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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炕趣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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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战备建设局拟采用公开
招标的方式择优选定“呼和浩特民兵训练基地建设勘察
设计”的承建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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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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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同时向梁国欣和崔正强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梁国欣 崔正强
电话：15034776918 0471-658080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战备建设局
2019年1月7日

呼和浩特民兵训练基地建设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我经常把自己放置到
一个安静的环境，静静地
感受时光水一般逝去。这样
的时候，我喜欢回望远去的
岁月，就如同我在此岸，回
首遥望彼岸已经走远的风
景。此岸与彼岸，隔着的是
岁月。蓦地，我的心中腾起
一种感觉：岁月斑驳！

走过的日子里，留下
了那么多凹凸与参差的痕
迹，怎能不斑驳？岁月斑驳，
是感慨，也是顿悟。即使我
再朝前走去，依旧会留下斑
驳之痕，这是人生的常态。
我们的脚印总是深浅不一，
高低起伏，没有任何人可以
一马平川走过。

人到中年，都难免生
出岁月斑驳之感。

再回首，往事如梦。童
年时期，人就像一只不停
飞舞的蜻蜓，在平静的岁
月之湖上，轻轻地掠过，留

下一圈圈浅浅的波纹，转
瞬间，波纹复归平静，一切
都是原来的样子。童年的
记忆，是平滑的，因为无忧
无虑，那段岁月镜子一般
明净。

走到了青春时代，我
忽然觉得自己变得多愁善
感起来，就像一枚青涩的

果实，正是
酸涩的 时
候。“少年
不识愁 滋
味，爱上层
楼，为赋新
词 强 说
愁”，我读
顾城和 舒
婷的朦 胧

诗，觉得那种味道就是青
春的味道，真挚而含蓄蕴
藉，浪漫而天马行空。

谁的青春不是莽撞
的？记得那年暑假，我骑着
自行车去找暗恋了很久的
男生。他的家在将近100里
地的远方，我不知哪儿来
的力量和勇气，顶着毒辣
的阳光，挥汗如雨地蹬着
车子。见到他的时候，我却
不知说什么好，只讪讪地
说：“我是路过！”之后没了
下文。关于爱情，我们有太
多的憧憬和想象。

谁的青春不是狂傲
的？刚毕业的时候，我不屑
做自己的工作。我总觉得
自己是“天将降大任”那个

人，却哪里知道，连眼前的
小事我都做不好。一次次
受挫，我的狂傲和锐气渐
渐磨没了。我开始脚踏实
地，走上一条叫做“人生”
的道路。

认清了脚下的路，我的
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为自己
设想了无数个蓝图，理想，
爱情，事业，都是我要为之
奋斗的。多年里，我朝着自
己设定的方向，不紧不慢地
走着。有顺境，有逆境，有高
峰，有低谷，有成功，有失
败，有喜悦，有忧愁，有时疾
走，有时踟蹰，有时跋山，有
时涉水……所以，我的脚印
是深浅不一的。

就这样，走到了人生
的中年。回头望去，岁月斑
驳。不过这些斑驳的印记
赐给我的是生活的智慧：
逆境之后是坦途，失败可
以从头再来，人生总是悲
喜交集，走走停停是人生
常态，走过的路才叫人生
路……你走到哪里，哪里
就是路。那些参差的、凹凸
的痕迹，是一部只有自己
才能解读的书，饱满的，曲
折的，丰饶的，多彩的。

罗素说：参差多态乃
是幸福的本源。人生有痕，
岁月斑驳。唯愿我们一路
且行且珍惜，为生命留下
最精彩的痕迹。文/马亚伟

自古有“南人习床，北
人尚炕”之说。火炕是北方
居民为适应寒冷的气候而
发明的取暖睡卧设施。至
于火炕是什么时候发明
的？没有确定的记载。我个
人觉得应该是人类先辈脱
离穴居，开始造屋居住后
开始的吧。据一份材料上
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
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对于
2006年4~11月对河北省徐
水县东黑山遗址进行发
掘，发现一处西汉时期的
火炕，将火炕的历史提前
到了2000多年前。这实在
不算啥。1982年，考古队人
员在赤峰市敖汉旗红山文
化的西拉沐沦、老哈河流
域发现了距今5000年至
6000年前的聚落遗址，房
屋内均设有瓢形的火炕。

考证这个问题，是考
古学家的事。咱也不懂，不
唠这个。现在，我说说自己
的所见所闻。记得上世纪
80年代，有首歌《大海啊大
海》很流行。歌词里有一句

话：“大海啊大海，我生长
的地方。海边出生，海里成
长……”我一个俏皮的朋
友有一次篡改歌词唱道：

“火炕啊火炕，是我生长的
地方。火炕上生，火炕上长
……”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说起来，北方纯牧区因为
游牧经常搬迁，蒙古包内
不可能搭建火炕，御寒取
暖，全靠蒙古包厚厚的围
毡和牲畜皮毛加工的被
褥、衣物，再加上火炉里不
断烧牛粪。我的家乡哲里
木盟（现在的通辽市），定
居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早
就开始盖土方搭土炕。说
自己“火炕上生，火炕上
长”，也不是假话。盖房子
住，就得盘炕。说到盘炕，
有人说涉及到建筑学、材
料学、燃烧学、热力学、流
体力学的学科领域云云，
可能玄乎了些，但也不无
道理，盘炕蛮有技术含量，
的确是门技术活儿，不是
人人都会。农村盘炕还专
门请人，叫做盘炕师傅，还
得好好招待才行。所以，有
个说法，是“手艺人习艺

人，吃不上就捉哄人”。说
的是得罪了盘炕师傅，不
用怎么坑害你，只给你炕
洞里摆上一块儿土坷垃，
似堵不堵，弄得你炕不好
烧，时间长了，烟筒不冒
烟，而是灶火门倒烟。然而
这也是个别现象。

家乡的土房子一般都
是坐北朝南，火炕靠南窗
而建。外屋一个大灶火台，
烧火做饭，连带把炕也烧
热了。一般的炕席，是用高
粱秸秆、芦苇秸秆的篾条
编制而成。我们家乡一带
的人家，都是从供销社买
回来那种炕席，而我们家
土炕上铺的是我爷爷用生
皮条串起来的柳条炕席，
柳条是精心遴选的，个个
非常直溜，上下一般粗，经
过刨面，非常光滑，又特别
结实，据说都铺了二三十
年。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全
村30多户人家，只有我们
家铺这种柳条炕席，随着
爷爷的作古，这门手艺也
绝迹了。那时候，哪有褥
子，人直接睡在柳条炕席
上，早晨起来身上一条条

柳条的印子。再一个是，用
来做炕沿的木料很讲究。
一条炕沿，最好用一块儿
整的木料，木料必须直溜，
没有疤结，没有横茬，宽度
和厚度都要适度。最好的
炕沿是枣木的，水曲柳也
不错。可是一般庄户人家
用的是松木和杨木。白天，
吃饭的时候火炕上摆上方
木桌子，全家人围坐在一
起，其乐融融。我们小时
候，在炕上摆上“嘎啦哈”
（羊拐骨）玩，或在炕桌上
读书写作业，度过了美好
的童年时光。

直到1962年考入公社
所在地的中学，离家25华
里，当寄宿生。学校的教室
是砖瓦房，宿舍全是土房
土炕。记得开学不久，学校
组织勤工俭学的劳动是脱
大坯。盘炕需要土坯，是炕
扳子。脱大坯选址在学校
南面距离两三华里的的草
甸子上。全班同学，男同学
挖土，女同学挑水，先挖出
来小山一样的土堆，中间
挖个坑，灌满水，撒上铡碎
后的麦秆麦秸，东北话叫

做“瓤结”，是为了加强粘
合度的。为了把泥和瓤结
和匀，用二齿耙子来回一
遍一遍地■饬，然后几个
男同学卷起裤腿光脚丫上
去踩，两脚不停地倒换，直
到把泥踩得像活好的面一
样。然后就是脱坯，在平整
的地面上把一个长方形的
木框坯模摆好，把和好的
泥铲进坯模里四角塞实塞
严，泥中间放进一两根木
棍后塞匀，就是钢筋水泥
加固的道理，不容易中间
断裂。几天后，土坯干透了
就搬回学校。搬土坯，一般
安排在课间操时间，数百
名同学每人一次两块儿土
坯，或抱在胸前，或扛在肩
膀上，在草原上你来我往，
来回穿梭，场面非常壮观。

我们班30多个男生住
在一间大房睡南北炕，睡
觉后露出的小脑袋一个挨
着一个，像火柴头似的。火
炕邻近灶口的位置称为炕
头，邻近烟口的位置称为
炕梢。老师把炕头都留给
家庭生活困难，被褥单薄
的同学寝卧，而把被褥比

较厚的同学安排在炕梢寝
卧。到了寒冷的冬天，每天
晚上上晚自习，南北炕同
学们轮流值班，任务就是
烧炕，乐子就出现在这里。
长长的一铺炕，炕头和炕
梢热度是不一样的。烧得
多，炕头太热，睡在炕头上
的人受不了，而烧得少，炕
梢那边一点温乎劲儿都没
有，人家有意见。唯一的办
法，就是轮到他们值班烧
炕的时候可劲儿烧火，进
行“报复”，烧得炕头一模
都烫手，久而久之，把炕席
都烧糊了。为此，睡在炕头
上的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深
受其苦，熬到半夜，等到炕
凉了才能躺下睡。周而复
始，熬过了初中3年的时
间。

等到1965年，我考上
内蒙古蒙专来到呼和浩特
上学，再也不睡土炕了，改
成睡木板床。不过，中间放
假回过几次老家，睡在家
里的火炕上暖洋洋的，那
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

家乡的火炕，总叫人
魂牵梦绕！ 文/岱 钦

思露花语
春风、夏雨、秋霜、冬雪，各有各美，各是各

景，此乃四季自然美景的轮回。

花开花落自有时，其既有始终，更是轮回，故

古诗有云：“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

铁树所以开花，因其信念执著；昙花何以一

现，因其珍惜当下。

绿叶，虽然枯败；鲜花，虽然枯落，而挂满枝

头的累累秋实，又何尝不是季节生命的风采。

鲜花固然美，绿叶亦不失美，而当鲜花和绿

叶相衬、相扶、相映时才觉更美。

山高，可高瞻远瞩，故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水长，可长流不息，故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

到海不复回。

星星说，月光美；花丛说，月影美；大海说，月

色美……其实，月无处不在，无时不美！

蝶点缀花蕊，为的是装点美丽；蜂穿梭花间，

为的是采撷甜蜜。

守株待兔，若是期盼，守只能是空守，若是愿

望，待不过是虚待。

懒蛤蟆想吃天鹅肉，作为一种讽喻，其如此

无知即是痴心妄想，其如此幼稚即是异想天开。

笼中之鸟，一旦觉得既安全又舒适之后，便

不再眷恋蓝天和向往自由。

雄鹰逆风，更有助于展翅高翔，只要羽翼丰

满；飞舟逆流，更有助于扬帆远航，只要乘风破

浪。 文/巴特尔

◎◎草原往事

岁月斑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