视台举办的全市 K
歌大赛，打金钱板演唱“党的十九大乐了乡
下人 ”也进入了决赛。 杨毕成不抽烟、不喝
酒、不打牌，只爱好文娱活动与看书看报，并
将报上的保健知识、重大新闻以及生活小窍
门等资料剪摘装订成册。
“我是一名 40 多年的老党员。”杨毕成
说，自己有文化，编唱词到处演唱既开心娱
乐，又发挥余热传播正能量，这既是他的责
任，也是他的愿望。（本报特约记者 赵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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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组照片：一男子身
背母亲观赏着漫山的梨花， 照片里的男子和母
亲均是满脸的幸福……该男子背母赏花的孝心
感动了网友， 所以这组照片也一度被各大网站
火速转载，网友们纷纷赞誉为梨乡最美的风景。
事亲行孝，历来是做人的根本，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民族团结
的基本要素。 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说：孝是儿女
向善向上的动力， 是成功的阶梯……遗憾的是
有些人用“忠孝难两全”为借口，不及时行孝，乃
至不尽赡养义务，待老人驾鹤西归，才在后事上
搞排场以示尽孝，所谓
“
在生不孝死了胡闹”。 这
种做法大悖于古人“生前厚养实为孝道，归后薄
葬真乃贤儿”的箴言。
从说文解字角度讲，左“孝”，右“文”，即为
“教”也。 在中国传统当中，
“
孝”是教育永恒的基
础。 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是这个
“
孝”字，
“
孝”字上
“老”，下“子”，也就是子敬老的意思。 每个人只
不过是人类生命长河中的一个环节， 你今天是
小辈，明天就是长辈；今天不孝敬你的长辈，怎
么能指望当你变老的时候， 你的小辈来孝敬你
呢？ 如果没有这种孝敬之心，人类的血缘之环，
又怎么能够一环一环地传接下去呢？
其实，“孝” 就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回
报，叫做“慈乌反哺”。 父母给你生命，所以你要
善待父母之生命；父母宁愿自己挨饿受冻，也要
让你吃饱穿暖，所以你要照顾父母之温饱。
汉代选举官员的两个标准， 就是“孝”和
“廉”。 当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居家孝敬父母，
为人清廉不贪。 而“
孝”又居其首。“
孝”对于一个
人培养美好的品德至关重要。“
不爱其亲而爱他
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
礼”，所以，一个孝敬父母的人，才会真正受到他
人和社会的尊重，才会有事业心，才会用他的行
为感动别人，这个社会才会变得美好。 说到底，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对“孝道”的提倡；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更离不开对“
孝道”的提倡。
“孝”是稍纵即逝的眷恋，“孝”是无法重现
的幸福。 为父母尽一份孝心，也许是一处豪宅，
也许是一片砖瓦；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许是
一只野果一朵小花； 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
衣，也许是一双洁净的旧鞋；也许是数以万计的
金钱，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枚硬币；也许是千
里关山的一个电话， 也许是近在咫尺的一个口
信……无论用什么方式来回报， 无论这种方式
是丰厚还是微薄, 只要是向父母献上一份孝心，
这种感情都无比珍贵和美好。
谁言存草心,报得三春辉。 让我们永远记得
孝心的存在,孝心是无价的。
枝叶繁盛的树木，扎根于厚实的土地；流水
浩荡的江河，溯源于雪岭山脉的蕴藏；乌鸦孝亲
反哺， 羔羊感恩跪乳。 动物尚且懂得回报于亲
恩，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
心中存孝， 才会懂得感恩， 懂得珍惜和把
握，才会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做出正确的抉择，
从而赢得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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