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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锦

火热的军旅生活把时间的巨轮旋
转得飞快，转眼之间我在军营里又迎
来了第二个新年。那是1970年。这一
年的记忆里，蹦出一件有趣的事——捉
沙鸡。

沙鸡栖息于沙漠地区，它以各种
植物的种子和幼芽为食，常结成大群
并觅食。它从体形上看与鸽子差不
多 ，但 是 嘴 却 与 鸡 嘴 神 似 ，稍 小 而
已。翅与尾均尖长，通体大都砂灰色，
背部杂以黑色横斑。足长得很特别，
仅有三趾，足底长有肉垫，被有细鳞。
这种构造适合它在沙中奔驰，还不怕
炎热的沙子烫，足见造物主的神奇。

一到冬季，沙鸡就会成群地出
现，而且往往是成百上千只，黑压压
地铺天盖地飞来。它们往往低空疾
速飞行，翅膀刷刷作响，非常壮观。
当风沙来袭，天地昏黄、沙尘蔽日，由
于它们飞得太快，互相之间又靠得太
紧，常有倒霉者撞到了空中的电线
上，非死即伤。每当沙尘过后，我们
往往在电线下方捡拾到一些被撞死
或撞伤了的沙鸡。沙鸡肉质味美鲜
嫩，对于没有到过戈壁大漠的人来
说，难饱此种口福，实在是个遗憾。

晚饭过后，我们一行十余名战士
乘坐一辆卡车，趁着夜色就开始了抓
沙鸡行动。当地牧民捕捉沙鸡通常
有两种捕法：网打和索套。我们每人
则只携带一把手电和一麻袋，便直扑
沙鸡的宿营地去徒手捉拿。

是夜，月明星稀，卡车奔驰在空
旷静谧的戈壁滩上，向着布满簇簇红
柳的戈壁腹地颠簸驶去。

到达目的地后，我们便分散开来

悄悄搜索潜行。沙鸡喜群居，在沙丘
与红柳相间的空地上围成一圈，伏地
而栖。当我把手电打开照射到疑似
物时，我惊奇地发现，光柱下，七八只
围成一圈的沙鸡，都睁开滴溜溜的小
眼睛，莫名其妙地朝着发光的电筒张
望着。我迫不及待地伸手抓住了其
中的一只，不成想它受惊一扑棱，“扑
啦啦！⋯⋯”瞬间把其他的沙鸡都惊
飞起来。就这样，常常是抓住一只惊
飞一群。

后来我发现，与我们同来的两位
老兵，手中各拿了一个近似探雷器的
工具，只是在前面圆形的金属圈上蒙
上了一层用绳结成的网。他们一手
用手电照住一群沙鸡，另一只手就用
这个“探雷器”兜头一罩，这群沙鸡十
之八九尽皆被罩其中。原来他们有
过捕捉沙鸡的经验，今天是有备而来
的，还真让我们大开了眼界。临近午
夜，我们捉了足足有两麻袋沙鸡。于
是个个带着胜利的喜悦，登上返回营
房的卡车。

归途中我在车上放眼望去，只见
一座座沙丘在如水般的月光照射下，
似乎被镀上了一层水银，寒光闪烁，
熠熠生辉。

汽车飞驰，马达的轰鸣给这静谧
的戈壁月夜平添了些许生气。此情
此景，不禁使我再次想起了“回乐峰
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的唐人
诗句。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心境并没
有作者那样的凄楚，有的却是滚烫般
的火热。

夜罩沙鸡

私语茶舍

□王建中

黄河出土默特平原，黄土高原
横刀立马，鄂尔多斯（内蒙古高原）
高原也挤压下来，刀劈斧断，形成
一段形销骨立、两岸争峙的黄河大
峡谷，一河两岸，东岸分属内蒙古
清水河县，山西省偏关县、河曲县，
西岸则全域均属准格尔旗，故命名
准格尔大峡谷。因像一条巨龙，又
分属三个峡，故名龙口、龙脊、龙垂
三峡，又称黄河三峡。直崖突起，
罅壁悬达，若匣，五里一回，七里一
折，踵峰相接，肩峰又起，屡起屡
伏，奇峰还跃，他峦再耸，往复腾
纵，不能悉数。自窑沟起，两岸断
崖束涧，水行衖中；皋态百逞，遥岑
爽朗，迵峡岫岩，偃仰谷洄，倾崖崇
深，水亦嵯峨，岸断百里，壁立千
仞。龙垂未揖，龙脊粘隥，龙口漱
冲。以水传而不能从，阙处隐天，
兀石临流，孤峡独出。地理上的峥
嵘，造就了一段山水传奇。

好长时间，我总是纠结在一种
对准格尔地理坐标的定位上，这个
处在农耕与游牧交汇地带的文明
板块，恰好黄河转弯，这个极富象
征意义的大回环中，长城与黄河相
遇了，现在也是黄河变绿的地方。
大河给了它翅膀，就给了这片土地
一切。

现在人们一说准格尔，就会想
到煤，煤其实不是它的标志。更不
是它的全部，甚至不是它的前世，
也不是它的今生，更不是它的后
世，只是它的过渡。一个地区如果
要涅槃，痛楚是它必须的经历，如
同一个母亲的分娩。失落甚至迷
失，连同碎裂，都是它成熟的不可
或缺的必要铺垫。

我一直觉得历史犯了一个错
误，不该把这片土地叫做准格尔，
在某种意义上，这削弱了准格尔作
为历史文化名域的影响力。

万家寨水库拦河蓄水之后，豹
子塔一带的水域清碧一色，长峡平
湖，倒影婆娑。老牛湾据崖而立，
险峻雄奇的气势丝毫未减。豹子
塔石壁一仞扑面，压迫过来，使河
道不得不折出几个弯子，气势所
聚，天地也显得局促了。豹子塔矗
壁嵯峨，有着非常好看的地质肌
理 。 黄 河 在 这 里 弯 出 一 个 近 乎
360 度的大弯，一个叫做杨家川的
嶂谷生生挤入，把一段长城也插进
来，与四座塔深谷形成一个峡谷
群。群谷簇拥，挤插所致，老牛湾
堆出于岸，隆起于河，险峻挺拔，崖
立峰直，嶂涧互遮。其间河道蜿蜒
曲折，长城凭崖据河，或兀立于颠，
或沉落于沟谷，或绝处临水，都是
难得一见的奇观。因为一条河连
接着蒙、晋、陕，黄河两岸都有一些
古朴的村庄，临岸而建的窑洞，都
是使用当地的石片层层叠叠垒砌
而成，临河向阳，安静肃穆。印象
中浑黄的黄河水，在这里却呈现出
清亮的绿色。洋溢着一派和谐气
氛，往昔的气息犹存，逝去的时代
似乎还顽强而执拗地保留着历史、
文化、民俗、地理的旧貌，不甘情愿
地固守在时光的深处。万家寨未
蓄水时，豹子塔居高临下，绝壁之
上，三面临水，一线通陆，几乎与世
隔绝，仅一条缘山脊所修的盘山小
道 ，窄 的 地 方 ，仅 容 一 辆 驴 车 通
过。河水在深壑之中争流，经常有
船毁人亡的事情发生。明代以来，
老牛湾渡口已成为黄河上一处重
要的埠岸，舟桅相遮，商旅云集，是
一处繁华的河阜。老牛湾堡扼守
兀崖，是黄河上一处险要的军事堡
垒 ，为 明 成 化 三 年（1467 年）所
建。一级级石阶从崖顶蜿蜒，沉落
到河底，石径于崖壁石棱间隐没回
现，曲径崎岖往复，一派峥嵘。至
今老牛湾堡贴河的山崖上，还完好
地保存着一座砖砌的空心敌楼，城
楼周边荒草萋萋，水声悠远，倚楼
俯视，依稀可以感受到昔日长河遒
劲，边关拥黛的雄风。

700 里晋陕大峡谷，从内蒙古
托克托至山西河津禹门，这条大峡
谷的命名，不仅在地理上隐匿了一
段山河传奇，也在历史上隐匿了一
部壮怀激烈的生命参与历史进程
的宏伟传奇。

曾经的晋陕大峡谷找不到准
格尔的踪迹，数千年来，这段缔造
了晋陕“白银帝国”的黄金水道，一
直隐匿在黄土地崎岖的山路和尘
埃中。与西口古道短暂的重叠一
段后，人们的眼光迟疑一下，迅速
落在了西口古道上，历史也无奈地
缄默了。但生命是缄默不了的，既
使沉埋于地底，它也会以雷电的形
式，不时掠过历史和现实的天空。

众所周知，黄河之所以成为黄
河，之于晋陕大峡谷的黄土高原，
两岸众多携带泥沙的支流，成就了
黄河，也造就了黄河文明和历史。
且不说它汹涌的泥沙，成就了丰饶
的下游黄河冲积平原，也不必说

“悬河”带来的历代“天灾横害”。
滔滔的黄河水中，隐匿着一个巨大
的疆域。黄河历年带走的泥沙，是
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数字，简单
说，就是隐匿的疆域。

晋陕峡谷中，曾经一刻不停地
发生着自然界最壮怀激烈的较量，
山与河，水与石，许多震撼人心的
景观便在较量中横空出世。黄河
第 一 湾 —— 乾 坤 湾 就 这 样 诞 生
了。这个差不多堪称自然界第一
蛇曲地貌的景观，几乎就是天下黄
河的象征。大河上下，曾活跃着无
以数计的河路汉，一部浩浩荡荡的
生命史也如天水般从天边涌来，九
曲黄河阵、秧歌、腰鼓、剪纸、面塑、
陶瓷⋯⋯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民
歌《天下黄河》、二人台《走西口》、
漫瀚调等等，都是这条大河展开时
的波翳，一部生命放达的精神与风
俗形式。

我想说的是，横空出世的准格
尓大峡谷，地处黄河上中游分界
处，长城内外的交界点。地理上的
起伏，文化上的多元，历史上的交
融，经济上的丰饶，还没有哪一段
黄河堪与比肩。这是生命与家国
的照鉴，天下的象征。黄河变绿，
它正在改写着历史，也正发生着历
史性的变革。当地域发展与国家
战略取向一致时，涅槃即将发生。

黄河中游的重要支流——湳
水（即今皇甫川流域），古代时是一
条清澈见底的河流，也是一条涌动
着诗意的河流。茂密的竹林下，湳
水上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美稷，发
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诚信
故事——郭及竹马。这个故事，可
以称为古代中国的人文衣钵。无
独有偶，君子津的故事再次彰显了
黄河人的厚朴与高拔，成为古代中
国古代精神文明的历史写照。秦
昭王蒸土筑长城，意在永固。孟姜
女几声便将其哭倒了。孟姜女哭
长城是中国四大传说之一，产生这
样传说的土地，一定蕴藏着巨大的
诗性的力量。这个沉埋在历史里
的故事，真正的发生地在准格尔，
这再一次无意中凸显了准格尔的
秉性与品性。当最后一只老虎在
1772 年准格尔老乡的烟尘中死去
时，这块土地已经开始了新的历史
的萌芽。两个多世纪后，闻名于世
的煤海享誉世界。

湳水上的美稷和富昌县，也是
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地域名
词。隋唐时期，准格尔又称榆林
郡，因一场著名的战役在此发生，
又称做胜州，史书上将这里称为

“河曲之地”。准格尔的历史地位
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顶峰。内蒙古
的十座历史文化名城里，准格尔独
享三座。这在内蒙古是独一无二
的。美稷因盛产黍稷而驰名，为当
时贡米，是两汉时期著名的贡米之
一。富昌依傍湳水，两汉时期是富
庶的鱼米之乡。

榆林郡与胜州的历史渊源就
深远得多，榆林郡因隋炀帝而名扬
天下，是在汉代沙南县的旧址上兴
建起来的城邑，后改名为胜州，则
以一首词令而著称。胜州水手享
誉黄河上下，天下闻名。宋朝时，
胜州一带是北方著名的榷场，互市
贸易驰名天下。元帝国时期，这里
是著名的皇家马苑，其地名多古
朴，寓意着这里的不同寻常。到明
朝建立时，已彻底成为一个边防重
地，扼守黄河。现在保留在准格尔
大地上的地名多为军事单位的称
谓，如北巡检司、城圐圙、城坡等不
一而足。清代以来，这里是圣祖成
吉思汗的八白室驻地之一，成吉思
汗马奶桶的供奉之地，牧养着成吉
思汗的两匹神骏，是蒙古族人心之
向往与朝圣的地方。

仅从地名上就可以读出准格
尔的地域特征，沟、峁、梁、坡、湾，
外地人仅从这些地名上就可以想
象出这是片土地的形貌。准格尔
所有重要的地名几乎都可以用一
本书来专门研究与陈述。因为这
块土地成熟得早，发育得也快。漫
瀚调的旋律萦绕在这块土地上，在
浅吟低唱中开始，在和谐舒缓中结
束，我总是觉得它有很深的暗示。
一说到漫瀚文化，我总是情不自禁
地想到这样一些句子，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漫瀚文化有这样的
品质。当林胡、楼烦退出这片土地
时，这片曾经因“胡服骑射”而闻名
的土地，注定将成为其后驰骋于北
中国近一千年的另一支强悍部落
的起始地，胡天胡地胡风，也成为
这片土地最显著的标志。不消说，
这便是匈奴。

英国作家布封说：人类最伟大
的征服是对马的驯服。匈奴人就
是在这片土地上最早完成了对马
的驯服，跨上了马背的匈奴，所向
无敌，一日千里，再不可与过去同
日而语了。鄂尔多斯青铜器里举
凡与马有关的饰物饰件，都是匈奴

人驾驭着世界上最庞大马队的最
好见证。在匈奴人发源的这片土
地上，胡天胡地胡风，是我们最显
著的人文标志。这个动摇了古代
世界秩序的民族，就像我们远去的
兄弟，将太多太多的历史痕迹留在
了这块土地上，甚至保留在我们的
血脉中。唐诗影响了这块土地，

“胡羯之血”激活了边塞雄风。这
个带给我们荣耀也带给大地雷霆
的兄弟，在中国历史上活跃了一千
年之后，忽然销声匿迹了，他们只
把一座孤零零的草原帝国的都城，
留在了我们生活的土地上。这些
断壁残垣，像一个个巨大的问号和
惊叹号，时刻提醒着我们。漫瀚文
化是中华文明两大主源文化的融
合，也是北方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
集合。

阎立本在胜州城做城建规划
时，还是宇文恺手下的一名小卒。
因不满太守的所作所为，愤然离开
胜州城，二十年后，竟成为名满天
下的大画家，直至声闻历史，如雷
贯耳。唐太宗在见到他的步辇图
后，大为赞赏，于是，中国历史上最
著名的人物肖像画便诞生了。《中
国历代帝王图》是阎立本的代表
作，也是中国人物绘画史上的巅峰
之作。这个胜州城里，一文不名的
工匠，开启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代
新风，这大概是榆林郡这块土地上
最杰出的人文代表了。庞晃贵为
骠骑将军，大概是榆林城里出去的
最高的武将了，与隋炀帝过从甚
密，留下一副英武的面容。像郑意
娘这样的风尘女子，也可以填出胜
州令这样情真意切的词句，可见胜
州 是 一 座 神 灵 与 风 尘 共 济 的 地
方。《胜州令》这样的词牌出现在坊
间，像一朵怒放在污泥中的荷花。
马忽思是中国元代最伟大的旅行
家、外交家之一，从胜州城踩出第
一个脚印到足迹遍布世界几大洲，
成为最早访问欧洲各国的中国旅
行家，走通了欧亚大陆桥，而这一
切不过是元帝国时胜州城里所发
生的无数个小插曲之一。

隋炀帝来这里时，榆林郡已是
隋朝最重要的州城之一。隋炀帝
是沿着运河，一路跨过三条大河来
到榆林城的。此时，榆林郡粮丰草
茂，盛产一种叫青龙角的贡物，隋
炀帝在这里观宴渔河，写下一首著
名的七言诗。长河问穹庐，隋炀帝
在这里开创了一个时代的千古绝
唱，榆林会盟成为中国历史上表彰
民族大团结的肇始之端，值得大书
特书，铭标千古。王维来到这里
时，已不是准格尔植被最好的时
期，但他的诗句依然郁郁葱葱，保
留了大片的绿色。杜牧在这里流
连时，战马嘶鸣，他的诗句中听到
了鼓角相闻，边声浩远。

耶律楚材在过东胜州时，隔河
遥望着胜州的故城故地，将一腔复
杂写在了一首与胜州毫不相干的
词里，《过丰州城》描绘的就是耶律
楚材自己心头的胜州。

康熙皇帝把归降的最桀骜不
驯的一个蒙古族部落放在这样一
片土地上，并固化为一个聚落，是
其无数个胜利中最微妙的一个行
为，但就是这个微妙的行为却彻
底地将一个地区经历了二千年的
文明进程轻轻地掩上了。在大清
王朝广阔的疆域下，这个看似漫
不经心的事件，成为一个地区在
经历了历史文化的数千年沉积之
后更弦改辙的开始。所幸，康熙
皇帝在这里狩猎时，突发奇想，中
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随
即诞生了——西口开禁，引发了历
史上三百余年而不绝的人口大迁
徙，康乾盛世就在这流动的脚步中
而日渐丰满，一条晋蒙粮油故道也
悄然丰盈起来，商业奇迹改变了历
史，一部西部传奇回肠荡气响彻了
大河两岸。

河过准格尔，这是自然界与准
格尔的一次隆重相逢。准格尔大
峡谷，既是造物主的神来之笔，也
是大自然的刻意安排，是上天备给
我们涅槃的礼物。仿佛一条舞动
的青龙，黄河转弯，便是龙腾天下，
既是象征，也是导引。这是造物主
与自然界反复磋商、会谈、交锋后
找到的一个契合点，这是自然界的
伟大历史事件，它的隐喻，我不敢
轻易说出口，这需要领受天地的恩
旨与造化⋯⋯

我总觉得，我所作的一切，都
是在采集一些火种。为这个地区
积聚一次划时代意义事件的发生，
似乎也在寻找一种契机。我总有
一种感觉，准格尔还处在一种神奇
力量的潜伏期，她在等待着一位伟
大人物的出现，等待着一蓬火种的
点燃。

黄河变绿的地方

惬怀絮语

□任随平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
在斜阳外。”在词人范仲淹笔下，碧色
遥天，一抹斜阳映照着广袤天宇，万
物浸润在夕晖之中，这景致，不就是
一幅水墨绘就的画幅，铺展在茫茫大
野么？

在这境界的熏染里，我亦爱上了
独坐高山——望斜阳。

望斜阳，望的是一份静美。大地
沉静，村庄浸染在一片煦暖的金色
里，青青瓦舍似一部摊开的册页，婆
娑树影就像册页中流走着的文字，窸
窸窣窣，迷迷丽丽。三五只鸟雀立在
瓦脊上，徐风起时，羽毛轻轻地掀起
着，若临风的舞者。突兀之间，就有
一只鸟雀从瓦脊上振翅而起，向着低
处的庭院俯冲而下，于是，另外的三
两只也就箭一般振翅追寻而去。庭
院里的蔷薇大朵大朵地开着，靠着
墙，秾丽若宋词绵密的愁绪，风顺着
墙垣灌下来，夕晖也灌下来，一树蔷
薇，一院清香，和着孱孱弱弱的三两
枝瘦竹，影影绰绰地摇。

檐角处，一只猫，安静地卧在瓦楞
间，余晖洇湿了毛色，从头到脚，而它
却全然不知，其实安卧在夕晖里的一
只猫更像是一个短句，抑或一枚加粗
了的逗点，点逗在白天与黄昏之间，点
逗在时光与安谧之间。我总认为动物
之间的相处是和谐共生的，比如那只
寂寂然藏在猫之身后的麻雀，探头探
脑地跳跃着，而猫只是在间或之间抬
起头，懒懒地看它一眼，而后继续睡
去。而那鸟雀，却是反复地跳跃着，
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玩性十足。

望 斜阳，更是望一份诗意的画
卷。

斜晖洇染的村巷本就是一幅长

卷，高大的杨树擎起浓密的树影，长
发一般垂着的丝绦若婆婆娑娑的发
丝，在斜风里摇摇曳曳，飘逸，明丽。
晥晚时分，便有上了年纪的人相互
挽了手臂，默默然彳亍而行，他们不
疾不徐，将一份悠然走出些许洒脱，
些许艳羡。远处的河提上，此刻必有
孩童奔走着，奔跑中还不忘随手扯一
把柳叶，或横在嘴角，吹着；或张扬了
手臂，将柳叶抛洒在堤岸边，随风旋
舞。至于久立木桥的人，那一定是在
等待落日的余晖将久居心中的梦想
染上金色，而后等待一只斜归的鸟雀
将这梦想带到远山之外，远山之外一
定是梦想的归宿。

望斜阳，更是望一缕炊烟袅娜。
炊烟是村庄写给天空的长信，从

大地出发，从青青瓦舍间的一枚瓦囱
出发，从母亲锅碗瓢盆的叮当声出
发，从小儿的一声呼喊出发，这丝丝
缕缕的文字就顺着瓦囱斜逸而出，盘
旋着，萦绕着，将一封长信写得缠绵
悱恻，悠扬情致，若绮丽的宋词，若抒
情的唐诗，有儿女情长的缱婘，有浓
郁化不开的旖旎。这长信，飘飘逸逸
里，绕过白杨树梢，绕过四野里拢过
来的暮色，绕过空阔的场院，悄无声
息地寄向广袤长空。

辰星醒来时，深蓝的天幕上，那
明灭闪烁的不就是这长信里的文字
么？它们眨巴着眼眸说话，说人间风
情，说大地丰腴，说季节迷离。于是，
穹苍深处，就有灯火般游走着的童
话，一页一页，讲出动人的情节。

望斜阳，望一份怀想，望一份不
离不弃的守候与渴念。

望斜阳

且听风吟

乾坤湾 王建中 摄

□孙钦波

据说 这里曾经是一片河底
无数次洪水在这里撒野
当时工厂就是在砂砾上建起
也有老员工说
原来这里基本上是荒地、滩涂
还有树林和草地
地类复杂 用语言描述不了的地理
住地村的书记也念叨过
说最初有几个山东人来考察
要征 3000 亩地，感觉这些山东人肯定

是吹牛
就连负责招商的领导也半信半疑
不相信一个民企会有这么大的魄力

时光荏苒 白驹过隙
现在
一个国际化的生物发酵大企业在这里

巍然屹立
宽阔的路上车水马龙 两侧，厂房鳞次

栉比
农民喜笑颜开 各地客商云集
110 亿的投资
使企业成为全球最大的谷氨酸生产基地
每年 68 个亿的产值
占了扎兰屯全市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二
30 亿的财政贡献
成为地方经济腾飞的最大助力
15 亿美元的创汇
让占呼伦贝尔全市 95%这个数字在人

们心里牢记

而这些都还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阜丰人的心里
助力扶贫和民生改善才是初心和第一

十年
玉米年精深加工 220 万吨
600 万亩地的玉米在这里加工增值
6.9 万户农民因此致富和受益
玉米成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金豆子
产业扶贫在全自治区甚至是全国都是

响当当的第一

十年
创造就业岗位 6800 个
多少家庭在这里找到了依靠
多少在外地打工的小伙从此结束了颠

沛流离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一时成为小城最热的话题

十年
物流每年超过 1000 万吨
大进出 大物流 大拉动
物流企业如雨后春笋
物流经济让多少人有了幸福的底气

十年
发放工资 30 亿
始终在当地保持领先的工资
让员工们感受到了尊严和价值
到阜丰上班成为多少当地人选择的唯一

改变了那么多 留下了那么多
那么多的人和事
集成了当今中国最受关注的主题
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
扶贫的路上 拼尽全力
用不着谦虚 我敢说
中国扶贫攻坚最感人最壮丽最动人的

场景
其实就在这里

在这里
多少人有了生活的依靠
多少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多少恋人终成眷属，找到爱情的真谛
多少人享受着改变 喜极而泣
更有 857 这个数字（指 2019 年共有 857

个政府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企业上班）
直抵心底
让多少人感叹和惊奇
民营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就写在这里

如果时间允许 请到企业来
厂区前大路上 车水马龙 一派勃勃

生机
停车场上 小车如云 那何尝不是幸

福的列阵
生产车间 机器轰鸣 那更像是干劲

冲天的长啸
道轨铺陈 铁列飞驰 那多像是物阜

民丰的奔跑
仓体林立 一天 6000 吨的玉米加工
加工的又何尝不是百姓的满足和甜蜜

从小苗长成大树，从小溪汇成大河
经历了多少雨打风吹
经历了多少闪电霹雳
受了多少不能说的苦
经过多少大风大浪的洗礼
阜丰终于大树参天，顶天立地

一场新雨，玉米又长高了一寸
那是奋斗的拔节
那是走向更加成熟的欣喜

雨过天晴 蓝色的天幕更加澄清高远
在蓝色的照耀和温情里
物阜民丰的梦想 更加真实和壮丽！

阜丰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