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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生

路不宽阔，却起承转合，疏密有致；屋不高敞，
却市声鼎沸，人语相闻。窄窄的街面，泛着灯光，
淡淡的烟火气，有着人世间迷人的朴素与繁华。

不论身处大城，还是在小地方，我们都有可能
与一条窄街迎面相遇，或繁华，或安静，或繁华与
安静，各占一半，就像一个人性格的两面。

窄街，聚人气，透露一个地方的本性与率真，
气质和风情。

一位作家游欧洲时，情迷于西班牙老城塞维
利亚古老的窄街。在他的眼里，那些建筑几百年
未曾改变，“甚至是与塞万提斯、博马舍、拜伦、梅
里美见到的没有太大差别。”一圈一圈的街巷，纵
横交错，一脚进去，半天转不出来。但就是在这样
的地方，一排小桌沿街排列，桌子旁边，座无虚席，
行人须侧身才能通过。

如果说宽阔大马路，是一座城市的通衢，那
么，窄街是这个地方的内里与家常，沉淀的是人文
底蕴。

去陌生的城市，我喜欢到那些说不出名字的
窄街走走，在不紧不慢，静中有动的街道上，感受
一座城市的魅力。

我去一座大城，逛接地气的热闹夜市，几条纵
横的小街，交错在一个老旧住宅区中间。夜幕降
临，狭窄的道路两旁搭起了许多小摊位，整条街上
回荡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还价声。从街道两旁
略显陈旧的居民楼中多少能看出一些岁月的痕
迹、市井特有的气息，杂乱而不失秩序。

行走窄街，犹如观摩一场露天老电影。澳门
的石板街路面和小碎花岗岩人行道泛着幽幽光
泽，让人想起旧年光景。小巷窄到只有单向车道，
越往山上走，视野逐渐开阔。观察澳门当地人的
生活，深入老社区，地上铺石，凹凸不平，便能发现
这座城市原生态的风貌。20年前，我第一次到澳
门，夜晚走在灯火通明的弯曲窄街，刻意放慢脚
步，打量这富有人情味和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

窄街有小酒馆和书店，行人可以踱到一家挨
着一家的路边小店里闲逛，老板会很热情地跟你
套近乎，理发店里玻镜明亮闪烁，水果店里橘红柚
黄，光泽动人……嘈杂的市声在暮色中渐渐远播。

那些令人垂涎的特色美食，常隐逸在窄街深
巷的某处路边，毫不起眼。

我所在的城，麻辣烫是流行的民间美食。十
几家小馆子，扎堆在一条窄街上，每天有众多的食
客跑来打卡，从上午 11 点到次日 1 点，络绎不
绝。有家小馆的蛋炒饭很有特色，老板挥舞着两
把锅铲不停翻炒，不一会，一盘香味四溢的蛋炒饭
端到你面前——这条狭窄街巷，成了本地人的深

夜食堂。只可惜，这条窄街，后来被拆了。
一位诗人说，窄街上留有行吟诗人的足迹，这

里是市井生活的一部分，民间文化在此汇聚与表
达，演绎着温情，倘若这些不复存在，传统公共空
间也就若有所失。

河街并行，人家尽枕河。我访西塘古镇，它安
详静谧，古雅而淡然，水声让心的浮躁得以平和。
循着那一条水边的街道，瓦棚廊沿，人在雨天也不
至于淋湿衣衫，临河吊脚楼的灯影倒映水面，影影
绰绰，窄街陌巷，光影印记，岁月静好。

水街若梦，天街有境。泰山天街，南天门向东
到碧霞祠一段街道，商铺林立，亦市亦街，形成了
特有的风俗。1961年，翻译家李健吾登泰山留宿
天街，记下了当时的客房情形，“地方宽敞的摆着
茶几，地方窄小的只有炕几，后墙紧贴着峥嵘的山
石，前脸正对着万丈深渊。”

皖南齐云山也有一条神奇的天上街市——月
华天街，新安江上游的横江流经山下，一年四季迷
蒙水汽，形成云雾，徽派建筑的粉壁、黛瓦、马头
墙，隐约在云海之中。

岫岩生白云，窄街出繁华。天青色里，我想在中
国那几条比较有名的狭街等那些心灵相通的朋友。

苏州七里山塘，小桥流水，街窄蜿蜒。我想在
那古石桥边倚棹等候，看岸上那些古色古香的店
招在杨柳风中飘摇，听小楼临街窗口，两个姑苏女
子的吴侬软语，惊是遇见《浮生六记》里的芸娘。

重庆磁器口，适宜约人喝酒。街巷两旁大多
是明清风格的建筑，店铺林立。一条石板窄街，伸
展、连结，承受几多沧桑。古镇红尘客栈，酒旗招
展，灯火闪烁。一位家住山城的友人对我说，你若
来，我请你到三峡喝酒。我对友人说，还是去磁器
口吧，那地方窄街紧凑，烟火味浓郁。

有时候，我会想起古代的那些老街道，偶尔想
去《清明上河图》里的窄街散步。汴京上河岸边的
老街道，是一个人怀古，或者在诗意的情境中会见
老朋友的地方。闲坐檐下，看那些穿着朴素衣裳
的行人，他们在为一些琐事而忙；路口转弯的街
角，会有两个久未见面的朋友邂逅，他们在6月的
栀子香风中，或12月的鹅毛大雪里，抱拳施礼，背
景一片唯美。

窄街有静美，亦有大美，路不宽，却贯通远近，
看得见繁华，望得见朴实，最重要的是氤氲着一个
地方的盈盈人气。

人生的许多美好故事，在窄街相逢，又在一个
不太宽阔的街道相别。

岫岩生白云，窄街出繁华

□巴·那顺乌日图

在层峦叠嶂的阴山脚下，滔滔东流的黄河
之滨，矗立着一座“世界稀土之都”，这便是
稀土之光闪耀的城市——包头。

包头历史悠久，已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址
证明，早在五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聚居。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曾有荤粥、楼烦、匈
奴、鲜卑、羌、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在这里
繁衍生息。这块土地，孕育了许多勇于开拓
的马背民族。

今天，当我贴近包头时，感觉到那一群群
剽悍的骏马，似是穿过历史的长河在奔腾，它
那雄壮的飞翔之姿，让我震憾不已。

今天，当我走进包头时，感受到了它的
不可思议。在世人的印象中，包头不是远去
的包头，而是当代的包头、崭新的包头。我
们惊奇地发现，稀土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发
展势头强劲，包头稀土之光照亮中国和世
界，也引来了世人的瞩目和惊叹。

可以说，世界的稀土在中国，中国的稀土
在包头。得天独厚的稀土资源就出自包头的白
云鄂博。

2019年初，我拜访了北方稀土集团。在
他们编撰的 《北方稀土志》 中记载，在白云
鄂博蕴藏着地球上最珍奇的宝藏，孕育着世
界罕见的超大规模铁、稀土、铌的综合性矿
床。这里已发现183种矿物、71种元素，铁
矿石储量约14亿吨，铌储量660吨，居中国
之首、世界第二；稀土储量约 1亿吨 （重稀
土储量占 2%），占世界已探明稀土储量的
38%，储量居世界第一！

自2015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一批
知名的稀土专家历经4年探测白云鄂博矿床，
又新发现能够与中国南方中重稀土储量比肩的
中重稀土矿。

稀土元素是钪、钇、镧、铈、镨、钕、
钷、钐、铕、钆、铽、镝、钬、铒、铥、镱、
镥等 17 种元素的统称。稀土元素因其独特
的电子层结构及相关特征，具有十分丰富
的光、电、磁、催化等功能。稀土元素是
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信
息、生物、军工以及其他尖端科技领域和
国民经济各领域 40 多个行业的重要基础材
料和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更是影响未来
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元素
之一。它主要用于提高产品的性能和质
量，有催化剂和润滑剂的功能。稀土应用
领域非常广泛，可以说，它的作用无处不
在，尤其是在军事上，作用异常显著。它
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有关资料显示，当今
世界每 5项发明专利中便有 1项是与稀土有
关，全世界依赖稀土资源的产业，其总价
值高达4.6万亿美元。

稀土元素不仅有“工业维生素”“工业黄
金”“新材料之母”“万能之土”等金灿灿的名
称，而且在科研人员的手中，能演绎出七十二
番变化，让人目不暇接。当包头稀土人发现它
的诸多用途，为此感到新奇、欢欣鼓舞的同
时，还对它至今未被发现的更多奇妙用途产生
浓厚兴趣和无限的遐想，并下定决心开掘它的
新用途，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开辟空间，造福人
类。

稀土在有色金属、机械制造、石油化
工、玻璃、陶瓷和农林牧业等传统产业方面
用途广泛，其用量虽小，效果却很显著，可
产生巨大的辐射效益。包头稀土研究院的研
究显示，钢碰到稀土它的耐磨性、耐腐蚀性
就成倍提升。每吨钢水中只需加入 50 克稀
土就可以使特钢低温冲击韧性提升一倍以
上。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孵化的中
科陶瓷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世界首创五颜六
色的稀土釉陶瓷，具有奇特的抗菌、环保功
能，被定义为世界级陶瓷。

在军事上，稀土的作用不可估量，目前
几乎所有高科技武器都有稀土的身影，且稀
土材料常常位于高科技武器的核心部位。凡
是我们能想到的高科技装备，例如激光武
器、电磁武器、卫星、雷达、隐身战机等军
事装备的材料和设备，都离不开稀土。比如
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F35隐身
战机 （第五代战机），凭借稀土独特的功
能，使其具备较高的隐身设计、先进的电子
系统以及一定的超音速巡航能力。其主要用
于前线支援、目标轰炸、防空截击等多种任
务。据 《环球网》 报道显示，该公司制造一
架隐身战机就需要400多公斤稀土成品，建
造一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也需要很多稀
土。自 2018 年以后，美国就出现了严重的
稀土短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警告美国当
局，若无法提供足够的稀土，在库存稀土使
用完以后，将不得不减产 F35 战机的制造，
而“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更是面临停产的风
险。

在工业上，稀土在荧光、磁性、激光、
光纤通信、贮氢能源、超导、节能环保、
高铁、5G、芯片、信息化装备等材料领域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想用其他金属替代
它，除非有极其高超的技术，但目前基本
做不到。据了解，2019 年在沙特阿拉伯半
岛红海岸上，总投资 5.3 亿美元建造的 9 座
海水淡化项目正如火如荼地施工。这项工
程建成后，这里的私营淡化水产量可提升 3
倍。包钢接受生产 6.5 万吨稀土管线钢的订
单，要将这些稀土管线钢用于这项海水淡
化项目工程。

在生活中，人们到处能看到稀土的身
影。制造变频节能空调、空气净化器、扫地
机器人、吸尘器等诸多常用电器，都需要用
稀土元器件；汽车、手机、电脑、照相机、
打印机等门类众多的高端电子产品是稀土应
用的集大成者；未来绿色环保的绘画颜料、
化妆品等也会用到稀土元素。稀土还是汽车
关键零部件的法宝，它对汽车身钢材、齿

轮、轮毂、轴承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丰
田普锐斯混合动力汽车的制造需要稀土元素
钕的参与。有关资料显示，截至 2020 年
底，我国纯电动汽车保有量已达 400 万辆。
纯电动汽车的电机就等于传统汽车的发动
机，是汽车的心脏。而电池则等于汽油，是
汽车的血液。如果要制作纯电动汽车的电机
和电池，那么稀土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据公
安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汽车保有
量达 2.6 亿辆。为了治理燃油汽车尾气，打
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包钢北方稀土 （集
团），承担了“铈锆固溶体项目”，与天津工
业大学牵手，进行联合攻关。其利用稀土氧
化物铈的有效功能，将汽车尾气里的有害气
体通过化学反应转变为无害的二氧化碳、水
和氮气。这项新技术的成功开发，打破了国
外垄断。

自新中国的阳光普照内蒙古的那天起，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包头稀土人弘扬

“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
休”的蒙古马精神，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
步，满怀豪情地踏上新征程。从此，包头稀
土之光一直呈冉冉升起之势，与其地缘战略
雄心密切相连，为中国和全世界稀土产业发
展和人类的进步带来了一片光明。

在奔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中，一些重要历史
时刻因其影响深远而被永远铭记。1978年，
诗人艾青写下《光的赞歌》。“让我们的日子，
都像飞轮似的旋转起来，让我们的生命发出最
大的能量。”改革开放如同久旱的大地等来甘
霖，也如同春雷唤醒大地。包头展开双臂，拥
抱当下、拥抱改革开放的春风，上下求索，不
断开拓，转变发展方式，不断加快稀土科技和
产业的创新发展。

2012年 8月 9日，我有幸参加了第四届
中国·包头稀土产业 （国际） 论坛，目睹了
在此论坛上包头市被中国稀土行业协会正式
名命为“稀土之都”的美好时刻。我多次凝
望包头的背影，包头稀土业一直在奔腾向
前，不曾有停留。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包头市又提出创建“世界稀土之都”的宏伟
愿景，向世界传递出包头能够以更高的质
量、更高的水平实现稀土技术创新和产业转
型发展的信心。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亲
切关怀下，包头人用意志、力量和智慧创建
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型“世界稀土之都”，
包头稀土创新转型发展事业已成为前无古
人，后有来者的伟大事业。这是一茬茬，一
代代矢志不渝、生生不息的稀土人弘扬蒙古
马精神，艰苦创业，拼搏进取，接力奋进的
事业。

如今，世界稀土产业中心由欧美及日本等
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转移到包头，这加快了
他们引领稀土核心技术的步伐。包头稀土人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从崛起到辉煌，让今天
的“世界稀土之都”独具魅力。历史已见证，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包头稀土业策马扬鞭、
勇往直前的锵锵步履。

时光的脚步跨进2021年，这一年是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是一个吉祥而激
荡人心的年份。

这一年，对包头稀土人来说是经受严峻挑
战的年份，又是岁物丰成的年份。

这一年，包头市全面贯彻党中央各项方针
政策，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展理念，精准落实疫情防控和稀土产业复工复
产的各项举措，奋力实现了稀土高端应用产品
不断走向五湖四海，使稀土产品夺目的光芒处
处闪耀。

这一年，包头人重塑稀土世界，稀土科技
和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力上升至崭新的高度。

如今，包头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稀
土创新体系和高科技产业体系，逐步肩负
起国家发展稀土产业的重任。包头正在实
施近 100 个稀土产业关键技术开发、中试
及产业化项目，在航天航空、稀土磁制
冷、稀土永磁电机、稀土储氢电池、纳米
稀土基颜料、节能环保等领域，形成了一
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应用产品。包
头市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研发的世
界首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驰影 A30 磁
共振诊疗车，中国科学院稀土研发中心张
洪杰院士团队研发的世界首套稀土环保着
色剂，包头中科智能公司研发的精密伺服
电机，中国科学院院士李依依和包钢稀土
专家共同研制出的我国首创高端钢，由包
钢“稀土高强钢”加工而成的、重量 42 吨
的螺旋焊管，包刚研制的汽车用稀土钢
板，第二、三代稀土钢轨，包头稀土研究
院为运送“神舟”“嫦娥一号”“嫦娥二
号”“天宫一号”而提供的钐钴永磁辐射
环等钐钴永磁材料和永磁器件以及磁制伸
缩材料、磁制冷试样机，上海交通大学包
头材料研究院稀土高纯氧化铝等为国家经
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人类的进步和
幸福作出了贡献。这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稀土高端产品闪耀着灿烂的光芒，那就
是包头稀土人改变稀土行业史的劳动和智
慧所折射出的光芒，任时光的淘洗和打
磨，也不会让它褪色。这种光芒，催人奋
进，也励人前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类即将跨进
2022年。这是迎来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召开的
吉祥而激荡人心的年份。稀土人将站在历史的
新起点，放眼未来，期待创造包头更加美好的
明天，期待包头稀土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实力
大幅跃升，期待稀土放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
芒，光耀中国，光耀世界！

稀土之光闪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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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媚

我的故乡在西北，这里的人们勤劳、智慧、朴
实。每当冬季来临，地里的庄稼光了，树上的叶子
落了，忙了大半年的庄稼人这时就很少出门，名曰

“猫冬”。以前在故乡家家都有土炕，大多数人家
的屋子进门就是炕，炕上铺着炕席，席上面才是褥
子和床单。窗外天寒地冻，飘着雪花，一家人围坐
在热土炕上，大人聊家常，小孩子们嬉闹，土炕不
仅是乡情的承载，更是潜藏在我们这一代人心底
永远的温暖。

我家的土炕与炉灶隔着一扇墙壁，父亲说其
实它们内部是连着的，这边点火做饭，那边的炕就
暖了。土炕是父亲亲手做的，家里的炉灶也是他
用土坯垒成的，这是需要一点技巧的，听说并不是
所有人都会做，即使会做，也没有父亲做得那么出
色，所以童年的我一直非常崇拜父亲。冬天家里
除日常做饭烧水烙馍要用少量储藏的麦糠外，剩
余麦糠主要供冬季煨炕用。细碎的麦糠塞进炕洞
里火力旺，燃烧时间长。北方的冬季漫长，比起麦
草、玉米秆、秸秆来，麦糠是土炕最好的取暖材料
了。

故乡的炕比现在家私城的大床还要大，炕边
装上非常好的木板，坐着舒服。炕头摆着炕桌，上
面摞着几床厚实的棉被。透过炕墙上方的玻璃
窗，我可以看见寒风中院子里的梅花傲然开放，也
可以看见院子里的几条土狗在雪地玩闹。经常也
有这样的情形，蜷缩在火盆旁的猫会突然调皮地

跳上土炕，盘腿坐在炕上做针线活的母亲就顺手
操起鸡毛掸子驱赶，猫“喵呜”一声窜到屋外，这些
难忘的童年画面一直印在我的心中。

那时的冬天，我一放学回家母亲就让我上炕，
用棉被给我盖住脚以防脚被冻坏。然后母亲把菜
端到炕桌上，招呼一家人吃饭。童年的物质生活
比较匮乏，炕桌上少有鱼、肉，大多是萝卜、白菜，
不过母亲也会时常从炕洞里摸出几个烤得香喷喷
的红薯来，着实让我一阵惊喜。

后来我长大了，喜欢上读书，最爱在冬夜趴在
热炕头上看小说。北风在院子里呼啸，窗户纸瑟
瑟发抖，窗外一片漆黑，当整个世界渐渐沉入梦
乡，对我而言这正是看书的好时光。那些年里我
在土炕上读了不少小说，《林海雪原》《围城》《老人
与海》《飘》《射雕英雄传》……

母亲与烛光是土炕上最温暖的风景。母亲
说，女人四十要戴花，否则四十以后就会眼花。说
这话的时候，母亲还年轻。我要母亲讲她和父亲
的爱情故事，母亲说不会讲。我要母亲唱歌，母亲
就轻轻地哼唱。母亲没上过学，歌曲也是很土的
那种，我经常在母亲的哼唱中进入温柔的梦乡。

如今我在繁华的都市已经生活多年，住进了
高楼，睡上了席梦思，用上了地暖，可梁园虽好终
非吾乡，故乡温暖的土炕常常如约来到我的梦中，
永远羁绊着我这个农家子弟的心。

故乡的土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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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

风，挟着呼麦的情怀
吹过来
心灵，任凭放牧草原
洁白的羊群
悠闲如云朵
飘浮在草原上
把自己放逐

追梦人，惊扰了
牛儿的专注
把目光投向
欢欣的斑斓——
那些游浮的身影

一墩墩草捆
整齐地码在黄绿中
向长生天展示自己
静静地
等待主人
再一次放牧

骆驼在想什么

高耸的峰
挺立向天
载满了梦想
高昂的头
静穆着
贮满了景仰

从戈壁到草原
你步履未歇
哪里有你的世界
哪里是你的道场
你寻找着答案，也寻找着自己

不疾不徐
沉稳有力
从不后退
始终在默默地
丈量大地

冬日的故乡

□桑塬

迷路的野兔
在柠条埂上跳跃而过
用眼睛丈量着熟悉和陌生
冬日的阳光
重重地砸向土塬
给古老的黄土鎏上了一层金色
天空湛蓝得像童年的时光
低矮的瓦房
从晨曦的阳光中醒来
一缕缕炊烟
返回灶台
熏黄了母亲烙的土豆馅盒子
风，开始无意志地生长
把我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穿过山梁后便一头醉倒在了甜树湾
鼾声如雷处
我依稀又听到了父亲沙哑的嗓音
抵近凝望
老榆树的干枝上还托举着一枚鸟巢
一只麻雀惊恐地飞向天空
叶子哗啦啦掉了下来
一片、两片、三片……
数着数着
一场雪就纷纷落下
数着数着
就将一片片寒意数给了我
我想，这个冬天
我的世界至少有一半
将天然地失去

怀揣雪花

□路雨

怀揣雪花
就嗅到了梅花的清香
仿佛闻见了春天的气息
仿佛看见了葱茏的麦苗
生命的想象铺展开来

怀揣雪花
诗意地行走
在我的视觉里
大地上所有的事物
都那么美好

怀揣雪花
冬天不再寒冷
通透的内心
已被纯净的阳光照亮
烈火升腾

怀揣雪花
就像怀揣着故乡
心中装满了期待
也许我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

放牧心灵（外一首）

山林冬韵。 李昊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