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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草原的歌声更嘹亮
文/刘少华

记者的职业是对生活

的记录、守望、见证、诉说，

也是一种阳光的表达、美

好的抒发！值此《内蒙古日

报》创刊70周年之际，我的

情感激昂而奔放。回首一

段段动情的往事，我要说，

作为内蒙古日报社的一名

光荣的成员，我要为《内蒙

古日报》歌唱，更要为草

原、为伟大的新时代歌唱！

踏着草原迎春的新
绿，1975年初我从内蒙古
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内
蒙古日报社工作。历经43
年的新闻采编实践，我成
为了《内蒙古日报》首席记
者。如果说，我的记者角色
融入了祖国正北方的万千
气象，那么，用战斗的姿态
去迎接风雨洗礼则是一脉
人生况味。1998年夏，暴雨
倾注，洪水喧嚣。嫩江告
急！松花江告急！呼伦贝尔
告急！险情灾情就是命令！
身为记者，我义无反顾地
选择了呼伦贝尔，选择了
洪水横扫的一望无际，选
择了二百年不遇的嫩江上
游。我们乘汽车、坐舟船、
趟小河、过沟渠、上坝堤，
往昔“天下最美的草原”，
竟已在汪洋之中。那海拉
尔、牙克石、扎兰屯、阿荣
旗、莫力达瓦旗，都在人们
的抗争中全力保全。我们
此间一边采访报道，一边
参加抢险。看那扎兰屯的
东德胜，被洪涛无情摧毁。
当军用直升机飞临时，送
来了帐篷和生活用品，可
当地百姓却无人去拿、无
人去领。他们说，送给更需
要的地方，送给更困难的
灾民吧！在东德胜，在雅鲁
河畔，人们最钟爱的是洪
水前沿的“国防绿”、半山
坡上的“国旗红”，还有从
天而降的空军直升机。多
少人流着热泪高呼：解放
军万岁！共产党万岁！东德
胜是重灾区，可因为有解
放军，有民族团结，有互助
友爱，它是坐标，是希望，
是崛起的力量！我在现场
及时报道着水情灾情，为

鼓舞斗志，强化主旋律，快
速写出了《呼伦贝尔，我要
这样对你说》《冲不毁的家
园》等长篇通讯，在《内蒙
古日报》《呼伦贝尔日报》
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刊
播。就是这样，我
在20多天的采访
中，写出17篇消
息、5篇通讯，5篇
内参，拍摄了200
多幅照片。一次难
以忘怀的呼伦贝
尔之行，一下子升
华了我对呼伦贝
尔草原的印象与
感恩。回到海拉
尔，我将坐上飞机
返呼，这座草原之
城，这方绿色家
园，对我是一种召
唤、一种牵挂，一
种挥之不去的悠
悠乡愁！后来，我
获得了抗洪英模
称号，分享了呼伦
贝尔给我的荣誉
与风采！也正是呼
伦贝尔的魅力，让
我在伊敏河和海
拉尔河畔，油然把
《牵手草原》《满洲
里之恋》《草原的
新娘》歌词倾吐而
出，留在了呼伦贝
尔的万水千山！

记者的定位
在战斗、在一线、
在冲锋向前。呼伦
贝尔，你让我流下
了感动的泪水。阿
拉善，你又让我们
心生崇拜、朝圣而
至。记得2008年以来，我多
次走向苍天般的阿拉善。
我写大漠、写胡杨、写边关
风情、写这里的军民并肩
驻守的英雄传奇。看那大
漠深处的骆驼，无畏风沙、
高昂驼峰。形象如此高贵，
气质那般从容。它们就是
阿拉善军民的生动化身，
它们就是坚守西部的典型
写照！我一次次地被感染、
被感化，纵笔写出了《苍天
般的阿拉善》《金色的胡杨

礼赞》《金色的巴丹吉林》
《走进神圣的阿拉善》《黑
鹰山的守望》。这应该是宣
传阿拉善的名篇力作，也
是涌自我心头的阿拉善赞
歌。伫立在胡杨林、航天

城、巴丹吉林沙漠，我并不
感到遥远寂寞，而是一种
自豪与骄傲。因为我要急
切地告诉朋友、告诉祖国，
阿拉善的忠诚、阿拉善的
情怀、阿拉善的境界、阿拉
善的精神。我写到：“扑入
阿拉善，苍天亦灿烂。长歌
连辽远，豪情生期盼。几多
胡杨恋，银驼更伟岸。大漠
写忠诚，西部金不换！”在
这边陲重地，我看到军人
的忘我与无私，我深情写

到：为了祖国的安宁和平，
多少官兵在边防线上过
年。我要说，“军人也有爱，
战士更有情。鲜花插在枪枝
头，钢铁也温柔！”这献给军
人的诗句，在《内蒙古日报》

刊登，在社会上传
诵，博得了军人的
共鸣，换来了读者
对党报、对人民记
者的盛赞！诚然，我
写《黑鹰山的守望》
时，写了内蒙古电
力人的光明奉献，
写了军人的挺立
庄严，也着力写胡
杨的蓬勃与金灿！
有人问我，你什么
都写得好，就是胡
杨这一笔好像是
附加的，因为黑鹰
山下根本没有胡
杨的影子呀！我回
答：黑鹰山几乎是
无人区，确实没有
胡杨。只是在那茫
茫端点，才有军人
和电力工人的身
姿。他们用不屈与
昂首，托起了西部
的太阳，扬起了坚
挺的脊梁。他们不
就是真正的胡杨、
可敬的光芒吗？！那
朋友听了之后，顿
然感慨：刘首席，我
和您的差距，就在
这最后一公里啊！

放眼一路征
程，恰是草原、是
大漠给我们诗句、
给我们奔放，也给
我们灵感与冲动！

这几年我又一次走向呼伦
贝尔，走向迷人的大兴安
岭。我去根河，上莫尔道嘎
的奇乾，走牙克石，访绰尔
林业局。虽然我从未有大兴
安岭的生活体验，可呼伦贝
尔、大兴安岭的浩荡和博
大，却给了我无尽的祝福和
笔力。为此，我信笔创作出
了《父亲的大兴安岭》：你用
云海深浓的召唤，你用大
山无言的邀请。让我扑入
壮阔的怀抱，纵马寻梦在

大兴安岭。山高水长给我
守望的图腾，婷婷白桦送
我一路引领。我在这儿听
到“顺山倒”久远的回声，
莽莽山林我看到父辈的身
影。千里兴安耸绿色担当的
脊梁，不变的忠诚铸林海最
美的风景。青山永续，情满
大兴安岭，苍劲的江山澎
湃力量的血统。我爱你，父
亲的大兴安岭，走上高高的
岭顶，就感恩风雪迎春不屈
的坚挺！你有落松白桦的风
度，你有杜鹃花烂漫的姿
影。你用粗犷又斑斓的回
望，把悠长的眷恋留在大兴
安岭。深山老林踏定高寒中
的开拓，布谷鸟把冰河荒岭
唤醒。绿色的领地有五彩的
传奇，哪个大山人不都是豪
情万顷？！叫一声“老兴安”，
您贵庚几许？！根在林海，年
轮写进南山北岭。万水千山
总是情啊，金色的收获醉了
高天厚土。我爱你，父亲的
大兴安岭，爱从兴安日出喷
涌，祖国你早，是林涛狂欢
的一言九鼎！这歌颂大兴安
岭的诗句，在《内蒙古日报》
《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
网发表，反响大好，热评如
潮！在此，我要谢谢父亲的
大兴安岭，是你给了我高
度，更给了我荣耀的尊严！

走遍内蒙古，拥抱大
草原。四十多年的记者生
涯，使我更加热爱草原，热
爱民族团结，热爱祖国壮
美北疆。草原是英雄上马
的地方。守望北疆，策马放
歌，民族团结，美丽发展，
祝福祖国。这是大草原的
生活，这就是内蒙古的性
格！带着几多诗情，几多领
悟，我为内蒙古电视春晚
创作了《放歌内蒙古》主题
歌词。这里是蓝天白云的
故乡，这里是万马奔腾的
边疆。这里是民族团结的
家园，这里是绿色交响的
天边乐章。这就是八面来
风的大草原，这就是吉祥
开放的祖国正北方。啊！内
蒙古，内蒙古，我们为你起
舞欢腾，我们为你豪迈荣
光！这里有绿浪簇拥的芬

芳，这里有熬了又熬的奶
茶香。这里有哈达飘荡的
情义厚，这里有守望相助
的坚强如钢。这就是鸿雁
流连的内蒙古，这就是献
给母亲的幸福安康。啊，内
蒙古，内蒙古，我们为你举
杯相约，我们为你策马铿
锵！《放歌内蒙古》由著名
作曲家郭子杰作曲，唱响
内蒙古，唱向祖国。连续两
次荣登内蒙古电视春晚主
题曲，并在内蒙古草原文
化节作为主题曲推出。当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大庆之际，此作经加工打
造，又成为献给自治区大
庆的主题献辞。《人民日
报》、人民网、中国观网刊
发，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配
乐《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广
播。一时风华八方，唤动情
潮，令世人对内蒙古大草
原投下了神往的目光！

日月流转，青山依旧。
在此祝贺《内蒙古日报》创
刊70周年的时刻，我始终觉
得：选择了记者职业是我人
生最美的选择。是《内蒙古
日报》让我荣获了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中国记者最高
奖范长江新闻奖、内蒙古杰
出人才奖。她让我知晓，新
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
人文情怀。反映生活很重
要，引导生活更重要。战士
责任重，记者为人民。心中
有爱，笔下有情！要想反映
生活，必须走向生活。要想
热爱生活，必须尊重生活。
要采访八百米井下的生活，
必须爬到八百米井下去，少
一米也不行！因为深入生活
是一个永恒的大主题，是让
我永远也写不完的大文章！
这就是我难忘中的草原飞
鸿，这就是节日中的激情感
怀，以此献给《内蒙古日报》
创刊70周年，献给内蒙古斑
斓四射的万里春光！
（作者为《内蒙古日报》

首席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中国记者最高奖

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

观网特约高级记者、内蒙古

杰出人才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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