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德文

在报上读到一篇“捡麦穗”的
文章，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家乡遛
土豆时的情形。

家乡的人把收获地里的土豆
称为起土豆，“遛土豆”就是到刚收
获过的土豆地里重新翻找一遍，把
别人起土豆时没有起出来遗落的
或是被土盖住捡拾不干净的土豆
捡回来。

小时候几乎家家都有土地，地
里种植面积最大的就属土豆了，因
为土豆不仅可以作为蔬菜也可以
作为主食，特别是相比于其他蔬菜
土豆易于存放，餐桌上一整年都能
见到土豆的影子，在漫长的冬季和
青黄不接的初春，土豆更是要唱主
角。秋收后，人们看着储存了一窖
的土豆，便像有了主心骨。因此，
每到秋天地里除了起土豆的人在
忙碌外，还能见到许多遛土豆的
人。遛土豆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
这些人夹着麻袋、挎着土篮、扛着
二齿子或是三齿子，还有的推着自
行车，看到有刚起过的土豆地，就
会进去“遛一遛”。

一般小块面积的土豆地我们
是不去的，那样的地里主人都会起
得 很 仔 细 几 乎 没 有 什 么 落 网 之

“豆”。最喜欢去的是大面积的，使
用拖拉机或牛马拉犁杖豁土豆垄
起过的土豆地，那样的地里因为不
是纯人工起土豆，所以“起净率”就
不如人工的高。遛土豆不能光靠

蛮力，也有一定的技巧和经验可
循。要特别留意地头和地边比较
偏的地方，有时会发现几棵不太引
人注意的干枯的土豆秧，那是最容
易被忽略而落下的，侧着从秧的一
边刨下去，再一下拉出来，就一定
会有收获。在一些田头地角还往
往会有犁杖没有趟到遗落的土豆
垄，地里也偶尔会有犁杖趟偏的地
方，一旦发现了，那股猛然而至的兴
奋，就会像打了兴奋剂一样，立时来
了劲头，手脚也立马麻利许多，上去
用二齿子顺着垄一通猛刨，当有大
个的、黄澄澄土豆被我刨出时，心里
就会乐开了花。但那两种情况并不
多见，所以老是抱着那样“捡漏”的
想法是不行的，要想遛到土豆还得
要靠细心和实干。使用二齿子遛土
豆，不能像翻地一样刨进去就直接
把土翻起，刨进去后要握住木柄向
怀里的方向用力一搂，让齿子在土
里搂出一定距离，就像使用耙子搂
地一样，不但能把藏在土里的土豆
搂出来，还不容易刨碎土豆。

起过土豆的地很塇乎，踩在上
面鞋会陷入土中，而使鞋里进很多
的土，我们的小脚丫也都弄得黑乎
乎的。有时还会捎带着刨出许多
粗粗长长的蚯蚓，我们会带回家喂
家里养的鸡或用来做鱼饵钓鱼，那
就属于偏得了。

有时因为遛到了很多土豆，袋
子过重，我们人小力气也小，没有
那么大的力气把装土豆的袋子扛
到放在土豆地边的自行车处，只好
采用拖拽的方法，一点一点地把袋

子从土豆地里拖过去，松软的土豆
地里就会留下一道清晰的拖痕，就
像小船从平静的水面滑过，留下一
道长长的水波。然后几个人再合
力把袋子放到自行车上，就会掩饰
不住心里的美和自豪，像凯旋的英
雄一样，雄赳赳气昂昂地推着自行
车向家里走去，如果半路上遇到有
人夸奖两句，那更是乐得合不拢
嘴，小腰板挺得溜直，回到家后就
会极具夸张地大喊：“累死了！”让
大人快来帮忙。

那时候，土豆的吃法一般就是烀
土豆、炖土豆、炒土豆，有时也会烙土
豆饼和炸土豆丸子。不过后两种吃
法在当时属于极奢侈的吃法，平时很
难吃到。家乡的土豆品质佳，很好
吃。特别是新收获的土豆，烀熟后都
会裂开花。不过我们小孩子最喜欢
的还有两种吃法：一是把土豆埋进灶
膛的热灰中，灰烬的余热会把土豆烤
得又酥又软，把土豆从灰堆中扒出
来，烤好的土豆那特有的糊香就会扑
鼻而来，剥去外面一层薄薄的糊皮，
就会露出里面焦黄的一层，咬上一口
热乎乎还略微有些烫嘴的土豆，又甜
又面，那个美呀就别提了。再有，就
是在炉盖子上烤土豆片，烤好了的土
豆片两面金黄，那就是我们当时的薯
片。无论是哪种吃法，只要是自己遛
的土豆，都会感到特别的香甜，有一
种成就感。

遛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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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学

一
在科尔沁草原，不知道有多少

叫做巴彦塔拉的地方，但只有这
里，更让人难忘。

这片土地托举着一条河流蜿
蜒流淌；这片草原流传的一个个故
事生生不息。

在旧有的地图上，这里标注着
“温都尔王府”。后来人们才叫它“巴
彦塔拉”。现在，无论在田畴阔野还
是在镇区街巷，这里已经很难找到旧
址的痕迹。只有在旧有的档案里，在
那些字迹斑驳、尘封已久的纸片中，
还庄严地记载着七十多年前的一个
朝气蓬勃的团队的奋斗历程，铭刻着
一个阶级生存与发展的足迹。

这一片沃土曾经是被日寇铁
蹄蹂躏、渴望新生的土地。1946
年，共产党人张平化、陶铸、黄克
诚、赵石先后来到这里调研考察，
他们在烧锅坊的地窖里找人谈话，
发展了第一个共产党员；在慧丰寺
的大榆树下，集合了第一支骑兵队
伍；在铁匠炉的老井旁边，酝酿了
旗大队的诞生。革命的火种就这
样点亮并燃烧起来。于是，这里成
为一处“省会”、一处“盟府”，一个
旗最早的红色政权的中心。共产
党员章泽、梁一鸣、耿青等干部在
这里组织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
想；这里成为内蒙古骑兵二师的诞
生地、蒙古族热血青年组成的十一
团的诞生地、内蒙古蒙东军政干校
的诞生地。这里走出了特木尔巴
根、乌力图等革命志士。许多人在
这里入党、入团、参军入伍，反清
算、剿土匪、求解放。当时他们的
年龄大都十八九岁，最大的也只有
27 岁。他们在这里经历了人生淬
炼，用信仰点亮这片土地，用鲜血
滋养着故乡的山河。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
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
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
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
作的⋯⋯”。1946 年春寒料峭的日
子里，毛泽东同志的演讲《为人民服
务》第一次在这里悄悄地流传。

章泽回忆录清晰地记载着，当
年蒙东军政干部学校简陋的教室
里，第一次回响起共产党人王白狄
为学员讲述毛主席《为人民服务》

《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文章的
情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幸福
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和担当。就
在这一年，党组织在巴彦塔拉的旗
大队、十一团、东蒙军政干校发展
了 11 名共产党员。在刚刚建立的
骑兵五团（十一团前身）经费困难
时，参加革命的小王爷阿尤拿出五
个银元宝和一千块银元，支持部队
工作。老党员粱巴图记得，那一
年，赶马车的父亲从 50 多里外的
郑家屯为军政干部学校拉来 100
多套制服，那 150 名学员犹如 150
粒火种，升腾起蒙东地区的革命烈
焰，以崇高的信仰树起“一杆耀目
惊心的大旗”（辽吉省委机关报《胜
利报》评论）。档案清晰地记载着，

当巴彦塔拉面临国民党进犯的时
候，陶铸同志指示切实保护蒙古族
干部先行转移，并在运动中不断扩
大党的影响，团结蒙古族同胞共同
携手求解放。

在档案馆的资料里，存留着当
年哲里木省政府下达的文件：关于
严格执行干部补贴标准，不得因工
作调动收取双份补贴的通知；有旗
政府下发的指示，要各区认真落实
在中秋节慰问教师的安排；有哲里
木盟政府的文件：关于对于灾区减
免公粮的决定。那些或由钢板刻
写油印，或由钢笔抄写、盖着鲜红
大印的公文，字字句句都体现出人
民政权为人民谋利益的决策，一字
一句莫不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心。

当一粒种子埋进土里，就会成
就一个崭新的生命。在巴彦塔拉
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滋生出一份新
生的渴望，让信仰从这里出发，火
种从这里点燃，孕育了科左中旗的
繁荣与发展。筚路蓝缕，继续着一
代人接替一代人的长征。

二
当 年 ，当 达 尔 罕 草 原 回 荡 起

《为人民服务》的声音，那时候我还
在襁褓中。70 多年来，有人离开了
故乡，无论是他们的身体还是灵
魂。而我依然匍匐在她的怀抱，吮
吸着她的乳汁。我的生命唯有在
这样的摇篮里才能延长。

如今在达尔罕广袤的土地上，
数十万家乡人的命运和感情已经融
入了这片用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开垦
出的土地，化作无际的麦浪稻浪，草
海粮仓，化作改革开放的精神旗帜
猎猎飞扬。这其中有多少志士仁人
为之奉献的心血和汗水。可是，遍
访家乡，我搜寻故地，遗迹寥寥。没
有多少人能记得那些曾经为改天换
地而奋斗的人或事。

过尽千帆皆踏浪，余晖脉脉水
悠悠。如今不断求索的路让人们越
走越远。人们很少回望，不是因为
目标太诱人，而是过去太艰苦。作
为革命的先行者，他们的名字已经
不再轻易被谁想起，他们的事迹已
逐渐被人淡忘，当年他们带领人们
开辟的每条道路如今已经被更宽的
街路、广场所取代。当年他们所做
的一切努力，已经被掩盖在后人匆
匆前行的脚步中。然而，今天的生
活里毕竟有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拼
搏与牺牲。在此之后这世上还会有
一批批开拓者会慢慢消失在人们的
记忆里。也许他们当年的开拓与探
索，由于后来人的辉煌而显得微不
足道。但是正像烈士陵园里一位烈
士遗言“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
明天。”有这些，已经足够。

巴彦塔拉军政干部学校旧址
上，挺立着一棵独具特色的古榆，
静静地站在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
里，感受时间带给人们的沧桑巨
变。晨练的人们在树下打太极跳
广场舞。尽管时间有序风云无常，
但那棵树就屹立在小镇的旁边，感
受着人们跳动的脉搏，欣慰着家乡
日新月异的变化。它的灵魂从不
在意路人的感知，也不刻意炫耀曾
经辉煌的过去。听老人们说，早年

这古榆下曾经挂着一个大钟，这口
神奇的大钟是一颗旧炮弹吊在树
下，先是为学校上课使用，后来为
生产队出工使用。最后这钟被搬
到保康中学，成了我们朝夕相处的
伴侣。每当清晨的钟声再次响起，
我仿佛聆听到了那响遏行云的精
神重重地叩门的声音，感受到了那
种永世传承的坚强力量。

三
在档案馆里，翻阅那本登记着

数百位烈士名字的史册，耳边浮现
他们虽渐行渐远却步履铿锵的足
音。从前他们的足迹到达的每一
个地方，如今都成为了我们生命的
一部分。在坎坷的征程里，让每一
次出行都成为生命履历中精彩的
诗篇。是他们用青春铸就了革命
的摇篮。

深 秋 时 节 ，站 在 西 辽 河 大 桥
上，放眼望去，两岸绿树成荫，稼禾
如海，鸟语花香。而这一切都是红
色摇篮的结晶。新中国成立 70 多
年来，全旗粮食总产增加到 55 亿
斤。不但获得了“塞外粮仓”的美
誉，更是形成了农牧结合、高产高
效的经济综合体。目前，家乡已形
成粮油、养殖、林果等优势农畜产
业，成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
地、高效节水工程示范基地、生态
建设示范区。革命先辈敢想敢干
的精神已经融入了家乡人的血脉，
成为今天科左中旗绿色崛起的动
力。思想领航，产业领跑，生态领
先。绿色发展之路让这片塞外荒
原成为北国粮仓、草原肉库，文旅
融合新名片。广大群众正在享受
现代文明引领下幸福的小康生活。

如今的达尔罕大地，从锦绣海
棠园到万头养牛场，从千顷沙棘林
到百里生态示范区，到处彰显着意
气风发的景象。徜徉在如意湖畔，
玉带河边，看小城浑身充满青春的
朝气。城中有水，水上有桥，赏荷垂
钓，泛舟观鸟。不日竣工的温泉项
目 将 把 这 里 变 成 草 原 洗 浴 之
都。——高屋建瓴的创意、百折不
挠的坚持让这座百年小城超越了百
年梦想。谁能料到，在一处垃圾场、
乱葬坑上，矗立里一座达尔罕公园，
让行人掩鼻的臭水沟一改旧时的模
样，成为一条水波蜿蜒的清流。改
革者的探索与实践把旧日保康的污
垢之所变成资源宝地，串珠成链般
地化为新城的风景。这就是“中国
梦”在家乡的斑斓缩影，诠释着从红
色摇篮走来的不变的初心！

饱览家乡发展的绚丽画卷，让
人们深深地感悟到，绿色的崛起，
是一种文化、一种气度、一种胸怀；
是红色基因给了故园的馨香，犹如
西辽河为草原注入的力量。分享
新中国七十年沧桑巨变，历史的新
起点何止在稼禾无际的西辽河两
岸。如今，西辽河滋养的万顷良
田和草场喜待丰收。它更在哺育
一个坚守根脉、枝繁叶茂的民族，
大步走向世界，从容拥抱明天。

致敬！摇篮
——达尔罕走笔

□九歌

张武精明。个子不高，俩小眼稳不住，
滴溜溜转。

“明天买驴，找个会看的，别让人糊弄
喽”，一边搓皮条打笼头，张武一边和老伴
叨咕。

“唉，她表舅年轻时牲口市干过。”
“行，求他去。”
张武老两口生有一个女儿，几年前嫁

去了邻村。
姑娘嫁出去后，张武夫妻俩省吃俭用，

盖上一幢砖瓦房，攒粮握钱过日子，成了村
里的上等户。刚好了几天张武患了食道
癌，攘光了积蓄，还背上几万外债。村里评
选建档立卡户，张武在列。

买驴是镇里给建档立卡户落实产业扶
持项目，张武两口人得扶持资金一万二。
夜里躺炕上琢磨——一万二，按行情，够买
一大一小，都是骒驴，大驴再饱揣驹，当年
俩变仨，两年三变五，三年五变八呀，发
啦。账算得也并非异想天开，村人有个谚：
牝牛下牝牛，三年五个头。

第二天一大早，张武领着表哥头一个
来到村部，合齐了人，村干部领着十几个贫
困户到邻村买驴。

“远看一张皮，近看四个蹄，到跟前摸
摸嘴巴子齐没齐”，车头里坐着的老白，早
年放过牛马，回过头向同车的人兜送经
验。大伙听了，纷纷点头称是。车尾坐着
的老董反驳道：“你说得不对，那是先看一
张皮，再看四个蹄，后尾伸手摸摸嘴巴子齐
不齐，人家是这说的。”老白听了，嘿嘿一
笑。“都一样，大致都一样。”“七咬中龋八咬
边，咬断中龋十二三”，老白说。张武没的
说插不上嘴，偶尔用余光扫扫身旁的表哥，
表哥闭目合眼坐那儿打盹，根本就没听老
白那套。

车很快开到了邻村老于家门口，大伙
儿脚前脚后下了车，隔着院墙急火火的瞄
院里散松着的几十头驴。一色灰黑。远看

一张皮？全一模样，看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不到半个时辰，一人手里牵头驴出了

院门，有的大驴身边还跟个半大驹子。 张
武牵这头驴，是表哥抢先挑的。毛管发亮，
四蹄周正，口轻个大，屁股后头也跟个活蹦
乱跳的驴驹儿。谁看谁说上等货，张武眼
里闪出了亮光——简直和昨晚梦里见到的
一模一样。乐颠颠的，牵着驴头里走了。

一转眼，张武买驴到家两月有余，这期
间我经常入户，见面打招呼，先问问：“咋样
啊？”一开始，张武还跟我打哑谜：“啥咋样
啊？”“驴。”“驴啊，挺好，挺好。”回数多了，
再一问，张武嘴里直接嘣出几个：“好，好，
好。”“啊，啊，啊。”我回他几个啊。”过路的
谁赶上谁听得迷糊，歪脑袋，翻眼睛，侧耳
朵，一愣一愣打着激灵听。

牛七马八驴整年。多半年过去了，按照
卖家的说法，到月份，该下驹了。“咋不见动
静？”张武围着母驴屁股，一会儿伸手拍拍驴
肚子，一会儿低头从驴裆瞅瞅奶头，别说奶头
没棒，肚子还扁扁着呢，根本不带怀驹的样。

“完了，这回全搭进去了”，张武一脚门
里一脚门外，冲灶上做饭的老伴磨叨。

“啥玩意儿，啥都搭进去了？”
“钱呗。”“都怨你表哥，坐炕上颠屁股

吹——一棒领个小，两年五头准没跑。”“通
条插屁股——通（捅）事（屎）。”“买个空肚
子不算，供几顿酒？连请带送跑多少油？”

“都搭了，都搭了”。
老伴见他有病心焦不和他缠斗。
又一个来月。有一天，我正在村部整

理户档案，突然接到张武打来一个电话：
“大兄弟快来看看吧，这回他妈下了。”

“老张你说啥呢，谁下了？”
“驴驹他妈下了，哈~。”
“哈~”。
“哈~~。”哈哈哈哈⋯⋯
村委会开了锅。

买驴

□陈小秋

终于红了，肆无忌惮的红，不折不扣的
红，浪漫而娇羞的红。

这些枫树漫山遍野、颇为奇特——不
高不矮的个头，半圆硕大的树冠，坚硬结实
的树干，每个叶子都有五个叉尖，本土俗称

“五角枫”，生活在科尔沁草原上的科右中旗
代钦塔拉苏木。她们看上去闷声不响，惊艳
人的是鬼斧神工，山野并非人为意义上的公
园，却构成大自然绝美造化的盆景群，在多
个丘陵漫坡上的傲然挺秀，各展风姿。

印象深的老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
歌唱家朱逢博的嗓音仍在萦绕：“满山红叶
似彩霞，彩霞年年映三峡，红叶彩霞千般
好，怎比阿妹在山崖⋯⋯”，影片情景交融
的故事情节历历在目。是啊，火红的枫叶
注满秋日的私语，在人们心目中，俨然是一
种精神象征，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尊崇。
那至高的赞美——霜叶红于二月花，每片
都凝结了高洁、坚毅、友谊、思念和永恒。

五角枫质地高贵典雅，树上树下的枫
叶辉映诗意。金秋时节人们趋之若鹜，可

叹秋风起尘舞，无奈惆怅叶不红。游客连
年 10 月乘兴观赏，岁岁满是失望而归。树
不配合，叶失本真，皆因红颜树叶“犹抱琵
琶半遮面”，千呼万唤难一见。

今年天公赐福，雨水充沛，恰逢前几年
幸运就开始眷顾中旗，好雨也不失时机地赶
来沐浴这片枫林。若附加一个特好消息，那
就是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一
部展现科右中旗扶贫工作的电视连续剧《枫
叶红了》，在央视一套炫彩播出，并且反响热
烈。徜徉在该剧拍摄基地，一房一物，一图
一表，嘎查第一书记韩立和嘎查书记宝峰殚
精竭虑为乡亲的话语犹在耳畔。

看吧，我们的枫树真的动情了。如此
这般的红火，那是迎向收获满满的季节，和
着亲爱的共和国节日，她们善解人意、如约
而至。

放眼望去，五角枫已红到了天边，红编
了全国，红到了每个心神荡漾人的心里。

又逢五角枫

乡土炊烟

且听风吟

私语茶舍

□燕南飞

中篇：大漠与证词

0
众生皆可入药，敷在大漠伤口上
为一粒粒沙子疗伤

1
人间静寞。传说
如虫茧
被晾在老树断枝的茬口上——
那是孩子们的童年，被高高举起
呜呜吹奏反叛和啜泣
峡谷被掏空。一张张遗像被拆掉
收割沙场上的尊严
琴声徘徊，路口生锈
今晚，将有一场暴动

2
“你体内的愤怒，那是硕果仅存的
敬畏”
必须撑开自己
如撑开口袋
一片牧场，就是一片红尘
想到你青丝微乱时
我还在青石桥上垂钓音讯
月光拖走一匹白马。鞭响处
伤了一丛芦花

3
此番赴宴，推杯换盏，谁也无法自证

清白
有人会趁火打劫，偷走是非难辨的

咒语
——那些云朵枯萎
已放弃指证星辰
它们逍遥法外。一点把柄也抓不住了
如一盘棋，每一粒棋子
都想杀出一条生路

4
不该睡在这里。它的心碎了，也软了
压低声音：

“山路如蟒，纠缠一匹狼的呼唤
和思念”
落日如破车
只轻轻一推，便跌下去
我确信，只有踩着大地的双脚
才会懂得大地的悲伤

5
女人，守着她的孩子们。无人知晓
曾做过多少垂帘听政的梦
——只想把土炕上的温暖据为己有
酣声是我的，哭泣是我的
整个夜晚，都是我的
还要把记忆打捞上来
晾在墙头。
可以时时翻阅
八月，向一颗月亮投降
那是一把钥匙
卡在弓弦上

科尔沁的孩子
（五）

□曾新友

生态之眼

看世界的眼睛
执着成一生的表情
观察生态的命运

郊外粗犷
野性豁达生长
毅力向下扎根
意志向上飚成个性

一寸空间一寸力感
一丛花色一丛生命
刀斧放下曾经锋利的野蛮
小鸟安居在归宿的天堂欣赏红尘

风吹落着雨
孤独的一场风
吹落一场柔情的雨
湿漉漉的意境
把树梢干渴的心思
淋成一片青绿
驻足催生的一枝花
向那时的风 那时的雨
点着头——扭来扭去

看蜘蛛捕蚊
无翅膀的与有翅膀的
——较量
九十度壁立的墙上
——攻防
生态与生存的法则
——表演
自然的舞台
——是实质也是现象

思绪的热度
让活力从不干枯

（组诗）

惬怀絮语

塞外诗境

雨中红枫。 郑金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