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夫

朦胧间，小月季忽地坐起来，摸索着
穿衣服。她身旁的奶奶被搅合醒了，奶
奶看窗子还不亮：“睡毛楞了？”

小月季使劲地抽鼻子。
奶奶说：“咋，感冒了？这可不好，今

天你要上学校……”
“奶奶，月季花开了。我闻到香味

了！”不等奶奶说完，小月季大声说。
那是春天，梯田里的葡萄藤还没冒

芽，村畔山坳的水库还结着冰的时候，新
来的驻村的刘书记第二次来家，给小月
季带来一盆花。刘书记笑盈盈说：“小月
季，这是你李姐姐要我专门给你送来
的。”李姐姐是刘书记媳妇，刘书记头一
次来时，她也跟着来了。那天是星期
天。李姐姐随丈夫专门来看小月季，李
姐姐可没在这下乡，李姐姐在县城上
班。奶奶和爸爸刘书记刘书记地叫，刘
书记不爱听。刘书记蹲在小月季面前，
小声说：“今后你就叫我刘哥哥吧，我会
常来看你。”

盆里的月季花苗还很小，像小月季
一样嫩生生的。刘书记接着说：“小月季
你好好养着它吧，再过几个月它就开花
了……”可要刘书记做梦都没想到的是，
他的话音未落，就见坐在那的、一向温顺
的小月季，突然一抬脚就蹬翻了花盆。

“你不是我刘哥哥！你是来寒碜我
的，给一个瞎子送花……”是的，小月季
双目失明。

“小月季，你听刘哥哥说。”
“我不听。你走开，走开呀！”
刘书记当时走了，但刘书记还要不

停地来的。小月季家是山村里典型的贫
困户，作为扶贫第一书记，刘书记必须得
常来。

小月季家三口人，奶奶八十六了，她
的爸爸没黑没白地田里劳作。至于小月
季的妈妈哪去了，咱们不说也罢。刘书
记第一次走来这个院子，见这是个什么
样的家呀。八十多岁的白发老人，迈着
踉跄的步子在院里忙这忙那，十二岁的
小月季蜷缩在房檐下像一团破棉絮……
刘书记媳妇当时就哭了。

为了得到各方关照，刘书记先为孩
子办了残疾证。又为这家人办了低保。
扶贫的宗旨是造血，刘书记接着又为这
家人蹿贷款买牛。借贷出现卡壳，刘书
记索性作了担保人……

小月季可不像奶奶和爸爸，整天刘
书记刘书记地叫。她就叫他刘哥哥。她
踢翻了刘哥哥的花盆后来知道错了，她
很喜欢刘哥哥送的花。眼睛看不见，但
她能给花浇水，也知道花长多高了。

刘哥哥来的趟数多了，以致他一进
院门她就听出了他的脚步声：“刘哥哥，
你先来看看我的花。它是不是长得很茂
盛？”

刘书记蹲下身：“嗯，小月季可是种
花能手。”

“刘哥哥，告诉我，这月季花什么时
候开？”

“嗯，大概，在小月季眼睛能看得见
的时候。”

“刘哥哥你说什么？”
刘书记早已搞清楚，孩子的眼睛是

小时候闹病，家里没钱医治耽误的。因
而他有个愿望，孩子说不定能治好。他
先送孩子去附近医院，医生摇头。正在

他一筹莫展时，县里的对口扶贫单位北
京的一位区长来了，刘书记立刻“贴”上
了人家。区长一口应承，这让刘书记看
到了希望。然而很遗憾，孩子在北京的
一个著名的眼科医院待了四十天，还是
没能让眼睛复明。

刘书记一个大男人竟偷偷哭了一
场。

花是刘书记媳妇送的，那是听了丈
夫信心满满的话后。刘书记说，我相信
孩子的眼睛会治好的，我们都期待着这
一刻！

唉！依刘书记想，北京归来的小月
季不会再搭理那盆花了。因为她最信赖
的刘哥哥欺骗了她。可要他没想到的
是，小月季依然待花宝贝似的。

刘书记当然不会就此不管小月季，
他要送小月季去特校学习各种文化知识
和技能。今天是去学校的日子。

天刚亮刘书记的车就来了，刘书记
帮着往车上拎东西。什么都装完了，还
不见小月季出来。人们就站院门口朝屋
望。

哦，出来了。先看到的是一簇开得
鲜艳艳的月季花，接着是奶奶挽着的小
月季。

脸红红的小月季边走边深深地嗅着
怀里的花，老远就喊：“刘哥哥，花开了。
刘哥哥，小月季头一次闻到人间的花儿
香！”

刘书记两眼模糊地迎上去。

花儿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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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从青城出发，沿阴山山脉中部的大
青山西行。自然而然，家，就成了一念牵
引，一缕相思，一抹乡愁。

刚过九峰山哈达门山口，这里山势
险要，怪石嶙峋。

绵延六百华里之后，绕乌拉山西山
嘴。转过弯去就是乌梁素海东岸的额尔
登布拉格草原。再往东北方向便直抵查
石泰山下了。

传说中的“佘太君”拴马桩南坡，就
是我要去的目的地。

诗以乌拉特所生

与一条铁路向西并行，原本是一件
很是惬意的事情。

苍莽的乌拉山如一犋老牛横卧苍穹
之下。

裸露的骨骼催生了我的诗情。于
是，我便不由自主想到“诗以乌拉特所
生”这些字眼。

坦荡是大地的胸怀，苍茫是阴山的
主调，土默川平原和乌拉特草原衣袂相
连。

山水韵致与亘古草原穿越着现代文
明或者大数据，但无论如何，它不停地给
我的内心注入崭新活力。

于是乎，有关阴山、乌拉特草原、农
耕文化、游牧文化、赵长城、岩画以及脱
贫攻坚、蒙古马精神等一系列草原文化
符号，如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卷一应展
开……

乌拉山，是寄放祖先灵魂的圣洁之
地。只要目光有意无意地触碰到它的呼
吸声，我都会产生一种被神箭射中的惊
觉和战栗。

乌拉特，从一株草开始走向你

乌拉特草原上，所有生命都是被一
阵风雨唤醒的。

它们首先蠢蠢欲动，然后跃跃欲试
探出头来。

一切来的都那么自然而然，一切都
又不约而同。

远远望去，这片北纬四十度高原，因
万物有灵而显得无比神秘。

天的蔚蓝和地的辽阔相得益彰。
一种静谧和神奇释放出无与伦比的

天籁神韵。
每逢春季，春风和春雨，酷似一对孪

生姐妹，不时邂逅这里。尤其沙尘，它们
高扬起独有的傲慢，越过半干旱和半荒
漠地带，一路朝东再沿高坡挺进。

其实这个地方很具备独特而奇妙的
地理美学意蕴，我似乎从中寻觅到一种
从未发觉的惊喜，一切物种都因可爱而
显得高贵而富有神秘色彩。

许多时候，天赐机缘，让一种超乎寻
常的发现充斥进来，促使我对这个地方
充满期待。

阿力奔，这是一片神秘的牧场

卧羊台北坡，蝎子、蛇、刺猬以及旱

獭、昆虫们都快快出来晒太阳；相拥在戈
壁滩的某处褶皱里的沙子，尽快探出头
来，将一场又一场风刮向人间。

黑水壕南岸，我祈求盘旋在头顶上
的这片云彩，从抬头的空档中化为雨滴，
快速洒向地面，之后，有争相竞放的马兰
花，把整个乌拉特草原渲染成紫莹莹的
人间天堂。

走进牧场，鸿雁、羊群、牛群、马群、
驼群和牧人以及夕阳，乌梁素海或者黑
水壕畔，促成我心中渴望看到的一幅水
天一色、百鸟争鸣的画卷，一首悠扬婉
转、略带忧伤的杭哈民歌款款飘来。

走进农村，机耕、田畴、滴灌、铺膜等
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会让我大开眼
界。尤其是清清楚楚看着农人们露出洁
白的牙齿与我对视的情景，是一件多么
有意义的事情。

远远望去，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拖
拉机一边播种一边铺好了地膜，生成我
笔端之下遥远的天边……

雨洒过的地方

一场农事酝酿无尽的遐想，一场细
雨唤醒万物的葱茏，一声牧歌洗涤人们
的心灵。

白云和黑云之间互为转换，疾风和
暴雨之间相互较劲。

风刮醒了人们的梦境，雨滴打湿了
我的脚面，我用双手接住它们。

潮润气息再度袭来，滋生了我对大
自然的敬仰之心，我双手合十祈愿它们
款款降福人间。

老话说的好“春雨贵如油”，这既是
一句民间谚语，又是祖辈传下来的宝贵
经验。

草原上，一场细雨，时而犀利时而绵
柔，极富高原地带的特殊气质。往往雨过
几天之后，沙葱自然而然地从沙地上冒出
针尖一样的绿意，使整个草原变得煞是喜
人，再过些时日，他们就会从内心抽出一
根笔挺的坐胎，打朵儿、开花、结籽。

沙尘不时袭来的戈壁滩上，总是葱
茏中袒露着无尽的荒凉。

这种景象的呈现，我倒觉得原本就
是大自然赋予这片大地的独一无二。

乌拉特草原构成的地理美学

沿途，我看见驼群游走于阿力奔草
原，母驼领着自己的驼羔四处觅食，不断
回眸、凝望……

我不禁对着大漠深处和戈壁草原构
成的这副“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镜像，
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芨芨草、羊群、骆驼和飞鸟，激活了
乌拉特草原生态样貌。

我这个早年就从这片草原走出来的
孩子，不时回过头来目视故乡……都是
一种莫大的慰藉！一路走来，草原的特
殊性不禁使人神情顿悟，仿佛置身于油
画之中，还会使人变得诗情画意，对苍穹
下的秘境之旅顿生敬意。

我想，乌拉特草原构成的地理美学，
不仅独特神奇，而且大气苍茫。

是啊，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赋予人
类的一道深刻命题。从这一刻开始，我
认定了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定会以
骆驼一样的姿态回眸这片生我养我的地

方；我也坚信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一定
会以骆驼的姿态，抬起头来对故乡审视
和阅读，细细咀嚼这块从地图上标有黄
颜色的家乡版图。

乌拉特草原，在人们的期许中一路
走过来，从铿锵的脚步声中慢慢抬起头
来……

的的确确，它浸润于一种无处不在
的诗意之中的……

有诗的地方叫远方

一个季节向另一个季节转换时，
雨和雪聚集了所有幽怨，之后又化

作一种力量；
爱和包容砸向大地时，
他们以雨的方式，将泪注入泥土；
这好比种子，在浸润中生根、发芽，

然后开花、结果。
哦，我张开双臂扑向故乡的怀抱时，

它就像一群枣红色的蒙古马，流云般腾
空又流云般起落，然后放纵性情，向天边
奔跑……

乡愁，是一缕穿越的人间烟火

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横在我眼前
的乌拉山，的确像一把盘古开天的利
斧。山顶是开了刃的刀，远远望去，总是
泛着白光……

乌拉山北坡是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和
沙德格苏木，这里流动的沙丘，常有幻影
出现。

我不知是应了沙尘暴常常袭来的缘
故，还是应了久旱干燥的缘故，我的心智
得到了足够的成长。

我想，大约是应了一个足够大胆的
假设，或许，是应了我常常走动的身影
不断拉长，反正乌拉山西山嘴依旧是那
幅千年不变的样子，裸露、突兀、干旱、
苍茫……长年累月光秃秃的，只管自己
伸着十头八臂、露着虎牙龙爪般的绝版
尊容，神秘而多彩地屹立于故乡这片神
秘而古老的苍穹之下……

尾声

总之，我已经无法从语言文字里找
到一个贴切合适的词，来形容此时此刻
的自己了。

而最让我叹服的，还是一峰骆驼的
耐力。

它向前一纵身，一伸脖，一抬足，一
凝望，足足让我的内心得到自然而然的
给养。

这种无言的对视，自然而然就互相
有了对方。这也许就成了人与动物之间
的一种默契、一种期许。

相信，人与动物之间也曾有一种莫
名其妙的灵感，这是大自然的定力。

我来自乌拉特后草地，自幼就学着
父母的样子，站在这片大地之上，看阴山
随意褶褶皱皱或苍苍莽莽。抑或伸出三
头六臂来与童年的伙伴摆着手腕成长，
抑或自己与自己杠着性子较劲……

乌拉特，借一条羊道走进你的深处（组章）

□徐玉向

小时候，我始终觉得壁上的镰
刀就是天上的那轮弯月。弯弯的月
牙收割的是漫漫长夜，是远行人对
故乡的思念，以及无尽的岁月，镰刀
只能收割庄稼和青草。所以，镰刀
的木柄，被乡下人紧紧握在掌心，月
牙常常挂在天空，悠闲地看着镰刀
早出晚归。

镰刀的脑壳与木柄构成九十度
直角，看起来有些拙。明明有薄薄
的嘴唇，却很少说一句中听的话，远
不如水缸里的葫芦瓢圆滑世故。但
乡下人却高度认可它。

闲时，镰刀被挂在壁上木桩上
倒立的架子车框上，或是平摆在窗
台上堆满粮食的麦茓上。它被挂着
时刀尖朝里，刀把朝外，从后面看只
能望见一个窄窄的背影。它被平摆
着时，又活脱脱一个懒汉，凭阳光和
虫鼠反复在身上折腾。它周身敛着
煞，全无收割庄稼时的神采

春雷响起，乡下人便把散在家
中各处的镰刀拢在一处。一块磨刀
石，半盆清水，开始了它们一年之初
的洗礼。“哧哧”声中，水裹着锈与
浊，沿着磨刀石渗入土中。明晃晃
的光闪烁在刀刃，一块破布抹尽刀
柄的浮灰，洗礼便告结束。

被试刀的总是青草。牛儿的嘴

其实极馋，仿佛只有喂饱当年的新
草，它们才有力气去耕田。镰刀在
田头、埂上、河边，尽力地收割着一
捆捆青草，然后被别在装满青草的
粪箕里，趴在乡下人的背上回了家。

镰刀最喜欢干的事是扑进小麦
或水稻黄豆地中。彼时，每一柄镰
刀仿佛一位杰出的舞者。依托着乡
下人的酱紫色的手，庄稼地就是舞
台，阳光、云彩仅仅是幕布上的点
缀。每挥出一刀，成片沉甸甸的庄
稼就向着乡下人怀抱的方向纷纷倒
了下去，他们脸上折叠的皱纹便慢
慢舒展开来。

每年，在没有机器介入的年代，
镰刀和庄稼总是上演着同样的故事。
倘若没了庄稼，镰刀便少一份独舞的
机遇，而没了镰刀，庄稼同样也会少了
一次重生的机会。这样的故事从什么
时候开始的呢？也许要上溯到镰刀被
先民们创造出来的那一刻吧。

弯下腰，叉着腿，收割一阵风，
一朵云，一片雾，一天的灿烂，岁月
便从这刀下悠悠流逝。低着头，撅
着腚，一步一鞠躬，人身仿佛颤成了
刀身的模样，大地倒成了刀柄，岁月
又成了紧握着刀柄的那只手。

镰刀收割的岁月

□徐久富

去厦门学习期间，当地文友请
我吃了顿饭。点了碗米饭。入口没
有米香味，米粒在牙舌间磕绊，锯末
似的。端着碗僵在那儿，不吃对不
住文友，吃呢亏欠口胃。忽然就有
点想扶贫点吃的大米。那些产在当
地的大米小机器磨下，不上化肥，不
打农药，闷出来香能撞破屋子。甭
管什么时候闻着就饿，随意掏块咸
菜，饱足。

新大米下来了，我从贫困户手
里买两袋寄给了文友。米寄出后，
通知了查收。扶贫点上的杂事多，
撂下没再过问。

我们机关帮扶的那个村，不到
两万亩耕地，三分之一旱地改了水
田。一少半农户种上了小园水稻。

村部建在屯中间，院子里抬眼能
看得见乡人忙碌。前院拉埂了，东院
打浆了，屋后的方田有人拾掇了，波
波漾漾的碎镜子似的围着。有燕子
过来点一下，镜子就破一会儿。燕子
不来，就那么安安稳稳地托着东升的
太阳往西边地平线下运。

方田干渠里的水是从挑流堤引
进的绰河水。绰尔河从西至东横贯
全境三百多公里，沿线没有工厂，所
以那水一直都清清冽冽。清清冽冽
的绰河水养育着彻天遍野的农物，
彻天遍野的农物里，顶数水稻的颜
色漂亮——绿得方方正正，黄起来
锣鼓喧阗。

稻子在田里一天天长。长到半
尺多了，长到蹲裆深了，长到齐腰高
了。风来了，拥着稻们前仆后仰左
倒右摆，一起摇晃一起黄。蜻蜓来
了，鼓俩大眼，绿不绿紫不紫的细身
子，伙成帮在稻田上绕，忽高忽低兜
着蠓虫小咬屁股后头轰炸。蠓虫知
道稻子生长的秘密，蜻蜓也知道。

浩瀚星空清亮地旋转，鸟雀们背着
白云来了，唱得夕晖暖洋洋。

稻子秀穗了。稻穗抿着劲儿头
角向上，尖尖的，齐齐的长——穗，
戳在风里等粮实——拔着脖挺着腔
虚虚地向上指着天。

稻子开花了。花小。小到看不
清眉眼，像在稻穗上糊了一罩毛茸
茸的白，掰开凑鼻子底下闻，小铃铛
似的一挂甜香。

稻穗传粉了，身子笨了，头够地
了，够成一圈儿了——不空就有了
沉重，有了沉重，就不跟风乱跑。

跷起二郎腿，屁股偏坐在水泥
台上，我啃口烤苞米，看看稻田，想
稻子从前不愿低头的样子。

丛师傅悄没声地晃到我身后，
咳了一声。瞅瞅稻子：“压圈了，该
伸刀了。”

一伸刀，农家的小园宽敞不少，
割下来的稻，捆成捆，码成码，垛成
垛。

方田里的收割机转圈割，这头
吞，那头吐。实成的稻粒从拐脖筒
子吐到口袋嘴里。细长亮白的大米
流淌在人们的眼睛里，磨转在老人
孩子的齿颊间。

丰年，稻口袋粗得赛牛腰。家
家余出不少。

我忙着帮贫困户跑外销。一个
多月没回音的文友突然打来电话，
说出差到家刚吃过大米——香！还
说在接风宴上走了嘴，朋友们都想
尝尝东北大米。

卖，卖，卖。
贫困户扛不住：“不卖了，不卖

了，一大年了，咋也得香香自家的
嘴。”

卖米

塞
外

诗
境

□燕南飞

上篇：科尔沁的孩子

6
冷 水 拍 岸 ，魅 惑 孱 弱 的 预

言。还要不动声色
以手为勺，赴宴的召唤，从不

拒绝
水鸟生反骨，潜入暮色中
木船如碑缓缓远走
知道你身负重伤，用我三千

亩的辽阔养病
还准备了一群黑夜，爱上芦苇
他们的胡须长满故事
蹄铁被长久抚摸，像抚摸一

只残旧的手掌
并且记住，它曾撕咬过大地
你还相信善良吗？
落叶无法盖住啼哭，手指敲

出的彷徨太大
落日躲进水底磨牙
咒语有毒，想要去寺院留宿
它们把头磕响
不是欠债不还，是不忍心半

句谎言
淹死在沙滩上

7
还在追捕马群奔跑的声音
大漠也不在乎再多一些小计谋
几根手指弄醒脸谱
村庄被砸中
当仓皇拽紧我时，便爱上相遇
也爱倒影中的别离
作案手法如出一辙
不过是想动用心头之火豪赌
浣洗衣裳，遮住眺望的眼神
晚风急，不分胜负
最如一夜黄花瘦
锣鼓婉转，群山的味蕾
放任一根手杖指点风光
鸟影，喜欢把自己关进牧场，

偷看百年后谁会流泪
旧宅再小也是家哦
门外有修仙之狐。说，等来

等去都是过客
一曲阳关长满老茧
牛羊叩首，一口一口吃掉故乡

8
你要伏在窗外，说出你的良

苦用心
听一只飞蛾怎样拦路，掂量

一盏灯
怎样淘尽弦声如泣。阁楼空

泛几蓑烟雨
雁语入镜，穿一身单衣
把闲章盖在天空上
那场面随阴影起伏，犹如狼

烟疯长
十里红尘生锈的样子尚未见

过
快马加鞭忍下泪。驮着一颗

慈悲心
幸好有一座老城接管他们
不断有鸣啼化为灰烬。不

急，听说寒池里的水又涨了
正好可以洗涤雷声
躲进供词里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我可舍去一身傲骨
字斟句酌散乱无章的遗墨
何须枕上空悲切
摇一摇橹，便把一条大河赶

入绝境
都知道情节似曾相识，其实
从上辈子就学会了含着泪

笑，或者含着泪
抓紧一只酒壶——
小牧童指一指长安，却戳中

了我的肋骨

9
我的肉身是没有野心的访客
打开马头琴的独白
犹如下着一场雪，步步都是

漏洞
月光企图洗净江湖
当你叫醒天空，却有太多烟

火赶来投生
等一场隐情漫过堤坝。有人

借机逃溃
有人把遗嘱写在手上
整个人间都在思念几匹草原

掠过
待到风沙满袖，耳朵里灌满

蹄声
我怕那悲伤会剖开自己
煮酒。三碗过岗便可破了城池
尘土飞扬，欲盖尽尘世善与恶
弦声勒紧春花秋月，等我出

席一场和局
喊我留步，守住巢穴
入夜。号角折断
无非是去一排青冢相遇。像

草草几个小字
所有成败都是它的

点缀 孟和朝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