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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诗境

□卢国强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早晨，霍林
河玲珑东去，特金罕山仿佛刚从粽叶
里剥出来，香气四溢。不经意间，晨岚
已浸湿了草地，淹没了羊群，挤弯了公
路。雾气越来越重，峰峦消失，草场混
沌，空气黏稠，汽车喇叭灌满了水。阳
光被稀释了，热度已经穿不透浓雾，空
气产生化学反应，有种甜甜的味道伴
随着琥珀色的光线均匀细致地涂抹在
波澜起伏的草原上。波澜起伏！多么
恰当的描述！继续前行，汽车仿佛钻
进大海深处，车窗变成潜水艇的舷窗，
海浪在头顶堆积，汹涌，翻腾，却悄无
声息。一些明暗相间的彩色线条轻柔
地掠过山、岭、沟、壑，惊飞几只体格硕
大的墨色蝴蝶，像鳐鱼一样游走在水
草与珊瑚之间。百灵的嗓子被洇湿
了，蚂蚱腿上的绒毛里孕育出一颗巨
大的珍珠，被暗流推搡着的草原林蛙
奋不顾身地向海面泅渡，它赭红色的
胎记一次次在水草的羁绊下暴露无
遗。此时此刻，我也成了一条鱼，从远
古的洪荒中游来，向未来和无限泅
渡。我不用考虑那些有关生命的终极
追问，也不再处心积虑地研究如何出
人头地。我张开双臂仰躺在草地上，
仔细品咂即刻的幸福，任由壮丽的风
景在我视野里无限生长。

草原的四季是非常分明的，界限

却 在 一 个 个 相 似 的 日 子 中 消 失 棱
角。一天的时间平淡无奇，一年的时
光叠加起来则跌宕起伏。我也曾在
早春的凛冽中踏入草原的晨曦，用纵
马狂奔的快感换取缥缈如纱的草色
和对唐诗宋词的溯源。春天这首朦
胧诗，只有在淡烟如缕，若有若无的
意境中生长才不辜负文人骚客的期
盼。而对于牧民来说，春天是给牛羊
预备的，饿了一个冬天，谁都想疾走
几步，把春色吃饱。

我曾无数次用镜头记录草原的
夏天，这是一幅幅绚丽多彩的油画，
天蓝得彻底，云白得心醉，雷声是天
神擂响的战鼓，闪电掀开宇宙的秘
密，七彩霓虹传递着腾格里的福音。
雨丝一会儿疾，一会儿疏，是乌云与
大地的亲切呢喃和悲情的诉说。对
于牧民，草原之夏痛快淋漓，如一碗
烈酒，从咽喉一直烧到脚后跟。

我也曾体验草原之秋的热烈与
高蹈，这是伴随着归鸿的一声声嘶鸣
的渐行渐远的风景画。每当我想起
那一片片摇曳的芦花，那一棵棵明黄
的向日葵，那一行行南飞的雁阵和那
一垛垛被机器卷起来的草梱，我的耳
边立刻会荡起悠远的马头琴声。这
声音与苍老的时光叠加成农牧民心
底永远的乡愁。

我也见证过冬季草原的浩大与
冷酷，以及令人绝望的银白和令人恐
惧的雪盲。苍茫大地，血红雪白，嘶

鸣的战马总会穿越历史尘埃，肃杀冷
酷的冬季草原是马背民族遗忘在大
自然里的民族史诗。

相比之下，唯有雾里草原给我以
全新的生命体验。那种琥珀色的华光
被无以计数的水分子均匀细致地涂抹
在脑海深处，黏稠的草香、花香被一只
只潮湿的羽翅拍打成湍急的涡流，不
停地撞击我的心房，这一切如此刻骨
铭心。以致后来每次经过这片草地，
无论是否有雾，我总要停下车仔细找
寻，可是，那种游曳于大海之中的梦幻
般感觉却再也找不到了。

人生有如四季，雾里草原游离于
四季之外，它的瑰丽奇幻属于大自然
的额外馈赠，不是每个人都能偶遇吧！

雾里草原，曾经魔幻般地出现在
我人生的必经之路，成为我文学的育
婴 室 、灵 感 的 孳 生 地 、心 灵 的 盥 洗
处。您看，薄雾在草尖缓慢凝结，万
物也在悄然孕育，当晶莹的露珠在一
阵仙风中灿然滴落，整个宇宙的花朵
便在滴答滴答的梵音中次第开放。

脱离俗世的羁縻，雾里的草原，
超然物外，混沌如初。混沌如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草原上的生
命在时光里不朽，在季节里永恒。

雾里草原

□周亮红

大寒，二十四节气的压轴之作，以
最美的姿态行走人间。

大寒之美，美在自然的温暖回归。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十二月中，冷
气积久而为寒，大者，乃凛冽之极也。”
物 极 必 反 ，“ 大 寒 到 顶 点 ，日 后 天 渐
暖”。漫天飞舞的雪花一片一片演绎即
将总结的冬风景，凌寒独开的腊梅一朵
一朵释放悄然来临的春意思，季节在矛
盾统一中辩证前行。如果按照旧时九
九消寒图的传统，数九之后，每过一九，
要在消寒图上的那九朵白梅花中一朵
上涂上鲜红的颜色，大寒时节，颜色要
将那最后一朵白梅花涂满，变成一朵大
红梅。有人说，大寒，它就是用来砥砺
精神的，历经大寒守与弃、枯与荣、生与
死的考验，每个人都将迎来自己的红梅
花。

大寒之美，美在节日的温馨喜庆。
“小寒大寒，杀猪过年；过了大寒，又是
一年。”过年，总让人的内心充满了喜悦
的期待，也是大寒节气的主旋律。看，
大人们忙着准备各种祭祀供品，扫尘洁
物，除旧布新，准备年货；远方的打工人
早就忘却了一年漂泊在外的酸甜苦辣，
内心反复吟唱的是父母烹制的家乡菜
肴，是自家院里的灯火可亲，是走街串

巷的熟悉风景，是百转千回的浓浓乡
愁；小孩子更是欢天喜地，穿上新衣裳，
无忧无虑地接过大人的压岁钱，眼里是
五颜六色的糖果和噼里啪啦的鞭炮。
因为有了家庭港湾的停靠，因为有了亲
情养分的补给，因为繁衍生息的传承，
哪怕是一颗失落的心灵也会因此而变
得温暖无比。

大寒之美，美在人们的暖心期盼。
“苦寒勿怨天雨雪，雪来遗到明年麦。”
极致的冷，才能把那些集聚了三季能量
还在寒冬中垂死挣扎的各种害虫以及
病菌彻底冻死。所以大寒越寒，人们对
来年的农业耕作才越有期待，心中才会
越暖。大寒之后，每个人都要对本年度
的学习工作生活进行总结，对来年的学
习工作生活作出规划。无论是艰难挫
折，还是一帆风顺，都将为下一年的前
进累积丰厚的底蕴。父母的祝愿是新
冠疫情快快过去，爱人的希望是全家平
安健康，我的愿望是世界少些病痛灾
难，儿子的计划是明年考研成功，侄儿
的盼望是明年结婚成家⋯⋯

大寒，生命因即将开始下一轮流转
而波心荡漾。

大寒之美

□乔福俊

每年的腊八节，我们都要立腊八人
和吃腊八粥。小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
么这样做，反正到了这天，大人们默许
我们可以尽情地在冰上玩，还能吃上最
喜欢的甜食。后来逐渐长大，慢慢懂
事，也许是老百姓祈求四季平安、五谷
丰登、六畜兴旺吧，也许是老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愿景吧！

记得是腊八前一天，哥哥和我就拉
上冰车带上冰镐，与村里其他伙伴到了
我们门前的那道沟里。村对面的山脚
下常年流淌着一股清凌凌的泉水，到了
冬天，满沟便成了白花花的冰河。我们
先从河床两侧走一遍，有咚咚响声的地
方，便是我们要寻找的冰面不是很厚、
冰下中空的打腊八人最理想的地方。

于是，哥哥用冰镐开始破冰，我只
是做哥哥的一个小帮手，最多的时候还
是在冰上玩。等我玩腻的时候，回到哥
哥身边，一块很大的冰已经快凿出来
了。我稍作帮衬，做冰人的冰就与整个
冰面分离开了，哥哥略作修整，一个栩
栩如生的腊八人成型了。倘若天气还
早，我们便一起玩冰车，把冰车拉到冰
河的上游，盘腿坐在冰车上，两手各握
一只冰锥，用它作为前进动力、把握方
向和刹车的工具。因为冰面落差很大，
我们常常在冰车上还没有坐好的时候，
冰车自己就开始向下滑动了，我们只能
用冰锥在冰车前面刹着车，冰面上泛起

一道白白的冰渣。如果刹车不及时，冰
车已经像离弦之箭了，从冰坡上直冲下
来。如果把握好方向，不用动力就一直
可以滑到底。几个伙伴比赛谁滑得又
快又远，常常因为把握不好方向或者是
突然刹车，我们便从冰车上掉下来或者
射出去，有的时候脸面朝下来个“鸡磨
嘴”，在冰上滑很远很远。

玩得忘情常常忘记了回家。天色
渐渐暗下来了，等到大人们站在河岸边
吆喝我们的时候，哥哥才把做好的冰人
用绳捆好背回家，我在冰车上也拉几个
小的冰人，回家后一起立在粪堆或者垃
圾堆上。街外和院子里白花花的，形成
了一道晶莹剔透的亮丽风景。

腊八的早晨，我揉着惺忪的眼睛，
极不情愿地从热乎乎的被窝爬出来去
穿衣服。因为相传腊八节如果不早起，
就会变成像兔子一样的红眼睛。穿好
衣服以后，妈妈的腊八粥已经做好了，
还让我把碗里用粥汤冻好的小碗坨放
在腊八人头顶上，每一个腊八人就像戴
着一顶红帽子。

年复一年。
今又一年。
年味渐浓，街上已经弥漫着年的味

道了，腊八粥一吃，似乎就开启了年的
快进键。

年从腊八始

□乔明

青线线的那个蓝线线
蓝个莹莹的彩
生下一个兰花花
实实的爱死个人
五谷里的那个田苗子儿
数上高梁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呦
数上那个兰花花好
⋯⋯
陕北民歌，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黄土高原的精神
家园。有人说陕北民歌是用老鑺头
镌刻在黄土高坡上的一个民族记忆，
也有人说陕北民歌是一个民族心中
的音乐交响。《兰花花》，正是陕北民
歌中重要的代表。最先唱出《兰花
花》的人不知是谁，民间流传着很多
关于《兰花花》的故事，但经多人考
证，有一点是共同的，兰花花姓姬，名
叫姬延芳，小名叶子，祖籍米脂县姬
家峁姬家岔，后来全家逃荒到延安临
镇定居。小叶子 1919 年出生，长得
非常俊秀，桃花面，杏核眼，樱桃小口
一点点。小叶子喜欢穿蓝格格碎花
花粗布衣服。有人说小叶子姑娘像
雨后的马兰花，于是乡亲们就都叫她
兰花花。兰花花不仅人长得端正漂
亮，而且心灵手巧，学什么会什么，剪
的一手好窗花，做的一手好面花，绣
的一手好女红，在一十三省远近闻
名。《兰花花》叙述了 1935 年刘志丹
率领红军到达延安临镇，穷苦的红军
战士与兰花花一见钟情，发誓相伴终
身，却因红军奉命东渡黄河东征两人
依依惜别后，17 岁的兰花花被父母强
许给富户任家，但不久丈夫因抢劫被
处决后，兰花花又被父母强嫁给姓石
的富户家，受尽煎熬，日夜思念红军
哥哥，年仅 20 几岁就在精神极度苦
闷和思念中病逝的故事。

陕北是革命老区，是黄土高原的
中心，包括陕西省今天的榆林市和延
安市。因都在陕西北部，所以称陕
北。自古以来，陕北就是农耕文明和
游牧文明交融的“绳结区域”，形成了
以秦汉农耕文化为主体，融合了部分
北 方 草 原 游 牧 文 化 的 独 特 文 化 个
性。陕北是中国的革命圣地，是中国
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
红色根据地，是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中央、毛主
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进行抗日战争和转战陕北，
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民族解放战争，
载入中华民族革命历史史册的地方。

虽然我出生在鄂尔多斯，但由于
祖籍在陕北，和陕北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再加上地域和工作的关系，所
以对陕北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对陕北
民歌有一种特殊的喜爱。工作之余，
喜欢文学艺术，特别是进行歌词创
作，更加深了我对陕北民歌的偏好。
因此，每当踏上陕北的黄土地，总想听
听陕北民歌，寻找那片沟壑纵横、峁梁
相依、川道河水相连的一个个黄土地
上的故事，倾听从一座座窑洞里飞出
和流淌的一首首歌声，感受这片厚土
地 上 滋 养 的 浓 浓 风 土 人 情 。 特 别
2019年 5月 23日，作为当代音乐创作
作品被收藏的词作家，应邀赴榆林参
加《陕北民歌博物馆》开馆仪式，目睹
立足“全国性、唯一性、权威性”而建设
的集民歌研究创作、培训交流、演艺推
广和产品研发，以经典陕北民歌诉说
黄土高原社会、历史、文化、艺术、民俗
发展，以实物展品陈列与现代高科技

技术相融合展示的博物馆，再次深深
感受到陕北民歌的独特魅力。

陕北民歌，是生活在黄土地上的
劳 动 人 民 创 造 的 最 简 便 的 艺 术 形
式。毫不夸张地说，陕北民歌是唱遍
中国，走向世界的民歌，它有《诗经》
的传统美，又有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
的融合美，有苍凉的感叹，更有浪漫
的情趣，有真实的故事，更有夸张的
想象，有沧桑中的悲壮，更有生活在
黄土地上的人们，对黑暗势力的抗争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陕北民歌，是
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精神的故乡，
从时间长河中走来，寄托着一代代人
真挚的情感。

最初听到陕北民歌《兰花花》，是
上世纪 60 年代末的事。从小跟随姥
爷和姥姥生活的我和全家人一起从
青灰色的三间大砖瓦房，搬入了一间
土打墙的只有十几平米的平顶小屋
内。已是中年的姥姥，一个人带着三
个舅舅和年幼的我生活，睡觉时只能
挤在家中唯一的小土炕上。由于炕
小太挤睡不下，我又年小，睡觉时只
能常横躺在姥姥和舅舅们的脚下，春
夏秋冬，度过一个个难忘的夜晚。

记得是在 1969 年隆冬季节的一
个漆黑夜晚，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小
屋窗户和门上玻璃结上了厚厚的冰
花。昏暗的灯光下，姥姥盘腿坐在小
炕桌旁，一针一线缝补着舅舅们穿破
的衣裳，缝补中突然轻声吟唱起来，歌
声婉转而凄凉，在屋中回荡：“青线线
的那个蓝线线，蓝个莹莹地彩，生下一
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五谷里
那个田苗子，数上高梁高，一十三省的
女儿呦，数上那个兰花花好⋯⋯”。吟
唱中姥姥的眼睛红了，泪水夺眶而
出，挂在了脸上。我惊讶地看着姥
姥，忙用自己的小手去为姥姥擦去脸
上的泪珠，姥姥的歌声停止了。瞬
间，小屋内静静的，仿佛永恒流动的
时间已经停滞，歌声永远铭刻在我心
上。后来我才知道，姥姥吟唱的这首
歌，是陕北著名的民歌《兰花花》，也
是一首姥姥心中最喜爱的几乎伴随
她一生的歌。

姥爷和姥姥都是地道的陕北人，
于 1921 年农历 4 月同月出生在靖边
县红墩界席季滩村，姥爷段振江农历
4 月 22 日生，姥姥王凤麟农历 4 月 29
日生。姥爷家是大户人家，姥爷的父
亲是当地天主教堂的大掌柜。姥姥
出生后从小失母，三岁时又失去了父
亲。家中没办法养活，将她过继给没
有生育儿女的二妈。二妈做的一手
好针线活，绣的一手好花，是姥爷父
亲家中的绣女。姥姥经常跟着二妈
去姥爷父亲家中做针活儿。姥姥聪
慧好学，性格模样又好，9 岁时被姥爷
的母亲看上，送给了王家一头牛，定
了娃娃亲。1936 年春，年满 16 岁的
姥爷和姥姥在姥爷父母的操办下成
婚。婚后不久，在父亲和家人支持和
鼓励下，姥爷和同乡的几名青年追求
知识，立志离家，到很远的著名的榆
林中学读书。1937 年，震惊中外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的烈火
在全国燃烧，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
开始。1938 年秋，在榆林中学读书
的姥爷，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怀
着报效国家，誓死抗击日寇的决心，
瞒着父母、妻子和兄弟，毅然决然地
和几位追求爱国和进步的同学弃学，
秘密投奔延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从此，杳无音信长达八年。乡亲们都
说老爷战死沙场，已成千古。一直在
家务农、料理家务、照顾公婆的姥姥

却始终在期盼中信念坚定，深信总有
一天，姥爷会平安回来与亲人和自己
团聚。直到 1944 年，抗日战争已接
近尾声，久别八年的早已是八路军军
队干部的姥爷，才第一次回家与亲人
们和姥姥团聚。八年中，姥姥怀着对
丈夫深深的爱，不知多少次在夜晚背
着公婆，眼含热泪，吟唱着心中的《兰
花花》，盼等老爷凯旋归来。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
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
民过上富裕的生活。1983 年 12 月，
姥爷过上了离休后快乐的生活。每
逢过年过节，子女儿孙们归来欢聚在
一起，说祝福的话，唱祝愿的歌，姥姥
总会在大家的一再请求下，唱起她一
生都在用心吟唱的《兰花花》。《兰花
花》，已成为全家人公认的姥姥唯一
保留的歌。

1997 年 1 月 10 日，76 岁的姥爷，
在与疾病多年的斗争中辞世。姥爷
辞世后，姥姥开始了漂泊的晚年生
活，先后在乌海、鄂尔多斯和呼和浩
特度过老年的时光。尽管有家人的
陪伴和保姆伺候着姥姥，但随着岁月
的流逝，姥姥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还
是越来越不行了。但是，躺在床上的
姥姥始终是坚强的，始终没有糊涂，神
智永远是清晰的。一天，我坐在老人
家的身旁，凝视着日渐消瘦的姥姥说，
您再唱一次《兰花花》吧，姥姥憔悴地
轻轻摆摆手，依然微笑地说，“我想唱，
可我唱不了了”。2012 年 4 月 8 日的
夜晚，当我踏着星光最后一次去看望
姥姥，离别时姥姥猛地紧紧拉着我的
手，久久不愿松开。4月 11日，我离开
姥姥三天之后的上午，姥姥在姥爷辞
世后的 16 年，追随着姥爷，走完了她
享年91岁的人生之路。

姥姥走了，带着对亲人的爱，告
别了她深深眷恋的人世间，与姥爷合
葬在内蒙古大青山革命烈士陵园公
墓之中。转眼间，八年过去了。八年
中，我多次到陕北，一次次站在横空
天籁而又不绝音的黄土地上，用心感
受永远唱不完听不够的不老的陕北
民歌，寻觅陕北民歌里的世界。直到
今天，《兰花花》依然是人们最喜爱的
陕北民歌。《兰花花》在传唱中创作成
为管弦乐、钢琴曲、二胡协奏曲，创作
成为歌剧、舞蹈、歌舞剧，这些音乐和
艺术作品，都是以民歌《兰花花》曲调
为基础，结合陕北民歌整体的风格进
行扩展，都在用不同的形式传扬着

《兰花花》，《兰花花》成为经典，一次
次走上了中国和世界的舞台。《兰花
花》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传唱到今
天，歌声中的那个兰花花，早已不再
是延安临镇的那个苦命女子，更多的
是黄土地上成千上万个追求圣洁爱
情，与痛苦和艰难抗争，在奋进中追
求光明和幸福的无数个陕北女子，她
们用歌声倾诉情感，以歌声来激励起
生活的勇气，在歌声中直白地描述心
中的渴望、梦想和对未来百折不挠的
追求，生动再现了生活在黄土高原上
人们的精神风貌。歌声里，陕北人在
奋斗，生命在燃烧。今天，当我再次
细细品味陕北民歌《兰花花》，我深深
地感悟到：那陕北出生，黄土地哺育
成长的善良贤惠、执着顽强的姥姥，
不正是那些众多栩栩如生的陕北女
子群雕中，昂首站立的一位吗？

姥姥与陕北民歌《兰花花》

惬怀絮语

且听风吟

□曾新友

夜

暮色给山水卸妆
淡然淡定着慵懒的夜晚
溪流的清唱
在陡峭处突然紧张
深潭的上方剧烈的运动
扩散清澈的叫喊
清凉的风清爽着归巢的梦
不甘寂寞的一挂瀑布
抱着几缕月光冲浪

一朵白云

在晴朗的心情中
旅行
变幻自己的梦境

纯洁的时空里
从容 优雅 淡定
为阳光下嬉戏的笑语
遮阴

假如曾经的思念
在眼皮底下
已经凝固成脚印
情愿化作几行热泪
在你的身上
完成这段行程的使命

比你看的花朵更美丽

我的眼睛比你看的花朵更美丽
我视线聚焦的全部是你

追踪你的笑容 跟进你的忧虑
起伏自己超常的心律

很有附加值的心思
已经在酒缸浸泡——清香记忆

完成一段行程的使命
（组诗）

□王玉玲

众多的草木
是依附于大地的滋润
才有根与叶脉
血液与骨骼强劲的成长
我相信，翅膀依托天空的飞翔
是有梦想的飞翔
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民
血与肉的融合
每个人，成为交融的一体
一抔黄土有古老的命脉
黄土地上，我们的样貌被祖先
烙上隐形密码
我听见水流声在历史的高处响起
河边饮水的人，血液里流动着相同

的基因
日出、夕落、耕种、守望
精神的写意，一种史诗的书写中
一大族群人，在时光的深处
找寻着根与黄土的因果
被黄土喂养的人
共同意志的和谐呈现
共寻命里的渡，命里的岸

相同的梦想

山川抱着山川
树木和树木紧紧依靠
河流中，水珠与水珠的融合
它们献出内心的金子
才汇成了海洋
群山相挽大海时
星光被聚拢
成为照耀大地的灯火
雨和云朵在天空做证
看大地上五十六个花朵开成锦绣
此时，每个汉字都有着厚重的质感
用一种风骨驮着大家园的同胞
身体与灵魂能轻盈飞翔
抵达，先人寄予相同梦想的地方

草原·远方

在乌兰恰特的舞台上
我看到一些舞者
用歌舞，诠释着民族融合的深意
一定有什么附在舞者的身体里
让他舞出了辽远苍茫，舞出了思乡
也舞出了蒙汉相融的情意
牧马人的长调呜咽，释放出魔性的夸张
一片草原，生长在舞者的身体里
陪着他漫长的黑夜，到如魔似癫的

舞台
舞者自舞，抵达草原。天堂
抵达民族融合的远方

每一棵草木都抱团生长
（外二首）

风吹草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私语茶舍

雪柿

董泽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