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慧明

人生初见，那只是乡村的马。
半个多世纪前我随父母来到大

后套，第一个惊诧便是坐着三套马
车直奔白脑包公社的忻州圪旦落
户。架辕的是一匹脑门上甩着一小
绺红缨的白马。车倌说这匹马是

“走马”，特别“出路”。他解释，
“走马”很稀缺，因比一般的马善
走，所以得此封号；“出路”是远
行不觉行远。这中间便有点诡异，
似乎长路可以在“走马”之足下变
短。

车倌还说，马中有“走马”，
人里有“走人”：“跟走人相跟上出
门，也看不见他的腿圪绕得多快，
可你就是气喘马趴追不上。”

夕霞刚涂了两笔绯红，忻州圪
旦就到了。我和两个弟弟呼喊着骑
在马圈墙上看马，母亲叫吃饭也没
人理。我们惊呼马们甩来甩去的马
鬃和马尾，我们艳羡马们的双眼皮
和长睫毛。

任何事物被孩子们看多了都会
贬值，比如公园里的长颈鹿以及虎
豹猴狼。

缘于人与人在知识理解上的落
差。文化底子厚的人都看重《红楼
梦》，而我却始终偏执 《三国演
义》。我膜拜罗贯中短短一行字就
凸显一个人物的性格精髓、寥寥一
段文便呈现一个回合的兵法要害，
且各个形神兼备、印象如烙。

爱屋爱乌。我读 《三国演义》
自会关注马。罗老师的笔下有十大
名马，如赤兔如的卢，这些宝坐大
多忠肝烈胆事主如父、甘愿一冲赴
死。

爱屋及乌。缘自马的由头，我
泛爱了很多名词，如官职大司马，
如人物司马懿，如野菜马齿笕，如
臆造白马王子……

当然还有马背，那是一道驮着
梦想飞奔的圪梁！

古人古诗多有牵马附意，摄人
魂魄的有伯乐相马、马革裹尸，更
有古道西风瘦马。古道西风瘦马六
个字，一经入目，便感觉有凄冷有
悲壮、有风骨有决然。目为心窗，
心底沉淀了点儿什么的人，都会把
这六个字看进去、封起来，留一粒
种子在某个角落，于某日的某个感
觉里给点眼泪，让它发芽。

被泼墨的古道西风瘦马很多，
虽然很难做到道必古、风必西、马
必瘦，但每一幅都断肠般软、断石
般硬。

说说我。我命运多舛如磨刀之
石，时不时被磨掉年轻时的一些憧
憬与梦境，一路走来点点滴滴失失
落落，且年岁渐老，也没有精力俯
身去朝花夕拾几粒，而今已疑似握
空了。但我始终相信，前方还有一
些什么在等着我。

我发现了本市摄影家齐鸿雁和
陈强拍摄的马——蒙古马。

此前留在我印象中的佳骑，大
多约定了俗成的标签、非黑即白。
而齐鸿雁拍到的那匹蒙古马却是怀
古的青砖色，且一入视线便显露逼
入气质。但我发现它并不跋扈，只
是平到止水、静到斯文的。齐鸿雁
告诉我说，这是它在两千米赛事的
张前之弛。

噢！
我欣赏到它的鬃，那是深灰色

的很厚实的，如严冬时节贵妇们的
披肩。随后我留意到它的眼睛。

刘 鲨 你 看 这 匹 马 什 么 眼
神？——我问小孙子。

高度不理。
不理什么？
这个世界。
视线相左，可能是平视可能是

仰视；视线相右，也许是漠视也许
是傲视。而一匹蒙古马在冷冷地傲
视着远方时，它的体内蓄积了怎样
的力量？

一块被战火烧红了的战场，成
吉思汗跨上了蒙古马淹没在硝烟剑
戟中，那场景，令人心神激荡。

热血在沙场上贲张是很多童萌
少年的理想，准确地说，是呼之欲
出的誓言。

关于蒙古马，齐鸿雁道出一
事：“乌拉特中旗有个老马倌儿，
骑马套马都是远近出名的。前年冬
天的一个晚上，他醉了酒独自骑马
回家，半路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
来，当时就不省人事了。那匹马就
开始朝着家的方向嘶吼啊，一声
不罢一声地嘶吼，终于有牧民发
现不对劲儿，循声跑来把老马倌
儿救回去了。老马倌的女儿伤心
极了也感动极了，她抱住马头大
哭：你真的通人性吗？你救了我阿
爸一条命！”

我揖问罗贯中：您怎不写一匹

蒙古马到三国？
之后我看到了陈强镜头下的蒙

古马，那马也非白非黑，是为盔甲
般的古铜色。

马的飞奔迅雷不及掩耳。这一
匹本是朝前疾驰的，它的目光还在
直视中，它的四蹄还在直奔中，但
它的身躯于突然中轻轻右倚，一副
构图便严重地失了平衡。

我首先怀疑花样滑冰的舞者，
他们转弯时的体态一定从古铜色蒙
古马这儿窃走，以成就了险象环生
的绚丽。继而又想，一匹战马若在
杀场上行此诡谲，那它身边的敌人
定会殇于刀上、陨于蹄下，别想求
生。

陈强也有一段感叹：“牧民巴
音家有三匹不同寻常的蒙古马，比
赛时随便就拿个冠亚军。只是生性
太孤傲了，大马群饮水时，它们总
是站在一旁，悠闲地甩着尾巴。待
那个拥挤的场面结束了，才不慌不
忙地走过来，真是派头十足啊！巴
音特别尊重这三匹马，不但允许它
们大摇大摆登堂入室，还惯着它们
发脾气。”

神马是浮云么？不是。
时光焚膏继晷，但钟摆始终无

法指认同一段河流。所以有人说，
摄影者若不去平遥国际摄影节学习
一次，如同伊斯兰信徒没有朝圣麦
加。那我就要说，写马者若不写蒙
古马，如同随行张果老，到头来只
懂半个驴。

后来，我发现蒙古族女子赛林
花也喜欢马，她发的马图，多是前
蹄腾起而不服缰绳的、是冲力十足
而野性悬空的。

我与赛林花有过这样的一段对
话：“花妹，你真的患了……癌？”

“是啊。前年查出的乳腺癌，
当时真的绝望了。但后来想到我还
有一个女儿、还有半个人生，所以
我一定要活着！”那口气，决绝得
令我瞠目。

“这个过程……”我小心翼翼。
“经历了八次化疗，还有手

术，但是在这个过程里，我越来越
不相信生命说消失就能消失，看
看，我这不是活下来了吗，现在只
需要服药续疗，事实是我已到回归
生活了。”她豁达地笑着。

我恍惚觉得，赛林花这一段
承受了生命亦重亦轻的叙述，应
有一首歌作背景，那一定是乌兰
图雅的 《我的蒙古马》 了：岁月
颠簸在马背上长大，踏遍了戈壁
沐浴着风沙，你风雨兼程你纵横
天涯我的蒙古马，你游牧塞北你
草原为家我的蒙古马……

赛林花的目光沉蕴着很深的景
仰：蒙古马在风雨的大草原上飞
驰、在风雪的大戈壁上奔跑，就像
呼啸的龙卷风，那是真正的大无
畏，是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精
神！

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精神！
时光一晃，已过两年。某日我

给赛林花微信留言：花妹最近在忙
什么、在想什么。

花儿回复：“大姐，我一周前
来蒙古国了，现在返回，还没走
到祖国的地界呢。我在想，原始
草原、森林河流……我与天地合
一了！长生天恩赐的一切都在我
心里！我很感恩蒙古国人民对大
自然的尊重，他们特别珍惜蒙古
马……”

蒙古国的蒙古马。
蒙古族的赛林花。
初秋，市宣传部和市文联组织

了大采风，百名文学艺术者们来到
了乌拉特中旗边境。经老友刘秉忠
介绍，我有幸与蒙古国友人巴图巴
雅尔合了一影。却也只是合影，其
时我请他描述一下蒙古马的印象，
才知他不懂汉语，而我也不懂蒙
语，所以时空在我和巴图先生中
间，回旋着一点点尴尬的幽默。

彼时我们站在中蒙接壤的疆土
上，迎着猎猎西风，巴图先生经人
翻译、终于明白了我提出的问题。
他挥了挥硕大的拳头，以景深的目
光传递给我一个信息：蒙古马是真
诚的、是强悍的！

恰在此时，忘年小友秦宇给我
转来一条网络信息——《从越南跑
回的蒙古黑雄马》。我无法去核实
信息的准确性，却被这个故事所深
深震撼。

从巴彦洪戈尔省1960年应征
服役的桑吉道尔吉·哈勒贞先生
的连队，1961年秋于 400百多匹
蒙古马中选 300 匹赠往越南。他
们发现其中有两匹一黑色一棕色
的骏马气宇格外不凡，士兵特古
斯困惑掉泪：为什么要把这么好
的马送往异乡？列车到站时，这
两匹马最先跳下去。黑马嗅了嗅
周围的空气，突然与棕色马箭一

般跨过高高的围栏、瞬间奔进森
林。士兵们全力追赶只找回棕色
马，黑马从此失踪。

这匹孤独的黑马于两年后跑回
故乡，已经瘦到了皮包骨，当它见
到自己的主人时，从胸腔深处发出
了歇斯底里的嘶鸣。它跨过多道山
水，越过多道国境，途中不知多少
次被捕捉、被折磨，早已伤痕累
累、却能不改初心！乌兰巴托市
政府得知此事后，即将这匹马买
下并为它永久解除劳役，放养在
博格达汗山中……

轩昂 26岁的秦宇在这条信息
后边留言：如此卓越品质，惟有蒙
古马！

如此卓越品质，惟有蒙古马——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我爱蒙古
马，已经喊了好多年；秦宇爱蒙古
马，已经做了好多年。

秦宇母系汉族、父系蒙古族，
外祖父和祖父都在牧区养马放马，
也都骑术高超又深谙马的习性。少
年习性之养成很重要，后来秦宇学
历日渐高、爱马日渐深。他在读大
学期间就开始节衣缩食、积蓄了冰
山一半，而后继续苛刻自己，把参
加工作头四个月的工资也搭进去，
秦宇终于拥有了第一匹青色的蒙古
马！

从那天开始，秦宇与蒙古马之
生命与生命，就连接在一起了。

这匹蒙古马性格十分平和，从
未急躁到把秦宇扔下马背。但后来
因草场容量有限，秦宇只好卖掉了
它。青马离开后，秦宇难过了好长
时间，一闭眼、全是它。夜晚躺在
床上，秦宇耳边会响起各种马头琴
长调，每一段都伴有青马在风中的
呜咽，令他泪流过耳。

秦宇说蒙古民族是蒙古马从史
上一路驮着走过来的，所以蒙古民
族要永远崇敬蒙古马。为了证实这
个观点的正确，他给我讲了一个惨
烈的故事：

蒙古马为了保持本种后代的纯
洁，严格拒绝近亲繁殖。蒙古雄马
清楚地记得哪匹母马是自己的女
儿，待她刚刚“及笄”，便毫不留
情地逐出家族，自去选择类聚，本
群不留！此事蒙古族尽人皆知，但
外乡人却难以置信。匹马而已，是
匹夫吗？它们怎能把自己约束到如
此圣洁？

质疑，就要反证。曾经有人将
雄马的眼睛蒙住，令它与一匹母马
交配，然后把蒙眼的黑布去掉。当
这匹雄马看清站在面前的是自己的
母亲时，它竟羞愤到仰天悲鸣。在
人们惊骇的围观中，它疯狂飞奔至
悬崖纵身一跃，求得粉身碎骨！

秦宇慨叹：这就是蒙古马！人
们总是崇尚洋物，试问在这个地球
上，哪国洋马能因不堪受辱、做到
自行了断以死谢罪？

我并未见证那匹蒙古马绝崖赴
死的过程，但我的眼里已满含泪
水！

年轻人的志向是铁打的。而今
秦宇已拥有二十多匹蒙古马，而且
各有昵称，如小黄、枣骝。他潜心
收集与蒙古马有关的信息，更着意
收藏了十几盘马鞍。马鞍文化是马
文化的一部分，而任何文化都需要
实物佐证。当他认真地比对这些马
鞍时，竟发现，且不说乌拉特草原
三个旗，即使同在中旗域内，东部
马鞍与西部马鞍在制作风格上也存
在着严格的不同。

秦宇爱马，便只想为马做点什
么。2018年，他跟哥哥合作注册
成立了“乌拉特中旗黄膘马协会”。

黄骠马：一种棕黄色的、也会
点缀一些白色圆形皮毛的蒙古马，

“白斑”一般分布在腹部或肋部。
黄骠马即使吃足了草料，也清晰可
见根根肋骨，所以又名“透骨
龙”。史书描述秦琼以一百两白银
卖掉的那一匹，就是黄骠马，它的
前额有一片月白的皮毛。

秦宇注册成立“乌拉特中旗黄
膘马协会”之后，已成功承办了两
届“内蒙古自治区国际马术节——
巴彦淖尔分站赛”。2019年8月18
日，乌拉特中旗的两匹黄骠马，去
呼市参加首届内蒙古“马业博览会
名马展示”大会。这两匹黄骠马标
配了银马鞍和银马嚼，尽显民族风
情、马族尊贵，它们特有的清高孤
傲与风度气质，令一众爱马者艳羡
不已！

秦宇平静地说：我这辈子可能
是为蒙古马而生的，我愿意为它们
去做我能做到的一切，辛苦一生也
值得。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
多人了解蒙古马、珍惜蒙古马，以
求弘扬、延续蒙古马文化和蒙古马
精神，永不断代。

我爱马。
我爱蒙古马。

马·蒙古马

为了以文艺形式宣传好我
区抗击疫情过程中的感人事迹
以及抗疫英雄体现的蒙古马精
神，倡导与弘扬蒙古马精神，引
导、激励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发
扬蒙古马精神，艰苦创业、开拓
进取，内蒙古日报社开展“我心
中的蒙古马精神”主题文学作
品征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此次征文活动以“我心中

的蒙古马精神”为主题，艺术地
展现在抗击疫情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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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好我区抗击疫情过程
中的感人事迹、弘扬抗疫英雄
身上的蒙古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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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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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新流畅。通过具体事例、人
物、细节来表达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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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蒙古马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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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3月开始，结束时间视
情况而定。

内蒙古日报社
2020年3月5日

关于征集
“我心中的蒙古马精神”
主题文学作品的启事

□关福财

我以一棵小草的姿态从阳台眺
望远方，阳光正乘着逆行者的翅膀飞
翔，慢慢融化覆盖大地上那层黑色的
冰霜。

北归的大雁划破凝重的天空，宣
布春天的驾临。枝头上开始酝酿唤
醒苍生负重前行的力量；花蕾暗暗攥
紧了拳头，让每个生命，哪怕如草木
一样卑微，也要举起头顶的春天。

这是一段特殊的岁月，春天被带
上了严密的口罩、穿上了厚重的防护
服，每个人的体温反复接受仪器的测
量，作为出入的重要通行证。

我不住长江头，也不在长江尾，
但此刻我愿共饮长江水。你为春天
山河的无恙，已付出太多的悲壮。我
要彻底放逐平素的麻木，不想以空洞

的豪言壮语将你安慰，那旁观者的言
语有时竟是一种伤害；更不允许蘸着
你的苦痛，书写我苍白无力的呐喊和
叫卖。

我不想站着说些无关痛痒的话，
只想俯身蹲下来默默地擦干每一朵
花瓣上滚动的泪珠，扶起你内心的无
助和悲苦。只渴望我眼中那朵最大
的泪花，洇染出一片没有暗礁的水
域，成为温暖的港湾，使你因伤搁浅
的希望重新启航。

一棵小草坚强地挺过寒冬的漫
长，此时正立于风中振臂鼓与呼：众
生不易，唯有爱才是生命在春天里的
信仰。

春天里，
我愿与你共同撑起远方

散
文

诗

我心中的蒙古马精神

□景绍德

立春词

是从夕阳落下开始，多么接近黎明
一个缺少免疫的春天
一个众人祈祷的春天
一个被口罩捂住的春天
来得令人心疼

接近春天的人，正置身灯火之中
此刻，我只能写一匹旷野里自由的蒙

古马
写一片被轻风抚慰的芦苇
我只能在雪海上写下
山河无恙，花返枝头

站在中国地图前

我看见山东，北京，内蒙古，四川，
河北……

正把各地的春天运往武汉
还有更多地方
快马加鞭

我知道，在这张地图以外
也有一些人
一些国家
运往武汉与春天相关的

地图里的人们都在忙碌
我发现我的心
正挨着武汉

我以为

我以为关了电视机
疫情就会消失
负增长数字，感染，重症，死亡
就会不复存在

我以为耳朵里塞上耳机听歌
就听不见哭声
咒骂，噩耗。那些声音，就会
戛然而止

可无论我是闭目，或是掩耳。都有一
群人

在晃动，在喊
那声音是在绝地反击
那声音气吞山河

做梦写诗

这一夜，翻来覆去的不只是我的身体
字，词，字词里的含义，也左右颠倒
那些在大爱里闪光的名字
那些一闪而过的逆行者
如剪影片段，让我把写下的词藻反复

删减

似乎写下哪个颂词，都轻如鸿毛
似乎写下哪个汉字，都重如泰山
他们太轻了，轻到我停下手中的笔
想去拥抱那些洁白。他们太重了
重到，我一提笔，泪眼婆娑

这一夜，我把白天写下就会崩溃
就会催泪，就会疼的
在梦里，通通写了一遍

我宅在
炊烟袅袅的春天里

好多年没如此安静，急于奔命人世
急于生存，急于人情世故
急于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

用力地活，却活不出想要的样子

走在多次走过的乡路，与己相逢
我有说不出的羞愧
与父对饮，与母家常，与子学习
仿佛隔离多年的心
找到逃脱的出口

在这辽阔大地，蒙古马在风雪里奔腾
我宅在炊烟袅袅的春天里，与它们
一起慢慢等
等山花开遍中国

我宅在炊烟袅袅的
春天里
（组诗）

勃发 董泽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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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与人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