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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朵芬

奶奶讲的故事

农忙季节，白昼显得好长好长。
像早儿这么点儿的小屁孩儿年

龄，一年四季都生活在讲也讲不完
的趣事里。

早儿奶奶总像一个魔术师，每
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她总要把许多
新鲜的趣事带给这个世界听。

哦，早儿知道奶奶又要讲故事
啦，就乖乖巧巧的像个小糖人一
样，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奶奶对面。

瞧，她的一双大眼睛眨都不眨
一下，一直看着奶奶的嘴巴朝着自
己动弹起来。

奶奶说：今天我给你这只小花
猫讲一讲老龙王的故事系列第 28
集，好不好？

早儿使劲地点了点头，咯咯咯
地笑了起来。

奶奶讲道：海水还是那么蓝，
哗——哗——哗，只听得波涛汹
涌，气势磅礴……声音由远及近，
而且越来越大……

这里什么声音啊？莫非龙宫里
又出了大事？

远远看去，在汹涌的波涛下面
映出一片火红的颜色。

听到这里，早儿不由得插话
问：一定是天上的火烧云掉进大海
里了吧，奶奶你说是吗？

奶奶说：好，问得好！且听奶奶
给你细细讲来。那是一串小灯笼，这
小灯笼是老龙王的小孙子玩儿的珠光
宝器。它是用来为大海照亮的。只听
的唰啦啦……唰啦啦……一声接一声
的海涛声。小灯笼，一个个像是小花
猫的眼睛一样，闪闪发亮。

讲到这里，奶奶更是将自己的
眼睛眯成一条线，好像神出鬼没进
了龙宫里似的。

她说：老龙王也是一个怪性
子，他总惦记着岸上的小孩子们，
会不会有人在他们玩的时候，给照
个亮呀什么的，好让整个海岸线都
亮起来。

早儿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望
着奶奶的嘴巴。

奶奶不紧不慢地讲述着……直
到答应早儿，再过一周，她们要到
野外去啦……

神秘的巴音满都呼

暑假，哥哥阿斯楞和妹妹诺
敏，跟着爸爸妈妈从呼和浩特出
发，来到神秘的巴音满都呼。

一路上，他们一直沿着灰蓝色
的阴山山脉西行。大青山、九峰

山、乌拉山等许多山脉连在一起，
从远处看，它们时而像一条巨蟒盘
旋在右侧，时而又被远远地甩在了
身后。

吉尔斯楞爷爷是一位著名的古
生物学家，也是爸爸的大学老师，
他退休后，告别了繁华的都市生
活，回到他的故乡。

这一次，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孩
子来这里，是专程拜访老师的。吉
尔斯楞爷爷给两个孩子讲述了这里
的情况。他的话题一下子转到远古
时期。

原来巴音满都呼恐龙化石保护
区，位于乌拉特后旗巴音图苏木巴
音满都呼嘎查东7公里处，距赛乌素
40公里，那些化石距今约7500万年
至1.2亿年。

中国等国家联合考察团数次在
此实地考察、挖掘，出土了大量白
垩纪恐龙化石和多种哺乳爬行类化
石，其中有幼年甲龙头骨化石、原
角龙全骨骼化石、原龙蛋化石等。

甲龙群体化石有七具骨架，体
长均在一米左右，大小相当于成年
甲龙的六分之一，幼年甲龙的骨和
各部分骨骼均保存完好，排成一
列，保持着死前的姿态；两个刚孵
化出的幼年甲龙头骨化石，长度仅
有两厘米，这是甲龙发现史上的奇
迹；发掘到几个不同年龄的原角龙
化石，三窝完整的原龙长形化石，
以及与恐龙共生的蜥蜴类、鳄类、
巨型龟鳖类化石等。

哥哥阿斯楞和妹妹诺敏，听得
都入了神。

吉尔斯楞爷爷的讲解，让两个
孩子着了迷。

打那之后，这两个孩子开始大
量的收集恐龙模型，去图书馆查阅
资料，自己动手做恐龙，他们还到
博物馆里寻找暴龙、三角龙、异特
龙、对剑龙等古化石里的生命痕迹。

一个孩子的作业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翻看了梁
思思的作业本。他的字迹非常工
整，从他的作业里，我发现了奇
迹。从而，我怀疑自己未曾长大，
怀疑梁思思这个年龄不到十二岁的
孩子，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他的年龄。

梁思思写道：
乌兰布和沙漠，在遥远的巴彦

淖尔西部，这里的世界曾是一片荒
芜。

后来，慢慢有了一片草原，有了
一片花园，有了几棵小树。再后来，
慢慢地蝴蝶飞来了，小鸟飞来了，狼
也跑来了。

这里，天气百变，阳光、霜雪、

风和暴雨。
这里被誉为“恐龙王国”——

永远消失的地球霸主居住过的地方。
恐龙，它们作为远古时代的见

证者。如今，岩石里的踪迹哪里去
了？恐龙到哪里去了？

这里，是戈壁沙漠，双峰驼的
家乡，戈壁沙漠深处，雨云几乎很
少到达。戈壁沙漠属于冷荒漠，所
以这里的骆驼拥有厚实的脂肪和漂
亮的皮毛。

是的，某种情况下，山的形状
是风的作业。譬如，流动的沙丘，
到处都是石头。其间，蜘蛛、蛇和
蝎子滚动行走，像轮子一样翻滚。

翅膀是唯一的帆船

皮皮狗和小猫、鳄鱼、海豚，
它们都是和小妹妹豆豆一起成长的
玩具。

豆豆从小就幻想着城市的模
样，譬如，想象一列火车载你去远
方，想象一座城市的雨声时不时敲
打着雨伞的声音……

豆豆家屋檐上滴答作响的声
音，是何等的美妙。那雨声是居住
在城里的孩子难以想象的音乐。

我们乘坐的公交车，在豆豆的
眼里，原来是一条大鱼。

豆豆家住乌拉特后旗一个乡镇。
她的爸爸妈妈在城市里打工，所以
和豆豆一起玩耍的机会很少，只是
每天用手机和豆豆视频交流。因
而，爷爷和奶奶成了豆豆的生命所
依。

草原的夏夜，星垂平野阔，是
观天象和观星座的好地方。

因为这里的草原四周视野开
阔，在清澈无云的夜晚，星空显得
格外清洁而宁静。爷爷奶奶经常和
豆豆在草原上观星，什么北斗星
啊、牛郎织女星啊，都亮得耀眼，
什么猫头鹰啊、燕蝙蝠啊，都飞得
贼快。

每当看完星星之后，他们回到
屋里，豆豆就不睡觉，非要磨着爷
爷和奶奶讲故事不可。

豆豆等听完了一个又一个的故
事之后，就开始对城市的想象了，
她总是念叨着：爸爸和妈妈打工的
城市多好啊，我上小学的时候，就
可以进城了，妈妈和爸爸如果能像
老鹰一样，长出一双翅膀来就好了。

有一次，豆豆问：爷爷奶奶，我
能像一只小燕一样，长出一双翅膀来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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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笑风

七月阳光灿烂
七月骄阳似火
七月的时光中
明亮的镰刀
和红红的锤头
在空中打铁
这是宇宙中
地球上
一年四季
太阳能量
最强的时刻
打铁！打铁
万丈光芒
一朝喷射
镰刀闪耀
辉映万物的收获
锤头火红
锤炼人心和意志
汗水迸溅
火花熠熠生辉
照亮亿万人的脸膛
人心所向
万众瞩目
五十六个民族
已铸成一个
民族命运共同体！

七月歌谣 □宫凤华

夏日溽暑，徜徉故园觅清凉。静
伫菰蒲水岸，苇丛葱茜，残照濡染，水
香漫漶，内心波光旖旎。水乡人家傍
水而居，门前竹桩码头，古雅风情。

竹桩码头，抑或石码头，周遭水色
淋漓，水香氤氲，菰蒲菱荇散发的清
香，浣衣村妇搓衣的皂香，发髻上栀子
香，唼喋鱼儿窜出水面的腥香，渔船上
麻虾呛蟹香，河水糅合了浸泡水中植
物草本的清香。

水岸边泊着黑黜渔船。渔船周身
斑驳，伤痕累累，旷古的静谧。渔妇面
容姣好，拣鱼挑虾，动作娴熟，流盼的
眼神映着清凌波光，妩媚静美。

蹲在水岸狭长的圩堤上，看远处
田塍上农夫牵着水牛，肩扛犁铧，逆光
剪影里，身后是蜂蝶乱舞，水墨蜻蜓，
线条奔射万缕霞光，令人走进古朴典
雅的明清小品里。

清晨，天色饱满，诱人。水岸边，
人们浣洗衣服，洗脸漱口，洗涤碗筷。
村妇趿着拖鞋站进水里，河水浸没小
腿，麻利地搓洗手中裤褂。

树荫下，有村妇在裱袼褙、纺石
棉、结渔网。老者古铜色，躬腰打盹，
搓草绳、压草箔。有汉子在水边摸螺
蛳、罱河泥、绞河草。柳条凳上有黄发
垂髫下象棋，如入宋代范宽的画境。

孩子们河边嬉水。突然纵身一个
猛子扎下水，不见踪影。半晌摸起一
把螺蛳浮出水面，甩着头，冲人扮鬼
脸。有时摸到一只破碗，咿呀怪叫。

霞光濡染，浣衣村妇衣裳色泽和
云霞交融的一刹那，蕴彩涵光，色泽丰
盛，如印象派的画作。棒槌，此消彼
落，水珠迸溅，贴着水面传得很远。糅
莒的声浪犹如一条旖旎的襟带，自远

处逶迤而来，鲜活了水岸码头。
村妇都在忙，不停地搓，揉，撩水，

挤干，再入水，拖，拽，感觉那衣衫一入
水，铺展开来，像极了戏台上的宽大水
袖，青石码头就是她们的小小舞台，而
青碧碧的河面，连同岸边的杨柳，水中
的藻荇、芦苇、鹅鸭，还有傍河民居、小
石桥、桥下扁舟，则是偌大的背景。

听到远处轮船鸣笛声，大家忙不
迭地将东西撸进桶里。轮船掀起的浪
头大，会把淘箩、衣物卷进河里。待轮
船远去，人们一阵惊呼和埋怨，水岸码
头又恢复先前的平静。

水岸边木桥上蹲满纳凉的人。木
桥苍老，静默如牛。手摇芭蕉扇，喁喁
私语，很有一番逸人风致，感觉夏夜幽
微、静好。蛙声清透磊落，荷风轻抚，
明月星光，表里俱澄澈。萤光冰蓝，给
人以灵感和遐思。

而今，用上自来水，水龙头渐渐取
代水岸水码头。竹桩码头、风情水岸，
孤独地静处乡村一隅。

前些日子回老家，母亲说有人在
村南水岸边安装水泥汆浮码头。整天
上码头的人络绎不绝。我欣然前去探
看，果然小巧精致。用水泥灌制而成，
密封，上面装有搓衣板，还摆了几张小
木凳。清水映着天光，以及村妇窈窕
的身姿。

残暑晚初凉，轻风渡水香。大家
觉得在水岸边纳凉，在水码头上浣洗
衣物干净爽利，家长里短，别有一番闲
情雅致。水香水色中，得水菱和香蒲
滋润，与纯净河水亲近，与恬淡田园亲
近，乡情浩荡，夏日诗性且清凉。

轻风渡水

□李忠元

太阳像个大火球，低低地挂在头
顶，烤得人汗流浃背。周月独自站
在地头，手搭凉棚，不停地向远处张
望。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子
金黄金黄的，风儿起处，金波涌浪，
飘来阵阵麦香，一群叽叽喳喳的麻
雀从头顶盘旋而过，更让周月心生
无限焦虑。

此时正逢酷夏，正是麦收的黄
金时节，如果再不收麦子，就让这些
家雀给败坏光了。可眼下，家家都
在忙着收麦，周月却在这个关键的
节骨眼上崴了脚。

即便身体无恙，她一个留守乡
村的妇女又能奈何？丈夫进城打工
这几年，还不是人家村里的王二帮
衬。

可今年又和往年不同，今年自
己伤病在身，走路都有些费劲呢，更
别说干活了。那个王二呢？也跟着
村里的男人们出去打工了，如今这
个村子里就只有几个年迈的长者和
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了。

周月抬起头，远处那几个吓唬
家雀的人偶一时忘了自己承担的重
任，只是耷拉着手臂，呆呆地立在麦
田里，任凭那些叽叽喳喳的家雀为
非作歹。

怎么办？眼下正是麦子掉脑袋
的时候，再耽搁两三天，烈日持续晒
下去，这金黄的麦子恐怕就只能任
它落在地上，喂家雀了。

周月站在麦地头，一时急得汗
如雨下。

正在这时，天空里猛然掠过几丝
云朵，在金黄的麦田里投下一些斑驳
的暗影。周月立时感到心里一阵舒
爽，如果这些云朵能遮住烈日，麦子
还可能再晚收几日。这样一想，她像
得到了宽慰，心里舒坦了不少。

周月正在地里愣神，村子里的
广播喇叭突然响了起来，村干部李
凤的声音由远及近，虽然离得有些

远，声音有些小，她却听得一清二
楚：广大村民注意了，据气象部门最
新发布的消息，明天午后到夜间，
阴、大风，有暴雨，望各家各户抓紧
抢收，确保麦子颗粒归仓，全面做好
迎接暴雨的准备……

啊！周月刚刚还觉舒爽的内心
顷刻土崩瓦解，远天里的一丝阴云
顿时就像一块巨石压在了心头，她
颓废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彻底傻
眼了。

这可怎么办啊？真是屋漏偏遭
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周月抬
头望着金黄的麦田，一时急得眼泪
都下来了。

此刻，周月真想丈夫能回来解
燃眉之急，可那是多么遥不可及的
事啊。丈夫自从外出打工之后，基
本没回来过几趟，一般只有在过年
时才能回到家团聚。

想到这，周月左手猛地触地，踩
到弹簧一样蹿了起来。大雨在即，
容不得自己迟疑。她三步并作两
步，急急地往村里赶，她要找村里的
姐妹帮忙，将自家的麦子抢收回来，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半垧地的麦子
就这么泡汤了。

村子里并不平静，大家听了李
凤的喊话，都在火急火燎地忙碌着。

场院里，弥漫着暖暖的麦香。
收回麦子的，都在忙着翻晒，地上满
是金黄的麦粒，被蹚成一垄一垄的，
活像如诗如画的梯田；凉好了的，在
忙着灌袋，等待适时归仓。虽然一
个个白色的塑料袋装得都不太满，
但东倒西歪地摆放着，倒凸显了收
获的欣喜。

周月来不及欣赏这些生产生活的
美好图景，她的心里只有自己的麦子，
是啊，要是不能赶在下雨之前收回麦
子，那这一年的功夫就都白搭了。

跑了东家跑西家，周月见家家都
在忙碌，也不好意思开口。等她来到
李凤家时，已是下午。可当她反复敲
了几次门，接连喊了好几嗓子，竟然始
终没人应声。到最后，惊动了西院的
陈嫂，陈嫂说，李凤家的麦子也没收

呢，这不听说要下暴雨，大中午就跑出
去，到别的村找收割机回来抢收。

周月一时傻眼了，连村子里最
乐于助人的李凤都指望不上，那别
人就更不用提了，看来自己这半垧
地麦子铁定泡汤了。

求助无望，周月一时心灰意冷。
周月垂头丧气地赶回家，径直

来到场院里，一头躺在了打麦场上，
回想起丈夫在家务农的那些日子，
思潮翻滚，不禁泪流满面。

周月躺在地上，不一会儿就睡
着了。她梦见自己的丈夫回来了，
一回到家就去地里收麦，把家里的
活都扛起来，一件也不让她沾手，她
每日清闲自在，悠哉游哉。

睡着，睡着，周月猛然被一阵
“突突”的马达声惊醒，她坐起来，使
劲揉了揉眼睛，睁眼一看，发现一辆

“小四轮”拉了车麦子，已经驶进她
家场院。

周月不明就里，站起身用探寻
的目光向来人张望。只见“小四轮”
上下来个女人，正是自己没敢去找
的王嫂。

上几天，周月刚刚因为王嫂家
小鸡偷吃麦子的事，闹了个半红脸，
所以，周月去搬救兵，走到最后一户
王嫂家院门口却退缩了。

还没等周月和王嫂搭话，另一
辆“小四轮”也风驰电掣到了，跳下
车的正是李凤。她爽朗地笑着说，
你家的麦子都收回来了，请查收吧！

周月望着李凤，又望了望王嫂，
一时瞠目结舌。

李凤见周月望着王嫂发愣，接
着说，虽然大雨将至，大家都在忙，
但每年你都帮着大家收麦，今年你
又撵鸡崴了脚，王嫂就找到我，发动
大家帮你抢收麦子……

听了李凤的话，周月顿时泪如
雨下。

暖暖的麦香

□北川

家乡密林薄雾、农舍田畴的景
象，常常萦绕盘桓于我的脑际深处。

村落中的绿野平畴、树木连根，
喻示村外还有村庄，人家连接着人
家。儿时居住的小村，在土默川平
原，有着茂密的树林，每到春天，柳树
舒展开了黄绿嫩叶的枝条，在春风中
轻柔地拂动。夹在柳树中间的桃树
也开出了鲜艳的花朵。

我和小伙伴经常穿过这片密林，
到有着 400 多年历史的毛岱村。毛
岱，即蒙古语“毛都太”，意为“有树的
地方”。数百年来，汉族、蒙古族等民
族在此放牧耕种、繁衍生息。清代这
里为官渡，在敕勒川博物馆，几张珍
贵的黑白照片，记录了清代毛岱官渡
车水马龙、驼铃声声的繁华景象。

走过那片树林，看“夹路离离禾
黍稠”的农田，寻清康熙帝西征钦封
的 官 渡 ，走 黄 河 南 移 留 下 的 故 道
……这座古韵悠长的村落，积淀了
厚重的历史文化，见证了各民族融
合发展。

在树木矮下去的地方，是广阔的
浓密的灌木丛。记得夏日灌木丛里
树叶如翡翠般亮绿，绿叶间闪烁着如
火一般通透的光泽。这里常有野兔、
黄鼬等动物出没。

几十年过去了，我曾生活的小村
及留存在我脑海之中的村落早已不

复存在，但是那片灌木丛，总是走不
出我的脑海。

在我15岁的时候，一个叔伯兄弟
娶媳妇。我和两个哥哥赶骡子车到
黄河岸边接亲戚。北方五月份的天
气真是琢磨不透，晌午出村的时候还
是艳阳高照，风清云淡，但经过大片
的灌木丛时，天色突然变暗，拉车的
骡子四蹄狂奔。一会儿，车辙压出两
道十分清晰的痕迹。“呀！下雪了。”
哥哥突然惊叫起来。五月天，土默川
平原飘起雪花，非常罕见。瞬间，雪
成为灌木丛中的主色调，那漫天飞舞
的雪花，轻如薄纱，美如玉蝶，洋洋洒
洒，带着爱，飘过树林，飘向黄河。我
们被这初夏的“冬景”震撼住了。望
着随飘雪舞动着的树梢，感受着它的
灵动和隽永。

骡子车驶出这片灌木丛，临近沙
丘的边际，随风灌入鼻中的气息是再
熟悉不过的村庄的炊烟。夕阳西下，
炊烟袅袅，老屋墙根，草垛静穆，树枝
摇曳，泥土飘香，羊儿悠闲……车辙
痕迹已无影无踪，此时，骡子车离黄
河岸边愈来愈近了。

十几年过去了，小村的轮廓不再
清晰，村庄的那片树林和灌木丛永远
留存记忆中。

家乡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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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城

青春是党旗的一抹色彩
血液里奔涌着湍急的豪迈
在祖国的山水之间
时刻准备着，用生命捍卫
镌刻在高高飘扬的旗帜上的红色

使命
党旗下
舍己为民、公正廉明、脚踏实地、

求真务实

我们的党领导人民，亲手撕碎一
个漫长的寒冬

用至高无上的信仰编织遍地花开
的春天

人民至上，是中国
用鲜血与火焰锻造的一枚方方正

正的印章

奋斗的身影，刻在百姓的心底
一笔一划书写的辽阔
中国这艘红色巨轮扬帆起航
正在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

遍地开花

□谭生

露珠在草尖醒来
大海如镜
蓝天如镜
一轮红日
在地平线上醒来
光芒万丈
映照万物
每颗露珠
都有千万反射
每一种力量
由点滴汇集
那种种神奇
不可言喻
米粒之珠
也含光华
草叶铺展原野
水滴汇成大海
露珠般的光
心脏般闪耀
生命内部
释放而出的
千万道温润之光
凝聚成夺目朝阳

阳光万丈

□任忠生

十月革命，炮声震动，唤醒沉睡，马
列主义引领前进。开创报刊，教育民
众。中国共产党诞生，带领中国人民，
浴血奋战，百折不挠。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开往井冈山
安营。长征胜利，三大战役全胜反攻，
突破长江封锁线。庆胜利、全歼蒋家
军，捷报北京。

红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