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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重新出发！
想去看绚丽的朝霞、美丽的风

景；想去认识有趣的灵魂、感受内心
的悸动；想去来一场“穿越”，去邂逅
更好的自己。

那么，请阅读吧。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是民

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心灵的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作家艺术

家的谆谆嘱托和殷切期望如在耳畔：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

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
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

“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
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
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
中站稳脚跟。”

感谢《北国风光》的作家们，感
谢你们对脚下这片生于斯、长于斯
的土地的热爱，感谢你们对发现美、
记录美的坚守，感谢你们对中华文
化和中华精神的自信，感谢你们从
内心流淌出来的有筋骨、有道德、有
温度的文字。

顺着文字铺就的小径而行，我
们会“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
泉、快乐的源泉。”

看，梦想就在前方！
——编者

□鲁村

多 少 年 了 ，我 恋 着 北 方 的 大 秧
歌。我不会扭，只是看。但凡街头有
秧歌，我总也看不够，贪婪着哪！

我恋秧歌，一大半恋的是唢呐。我
喜欢唢呐的嗓音，高亢、粗犷，略带一点
点儿凄婉。伴秧歌的唢呐更是诱人，它
和着秧歌的步子唱出的旋律时而舒缓，
时而湍急，都抓人心。特别秧歌行将煞
场时，唢呐更是出尽风采，它突然变了
性子，本来是大鼓指挥它。现在那唢呐
人突然身子一摆，晃起了脑袋，带着大
鼓和大钹疯一般地合唱起来。于是场
上场下的人都醉了，会将整个一条街扭
颠了馅儿⋯⋯这时候我的眼球，我的耳
鼓会全然被声声唢呐粘住了。

唢呐，北方民间叫它喇叭。小城
有的是吹喇叭的，有老的有老少的，有
男的有女的。我识得一位盲人小青
年，他是九岁上因为感冒在诊所输液
害了眼睛。后来他的唢呐已经吹到了
国标九级。每天清晨他由母亲用小三
轮拉着去公园伴秧歌。他的师傅是小
城有名的张大喇叭——小城的喇叭匠
几乎全是张大喇叭的徒弟。听说张大
喇叭年轻时能同时吹两根唢呐伴秧
歌，一手一根。我没见到，但能想得到
他那气势，那甩头，那份忘形的惬意。

前 些 年 ，小 城 的 喇 叭 匠 供 不 应
求。不仅城里，乡镇、林场也到处找吹
喇叭的⋯⋯

可是这些年，街头喇叭声少了，
几乎绝了根儿。

扭秧歌的倒是不绝，只是她（他）
们的伴奏不再用真唢呐、真大鼓和真
大钹了，用的是电声唢呐——一辆电
动车上，放一个音箱，一切便都有了。

电声唢呐倒是永不知疲倦——只
要不断电。但它没心没肺，没情没意，
没紧没慢，没钢没火，总觉像是上好的
景德镇大花盆里插了一堆五颜六色假
花。电声唢呐里那些秧歌者，好像不
再是活生生的人了。

或许扭秧歌的大姐大妈们不大在

意喇叭的真假，她们要的是娱乐和健
身。可是我不再恋秧歌了。

我常常梦见昔日那搅人心血的真
喇叭伴扭的真秧歌。

做这等梦的岂能只我一人？有谁
不喜欢真品、真迹、真货、真声、真色、
真人物呢？

我想起了北京“人艺”，想到了人
艺的《茶馆》——那个今天依旧的《茶
馆》。在当今的快节奏下，《茶馆》竟还
一票难求，简直就是奇迹。 所以然者
何？有观众说得好，是“《茶馆》 没有
一处赝品糟蹋艺术，糊弄观众。”他们
经过多年打磨的“真”，无怨无悔地持
之以恒着。单说舞台音响效果，现在
许多艺术团体的舞台音效几乎都是放
录音。然而，《茶馆》中的音效却依然
是现场的真声，剃头挑子的“唤头”、磨
刀 用 的“ 惊 闺 ”、瞎 子 算 命 用 的“ 铜
钲”⋯⋯都是货真价实的老物件。连
戏里秦二爷坐的骡车，那叮铃铃骡子
铃铛的响声，也是效果演员身上挂着
铃铛晃出来的。

你是真玩艺，观众能不报以真心
真情？！

喇叭，大北方标志性的乐器。喇
叭声声，是北方特有的乡音。

乡音是重要的乡愁所在。牢记乡
音，难忘乡愁，是人们的本性，是人群
自然抱团、生生不息的甜甜依托。多
少年，多少代，永远都是。

大秧歌，还算不上纯粹意义的舞
台艺术，但它生在民间长在民间，更应
该保持原汁原味的乡音乡色。没有了
大喇叭的秧歌，怎能不让人顿时黯然
失色！

小城的张大喇叭走了，走时的年
岁并不算大。听说他后来嗜酒了——
他的走，与喇叭的走失无关吧？

喇 叭 不 应 该 走 。 各 方 应 该 挽 救
它，留住它，让它永远唱在秧歌，唱在
街头，唱在小城，唱在大北方⋯⋯

喇叭和大秧歌

□卢海娟

十二月，期末考试之前，我们几乎
没有心思复习，班级里满是节日到来之
前的喜气——迎新年，庆新春，憧憬生
命和花朵即将蓬勃的日子。新生与希
望，在那时，是一件让人激动不已的事。

躁动与雀跃要互相传递，要彼此
分享。先是互赠薄薄的小卡片：稍厚
一些的亮光纸上，那些个耳熟能详的
名星照片十个为一排，排成长长的一
条。小心地把照片剪开，把十个名星
偷偷在心中排了位置，然后在每张卡
片上写上一段话，或者就写上“新年快
乐”送给同学，当然，最喜欢的名星，一
定要送给最好的伙伴。

重要人物，老师或是要好的兄弟
姐妹，要买一张带日历的小画，16 开
的，画面不是很好看，但可以当日历牌
使用，可以贴到寝室里自己床位的墙
上。这一年的日子整整齐齐地摆在画
上，贴在枕边，让人心安。

精打细算，班干部运筹帷幄，开始
为元旦晚会做准备。每人收几角钱，
生活委员买来彩纸、糨糊、纸绳子，还
有糖块、瓜子、花生、苹果，以及一小包
茉莉花茶叶⋯⋯

元旦前几天，非常重要的一项工
作是布置会场，这是女同学大显身手
的时刻，彩纸要剪贴成拉花、纸绣球、
纸灯笼。拉花需要得多，剪起来相对
容易些——把正方形的纸对折三次，
剪成叶子的形状，然后从尖端开始等
距离横剪，两侧各剪到中间部分，剪痕
交错，便成为一朵拉花，依次用糨糊粘
贴拉花的中心和四角，把拉花贴成串，
晾干，中间穿上纸绳子，便可以在教室
的顶棚上拉一个大大的十字。偌大的

教室，仅有拉花不免显得寒酸，彩色拉
花之间，还要穿插几个红绣球，几个彩
葫芦，黑板两侧，以及拉花交点的中心
部位，还要挂上好看的纸灯笼。

纸绣球是蜂巢花边的，要二十多
张纸粘制而成，纸灯笼和纸葫芦是由
纸绣球演化而来的——把纸剪成长方
形，粘制出来的便如宫灯，把一大一小
两个绣球串在一起，就成了纸葫芦。
彩色拉花之间挂上这些精美的纸作
品，简陋的教室立刻熠熠生辉，变成了
热闹喧哗的舞台。

12月 31日，一大早，同学们就纷纷
涌进教室，平时一说话就脸红的男生女
生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聚在一起。几
个高个子性格开朗的男生踩着桌子凳
子，在教室的顶棚上挂拉花，一些女生
羞答答把花绳递到男生手里，一些女生
叽叽喳喳，一会儿说挂得高了，一会儿
说挂得低了，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书法课代表一声不吭，捏一块蘸
了水的抹布，在黑板中间写“元旦快
乐”，他写一遍，退到教室后面观望一
番，感觉不满意，便重新写，直到过了
自己的法眼，才用黄色粉笔勾勒轮廓，
再用红色粉笔把勾好的字中间涂满。
一盒彩色粉笔倨傲地立在讲台上，美
术课代表见大字已经写好，开始在黑
板上画图，画的是粉的蓝的黄的紫的
气球和花朵，还有灿烂的烟花，细碎的
图案簇拥着那四个大字，像同学们一
样神采飞扬喜形于色。

黑板四周也布置了拉花，挂了纸灯
笼，朴素的黑板像艳丽的新娘披红挂绿。

等大家手忙脚乱布置好教室，会
餐的时间也就到了，学校食堂里早已
准备好了美味佳肴。

食堂在操场的那一头，雪早已把
操场包裹成一片洁白。端菜的女生面

带微笑腰肢款摆，从楼下迤逦走过。琳
琅满目的菜肴，让贫瘠的肠胃喜笑颜开，
不喝酒，不敬酒，会餐也就简单，除了班主
任说一句话之外，就是大快朵颐。

仅仅吃饭是不够的，每一桌都有几
个活跃分子，酒令、游戏，以及推推搡搡
带来的小悸动。XX的火车往哪开？大
西瓜小西瓜⋯⋯游戏让人紧张让人笑，
餐桌上是全无掩饰的年少轻狂。

热闹之后终于杯盘狼藉，会餐结束
了，像领菜一样，女生把盘子碗送去食堂，
大家打扫卫生，重新排列桌椅，桌椅围绕
教室排成一圈，中间的空地，就是舞台。

元旦晚会的标配是录音机，那是
条件好的同学从家里带来的，有了录
音机，便可以放舞曲，大家来跳舞，集
体舞十四步是全班都学过的，男生女
生成双成对地跳，这大概是当初最受
欢迎的节目，舞曲很长，以至于同学们
跳得满面绯红，恋恋不舍。

也系了红围脖扭大秧歌，也有同
学演小品⋯⋯

主 持 节 目 的 同 学 适 时 让 班 主 任
“来一个”往往就是晚会的高潮，班主
任声情并茂地朗读陆游的《钗头凤》曾
赢得我们热烈的掌声，此后，《钗头凤》
就成了班主任的保留节目。

换另外一个舞曲再跳一次，这回
可以跳花样，舞伴也可以另换——只
是，还沉醉在乐曲中，还意犹未尽，主
持人却让我们排好队，齐唱《难忘今
宵》——晚会那么短，那么短，还在跃
跃欲试，就结束了。

时针已指向十二点，新的一年，向
我们款款走来。

十二月的最后几天

□季川

新年即将来临，所有的日子都会
张开双臂，迎接那在寒冬中缓缓走来
的脚步与自信满满的容颜！

昨天即将过去，所有的奔波都会
稍微喘息，时光不欺不灭，它平和地见
证着你一年的汗水与付出！

一片片雪花从天堂里赶来，一树
树梅花在大地上悄悄盛开，一团团迎
新的喜气遍布祖国的四面八方。

那些奔忙的信使依然是绿色的，
收件人的心情也是绿色的，我看见他
们正把邮箱里塞满的亲情、友情、爱
情，在寒风中慢慢取出，仔细阅读，满
怀感动。

打开一张张美丽的贺卡，一句句
美好的祝福就能从卡片里飞出来。读
一读那些温暖的文字，仿佛你千里之
外的足音，我也能听得真真切切。人
世间，真情永远，像钻石，像恒星，散发
出令人陶醉的光芒！

山还是那青山，只是它们都在洗耳
恭听白雪皑皑的故事。岸还是那堤岸，
只是它们都在静静陪护着柳树的安心
驻扎。河还是那小河，只是它的心事暂
时被冻结，静候某个时刻的突然开启。
路还是那归路，只是伫立村口的爹娘早
已将儿女的归期望眼欲穿。

我走着，沿途大街上喜庆的颜色红

彤彤地贴在人们的手脚、脸庞和心房
里。我不经意转身，看见一对白发苍苍
的老人正依偎在北风下的站台，他俩马
上就要进入暖融融的车厢，快乐地回
家。我停下打量，近在眼前的花店里的
一束束鲜花我行我素地盛开，芬芳如
故，把冬寒抛在一旁。

无人打扰的时刻，我的回忆接踵
而来，曾几何时，我无尽的牵挂是否已
经触摸到你的泪水与梦呓？人世间真
挚的情感何时惧怕过寒冷的肆意侵
扰？曾几何时，我在日记里记录的那
些感恩与报答的情愫，一次次不断回
放与回想，那些令人感动的瞬间，就是
我的财富与珍藏。

元旦来了，在这个台历就要翻开
新的一页的时刻，在这个立足现实抱
紧理想的新年，我内心的火焰就是不
可动摇的炉火，我内心的飞翔就是更
加坚韧的鹰的飞翔。

琴音悠扬，钟鸣悠远，爱意悠长。
我愿意打开所有的大门，护送你到达
春天的大路上，到达你憧憬的未来。

时光匆促，脚步匆忙，人生匆匆。
我愿意播下热爱的良种，让所有的愿
望生根、发芽，长出甜蜜无比、春风得
意的日子。

新年抒怀

且听风吟

□何军雄

一场雪是元旦的暖被
铺天盖地地将往事淹没
这个时候，静候的树木
等待一串鞭炮的鸣响

月光守护着夜的漆黑
一缕风从夜晚袭来
将所有的祝福告破
团聚的画面随处可见

一盏灯，从屋顶升起
照亮黎明前的黑暗
一切早已准备停当
一场雪在外喜迎宾朋

新年祝福

草垛啄食的麻雀，暖阳正浓
身体和身体簇拥在一起
用最为温馨的叽喳声
传递着新年的问候与祝福

新年的第一道曙光升起来
伴着晨光。所有的鸟雀
向着东方一字排开
静候着新年的钟声和祈福

冬日还在时光深处熟睡
欲动的春潮早已按捺不住
梦依旧在昨日的相册中徘徊
新年的祝福已抵达嘴角

元旦辞（外一首）

私语茶语

惬怀絮语塞外诗境

傲雪凌霜 汤青 摄

□王笑风

爱青草的人，也为荒草流泪
所有草，都在雪下面
我在世俗生活中，消失过三回
有一次午夜醒来，羊正舔我脸
春光再现尚有时日，北风吹
一吹到底的清醒是透明的，洁白的
早上好，晚安，畜群才是冬日的珍宝
光线柔和而富于暖意，适宜伏身其中
哦，沉湎于往事仿佛马群奔腾而来
当松树突然抖擞枝条，我曾为之一振
滴水成冰，屋檐下和骨架里
都有叮咚作响的竖琴

催眠曲

□刘少华

记者的职业是对生活的记录、守望、
见证、诉说，也是一种阳光的表达、美好的
抒发！值此《内蒙古日报》创刊70周年之
际，我的情感激昂而奔放。回首一段段
动情的往事，我要说，作为《内蒙古日报》
的一名光荣的成员，我要为《内蒙古日报》
歌唱，更要为草原、为伟大的新时代歌唱！

踏着草原迎春的新绿，1975年初我
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内蒙古
日报社工作，历经了43年的新闻采编实
践。如果说，我的记者角色融入了祖国
正北方的万千气象，那么，用战斗的姿态
去迎接风雨洗礼则是一脉人生况味。
1998年夏，暴雨倾注，洪水喧嚣。嫩江告
急！松花江告急！呼伦贝尔告急！险情
灾情就是命令！身为记者的我，义无返
顾地选择了呼伦贝尔，选择了洪水横扫
的一望无际，选择了二百年不遇的嫩江
上游。我们乘汽车、坐舟船、跨小河、过沟
渠、上坝堤，往昔“天下最美的草原”，竟已
在汪洋之中。那海拉尔、牙克石、扎兰屯、
阿荣旗、莫旗，都在人们的抗争中全力保
全。我们此间一边采访报道，一边参加
抢险。看那扎兰屯的东德胜，被洪涛无
情摧毁。当军用直升飞机飞临时，送来
了帐篷和生活用品，可当地百姓却无人
去拿、无人去领。他们说，送给更需要的
地方，送给更困难的灾民吧！在东德胜，
在雅鲁河畔，人们最钟爱的是洪水前沿
的“国防绿”、半山坡上的“国旗红”，还有
从天而降的空军直升飞机。多少人流
着热泪高呼：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
岁！东德胜是重灾区，可因为有解放
军，有民族团结，有互助友爱，它是座
标，是希望，是崛起的力量！我在现场
及时报道着水情灾情，为鼓舞斗志，强
化主旋律，快速写出了《呼伦贝尔，我
要这样对你说》《冲不毁的家园》等长
篇通讯，在《内蒙古日报》《呼伦贝尔日
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刊播。就是
这样，我在 20 多天的采访中，写出 17
篇消息、5 篇通讯，5 篇内参，拍摄了二
百多幅照片。一次难以忘怀的呼伦贝
尔之行，一下子升华了我对呼伦贝尔
草原的印象与感恩。回到海拉尔，我
将坐上飞机返呼，这座草原之城，这方
绿色家园，对我是一种召唤、一种牵
挂，一种挥之不去的悠悠乡愁！后来，
我获得了抗洪英模称号，分享了呼伦
贝尔给我的荣誉与风采！也正是呼伦
贝尔的魅力，让我在伊敏河和海拉尔
河畔，油然把《牵手草原》《满洲里之
恋》《草原的新娘》的歌词倾吐而出，留
在了呼伦贝尔的万水千山！

记者的定位在战斗、在一线、在冲锋
向前。呼伦贝尔，你让我流下了感动的
泪水。阿拉善，你又让我们心生崇拜、朝
圣而至。记得2008年以来，我多次走向
苍天般的阿拉善。我写大漠、写胡杨、写

边关风情、写这里的军民并肩驻守的英
雄传奇。看那大漠深处的骆驼，无畏风
沙、高昂驼峰。形象如此高贵，气质那般
从容。它们就是阿拉善军民的生动化
身，它们就是坚守西部的典型写照！我
一次次地被感染、被感化，纵笔写出了《苍
天般的阿拉善》《金色的胡杨礼赞》《金色
的巴丹吉林》《走进神圣的阿拉善》《黑鹰
山的守望》。这应该是宣传阿拉善的名
篇力作，也是涌自我心头的阿拉善赞
歌。伫立在胡杨林、航天城、巴丹吉林沙
漠，我并不感到遥远寂寞，而是一种自豪
与骄傲。因为我要急切地告诉朋友、告
诉祖国，阿拉善的忠诚、阿拉善的情怀、阿
拉善的境界、阿拉善的精神。我写道：“扑
入阿拉善，苍天亦灿烂。长歌连辽远，豪
情生期盼。几多胡杨恋，银驼更伟岸。
大漠写忠诚，西部金不换！”在这边陲重
地，我看到军人的忘我与无私，我深情写
道：为了祖国的安宁和平，多少官兵在边
防线上过年。我要说，“军人也有爱，战士
更有情。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
这献给军人的诗句，在《内蒙古日报》刊
登，在社会上传诵，博得了军人的共鸣，换
来了读者对党报、对人民记者的盛赞！
诚然，我写《黑鹰山的守望》时，写了内蒙
古电力人的光明奉献，写了军人的挺立
庄严，也着力写胡杨的蓬勃与金灿！有
人问我，你什么都写得好，就是胡杨这一
笔好像是附加的，因为黑鹰山下根本没
有胡杨的影子呀！我回答：黑鹰山几乎
是无人区，确实没有胡杨。只是在那茫
茫端点，才有军人和电力工人的身姿。
他们用不屈与昂首，托起了西部的太阳，
扬起了坚挺的脊梁。他们不就是真正的
胡杨、可敬的光芒吗？！那朋友听了之后，
顿然感慨：我和您的差距，就在这最后一
公里啊！

放眼一路征程，恰是草原、是大漠给
我们诗句、给我们奔放，也给我们灵感与
冲动！这几年我又一次走向呼伦贝尔，
走向迷人的大兴安岭。我去根河，上莫
尔道嘎的奇乾，走牙克石，访绰尔林业
局。虽然我从未有大兴安岭的生活体
验，可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的浩荡和博大，
却给了我无尽的祝福和笔力。为此，我
信笔创作出了《父亲的大兴安岭》：你用云
海深浓的召唤，你用大山无言的邀请。
让我扑入壮阔的怀抱，纵马寻梦在大兴
安岭。山高水长给我守望的图腾，婷婷
白桦送我一路引领。我在这儿听到“顺
山倒”久远的回声，莽莽山林我看到父辈
的身影。千里兴安耸绿色担当的脊梁，
不变的忠诚铸林海最美的风景。青山永
续，情满大兴安岭，苍劲的江山澎湃力量
的血统。我爱你，父亲的大兴安岭，走上
高高的岭顶，就感恩风雪迎春不屈的坚
挺！你有落松白桦的风度，你有杜鹃花
烂漫的姿影。你用粗犷又斑斓的回望，
把悠长的眷恋留在大兴安岭。深山老林
踏定高寒中的开拓，布谷鸟把冰河荒岭
唤醒。绿色的领地有五彩的传奇，哪个

大山人不都是豪情万顷？！叫一声“老兴
安”，您贵庚几许？！根在林海，年轮写进
南山北岭。万水千山总是情啊，金色的
收获醉了高天厚土。我爱你，父亲的大
兴安岭，爱从兴安日出喷涌，祖国你早，是
林涛狂欢的一言九鼎！这歌颂大兴安岭
的诗句，在《内蒙古日报》《人民日报》、新
华网、人民网发表，反响大好，热评如潮！
在此，我要谢谢父亲的大兴安岭，是你给
了我高度，更给了我荣耀的尊严！

走遍内蒙古，拥抱大草原。四十多
年的记者生涯，使我更加热爱草原，热爱
民族团结，热爱祖国壮美北疆。草原是
英雄上马的地方。守望北疆，策马放歌，
民族团结，美丽发展，祝福祖国。这是大
草原的生活，这就是内蒙古的性格！带
着几多诗情，几多领悟，我为内蒙古电视
春晚创作了《放歌内蒙古》主题歌词。“这
里是蓝天白云的故乡，这里是万马奔腾
的边疆。这里是民族团结的家园，这里
是绿色交响的天边乐章。这就是八面来
风的大草原，这就是吉祥开放的祖国正
北方。啊！内蒙古，内蒙古，我们为你起
舞欢腾，我们为你豪迈荣光！这里有绿
浪簇拥的芬芳，这里有熬了又熬的奶茶
香。这里有哈达飘荡的情义厚，这里有
守望相助的坚强如钢。这就是鸿雁流连
的内蒙古，这就是献给母亲的幸福安
康。啊，内蒙古，内蒙古，我们为你举杯相
约，我们为你策马铿镪！”《放歌内蒙古》由
著名作曲家郭子杰作曲，唱响内蒙古，唱
向祖国。连续两次荣登内蒙古电视春晚
主题曲，并在内蒙古草原文化节作为主
题曲推出。当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之际，此作经加工打造，又成为献给自治
区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的主题献辞。《人
民日报》、人民网、中国观网刊发，内蒙古
广播电视台配乐《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广
播。一时风华八方，唤动情潮，令世人对
内蒙古大草原投下了神往的目光！

日月流转，青山依旧。在此祝贺内
蒙古日报创刊 70 周年的时刻，我始终
觉得：选择了记者职业是我人生最美
的选择。是《内蒙古日报》让我荣获了
中国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内蒙
古杰出人才奖。她让我知晓，新闻要
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反
映生活很重要，引导生活更重要。战
士责任重，记者为人民。心中有爱，笔
下有情！要想反映生活，必须走向生
活。要想热爱生活，必须尊重生活。
要采访八百米井下的生活，必须爬到
八百米井下去，少一米也不行！因为
深入生活是一个永恒的大主题，是让我
永远也写不完的大文章！这就是我难忘
中的草原飞鸿，这就是节日中的激情感
怀，以此献给内蒙古日报创刊70周年，献
给内蒙古斑斓四射的万里春光！

让草原的歌声更嘹亮
——写在《内蒙古日报》创刊 70 周年之际

乡土炊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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