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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冬

闭上眼睛 让耳朵醒来

我们去山里看红叶，很多人被漫山遍野的红叶迷住

了，兴奋得大呼小叫。高处、低处、近处、远处，全都是红叶。

红叶的颜色深浅不一，一座座山就像一个个多彩的花圃，

让人眼花缭乱的。大家三五成群，赏红叶，拍照，采集地上

的落叶，忙得不亦乐乎，一派热闹。

忽然，我的小侄女大声说：“前面一定有水，我听到水

声了！”我有点疑惑：“我怎么没听到呢？”妹妹也说：“我也

没听到！”小侄女急了，说：“真的有水声，前面一定有条河。

你们安静下来，闭上眼睛听，能听到哗啦啦的声音！”大家

安静下来。我闭上眼睛，果然听到了隐隐约约的流水声。我

们循着水声，往前走了一段路，果然看到一条小河。

那条小河穿山而过，细细长长的，河水很浅，很清澈。

如果是夏天，可以趟水而行。这个季节的河水也别有一番

意趣，山高树密，水落石出，这条河就像是季节深处的明眸

一样，生动活泼，带给我们清新雅致之感。河岸有很多漂亮

的石子，大家蹲下身子细细观看。有的人站在远处拍照，要

把河水与红叶一同摄入画面。河水蜿蜒，虽然是整幅画面

的点缀，却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我拍拍小侄女的肩膀说：“幸亏你耳朵好使，咱们才发

现了这‘新大陆’。”小侄女兴奋地说：“我一个人去山那边

玩的时候听到的，开始听到好像有声音，后来我闭上眼睛，

就听到水声了。”

“闭上眼睛，就听到水声了。”说得真好。刚才我们的注

意力都在漫山遍野的红叶上，大家的眼睛受到的冲击太厉

害，所以忽略了细微的声音。

闭上眼睛，能够让耳朵醒来。我忽然想，都说眼睛看不

到的人，耳朵更加灵敏，果真是这样。我们的关注力是有局

限的，看得多了，听的就少了；说得多了，想的就少了。这样

说来，真的应该抽出一点时间，闭上眼睛，让耳朵醒来，说

不定会像这次一样，有意外收获呢！

眼睛除了睡觉的时候，一般都是睁着的，所以我们都

说用眼睛看世界。我想要了解世界，除了用眼睛看，还应该

学会用耳朵听。用耳朵听，是我们对世界更深一层的认识。

闭上眼睛，屏蔽了眼花缭乱，给自己一段纯净时光。这时你

会听到平日里听不到的声响，会听到大自然通过万物传达

出来的神秘语言。

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木匠干活时不小心把手表

掉进刨花堆里，刨花堆成小山，他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到了

晚上，却被他的儿子找到了。他儿子说，晚上什么都看不

到，就听到了手表的滴答声，顺着声音就找到了。什么都看

不到，正是听觉出场的最佳时期。有的时候，人的听觉比视

觉更有用。

生活中也一样，因为视觉感知太过频繁，使我们忽略

了很多可以用耳朵感知的美好。真应该抽出一段时间，闭

上眼睛，让耳朵醒来。

让耳朵醒来，听清晨鸟鸣，听花开有声，听风声晚唱，

听夜歌悠扬，听落叶簌簌，听流水潺潺……这个世界，有太

多美好的声音，等待我们的耳朵去发现。我终于懂得，为什

么大家听到优美经典的音乐，都喜欢闭着眼睛。因为闭着

眼睛，耳朵能够完全醒来。

我忘了从哪里看书，里面谈到古人说睡眠有三层境

界：一是睡目，二是睡耳，三是睡心。由此看来，耳朵比眼睛

更接近心灵。能够让耳朵醒来，就离让心醒来不远了。

文/马亚伟

有首古老的长调民

歌——“四季牧歌”伴随

着游牧走“敖特尔”的队

伍传唱千百年，久久回

荡在广袤的蒙古草原

上。这首长调歌词分春

夏秋冬四段，第四段可

谓《冬之篇》，其中唱道：

当冬天到来的时候，

各种花草都枯萎了。

本想冬季里在这儿

定居可家乡遥远，路途漫

漫，

我们还是快快赶路

吧……

随着一场寒凉的秋

风飘起雪花，便宣布北

国严酷的冬天的来临。

蒙古高原属典型的中温

带季风气候，具有寒暑

变化剧烈的显著特点。

在牧区，冬季不下雪叫

“黑灾”，雪下大了叫“白

灾”，大小自然灾害年年

有。正是这种严酷的自

然环境练就了游牧民族

坚韧不拔，不怕困难，百

折不挠的精神。

2001年1月，一场突

如其来的暴风雪袭击了

锡盟牧区。笔者当年作

为新闻记者和几位同事

一起奔赴抗灾第一线采

访报道，并和牧民一起

过的年。我们走了苏尼

特、阿巴嘎、锡林浩特周

围不少苏木、嘎查，广泛

接触很多基层干部和牧

民群众。感触很深的有

几点：虽然遭了那么大

的灾害，有的牧户甚至

损失了几十只、上百只

羊，但没有一个哭天喊

地的，而是非常淡定从

容。牧民们说：世界上干

什么都有一定的风险，

包括养畜。牧区自然灾

害常有，一是做好抗灾

准备，减少损失；二是要

有担当风险的精神准

备。蒙古族有句谚语：

“富人穷在一场灾，好汉

死在一支箭”，就是告诉

你这个风险。损失了就

损失了，保护好基础母

畜和种公畜，明年再来。

就像农民似的，遭灾了，

绝收了，只要土地在，种

子在，明年再种。说到灾

情，牧民说：抗灾，抗灾，

抗得了吗你？躲都躲不

过来呢。棚圈设备再好，

饲草贮备得再多，那是

给老弱畜和母畜幼畜准

备的。一户几百头牛、几

千只羊，谁有那么大的

棚圈？盖得起吗？哪有

那么多的饲草？喂得起

吗？最好的办法就是躲

灾避灾，就是游牧，走

“敖特尔”。过去，走“敖

特尔”可以出苏木、出

旗、出盟的边界。比如，

苏尼特北部甸子地的可

以转场到南部正蓝旗沙

窝地去过冬。东、西两个

乌珠穆沁旗的可以转场

到科尔沁、巴林旗一带

过冬。

老牧民说：“当然，走

‘敖特尔’也不是万能

的，和世间一切事物一

样，游牧也有它局限性。

有些特大灾害，如 1977

年那场‘铁灾’，超乎人的

能力。为什么叫‘铁灾’？

那年冬天连续下几场大

雪，一化一冻，再刮大风，

雪的表面形成铁皮似的

硬硬的一层壳儿，把整个

草牧场都盖住了。羊站

上去都能撑得住，咋吃

草？但不能因为个案，全

盘否定游牧。”当年采访

中听到的这些反映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

次为了写这篇《四季牧

歌》，我翻阅大量书籍和

资料，包括蒙古国专家

阿木尔吉日嘎拉、萨木

丹道尔吉专著《游牧生

活轨迹》、周晶、那仁的

《阅读蒙古》、哈·丹碧扎

拉桑主编的《蒙古民俗

学》等等，特别是韩念勇

主编的《草原的逻辑》，

是以内蒙古草原为调查

对象，从第一现场、第一

讲述人的角度出发，试

图让牧民直接表达他们

的想法和认识，追述他

们的记忆，客观呈现草

原政策承受者、环境适

应者、文化缔造者们的

生存现状；并请各领域

关心草原的专家针对牧

民们所面临的问题进行

分析解读的专著，读了

受益匪浅。

在《草原的逻辑》这

部书里所提出的众多问

题中有一个问题很引人

注目：是传统落后了，还

是科学武断了？以往对

游牧文明的讨论，常以

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

作参照，批评游牧文明

如何“落后”“原始”等

等，参与讨论的专家普

遍 认 为 ：游 牧 并 非 落

后，恰恰是对草原生态

环境的适应。本土的知

识是当地人在长期实践

中积累起来的，特别是

如何保护当地的生态

环 境 ，我 们 必 须 向 当

地人学习。尊重当地人、

尊重当地实践才是草原

发展与保护的必由之

路。四季游牧，倒换牧

场，就和现在的“划区轮

牧”“草蓄平衡”“循环经

济”，是一个道理，只是

说法不同而已。所谓科

学，不是拿来吓唬人的，

也不是高不可攀，神秘

莫测，更不是按上什么

“洋名字”就成了科学。

科学唯一检验标准也是

实践。就拿东苏旗昌图

锡里养奶牛村来说，那

是在“科学养畜”的名义

下进行的。可是，从国外

引进的优良奶牛都是在

气候相对好的地方“娇

生惯养”出来的，吃“细

粮”不吃“粗粮”。来我们

这儿“水土不服”，气候

不适应，冬天奶牛的乳

房都冻裂了。给它吃“细

粮”，就得种玉米，加工

青贮，加工精饲料，成本

很高，不赔不倒闭才怪

呢！这做如何解释？

蒙古人自古养“五

畜”：马、牛、绵羊、山羊

和骆驼，就包含着科学

道理。五畜除了供应人

们生活所需之外，但从

它们的各自的特点、习

性来说相辅相成，互为

补充，形成良性循环。苏

尼特左旗老牧民哈斯额

尔敦说：“五畜就像人的

五 个 手 指 头 ，缺 一 不

可。”岀牧半径方面羊5~

10 公里、牛 10~20 公里、

马20~50公里，骆驼更远

些，这样各自能吃到爱

吃的草。有一种草带刺，

其他牲畜不吃，但这种

地方却颇适合放牧骆

驼。牛是卷舌吃草，放牛

必须在草高的牧场。马

和羊有坚硬的门牙，可

以把短草拔起嘴嚼。下

大雪，马可以开道，用蹄

子刨雪，牛在后边，羊在

最后。

文/岱 钦

向善而生，为善最乐，并乐此不疲，故善始善终，

人生必有福报。

美好的人生：与其改变他人，不如完善自己；与其

羡慕他人，不如做好自己。

如果当我们赚到的财富越多，同时被财富榨取的

也越多——人生如此，则是最大的失败。

一时失败不会永远失败，一次成功并非最后成

功。故此，“胜不骄，败不馁”才成为人生持修的箴言。

能看破世事的，是真智慧；而看破不说破的，是大

智慧。

真正的个性，有些是在相似表现中彰显出的与众

不同，有些则是在不同表现中突显出的特立独行。

训导也好，训诫也好，训示也好，训育也好……切

忌信口开河，而应循循善诱。

面对困惑，聪慧可能推开的是一扇窗；面对迷惑，

智慧可能开启的是一道门。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故规圆则满，是最

优美的曲线；矩方则正，是最优容的直线。

影响健康的两大饮食恶习——饥饿者饥不择食

和饱食者饱食终日。

多数人只知快乐，少数人才懂慢乐；其乐的快与

慢，作为事物的情境，它往往因人心境的不同而不同。

鹤立鸡群，是特立，还是孤傲，既取决于观望者的

思维惯性，又与观赏者当下的心境相关。 文/巴特尔

思露花语

◎草原往事

◎文学速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