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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

根河，冬季中国最寒冷之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去过多

次，印象中那是个偏远、封闭、清
苦，但景色极美的小城。记忆最
深的是城的南面有一座山，孤零
零地立在那儿，根河人亲切地叫
它“馒头山”。山体是典型的等腰
三角形，远远望去，酷似日本的富
士山。因为这里雨水较多，山顶
总是被阴云环绕着，只有太阳出
来的时候，才会露出清晰的面
目。山上覆盖着密密的松林，在
没有阳光的日子里，绿色像被浓
墨染过似的，黑朦朦的，让人产生
无尽的联想。

这次来根河，首先看到的就
是这座山，它让我打开了二十多
年前根河的记忆之门。

那时候，根河还没有多少楼
房，一排排的砖瓦平房掩映在用
木板围起来的院子里。如果是家
境好一些的人家会有一个很大的
院子，大约有两亩地那么大，院子
里可以种植大片的蔬菜瓜果，还
可以养一群鸡鸭鹅，甚至能圈养
一两头大肥猪。靠近窗户的地方
还会种一簇簇五颜六色的“扫帚
梅”（学名波斯菊，北京也叫格桑
花）。这一切让我这个北京来的
城里人非常羡慕。但是就这样一
个大宅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
期出售的价格竟然只有1500元，
相当于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和奖
金，即便如此，也常常无人问津。
记得我一个朋友从根河调北京工
作，卖了房子，把家具装在一辆依
维柯车上运回北京，途中因为客
车载货挨罚，罚款的数目恰好是
他卖房子的钱。这个让人啼笑皆
非的故事，我给很多人讲过，但却
没有人相信，包括现在的根河人
也不一定信。但这就是那时候的
根河，一座不给人希望的城市，人
们纷纷想办法离它而去。

给我记忆最深的是我认识的
一个小伙子，名字我已经忘记，大
约18岁，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如
果不看他的脸，俨然一个初中
生。他在距离根河32公里的下央
格气林场做伐木工人。那时候，
国家还准许采伐森林，但资源已
近枯竭。他知道我是写东西的
人，便邀请我去他所在的林场采
伐小工队做客。我差不多坐了一
个多小时的森林绿皮小火车，才
到达那里。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大
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我当时正在
读一本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
的小说《鱼王》，他对西伯利亚地
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北部原
始森林的描写正好引发了我对大
兴安岭森林的想象。那是俄罗斯
的冻土地带，植被、气候、山川都
与这里惊人的相似。小时候，我
长在海拉尔，对周边的呼伦贝尔
草原可以说了如指掌，但对原始
森林，虽然距离不足200公里，却
所知甚少，那时候总是听大人说
起“沟里”这个词，所谓“沟里”就
是从牙克石往北，一直到根河、满
归，还有莫尔道嘎，那一片莽莽的
神秘而又陌生的林区，一个我童
年意识里的蛮荒之地。

第一次走进原始森林，如同
走进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一样，
脚下踩着厚厚的多年积攒的潮湿
的树叶，沙沙地响，新生的草枝从
肥沃的地面杂乱地伸出茎叶，还
有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举头
仰望，满眼是粗壮而垂直伸向天
空的落叶松树，密密的枝丫遮蔽
了阳光，只有一条条的光束，穿过
树叶的缝隙有力地射在地面上。
穿过这片森林，有一块空地，茂盛
的绿草之间，有一丛丛低矮的灌
木，阳光下，蝈蝈隐匿在里面欢快
地鸣叫，此起而彼伏。远处有一
片水域，应该是雨季自然形成的
小湖泊，静谧平稳如同一面巨大
的镜片，映衬着蓝天和白云。蜻
蜓振颤着翅膀在水边嬉戏。一棵
折断的枯树，倾斜在湖面上，留下
对称的倒影。湖对面是荫翳的白
桦林，白色的树干像是油画中的
钛白颜料，一笔一笔，涂抹在浓绿
的树叶之间，异常显眼。这是典
型的大兴安岭林间景色，也是大
山中人迹罕至的仙境。我用135
胶卷相机拍下了这一美景，现在
它们依然保存在我的相册里。

走进低矮的工棚，在简陋的
充满潮气和汗味的床上，我见到
刚刚飞身站起的小伙子。他见到
我来，既感到高兴，又显出一丝愧
疚和尴尬。他慌忙把卷做一团的
被子，扔向床头，用手掌扫了扫床
沿，让我坐下。在他去门口为我
倒开水的间隙，我看见床里的木
板墙上，用圆珠笔写的三个字：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字
迹歪歪扭扭，一共写了三遍。

“没办法”，这三个字深深地
刻在我的脑海，甚至在之后的日

子里遮蔽了他本人在我记忆中的
模样。在回城的路上，我一直在
心里默念着这三个字，我感觉这
三个字表达了他的心情和生存状
态，还有他内心深处不得而知的
痛苦。他的家境非常苦寒，一家
三口，妹妹是残疾，母亲在他10岁
的时候跟着倒运木材的内地人跑
了。父亲每天沉迷于酒精，已经
成了废人。多年以后，我听根河
的朋友说起，小伙子已经消失在
大家的视野中，谁也不知道他的
去向和生死，就像这个人从来没
有存在过。

《鱼王》中说：“生活就是这
样。时间把人们从静止中唤醒，
于是人们便随着生活的浪花漂
流。把谁抛到什么地方，谁就在
那儿生根。而人一旦像挣脱了锚
链的船一样随波逐流而去了，又
何必再为陆地上的事牵肠挂肚
呢？”根河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地
方，它没有根，历史上它是东胡、
鲜卑、蒙古族之地，但真正成为行
政区划单位却是在1955年，而根
河的名称源于流经此地的根河，
蒙古语“葛根高勒”，意为清澈透
明的河。它的第一代居民大多是
东北和中原的移民，他们是为开
发大兴安岭而来，怀揣着梦想和
使命，更经历了艰难和困苦，他们
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献出了
青春，作出了贡献。三十多年过
去，由于过度采伐，森林资源面临
枯竭，国家还没有开始实施封山
养林的政策，经济萧条，根河人陷
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困境。很
多人想尽办法要离开它，年纪大
的人希望返回内地的故土，叶落
归根；年轻人希望考学打工走出
去，摆脱贫困。而他们一旦离开
了它，就真的离开了它，没有回
头。这么多年来，在我的记忆中，
它变成了一个沉睡的让人不知不
觉忘却的所在。即便偶尔想起，
也是因为它令人心悸的严寒和让
人揪心的森林大火。但好在总有
坚守在这里的建设者，他们挺过
了艰难，在这里生了根。而真正
生根在这里的人们才会有幸见证
根河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天然
林资源保护工程”，即“天保工
程”：停伐或调减木材产量，保护
现有天然林，加快宜林荒山荒地
造林种草，加强森林管护，妥善安
置富余人员，缓解企业社会负担
等等，这一重大国策为林区的恢
复和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创造了
有利的条件。二十多年来，在内
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
的领导下，大兴安岭林区的森林
面积增加了约 100万公顷，森林
蓄积净增约3亿立方米。森林覆
盖率达到78.39%，其中根河的森
林覆盖率达到91.7%。森林资源
整体状况已经超过了上世纪五十
年代开发建设之前的水平。特别
是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
止天然林的采伐，实现了由木材
生产为主向生态保护建设为主的
根本性转变，从而开启了生态文
明建设的新征程，推动了整个大
兴安岭林区，尤其是根河的经济
发展。

2011年，作为大兴安岭林区
的试点，于2014年正式建成并对
外开放的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
是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
措。园区的总面积近 60000 公
顷，园内有森林、沼泽、河流、湖泊
等多种生态形式，是国内目前保
持原生状态最完好、最典型的寒
温带湿地生态系统。被专家誉为

“中国冷极湿地天然博物馆”“中
国环境教育的珠穆朗玛峰”。
2015年被评为全国生态旅游示范
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
国森林体验基地、中国最受欢迎
十佳露营基地等等。

当我来到湿地公园参观，入
口处赫然矗立着四个巨幅大字：

“根河之恋”。这是作家叶梅2013
年来根河采风时写的一篇散文的
名字。这篇散文我读了两遍，深
受触动，我以为叶梅写出了根河
的灵魂，细微处如涓涓泉水，大气
处如磅礴河流。文中既有历史的
追问，又有现实的观照，正如评论
家石一宁的评价：“放弃与坚守，
伤感与快乐……深沉而又悲壮。”
这篇散文后来被选入 2017 年的
北京高考试卷，使正在崛起的根
河，在全国的影响锦上添花。我
注视着这四个大字，内心非常感
慨：一个作家只要认真地爱上一
个地方，并用真诚将自己的情感
和思考诉诸文字，这个地方的人
民就会记住他（她）。这才是对作
家最好的奖赏。

在距离根河市区4公里的地
方有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
居住区，这就便是鄂温克族的“敖
鲁古雅使鹿部落”所在地。关于
使鹿部鄂温克人，上世纪八十年
代，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他
有影响的小说《七叉犄角的公鹿》
和《琥珀色的篝火》中曾对他们的
生活进行过真实而深刻的描述。
他们是鄂温克族中人口最少的一
支，也是大兴安岭北部最早的原
住民之一。他们生活在额尔古纳
河流域敖鲁古雅河畔的山林中，
祖祖辈辈以打猎和驯鹿为生。
2002年政府在根河市郊为他们修
建了定居点。从此他们走出莽
林，开始了新的生活。起初他们
并不适应这种现代化的生活，但
是随着定居点的更新和改造，尤
其是2008年，根河政府聘请了芬
兰贝利集团对定居点进行了总体
规划设计，从民俗、旅游和建筑风
格上体现敖鲁古雅的风情和使鹿
部落的文化特色，并建立了原始
部落、驯鹿文化博物馆、桦树皮博
物馆、猎民家庭游、列巴博物馆，
森林文化研究所、冰雪酒店等设
施，组成了一个以敖鲁古雅鄂温
克生态民俗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
旅游生态景区。这些设施不仅改
善了鄂温克人的生活条件，也有
效地保存和弘扬了鄂温克狩猎部
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在博物馆
的工艺品商店里，我看到了木雕、
桦树皮器皿、鹿皮和鹿毛编制的

“太阳花”等鄂温克传统手工艺制
品，还有用驯鹿皮加工的地毯和
床垫，甚至还有眼镜布。这种用
驯鹿皮打磨、精工制作的眼镜布，
手感极其细腻柔软，擦拭效果绝
对胜过所有的眼镜布。我不禁买
了好几块，送给了现场的朋友。
店主是一位漂亮的鄂温克族女
人，她一边为我们介绍着这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和制作方
法，一边用手机微信收取我的付
款。从她满面春风的脸上，我仿
佛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自信与骄
傲。

最让我吃惊的是根河市区的
变化。再次来到这个小城，我感
觉像到了另一个城市，它的变化
超出了我的想象。如果没有那座
我记忆中的“馒头山”和密林，我
一定是以为到了北欧的挪威森林
小镇。色彩鲜艳的楼房、宽阔流
畅的街道，还有根河人崭新的精
神面貌。尤其是当我下榻到那家
独特冰雪酒店，站在富有冰雪和
森林设计理念的房间，仿佛在盛
夏时节置身于冰雪的凉爽和森林
的氧吧之中，再望向窗外远处亘
古不老的青山和山下日夜不息的
根河，我确实有时空交错，今昔何
年的感慨。

不久前，我在呼和浩特的内
蒙古美术馆参观了“大美根河美
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从艺术的角
度又感受了一次根河的变化。在
展厅的门口，我看到了根河籍艺
术家刘永刚的雕塑作品《站立的
文字》。1982年他从根河考入中
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靳尚谊的工作
室，毕业后又赴德国纽伦堡美术
学院留学。他的作品《北萨拉的
牧羊女》曾获得首届中国油画展
优等奖，回国后他创作的雕塑《站
立的文字》，以独特的构思和艺术
形态，展现了文字的抽象之美以
及其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明的气息，引起了艺术界的强
烈反响。由此，我又想起了出生
于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部落的女
艺术家——我同年入学的校友柳
芭。她是那个年代我认识的唯一
一个离开家乡又返回故土的根河
人。记得有一次酒后她对我说
过：你们大城市不适合我，我的根
在敖鲁古雅。可惜她后来不幸早
逝，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地埋
在了那片大森林。她为数不多的
油画遗作现在保存在驯鹿文化博
物馆的展厅里，成为使鹿鄂温克
人生活与历史的艺术见证。

在展览的书法作品中，我看
到了根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赵立
友的一幅作品，是用隶书写的16
个字：

“小城不大，风景如画。人口
不多，静美情热。”这是流行于根
河民间的一句口头语，原文的最
后一句本来是“贼拉能喝。”赵立
友适时地将它改成了“静美情
热”，这是艺术家的升华，也正好
应了今天根河人的变化。在看展
的间歇，我和赵立友说起了“馒头
山”的记忆，他告诉我：这几年的
春天，山上的达紫香（又叫兴安杜
鹃）花开得出奇的鲜艳繁茂，把整
个山都染成了粉红色，明年春天
你再回来，那情景一定让你终生
难忘。

嗯，根河，一个安静、美丽的
冰雪小城，此刻正以其饱满的情
感和热忱，期待着世界的目光和
拥抱。

根河，期待世界的目光和拥抱

□张晓艳

一

看着援鄂的医护人员归来，想起老屋
檐下的那窝鸟儿。鸟儿扑棱棱回来时，母
亲正在窗前拣出最美的红豆，阳光投影在
上面，红色收拢起火一样的希望。鸟儿在
窗台上叽叽喳喳时，母亲故作镇定，使劲儿
扒拉着红豆。相逢，是带着喜悦的疼痛。

他们归来时，身上没有那抹白，五颜六
色，任何一束花都是逊色的。那白，是冬天
的雪，是母亲鬓角的银丝和儿女手中的信
笺，是一张签到表上44天的空白。

樱花和草原，无法取舍。
而所有的礼遇，都不如家里的炊烟，和

孩子的心房，盛不下的惦念。

二

日子像一串省略号，滴滴答答，无休无
止。

陌上还没有花开，柳树还没有嫩芽，我
还没有看到云朵后面的雨丝。时间总是这
样，按部就班。

口罩还没有摘下，孩子还没有开学，朋
友还没兑现他要请客的承诺。灾难总是这
样，先于我们料想的到达，晚于我们预期的

离开。
日升或月落，不慌不忙，分秒不差。生

和死，一个在奔跑一个在揪扯。有人在白
天哭泣，有人在夜里欢笑。有人在风雪中
到来，有人在尘土中离开。

那些说不出口的忧伤啊，都在月光里
飞舞。

三

三月的风从乌兰木伦河吹过，春天的
界碑在此。星子一样，铺陈的河面，跳跃着
燕子和尘埃。

江山无数，走过的人，无数双脚印下就
有无数个故园。但每一个生命里只有这一
个春天，不栽花、不播种，不和虫蚁争食，不
必说你的远方，仅仅留下希望，和比希望更
强大的卑微。

跨过这道界碑，留下的泪，以及彻夜的
无眠，统统赠与河水。

我，还有你，只需记着——把伤痛还给
冬天的焰火，把教训铭刻于秋天的硕果。

三月的风从乌兰木伦河吹过

□马晓华

一

昨天天色暗沉。近黄昏的时候，决定
出门走走。锁阳台门的一刹那，蓦然瞥见：
那盆一直放在阳台上的花不知什么时候开
了，并且自己用开满小花儿的花枝，执拗地
挑开了两扇窗纱的缝隙，让花儿迎向外面
的阳光。

我自是愧疚：竟这样忽略了这棵野草
般的花，因为它并不名贵，没有像春节期间
隆重地从花卉市场买回来的名花一样，盛
放在人们的欣羨和赞誉里。虽然在北方冬
天的家里、一个白天温暖、晚上寒凉的落地
窗旁边，她是阳台上唯一的一棵绿植，因为
早已习惯于她的寂然无声，让人觉得一切
都很平淡无奇。

平淡是因为习以为常。
所以，有时，有一天花开了，也会因为

平淡而无奇。
此刻，站在窗外的院子里，我看她的

时候，内心生出几分惭愧：我每日每日地
也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却不如这小小的花
儿——至少，她在努力撑开一线窗纱，让
自己绽放在阳光中，跳出一点闪耀的春意！

突然觉得，好爱这小小的、如野草般的
小花了！

二

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在他的散文中这
样说：“女性美和爱的心情原来是富于矛盾
的，谁能够彻底地窥透此中消息呢？”这是
他在欣赏《春天》这幅油画的时候说的。在
他看来，三美神，“她们都是很古典的，像她
们的衣服，她们整个的是透明的、轻盈的、
悠闲的，手牵着手，面对着面，她们在爱神
面前，像举行宗教仪式似的缓步舞蹈。”“我
对于这幅画所特别爱好的是那一幅内热而
外冷，内狂放而外收敛的风味。在生气蓬
勃的春天，在欢欣鼓舞的随着生命的狂澜
动荡中，仍能保持几分沉思默玩的冷静，在
人生，在艺术，这都是一个极大的成就。”

在新冠病毒肆虐的3月，看着文艺复
兴时期的画作《春天》：风神吹动着春神，春
神簇拥着花神，春的来临不也是步履维艰

的吗？左边是象征青春、美丽、欢乐的三位
美丽女神，她们的存在寓意春回大地、万木
复苏！爱神维纳斯居于正中，只是，她的眼
神似乎有些忧伤，仿佛她已穿越而来，惟愿
爱带给人间一片新的盎然生机。

祝福你，走向春天的所有人！

三

我说的是你吧——方舱医院里脸上有
勒痕的美丽护士太多太多，你是剃了秃头
的那位、还是与病房的门玻璃相隔亲吻的
那位？——你的他在对面的那间病房，你
们在同一个战区，我的耳畔响起一首动人
的诗章：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
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
挺直，青春焕发。/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
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
美如画。”

我看到那位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穿
着太空服一样厚重的防护服、对着镜头摆
摆手就大踏步走进重症监护室的院士——
气质如兰，步履坚定，她70多岁了，腰杆挺
直，青春焕发。

她们是护士、是医生、是院士，在平时
的人群中平淡到习以为常；在今天灰暗的
日子里，她们努力抬起头，用自己的身躯撑
开一线光明，让阳光洒进阴霾的病室。

她们是女儿、是母亲、是妻子，许多年
以后，孙子孙女会问：“奶奶，什么是方舱医
院？火神山、雷神山是座什么山？”

她们，也是一棵平凡无奇的小花，颜色
纯白，偶尔有一丝蓝线条儿点缀。

明早，我会早起，给阳台上的小花拉开
那幕窗纱，——我知道，那时，穿过花瓣的
阳光颜色会因她而改变，花儿还是花儿，阳
光却一定不再是窗外那种空泛的白光。

是的，穿过灵魂的温暖——那是一种
别样的美丽，她依然平淡，却不再追问是否
无奇。

这个春天，你是最美的花

名
家

名
作

山花 赵云东 摄

□高连山

鹧鸪天·致敬钟南山

豚鼠递年疫鬼狂，奈何病毒显无常。
螘虫小小妖魔重，民众芸芸血脉张。

除侈虐，灭灾殃，南山义士剑琅琅。清
风万里春归处，纵我豪怀酒共觞。

鹧鸪天·欣闻两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鄂尔多斯一夜惊，肺炎疠疫扰康宁。
仁心肯付回天力，德令兼容动地情。

须谨疾，恐迟倾，秦医不日缚长鲸。遥
知阔野风催柳，万里祥辉玉宇澄。

忆秦娥·庚子春

与春绝，星疏月淡听残雪。听残雪，萦
怀缥缈，几声风冽。

梦征忽报昏霾灭，掀帘顿觉拆新页。
拆新页，景光千里，绮霞调悦。

七律·援鄂英雄凯旋

遑论生死锐身捐，万里逆行当著鞭。
妙术回天诚有责，新正共贺却无缘。
江城驱疫风云卷，大漠骊歌老少牵。
把酒言欢须劫后，迎春一簇绿窗前。

七绝·清明

雨携桃李舞风庭，疠疫残亡渐近零。
无限春光何处赏，神州万里醉游成。

抗疫诗词五首

□李淑章

1947年5月1日
一轮红日从草原上升起
就在那个时间里
一位母亲拽着
两个骨瘦如柴的儿子
跌跌撞撞地走向
这片霞光灿烂的土地
其中，大一点儿的就是我
那年十二岁，今年八十一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小时候，是草原的浓香乳汁
使我这个奄奄待毙的孩子
获得了缕缕气息
现在呀，是草原的和煦春风
让我这株将要枯朽的老树
洋溢着丝丝绿意

我永远记得
第一次拜谒昭君墓的时刻
那一刻，我领略到

“昭君自有千秋在”的深意
那一刻，我感悟到

“胡汉和亲识见高”的真谛
而今草原上的49个民族
哪一个不是亲如骨肉的兄弟

我永远记得
多少次住在蒙古包里的故事
晴日里，仰望草原湛蓝的天空
我懂得了草原的爱为什么无边无际
暮色中，喝着额吉香甜的奶茶
我知道了草原的情为什么无与伦比
如果你也想知道
那就请你来吧
草原的鲜花正开得艳丽

我永远记得
草原孩子们给我的力量、智慧与情谊
课堂上
当我激情四射、手舞足蹈时
他们用笑声掌声给我鼓励
危难中
当我被推入八卦炉中熔炼时
他们齐声为我呐喊

如今呀
我的学生遍布草原
他们个个擎着熊熊燃烧的火炬
在朋友圈里，他们相互激励：
一定把草原精神传下去——

啊！
草原给了我生命
草原给了我智慧
草原给了我爱情
草原给了我儿女
草原给我的太多太多
我怎能说得完，又怎能还得起？

今天，我对着苍天
向我痴迷着的草原发誓
草原啊，我永远爱你！
只要我一息尚存
我就会用嘶哑的喉咙
讲述你“海纳百川“的胸怀
我就会以笨拙的笔杆
书写你“壁立千仞”的魅力！

当我不得不躺下时
我的灵魂，我的躯体
也要永远与你在一起！

草原啊，我永远爱你！

我心中的蒙古马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