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福财

风推开岁月的一扇扇窗，窥视人
间，叶落蹁跹。

落 叶 是 秋 天 的 絮 语 ，是 时 光 的
信 笺 ，是 秋 风 无 法 抵 达 的 挂 念 。 金
黄 的 跫 音 撒 满 阡 陌 ，惊 落 秋 阳 独 饮
霜河。

谛听大树体内的风声，需要打开一
只绿色的耳朵，需要靠近大小不一的年
轮。

那远去的候鸟不是无情的背离。
驿站里的羁旅，注定万物的一生是寂寞
是漂泊。

载 不 动 的 事 物 ，与 一 棵 树 隔 着
季节而坐，相视无语。此时的沉默，
是 欲 言 又 罢 ，是 言 词 无 法 抵 达 的 述
说 。 一 些 特 指 的 名 字 ，让 一 些 古 老
的 文 字 倍 感 沉 重 ，想 要 逃 脱 却 成 枷
锁。

一棵树，无论是叶茂如伞，还是
嶙 峋 似 骨 ，风 吹 过 都 要 发 出 岁 月 的
回响。或花开或叶落。

秋风里，一棵树懂得了坚守和沉
默。

牧羊人的孤独

不想把阴影融入眼前的人生，便喜
欢立在阳光的对面，照亮自己。

他把放牧的每一只羊都视为露珠
滋养的轻盈，洁白，远离尘俗。

牧羊人如上岸的水草，行走在时光
的河畔。习惯了以时间为码头，等候季
节一次次靠岸，摆渡高原于岁月的大河
之上。

牧羊人以羊为伴、与孤独为伍。牧
羊人以草原足够的空间享受生命辽阔
的自由，孤独如此恒久。

一群羊以如云的聚散流动省略了
作为草的轮回。每一次轮回都是一群
羊的来与去。

牧羊人热爱太阳这盏灯，灯里有不
食人间烟火的羊，身下一片绿、头顶一
汪蓝。

孤独是牧羊人心中的羊，一朵朵白
云的流浪。

秋风里，一棵树伫立成岁月
（外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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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笑风

像废铁上的月光
我也被人爱着
激情的梦想啊，想要一点一点
擦亮锈蚀的岁月

往事丢在草丛里
多年前的河流
一使劲儿就拉回身边

有多少片落叶
共同拥有一个根
一只手抓回迅疾的春天
让草原上的黄鼠、让百万蚯蚓吃惊

把飞鸟、蜂和蝶
轰上天空！
最卑微的飞翔，也永远不要停止

回忆有多凉、多遥远
毫不留情的时光，它留下的干草
让我尝到了希望的滋味

吹向草原的风
都吹在我心里

未来的日子，我
比你们的到来要快
在纸张中把自己撕碎
在牛羊腹中，我将化为热血
满怀深情默默祈愿：
让六畜兴旺，遍布四野
甚至在往事的角落
也印下美丽的蹄花

冬天降临

冬天降临
有多少人和事离开了我们
像一本书翻到了尾声

路上奔波的是谁
有没有爱为他保暖
心里是否充满温馨

冬天降临
谁依然满腔激情
变得精神抖擞

最早飘落的叶子
已被泥土紧紧抱住，接下来
所有雪花都要抱在一起

冬天降临，一切仿佛都安静下来
经历了痛苦和灾难的人
早已超越了苦难本身
他心怀憧憬，他知道幸福
不久将和春天一同来临

爱像纸一样单薄，满是折痕
在寂静的冬日，在书桌上
一张一张铺展往日诗笺
我看到了高高摞起的青春——
噢，我们有着多么厚实的生活！

未来的日子（外一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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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生峰

莽莽苍苍的北山从没有像冬天
一样横无际涯，襟怀坦荡。天寒地冻
让小动物们嘤嘤嗡嗡的浅吟低唱噤
声止语，盛夏油绿热闹的庄稼地里也
没有了农人你拥我挤的喧嚣，沟梁拐
洼光秃秃的毫无绿意，裸露着黄褐色
的肌肤，只有山北的阴屲里落着残
雪。群山像个嫁人的新妇，早已把自
己拾掇得干净麻利，端庄沉静地等待
着心爱的北风而来，缠绵缱绻出一首
盛放情愫的冬日恋歌。

像喜欢家乡北山一样，我同样喜
欢冬天。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冬日的白毛
风似乎比现在的漫舞飞雪来得狂躁，
在我儿时西湾求学的岁月里年年扬
花。彼时住在平房里屋内没有厕所，
夜间大雪弥漫，起夜时需要很大的勇
气，天空暗如曜石，空气中透露出的
阵阵寒意让人禁不住打个冷战，野地
里几分钟上厕所的工夫，便将屁股冻
得红肿。

那时节，我正当年少，沉浸在故
乡的童年世界里，似脱缰的小驴驹恣
意释放童年的欢乐。小伙伴们衣裳单
薄，却丝毫不为严寒所惧，整日奔跑、
追逐、打闹、喊叫……唯独忘记写家庭
作业，老师总是罚我们爬在教室外冰
冷的台子上补作业，小手冻得通红却
也不觉得有多冷，边搓手边写，写完赶
紧回到教室在炉子边烤着双手。

天气逐渐变冷，父亲把火炉里的
火烧得旺旺的，母亲在火炉边缝缝补
补、洗洗涮涮，我和姐姐在火炉的烤
箱里烤红薯、洋芋、馍馍还有苹果，这

些童年的美食记忆在今日的微波炉、
电烤箱中是难以探寻到的。

那时候最痛苦的事是打柴火。
家里过冬的炭比较充足，倒不需要像
父辈那样每日上山打柴。苦在学校
每个班级一整冬只有一吨炭，为了攒
足过冬的燃料，班主任规定每个人都
要上交一大捆柴火。其他同学的柴
火都是父母地里劳作时顺便砍的，我
父母都是西湾街面上的生意人，没工
夫打柴，我和姐姐无奈换上褪色的旧
衣，拿着小斧子就进山了。

每个阴冷的日子，街面后边的山
梁上总是人语不闻，荒凉孤寂，宁静
的山野让人心生慌悸。

北山一带草木稀少，最难的是打
刺蓬，刺蓬是大柴火分量足，砍几株
就够一捆了。我和姐姐平时很少干
农活，气力不足，两个人配合也拿一
大墩刺蓬没办法，抓住使劲砍，也难
奈分毫。初冬时节，刀子一样的寒风
把漫川的刺蓬吹的干枯，筋骨毕露，
通体泛红，不小心挨上一扎，烧呼呼、
火辣辣的疼从皮表直达脑神经。家
乡干旱少雨，这种山上的灌木根系极
为发达，入土很深。我只能拿着小斧
头一通狂砍，也只是砍下了几节小枝
丫。回到家，我的手上、脚上甚至脸
上都有打刺蓬时留下的伤口，但那都
不算什么，用水洗洗就行，大人也不
会过多关注，留下的一些伤疤，且算
是儿时的留念吧。

日子溜进深冬，凛冽的风刮得一
天比一天紧，飞雪如上天扬着鞭子在
抽。那时候的冬天教室里都是炉子，
生火排好了值日表。早晨6点半，街
面上的家家户户几乎看不见人影，我
和姐姐却每月当中有一天要去教室

生炉火，那个年代我们都怕老师，生
怕火没生着，老师那凌厉的目光扫视
到我。

清晨，我迫不及待走出家门，那
个年代下雪天好像比现在要多，眼前
经常是白雪皑皑的世界。户外寻不
见人影，似乎都在下雪的日子里进入
了冬眠。我和姐姐走在漆黑的白景
公路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
响，心里一阵阵的害怕。

生火对于儿时的我是一件难事，
第一次我和姐姐生火，浪费了很多废
纸和木柴，炭疙瘩却连一丝火星都没
有，眼看天就要亮了，我和姐姐急得
眼泪都出来了，最后还是一位六年级
的大哥哥帮我们生着了火。

后来的日子里，我和姐姐每逢值
日，一大早就到教室先把前一天燃尽
的一匣炉灰倒完，将废纸、烂布条点
燃放进炉膛，再慢慢添放苞谷芯子、
柴火和驴粪蛋，炉膛里吐出一道道火
舌，照亮着四周的黑暗，火越着越旺，
炉桶外面的烟滚滚呼啸升空，等到炉
膛里的柴着得旺了就可以放炭了，聚
拢在一起的炭会越烧越旺，升腾的火
焰把炉盖烧得通红，每每这时是我和
姐姐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时间嘀嗒不语，现在光阴的指针
又停在了冬天的当口，我吹着空调坐
在暖风熏人的楼房里，每每想起那时
的冬天特别冷，摸黑点柴生火，经常
把脚冻肿……抚今追昔，惦念那些往
事在岁月的风尘里不要走散。

冬的记忆

□风凝

见到沙棘，就离沙漠不远了！
据说，沙棘起源于一亿年前，历经

喜马拉雅山脉的造山运动和青藏高原
的隆起，承受了第四纪冰川期和荒漠化
的严峻考验，顽强地伫立在荒漠之中。
它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堪称世界最
神奇的植物。

在辽西的一座松树梁顶，我也曾见
过它的身影。秋天，它会结出浆果，那
浆果如高粱粒一般大小，一串串簇拥在
枝头。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它为：沙棘
子。风起时，翩跹起舞，是炫耀，也是引
诱。每当此际，我都会同哥哥、弟弟一
起翻山越岭去采摘。不过，沙棘子的旁
边，生着利刺，一不小心就会扎得你遍
体鳞伤。我想，大概这也是它名字的由
来吧——沙漠中的荆棘。

而当一丛丛的沙棘，舞动着热浪
夹道欢迎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终于真
正接近了向往已久的大漠——玉龙沙
湖。玉龙沙湖，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翁
牛特旗乌丹镇东北处，科尔沁沙地的
西缘。1971年，闻名中外的新石器时
代红山文化标志物——“中华第一龙”
在此地出土，将中华五千年的古文明
史起源又向前追溯了一千多年。

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骑骆驼过
沙海。我们到时，“沙漠之舟”早已站
成了一排。它们脚掌宽厚，身强体
健，脖子优雅地弯曲着，驼峰起伏，与
沙漠的弧线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在
赶驼人的帮助下，由站台笨拙地跨上
了驼背。双手紧握缰绳，双腿紧夹驼
身。驼队很整齐，每一只骆驼都是踩
着 前 面 那 一 只 留 下 的 脚 印 儿 前 行
的。想来它们同大雁一样，是智者，
懂得借力而行。

沙丘绵延，此起彼伏。从驼背上下
来，我便攀上了沙丘的最高处，极目远
眺，辽阔而壮丽的大漠风情深深震撼我
的心灵。沙海粗犷，有如气宇轩昂的男
子，威武俊朗的身躯在阳光的映照下熠
熠生辉；却又妩媚，宛若婀娜娇媚的女
子，富有玲珑起伏的曲线美，动人心

魄。每座沙丘都是棱角分明，却又线条
柔和，风儿在它们身上雕刻出栩栩如生
的浪花。迎风面沙坡似水，背风面流沙
如泻。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沙漠深处
进发。不一会儿，鞋子里便已灌满了沙
子，索性脱掉鞋子，赤脚而行，细腻的沙
子从脚趾的缝隙里流过，一股温暖从脚
心流便全身。

大漠日出，别具风情。为了看大漠
日出，我凌晨4点半便起了床，一股刺寒
气直透皮肤，忍不住打了个冷颤。我还
特意克服恐高心理，摸黑儿爬上了一块
十来米高的巨石。放眼一望，一切都湮
没在黑暗之中，世间万物都在沉睡。侧
耳细听，仿佛能够听清它们浓重的呼吸
声。忽然，天和地悄悄地裂开一道缝
儿，透出一丝光亮，似有生命将要破壳
而出。没错，那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起初还是一道弧形的线条，刹那间便露
出了头儿。云雾为它蒙上了一层轻纱，
像极了琵琶女娇羞的神韵。在暗云的
夹层里，它张弛着优美的曲线，凝聚着
一股混元之气。似乎只是那么一眨眼
的功夫儿，便从地平线上弹了起来。它
的色彩给乌云镶上了一层金边，给天空
晕出了一片灿烂的朝霞。我多想纵身
一跃，将它捧在掌心，就像托起自己的
梦想。

沙漠天气，变化无常。不到正午，
天色骤变，一抬头，在很远的地方，笼罩
着一层云，像薄如蝉翼的青纱帐，又像
蒸腾而起的雾霭。紧接着，狂风起，这
团云雾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迅速移
动。来不及躲避，大雨点噼里啪啦地砸
下来。在沙海中奔跑、呐喊，那种久违
的放纵，只有这大漠里充满豪情的雨能
给。

夜幕低垂，耳畔只剩下无边的寂
静。听说，沙子吸音，这里要比人间静
100倍，不知是否是真的呢？我想，这茫
茫大漠永远都会有许多未知在等着你
去探索，去体悟。

大漠风情

□谭昌龙

科尔沁草原的雪
那不是雪
是洁白的云彩
从天上走了下来
来草原打探春天的消息

毡房内
阿妈双手合十
虔诚地把庚子年
从墙上取下来
请出门 送出去

当巴特尔从远方
打马归来
其其格正在把像雪一样洁白的白大褂
穿在身上
逆行

此时
我正在拿起绿色的笔
给迟来的春天
写一封关于春天
来临前的信笺

给春天的一封信

□常霞

辽阔壮美的草原，蕴含着诗和远
方的憧憬。许多慕名者跋山涉水来
到美丽的草原锡林郭勒——中国马
都。在蓝天白云下，领略着蒙古马的
骁勇飘逸，追逐着蒙古马的遒劲足
迹。当我陪着他们去那达慕会场观
看赛马、去敖特尔牧人之家挥杆套
马、去草库仑、九曲湾牵缰溜马时，他
们的惊叹、痴迷和眷恋，深深地感染
了我。让我这个生长于草原的人对
蒙古马与草原的渊源、蒙古马的特
征、品质与精神有了全新的领悟与震
撼！从而更迫切地想走近草原灵魂
蒙古马，读懂草原跳跃音符蒙古马，
感悟草原吉祥图腾蒙古马……

神奇苍茫的锡林郭勒草原自古
就是蒙古马的绿色摇篮和天然牧场，
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生存繁
衍的足迹。游牧民族对自然崇拜以

“苍天”为最高神灵，他们认为马是人
类和神之间心灵沟通的天使，连接着
草原与牧人之间的生命脐带。中国
古代神话和传说中，马代表着吉祥的
图腾。伏羲氏观天下、看龙马之身称
之为“祥瑞之兽”。古人认为，龙马就
是仁马，它是黄河的精灵，是炎黄子
孙的化身，具有特别的象征和意义。
穿越历史的尘埃，马寄托了人们太多
的崇敬和美好祈愿。“千里疾风万里
霞，追不上百岔的铁蹄马。”从蒙古族
这句谚语就可以看出世代逐水草而
居的马背民族对马的由衷喜爱和赞
美。

广袤丰饶的锡林郭勒草原，曾是
匈奴、东胡、鲜卑、突厥、蒙古等少数
民族主要的繁衍生息之地。十三世
纪，元朝的夏都——元上都在此建
立，促进了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
文化的交融。这片得天独厚的草原，
也孕育和淬炼了具有耐寒、耐粗饲、
抗病力和持久力强等特性的蒙古
马。早在距今五千多年前，蒙古高原
的先人就已开始驯服饲养马了，积累
了丰富的饲养和驯化马的经验。自
周、秦到元朝以来，就有大量优良马
匹源源不断输送到中原地区。特别
是在清代，这里是驰名中外的塞北名
马及军马的盛产地，素有“皇家御马
苑”之殊荣。在高寒草原上生存的蒙
古马，是世界上较为古老的马种，虽
没有阿拉伯马的高大漂亮，没有英国
纯血马的名贵娇气，没有汉武帝梦寐
以求汗血宝马的神奇，但蒙古马常年
处于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夏日忍受酷
暑蚊虫，冬季抵御透骨奇寒，在天寒
地坼的大草原上担负着转牧场、踏坚
冰、战沙场等重任，以坚韧不拔的毅
力，穿沙漠过雪原，任何恶劣的气候
和环境都阻挡不住它的步伐。它拥
有世界上很多马都比不上的优势，那
就是无穷无尽的耐力和勇往直前的
魄力。

极具蒙古高原和东方色彩的蒙
古马给人以美的震撼和力量的启
迪。在蒙古族的生产劳动、行军作
战、社会生活、祭奠习俗中，都伴随着
马的踪影。蒙古马的形象反复出现
在诗歌、谚语、音乐、舞蹈和雕塑中，

足以说明人与马的感情经久不衰，历
久弥新。英雄史诗《江格尔》中多处
描写了蒙古马的形象。如“阿兰扎尔
（蒙古马的名字）的背部多么美观，它
是一切美质的产生之源。它那炯炯
有神的眼睛，凝聚着它的智慧和聪
明。阿兰扎尔的前腿像兔子的前腿，
那么劲秀，蕴含着它的矫健和神速。
阿兰扎尔直竖的双耳，仿佛竖牢而锋
利的剪刀。阿兰扎尔甩动的脑鬃，在
阳光之下熠熠闪耀……”对马的欣
赏、体验与感动，很多时候我觉得是
语言和文字无法企及的。当你跨上
马背驰骋碧野间，是否感受到蒙古马
奔放中的神武俊健，强悍中的自信不
屈？蒙古马仰天长啸、长尾飘洒、似
闪电流火在击鼓扬尘中气贯长虹，在
纵横千里中描摹出草原的鸟语花
香。当你置身于白雪皑皑的群山环
视中，是否感受到蒙古马寂寥中沉淀
的深邃，守望中凝聚的力量？蒙古马
伫立风雪中冥思遐想，目光如潭、鬃
毛如瀑、巍峨如山的身躯似一尊凝固
在苍穹之间的雕塑，镌刻着历史的沧
桑，饱经岁月的磨砺。蒙古马不仅用
一马当先的豪迈与万马奔腾的气概，
书写着孜孜不倦的风采，还用自己的
筋和骨造了马头琴这个不朽的铸魂
之作，让生命在长调与牧歌中千秋永
存。无论是马头琴那悠远、沧桑、凄
婉的鸣响，还是雄浑、明快、铿锵的旋
律，能否让你感到灵魂的涤濯和心灵
的共鸣？在草原上，还有什么能与蒙
古马相媲美呢？！无论你千里迢迢心
怀图腾而来，还是你提缰挥鞭奔向辽
远，相信你都会对蒙古马的奔放、凝
望、驻守而一往情深。蒙古马可谓是
独领风骚的一道风景线，是风霜雨雪
中永不休止的跳跃音符，让无数爱恋
草原的人为之荡气回肠。

蒙古马以忠义、无畏践行着“勇
往直前、驰而不息、永不言败”的誓
言。蒙古马是极富感情又忠于主人
的动物，英国作家詹姆斯·奥尔德里
奇在《奇异的蒙古马》一书中写到，英
国人为了搞科研从蒙古戈壁带走的
一匹蒙古马。马儿远在他乡，寝食难
安、神情黯然。凄清的秋风一路向西
越过山冈，这匹马就像远嫁的姑娘，
不停地扬起头向家的方向频频回望
与嘶鸣。后来经历无数个星辰相
伴，风雨兼程，经过了无数次激流险
滩，砭骨饥寒，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
乡。品读蒙古马这种故土情结，总
让人不由热泪盈眶。蒙古马喜欢群
居、爱老护幼，对伴侣忠贞，从不伤
害其他动物，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的典范。

蒙古马在烽火中与战士共患难
胜似战友。马飞驰在战场，如战士
的翅膀，有的在冲锋陷阵的硝烟弥
漫中倒下，有的在枪林弹雨的狂奔
突围中累死。蒙古马为自己的主人
流血流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荣
获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舞
剧《骑兵》，我看了很多次，每一次看
后都令人心潮澎湃。黄沙漫天，狼
烟四起。猎猎战旗在空中飘扬，铮
铮马蹄声似乎又把我带到曾经战火
连天、保家卫国的岁月……让我重
温人马情、英雄情和家国情！

姥爷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抗日老
兵，辽沈战役中，骑兵师铁马勇士乘
胜追击溃败逃窜的敌军。敌人借着
暮色弥漫，在清水泡子边复杂的灌
木丛和水流湍急的河边伏击赶来的
骑兵。接连有战士及战马倒在血泊
中。在这危急的决断时刻，一个鄂
温克族老兵，毫不犹豫地带领姥爷
与几个年轻战士，策马回身，腾空跃
起，用自己的身体和马背做后盾，掩
护着战友们分散撤离的同时，疾驰
如箭般冲向流弹纷飞的方向。“清水
泡之战”胜利集结号吹响了，可这位
老骑兵却再也听不到战友的呼唤
了。那匹随他屡立战功的枣红马，
久久伫立在鲜血染红的河湾，淌着
泪，耷拉着耳朵不肯离去。辽沈战
役大获全胜后，姥爷骑着老骑兵留
下的那匹枣红马，怀着战友未完成
的遗志，转战大青山，奔向察哈尔大
草原开展剿匪战斗。沿着祖辈前进
的足迹，父母赶着马车趟过乌拉盖
河与色吉勒河泥泞的沼泽滩，屯垦
戍边在祖国的边疆。至今我仍念念
不忘父母对我们最大的期望，“胸怀
要像能跑马的草原一样宽阔；志向
要像识远途、有耐力的蒙古马一样，
把吉祥火种播向天边。”虽然红色骑
兵和兵团战士已退出历史舞台，祖
辈们也未给我们留下什么值得炫耀
的财富和显赫的功名，但是那枚传
家宝——红色骑兵功勋章，无论何
时拿出仔细端详，依旧熠熠生辉。
功勋章上面那闪亮的星，如心底那
一簇薪火，给我积蓄着永不枯竭的
温暖与力量！

“一方水土养一方神灵”。蒙古
马经受住来自自然界，来自猛兽，来
自一切敌人的生死拼搏。既求得了
生存发展，又成就了蒙古马的英
名。蒙古马与草原已被岁月牢牢地
拴紧了感情的纽带，彼此难以割舍
分离。马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符
号，草原赋予了它神性，也给予了它
人性。人与自然、生命无时无刻不
在对话，草原、牧人、骏马奏响了自
然界最动人的和谐乐章。

马蹄踏过，仿佛历史在心灵深
处回响；马背回望，仿佛远古在向你
召唤，蒙古马承载着草原生生不息
的辉煌。2014年在中国崇尚的传统
马年春节来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锡林郭勒盟参加牧民传统那达
慕大会时，被蒙古马精神所感动，希
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干事创业
就要像蒙古马那样吃苦耐劳、一往无
前！星河灿烂、四季流芳。“蒙古马精
神”早已融入草原各族儿女的血脉之
中，已熔铸为中华民族龙马精神之
中。在实现“守望相助”，共圆伟大中
国梦的征途中，天骏嘶鸣声声、马蹄
铮铮、奔驰如弓、疾速如箭。勇往直
前的蒙古马，以驰而不息的雄姿丈量
着蓝天的高远和大地的辽阔，以不达
目的决不罢休的坚韧与执著，奋蹄奔
向远方的波澜壮阔！

故乡的蒙古马

踏雪归途 周友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