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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
今年是《内蒙古日报》创刊 70 周年，《北国风光》文艺副刊与《内蒙古日报》一起走过 70 个春秋。
70 年，弹指一挥间。70 年，风帆正举，大梦正圆。
11 月 8 日上午，内蒙古日报社召开《北国风光》创刊 70 周年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北国风光》创刊 70 年来，在促进草原文化繁荣发展、助力文化强区建设、鼓励文艺创作创新、发现培育

文艺新人、传播文化正能量、引导文艺创作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进行深入探讨，总结经验，提炼亮点，把脉问诊，以期把《北国风光》办得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有品质，更好地为广大读者
服务、为各族人民服务、为促进自治区文化繁荣发展服务。

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对《北国风光》创刊 70 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积极为《北国风光》更上一层楼而建言献策。现将部分发言内容摘登如下，与您一起分享。
——编者

□宋生贵（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70 年，是一个不短的历程，一代
代副刊人默默奉献，辛勤耕耘，刊发
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培养和扶持了难
以计数的文学人才，《北国风光》早已
成为富有吸引力的文学园地。

就我自己而言，可以说是与《北
国风光》副刊结缘早，交情深，而且获
益匪浅。我最初能够连续性读到《内
蒙古日报》，是 1974 年高中毕业后当
上了代课教师之后，副刊《北国风光》
是我每期必读、而且是读得最细致的
版面。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对这片在
心中有些神秘感的文学绿洲，怀有向
往之情。

1980 年，《北国风光》第一次发
表我两首短诗，对我鼓励不小。之
后，我有些胆怯地揣着一篇稿子找
到内蒙古日报社副刊部。接待我的
正是我那两首短诗的责任编辑、正

值中年的李世琦先生。他说：“踏入
文艺的门槛，就得有一种宗教般的
虔 诚 ；常 言 道 ，精 诚 所 至 ，金 石 为
开。”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也很深，
直到今日。

后来，我又陆续接触到郭钰、海
粼等几任编辑。我认为，一个好版面
的形成并且持续性地风采不减，与编
辑人员的境界、水平及付出，是有直
接关系的。

是的，作为一个作者，我不能忘
怀并在此特别表示感谢的是，《北国
风光》的诸位编辑给予我的支持，对
我坚持写作鼓励很大。

40 多 年 过 去 了 ，我 与《北 国 风
光》，如益友相交，日愈久而情愈深。
她是我心中常绿的文学园地！

我心中绿色常在的文学园地

□鲍丽丽（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为了把《北国风光》栏目建设得
更好，我简要谈几点粗浅之建议。

扩大选材的包容性。《北国风光》
既是内蒙古文学图景的展示窗口，
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文学风
尚的航标。今后可选择一些在国内
重大文学奖项中获奖的作家作品进
行刊登，同时也可增加一些有影响力
的诗歌和微型小说、散文等。并且不
局限于区内作家或区外的仅和内蒙
古有关的作品。这样不仅可以满足
读者多元化的阅读需求，同时也可以
博采众长，提升副刊的活力。

不断提升作品质量。在信息多
元化的时代，报纸副刊如何能吸引读

者、打动读者、留住读者，一直是编辑
们思考和探寻的话题。笔者认为可
在注重民族性、地域性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质量。

加强成果的推介。能否设立专
栏重点推出一些内蒙古的作家及作

品，形成声势向外界推荐。另外，还
可以采取文学巡礼的方式，对各盟市
的文学发展现状及作家进行重点介
绍。这既是鞭策也是鼓励，也是文学
领军的一次集体亮相，有助于文学成
果的鉴赏和推广。

回顾过去，做好当下都是为了更
好地展望未来。70 年，只是历史长河
的一瞬间。对《北国风光》而言，今后
的路更长。70 年不忘初心，70 年砥
砺奋进。希望《北国风光》继续在政
治上高站位，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办刊
的总指引，同时保持和发扬文学专刊
一 贯 的 高 水 准 ，不 断 刊 精 品 、推 人
才。衷心地祝愿《北国风光》这处文
学高地永远成为心灵的家园，成为一
生的良师益友。

尽责守土 信念传承

□王苹（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与其作为一名评论家进行点评，
我更愿意以一位作者的身份，写下我
与《北国风光》文艺副刊的点滴往事。

相比起一般都市报纸的副刊，《北
国风光》明显偏重于文学色彩。其中
刊发的散文诗歌或者评论，都有着浓
郁鲜明的文化底蕴，和雅致辽远的文
学情怀。所以作为作者，我在投稿的
时候，都会特意选择具有更深沉的情
感力量或文学品质的散文，发给《北国
风光》的编辑。而作为读者，《北国风
光》则是我在 2010 年 9 月抵达内蒙古
这片北疆大地的时候，最初的文学窗
口。我在这里，通过文字，阅读了辽阔
的草原，荒凉的戈壁，壮美的沙漠，和
古老的森林。这一栏目，因其对地域
文化及内蒙古审美的准确把握，而呈

现出与一般报纸副刊迥异的面貌。它
是“这一个”，而且是独特的“这一个”，
是只看文字，就能确认来自于内蒙古
这片大地的文学版块。

虽然我并不能完全地了解它过
去 60 年的历史，但是，我却参与了近
10 年它行走的历程。它从未变过，却
历久弥新，犹如穿越了千年却始终如

一的蒙古奶茶的味道。我在不停息
的写作中，与这片园地发生着这样那
样的关联，我确信自己生命的某一部
分，已经被这片园地浸润。它与塞外
这片土地，一起成为我写作和审美的
重要根基。

是的，《北国风光》所呈现的就是
内蒙古这片土地的根基，是草原以下
肥沃的泥土，和泥土里缠绕着的无数
野草的根茎，是千万年前就在这里存
在的沙漠、森林、河流和山川。一个
报纸的副刊能够历经 70 年，我想它
不再只是一个副刊，它已然成为一个
品牌，一个面向北方的窗口，一个文
化的脉络与根基，一个提及内蒙古文
学、草原文学这些概念时，绕不过的
文学阵地。它也必将成为内蒙古历
史的一个部分，与其一起历经 70 年
的风风雨雨，并继续以深沉的力量，
为更多的作家，提供文学的沃土。

打开北国之窗

□包银山（内蒙古文联副主席）

《北国风光》是内蒙古日报的名
牌专版，是日报唯一的文学专版。70
年来，《北国风光》文艺副刊作为党报
副刊，突出地区和民族文化特色，突
出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
把先进的文化理念、文化精神、文化
价值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出来，取得了
辉煌的成绩。

回顾《北国风光》文艺副刊 70 年
发展之路，我们首先会联想到的是那
些别具匠心、丰富多彩的栏目。《北国
风光》以固定栏目和流动栏目相结合
的形式来设置版面，发挥版面的社会
效益，传播正能量，形成一个巨大的
内容体量，满足了几代读者的阅读需
求，滋养了几代人的心灵。

70 年来，《北国风光》文艺副刊应
用文学的形式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立足于区内外的文艺名
家、知名作者，刊发文艺名家的优秀
作品，为内蒙古现当代文学培养和造
就了几代作家，为这些作家的成名成
家提供了摇篮和平台。同时以人民
为中心，刊发反映当下人民生活状态
的作品，刊发带有泥土味道的作品，
刊发基层作者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新闻战

线上的文学楷模。
回望《北国风光》文艺副刊 70 年

之路，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一系列的
行之有效的推动创作繁荣和拓展传
播渠道的品牌活动，成功地引领和繁
荣了文学创作。

我们正处在文艺繁荣的黄金时
期。希望《北国风光》文艺副刊的全体
采编人员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总结好成
功经验的基础上，谋划好未来的工作，
以讴歌人民、讴歌时代，有生活温度、
有精神筋骨的作品，丰富广大读者的
心灵生活，回应时代的要求、读者的需
求和未来的期待！希望《北国风光》文
艺副刊以创新的理念引导广大作家，
不断用具有草原文化特色、草原文化
风格、草原文化气派，又不乏人类情怀
的作品，满足广大读者日益提高的文
化需求，为内蒙古文学事业的健康发
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突出文化特色 放歌新时代

□博尔姫塔娜（《北国风光》退休编辑）

记忆一直醒着，所幸留下的，都是
明媚芬芳的片断。

在《北国风光》工作的日子，紧张而
快乐，也很有趣。寻找好稿子的过程，
也和人家满世界寻宝差不多，发现一篇
闪闪发亮的文章，咀嚼着那些齿颊留香
的字句，心中有无限的甜蜜⋯⋯也许，
这种享受就是上天对编辑的奖赏罢，为
他人做嫁衣裳，并不苦啊！

《北国风光》创刊 70 年了。内蒙古
自治区是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承
载地，70 年来，它突出地区和民族文化
特色，突出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
代价值，把先进的文化理念和价值通
过文学作品体现出来，为读者服务，为

社会服务，它的贡献有目共睹，在此不
多言。

说一点个人的想法。
专刊的权威性和知名度出自作者，

所以，可否有意识地造就适合自己栏目
风格的优质作者，有深厚的知识积累与

珠玑文辞，笔力可抵十万兵那种，牢牢
粘贴住，让读者一看到这名字就立刻想
到《北国风光》。此为一。

第二，多媒体时代，纸质副刊要改
变，但也不必一味迎合。

譬如《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在各
报强调注意力、频频变脸的时代，版式
几乎没有变化，被认为太传统，缺乏视
觉冲击力，但它就是有底气、有自信，不
迎合，在内容上下功夫，兼容并蓄，广博
丰富，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

一个有生命力的品牌必定有自我
更新与发展的能力，《北国风光》对于文
化的传承与更新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
70 年的历程说明了它的优秀。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闫晨光摄）

记忆一直醒着

□海德才（内蒙古作协副主席）

当我刚刚步入文学的原野之初，
《内蒙古日报》的《北国风光》文艺副刊
犹如我心中遥远的一盏“灯塔”，让我不
仅有了方向感，更让我无限遐想，成为
文学道路上追求的目标，体现自我价值
的标杆。

那时候，我还在阿拉善盟工作，交
通不便，信息不畅通，一次次投稿，一次
次被退回，我仍锲而不舍地投稿。1990
年我采写了身边人物的报告文学《一个
普通银行家的追求》，终于在《北国风
光》文艺副刊上几乎整版发表了！这在
当时多么不易呀，不仅在金融界引起了
轰动，而且在社会也反响较大，并获得

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报告文学评奖
一等奖。随之我的多篇散文均在《北国
风光》文学副刊上发表。1995 年，我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遥远的腾格里》出版
后，原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

扎拉嘎胡撰写的评论在《北国风光》文
艺副刊上全文登载，又陆续刊登了其他
评论家的评述，极度扩大了作品的影响
力，1996 年荣获了内蒙古自治区文学
创作“索龙嘎”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2007 年和 2009 年我的两部长篇小说

《金雕拓跋珪》《蔚蓝的科尔沁》出版后，
《北国风光》文学副刊上分期较大篇幅
地刊登了原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主
席策·杰尔嘎拉和著名作家邓九刚的评
论文章，提升了我的知名度，也使我在
内蒙古文坛上小有名气。

多少年来，《北国风光》文艺副刊承
载着时代的风韵，翱翔在内蒙古大地的
蓝天白云之上，圆了一代又一代各民族
文学爱好者的“文学梦”，犹如在辽阔的
草原上闪烁着无数颗璀璨的明珠。

昨天的你，成就了今天的我

□张锦贻（文艺评论家、作家）

时光匆匆。《北国风光》的傲然风
骨 、大 气 风 范 、正 义 风 尚 始 终 不 变 。
它坚守文艺的党性原则，坚持文艺的
审美取向，对艺术创造的规律坚信始
终。

阴山般浩浩正气，黄河般滔滔大
气。《北国风光》的编辑朋友们，一茬接
一茬，一代连一代，种花、养花、护花，开
辟、开拓文艺百花园。回想起来，我曾
在《北国风光》参与并见证了内蒙古文
艺的历史发展与当代进步；亲眼看到

《北国风光》为在内蒙古文艺工作中贯
彻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捍卫党的文艺
路线所做的每一件事。那真正是正气
凛然、大气泰然。

呼伦草原般厚重地气，达赉湖水般
深邃底气。文学的价值主要在于情感
价值。好的文学作品，无论长短，都会

打动人心，或撼人心弦，或动人心魄，都
能引起内心的共振、共鸣。《北国风光》
的作品灵动、实在，又真切、精致，大都
是基层作者真情实感的结晶。同时重
视自然来稿和组织征文活动，使有生
活、有才华的作者不断地涌现出来。《北
国风光》为广大读者提供好作品，也为
内蒙古文艺界发现、培养新作者。那真
正是有底气、接地气。

阿拉善胡杨般挺拔有志气，河套
湾红柳般坚毅有勇气。报纸的文艺副
刊与一般的文艺刊物是不一样的，应
该说难度更大。一是办刊周期短，必
须有充足的稿源，但是稿件又必须有
及时性和新颖度，不可依赖积稿。这
就 必 须 与 各 方 面 的 作 者 建 立 广 泛 联
系，这就需要编者有抱负、有志气，有
强烈的事业心和切实的责任感，是要
费 力 气、下 功 夫 的 。 这 一 点 ，已 经 被

《北 国 风 光》一 代 代 编 辑 的 工 作 所 证
实。《北国风光》的一代代编者，就是志
气大大、勇气足足啊。

《北国风光》，一周一版，一个责编，
一个执行主编，算是小副刊吧，但它，团
结蒙汉各民族作者，涵盖内蒙古东、中、
西部的城市、乡村、牧野、林区，拥有广
大的男女老少读者，大气概，大气魄！
它的思想、艺术容量不小！在深化改
革、民族振兴的新时代，期盼着它有更
新更大的进步！

北国正好 风光无限

□郭钰（《北国风光》退休编辑）

光阴荏苒。转眼，北国风光》创刊
70 周年了。70 年来，《北国风光》始终
站在时代的前沿鼓与呼，始终以传播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唱响主旋律、发挥正
能量、弘扬真善美为己任，成为推动内
蒙古文学创作事业发展，培养文学创作
优秀人才的一块不可或缺的阵地。

回眸《北国风光》的如歌岁月，可
以说，我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与《北国风
光》结下了不解之缘，心中竟有一股乡
愁浓郁的沧桑之感。回想我当《北国
风光》责任编辑时，呕心沥血，辛勤耕
耘这块文学园地的历历情景，至今仍
感到无比欣慰，也有几点感受，说出来
供参考。

当年，为了让读者打开《北国风光》
就能感到清雅赏心如春风拂面，我特意

重新设计了刊头，每期配一幅自治区名
家国画并配一首诗或词，增添版面的雅
韵，给人一种清新感，《北国风光》就像
一盏香茗，一杯咖啡，一盅美酒，让读者
赏心畅怀。

当然，文学作品副刊，最重要的是诗
文的质量。所以，我采取了两条腿走路
的办法。首先，聚焦专业作家队伍，他们

是我区文学作品创作的主要力量。他们
的作品经常见诸《北国风光》，提高了《北
国风光》的质量、品位和知名度。

其次，我特别注重培养来自基层的
文学创作通讯员。在读者来信来稿和
通讯员座谈会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作
者。他们其中有的人后来成长为当地
的知名作家，直到现在他们的诗文不时
出现在《北国风光》。

还有一点，我深有体会。我们常
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北国风光》
的责任编辑，自己首先要多读多写，加
强学习和锻炼，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位专
门家。

经过 70 年时代风雨的磨砺和几代
编辑的辛勤耕耘，如今，《北国风光》风格
更具特色，受到读者的喜爱，可喜可贺！

不过，我们要记住一句话，我们永
远在路上。让《北国风光》登高望远，更
上一层楼吧。

《北国风光》，我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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