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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是会说话的。会说什
么话，看似不吱声的草原其实
一直在问我们，想听什么样的
话？！

低语。草原一年四季都尽
力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
为取悦任何人，只是本能，似乎
更是为了自己那份绿色的尊严。

不争，不吵，不闹腾，天上
的雨水来与不来，早来晚来都
没关系。等，仰天等待。

明年行，后年也可以，大后
年其实也无妨。心里盼着雨
水，也只是想想。顶多是拱出
地面的小草，枯黄着脸默默无
语。

草原在说什么，用心听也未
必听得到，听懂更难。这些年来，

草原低语的特质越来越强。
在草原，听比看难。
为什么？想听懂草原的话

语就要有能懂草原的心。
回到鄂温克草原。6月末，

被雨水滋润后，草原上的祭祀
仪式和那达幕依次举行。女孩
子身后，就是搏克赛场。惊呼
声，欢笑声揉进绿色后，草原马
上就活了。

这不，女孩子看了几眼比
赛，转过头来语调低低地向母
亲撒起娇来：额～吉，额～吉。
母亲的回应声几乎让人听不
见：哎～哎。母亲轻轻抚摸着
女儿的脸，对相机的快门来说，
这个瞬间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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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霞

没想到，我师范毕业的首站，
竟是一所地处深山的复式小学，十
七名同学三个年级。课间休息，一
个留着鼻涕的小男孩，凑到我跟前，
怯怯地问：“老师，我们也可以像城
里学校一样升国旗吗？”我不假思索
地微笑回复：“当然可以，周一！”

想到校长因经费紧张而紧锁
的愁眉，我便拿定主意自己解决。
周末，买了国旗、磁带，提前返校，
找村长帮助砍树、备绳、制作简易
旗杆。忙到深夜，才准备就绪。周
一清晨，我亲自当升旗手、随身听
放国歌，一人带十七人，行注目礼，
凝视着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伴着
红日一同升起，第一次飘扬在深山
上空，我哭了，孩子们也哭了。

十六年前那场朴素的升旗仪
式，我终生难忘，更难忘孩子们庄
严的队礼、闪亮的双眸、感动的泪
光。从那日开始每周升起的国
旗，已不仅仅是一面国旗，那是孩
子的梦想和希望，足可激励一生。

老家的六爷，在村里有些另
类，每年春节、国庆都会在自家门
楣悬挂国旗，成为一道风景。去
年国庆回家，瞥见那面五星红旗，
我不禁与六爷攀谈起来，也明白
了深藏于他心中的国旗情缘。

六爷参加过抗日战争，去过
朝鲜战场，曾亲眼目睹战友们前
赴后继，用生命护卫红旗插上山
头的悲壮一幕。受其影响，年轻
的六爷表现英勇，并有幸当了一
段时间的旗手，冲锋在战斗前
沿。自此，六爷便对红旗产生了
特别的情感。硝烟散尽的和平年
代，六爷更将国旗奉为至宝，年年

悬挂，坚持几十年。
那面悬挂在六爷家前门的国

旗，映红了山村。那已不仅仅是
一面国旗，那是六爷的信仰和追
求，铭刻着那段血雨腥风的峥嵘
岁月，更凝聚着对如今幸福生活
的珍惜与感慨。

那日值班，接到一位老者来电
提醒，单位楼顶的国旗该换了。我
特意到楼下仰头一看，可不是，经
历风吹日晒雨淋之后的国旗，颜色
已淡、边缘起毛，显然不太庄重、有
失庄严。向领导汇报，立即派人重
新更换，且严肃要求必须随时检
查，保证鲜艳、规范。

此事，引我深思。行政机关
悬挂的国旗，不仅仅是一面国旗，
那是政府的形象和荣耀，展示着
地方发展的成就与活力，是群众
心中的依靠、幸福生活的航标，不
容小觑。我暗自决定，自己要做
无名监督员，让小小县城的国旗
时刻红艳、高扬。

海疆边陲，在边境线上猎猎
飘扬的国旗，昭示的是领土的完
整与神圣；灾难来临，飘扬在灾区
上空的国旗，是种不倒的信念与
激励；身处海外，只要国旗飘扬的
地方，便是温暖的家园与港湾；异
国遭险，在祖国大地、在自己心中
永远飘扬的国旗，便是坚强的后
盾与靠山。

无论何时何地，五星红旗，都
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因为那不
仅仅是一面国旗，代表的是我们的
祖国，至高无上、不可侵犯，值得我
们用毕生去追随、增光、捍卫！

不仅仅是一面国旗

周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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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启俊

翻遍历史典籍，只知道家乡的那处古
渡口在北魏时期号称金津渡口，其他的身
世和来历再没有任何记载。直到上个世
纪 70年代以后，随着被历史尘封了两千
多年的秦直道面世，古渡口的面纱也被缓
缓掀开。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在沟壑纵横的黄土
高原上，“堑山堙谷”，修筑了一条从首都咸
阳通往阴山南麓九原郡的交通大动脉。因
道路大体南北相直，史书中称之为“直道”。
秦直道是与万里长城同期兴建的“同胞兄
妹”工程，比古罗马大道还要早两百年，堪称
世界历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古渡口正
是这条大通道上跨越黄河的要津。

秦直道建成后的千余年间，在这条旷
世奇迹的古道上，演出了一部又一部惊泣
鬼神的历史连续剧：秦始皇的辒辌灵柩返
回咸阳，汉武帝北上巡边，王昭君出塞，蔡
文姬归汉……古渡口是秦直道的必经之
地，承载了如此厚重的历史，然而，在这里
留下印记的只有那位汉代的和平使者王昭
君。因为昭君从这里渡河北出和亲，给汉
匈人民带来了60年的和平，当地人为了纪
念她，将渡口西侧的一座圆形山丘叫作“昭
君坟”，把附近鄂尔多斯高原台地一段有棱
有角的山梁称为“落雁崖”。不知什么时
候，索性又把古渡口也改名为“昭君坟渡
口”。

昭君坟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山丘，底径
只有百十多米，山高约四五十米，状如母
乳，轮廓分明，高高凸起在一马平川的黄河
冲积平原上，远远望去青蓝青蓝的。黄河
在河套平原上如野马狂奔，南冲北撞，恣意
流淌，很少有固定的河床。昭君坟的那段
河道地质结构特殊，上苍赐予此处渡口沉
着稳重的禀性。因此，虽然后来秦直道衰
落了，这里仍然还是远近有名的渡口。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了这
里，加上后来的战乱，渡口曾一度荒废。直
到 1954年再次起死回生，重新恢复了航
运。

塞外的黄河每年入冬结冰封河前和翌
年春天开化时，都要经历两次凌汎。每逢
流凌季节，满河床大大小小的冰块顺流追
逐、碰撞、倾轧，其势如排山倒海一般。此
时，两岸的交通阻断，纵然有十万火急的事
情，也只能望河兴叹，耐着性子等待。

每年冬至之后的两三个月，行人可以
在冰面上择路而走，车辆必须从“洒道”上
过河。人们选择合适的路径，给冰面上撒
一层黄土，既能够防滑，又是没有文字的路
标。昭君坟渡口每年都是“洒道”通行的地
方。几十年前的天气似乎比现在要寒冷，
黄河的冰层接近一米的厚度。尽管如此，
也常有车辆和行人坠入冰河。尤其是在春
季开河流凌前的那段时间，冰层开始消融，
酥而易碎，往往容易发生此类悲剧。

从清明节过后到冬季流凌之前，这大
半年时间是渡口航运的季节。昭君坟渡口
大小船只齐配，有着急赶路的行人可以坐
小船过河，不用等太长的时间。小船的俗
名叫“划子”，一个船工两手把握双桨即可

操作。由于其体量小而轻便，在大河上航
行，简直像一瓣西瓜皮漂浮在水面上，摇摇
晃晃，每次坐小船过河都令人胆战心惊。
偶尔遇上恶劣的气候，或者操作不当，时有
船倾人亡的事故发生。

记得有一年盛夏，我在昭君坟渡口上
游的一个小渡口过河，那里只有一艘小
船。船上装了一辆小驴车，拉车的毛驴被
捆绑住腿足平躺在船仓中央，一起坐船过
河的还有七八个行人。小船刚刚离开码
头，那头毛驴挣脱了一条腿来回乱动，船身
剧烈地摇摆。眼看着就要大祸临头，坐船
的人们一阵骚动。老船工脸色铁青，大声
呵斥：“别乱动，坐好！”同时命令赶车的人
和另外一个小伙子死死摁住那头毛驴，几
分钟之后返回了码头。幸亏那天小船没走
多远，能够及时靠岸，免遭了一次劫难。后
来每当我想起那惊险的一幕，仍然心有余
悸。

坐大船过河要比小船安全可靠，但是，
运送的速度缓慢。行船时艄公把舵指挥，
几个小伙子有节奏地搬棹。那时候的黄河
水深浪大，河流湍急，船工们紧咬着牙关，
喘动着嘴角，使出浑身的力气，驱动船身按
照既定的航线向前划行。船头看似朝向河
对岸的斜上方行进，实际上到了对岸停泊
到下游远远的地方。拴好了船，卸下了货
物，船工们撑篙、拉纤，逆水把船推拉到上
游的码头，装船后再返回对岸。这样往返
一个来回，足足需要少半天的时间。

由于交通重心的转移，距离昭君坟下
游30公里处的大树湾，成为这一带最繁忙
的渡口。上世纪50年代末，那里开始配备
拖轮和大吨位的驳船，连满载货物的解放
牌汽车也可乘船渡河。

1966年10月，我刚走进中学校园不长
时间，学校组织学生到包头市参观。几百
名学生徒步行走了20多公里来到大树湾
渡口，看到拖轮拉着驳船来回摆渡。虽然
拖轮的速度比人力搬船快了许多，但是，在
这条主干道上来往过河的车辆和行人也格
外多。我们到达河边时，渡口岸边已经排
好了长长的队伍，大家只好坐在河滩上等
待。深秋时节，草木凋零，秋风带着几分寒
意。在这喧嚣嘈杂的地方等候了差不多两
个小时后，我的心情禁不住郁闷和烦躁起
来。就在此刻，蓦然间，人群中传来一阵悠
扬动听的笛声。一位老师吹奏起那首当时
脍炙人口的《翻身农奴把歌唱》，优美的旋
律顿时冲散了我心中的阴霾。高亢的笛声
不绝如缕，在河滩的旷野上空升腾、弥漫。
记不清又过了多长时间，终于轮到我们登
船了，在“嗒嗒嗒”的轮机声中渡过了黄河。

轮渡沿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大树湾渡
口架起了由十几艘钢驳船连接而成的浮
桥。有了浮桥，车辆和行人就可以直接从
桥上过河了。但是，浮桥承载不了大吨位
的车辆，就是普通车辆也不能双向行驶。
最使人无奈的还是每年两次凌汎期间，浮
桥必须撤回岸上，等到彻底封河或开河后
再重新搭建，同样不能解决交通长时间中
断的问题。两岸人民翘首期盼这里能够建
筑一座畅行无阻的大桥。

人们终于盼来了这个载入史册的日
子：1983年10月19日，210国道黄河大桥

建成通车了！从此，在黄河“几”字弯顶端
近千公里的河道上，结束了没有公路桥梁
的历史。那几天，两岸人民处于极度兴奋
之中，欢歌载舞，隆重庆贺大桥的胜利贯
通。这座桥就在大树湾渡口上游不远的地
方。大桥通车了，那座浮桥随即转移到了
其他需要的地方，这里的渡口也被人们慢
慢地淡忘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神府—东
胜煤田开发的炮声，包（头）神（木）铁路建
设正式上马。四年后铁路全线交付运营，
成为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年运量超过亿吨
级的煤炭专运线。黄河铁路大桥与先前已
经建成的黄河公路大桥比翼并行，把草原
钢城和鄂尔多斯高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家加快了重点能
源战略基地的建设步伐，煤田生产大规模
扩张，地区货运量井喷式地增长。210国
道上拉煤和运货的卡车摩肩接踵，一百多
公里的公路上车辆昼夜川流不息，堵车成
为一时无法破解的难题。黄河公路大桥是
全线的咽喉部位，车辆的拥塞常常达到数
公里之多。出乎人们预料的是这种局面并
没有持续多久，包东高速公路在紧锣密鼓
的施工中修建而成，新建的三座公路大桥
也随之相继矗立在距离国道二三十公里内
的黄河上。建设速度之快，实在令人惊愕。

几年前，包（头）西（安）铁路全线开
通。这条铁路刚好从九原郡的遗址边擦肩
而过，铁路大桥就座落在昭君坟渡口下游
几公里的地方。历史再次以近似直线的通
道将古郡和古都连接起来。

在国家最新规划的“八横八纵”高铁网
中，有“一纵”是由包头通往海口的大通
道。打开规划蓝图清晰可见，这条粗粗的
黑线恰好是共和国版图的中轴线。让人确
信无疑的是用不了多长时间，这条纵贯南
北的钢铁大动脉将会横空出世，展示在世
人的面前。届时，从祖国北部边陲到南疆
天涯海角，长达万里的旅途，乘坐火车朝发
夕至。

今年4月，我从家乡出发途经昭君坟，
带着捡拾童年时记忆的兴致，登上了这座
几十年前曾经留下过我脚印的山丘。春天
的清晨，雨后初晴，绚丽的朝阳照得远处的
天边一片通红，黄河逶迤伸向远方。不远
处，包西铁路大桥气势如虹，像一条彩练横
挂在黄河上空。我知道在它的下游几十公
里范围内，还有几座同等规模的大桥平行
排列。此刻，望着滚滚东去的黄河，我在
想：古渡口一定比我们所知道的秦直道还
要遥远，只是没有文字记载无法推断而
已。我们的祖先从刳木为舟、木筏或皮筏，
到木船，再到近代的钢质机动船，至少经历
了数千年的历史。然而，从船到桥的转换
和交替，仅仅是最近几十年的一瞬间。我
脚下的这处曾经古老而又辉煌的渡口，已
经淹没在历史长河的洪流之中……

一列动车闪着银色的光芒，从铁路桥
上一掠而过。轰隆隆的声响，是车轮撞击
铁轨的声音，也是时代飞速前进的脚步声。

古渡口遐思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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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才

今年入夏以来，阿拉善大旱，北部的乌
力吉和银根一带赤地千里，满目苍黄，吃不
到水草的骆驼毛色黯淡，脚步踉跄，随时都
会倒下去，看着就让人心碎，这番景象，让
我不得不拿起笔来，我要写一写阿拉善骆
驼——

在所有追随人类的动物中，它可能不
是最出色的，但它却拥有吃苦耐劳，不畏艰
险，淡定从容的品格和气质，它一定是最敦
厚最坚韧的，它有着极强的耐力和膂力，是
的，它就是骆驼！骆驼是沙漠之船，无论沙
峰有多高，无论沙暴有多强，它都能沉着淡
定如履平地攀上沙漠的最高处，站在沙山
之上——驼峰才是沙漠之巅。

总记得骆驼的眼神，是那么清澈深邃，
目光永远落在很远的地方。那清澈中又仿
佛有着深不见底的思想，所以梭罗说骆驼
是“动物中唯一可以一边散步一边沉思
的”，而在养驼人眼里，骆驼是天赐的神物，
是吉祥的生灵。

位居西北一隅的阿拉善是“中国骆驼
之乡”，曾经有二十多万峰骆驼生活在这片
苍茫的土地上。

阿拉善蒙古族把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
称为“五畜”，也叫“五宝”，其中骆驼被尊为

“五畜之王”，当地养驼人对骆驼的情感朴
素而深厚，他们对骆驼的赞赏和偏爱酿就
民族传统文化酒一般的浓郁醇香，这一切
就折射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之中。阿
拉善蒙古人讲骆驼虽不在十二生肖之列，
但他们认为骆驼兼具十二生肖的美德和特
征——“马头兔嘴羊鼻梁，鼠耳猴毛虎胸
膛。蛇眼牛蹄猪尾短，龙脖狗肚鸡腿长”。

由于骆驼的珍奇、灵性、美德和对人类
的贡献，在人们眼里，骆驼始终被人们视作

吉祥和深情的象征，一直受到人们的尊
敬。在阿拉善，养驼人把体型好、毛色亮、
产羔多、驮稳行疾，贡献巨大的骆驼视为

“功臣骆驼”，（蒙古语称为“达尔罕特莫”）
退役后不得宰杀售卖，成为自由之身，直到
自然终老。

在阿拉善牧区，还盛行着将骆驼作为
祭祀实体对象的习俗。这种祭驼活动内容
十分丰富，包括祭儿驼（种公驼）、祭母驼、
祭驼群等，以祭祀祈愿公驼强健，母驼繁育
和骆驼种群不断壮大。现在，“祭驼”已然
成为阿拉善蒙古族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和
民俗景观。

在阿拉善别具一格的骆驼民俗文化
中，“劝奶”是最具人文色彩和民族文化魅
力的风俗。产后的母驼烦躁不安并常常排
斥幼崽，嗷嗷待哺的驼羔一直不为母亲所
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牧驼人就会想办法给
骆驼“劝奶”，通过“劝奶”的方式诱导母驼
分泌乳汁，让母子相认。其方法就是为母
驼唱歌，用舒缓哀婉的歌声打动母驼，唤醒
其母性。有时还要“对驼弹琴”，请琴师弹
琴伴奏。劝奶一般选择在户外，参加仪式
的人们或站在母驼身边或分坐在旁边的沙
丘上，琴师先将把马头琴挂在驼峰上，风拂
琴鸣，骆驼要先接受一会儿琴声弦韵熏
陶。这时牧驼人歌声缓缓响起，并且一边
歌唱一边轻轻抚慰母驼，悠扬低沉的琴声
亦随之奏响，养驼人在歌中唱到：

没有喝过金色乳汁的小驼羔啊
没有戴过围兜的小驼羔啊
没有用绳子绑过的小驼羔啊
没有吃过榆钱树叶的小驼羔啊
鼻子上没打过绳扣的小驼羔啊
没有经过大河溪流的小驼羔啊——
琴声悠扬，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

躁动的母驼鼻息放缓，渐渐安静下来，在哀
婉的曲调中母驼流泪了，开始咀嚼反刍，慢

慢张开后肢，开始给幼崽哺乳。这真是一
个令人无不动容的过程，人与骆驼的交流
交融是如此自然和谐，充满了爱意。于是
人们说骆驼是懂感情的动物。

骆驼虽然高大顽强，但是它也有“软
肋”，两年前去阿拉善北部作“驼道”考察。
亲眼看见一峰“仰死的”骆驼，在当地方言
里，“仰”发一声。自重原本就大的骆驼吃
饱喝足后倒卧在一处低洼避风地，而这种
仰卧却往往是致命的，因为庞大的腹背位
于斜坡的下端，蹄子空悬后导致骆驼“一卧
不起”，最终四脚朝天“仰死”在哪里。强壮
的骆驼也有脆弱的一面，在牧区常常可以
看到被围栏铁丝缠绕困住的骆驼，或被疾
驰的汽车撞死撞伤的骆驼，面对“哭泣的骆
驼”，有动物保护者在“朋友圈”奔走呼吁，
也有人到现场“救死扶伤”。

依然记得第一次骑乘骆驼的情景，第
一次骑上驼背，先是高大的骆驼温顺俯卧
下来，然后，当它站立时，倏忽之间，你便被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视野瞬间打开。驼
峰之上是另一番天地。在高高的驼峰之
上，有一条长路蜿蜒，丝绸柔滑、茶叶芬芳，
琥珀和玻璃的光泽交相辉映！驼铃和篝火
带来了远方的文明！

阿拉善紧邻河西走廊，在丝绸之路绵
延不绝的驼铃声中不乏阿拉善骆驼的身
影，青藏公路的建设工程现场，阿拉善骆驼
也立下了“汗驼”功劳，甚至直至今天，在祖
国的边境线仍能看到巡逻的战士和骆驼。
据说，骆驼的的驯化史已有六千年。人类
离不开骆驼，那不仅仅是因为骆驼温顺耐
劳，是人类忠实可靠的朋友，更重要的，是
因为我们爱着骆驼，甚至敬畏骆驼。

骆驼与阿拉善

□丁永才

心向根河
从掠过原野的车窗望出去
除了星星点点的蛇见愁花
扑入视野的都是金色

想一下春花和不久以前的夏雨
秋霜不声不响就染白了角角落落

只能从车窗内眺望外面的精彩了
旷野上那些视线不及的阡陌呢
用心倾听那如歌的风声
表情却和山林一样丰硕

就做森林里的一棵树吧
在那条有根的河畔
注目一次
足以用一生述说

根河
曾经不止一次地设想
抵达那条被叫做根河的河流时
我是否应该欢呼抑或嗨歌

一次次梦里真的与根河相拥
桦皮船在浪花里穿梭
河岸红遍竞赛的渔火

步履匆匆丈量不出实距吗
我从景观大道东疾步城西
根河一次次成了取景框中的衬托

那些清亮亮的河水
不论我欢呼抑或嗨歌
都波澜不惊地流向天高地阔

就这样平静与舒缓的根河
被聪明的根河人
用景观大道彰显气魄

万木峥嵘的日子
根河倒映林涛
白雪皑皑时锁住远山的巍峨

木屋度假村的清晨

这个清晨
被鸟叫声吵醒

天空描摹水洗过的蔚蓝
云朵飘逸蝉翼般的轻盈
晨风舞不乱木屋的平静
满树的红叶和秋霜
也掩饰不住诱人的透明

木屋度假村旁的根河也触景生情
忙碌的浪花
书写着从冷极走向热情的梦境

我不只寻章摘句
我还尽享摄人魂魄的风景

冷极湾
奔跑的秋意任谁也拉不住
冷极湾的水一瞬间彻骨寒凉
岸边的树被秋风挟裹着
让谁的目光在鹰翅上翱翔

秋风在枝头悄然挂霜了吗
透过满坡稠李子树的芳香
成熟让这些垂涎欲滴的野果
更拼命地接近阳光

狂草的“冷”字写就思考的命题
谁的呼唤飞着飞着就迷航了
我们一群与诗歌为伍的行者
留在冷极湾栈道上的诗情
一寸一寸温暖了前行的方向

敖鲁古雅人
敖鲁古雅人是漫山遍野的树林
风雪不断地雕琢之后
腰杆儿依然挺立自豪

既然活得像无拘无束的树
就柔中带刚不乏岩石的劲道
可在荆棘遍布的山林中
敖鲁古雅人总是活出骄傲

从不管雨多大雪多狂
敖鲁古雅人见怪不怪
只管走自己的路
美好未来总是让他们不断奔跑
撒一程鹿铃儿抑或小曲
而满身弥漫的酒气
能勾画出祥云分外妖娆

惬
怀

絮
语

根河，静静的山水人及其他
（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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