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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军

天空中微微泛着玫瑰红般的光晕，
晨曦在早霞温柔的拥抱里缓缓淡出天
际。北方旷野的春风尽情吹散天边最后
一缕霞光，耸峙在黄土高原上的白于山
山地，犹如海洋中伫立的孤岛。一条涓
涓细流，就像飘动在黄土高原上的丝带，
永不停息地流向远方。

这是无定河的源头，这是发源于陕
北定边县白于山北麓的一条大河的源
头。在广袤无垠的中国西部，这条大河
北依浩瀚苍茫的毛乌素沙地、南靠沟壑
纵横的黄土高原，用豪情壮志将欢腾而
至的榆溪河、芦河、大理河、淮宁河等支
流纵情纳入怀中，曲折迂回，盘山绕梁，
滋润黄土高原的沟壑梁峁，润泽鄂尔多
斯高原的万顷草原，一往情深，最后专注
地投入母亲黄河温情的怀抱。

踏上追寻无定河源头的路途，面对
这条在岁月中哗哗流过的河流，我以谦
恭的脚步丈量土地，静心品味“黄河之
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迈气
势 ，独 自 欣 赏“ 大 漠 孤 烟 直 ，长 河 落 日
圆”的边塞美景，内心里一次又一次叩
问自己，无定河流淌不息的河水到底从
哪 儿 来 ？ 难 道 这 真 是 源 自 九 天 之 上
吗？难道这真是源自千里之外吗？一
路上布满了前人深深浅浅的足迹，一条
大河的源头早已摆在那里。当我亲临
这条大河的源头之处，内心却有些不知
所 措 ，这 可 能 与 激 动 心 情 无 以 言 表 有
关。我站在陡峭高耸覆满干燥温暖黄
土 的 山 头 俯 瞰 ，醉 情 凝 望 无 定 河 的 源
头，一阵春风飒然拂面，河水与黄土交
融后散发的独特气息扑面而至⋯⋯

远望，海浪一样的山梁沟峁在大地
密布匍匐，一片苍茫中糅合着淡绿，沟壑
纵横的黄土高原像一幅美丽画卷徐徐展
开，丰富的色彩、韵味、情致在恣意绽放，
那种雄厚豪迈、浩瀚波澜的气势直抵五
脏六腑。什么叫震撼？什么叫巧夺天
工？什么叫天人合一？看那层层缠绕在
黄土高原上的梯田便会知晓。勤劳质朴
的陕北人就是凭着满腔热情，用汗水镌
刻艰辛困苦的记忆，顺着绵延山坡开辟
一处处盘山绕梁的梯田，一层层楼梯般
的田地，仿佛水中灵动的涟漪，由近及
远，一圈圈扩散开来，收获的希望永远在
漫山遍野萦绕。蔚蓝遥远的天空，朵朵
白云自由遨游，开始复苏的农田，一派原
生态田园风情，昔日荒芜贫瘠的黄土高
原重新焕发色彩斑斓的景象。神奇的陕
北大地，创造了无数的神奇。这是一幅
幅妙笔绘就的山河锦绣，这是一曲曲精
妙绝伦的五线乐谱，这是黄土大地奏出
的五彩乐章，这正如陕北民歌《信天游永
世唱不完》里所唱的：

背靠着黄河面朝着天
陕北的山来山套着山
东山上糜子儿西山上的谷
咱们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
红崖圪岔胶泥地
谁不说这是金疙瘩来银疙瘩
我的祖辈父辈们一代又一代在无定

河畔繁衍生息，我的先祖们就长眠在这条
河中下游的一个黄土山岗，我的生命自然
也就在这条河畔开启了永恒的记忆之门，
正是这与生俱来的恩赐，让我拥有了更多
与大自然亲近的机会。作为土生土长的
农民后裔，从生命之初便开始接受无定河
的洗礼，沐浴如春风般的心灵浸润，我的
童年才更比一些城里娃美好而耐人寻味。

童年是生命蓬勃生长的时期，无定河
为我提供了充满同样蓬勃生长激情的生命
环境。村头河边有一棵成年人拦腰都抱不
过来的大槐树，它的年龄被村里人传得很神
秘。我和伙伴们常常在大槐树旁玩耍，和泥
巴，过家家，弹玻璃球，拍烟盒，跳方格，斗蟋
蟀，堆雪人，打雪仗，手拿自制玩具枪，头戴
大檐帽，吵吵嚷嚷要当军司令；常常光着脚
丫在绿树成荫的河岸嬉戏，捉迷藏，滚铁环，
放风筝，自由欢快地奔跑在风和日丽的田间
地头；常常手拿用柳树嫩杈制成的弹弓，爬
树翻墙掏鸟窝，肆意挥舞牧羊鞭儿，撵逐成
群的羊儿遍野奔跑，模仿课本中王二小的样
子手牵牛儿流连在春暖花开的原野草坡；常
常想尽所有办法制作玩具，自己动手缝沙
包，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布沙包甚是好看，
有时为了寻找几根毽子羽毛，满院子追着大
雄鸡飞上飞下，不得停歇⋯⋯

北方的春天像稚童笑脸一样，跃闪而
过，夏天紧跟着来了。“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这千百年的古训是农村的行为准
则。东方露微明，晨曦照大地，庄稼人在
醇香的田垄里，蘸满心血汗滴，铁肩担负
重荷，强撑如弓脊梁，拖着留不住岁月的
脚步，调配丰秋的最初色彩，书写沧桑的
苦闷人生，痴盼着丰收的光景。痴盼，一
生的痴盼；痴盼，日复一日的痴盼。淳厚
质朴的庄稼人，既辛苦又悲催，既充实又
操劳，世代传递这种无望和未卜的痴盼。
痴盼，这是世代相传的痴盼，这是生命最
初的一种本能欲望！这种痴盼已然融入
了祖辈父辈们的渴盼和希冀，简单透明不
加掩饰，就像发源于白于山北麓的无定河
源头之水一样纯净透明，滔滔不绝，行吟
如歌，荡荡的粼波涵漾着一河灵气，从从
容容地流经草原，迂回曲折地穿越峡谷，
坦坦荡荡地淌过沙漠，以向死而生的勇武
之气，扑向了这片大地，最后百折不挠地
汇入黄河，情怀坦荡，敦厚宽容。

我站在隆起的山梁处，双眸完全被沟
壑纵横和梁峁缠绕所吸引，褶皱的线条和
连绵的群山深深烙印在脑海里。无定河
曲折迂回，在沟壑峁梁的层层叠叠中穿
行，在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上穿行。在远

天远地、人烟稀少的黄土塬下，依山势凿
建而成的带着院落的向阳窑洞，零星散落
在丘陵沟壑的不同皱褶里，宽展阔朗的拱
形窑洞门驻足守望岁月的沧桑变迁。远
古黄帝在这片高原上缔造了华夏民族，从
此，黄土魂浸染了无数个春夏秋冬，信天
游吼出了祖祖辈辈的风雨沧桑，西北风吹
直了绿格莹莹的白杨，老黄牛踩出了山山
岭岭间的小路，世世代代的陕北人繁衍生
息在这片高天厚土。春飞秋走，山河变
迁，今天这片黄土地变得更加美丽富饶。
隆隆的钻机唤醒了沉睡千年的陕北大地，
一座座气魄雄伟、高耸林立的井架在山间
升腾的热浪里抖动挥舞，一台台风力发电
机借助强劲风势兀自旋转着修长的叶片，
陕北农民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黄
土地已然不是贫瘠荒凉的代名词了。

远处崖畔布满了表皮皱裂的柳树和
枣树，漫坡散开的羊群在缓慢移动，我仿佛
看见头戴白羊肚手巾，身穿粗布裤褂，腰系
长布腰带，手握柔韧皮鞭，脚蹬布满厚厚黄
土的千层底鞋，满脸风霜、满手老茧的羊倌
带着岁月洗礼的笑容，愣直起嗓子吼了起
来，那声音高亢低回，模糊的身影变得越来
越清晰，正由远至近向我走过来：

云里的日头洞里的风
富的富来穷的穷
面朝黄土背朝天
受苦一年又一年
风刮起黄沙满天尘
二月春风遍地青
缝上褥子铺上毡
一年四季有吃穿
酸甜甜的浑酒热腾腾的馍
招待亲朋好吃喝
陕北人爱唱信天游，那种蕴满肺腑的

吟唱和牵肠挂肚的嘶喊，是纳宇宙万物于
胸中、采天地灵气于体内、品世态人生百味
于心中的生命诠释，是洞穿生活烟云、传达
丰富情感、展望美好愿景的精神思索。蓝
天白云，山梁沟壑，朝天吼的信天游永远也
唱不完，沾满千年的黄土味，回荡在黄土高
原之上。我站在覆满黄土的高山之巅，感
受大自然无边的气韵景象，品读黄土大地
至淳至朴的乡风民俗，思想沉浸在烂漫花
海之中，内心忽然产生一种只有精神贵族
才会拥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神奇之
感，一股化骨酥心的快感贯通周身，整个人
都生出一种变为流云、化作飞鸟的旷怡妙
觉。陕北的风，陕北的阳光，陕北的歌声，
陕北的人，像源远流长的无定河一样，斗转
星移，岁月沧桑，总是一往无前，在风中，在
雨里雪里，穿过浩瀚毛乌素沙地，走过鄂尔
多斯高原，滔滔不息地流向远方⋯⋯

无定河的流脉（节选）

□马骏斐

诗意
从冬天 到春天 再到夏天
我一直都没有写
是因为
我的心中没有了诗意

它一直就在我身边的
像一只蜷缩的白猫
无声无息地
偎依

这长长的时光里
我只打了一个小小的盹
它就这么轻手轻脚地
走了吗

恍惚间
我似乎看到一道白光 消失
在白光里

我知道
它会在某个失眠的夜晚
回到
我的梦里

空白
我说空白
是因为我的空间被填满
它像一张黑幕
闭合在我的舞台前

会有灯光大亮的时刻
但此刻
我安然享受
这黑色的空
和茫然

这死寂的维度里
有一束光正疾速穿越黑洞
我想
我能守候它
亿万万年

现在
我一伸手 没有
抓住

哪里有
这个眼前的家伙
无色无味无影无踪

那些有滋有味的我叫过去
那些梦幻炫目的你叫未来

因为空
我们倍感珍惜

空白的诗意
（组诗）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
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讲话精神，特别是总书记在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和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充分展示我区改革
开放 40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
成就和沧桑巨变，引导、激励干部群众
积极投身“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
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内蒙古日报社举
办“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活动。

一 .征文内容
此次征文活动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主题，全面展示改革开放
40 周年以来，自治区经济发展、改革开
放、民生保障、民主法治、文化建设、生
态环境等各项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艺术地展现新时期、新常态背景
下，全区各族群众一往无前、吃苦耐
劳、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通过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为扩大自
治区知名度和美誉度，打造祖国北疆
亮丽风景线注入新动力。

二 .征文要求
本次征文活动集体和个人均可参

与 ，每 位 创 作 者 提 交 的 作 品 数 量 不
限。征文体裁以微型小说、诗歌、散
文、报告文学、随笔、歌词以及其他民
间文学等形式为主。征文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要求紧扣主题，言之有物，
务必做到客观真实，真情实感。

三 .投稿方式
请将征文稿件电子版邮寄至内蒙

古日报社《北国风光》邮箱：nmbgfg@
163.com。邮件注明“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征文，文尾写明作者真实姓
名、所在单位、联系地址、邮政编码、联
系电话等。

四 .发表方式
应征作品将及时筛选并在《内蒙

古 日 报》（汉 文 报）“ 北 国 风 光 ”版 发
表。征文活动从 2018 年 6 月开始，持
续到 2018 年底。

内蒙古日报社
2018 年 5 月 25 日

关于征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主题文学作品的启事

塞外诗境

□晶达

儿时拒食羊肉，尽管生长在内蒙
古腹地。不食羊肉、不会骑马、不通母
语，仿佛彰显血液中部分不属少数族
裔的倔强叛逆。

拒食羊肉，牛肉和猪肉也不常吃
到，由于家中寒窘。母亲十餐有八九
做鸡蛋炸酱面，吃得我气急败坏，偶得
羊肉的新鲜却无法拯救，愤恨之情更
甚——气急败坏地吃炸酱面总可以吃
饱，有羊肉的一餐于我意味着这顿饭
的取消。他们一边嚼得满嘴流油一边
煽动我吃，神情之“邪恶”仿佛巫师诱
我喝下变肥的毒酒。

我本性如同小红帽，每次面对他们
言不由衷的“这次一点都不膻”都会上当
受骗，一次又一次地味觉牺牲，终于在十
三四岁时以涮羊肉的方式接受了羊肉
——将冰冻羊肉卷切得薄软如宣纸，滚
水里烫一下，褪去血的殷与脂的煞，蘸芝
麻酱、豆腐乳、韭菜花混合搅拌的味料，
膻竟变成了绵。入口的享受便是被攻破
的城门，紧接着，羊肉大军各种改头换面
向我的城池渗透，直至全部占领。

羊肉串、烤羊腿、手把肉、羊肉汤，
无一不涉，越吃到后面佐料递减。从
烟熏火燎时加入油、孜然、辣椒、胡椒
到清白水煮只配上少许姜葱与食盐，
来者不拒。这过程如滴水穿石如积沙
成塔，可见只要方法得当，加上时间，
这世上无有不能解除的仇怨与对峙。
最后母亲发明一道菜甚得我心，羊肉、
土豆、胡萝卜，老姜、香菜、大葱段，一
起丢进锅里煮，清新而丰富。

吃是吃的，但对羊肉的来处有挑
剔：需是草原羊，顶好是海拉尔羊。那
些大尾巴羊屁股上遮着小茸帘子一般
的 片 状 尾 巴 ，随 着 它 们 奔 跑 一 扇 一
扇。它们吃海拉尔碱性草原上生长的
草，喝碱性河湾里流动的水，据说对于
祛除膻味有极好功效，因此海拉尔羊
肉也被称为无膻羊肉。

有一年初春，母亲就从老家带了
海拉尔羊肉给在京许久的我（及那时
的丈夫），她用白色泡沫箱装着，冻肉

在二十多小时的火车上融化出粉色血
水。我接过羊肉，就觉那肉更沉，它走
过一千多公里，在母亲的双手下拎到
我面前。于是母亲这道炖羊肉在我心
中便是京城生活的盛宴，把肉好好精
贵在冰箱，并不挥霍。

从初春到深冬，将羊肉小心翼翼
地消耗。

春节时候，那时的婆婆拎着大包小
什来同我们过年。她儿子提出要求，吃
久违的羊肉馅饺子，于是将我的珍藏贡
献出一些，所剩的还够再炖一次。

“我帮你把剩下的羊肉全剁了吧。”
“不用了妈，那些我还留着炖着吃呢。”
“你咋炖？”
“胡萝卜土豆一起炖。”
“你应该用大萝卜。”
“胡萝卜也行的，他也喜欢吃。”
婆婆没再接话，下午从超市回来

拎着一个大萝卜。我迎她进屋，边问
大萝卜做什么菜呀？她无比笃定地
说，给你炖羊肉啊！

大萝卜没有用来炖羊肉，第二天我
再次从婆婆将羊肉剁成泥的企图中救下
羊肉时与那时的丈夫发生了不快。我央
求他转告婆婆不要剁，他愤怒地说，剁不
剁有那么重要吗？剁了又咋了？

那块从刀下被拯救的羊肉忽然变
得有罪。就像一场战争之后的幸存
者，时刻提醒维持脆弱和平的双方曾
经的裂缝。它最好被遗忘，被放在冰
箱里冻得与冰不分彼此，最好被冻得
失去羊肉的模样与味道。

又到春天，我分居搬回到老家 。
几日后他也出差外地。没人交电费。
不知过了多久，借宿的朋友告知他没
有电的冰箱里长满蛆虫，蚕食了我们
所有剩下的与生活有关的食品，以及
那块羊肉。

如果所有生活的不幸牺牲的只是
一块羊肉多好。而现在，终于再无人
总念念不忘地将我的羊肉剁成泥。

羊肉战

□胡巨勇

从耕牛与鞭影
翻开的季节册页上拔节
芒种生长在乡下人心头之上
行走的铧犁
翻阅一句农谚
铮亮的锄头
写下行行平仄的诗句
汗水 虔诚地
向大地俯首称臣
为秋后的丰收时光开篇点题

阳光以最明亮的方式
与鸟语花香交流
唤醒的土地
开始向上分娩憧憬
洗亮岁月的沉重

把期盼和希望种下
春光勾勒出一幅温馨的画卷
乡村的农事
茂盛在初夏的大地
耕耘写进父老乡亲的脸庞
忙碌里的守望
被树丛布谷的啼唱
擦得越来越亮

芒种时节

□王玉玲

那些草木像长了脚趾一样，在原野
上奔跑，它们跑着跑着就长成一大片绿
意葳蕤的生命，长成田野的样子，以至长
成乡下家乡的样子⋯⋯

在家乡的大地上，草木杂乱无章的生
长，香蒿挨着蒲公英，车前草挨着泡泡花，
芦苇挨着香蒲，怪柳挨着红柳，也不管谁
挤着谁，谁的个头要压过谁，谁长的高矮
胖瘦，一概不管，只是没次序自由散漫的
胡乱生长。在田野上，除了高大的树，野
草好像拥抱着生长在一起，也分不清谁是
谁，远远地望去只是绿茵茵的一片。

野草在家乡的大地上那么繁茂，不
需要什么人对它额外的关照和呵护，自
是长成一种势头，野火燎原一般。从河
岸边，到田间地头，以及墙头上只要有一
点泥土，它就能安身立命，拔着高展示自
己的野性。

野草是和童年联系在一起的，在我的
童年，野草拥拥挤挤，极其友好的生长在
一起。一片草滩中，野草和野菜像亲戚一
样，生长在各自的位置上。它是大地的肌
理，它们的生长势头反映着这片土地的贫
瘠或富饶的密码。野草是大地的一件得
体衣裳，大地四季披着这件衣裳，色彩自
是不同。四季的轮回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情。春天，河边、坡沿、甸子上的野草都睡
醒了，缠绕的根在地底下恣意伸展，像受
到魔法师的蛊惑，争先恐后地从土里钻出
来，几天后灰蒙蒙的大地就焕发了生机，
深深浅浅的绿色，像是地毯盖住了地皮。

鸟们欢喜起来，把家安在最稠密的
草窝子里，过起了幸福喜乐的小日子。
蚂蚁、蜘蛛、蟋蟀以及草原上的灰虫，绿
虫都在自己的领地活动起来。野草坡是
安静的，又充满着躁动，悦耳的鸟鸣，草
丛里虫子细碎的叫声，都组成了大地上
神秘的乐章。

我上小学的那年，家里养着一头西
门达尔杂交奶牛，这头奶牛产奶量极高，
我和五姐要轮流着去西南甸子放牛。牛

在这片茂盛的草滩上悠然的吃草，嘴角
都是青草的绿汁液。那些青草的气味一
股一股飘过来，牛蹄子踩着草叶发出沙
沙的响声，偶尔惊飞一只孵化的鸟，这块
草地上的鸟太多了，几步远就能看见一
个鸟巢。野草给大地以覆盖，保护着大
地上的这些生灵，给它们隐身之所，也用
草籽和绿叶养育着它们。牛吃过的草
滩，过几天又绿蓬蓬的长出嫩的新草，野
草的生命就这样生生不息永不停止。

我们这群村里的孩子除了假期放
牛、放羊，然后就像野草一样自由散漫的
生长，我们把野草当成好朋友。野草除
了能喂牛羊，韧性极强的麻丕子草还能
拧草绳，在下课比上课时间还要长的小
学时光，跳草绳、打口袋，我们虚度着和
草木一样自由的时光。大人除了觉得侍
弄庄稼收获粮食是有用的，并没有把一
个孩子的学习当成什么重要的事。放学
后，大人并不会催促着孩子去写作业，而
是让孩子拿着小镰刀去给牛割草。漫山
遍野都是野草的天地，孩子们和天地同
呼吸，和野草谈友爱和亲密。没有作业
的压力，那是极惬意的童年时光。

在家乡的自然中，每一个物种都有
它的作用。村子周围的田间地头，渠边
沟沿，铃铛蒿狂野懵懂的疯长，一米多高
在路边一站，给人村夫野莽的印象。它
们的生命只是短暂的一季，下一季的轮
回是靠野鸟或者大风把它的种子送到几
十里外，生命才得以延续下来。那些年，
父 亲 领 我 们 去 割 铃 铛 蒿 ，晾 干 了 当 柴
烧。铃铛蒿在灶膛里噼啪做响，那浓白
的烟在烟囱里飘出来，飘成云朵的形状，
一缕一缕的，炊烟里也有浓浓蒿子的味
道，那可能是草木家乡最独特的气味。

家乡的大地上，和野草一样多的差
不多就是怪柳了，河岸边土路边，西园子
里，南河堤下，都是这种嶙峋怪态的疤瘌
柳。它的生长极慢，好像慢腾腾的生长，
才能吸足光阴里的养分。春天它感应天
气岿然不动；夏天它负责愉快的生长；秋
天它觉得累了就把叶子卸下来；雪花落
下来，它又不慌不忙的睡了整整一个冬

天。它遵循着节气的变化，在极缓慢的
生长中，完成了生命的轮回。村子东边
的土路两侧，也都生长着这种满身疤瘌
的柳树，村里的孩子在它歪斜的躯干上
掏鸟巢，割柳条编小筐。恍惚是记得在
父亲变老那几年，路两侧的怪柳集体被
砍伐，树根挖下的坑里，栽上了速生杨
树，这些杨树八九年成材，一茬一茬被伐
木者送到木材加工站，伐成木板，做简易
木箱用。后来，耕地的扩张，只剩下河岸
边的怪柳，和岁月对抗着。一百年的光
景也不过是长到一个壮汉子的腰身那么
粗，它不急、不怒、不忧，一百年或者三百
年，它活成一棵树本来的样子。

村外的这些怪柳和林子里的野草，组
成了迷人的杭盖。杭盖，是一个古老的蒙
古语单词：它的意思是，一个有着蓝天、白
云、草原和树林的世界。白五每天赶着羊
群自然放牧，野草喂养着羊群。树木庇护
野草，林中草木呈蓊郁之势，羊群是大地
的音符，这是草木家乡一道独特的符号。

草木家乡是有气味的，最浓郁、最诱
惑人的季节当然是秋天了。秋天好像满
村子都散发出沙果的气味，母亲园子里的
沙果亳不掩饰自己的香味。沙果树结果
期长也皮实好养。村外的野草呈现出金
黄色时，村里果子的香味像个淘气的小精
灵四处乱窜。母亲把吃不了的沙果东一
筐西一筐的满村送人。还有吃不了的，风
刮落下来，一大堆红灿灿的果子掉在地
下，腐烂在泥土里，给新生命当养料。树
上悬挂的，黄蜂和喜鹊来随便啄食，没有
农药浸泡，鸟雀放心啄食。人与大自然，
人与鸟兽之间的和谐，在此没有什么刻意
说辞，村庄在自然中完成了这道程序！

我的草木家乡是一种辨识度极高的
乡 村 记 忆 ，也 是 极 能 愉 悦 人 的 生 命 体
验。和草木慢慢生长，不着急不抱怨，一
生就是那些节气堆垒的充足光阴！

草木家乡

乡土炊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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