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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易农

春天的风，夏日的雨，秋季的
霜，冬天的雪……

四季如此更替着，那些美好的
事物，总让我们觉得生活是充实的、
幸福的，我们的身心是愉快的。因
为我们身处大自然中，大自然赐予
了我们灵动的情感；我们身处社会
之中，社会的繁荣和多貌，让我们的
视野得到了渲染，让我们的梦想更
加斑斓多彩。

梦想是岁月的版图上永远泛着
光彩的图画，是我们每个人向上的
动力，是我们从季节的史书中，抽出
来的一曲新词，是我们将要从生活
的枝丫上，采摘下来的果实……

人类因为梦想而崇高，我们的
思想因为梦想而显得饱满。

梦想，是我们内心情感的表达，
是我们与时共进时，力量的爆发和
脚踏实地实践后的收获，可以是微
小的，也可以是宏伟的。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我们都因
为梦想，而奋斗着、努力着，都因为
梦想而成为生活、工作中的战士，排
除意外的各种困难，在各自的领域里，
奋发向上、兢兢业业、披星戴月、风尘
仆仆地去追求梦想，去实现梦想。也
正因此，我们都如愿所得，实现了一年
内的目标，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的，实

现了百花齐放的美好画面。
我们在路上，从来不曾放松自

己一丝一毫的力量；我们在树立新
目标的路上，我们不曾懈怠不曾彷
徨；我们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不曾
骄傲和自大……我们是生活的火焰，
在熊熊燃烧时，又不曾忘记初心，因
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方向，明白
自己的路线。我们是善良的传播者
又是奉献的实践者，因为我们甘于放
下身子，抛开世俗的认知，来保守生
活的一方净土。善于思考，勤于思
考，勇于思考，冷静又不失激情，孤独
又不缺热闹……我们为我们能有坚
韧不拔的品质而欣慰和自豪。

又到岁末年初，我们可以回首
过去，扣心自问，我们做了什么，付
出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可以展望未
来，想一想，我们下一步的打算，拟
定下周密的计划……

所以，这样的我们是值得表彰
的，所以，冬日的雪花，总是覆盖在
柔软的事物上。

我们是人间的雪花，我们把自
己爱的情感，倾洒给我们的大地。

所有的一切，都因为我们内心
有爱，我们被身边的人给予了爱！

又到岁末感悟多

□王国梁

最近经常听别人说到“和解”
一词：与他人和解，与自己和解，与
时间和解，与世界和解，与命运和
解……在我看来，“和解”是一种境
界。能够做到与生活和解的人，一
定是富有智慧的。

所谓“和解”，就是一种握手言和
的态度。不对抗，不执拗，平和面对，
坦然以待。而所有的和解，都是经过
心灵的挣扎与斗争之后的淡然一
笑。我以为，一切和解都源于内心的
豁达与从容。能够与他人和解，便放
下了误解和较量；能够与自己和解，
便摒弃了固执和愚妄。与他人和解
了，与自己和解了，便能与世界和解；
与世界和解了，便能与命运和解。

“和解”不同于妥协。妥协是屈
服，是被动的；而和解是握手言和，是
主动的。和解与妥协都可能都经历
过对抗的过程，最后的结果都是收敛
锋芒。不过妥协是因为失败而偃旗
息鼓，而和解是得胜后的鸣锣收兵。
也就是说，妥协是因为自己力量不
足，不得不作出让步；而和解是胜败
都在自己掌握之中，却智慧地选择和
平面对。所以说，和解是一种境界。

我们每个人都在一步一步走向
“和解”之路，这与年龄和阅历有
关。走向和解的道路可能是曲折
的，复杂的。年轻时，我们谁不是舞
起所有刀枪剑戟，与一切抗争。但
正如毛姆在《人生的枷锁》中说：“人
们要为年轻时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付出饱尝幻灭之苦的惨痛代价。”我

们饱尝了失败的惨痛，对圆月的想
象也瘦成了弯月的惆怅。于是我们
学会了低头，但低头之后，我们还会
重整旗鼓，再次征战。屡战屡败，屡
败屡战，反复多次后，我们终于练就
了一身铁甲，也有了迎战一切的力
量。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
我们会淡然一笑，得失成败转头空，
人生真的没什么太值得较劲的。放
下执念，平和面对，是最后的选择，
我们终于与世界达成了和解。

修炼出“和解”的境界，需要一
定的人生积淀。有时候，达成和解
是一瞬间的事，人们总是在某个瞬
间成长的。和解的智慧在于在丰厚
的阅历之后选择看淡，看淡成败得
失，看淡岁月无情，看淡人生荣辱，
看淡命运起伏……只有经历过，才
会懂得这些不过是人生最寻常的状
态。人生的河水，我们总要亲自趟
过几遍才知深浅。人生的积淀越深
厚，越有底气与一切和解。

修炼出“和解”的境界，需要有包
容一切的胸怀。有博大宽厚的心怀，
有淡泊宁静的性情。生活本就是参
差多态的，不可能完全以自己的意志
决定，所以就悦纳一切吧。接受不完
美的别人，同时也接受不完美的自
己，不完美的生活，不完美的人生。

当你的心态越来越平和，人生的路
总会越走越宽的。人生抵达“和解”的境
界，生命意义便升华到一个新高度。

和解是一种境界

□刘泷

夤夜蓦地醒来，再难入眠。一看
表，寅时至，三点。元旦近了，窗外的鸟
儿也醒得早，啄着雪地的月光，奏响激
越、清脆的晨曲。

“雀喳喳，忽地吹香到我家，一枝照
眼，是雪是梅花。”岁尾年头，人们节日
情结迸发，鞭炮声不绝于耳，让清晨仿
佛烟花的碎片，七零八落。“雪一枝，玉
不如。”我伏窗，俯瞰，面对雪野、树影，
心绪万千。

此刻，月华照树，满城灯火，励志的
话鱼贯涌进耳鼓，依次是：一生之计在于
勤；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寅。
勤奋，我们知道，是前行的动力；春天，我
们也知道，是际遇，是醇美的光阴；寅时，
我们还知道，是清早，依旧是勤奋的范
畴，是光阴的范畴。这让人油然想到夏
目漱石，他说，随着朝阳升起，拙劣之处
一清二楚。可见，在古人和哲人的眼里，
自励、自省和惜时是何等重要。

有人说，行走，是精神力量最直接
的表达，是精神内核的超级裂变，是听
鸟入林深，复得返自然的本真。我说，
你走得再远，也挣不脱一条线，那是风
筝的线索，掌握在故乡手中。

据说，故乡通太沟村由蒙古语滋生
而来，是放牧牛羊的意思，有着田园诗
一样的底蕴。也是，我们毗邻的村是大
牛群、嘎巴沟，而如今同归喀喇沁旗小
牛群镇管辖。这样的名字，或象形或意
会，都和草原、牛羊、放牧、纵马、牧歌、
长生天、蓝天白云有关。站在城里眺望
乡梓，满目都是绿油油的庄稼，和清风
徐来、满山满坡绿树如茵如云的阴凉。

老辈子人回忆，通太沟立村与壮
大，有赖于两个人。一个乌包向，蒙古
族，一个刘铁匠，汉族。两个人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彪悍，刚毅，正气凛然。新
中国成立前，土匪猖獗，民不聊生，很多
村庄被土匪抢掠、焚毁而荡然无存。通
太沟也闹土匪，却生生地被此二人打得
抱头鼠窜、丢盔卸甲。一次，五名土匪
来抢我爷爷的耕牛，乌包向闻讯赶来，
手持一柄钢叉，耍得风车一般日月无
光，竟打散了手持钢枪的土匪，使其子

弹俨然羊粪，散落一路；四名土匪夤夜
去抢刘铁匠，铁匠在妻子的配合下，打
翻油灯，抡动铡刀，竟将土匪砍得哭爹
喊娘。从此，土匪对通太沟噤若寒蝉，
竟绕着走。

我更老的家抑或祖籍乃山东蓬
莱。在塞外立足后，爷爷娶了奶奶。奶
奶是蒙古族，不裹足，大脚，风风火火。
奶奶鼓励栽树、种草。于是，爷爷、爸爸、
叔叔，在一条狭小的山沟，栽下了数以千
计的树。杏树，李子，桃，苹果，槟子，梨，
枣，杨，柳，松，榆，几同缤纷的植物园，林
林总总，应有尽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和改革开放初期，分别是村支部书记和
生产队队长的爸爸和叔叔种树种草种
出了名堂。1996年，赤峰市委市政府给
业已去世六年的爸爸在通太沟树立了
一块“植树造林功德碑”；九十年代初，叔
叔被自治区评为劳动模范。

得益于这种家风、家教，我从小就
爱栽树、植绿。懵懂少年时，我和爸爸
一同栽树，栽杨树、苹果，还栽下我们
那个地方罕见的核桃。如今，那棵斜
攲于黄土坡的葳蕤的核桃，尚在回忆
着青葱时光的温馨。记得，我读小学、
初中，都靠自己种植蓖麻、党参等中草
药材赚来的零花钱，来化解学杂费的
窘迫；高中毕业，“要学那泰山顶上一
青松”的京剧唱段风靡，我在一爿山
坡，栽下了十八棵落叶松。在时光温
情地注视下，落叶松几番叶落，几番新
绿，有十五株硕果仅存，已挺拔逼云，
亭亭玉立；参军入伍的那年，见门前的
黄土沟一直裸露着，爸爸曾几次栽下
树苗均竹篮打水，我便采用笨人的办
法，在山梁，将差不多一米高的松苗连
带土坨挖下来，用挑筐每次担两三株
蹒跚下山，仔细挖坑、换土、埋好、浇
水、踩实。如此，日积月累，一个星期
的时间，栽下了三十一棵黑松。如今，
这些松树，在沟壑里、沟沿上风雨无阻
地成长着，如同一个排的士兵，在排长
率领下，三十一人郁郁葱葱，律动着勃
发的英姿与诗样的壮美。

家乡是我的起点、思念、牵挂与期
待，是我的根和埋葬脐带的地方。说
来，通太沟村属于赤峰市生态休闲观光
旅游度假村。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全

村蒙、满、汉各族群众一以贯之植树造
林、绿化荒山，使林草覆被率达到百分
之八十以上，形成了全国推广的小流域
治理“三沟”模式。近年来，村子还大力
发展林果业，除广种苹果、苹果梨，还在
荒野、山陬栽植沙棘等兼具防风固沙的
经济林。沙棘果大面积丰收、可供采
摘，为很多村民开辟了一条致富之路。

那些土地上生长的林子，在风里，
在季节里，该枯萎的时候枯萎，该生长
的时候，只余下，满眼的绿。

不论上下几代，也不管男女老少，
更不分哪个民族，我们知道，我们的一
切努力，都是为了一个梦想，为了拥抱
明天。就是靠着对故土、乡情的一腔热
血，通太沟人让自己的村庄有了标签与
光芒。

有时候，我会这样想，一个山里的
孩子，经过拼搏，走进城里，成为记者、
作家，是不是背叛了乡土？其实，所有
的奋斗与不甘，都只是为了能在时间
的河流证明自己。这样一想，心里默
默地肯定自己——“明明如月，何时可
掇？”我只知春天要来了，我不能再错
过任何一个春天了，所以，早早地买得
一枝含苞欲放的水仙，插在青花瓷的
花瓶中，去迎迓元旦的钟声，和第一缕
春光。

人总是活在憧憬之中，憧憬在泥泞
跋涉中洞见彩虹。随着新年钟声将訇
然响起，新的一年向我们走来。2021
年，是我们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十四
五”规划开局之年。风正劲，帆正扬，花
正红，歌声醉，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即
将到来的日子，拥抱新年更加美好的艳
阳天。

一天很短，一年也倏忽如同流水，
一生呢，一生其实很快，不过是起起伏
伏、跌跌宕宕。为不负无垠的时光，为
在新年纸船明烛中荡去2020疫情的阴
霾，我们余生要更努力绽放，成为自己
最好的样子，做时光的逆行者，永如少
年，怀着赤子之心到老。

拥抱明天

□玉文

我是鄂尔多斯人，“神木”这个地名
从小耳熟能详——一是身边有好多邻
居一说起老家在哪儿，总是“神木”“府
谷”“榆林”“河曲”“保德”这些个地名，
还有的直接说“梁外的”“口里的”；二是
早先到村里走家串户讨吃要饭的和从
外地举家迁来的也多是这些地方的
人。我不知道这些地方在哪儿，也不知
道有多远，就觉得这些地方是出穷人的
地方。再后来，知道这些地方是陕北和
晋西北的、属于黄土高原，这些地方的
人很能吃苦、会种地、有好多手艺人，鄂
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的汉人大多是
这些地方的移民，操同一种方言，风俗
习惯也基本一样……

曾驱车前往神木。
从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到神木二百

多公里，走高速、省道、县道，一路挺顺，
一上午就到了。而这段路，早先年口里
人赶着二饼子（牛）车走西口（口外），拉
家带口，爬沟上梁，要走上几天几夜。
讨饭的背上褡裢，边走边要，走家串户，
需走数月。内蒙古地界，当时地大人
少，以畜牧为主，且有黄河可依。从明
朝俺答汗与中原交好放垦到民国时大
规模移民垦荒，口里人先是打短工，季
节性交租种地，到后来长期驻留，且约
亲唤友，逐步北进，跨黄河、过阴山，到
最后人数大大超过蒙古族群众，倒成了
大片荒原的主人。所以在我小的时候，
常有很多乡邻到神木走亲访友或祭祖
上坟，到现在亦然。

神木是中原与内蒙古地区的过渡
地段，历来交战、交往甚多，蒙汉文化的
交融特征在这里有着充分的体现。据
神木县志记载，在遥远的古代，该地曾是
熏育（荤粥）、戎翟（同狄）、林胡等部族游
牧栖息的地方，“武王放逐戎夷”“晋文公
讨伐夷翟”，到后来这里则成了胡汉反复
争夺的边关。县城以南，“村落集中，多
聚族而居，村民耕作较细，安土重迁”；县
城以北，“久受蒙民陶冶，性格豪放，好客
敬友，喜游轻徙”“耕作粗陋，广种薄收，
农牧相辅”。尽管这里基本以汉人为主，
但有些习俗仍有蒙古族的作风，蒙汉混
搭，最明显的就是饮食习惯、地名、语言，
好多都参插了蒙古族的成分。而这里
的人们流浪到北方，不仅带去了农耕技
术和许多与农业相关的工艺技艺，还有
粗犷的与畜牧文化较为接近的黄土高
原文化。由于地缘的相邻和人员频繁
的交流以及文化的交融，陕北、内蒙古中
西部还有晋西北（河曲、保德）的人好像
都不陌生，再加现在交通方便，来回走
动，就像邻里走访，随便得很。

神木原本只是榆林市一座小城，所
在县——神木县倒是挺大，2017年4月
改县设市（县级市），面积达7635平方
公里，陕西最大。随着我国能源产业的

快速起步，作为我国西部最大县级煤区
的神木（储煤面积4500平方公里，储量
560多亿吨，占神东煤田的1/4，此外还
有石英砂、岩盐、天然气、石油、铁矿和
石灰石等数十种矿产资源）可不得了，
2019 年 ，全 市 实 现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1362.88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321.26
亿元，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达37000元和15979元，成为
我国西部地区县域综合实力最强的县
（市）。 而且，“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
发展、黄河“几”字弯城市群、陕甘宁革
命老区等多个高层次、区域性战略规划
叠加实施，又给处于国家级陕北高端能
源化工基地核心区的神木带来非常广
阔的发展空间。

不仅如此，神木还有其很好的区位
地理优势，黄河揽怀南下、长城横腰西飞，
南北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丘陵沟
壑地貌和风沙草滩地貌，高原、丘陵、沙
地、草滩、湖泊聚集于此，犹如北国一方庞
大的地理盆景。我们在神木滞留时间不
长，两天的游览只能局限在市区周边。中
午先进住宾馆，下午就到了市区西南约50
公里处的古城堡——高家堡。

高家堡古城是陕北名堡之一，与镇
川堡、瓦窑堡、安边堡统称为延绥“四大
名堡”。它曾是历史上的边关重镇，于
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始建，先夯
土后砖包，整体呈长方形（东西长431
米，南北长311米），残留的大段城墙，
间有垛口、瞭望洞等防御系统。东、南、
西墙各有一座卷门，并筑有瓮城。城内
的街道以中兴楼为轴心，通向东西南北
四个方向，其中以南街最为繁华。古堡
内比较安静，街道边有不少老房子和旧
商铺，居民建筑基本都是典型的北方风
格，有四合院，如北巷的李家大院；有前
庭大院，如东街的卢家大院、西街的韩
家大院；还有楼院，如十字巷的李家楼
院、同心巷的刘家楼院等。

神木附近有三座山比较好看：一是
天台山，再就是市府两侧的九龙山和二
郎山。

天台山在神木市府南60公里的贺
家川镇，这里是黄河与窟野河的交汇
处。左侧黄河奔流而下，右侧窟野河环
绕相拥，整个山体若蛟龙入海，由北向
南，插入两河交汇之处。

天台山奇峻，两侧多是砂岩绝壁，
造型奇特，突兀雄奇；顶上则是庙宇亭
台，绵延成串，高低错落。前山为崇峰
寺，以佛教文化为主；后山为天台诸神
殿，以道教文化为主。两山南北相望，
互为呼应，佛道相容。据碑文记载，崇
峰寺创建于北魏元宏太和年间，距今已
有1500多年的历史。其他诸神殿则多
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也有500多年
的历史，再后经历代增置、修葺，规模渐
大，成为佛教圣地。天台山不仅景观壮
丽、文蕴深厚，更有英勇豪迈的革命故
事。1936年春，刘志丹率领红28军移

师贺家川，打下沙峁镇，东渡黄河，当时
就驻扎在天台山寝宫殿。在这里，刘志
丹胜利地指挥了攻占对岸山西罗口峪
的战斗，后又北上攻打黑峪口，沿途所
向披靡，连获胜利，给天台山留下了不
朽的佳话。

九龙山就在城东500米处，因山峦
叠嶂，逶迤九重，形似游龙，故称九龙
山。九龙山相对面积大，山顶较平缓，
能代表它风采的是一组建筑群。据史
料记载，该建筑群始于明代，后经多次
修葺、扩建，清末民初为其鼎盛。庙群
主要分布在东山香炉山、凤头山、龙眼
山的山腰及山顶间，依山就势、错落有
致，关帝庙、吕祖洞、张仙庙、万佛洞、财
神庙、七佛洞、祖师庙、鲁班庙等集佛儒
道三教于一体的各类建筑散落其间。
每逢正月初八、四月初八、六月初八传
统文化庙会间，游人香客络绎不绝、商
贾云集。2004年，祖师庙大殿北侧新
建了一座13层、58.8米高的麟宝塔，让
九龙山更显巍峨壮观。

其实，真正有名气的是县城西南侧
的二郎山。二郎山造型雄奇，山体中部
有两处凸起，状如骆驼双峰，故也称“驼
峰山”；明朝正德年间（公元1518年）明
武宗朱厚照出巡路过神木县，见此山形
颇似案头笔架，所以赐名“笔架山”；它位
于县城西1公里，当地人俗称西山。整
山不足一公里，却蜿蜒跌宕，巍峨险峻。
窟野河、秃尾河会流于山前，雄伟的长城
穿行于后，有“陕北小华山”的美称。二
郎山传说风云。一说是天神杨戬头颅
化作（身躯为天台山）；又说是为祭拜治
水之神赵昱赵二郎；还说是李冰的二儿
子李二郎助父治水有功，死后被封为治
水之神，在此供奉。传说这些神不但可
以治水、兴水，而且消灾除病，安四方、护
边陲、解民苦、助中兴，所以名声远扬。
二郎山寺庙林立，在前后1公里的山脊
上，分布着100多座殿、庙、亭、阁，如八
仙洞、地藏洞、三身佛洞、浩然亭、二郎
庙、诸神殿、三教殿、玉皇阁、娘娘庙等。
这些古建筑疏密相间，形体各异，矗立在
山脊峰顶。殿宇间立石刻九龙照壁、卷
顶、壁画、楹联、题字等，洋溢着浓厚的历
史文化遗风。二郎山因其迷人的地理
特点和文化蕴含，吸引着远近香客，也因
神木县城历史的悠久、知名以及人际的
流动，让内蒙古、山西的乡朋铭记在心。

神木历史上属于边塞，周边还有
许多古城、古堡、边墙（长城）、烽燧墩
台、古村落等军事、民居、文化古迹。
所谓“陕西地下五千年，山西地上五千
年”，神木作为陕北古镇，与山西、内蒙
古交融，值得寻觅观赏的东西实在太
多、太多……

神木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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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挺

春暖

远眺窗外
看见黄河奔来
千里冰封
依然是砥砺向前
满身流凌和冰块

登上高山
听见牧歌天籁
光影斑驳
举起双手承接阳光
胸口是金箔满怀

2021，未来已来
河山之间，风在期待
一首遥远的出塞曲
一幅入画的西口外
2021，我是谁的故事，谁是我的未来
2021，你是谁的前世，谁是你的重来

无法预料岁月
会赢得多少回春暖花开
但我知道时光
是高山大河的真情豪迈
从来就不在乎谁主沉浮
更不会为寒流悲哀
就算是走到天地中央
依然留初心换春暖花开……

开花

总是错觉季节步伐太快
开花的时刻就要到来

2021，眺望花开——
那是一年中最好的期待
2021，必须花开——
那是一世中最美的等待
我期待的花开
是一次银装素裹的群芳铺排
我等待的开花
是一季姹紫嫣红的纷至沓来
不去独自端一杯酒
为梅兰竹菊写什么暗香又来
不去形单影只读书
然后为风雪写什么寒霜情怀……

已经看见2021
呼啸的车轮迎面开来
已经感到2021
时不我待的脚步光影同来
不要去感谢什么
不要去原谅什么
不要去纠结什么
不要去后悔什么
2021，时间会显示它的魅力
让你知道花开就在这里
2021，河山会让你知道未知
让你听到最新最美的表白……

写给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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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慧

不一样的早晨，我写下霞光在天边
托出个圆

巨大的圆，装下此刻所有的期许和
新事物

成群的鸟儿从新事物里掠过
一些小生命
在暗处涌动，草木有了回应

迎春花，在圆的脚下
绽开后又收起花瓣，它们是在等
那片光抵达春的宽阔

一切都那么吻合
我的目光，以及地平线上圆的光影
在一片积雪上找出起点

红灯笼

集合人间所有的眺望
在枝头，在屋顶
在岁月的高处

那些失散的事物和期许
被红红的光焰迁回
喜鹊也衔着新时光向窗口聚来

枝头与岁月被燃亮
期许的事物在逐一展露细节
光焰重新调和出，村落和城市的色彩

美好与鸿运相继莅临大地和人们
的心上

翻开日历的手指，剪下一节新光阴
容纳欣喜

新春（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