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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拉泰

近日，年过九旬的胡日查老先生走了。
老人家虽年事已高却一直精神矍铄，毫无老态

龙钟之感。在内蒙古文学艺术界 2020 年迎春联谊
会上，胡日查老师见到我，立刻拉住我坐下，问我的
创作生活等细碎情况，慈祥的目光温暖的话语让我
心生暖流，十分感动。

与胡日查老师属忘年之交，亦是君子之交，而
对这位长者的崇敬却是根深蒂固。此刻，先生的音
容再一次浮现在眼前⋯⋯

胡日查老师身材并不高大，但我一直在想，对
他，需要仰视。

认识胡日查老师三十年了，并非过从甚密。印
象中居然没有同桌吃过一次饭，似乎也没有过一次
推心置腹的交流。但我感觉很了解他，他那木刻一
样棱角分明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有一种血
脉相连心灵相通的感觉。

都说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话很有几分道
理。胡日查的目光是干净的，像一汪泉水，溢动着
智慧的波纹。

胡日查的表情是独特的，说话时，他总像是在
自言自语，慢条斯理，旁若无人，无需动用面部多余
的肌肉，说话就说话，没有必要惊扰其它器官，谁看
到过他廉价的热情与敷衍的微笑呢？他的笑，很节
俭。他一直在用“心”说话，这，似乎成了他的名片。

细细品味，胡日查的声音更加耐人寻味，像清
凉的钟声或月光下的流水，清澈，自然，金属质。磁
性的声音，格言式的表达，平添了思想的分量与思
维的密度。这与他的职业有关，他的职业是，将一
种语言精华反刍之后再转化生成另一种语言精华，
奉献给读者。

胡日查的故乡是美丽富饶而又神奇的巴林草
原。那里不仅出产鸡血石，更是蒙古族民歌和诗人
作家的摇篮，那是一座艺术的富矿。这座富矿为他
的艺术生命储藏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热能。在战
火纷飞的年代，他走上了红色文艺之路，一走就是六
十年，收获了不菲的人生。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融汇
着他的梦想、跋涉，还有失而复得的光明⋯⋯

他是以职业翻译家自许的。本来，他的职业生
涯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而他偏偏选择了翻译。谁
都知道，翻译是件苦差事。可是时代需要，读者需
要。需要，便成了他一生不舍不悔的追求。

胡日查的翻译精准、传神，意蕴之上还蒸腾着
云霓。“弓是弯的，箭是直的。理是直的，路是弯的，
理直路却弯。”这样的翻译似乎大大超出了谚语本
身。警辟的哲理，严谨的逻辑，加上精粹的语言，当

属于世界。他的翻译呈现出了三种境界，不必说，
译者的思想和睿智已经贯穿其中了。

胡日查一直在坚守着。他坚守的范围已不是
领域，是领地，像当年他当骑兵，一直倚在马背上，
手提着马刀，连多余的短刺都不携带。在翻译这个
阵地上，他矢志不渝，他翻译史诗、民歌、谚语，以及
纳赛和布林贝赫的诗。谁都知道，韵文的译介比创
作本身还要艰难，但他认了，百折不挠。

多产，广度，深度，技巧和蜕变，这是一个大师
必备的素养。胡日查完成了多少？他在一一攻
克。在蜕变中不断完善自我，让缤纷的原作在读者
的视界里变得光华灿烂、炉火纯青。这是读者的幸
运，也是草原文学的幸运。他毕生以翻译推介蒙古
民族的民间文艺、现当代诗文为己任，实在是功不
可没，劳苦功高。

胡日查老师译文集首发座谈会上，大家都很激
动，他本人更加激动，哽咽了两次。几十年间，没见
过胡日查的笑，却领略了他的“哭”。他的“哭”没有
眼泪，也没有抱怨，像是对岁月的反刍，更像是对生
活的感恩。当时，我就坐在胡日查老师的身边，半
尺之遥，不知道该为他鼓掌还是伴他落泪。这个时
刻，我想，屏息静听，让灵魂与灵魂相聚，乃是最好
的选择。结果，大家都这样不约而同地做了。

胡日查老师继续着他的谈话，隐约看到他的眼
角有潮湿的光泽。我猜想，这融化的也许只是他“冰
山”的一角，却显露出他的风骨和冰冻三尺的硬度。

一个人的风度是其内在气质的外泄与散发，思
想和才情如太阳或者月亮闪烁出的光芒，是谁也无
法遮蔽的。我感觉，胡日查老师的气质、风采和内
涵是可以成为世界级表演艺术大师的，包括他的声
音、表情还有形象。不是他选错了行当，是他不会

“演戏”，平生没有过一句“戏言”，诚恳真实，一丝不
苟，一成不变。

胡日查老师走了，悲痛之余难免有些怅然，不
由心生感慨：再睿智的人、再健朗的人，到了一定时
候总要挥手告别的。不过，胡老先生这一世的行走
令人感叹也令人仰视！他以毕生的奋斗践行着一
个文艺战士对党、国家、人民和这片土地的挚爱。
这一辈子他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却有条不紊有声有
色，活得清清白白，走得干干净净，像一行格言，像
一句谚语，更像是一部妙不可言的译著，从一个世
界转换成了另一个世界⋯⋯

意蕴之上蒸腾着云霓

□李宝昌

秋风起来，白云在天上飘过，淡淡的云影投射
在草原上，缓缓地移动。初秋，呼伦贝尔草原如诗
如画，微风卷草浪，花香蝶飞舞，赤橙青蓝紫，韭花
白茫茫。

金色的季节，我回到家乡呼伦贝尔，驱车至新
巴尔虎左旗呼伦湖东岸的甘珠花草原。

车窗外，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成群的牛羊在悠
闲地吃草。在浓浓的云层和悠悠的草原之间，几只
草原鹰展翅飞翔，马群像一团团起伏的云彩飘向茫
茫草原深处。近几年草原上的马多起来了，马群随
处可见，这主要是由于草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对
马的市场需求加大，因而拉动了养马业的发展。另
外，随着牛胚胎移植技术的普及，这些年新巴尔虎
左旗的养牛业也得到迅猛发展。乳用型荷斯坦奶
牛，乳肉兼用型的西门塔尔牛，利木赞型肉牛，再加
上当地的优良品种三河牛，各种乳肉优质品种牛纷
纷落户呼伦贝尔草原。三河牛，是呼伦贝尔特产、全
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呼伦贝尔草原面积大，地势多
丘陵起伏，水源充足，草生繁茂，草质优良，是三河牛
优越的天然牧场，也是育成三河牛主要因素之一。

由于雨量充沛，草原上淖尔星罗棋布，大小深
浅不一。淖尔，蒙古语意为湖泊，也多用于湖泊名
称。在这里，随处可见喝水的牛群、羊群和马群。羊
由于个体小，喝水时都围在岸边，而牛和马喝水时，
则占踞湖中央。远远望去，蓝天白云倒映在湖水中，
周围绿草如茵，花卉点缀其间，马儿奔跑牛羊漫步，
不时有草原鹰掠过⋯⋯宛若一幅浑然天成的图画。

至甘珠花草原时，浓云已散去，碧空如洗，白云
朵朵，风吹草低，百灵鸣唱。呼伦湖，又名达赉湖，
与贝尔湖为姊妹湖，蒙古语意为“海一样的湖”，是
我国第四大淡水湖。湖面吹来阵阵微风，挟带着浓
郁的野韭花香。环顾四周才发现，草原上开满了灰
白色、淡紫色的小花，香味就是从这些小小的花朵
中散发出来的。我们情不自禁地投入这浩瀚的花
海之中，感受大自然的馈赠，呼吸诱人的韭花香。

放眼望去，灰白之色直铺天际，花簇随风摇曳、蜂环
蝶绕。在一片灰白色、淡紫色的野韭菜花中，山丹
花、黄花等点缀其间，红黄灰白紫绿交相辉映，好一
派绚烂多姿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韭菜花在植物学分类中属葱科葱属，是一种调
味品，尤其是吃涮羊肉不可或缺。野韭菜花的蛋白
质、铁和粗纤维含量高，味道清香，营养丰富，人们
食用的历史悠久。

野韭菜花是塞北草原上常见的一种小花，它虽
然没有草原上的芍药、山丹、野山菊、金莲花等花卉
那样艳丽，但它以清香淡雅之态，独领风骚。

午时，我们走进蒙古包，喝着奶茶，吃着蘸有韭
菜花的羊肉，顿感肉香满口。在道别之时，淳朴的牧
人以新采摘的野韭菜花相赠，并授以制作之法。

归途歌声相伴，看着落日余晖中金灿灿的草
原，牛群羊群吃饱喝足，踏上回家的路。一场秋雨
过后，草原上的天空挂起了一道彩虹，天地被洗刷
得清丽透彻，宛若童话世界一般。

待明年韭菜花盛开的季节，我一定会再来。呼
伦贝尔是我的家乡，离开她已十多年了，但对她的眷
恋之情丝毫未减，每年我都要回到这里，以慰乡愁。

车中的歌声不断，车中的野韭花香，醇厚绵长，
而我对家乡的情思更远更长。

草原韭花香

□钱红莉

秋日凌晨的天色，宛如沁了一层水墨，雾气
茫茫，明月高悬。

走在荒坡上，凉风习习，清新如蜜。迎着
风，夜露琳琅。足下遍布鸭跖草、狗尾巴草。置
身荒草丛生之中，触目而望，每一片草叶，都将
露珠抱在自己的心尖尖上。每一滴露珠，似可
映照出天地乾坤。这晨间的璎珞珠玉，一滴滴
晶莹剔透，短暂易逝的美。

大片柳林，无数枝条，静静低垂，一齐笼于
清凉的白雾之中，枝叶间飘逸着似有若无的雾
岚。为了配合秋的来临，木芙蓉三三两两点燃
几朵繁花怒蕊。夹竹桃将花期自春暮一直延伸
至清秋。

秋后的草丛中，再也不闻纺织娘歌声，蟾
蜍、青蛙销声匿迹，徒添了无数蛐蛐的鸣叫。白
鹭不见身影，唯麻雀众多，呼啦啦一片。松鸦也
不见了踪影，长尾喜鹊遁迹而去。沟渠内芦苇
叶子繁盛至极，迎着秋风哗哗作响。香蒲一年
一度，结出无数蒲棒。无数水杉，身姿笔直，针
状叶丛散发出特有的药香气，自初春持续至今，
实在沁人心脾。

荒草凄凄中，无非常见的大蓟、小蓟、夏枯
草、蒺藜、车前子⋯⋯唯芒草，适合远观，一穗穗
笤帚状白花，沐风浴露，静穆如仪。一旦入了
秋，芒花雪一样，茫茫渺渺，总是那么寂寥苍凉，
如若水边琴声，让人起了远意。这远意里，涵容
梦想与未来。

唐 代 齐 己 有 诗 ：“ 宜 阳 南 面 路 ，下 岳 又 经
过。枫叶红遮店，芒花白满坡。猿无山渐薄，雁
众水还多。日落犹前去，诸村牧竖歌。”

秋来，芒花落满山坡，山也薄了，大概是“秋
尽一身轻”的意思了。

抬首望天，晨星依然闪亮。地上的红蓼，结
起一穗一穗花骨朵，沉沉低垂。除了宋徽宗赵
佶画过《红蓼白鹅图》，宋元以来，乏人问津。近
现代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喜欢画红蓼，《红蓼蟋
蟀图》《红蓼蜻蜓》《红蓼蝼蛄》《红蓼彩蝶》⋯⋯
一幅幅，惹人怜爱，满纸乡野气息。后来齐白石
又画《红蓼图》，不见蟋蟀、蜻蜓、蝼蛄、彩蝶，唯
有一株蓼，三两叶子，设了焦墨，黑叶配红花。

看齐白石的画，越到后来，越是一份“物哀”
之美。如闻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开
篇初始，钢琴一声声，如旭日初升，紧随而来的
上百小提琴，徘徊低音区，拉出森林万顷，远古
绿意扑面来，青苔历历间，稚鹿、溪水徐徐眼前。

无论绘画，抑或音乐，人类何尝不在试图一
点点还原自然，呈现自然？唯书写，最为笨拙，
总是不能精准抵达核心地带。那一种自然之

美，只适合在人之心间荡漾。
穿过荒坡、沟渠，我又走到一片菜地去。
有位老人起得早，他正给一垄韭菜浇水，一

瓢一瓢泼去，有爱惜的意思。与老人比邻的篱
笆墙上，爬满一架绿葫芦，点缀伶仃几朵白花。
花叶，皆有茸茸之气。隔老远，似也闻得着清苦
之气。

葫芦、瓠子、牵牛、木槿，一样样夜间开花，
当太阳升起，纷纷将花瓣闭合，这些植物一律都
可被称作“朝颜”的。站在那里，将一架葫芦看
了又看。比如一块平凡顽石，生满青苔，简单原
始，足可捕捉到时间的痕迹。这些平凡简单的
东西，都是美的，何况眼前这一架葫芦？葫芦
花，白得贞静，连晨风都要绕着走。这样的几朵
花，太纯洁了——晨曦遍布，风从遥远的地方
来，仿佛带有溪水的清甜气质，默默陪伴一架葫
芦静静开花。

葫芦开花，也不为别的，就是纯粹开花而已。
一年四季，寒暑不分，我最热爱来菜地徜

徉，似乎找得到内心的秩序。
蕹菜开始了花期，紫的花，白的花，与牵牛

相似。蕹菜也牵藤，你若长时间不掐，它会将枝
枝蔓蔓爬满整个菜地，白色须根深深扎进土
里。芝麻渐黄，顶部依然开了花。秋葵越窜越
高了，秋葵花与棉桃花相若，绢黄色系，似宣纸，
适合在上面画一只小铃铛，风来，脆响。迟豆角
未曾搭架子，所有藤蔓匍匐于地，紫花如眼眸，
一派调皮的娇嗔。大片红薯地，褐黄土质渐干，
被红薯悄悄顶开，裂了许多长口子。

最怡人的，还是一畦畦萝卜苗，刚从土地冒
出，细如缝衣针，紫色禾杆上顶了两片绿叶，让
人忍不住触摸。蹲下来，仔细看，风走在萝卜苗
上面的样子，何等细致，月光一样柔和⋯⋯

这自然中的一切，实在抚慰人。
秋日晴空，高远辽阔，底子上，始终是瓦窑

的淡青，片云也无，四面八荒，空无所有，正应了
一句古诗——“有时空望孤云高”。一个人寂寞
地走着走着，终于遇见一片暖人的菜地，看看稚
嫩的萝卜苗、清扑扑的韭菜，灵魂上漫过大水一
样喜悦。

秋风起，正值扁豆开花，红的花，白的花，紫
的花。花落，结红扁豆、白扁豆、紫扁豆。偶尔，
菜地尽头，伫立三四株茨菇，巨大叶片，宜入
画。茨菇叶与芭蕉叶，绿至幽深之境，宽大而
美，适合点染于宣纸上。

秋色点染

追寻英烈

□崔景录

百年征程，风骤云急。
多少英烈，前赴后继。
我轻轻地叩问，
我苦苦地寻觅。
英烈现在哪里栖身？
茫茫大地告诉我，
他们并未远去；
滔滔江河告诉我，
英烈始终与我们在一起。

君不见，
他们横刀立马驰骋的草原，
而今人畜兴旺，生机勃勃。
昔日苍茫的戈壁荒漠，
已变成了绿洲。
烈士长眠的地方，
松柏参天，四季常青。

他们不忘初心，矢志不渝，
义无反顾，慷慨赴死，
换来今天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英烈有灵，看当今中华腾飞，
看神州大地，山河壮丽。

我们驻足二十一世纪的时间隧道，
仿佛有个遥远的声音萦绕耳际：

“鲜血浸染的五星红旗要高高
擎起，代代传递。”

哦，我听懂了，
这是英烈的殷殷嘱托，
是时代的庄重期许。
朋友们，让我们这些后来人，
在心底许个愿吧：
不辱使命，时刻铭记。

重阳抒怀

□吴晓波

秋柿的灯盏已经点亮
所有的思念顺着一个词赶路
重阳是一壶千年的陈酒
饮醉了一脉相承的华夏

比稻穗更加沉重的是亲情
比月亮更加圆润的是家
团聚的笑声，写出的金色诗句
压弯了母亲登高相望的拐杖

皱纹里还在搁浅一艘童年的船
秋风又开始收割一轮弯弯的新月
一曲不老的方言编写的歌谣
搅动着脚下土地的每一寸细节

思念汹涌，说来就来了
一夜染黄了故乡的山坡
一枚枚秋果挑起明亮灯盏
指引乡下母亲的登高远眺

秋风是一纸绵长的信函
从母亲脚下延长至遥远天边
丰收相庆的诗句早已成熟
自酿米酒的醇香溢出了秋菊唇边

南飞的大雁给思念加了一勺盐
一轮半月挂成母亲眼角清凉的泪
母亲对着苍茫四野像儿时一样
轻轻地喊着乳名：回家

秋牧场

□戈三同

天不动，草也不动。
草色和天色，如两张对峙的脸
表情，不可调和

偶有微风，沿草尖吹来
但牧草密不透风的长势，已经

容不下
它小小的眠床

当一朵云，给远山扣下一顶帽子
那些由嫩绿，转而金黄的身子
在无边的静默中，已完成了修炼

因为一眼望不到边
即使太阳展翼，也显得搂抱不住
大片草香的腰肢

而秋草钐倒后，只需一架轻快
的马车

挣脱虫鸣的斡旋
天和地，就会脸贴脸握手言和

□林子

黄河之畔，秋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
静，眺望悠悠黄河，仿佛看到帆点点、桅幢幢，仿
佛听见车辚辚、马萧萧，橹声、驼铃声，从数百前
穿越而来⋯⋯托克托县河口村位于黄河上中游
分界点、黄河几字弯右上角，曾为水旱码头，繁
盛一时。

河口，蒙古语称为“湖滩和硕”，因古老大黑
河自北向南注入黄河，一水相连，在河口交汇，
形成一个形似鸟嘴的“岬”，故而得名。河口，自
然风光优美，地理位置优越，北望绵绵阴山，南
临滚滚黄河，西傍悠悠黑河，东依青青冈梁。

在河口黄河上中游的分界碑处饱览黄河，
从西而来的黄河在这里冲刷出一段宽阔而平坦
的河床，波涛浪翻而流势舒缓。黄河从河口擦
身而过，东行不远，突然转首南下，地势由高而
低，水流由缓而急，穿越黄土高原，一路奔腾，进
入晋陕大峡谷。

黄河河口段水面开阔，流速缓慢。据介绍，
这段河面宽约 400 米，水深 3 米左右。

先有渡口，后有码头。“河口”之名始于何
时，史无确切记载。而其所在一带作为渡口，则
有一千多年历史。据当地人说，在河口村南的
黄河岸边，曾竖立一块白底红字的木牌，上写

“君子津”三个大字。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但
河口的渡口、码头位置没有改变，因为黄河河口
段西南岸是浩瀚的库布其沙漠，河岸由砂石岩
组成，千百年来，任凭波涛拍打，河水南移甚
少。如果河水泛滥，只能浸没东北岸，而每一次
河水出岸，都使河口所在地逐次淤高。水退后，
山河依旧。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天然码头。

据史料记载，汉代时河口码头已经出现，以
后历经魏晋、隋、唐、辽金、元、明，直至清代，河口
作为水旱码头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黄河上游
宁夏、甘肃、河套的粮油、盐碱等物资和下游晋西
北、河曲、保德等地的煤炭、石材、木料等均运到
河口集散、交易。特别是明末清初旅蒙商道形成
后，晋北地区的物资和归化（今呼和浩特旧城）、
张家口、京津等地的茶叶、丝绸、布匹、杂货等也
汇聚到这里进行交易。河口逐渐成为黄河上中
游重要的贸易河运码头和商品集散地。河口商
贸交易区域辐射范围北至俄罗斯，南达晋陕，东
连京津，西接宁夏、甘肃。

河口在辽金时期已形成货物集散转运地。
至元代，河套地区大量物资通过黄河运到中原
地区，促进了黄河漕运的发展。明朝初期，由于
战事，河口水运一度受到影响，但没有完全中
断。清康熙年间，清廷在河口设立官渡。随着
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农业垦殖的日益扩大，河
口成为黄河水运粮油的重要码头。清嘉庆年
间，清廷在此设盐务管理机构，河口由“村”升
为“镇”，成为塞外重要的盐务口岸。之后从河

口转运的甘草行销全国，出口东南亚、欧美等。
由此聚集了公义昌、荣升昌等一批甘草行，还有
毛皮、木料等土特产品源源不断运往各地，带动
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发展。在近 300 年的历史进
程中，河口成为晋陕蒙沿黄河地区商品经济的
运转地，人口在此大量流动，文化艺术在此交
融，各民族在此融合。这里有黄河、黑河、山冈、
湿地、沙漠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有黄河上中
游分界处的水旱码头和君子津古渡，有隋炀帝
龙舟渡河、清康熙帝凌河起帆等历史故事，有蒙
汉民族共同喜爱的高跷、秧歌、龙灯、旱船等民
俗活动，以及二人台艺术⋯⋯

河口，是黄河上中游的分界点，是万里黄河
的一个重要地理坐标。

接着问题就来了，这里为什么成为黄河上
中游的分界点？虽然我们没找到标准答案，但
有一点是明确的，河口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拐
点。黄河流进内蒙古后，从磴口调头东流，东流
500 多公里，到了河口村。黄河再次拐弯，由北
向南，切割开黄土高原，直奔中原。说到此，又生
出一个问题，黄河为什么在这里拐弯？原因是受
晋北管涔山脉的阻拦，无法东去，加之北有阴山，
北上不成，只好南下。管涔山是吕梁山北麓的延
伸山脉，北达阴山，南承吕梁，西抵黄河东岸，绵
延数百公里，是汾河的主要发源地，也是拱卫汾
河谷地的天然屏障，古称“晋山之祖”。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通常讲万里
黄河万里沙，其实黄河上游有泥沙，但量不是很
大。黄河上游以雄浑壮阔著称，泥沙很少。资
料显示，黄河 70%以上的泥沙都是中游形成
的。黄河上游很长一段流域内，河水清碧秀丽，
浅处清澈见底，深处碧绿如蓝。自从河口村转
向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河水混
浊，泥沙俱下，才成为真正的“黄河”。这些，也
是划分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重要考量。

离开河口村，我们逆流而上，察看了大黑
河。古老的大黑河在呼和浩特城南流过，这几
年地方政府修复河道、护岸绿化，已形成了新的
城市景观带和城市向南发展新空间。大黑河发
源于卓资县境内坝顶村，长 236 公里，在河口村
汇入黄河，因受大青山径流冲积扇影响，流域内
土质黝黑而称大黑河。这是条奇怪的河，黄河
流向由西向东，而大黑河干流则由北东方向流
来，形成了对流格局，被称为逆向支流。

古老黄河有着深厚的情谊，哺育了两岸各
族人民，沟通了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古镇河
口虽小，却是黄河水运、码头历史发展和民族交
流融合的缩影。

古镇河口水相连
——黄河纪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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