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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炊烟塞外诗境

□李直

对乡间的孩子们来说，腊八并
不仅仅是个日期或节日，也不仅仅
代表吃一顿腊八粥，它有着非同一
般的意义。

一般说来，腊八节的氛围，从腊
月初七早饭后就开始呈现了。以
往，吃过早饭，收拾了碗筷，打扫了
房屋，母亲都会坐在窗前的阳光里，
要么做针线，要么搓麻绳。可这天
却不然，而是舀几碗黄米，反复淘
洗 ，最 后 泡 在 一 个 大 开 口 的 瓦 盆
里。若哪个对时间粗心大意的孩子
问泡黄米的用途，母亲便答“做粘干
饭”（沙土地上的庄户人家，把腊八
粥称作粘干饭）。

晚饭后，黄米、芸豆下锅，有的
年月还能添加一点别的原料，比如
红枣花生什么的，但更多的时候，只
有这两样。灶间燃的是庄稼秸秆或
枯草，这种柴烧起来的火比较柔和，
不至于烧糊了锅底。锅里的水和米
便缓缓升温，如同一头任着性子行
走的老牛。不知要过多久，锅沿才
冒出热气，再过许久，才会散出淡淡
的甜香。将及夜已黑透，繁星满天，
香气才真正浓稠。

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尽管
谁也不敢揭锅看，尽管心里都明白
地知道，这腊八粥须待明天早晨才
能吃到嘴，却赖在堂屋里不肯离开，
大口地吸进温热的、湿润的、泛着异
香的空气，听着锅里气泡低沉的并
拉长了声调在破裂的声音，仿佛这
也能解馋似的。

腊八节的早饭，除了能吃上腊

八粥，菜也与往日不同。以往的早
饭，都是小米饭加炖酸菜，这天虽
然也是炖酸菜，但里面明显的多加
了油，从菜盆表面，可以看见闪亮
的油珠。而且不似往日只有酸菜
一种原料，还加了粉条和土豆丝。
尤其那晶莹的、颤动的、滑润的粉
条，藏头露尾的埋在酸菜里，算来
已经大半年没吃过了，简直就是珍
馐美味呀。

腊月初八的天气，永远是那么
寒冷。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死俩
仨”。窗外寒风凛冽，有时还会阴云
蔽日，雪花飘飞。但屋子里却温暖
如春，而且香糯异常。要知道，这是
入腊月以来的第一顿“差样饭”，尽
管在此之前已经轧了荞面，还不曾
正式地吃过一顿呢。

全家人都郑重其事地吃腊八
粥，对饭菜赞不绝口。在我的记忆
中，从没有哪个人在这顿饭间表现
过不愉快。人们边吃，边说些与过
年有关的话。比如“小孩小孩你别
哭，过了腊八就杀猪”，还比如“小孩
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而
且，还会有人回忆某年腊月里挑选
的年画，试穿的新衣，也会有人道出
今年腊月的新打算。说的最多的，
还是吃食方面，饺子，拨面，年糕，豆
包，白面馒头⋯⋯

腊八节的早饭可能比往日用去
了更长的时间。有时，正在吃饭中
间，串门子的已进屋了。他站在炕
沿处，往人们饭碗里瞧望，若看见里
面卧着红枣，埋着花生，便会发出一
声惊呼：妈呀，搁大枣了，还有花生
呢，搁这么多————

有一年腊八，一位本村乡邻竟

然没禁住反复的劝让，坐在桌前吃
下了满满一大碗。他边吃边说，自
家的腊八粥里，只加了芸豆一样，黄
米中又兑了三分之一小米，“不粘
牙，发散，不如这个又粘又香”。饭
后，沏上茶，他一边喝一边回味，把

“明年一定做顿纯黄米的粘干饭”说
了许多遍。

腊八节这一整天，全家人都沉
浸在喜悦中。人们各自盘算着在未
来二十多天里要做的事情、可能实
现的愿望。杀猪、淘米、蒸年糕⋯⋯
这是母亲打算的，她掰着手指，把这
些活计与日期一一匹配；扫房、糊屋
子、扫院子⋯⋯这些是父亲安置的，
他不便把时间打算得太固定，只是
大致排了个顺序。我们几个未成年
孩子，心里想的，嘴上说的，几乎全
是吃的和玩的。我尤其盼望去一趟
供销社，亲手买一挂鞭炮。还惦记
着杀猪时褪下的猪毛，计算着能卖
几毛钱，能买点什么。

吃下了腊八早晨的这顿饭，人
们似乎都明确地感觉到年已临近
了。若把过年比作一出大戏，腊八
早晨算是大幕正式开启。各种与年
有关的大事小情，宗宗件件，即将一
一粉墨登场；各类平日里见不到的
新鲜物件，特别是好吃的好玩的，也
会应时到来。而与这些融在一起或
相伴而来的快乐和幸福，也开始发
散出一丝气息，传递出些许声响，远
远的发出点儿信号，算是一种告知
吧。

过腊八

□姜利威

这一天，昼夜达成协议，白天变短，夜
晚变长。

仿佛，整个世界都被皑皑白雪装扮一
新，于白茫茫的庄严与肃穆里，大地异常
的冷静，此刻，北国正风雪漫天，南国依旧
是柳绿花红。

炉火通红的屋子里，一口大锅，锅里
正煮着的饺子，在上下翻腾中如鱼般游
动，冬至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喊醒多
少游子心中乡愁乡思的滚烫。

写下冬至，一朵朵洁白的雪花，正在
蹁跹起舞中，优美而至。

写下冬至，一股股的寒风，鬼哭狼嚎
般吹着呼啸的口哨，天地间肆虐疯狂。

写下冬至，一朵朵红红的腊梅花，正
在傲雪绽放，它们是这寒冬写给春天的情
话吗？能读懂这种语言的人们，心中，已
早早地迎来了那个不远处的春天。

大寒
此时，正天寒地冻。

寒冷，是尘世间唯一的主宰，风雪，都
是最大的主角儿，天地是它们表演的巨大
舞台。

所有的冰雪，都持续固执，固执地拒
绝融化，所有的寒风，都持续固执，固执地
磨砺刀锋，那么多的生灵，在瑟瑟发抖中，
倍受煎熬。

还好，此时岁月的脚步已经迈进腊月
的门槛，那些风雪兼程归来的人们，那些
翘首以盼的眼神，重逢和团圆，都是一团
团别样的火焰，在心窝窝里熊熊燃烧。

从此无论天涯海角，从此无论山高路
远，从此无论故乡他乡⋯⋯

大寒时节，多少颗游子心在蠢蠢欲
动。

当那一双双归来的脚步声，踩响家园
的雪地时，那是春天提前在人心中，送来
的春天的消息⋯⋯

冬至时（外一章）

□温智慧

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小山村，隔过不
远又是一个小山村，就是这样村村相连，
鸡犬相闻，炊烟相望。小山村的父老乡
亲，特别亲和，用相濡以沫也并不夸张。
其实，住在老家那前坡后洼的乡邻，有蒙
古族、汉族⋯⋯当然，还有满族，老家那地
方是满族自治地方，满族人相对多一些。
经过世世代代的杂居聚居，人们间的民族
概念似乎不清晰了，真的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大家庭概念。特别满族蒙族
都是草原民族，好多风俗和禁忌也没有啥
区别，互相认可。老家那里居住的乡邻们
在日常交流、生产生活中多使用汉语，这
是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的结果。

后来，因为某种机缘离开河北坝上的
老家，到了内蒙古的阿拉善工作生活。记
得在我出门的前一晚，母亲叮嘱到了民族
地区，要充分尊重当地的民族风俗，不懂
多看、多学、多记⋯⋯要与当地的本土民
族交往好，只有这样才能生活好，工作好。

阿拉善宁静僻远，我在后来的工作和
生活中，慢慢积累，学了不多的民族语言，
比如简单地问候语、日常生活用语，还结
交了不少当地的蒙古族朋友。

其中文学界的马英、恩克哈达、额宝
勒德、宝音巴图⋯⋯我们都是很好的文
友，文学相通，在文学活动中能感知到文
学赋予我们文学人的相知，能感受到文学
带给我们的享受和快乐。

我们还有一个玩乐团，这个团队成员
由几个家庭组成，定期不定期组团外出旅
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值得一说的是我
们的团体内有三个民族成分，我是满族，
还有一家是汉族，其余的是蒙古族，可谓
民族大融合、大团结，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情同手足一样，一起玩，一起转，不亦乐
乎。

其中有一位阿拉善长调民歌协会的
副会长达来，达来在蒙古语中是“海子”

“湖泊”的意思。我们统称这位老兄为“大

海哥哥”，他的夫人萨仁，在蒙古语中是
“月亮”的意思。每次出行到了内地，大哥
代表内蒙古阿拉善文化使者隆重出场，把
悠扬的长调献给远方的朋友，赢来的不仅
是热烈的掌声、欢笑、还有就是斟满的美
酒，歌声不断酒不断，唱到一醉方休，喝到
一醉方醒，草原民族的豪放、劲爽，给内地
朋友留下非常深、非常好的印象，至今大
家都有很好的往来，是朋友。

我们不会唱长调，但是会跟着旋律的
起伏，摇头晃脑地随唱，混在悠扬的歌声
中，我们是一个团队，把阿拉善的文化和
热情带给内地的朋友们，其乐融融，欢聚
一堂，满满喝几杯。

在老家其实好多风俗，都是杂化糅合
过的，比如春节有好多习俗，说是满族的
也不全是，说是汉族的也不尽然，当然中
间也有好多蒙古族元素。毕竟同山同地
同风雨，世世代代走过了多少年，融合是
求同存异的必然选择，互相尊重是文化多
样性的必须。

朋友也好、民族也好，以礼为先，尊敬
在前，一切事情都好办。在新时代发展进
步的当下，民族融合，文化融合，建立守望
相助的手足情怀，民族共同体，正是被十
九大写入党章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伟大意义的具体实践，也是党和全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共同遵守。

我们旅游到过新疆，到过云贵，在一
些民族互动的活动中，大家唱起来，跳起
来，其乐融融，都是共和国的儿女，都是中
华民族兄弟，乐之所乐，倾情与共，为实现
伟大的“中国梦”手挽手，肩并肩，建设和
谐美丽的家园，才是人间正道。

正如歌词：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
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
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
华⋯⋯

五十六个民族亲如一家

□娜仁高娃

无数次坐在电脑前，敲下键盘，
开始写：我的哥哥⋯⋯脑子一片空，
写不下去。回忆是一股风，未曾停
下脚步，强烈的思念蓦然袭来，毫无
准备的我，泪眼潸潸。

我记得，那个有着清脆的童音，
腼腆却目光炯炯的少年。

我记得，每日上学，和青草上的
晨露一同迎接的太阳，傍晚时分热
气腾腾迎接我们的小院，小院内不
时传来小羊羔溢满喜悦的叫声。

我记得，冬天的客车上，一位十
三岁的少年 ，将妹妹失去知觉的脚
放进自己的怀里，用胸膛暖着。每
每想到，温暖传遍全身。

我记得，那个总是把手机挂在
耳边，不停地询问工作进展，耐心听
取牧民需求，协调工作、会议安排，
用心用情用力的草原深处最基层的
干部。

我记得，在清澈的高日罕河畔，
映着高山原野，在平淡却真切的生
活里，忙时风风火火，闲时静看蒙古
包炊烟的水汪汪温和的眼睛。

我不知道，在大火中倒下的你，
是否听到了战友们响彻遍野的呼唤

“吉日嘎拉⋯⋯”弥留之际，你万般
的牵挂是否在劫后的原野低低回
旋。

我不知道，最后一面，隔着面
纱，亲吻你的脸庞，你若缥缈有感，
是否听到我们的声声呼唤。

对哥哥的记忆，是一个深深的
烙印⋯⋯

2015 年 4 月 22 日，生命中寻常
日子的中午，嫂子刚刚把饭菜端上
桌，哥哥就接到了通知火情电话。
没来得及吃饭他就冲出了家门。嫂
子追到门口喊：“你要注意安全！”哥
哥回头笑了笑——这是他留给家人
的最后一面。

他像一匹脱缰的马儿，划破肆
虐，在无情的大火危及生命的一瞬
间 ，对 同 事 说 ：“ 我 压 着 ，你 先
撤！”——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
后一句话。

宁静的傍晚，噩耗传来，我们悲
痛欲绝，好像天塌了一样。那个早
上还挥手说再见的亲人，再也不能
平平常常的回家了⋯⋯马头琴声凄
楚地诉说着乌珠穆沁草原呜咽的长
夜。

我怔怔地想，人，怎么就会不见
了呢？那爽朗的笑声、眼里的光芒、
声音里的力量，分明清晰可见。然
而，再次拨通熟悉的电话号码，只有
忙 音 回 应 时 ，我 却 呆 呆 地 不 知 所
措。可是，在往后的每一天，无论工
作中遇到困难，抑或是思念感伤时，
甚至默默低头写字时，都会有他聪
慧的指点，真实又平凡。

鲜活生命的“在”与“不在”让我
恍然之余渐渐明白，生命本是一种
回声。这世上凡是不灭的，都在心
里———那是精神的天堂。就像苏
和的白马，一声长长的马嘶，划破寂
静的夜空，哥哥义无反顾地听从了

草原的召唤，选择了用生命守护，默
默前行，踏踏而去。将忠诚、担当、
决不放弃的信念奉献给深爱的土
壤。他留给草原的记忆，并非是一
串无声凝固的蹄痕，而是深沉、粗
犷、激昂且奔腾的马头琴声。

琴声悠扬，音符，在诉说着来时
路。

哥哥离开后无数素不相识的人
们流着眼泪诉说着对他的思念和感
激。草原上的牧民自发筹款修建的
烈士纪念碑已在哥哥牺牲的地方巍
然矗立。每到春天，哥哥躺卧的土
地，小花悄悄绽放⋯⋯

草原无语，星辰有序。为什么
我们的眼里会噙满泪水？为什么哥
哥的事迹能够凝聚起强大的社会共
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在突如
其来的火灾面前临危不惧？又是什
么样的信念，让他在为民服务的基
层实践中成长担当？我带着深深的
思念一次次翻看他用心写下的 56
本工作日记，一次次还原着他的体
温和心跳。

在 2011 年写下的日记中，有四
本密密麻麻记录着高日罕镇历史遗
留问题的日记。那是从 1960 年以
来，从国营农牧场到生产建设兵团，
再到改制建镇的历史演进中，6 次
改革和 4 次草场分配经营情况。记
录着整理核实出的 1508 位职工、数
百名“五七工”的档案，并且译成蒙
古文，方便群众查找、核实信息；

2012 年 5 月 22 日的日记中写
到：七连王桂霞，64 岁，女儿 37 岁得
病去世，现有外债 15 万元，享受低
保一人，想申请廉租房，可怜；

2014 年 12 月 29 日的日记中写
到：经过跑民政部门，找红十字会，
提申请、打报告，终于让萨仁格日勒
家患病的女儿住进了锡林浩特市精
神病院，医疗费用由民政部门承担，
为她家减少了每月 5000 多元的医
疗费支出 ；

一段音频资料中，关于草原生
态，哥哥这样说到“要控制好草畜平
衡，才能保护好家乡的绿色”；

这些只是哥哥日常工作中，短
短几条记录。他的日记本上，记录
着数不清的普通群众的家庭生活状
况和每次深入牧户的调研情况。每
位困难群众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能
联系上的电话号码，正是这重要的
11 位数字，是哥哥为生活在困境中
的人们，架设的一条，通往希望和幸
福的绿色通道。

哥哥一本本记满了待办事项、
画满了规划图纸的日记本，心心念
念未办事宜的牵挂和嘱托，让我深
深读懂了哥哥为民情怀的赤子之
心，牢牢坚守的使命担当。

哥哥的遗物中有一把梳子，那
不是用来梳头发的，而是用来挠自
己，止痒的。哥哥用木梳挠自己，是
因为 2011 年、2012 年他在高日罕
镇抗洪时患上了严重的荨麻疹。由
于没有时间去治疗，病情越来越重，
浑身刺痒、彻夜难眠，只能靠服用激
素来控制。家人看他这么难受，多
次劝他请假看病，可他总是说：“再

等等，忙完手头的事儿就请假”。病
情严重时恶心呕吐、呼吸不畅、甚至
出现过短暂的休克。但是，等到病
情稍稍缓解，他依旧会坚持工作，痛
苦全都自己扛住。就这样一拖再
拖，最后也没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直到出事那天，我们打开他的包，里
面还装着还未来得及服下的药。在
他离世以后的这段时间，每次想到
这里，我都会从梦中哭醒。我懂哥
哥，即便是生命到了最后，他也绝不
舍弃内心的追求，宁肯自己独担病
痛，也不舍弃血脉中融入的为民情
怀。

琴声激荡，这份情怀，滋养着传
承和希望。

“多干雪中送炭的工作，少做锦
上添花的事情”——这是他曾为自
己许下的诺言。而今，更是我们默
默努力的永恒动力。我们从最初的
颤抖、无望，到如今的面对与坚强，
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哥哥最好的怀
念就是永葆敬畏，对信念、对守护、
对草原、对情怀。

哥哥离开的几年里，年迈的父
母时常会带领着我们、还有我们的
孩子，去哥哥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
高日罕镇，探望那些他曾经帮助和
资助过的老人和孩子。每次见到他
在洪水中背出的老人、雪灾中护送
的孩子，走进他为牧民修缮的房屋、
经过他曾修建的道路、漫水桥，哥哥
的身影无处不在。

哥哥牺牲后的第三年，全家人
与西乌珠穆沁旗委宣传部、文明办、
志愿者协会、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联合成立了“吉日嘎拉志愿者团
队 ”，并 在 红 十 字 会 设 立“ 扶 困 帐
户”，助力于脱贫攻坚工作。我们希
望通过努力让那些因为重大疾病或
突发事故而返贫致贫的家庭得到社
会的关怀和救助，鼓励他们自强不
息战胜困难！一位受到资助的牧民
对我们说“这笔钱解决了两个孩子
上学费用，我们一定要鼓励他们好
好学习！”

我想，哥哥一定能听到，一定在
草原深处欣慰地笑着⋯⋯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
考察并指导工作时，多次提到了“弘
扬蒙古马精神”。这是党和人民对
新一代草原儿女的殷切嘱托。哥哥
像一匹不知疲倦的蒙古马，忠于职
守、驰而不息，在血与火的洗礼之
后，他用年轻的生命滋养着这片挚
爱的草原，化作悠扬的马头琴声，照
亮着征程。

琴声，如泣如诉，弹唱着患难
与 共 的 真 情 ，延 续 着 对 未 来 的 希
冀 ，寄 托 着 生 命 更 坚 韧 的 传 承 。
那 琴 声 悠 远 流 传 ，使 高 贵、博 大、
不 屈 不 挠 的 蒙 古 马 精 神 薪 火 相
传 ，更 使 得 赤 胆 忠 心 的 蒙 古 马 精
神 和 我 们 璀 璨 的 中 国 精 神 ，血 脉
亲情水乳交融。

永恒的守护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惬怀絮语

□孙永斌

1
风卷起的刃，从时间里逼出白
一次比一次用力
这散落一地的
叫雪，叫白发
叫月光，也叫思念

2
总担心有一扇窗
没有关上
伸出手碰到的风
正寻找缝隙
所有的硬都冲向一个地方的软
所有的城池都在一季凛冽里失守
所有的痛都涌向一个伤口

3
风是冷的，也是钝的
它碰到的都是利器
比如阳光、尘土，和水
从柔软里置换坚硬
如一闪即逝的眼神
在寻找恋人的途中
又一次错过良辰美景

4
风一出生就健步如飞
追不上它
就把许多脚印摁在尘土里
肉身里藏着的私念和黑发
都被它的手指一一撸去
躲不过去，那有如落日的表情里
都有一闪而过的伤痛

5
特别能忍受，因为爱
每一次都在痛下决心
时光所欠，已是旧债
在鸟鸣逼退的秋风里
思念，是一场盛大的飘零

6
时间是宽厚的，原谅了黑夜
让城市的灯都亮着
每一个星辰，都与细小的波澜
遥相呼应，它们每一秒
都奔赴于使命

风已经走远，我还是
屋檐等待的那个人
云雾散尽，又是一场远行

时光的闪电，无处安放

□包立群

七八个星
在湛蓝的天宇
嵌上徽章
两三点雨
洇开田野山川的水墨

北国的夏季
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千里稻田万里水域
杨柳依依
一澜阳光律动船家的桨
南方的燕子迷了路
选择留下衔泥筑巢

从没有过的夏季
在北纬 46 度的中国农村
大肆铺陈
太阳如一枚硕大的灯
在党旗的镰刀上点亮
万点闪烁
勾勒一个别样的东北
一只螃蟹爬上岸
给塞北江南一个点睛之笔

绣一个新时代

奶奶是图什业图王府的绣工
枕头上和我的衣襟上
都曾云雾与花团缭绕

后来像王府和小脚的奶奶
蒙绣早已作古

再后来唤作非遗
被做大成扶贫产业
所有贫困的妇女
都学会了这门手艺

如今我也是一名绣娘
我绣的蒙古马和五十六个民族
是蓝天里最炫丽的云彩

记者采访我
给你绣的作品起个题目吧
我不假思索：就叫“绣一个新时代”

吧！

北国的农村（外一首）

散文诗

疏影横斜

。

盛利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