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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现对办公用品开展公开入围采购，有意向的
公司请与我行联系报名事宜；同时对代收呼和浩特富泰热力公
司热力费系统开发服务进行公开采购，估算金额为10万元。如
有意向请与我行联系报名事宜，电话：18547146818，报名截止日
为2018年7月11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内蒙古分行

2018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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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军分区维修改造工程招标公告
内蒙古呼伦贝尔军分区拟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择优选

定“呼伦贝尔军分区幼儿园供暖、供水管道、门卫房维修改
造和军分区公寓楼供暖、给排水改造两项工程”的施工承包
单位，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前来报名参加。资格要求
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http://www.chinabidding.com.cn）及
内蒙古军区招标网（http://www.nmgjqzbw.com）上发布的
招标公告。
注：投标人应同时向刘帅、张婧和吴超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刘 帅 张 婧 吴 超
电 话：15849048575 18247130861 0471-6580703

内蒙古呼伦贝尔军分区保障处
2018年7月4日

何氏狐臭净
呼和浩特：13347125981可夫药店（内蒙古医院对面）蓝
天药店（附院对面）福瑞药店（附院对面）惠丰中联店 铁路店 地王药
店（天元对面）万民微姿店 东领大药房 今古药店（战备路南口）

何氏狐臭净央视广告CCTV-7每周一至周日20:32左右播出，敬请关注！

选择何氏 一身清爽

包头、东胜：15024700444临河、乌海：13088498462

声明
原内蒙古公路工程局职工：宋啟中、邢海军、史宏、

史强、孙世伟、王忠、曹在刚、顾志刚、照日格图，请你们
速来单位办理住房补贴申请，自治区住房委员会办公
室住房补贴申请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31日，
请务必于2018年7月15日前到公司后勤服务中心填表
并报送相关资料，逾期将不再受理，由此产生的一切后
果由你们个人承担。

特此声明
联系人：狄 青
联系电话：6509014 13848714573

内蒙古路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7月9日

新右旗交警深入辖区客运站进行安全检查
近日，新右旗公安局交管大队组织民警深

入辖区客运企业进行交通安全大检查, 旨在加
强源头管理、排查安全隐患。检查中,大队民警
在听取了该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对今年
以来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后, 实地查看
了客运车辆GPS使用情况、客运驾驶人资质审
查和客运站例检等客运安全工作落实情况。对
客运车辆档案、驾驶员档案、安全学习记录、客
运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安全责任落实情况进行
了全面检查。 文/李东宝

为您找保姆
1.王女士：53岁，性格好，有耐心，有照顾卧床老人的工作经验，找一份长期住家照顾

生活自理或不自理老人的工作。
2.李女士：43岁，厨艺好，擅长做饭，找一份给家庭或单位做两顿饭的工作。
3.张女士：47岁，家常菜做得好，找一份给家庭做上午一顿饭或下午一顿饭的工作。
4.杨女士：42岁，爱打扫，专业保洁工，找一份一周去一次或几次的保洁工作，擦玻璃

也可以，有机器。
5.李女士：50岁，经过家政培训，有多年看孩子经验，找一份10小时或24小时看小孩的工作。
鑫旺保姆公司

电话：13171052438 6683263 15849392619

地址：呼伦南路金地商城往南走20米路西

在公园见到几个小孩
围在地上玩抓石子游戏，一
下子勾起了我未泯的童心。
我来到孩子们中间，笑着
说：“叔叔和你们一起玩，好
吗？”一个女孩眨着大眼睛
问我：“叔叔，你会玩吗？”我
笑道：“抓石子游戏，叔叔可
是高手！不信的话，我玩给
你们瞧瞧！”说完，我抓起石
子兴致勃勃玩了起来，当小
石子被我娴熟地抛接在手
中，孩子们欢呼道：“叔叔，
你太厉害了！”

几颗小石子，一块空
地，两三个伙伴，就能完成
一场快乐游戏。“抓石子”游
戏，对于七八十年代的人来
说是相当熟悉的，并且乐此
不疲。课间10分钟、做完作

业、放学回家这些时间段都
能见到我们玩抓石子游戏
的身影。因为玩抓石子游
戏，常忘了吃饭时间，被父
母逮回家，挨骂是常有的
事；因为玩抓石子游戏，常
常弄得满手是土，有时还蹭
破了皮，也不在乎。

“抓石子”用的小石头
也是有讲究的，不能太有棱
角，那样磨手抓在手里也不
舒服。最好石头要圆滑一点，
因此，我们常去河滩选石头，
或者，将一些原本不太讲究
的石头打磨圆滑。石头选好
后，就得找一块平地，地面太
硬也不好，容易刮伤手，最好
是光滑点的瓷砖地面。这些
前期工作准备好了，找几个
伙伴，游戏就可以开始了。

这个游戏本是女孩子
们玩的，可调皮的男孩子们
也参加进来了，而且，还有
了许多高手，其水平让一些
女孩都刮目相看。经过“剪
刀、石头、布”之后，分出谁
先玩。抓石子游戏的玩法大
致是这样的：地上放上5颗
小石子，用一只手抓住一颗
石子，高高地抛起，然后在
这颗石子停留在空中的时
间里，迅速地用同一只手抓
起散落在地上的剩余石子，

最后接住抛起后落下的那
颗石子，就算是成功。当然，
也可在游戏中设定某些规
则抓散落的石子来增加游
戏级别。记得，玩伴中有一
位叫晴的女孩子抓石子的
功夫实在了得，又快又准，
别看她小手肥嘟嘟的，可抓
起石子来，是那样的利索。
跟她相比，我的水平要稍逊
一筹，不过，在男孩子里还
是不错的。抓石子游戏能够
锻炼眼力、手力、反应力，要

眼到手到，否则，慢了半步，
不是抛上去的石头落地快
了，就是地上的石头没抓
牢。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就
得不断地练习，熟能生巧。

后来，聪明的我们将手
中的石子进行了改良，变成
了布包或者四四方方的麻
将牌，这下，不用在地上玩
了，手也不那么脏了。麻将
牌当“石子”后，技术难度也
提高了不少，增加将地上麻
将牌侧翻等规则，能完美地
完成整套动作的人特别有
成就感。

不知何时，游戏机慢慢取
代了石子，抓石子游戏也渐渐
被人冷落，终于有一天，当我
们长大时，它只能存在于我们
的记忆中了。正因为有了这些
小小石子，我们的童年才会变
得更加多姿多彩，充满无限乐
趣。 文/张帮俊

1976年7月份的一天，
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
勒镇的天气晴朗、酷热。突
然一个噩耗像冰雹一样砸
向我们———常焕钰溺水身
亡！怎么会这样，一个生命
力那样旺盛的人，怎么就
身亡了！

我顿时泪如雨下。我
认识常焕钰还是在1968年
的冬天。那年牧区的雪非
常大，有一尺来深。我有事
要去场部，可我不认识路，
草原原本无路。阿爸帮助
我找了一个队的男知青和
我同路。他来自满洲里扎
赉诺尔区，蒙古族，中等
个，长得很英俊，结结实实
的。我和他骑着马踏上了
雪原，一路上，他骑的马总

是离我50多米远。有时在
山的转弯处，我就看不到
他，心里很急，走过山看见
他在等我。路远，我的骑术
不好，早发晚到，一路没下
马，我的毯靴和脚冻在一
起，他看我下不来马，过来
牵着马，扶我下马。但是我
们始终一句话也没说。我
心想真少见这样的人，后
来听场部的人说，他叫常
焕钰。

有一年夏天的傍晚，
在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牧
场的哈沙图三合牛养殖
点。十几个挤奶姑娘站在
干打磊宿舍门前，一个胳
膊挎着奶桶，一个胳膊挎
着板凳，等待牛回来。一个
挤奶姑娘指着前面的山坡

上散放着的一群马，看到
几个牧民和马官儿坐在地
上商量着什么，一会见常
焕钰上马举起套马杆冲向
马群，马群立刻沸腾起来，
很是壮观！

他奋力套住他要的那
匹马，那马烈性不服，嘶叫
挣扎着，要甩掉他，他的身
子前倾，要掉下来了，吓得
这些姑娘们都大喊起来！
只见他将臀部坐在马鞍的
后边，整个身子伏在马身
上，用力拉，那马拖着他和
他的马脱离马群，几次挣
扎终于停下来了！他又翻
身上了那匹被套的马上，
抓住马鬃，那马又蹦又跳，
左右晃，前腿刨地，低头，
要把他从前面抛下来，后

来它又后腿蹬，前腿腾空，
将身子直立，让他下来，都
没成功，那马就开始狂奔，
一溜烟儿没了，大家正提
心吊胆，他又转回来了。竟
然没忘记在姑娘们面前飞
过！哈哈！

一队的人都说，他的
性格就像他放的马一样，
落拓不羁！

有一年刚入秋，一天
大风狂飙，暴雨连天，冰雹
像鸡蛋那样大，马群受惊
了，跑到了边境线。如果马
群真的跑过边境线，那是不
能追回的，他放的可是牧场
的大马群，那损失可大了。
那时候的知青没有雨衣，他
还是戴着他那顶褪了色的
皱皱巴巴的旧军帽，穿着破

棉袄，腰间系着绳子，跟着
马群奋斗了一个晚上，他是
经历了怎样的肉体和精神
的煎熬，是我们没经历过
的人不可想象的。

天亮了，他和马群都
回来了，牧民说他能活着
回来，就谢天谢地了！他舍
命救马群的故事传为草原
佳话，受到牧民们深深的
爱戴！就因为他表现突出，
第一个被选拔到了新巴尔
虎右旗的公安部门工作，
听说还是重点培养对象。

一个活力四射的人，
怎么会！怎么会啊！

呜呼，他留下了年轻
的妻子和两个幼女！

呜呼，他留下了年迈
的老母！

呜呼，他那宏大的志
向覆水东流！

他走的那天牧民们骑
马来送行！人们无尽的悲
伤与哀挽不能用语言表
达！失声痛哭！草原失去了
好儿子，我们失去了血肉
亲情的战友！

渺渺红尘，慢慢长路！
40年了，岁月的慈悲，慢慢
抚平心灵的深沟暗壑，但
是一想起他，眸里会瞬间
蓄满了泪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在我们的生命里，他来过！

他的形象历历在目，
宛如昨天，他的生命之火，
一直在燃烧，激励我们奋
勇前行！

文/张德荣 于 洵

内蒙古金戈铁

马、烽火边城的往事

夯进草原的金界壕，

筑进了阴山山脉的

长城，吹入浩瀚大漠

的烽燧……你念念不

忘的往事呢？推开记

忆的大门，时光的船

逆流而上，欢乐与忧

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

膛……

来稿请在电子邮

件“抄送主题”一栏填

写“草原往事”。同时，

为了方便发放稿费，请

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

中国银行的卡号。

Email：

bfxbcyws@163.com

草上飞 抓石子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