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戈三同

新枝

砍去树身
丢下枯木桩，年轮
在剖面，是一圈圈的

春天，从它侧旁
突然向上
窜出一根绿枝条

微风一吹，向下弯去
像一根磁针，搭在一张
开启的唱片上

早春

一声咩叫
叭嗒落了地
老额吉抻开袍襟
兜起一个湿漉漉的早晨
它打湿几棵枯草的地方
最先拱出春天

羊群走远
如一片流云去游荡
她以手加额———
八百亩草场
像她抖开的一块阔大绸缎
没有一寸起伏
不是她用望远的姿势
抚摸过的

天黑之前
加旺灶里的牛粪火
让炊烟踩着薄暮
站成一柱方圆几里
一眼就瞭得见扭动的温暖

乌珠穆沁星空

那个梦想摘取星星
苍穹下
晃动双手的人

当天地之蚌
沿地平线叭嗒一声
悄然闭合

从夜空倾泻而下的
一整条星河
都是她的

一匹马

一匹马
从眼前一闪
远了

直到山那面
倒下
一棵撞弯的炊烟

春天浩大
（组诗）

□张金刚

沙埂上，丛丛开得正艳的地黄，铺
展宽厚的绿叶，高挑着长茎上的朵朵
管状红花，随风摇曳。女儿学我的样
子，拇指食指捏住一朵，微感“叭”的一
声，从花托处揪出，抿在口中咂咂数
下，倏地一股浓郁甜香夹着蜜糖味溢
满口腔。女儿惊奇这小花竟如此甜
美，我亦恍惚回到童年。

地黄，春天满地是。每每一朵一
朵咂巴这花，便全然沉醉在那独特的
香甜中，瞬间补足能量；还亲切地称地
黄为“蜜蜜管”，有味有形，颇具情趣。
一春一春的“蜜蜜管”，充当所有农村
娃田间劳作玩耍的小零食，数辈沿传。

不止地黄，我们这些村里疯跑滚大
的孩子，对自然的慷慨馈赠，有着根植
血脉、烙印脑际的深厚情感。经验会告
诉我们，哪些可吃、哪些不可吃，哪些可
直接吃、哪些需加工才好吃。“自然零
食”，藏于山野，埋入心底；如童年记忆
的味觉密码，随时触及，便可打开。

菜市场有摆摊儿卖桑葚的，嫩紫
新鲜，一看便知清早刚从农村采摘
来。可买的，远没自己摘的有味儿有
乐子。老家有棵繁茂的桑树，偏偏长
在坟场。虽桑葚挂满枝头，可我这胆
小鬼是万不敢摘的，只远远看着大伟
哥哥攀树揽枝，一颗接一颗地摘了直
往嘴里送，还“真甜真甜”地叨叨着。

我馋得直咽口水，叫“哥”讨好他，
央求下树赏我一把。我吃到了紫红甜
甜的桑葚，大伟又蹿上树，不停地摘了
揣进口袋，竟疏忽已将雪白的衬衣染
了色。招母亲一顿骂是肯定的，但只
要有桑葚在游戏、学习的时候，随时丢
一颗入嘴，便是值得的。那年夏天，老
桑树又满树桑葚迎我回村，壮着胆儿
攀树摘了给女儿、侄子；看他们边吃边
玩，心中满是欢喜。

繁衍在沟谷坡梁、田间地头、房前
屋后的杏、李、桃、梨、酸枣、石榴、葡
萄、山楂、苹果、山葡萄、覆盆子，更是

你方唱罢我登场，华丽丽、水嫩嫩应时
垂挂，招惹一群馋嘴猫儿数着日子，眼
巴巴盼着果子早日熟透，口里嚼、手里
拿、兜里装，乐乐呵呵与伙伴分享，尝
遍酸酸甜甜各种滋味。

翠绿的玉米地，如青纱帐一般。
成长中的秸秆，吸足了水分、孕育着甘
甜。趁大人不注意，钻进玉米地，挑最
嫩的秆子，折断几根；坐在地头，用牙
齿扯开硬皮，露出嫩绿水润的内瓤。

“嘎吱”咬一截儿，猛嚼，便有甜美的汁
液挤出，很是爽口，我们亲切地称其为

“甜甜秸”。几根嚼完，有时会将嘴唇、
牙龈割破滴血，仍不改其乐。

颗粒归仓的玉米粒，遇到爆爆米
花的师傅，便开启了它们火热灿烂的人
生。摇转烈火上的钢炉，玉米粒在里面
尽情翻滚。时间一到，“嘣”地揭开，一
朵朵金黄托雪白的爆米花，便活蹦乱跳
地钻入口袋，供迫不及待的孩子一把一
把装了，四散玩去。掺了砂糖的爆米
花，酥脆香甜，上学路上、炕头闲聊、看
戏看电影时吃上一些，快意消遣。

黄豆、花生、小麻、南瓜籽，洗净、
晾干，搁盐一炒，香脆可口；山杏去核、
柿子削皮、红薯煮熟切条，晾晒后，即
可得到软糯的杏扁、柿饼、地瓜干，皆
为极受欢迎的占嘴小零食；核桃、大
枣、瓜籽，更是家常必备，一起填满生
活，打发闲暇玩乐的散淡时光。走到
谁家菜园，看黄瓜、番茄、萝卜长成，不
必打招呼，摘下或拔出，简单洗巴洗
巴，便可生吃，脆爽有营养；同时吃到
的还有乡里乡亲的淳朴与热情。

那些随季节变幻、轮番奉上的“自
然零食”，浸润了山水、空气的芳香与
灵韵，绿色、生态、朴素、寻常，算不得
什么美味，但绝对是最顺口、最对胃、
最养命的好东西，哺育滋养着一代代
勤劳智慧的庄稼人，生生不息。

自然零食

□许素琴

北方的北方，冬季漫长而漫长。在悄
无声息的静默中，冬已然成了久久不变的
水墨长廊。一场场冬雪刷刷地下着，单调
又惆怅，落在黑黢黢的山林和林间的草
场。缕缕炊烟慢慢升起，时空好像进入了
冰河期。一切似乎都凝冻了。

没有高寒地区生活经验的人，很
难理解“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
飞雪”的寒意和“春风不度玉门关”所
带给人的沉闷感。

北方的人们虽然早已习惯了漫长
的冬天、黑白的色调，但冰天雪地一呆
就是半年，严寒、寂寞、压抑还是让人失
去了耐心。打破冬的桎梏，拥抱色彩，
拥抱温暖也就成了格外强烈的渴望。

四月间，在岭岭相连，山山相叠的
低矮处，大兴安岭不经意间有了些许
的改变。河道的林间似乎隐隐的透露
出一团团淡淡的红色，渴望的人们便
知，那的确就是来自大自然的第一条
春的讯息。尽管此时江南早已过了烟
花三月，但北方的北方却对一树树的
红柳充满着无限的渴望。

在初春河岸边，在树林里，听着冰
层下咕咕的春水声，厚厚的冰层断裂声，
你就知道，冰层下的春水早就悄悄地滋
养红毛柳了。那柳就红得愈加鲜亮润泽
了。仰望湛蓝的天空，柳红红的婆娑枝
干，就洋洋洒洒地氤氲在蓝蓝的天空里，
这时你就明白她为什么叫红毛柳了。再
过十天半月，红毛柳膨大的枝头连续不
断地绽出繁密的星星点点的毛毛狗儿，
漫空摇曳，随风涌动，白白的黄黄的绒绒
的，像极了擎在空中的巨大米兰。又像
红毛柳们携红带白的飘逸裙裾，在春风
中舞蹈！红毛柳此时完全陶醉在一年中
最绚丽的时光里了，的确没有哪种树可
以与红毛柳的春姿相媲美。她是大兴安

岭早春里着盛装的俏女子。
这时，你就会再一次感叹北方的

北方生命的顽强、灿烂如斯。渴望的
心也终于得到滋养。

早春之外，红毛柳却是植物王国
里的丑小鸭，那鲜活诱人的红色几乎
不见，黑黢黢的树干，歪七扭八的枝
条，多半不成材的长相，一丛丛一片
片，总让你觉得不大舒服。但科普后
你就明白，她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是
一种非常珍贵、稀有的野生树种，也是
一种濒危树种，是最佳的护岸树。

在我的直觉中，红毛柳似乎就有
特别强大的生命力，在大兴安岭她属
于超好成活的树种，在河岸，在平地，
在路边随意一栽成活率就是最高的。
这是别的树种所无法比拟的。她没有
落叶松的劲直挺拔，没有白桦的俏丽
婀娜，没有樟子松的雄阔壮大，她从不
与落叶松白桦争山之雄势，耀己之俊
俏。她与杨树为伍，在河岸，在路基。
我就曾看到过无数处，被采沙者肆意
破坏的河道里，率先恢复生机的就是
这一丛丛鲜红鲜红的红毛柳。她迅速
地发芽，扎根，生长，牵扯着河滩间少
许的沙土，护佑着草木植被。

红毛柳是植物王国里的丑小鸭，
也是植物王国里的白天鹅。

早春，呼吸着清新凉爽的空气，行
走在大兴安岭的山岭间，远方那充满
活力的一团团一片片的红，星星点点
的白，便都是红毛柳的身姿，也是大兴
安岭上清澈河流的走向。

待万山碧透，杜鹃怒放，百花争妍
时，红毛柳你就悄然脱下红妆，融化在
兴安岭的绿海里！

兴安红毛柳

□郝秉文

神泉生态旅游景区位于黄河中上游
分界点上——河口古镇。左岸为古云
中大地，右岸为古榆中大地。今呼包鄂
金三角腹地，区位优势突出，交通便捷，
旅游资源丰富。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河如
弯弓，穿境而过；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
其沙漠形似弯弓上的弦，依偎在母亲河
的南岸，东西绵延四百公里；黄河北岸
沃野千里，稻香禾熟，湿地草原，连绵不
断，牛羊肥壮，牧歌悠扬，被人称之为

“河套平原、土默川平原”的“塞上粮
仓”，即位于此。北部阴山连绵，蜿蜒起
伏，山势雄伟，森林覆盖；黄河晋陕蒙大
峡谷，即以此为始点。两岸绝壁悬崖，
双峰峙立，峻峭挺拔，气象万千。河道
曲折多变，峰回路转，旋天盘地，刀削斧
劈之势，洪涛漫卷之雄，险峻风光，让人
喟叹！作为中华瑰宝，千年文化历史不
朽杰作，民族不拔精神力量象征，世界
人类文化重要遗产——万里长城，在此
与黄河、大漠亲切握手。沿途名胜古迹
星罗棋布，民间传说故事绚丽多彩，形
成壮丽的黄河、大漠、长城风景道。让
中外游客踏着历史足迹，纵观千古世
事，一览万里风情。在神泉景区库布其
沙漠游览区，偶见长城烽火台遗迹，古
之幽情，引人发思。

站在神泉的东山岗上，登高远眺，
俯视河山，山川秀丽，风景优美。大河
波涛，碧波万顷，浩瀚大漠，似金色大
海，雄宏气势，一览无余。真乃晋陕蒙
风水宝地，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亦如令人赞叹曰：“瞰三省福地，南涌金
沙，北横翠岭、东跨蓝桥，西荡白帆，千
重浪花楼前过；观四季风光，冬飞玉龙，
春跃红鲤，夏染绿岸，秋皴紫陌，万般锦
绣云中铺”。如此赞叹实至名归，毫不
夸张！

翻开历史，史海沉钩。这里曾发生
过多少动人事迹，有过多少壮史悲歌，
名人志士留下了多少壮丽诗篇、慨叹感
咏、历史遗迹。

古往今来，古云中、榆中大地，左带
黄河、右襟大漠，东扼雁朔、西卫甘宁、
南蔽秦陇、北接河套、山川险危、沃野千
里，为古今军事要塞，兵家必争之地。
遥想当年大河奔流，波涛汹涌，河水倒
影，烽火连天；大小城垣，星罗棋布，雄
宏气势，别具风采；长城跨境，墩台相
连，巨龙腾跃，气势壮观！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国势强大，胡
服骑射，筑云中城，伐胡人于榆中。这
里的“城壕”今大路新区，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名字，尘封着许多人文和历史传
说，大漠深处隐藏着许多历史和民间故
事。据考古专家考证，这座古城即秦汉
以来榆中县，沙南县故城遗址，归云中
所辖，为楼烦王驻扎军队的城邑。

秦并六国，大将蒙恬统兵三十万，
收河南地，略胡地至榆中，“阔地千里，
累石为塞”，为秦所有。即今十二连城
古城遗址，天顺圪梁、巨合滩“榆溪要
塞”之关。秦统一六国，在全国实行郡
县制，云中郡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榆
中县为全国四十四县之一。秦始皇巡
游天下，曾北巡至此。今黄河边上榆中
关虽没有了痕迹，但稍加留意，便露出
端倪。遥想当年，城头那统兵百万，镇
守秦关，雄领天下的雄宏气势，仍依稀

可见。关前著名的“君子津”是秦汉以
来关中通往北地的主要渡口，上演了多
少动人事迹。

西汉建立。榆中大地继续为云中管
辖。汉武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镇守北
关，抗击匈奴，伏波将军路博德跟随霍
去病北征，立下显赫战功。卫青以云中
为大本营，渡过黄河，横扫楼烦王，展开
漠南战役。筑棱楼城扼守黄河水道，保
证粮响供应。这些动人的故事，均发生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黄河流经马栅
隆起的娘娘滩、太子滩，相传曾是汉薄
太后、文帝母子寄居民间的故事也在这
里广为流传。而今，自十二连城循古道
沿黄河湿地沙漠边缘南行，至大路镇沟
门溯河谷南上，便进入鄂尔多斯高原腹
地，进而到达古秦汉时期的都城，关中、
咸阳、安西等地。

北魏时期，魏帝拓跋焘于始光三年
（426年），自云中经“君子津”渡河，击匈
奴族首领赫连昌于统万城。今陕西靖
边县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隋时，大业三年（607年），隋改胜州
为榆林郡，领榆林、富昌、金河三县。筑
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今乌兰察布的长
城。隋炀帝天下情怀，北出雁门，“龙辇
旌旗万里遥，龙颜直悦胜州城”，北巡胜
州，到达今日的十二连城，名扬天下。

炀帝北巡榆林，威服启民可汗。七
月七日，在榆林郡（今十二连城），命古
代天才大建筑师宇文恺设计建筑了可
以容纳千人的大帐，十五日，帝御帐，备
仪卫，大宴启民可汗北方游牧群族部落
首领三千五百余人。奏百戏之乐，于城
楼观宴鱼河，赐启民可汗诸侯王。八月
初六，从榆林出发，东渡黄河，经云中沿
金河（今大黑河）逆流而上。初九，到达
启民大帐。启民奉酒祝寿，炀帝大悦，
赋“幸塞北”诗：

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
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
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
索辫擎膻肉，韦鞲献酒杯。
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团结的千古绝

唱，开创了有史以来民族团结友好盛会
之先河。而今，站在十二连城隋炀帝龙
辇巡幸之地，遥想当年，极目远眺，大河
浩荡，帆影渺渺，桅帆蔽日，惟见黄河天
际横流；云水依依，所来无尽，首尾不
见，河远浮天，林茂障目，真可谓大胸
襟，大气象矣。

大唐时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朝
廷把贤臣良将选派边关，管理事务，革
除旧制，数年不更。著名山水诗人王
维，就是这时来到这里，留下了流传后
世的《榆林郡歌》让后人千古吟咏，直至
今朝。著名诗人杜牧、李益等也都在这
里留下了不朽诗作。这里的大漠长河、
山川风物、人文掌握均在其诗中气韵霭
然，惬意无比，令人回味无穷。极至宋
朝，雁门关自古为边关要塞，“天下九
塞，雁门为首。”“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
尊崇第一关”，是中原通往关外的重隘
之城。古往今来，在此演绎过多少故
事。闻名于世的宋朝重臣名将老令公
杨继业与折赛花（佘太君）成婚典故即
发生在这里，今有陕西府谷县“七星庙”
作纪。杨六郞延昭镇守雁门关，向匈奴
借了一箭之地，“脚踩雁门关，一箭射到
大青山”。直到今日，大青山上的如椽
巨箭还在风雨中千年不腐，永留山巅。
杨门女将“一堂忠义”“满门忠烈”“三晋

良将”“奕世将略”，为后人传颂，声闻四
达，有“颂德楼”为证。“杨家将血战沙
场”“穆桂英大战洪州”（古美稷县、今纳
林，沙圪堵）“佘太君百岁挂帅”“十二寡
妇征西”“杨八姐春游”“挂画”等史实演
义故事，在民间广为传颂。

元时，东胜州城是通往中原王封之
地的重要军事重镇和水陆交通要道。
公元1221年，成吉思汗令木华黎进攻陕
北，即由东胜州，经托克托渡过黄河，大
军南进。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多次途经
此地，休整兵马，留下了许多传说故
事。当年他休息时端坐的奇石和脚印
石还留在这里，观后令人感慨万千。

明时，明王朝在此设立东胜卫，继
而设东胜左卫和右卫，左卫为今托克
托，右卫为准格尔十二连城。明洪武三
年，朝廷派丞相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其
时，明蒙“隆庆议和”，恰台吉妥妥驻牧
脱脱城，今托克托。奉汗命，秉民意，使
朝廷，往来两地，成边贸通贡互市；惠泽
百姓促明蒙和谐，达一方安定，政通人
和，物阜业丰。真乃“边氓释戈而荷锄，
关城息烽而安枕”。脱脱为政有道，功
勋卓著，深受黄河两岸当地百姓拥戴。

明末，李自成（今陕西米脂人）在此
修筑棒圣楼、玉皇阁、启祥殿、兆庆宫、
行宫等，民间故事流传广远。

清初，河口古镇繁花似锦，是黄河
中上游重要的水旱码头，货运繁忙。康
熙皇帝三次西征噶尔丹，曾巡幸云中，
率兵北出归化城，渡过黄河“君子津”，
亲自丈量黄河。开禁口市，成为“西口”
文化经济大迁徒的启始之端。“刘统勋
私访河口镇”的故事亦在民间广为流
传。极至近代，革命仁人志士，乌兰夫、
苏谦益、云世英等革命家由此奔赴圣地
延安，寻求救国真理。李裕智等革命烈
士为国捐躯献出生命等动人事迹为人
民所传颂。

秦汉以来，这里有过多位杰出女性
在此上演了“文姬归汉”“木兰从军”“昭
君出塞”“孟姜女哭长城”的动人故事，
成为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
珠。这里的“秦直道”是“六朝古都”西
安交通往北部边关的通衢大道。而在
这条大道热土上，又曾留下了多少帝王
君主，名臣良相（将）、风流人物巡幸游
览、戊守边关、奋战沙场的历史足迹，成
立光耀中华文化历史的缩影和典范。

而今，漫漫故地，虽涛声依旧，然旧
貌变新颜。改革春风，吹拂了神州大
地，使黄河之滨的“神泉”成为了“塞上
江南”“人间仙境”“旅游胜地”。此地山
河壮丽，群景荟萃，美不胜收，尉为壮
观。 往来游客，多会于此，络绎不绝。
古老云中、榆中大地，焕发出了新的生
机与活力。前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历史遗迹，再现了当年的风姿与卓美。
这些历史典籍与故事，是文旅事业的宝
贵财富；是广大游客、中小学生研学游
的极好教材；更是黄河文化、大漠文化、
草原文化、神泉文化的有力佐证。

穿越时空隧道，回眸云中历史，“神
泉”这朵鲜艳奇葩，在未来的历史长河
中，必将放射出更加艳丽的色彩，结出
更加丰硕的果，艳照千秋，永不褪色。

神泉大观

□高雁萍

桌上的沙葱，是去年秋天顶着三十
几度的大太阳，从四子王旗红格尔草原
拔回来自己腌制的。这东西好，冬天吃
汤面碗里放一筷子，提味儿开胃不说，还
能发汗驱寒，有个感冒着凉啥的，热气腾
腾吃上这么一碗，马上就舒服多了。

野生沙葱是大西北地区特有的植
物，是真正没有受到任何工业污染的纯
天然绿色食品，如果能在雨季吃上牧区
用现宰羊肉和现采沙葱做出的羊肉沙葱
水饺或蒙古包子，那真是口福不浅。除
了做馅儿，沙葱还可以凉拌、炒肉、炒鸡
蛋，做血肠时当调味品，而最为简便直接
的吃法，是凉拌和生腌。现在，内蒙古地
区的大小馆子，大都少不了一道叫沙葱
土豆泥的凉菜，它和手把肉、烤羊排一
样，都是被贴上地域标签的特色菜肴。
这沙葱土豆泥的独到之处，在于一种沙
软绵糯的白和一种鲜嫩脆韧的绿完美结
合，下箸品尝，口感神秘而味道朴实，简
直就是大西北风土人情的最好代言。不
过，现在端上餐桌的沙葱，除真正的牧区
及周边，其他地方，大多来自人工大棚，
算不上真正的“野味”。

大自然中的沙葱耐旱耐寒，是百合
科植物里的一种，为多年生草本，因长在
条件恶劣的戈壁滩、沙地或干旱地带，植
株看起来又与葱的幼苗相似，所以得名
沙葱。你不要以为这东西长在缺水的地
方就没什么水分，其实不然，无论是长在
高温的沙地中，还是长在干旱的戈壁滩，
每一根沙葱都碧绿青翠，鲜嫩无比，只要
用两个指尖捏住，轻轻一折，那肉质的断
口处，瞬间就有露水般的汁液泉涌而

出。我有个嗜好，只要跟随写生或摄影
的队伍去到红格尔草原，就会拿一块儿
事先准备好的馒头，任凭风吹日晒，却只
顾蹲在一片野生沙葱中间，吃一口馒头，
拽得吃几根沙葱，那种恰到好处的辛辣
脆爽，简直鲜美到妙不可言。有一回，我
正蹲在那里吃沙葱，背后来了一群牛。
我没动，继续吃我的沙葱。那些大牛小
牛也假装没看见我，从我身边经过时，一
头领着小牛的黄颜色母牛，只一舌头，就
卷走了离我很近的一大丛我还没来得及
下手的沙葱；而融合了葱香韭香的绿色
汁液，仿佛笑容一样，顿时溢出牛的嘴
角。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天下众生平
等，我和牛，也是平等的。

在雨水不太丰沛的四子王旗红格尔
草原，沙葱算是聪明的植物；遇上大旱，
就像睡着了，飞沙走石也惊不醒，而一旦
落雨，那哪儿是长，简直就是憋足了劲往
出窜，恨不得一黑夜就窜到一拃高。沙
葱的种子同样生命力旺盛，遇上连年干
旱，在土里饥寒交迫了几年，只要机会一
到，就立刻猛醒、发芽、疯长，毫无保留地
把希望奉献给大地和大地之上的生灵。

野生沙葱的营养极高，除含有丰富
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以及人体所需的
矿物质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
价值，比如降血压、治便秘、开胃消食
等。红格尔草原上的沙葱，羊也一样爱
吃，再加上甘草、麻黄、大黄等野生药材，
以及营养丰富的补墩儿（铁杆蒿），还有
晒干后炝锅一绝的扎麻麻花，这一切，使
得那里出产的羊肉，肉质鲜嫩而紧密，味
道纯正而鲜美，不膻不腥不腻，仿佛还自
带调料味，所以烹饪时，只需添加适量的
盐，如果有沙葱做点缀，就是锦上添花的
色香味俱佳了。传说北京老字号东来顺

儿从开业至今，用的都是大青山以北吃
了沙葱的草地羊。

沙葱开花也是草原上一景。秋天的
草原，沙葱开花时节，远望渺渺茫茫，一
片粉紫，虽不甚娇艳，却浓浓淡淡、起起
伏伏，感觉一直能铺陈到遥远的天边。
我不是画家，但我能想象得出，洁白的羊
群，碧绿的沙葱，粉紫色的丛状花朵，还
有蓝天、白云、牧人、敖包；如果把这一切
用油彩呈现在画布上，那绝对是大美。

我曾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作者是
曾经在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大庙）下乡
的知青。他说，当年乘着大车到达阿日
点力素大队时，迎接他们的，除了全大队
老老少少一百多人，还有满眼盛开的沙
葱花。在草原上，所有牧民，都像对待自
己的孩子一样，手把手教他们生火做饭，
亲手把他们扶上马背，在他们遇到困难
的时候，总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在他
们想家或生病的时候，又及时给予关心
和照顾。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每年沙葱
花开的九月，他就有一种想要回到草原，
回到大庙，回到阿日点力素的冲动，因为
他非常想念草原上的人们和沙葱的味
道。他甚至还说，沙葱的平凡、朴素、坚
韧、坚持，就是牧民的性格。我非常赞同
他的观点。

夏天眼看着就到了，不知道今年的
雨水如何，但我相信，当我桌上的腌沙葱
吃完时，红格尔草原上一定会长出新沙
葱来。

野沙葱

□毕树有

马背上，一声吆喝喊醒了草原
风口上奔跑
远方，是起伏的草浪

一根草，历经枯黄和渴望
马蹄，是叩问大地的鼓槌

指点风云的鞭子，随马蹄声
步步绽放

一朵朵马莲，摇响醉人的阳光

烈日下，你死守牧场
是烈马，就一定要面对套马杆
驯服彼此心头的野性

你的额头
你的鬃毛
为一个英雄加冕

雪花如席，捉拿细节
记忆中的小马驹
从忧伤，到梦里

窗子，轻轻地打开，阳光闯入
滚烫的奶香
是阳光变奏的音符
你的梦，从马头琴弦上流出

驯马

我曾亲眼看到
父亲
驯马的样子

他搂紧马的脖子
用牙齿
死死地咬住马的左耳
右腿绊住马的前腿
一匹马，就被父亲撂倒了
而一片草原，会从他的鞭响声中
站起

骑手
（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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