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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文

金莲花，名字中就带着一股
不凡的品味。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金，代表了无比神圣与尊
贵。莲，有吉祥和合、出尘纯净
之意。一看到此花，真的是高洁
清新、金色满目。早在《入唐求
法巡礼行记》中，就有关于这种
野花的记载。金朝大定初年，金
世宗完颜雍游幸至上都河流域绵
延数百里的草原游猎，看到茂盛
的金莲花“花色金黄，七瓣环绕
其中，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
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他
被这浩渺壮观的植物群落震撼
了，联想到“莲者连也”，遂取其

“相连意”，故称此种奇异之花为
金莲花。

在呼伦贝尔的草甸或疏林地
带，每年的夏天金莲花盛开时，
在那绿色的主色调中，金莲花黄
灿灿的花朵异常夺目。宛如天上
的群星来到这里的一次大聚会，
一派繁华富丽。

如果说绿草是大地的衣裳，
那么金莲花就是绣在衣服上靓丽
的点缀。绿与黄这两种高纯度的
颜色在色彩上对比更加强烈，给
人的视觉以强烈的刺激。绿与黄
两种鲜艳饱和的色泽赋予了大地
生机和活力，迸发出一种浪漫的
童话色彩，让人生出无穷的想
象。而在野草绿色基调的衬托
下，又使得金莲花鲜嫩明净的黄
十分突出，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与美感。难怪当年乾隆木兰围猎
时，看到满地金莲花盛开，禁不
住感叹：“塞外黄花恰似金钉钉
地”。更有清人胡会恩在诗中把
金莲花比作天宫瑶池边的芙蓉之
美：“仙葩生朔漠，当暑发其英。
色映金沙丽，香芬玉井清。倚风
无俗艳，含露有新容。试植天池
侧，芙蕖敢擅名”。金莲花的茎
高可达一米多，翠绿的花茎在草
丛中亭亭玉立，形如碗莲的金黄
色花朵艳丽精致，虽是金花玉
叶，却并没有娇柔媚俗之态，一
颦一笑，都透着不凡的韵味。金
黄色的花瓣，金黄色的花蕊，通
体明净清亮，不是那种金粉敷面
的浮华，而是内外兼修，表里如
一。清康熙帝曾作诗赞曰：“迢
递从沙漠，孤根待品题，清香拂
槛入，正色与心齐，磊落安山北，
参差鹫岭西，炎风曾避暑，高洁
少人跻”。

金莲花不但形态优美，颜色
艳丽，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
有很好的药用功效。这在许多书
籍中均有记载，《山海草函》:治
疔疮大毒，诸风。《纲目拾遗》:治
口疮，喉肿，浮热牙宣，耳疼，目
痛，明目，解岚瘴。《河北中药手
册》:清热解毒。此外，金莲花还

含有多种维生素、胡萝卜素及其
他微量元素，可有效补充细胞的
营养，既可活血养颜，也有提神
醒脑的作用。因此，每年一到金
莲花的花期，就会有人前去采
摘。

我记得有一次顺着铁道边的
小路，来到一片草地上，先是发
现零星的几朵金莲花，随着不断
的深入，花朵越来越多，数不尽
的花朵簇拥着、怒放着，汇聚成
了一片片饱满的明黄色。因为刚
刚下过雨，经过雨水的润泽，金
莲花愈发显得丰盈舒朗，色泽灿
然。圆圆张开的花瓣儿，莹润鲜
嫩，摸上去那种细腻感就如同婴
儿的皮肤。采摘时，左手或右手
的食指与中指紧紧地夹住花朵,
用力一拽,“啪”的一声,花朵就
静卧在手心了。偶尔还会摸到躲
在花瓣下避雨的肉嘟嘟身上有着
黑色和黄色的斑纹、样子萌萌的
熊蜂，虽然摸上去的手感绒绒肉
肉的，还是免不了一惊，倏地一
下把手拿开。

在呼伦贝尔，人们常把金莲
花晒干后用来泡水饮用。泡水时
通常要选一个透彻明亮的大玻璃
瓶，此种形式与传统的茶具相比
虽然缺少了雅，但却有了一份大
气与殷实，也能够让花朵有足够
的空间尽情舒展。

放几朵金莲花在瓶子里，冲
入滚热的开水，脱水的花瓣经水
的浸润，就如同国画中的晕染，
又渐渐饱满丰盈起来，变得鲜灵
灵金灿灿。金莲花的香气也从瓶
口中慢慢地飘散出来，瓶中的金
莲花宛如获得了一次重生。瓶中
的水也变得金黄璀璨，色泽澄
明。仿佛是储存在花朵中的金色
阳光释放在了水中。泡好的金莲
花茶，汤味儿清香馥郁、温润柔
和。轻轻地品上一口，一股幽幽
的花香便在舌尖慢慢荡漾开来，
闻着绵润清香的气息，周身被一
股暖意所包围，让人如同身处春
日午后的阳光中，整个身心完全
沉浸在悠闲、恬淡、清雅的情调
里，有一种高雅脱俗的享受。故
此，有"宁品三朵花，不饮二两茶"
之说。据说，辽国萧太后经常冲
泡金莲花饮用，皮肤细白容颜美
丽，直至中年以后依然青春靓
丽，故被称为养颜金莲花，列为
宫廷贡品。

美丽的金莲花在呼伦贝尔这
片生态优越的大地上每年盛开，
丰富着呼伦贝尔大地的色彩，也
丰富着呼伦贝尔人的寻常生活。
只要对生活报以热爱，生活就会
如盛开的金莲花辉煌灿烂。

金花玉叶相连意

□刘薇薇

夏日炎炎，我怀着无比敬仰的心
情，参观了属于您的音乐殿堂——通
辽市开鲁县麦新纪念馆。一节一节
的台阶，仿若一段一段跳跃的音符，
跌宕着，引领我们回到那个烽火硝烟
的年代。那年，您才33岁，生命应如
夏花般灿烂，但却仿若流星，划过浓
重的一笔后，消失在茫茫的天际，定
格在了那张模糊的照片里。

七十四年过去，当年的一切早已
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岁月变迁。唯
一没有改变的是开鲁人民对您深深
的缅怀。发黄的枪套，乌黑的煤油
灯，一张张斑驳的稿纸，一件件破旧
的衣裳。许许多多感念的人和事，随
着《大刀进行曲》铿锵的旋律一一展
现在我们面前。

您人生的最后时光是在通辽市
开鲁县度过的。虽然只有十四个月
的时间，但却是开鲁县的重要时刻。
跌宕起伏的岁月里，您生活、工作的
点点滴滴都给开鲁人民留下了永久

的回忆。
您是一名出色的音乐家。您牢

牢地铭记着毛泽东“中国的革命的文
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
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
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
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伟大指示，
并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执行。于是您
先后有了《农会会歌》《翻身五更》《民
主联军打胜仗》《反扫荡》《咱们的游
击队》等一批革命歌曲。您还适时的
总结方法，您说“把同志们分到群众
中间去，让歌声从群众背后出来，使
他们自然而然地张口歌唱”。您让孩
子们作中心，要孩子们唱得最响亮。
您总是预先印好一些歌单，发给群
众，“尽管农民不识字，但他们是喜欢
有一张纸拿在手头上的”。由此可
见，您是一名勤奋、多才，朝气蓬勃的
音乐工作者，更是一名践行群众路线
的好榜样。您用歌声唤起了人们的
觉悟，发动群众加入革命的队伍，音
符里连着穷苦大众的脉搏，一路走
来，一路歌。

您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您总是把群众放在心上，您把自
己的上衣给了肖大娘的儿子，您为刘
大娘家挑水，您帮助贫农郭万才家脱
坯、垒墙、扫院子，您与大家一起割地
……您为大家做了很多很多事，大家都
亲切地称呼您为麦部长，都说“麦新同
志在咱这里工作，一点干部架子都没
有，真是咱们的家里人”，您身体力行践
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理
念，在您的日记里，写着“群众力量大如
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样的话，可
在开鲁人民心中，您是真正的英雄。把
人民记在心中的人，人民也会把他记在
心间。

您是一名思想教育家。您把革
命的种子播到了同志们心里，由于您
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得广大
农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由不
认识到认识，由认识肤浅到坚定革命
信心，很多年轻人积极投身革命，踊
跃参加革命工作，后来他们都成为开
鲁县建设的中坚力量。您说过革命
就是吃苦，革命就是不怕麻烦，您带
领干部深入到各村访贫问苦，您举办
短期培训班宣讲革命的道理。后来，

在您的影响下，开鲁中学高中班的二
十多名学生，纷纷涌入到革命的阵营
中。您还主动提出建立小学，帮助贫
困人民学文化，让贫农的孩子进入学
校学习。他们在党的关怀下茁壮成
长，他们说：“麦部长是我们的好老
师，他教给了我们革命的道理，我们
永远怀念他！”

从上海到延安，从宝塔山到内蒙
古草原……1947年 6月 6日，那个黑
暗的日子，您走了。

时光已静静度过了七十四年，您
看，您年轻的血液滋养的土地，已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的人们
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到来和您的离
去。那些感人的事迹代代传扬着，那
些斗志昂扬的旋律广泛传唱着。

少年立志救中国，作词谱曲当干
戈，奔波南北唤群众，至今犹听大刀歌。

念麦新

山高水长

黎明前的夜色多么漫长
让我想起一盏灯跳动的模样
风雨的脚步呼唤着大地
跟着你我们找到了方向

新时代的号角多么嘹亮
心中铭记出发时燃烧的渴望
信仰的力量就是那钢铁
跟着你我们勇敢地担当

山高水长，初心不忘
山高水长，人民至上
血染的旗帜引领着我们
奔向太阳，实现中华灿烂梦想

阳光草原

雄鹰的翅膀高过蓝天
鲜花的脚步把春天追赶
擦亮眼睛跟着旗帜走
温暖的阳光洒满高原

各民族兄弟守望家园
勇敢的骑手等待着召唤
迎着风雨跟着太阳走
心中的诺言从未改变

阳光温暖 阳光灿烂
阳光捧起每一张幸福的笑脸
草原的爱不需要更多语言

草原人民歌唱共产党

辽阔的草原离不开阳光
飞奔的骏马离不开牧场
晨风吹来温暖每一座毡房
幸福的生活像河水一样流淌

走过了长夜才看到天亮
折断过翅膀更渴望飞翔
雄鹰高飞影子离不开大地
母亲的话儿从此记在心上

满怀深情把歌儿唱
歌唱心中不落的太阳
草原人民永远歌唱共产党

祖国，草原祝福你

那矫健的雄鹰总是飞翔在蓝天，
那奔驰的骏马总也离不开草原。
你历经了五千年的沧桑巨变，
风雪的草原总与你血脉相连；
你奔腾的江河就是草原的乳汁，
我绿色的长袍飘荡在你的胸前。
啊，古老的祖国啊慈祥的母亲，
这醉人的牧歌就是草原深情的

呼唤！

那火红的萨日朗总会有绿叶相伴，
那高扬的旗帜下涌动着我的草原。
你孕育着新时代的金色梦想，
托举起牧人幸福美好的明天；
你闪光的汗水就是草原的雨露，
我盛开的花朵就是你永远的笑颜。
啊，腾飞的祖国啊伟大的母亲，
这雪白的哈达就是草原圣洁的

祝愿！

追梦

多少烽烟飘散在历史的天空
多少风雨走进了大地的怀中
那一次次日出日落潮起潮涌
沉浮着一代代跋涉的身影

多少苦难擦亮了迷茫的眼睛

多少憧憬让雷电化作了彩虹
那一次次花开花落冬去春来
让世界看到了我们的笑容

为了一个梦
我们在长夜里寻找道路
为了一个梦
我们用热血把旗帜染红
为了一个梦
我们跟着你走向光明

高原上的阳光

这一滴滴细雨，洒落在心上
浩瀚的沙漠奔涌着绿色的海洋
这一颗颗星辰，长夜里守望
母亲的灯火托起温暖的太阳

我们在风雨里走过昨天
我们在苦难中凝聚力量
手挽着手我们追赶着梦想
各民族兄弟像亲人一样

高原上的阳光，我亲爱的党
你让春天走进了每一座毡房
这一面旗帜就是那一团火
每一天我们都依偎在你身旁

中华民族一家亲

中华民族一家亲
血脉相连树大根又深
中华民族一家亲
血脉相连树大根又深

千年牧草根连着根
万家灯火门挨着门
神州大地一片青山绿水
我们是温暖的一家人

走过风雨拥抱彩虹
阳光灿烂前程似锦
各族兄弟谁也离不开谁
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中华民族永远一家亲
守望相助十指连着心
中华民族永远一家亲
携起手来团结共奋进

草原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

启明星洒落在草浪上
蒙古包迎来金色的霞光
洁白的云朵擦亮了天空
母亲的笑容好像鲜花一样

小马驹奔跑在山冈上
马蹄声敲响大地的胸膛
美好的明天就在那远方
高原的梦想一路追赶太阳

草原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
幸福的生活地久天长
草原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
幸福的生活地久天长
草原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

忠诚

黑夜里拨亮一粒粒火种
长路上走过雨也走过风
是什么引领着执著的脚步
有一面旗帜飘扬在我心中

血和爱浇开一片片花朵
烈火中升腾着信念永恒
是什么让意志变成了钢铁
那一句诺言燃烧在我心中

为了镰刀斧头编织的梦想
为了中华复兴伟大的使命
我们一路追赶温暖的太阳
满腔热血凝聚对党的忠诚

大漠东风

驼铃摇醒了温暖的黎明
大漠上吹来了一缕东风
金色的胡杨眺望远方
我们的心跳跟着风在动

带上家乡这滚烫的热土
泪眼里晃动着母亲笑容
亲爱的故乡越来越远
祖国的美景又近了一程

洒下这一路滚烫的汗水
像骆驼一样默默地前行
挺起了脊梁站立起来
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驼铃歌唱着又一个黎明
大漠上吹拂着强劲东风
伟大的民族拥抱未来
我们的心跟着东风跳动

像一棵草一样行走

像一棵草一样行走
在沙漠，在高原
在城市的水泥缝隙之间

像一棵草一样行走
用弱小，用孤单
用绿色的骨头举起那蓝天

像一棵草一样行走
靠自信，靠勇敢
靠春天汗水许下的诺言

道路有长有短
时间又快又慢
我知道梦想和现实很遥远
那也要往前走，过好我的每一天

阳光的翅膀

每一个清晨我面向东方
看那一轮红日跳出大海的胸膛
太阳啊太阳火红的太阳
你温暖着寒冷的世界
照亮了我的心房

每一次出发我心潮激荡
仰望一面旗帜追赶民族的梦想
旗帜啊旗帜血染的旗帜
你唤起了中华的觉醒
引领着时代方向

啊党啊，阳光的翅膀
穿过那风风雨雨
带领我们一路飞翔
托举起人民的幸福
擦亮信仰走向辉煌

跟着你

在风里 在雨里
心中燃烧着一团火炬
在心里 在梦里
眼前飘扬着一面旗帜
伟大的党啊亲爱的党
镰刀斧头砸烂黑暗世界
跟着你我们改天换地

征途上 泥泞里
信念跋涉着一个奇迹

烈火中 雷电里
苦难让辉煌冉冉升起
伟大的党啊亲爱的党
人民至上温暖千秋万代
跟着你我们走向新天地

信仰的力量

走过漫漫长夜
日出东方光明驱散苦难
走过阵阵风雨
旗帜引路热血染红河山

走过百年长路
理想如铁心中燃烧火焰
走上新的征程
初心不改使命担当在肩

我们怀抱信仰的力量
人民至上永远铭刻在心间
我们凝聚信仰的力量
跟党走阳光灿烂勇往直前

永恒的旗帜

热血染红了你
雷电考验了你
信念铸就了你
黎明呼唤着你
冰雪压不垮你
迷雾遮不住你
烈火升腾着你
苦难坚定了你
高高飘扬的旗帜
我在风雨中仰望你
黑夜里迎来初升的太阳
你凝聚在我幸福的泪水里

蓝天守望着你
大地托举着你
风云激荡着你
岁月洗礼着你
忠诚护卫着你
理想传承着你
未来召唤着你
先烈凝视着你
永远飘扬的旗帜
我在征途上追随你
昂起头挺立世纪的东方
你温暖着我母亲的大地

永远跟党走

母亲的黄河水
一路高歌向东流
剽悍的蒙古马
一往无前不回头
出征的脚步
跟着太阳写春秋
勤劳勇敢的各族儿女
高举旗帜跟党走

牧歌唱响新时代
亮丽北疆织锦绣
守望相助心连心
奔向未来齐奋斗

母亲的黄河水
一路高歌向东流
英雄的蒙古马
一日千里不停留
出征的脚步
跟着太阳写春秋
团结一心的各族人民
永远永远跟党走

山高水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创作歌曲选

◎阿古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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