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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总有一
些节点，某些词汇，让人莫名激动，
继而热泪盈眶。

当新年的第一缕霞光穿透云层，
一切复归平静，一切得以新生。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先人们用哲学和文艺的形式表
达时间的永恒、生命的律动、大自然
的力量。于是，悠久的历史文化、深
邃的哲学思考、高远的人生意义，便
一代代得以保存、传承。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
时代的号角。古人说：“文者，贯道之
器也。”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
艺的历史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承担
着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回顾文艺走过的路、绽放的花、
结下的果，感念党关怀指引文艺事业
发展的殷殷之情，这一路的风景可谓
壮丽而多姿。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
族强。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
迈，前程远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
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
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
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
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
习近平总书记这些谆谆话语，如

春风拂面，如指路明灯。
《北国风光》拥有这么一批作家，

少长咸集，他们发现美、记录美，引导
人们去欣赏美、创造美；他们弘扬正
道，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他
们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
抒怀。他们反复吟唱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和谐共处的民族大家庭；他
们热情讴歌新时代，他们匠心独具、
精心打磨，为读者捧出一篇篇有筋
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

那些充满着深情、燃烧着激情的
文学作品，镌刻在人们的记忆中，给人
们以温暖、力量和希望。新的一年，我
们与读者一起，期望作家们在这片文
艺园地留下奋进的身影、铿锵的足音。

——编者

这一路，风景壮丽而多姿

□漠耕

葵花，春来破土拱萼，展现
生命初生的鲜艳之光；夏入绿裙
娉婷，舞动花叶生长蓬勃的旋
律；秋至叶老花黄，奉献葵盘成
熟的营养；冬临葵籽飘香，成为
唇齿之间最醇美的郁香。葵花，
护佑着河套的丰稔，托举着百姓
的生活，为天赋神韵的河套大
地，创造了气象万千的勃勃生
机。

万物皆蕴藏着不为人知的
隐缘，生命依赖着其魂魄的支撑
而滋长。当我们在河套平原目
视这金色的葵花，迎着朝阳笑傲
天涯，沐着午日低首心折，衔着
落日含笑起舞，我们解读它，其
生命的魂魄为何？生命的终极
为何？葵魂，乃以生命之爱而铸
就，因心灵鼎新而丰盈。“葵藿倾
太阳，物性固莫夺。”在诗圣杜甫
的眼里，葵魂的本质就是忠贞和
赤诚。葵花向日，追随太阳，倾心
动魄，始终不渝。这真淳的品质，
这深厚的依恋，这刻心的追求，
这高洁的灵魂，让人心仰它生命
至臻之境界，倾听它魂毅轻弹之
衷曲。葵魂曲，亦吟，亦语，亦舞，
亦誓。情致深婉而意蕴绵渺，饱
含生命的哲理和自然的深奥。

葵魂·吟

登临乌拉山，苍苍莽莽的山
线与黄河并辔起伏，黄河水如血
液般输布绿野乡畴，黄河两岸影
影绰绰的葵田叠彩陈韵，其间点
缀着如豆如诗的村舍，静卧如
怡，让人不禁心旷神怡而平生浩
荡之气。

秋来河套，漫野金葵定会染
苍了你的眼眸。置身秋野，一份
廖远的豪迈和秋凉的宁静萦涌
心间。当连天的金葵舞动憨厚
的叶片，秋风有韵律的甩响飒飒
地风锤，你是否感受到生命的蓬
勃与熟稔所蕴藏的感动？当浩
渺的天际游荡着秋鸿的远行的
身影，百鸟迎着秋凉疾飞无踪，
你是否领悟到生命了无行迹后
的苍凉与孤寂？生命对于个人
来说，盈则丰饶繁盛，所有的力
量都在葳蕤成长，生机无处不
在，希望无处不在跃动；衰则萧
瑟苍凉，所有生命都在匿藏行
迹，生机衰落寂寥，了无生气。
而葵花在岁月的荣枯之间生息，
为太阳的深恋，为大地的哺养，
盛放繁荣之美和自然之力。葵
花以爱为吟，以梦为诗，于生命
历程中品尝苦涩与丰盈，苍凉与
荣耀的滋味；也了悟成熟与淡
泊，执着与深恋的生命之美。当
勤劳的农家捧起硕大的葵盘，绽
放喜悦的笑脸，葵花的生命已臻
至境，河套的丰稔满溢着家国盛

誉，你是否会对这庶物的骄子，
心生无比的敬意？

葵因阳光而娇憨，也因葵魂
而深沉。葵魂，昭示着繁荣的勇
力，奔放着梦幻的激情，吸吮着
大地的恩泽，滋长着光明的信
仰。当我们手抚灿烂的葵盘，嗅
着浓郁的葵香，置身于这绿裙娉
婷的葵海之中，能不为这光彩斑
斓的精魂慨然而吟吗？

葵魂·语

当一束光射入灵魂的悸动，
蕴藏在葵心深处最隐匿的情感
被悄然激活，葵花便迎着朝阳欣
然私语。葵花的生命力因阳光
的温照而激越奋发，也因赤诚的
追随而刻骨铭心。那旋转的太
阳，消弭的年轮，沉静的时光，活
跃的生命，随着神经的触感，迎
着丝丝苦痛，在幽秘的心底绽开
绚烂的新花。这花的魂魄，花的
情愫，花的语言，花的灵异，扭结
着，撕扯着，翻飞着，拍打着，用
爱与泪、笑与悲、苦与痴，凝结出
花的心语，随着秋光流逝，秋风
柔 拂 ，向 阳 光 倾 吐 ，被 大 地 掩
藏。葵语，是自然的灵感，是生
命的祝福，是别离的伤感，是成
熟的花语。花，已非花，物，已非
物，情，已深融，恋，已
成语。大开大合，在葵
瓣 飞 扬 的 气 场 中 ，葵
魂，浮动在葵盘的喜怒
哀乐之间，氤氲在飞花

如烟的姿态之中；倾注着爱恨
痴怨，幻化出心音中轻灵的旋
律。

兴，为情所发，意，为灵所
扬。心，为爱开合，魂，为生命
所轻飏。葵花的阳光情态，让
人心仪，让人心醉。河套大地
哺养了这钟灵之物，让它释放
了生命之美和涵养了本色之
魂，守真情而独享孤芳，秉天然
而遂成枯落。繁华落尽，纯净
天然。随性无拘，宁静淡泊。

葵花向日而生，一生追日
矢志不渝。高山无语，深水无
波。素净质朴，宁静致雅，心灵
淡然若水，灵魂自然真淳。在
河套平原，葵花敏感而多姿多
彩的心在自由飘荡和生长，为
自己的生命抒写着精致而华彩
的篇章。

葵魂·舞

采撷阳光的金瓣，涂抹田
野的热恋。牵着岁月的衣袂，
守望阳光的恩泽。你是庶物的
娇子，在盛夏的舞台上，释放着
自己妩媚的心魄。打开娇羞的
葵盘，倾听蜂蝶的吟唱，舞动风
的 叶 片 ，开 出 绿 萼 如 烟 的 绚
烂。深恋，一曲飞舞的天籁，与
山野鸣奏，与山风和吟。是大
地吐哺，孕育这灵秀之花，是朝
阳吐艳，晕染这钟灵之物。披
锦织霞，叶飞如蝶，娇憨私语，
自有情态。深醉，一世情恋噬
骨，与天地盟誓，与生命祈愿，
是牵手共渡，同唱这三生歌绝，
是 心 扉 同 音 ，拨 弹 这 爱 恨 纠
缠。当花瓣旋起漫天金雨，倾
洒这胸中素洁的期盼；当花蕊
播撒出漫天的香气，倾吐这生
命沉淀的心语；当葵叶舞动着
青春的热望，倾倒这岁月的芳
华。葵，用生命的影像，用肺部
的热血与魂毅，用生命的磨砺
与风华，舞动粲然的意象，为你
抒写绝世的恋歌，伴你万世痴
狂！

葵影舞动，眼眸流转，心念
如诵，转瞬入秋。秋色流光，沃
野金黄。金黄是你成熟的镜
框，是你丰稔的图腾。或许，你
的金瓣里藏下了凄凉的忧郁，
你宏大的意象碾进了无序的变
奏；或许，你被秋风抚弄，拨弹
了期艾的琵琶；你被秋露洗漉，
褪尽了稚嫩的青涩。你守护着
秋的成熟，演绎着秋的诗韵。
你看，秋光清雅炫丽，秋水冷冽
深沉。离开你，失落的秋意凋
零，你把幽怨蓄满眼眸，你把哀
伤压进心底；走近你，丰稔的笑

脸绽放，你把火辣的
词语泼洒，你把绝世
的舞姿律动。哦——
这 一 世 的 葳 蕤 与 嬗
变，一世的倾恋与芳

华，都在这秋的丰实与收获中得
到升华。大地为你骄傲，万物为
你起舞。这一场葵魂之舞，如一
场盛大的婚礼，在金色的畅想中，
奏响了高贵的乐章。葵魂是如此
之美，让人深醉而无法自拔。当
旋转带来生命的灵感，舞动闪耀
涅槃的火焰，当心灵回荡着潮水
的奔涌，葵舞牵引着纯美的幻想，
那无限的自由，便成了无上的葵
的信仰。

当星辰日月清澈地兜转于天
地之间，当河流山川无声地退却
于无尘之后，请相信，世间的一切
唯有精神和信仰创造的图腾是永
恒的。这是一场生命的热恋之
舞，是一场爱的宣誓之舞。

葵魂之舞，飞纵与释放灵魂
深处最真切的爱恋，拥抱与抒写
真善美的至臻化境。

葵魂·誓

乡愁，寄寓了葵魂的精髓，
脚印落满了奋斗的花香。

曾记否，一条小径走来了十
五万河套人肩挑锹挖修筑长渠的
浩荡队伍。那年的冬天，在党旗
飘扬的乌加河畔，一位书记发出
铮铮誓言：“挖通总排干，先干起来
再说！”

七十天的攻坚战，七十天的
斗严寒。两百里渠路筑成，十万
家喜泪奔涌！

葵花，在这样的奋斗里昂首
傲物，茁壮成长。

葵花，在这样的誓言里铮铮
挺立，葳蕤蓬勃。

葵花，就在勤劳的人民手里，
朴素地生长，在深情的河套心里，
坚强地生长。

历史留下的铿锵背影，终将
被人民所继承。后来者承接葵
魂，为它的成长和升华呕心沥
血，为它的品质和生命力殚精竭
虑。

画家兰子用她神妙之笔，酣
畅淋漓的笔墨，画了整整一百幅
国画《葵魂》系列，为它的灵魂造
像。当她画到《葵魂·誓》的时候，
她手抖得拿不住画笔。“我完全被
葵花的神韵和灵魂震撼了，也被
河套人民的伟大的奋斗精神深深
震撼了！”

河套是画家兰子的故乡，乡
愁是她画作的主题。

她曾有言，“我要为故乡的灵
魂作画，也要为心中的乡愁留影。”

在她笔下，河套葵花有幽怨，
有泣诉，有欢欣，有斐然；有热烈地
跃动，有静静地盼望，有深深地爱
恋，有苦苦地付出。融情化意，物我
皆从；光影形动，身心合一。画家将
心中的悲喜娇嗔，笑怨伤情，都化入
了葵影舞动之中。博大的气象，酣
醉的笔墨，开阔空灵的画面，河套乡
愁在她笔下浓情演绎，把一切的爱
与恋深深地容纳了进去。

国画《葵魂》系列之一。
郝桂兰 作

□阿古拉泰

2022

2022，大爱之年
温暖的“爱”，正列队向我们走来
像是天鹅曲颈，又如春的
嫩芽，向母亲行礼

新年快乐，祖国快乐
东方巨轮又一次拉响了汽笛
昨日贫困已成身后往事
流窜的“新冠”被牢牢扼住
这一年，飘扬世纪风雨的旗帜如火
我们亮出积攒了多年的笑容
喜泪冲刷山河，沐浴晨曦

2022，芭蕾的脚尖何其轻盈
2022，向世界奏鸣和平舞曲
我们再一次飞身上马
奔向第二个百年驿站
爱的高原上我们比肩而行
分不出你高或者我低

2022，一串天真的问号
问天空，问大地，问四季
问往昔，问未来，问我们自己
追梦路上，还会有多少风多少雨
答案，就在每一个人脚下
所有收成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我们挥汗前行，不遗余力
看吧，雪花漫天飘舞
正化作一滴滴细雨

黄河，我想

黄河，我想
让你重新开始 让你重新
时光一样集聚起晶莹雄浑的呐喊
从一片雪花、一株青草
一滴晨露开始⋯⋯

像一个婴儿，看着你
一天一天长大，我要为你
准备辽阔的原野、干净的远方
森林、牧场、鸟鸣、蓝天
爱、理解和珍重⋯⋯

我要拉着你，在祖国大地上漫步
青海、甘肃、内蒙古⋯⋯
银川、壶口、渤海⋯⋯
我要指给你，咱们家里所有的亲人
汉、蒙、藏、维、回、壮以及
五十六个民族的兄弟姐妹⋯⋯

我要让清风成为你的好友
我要让成排的大雁成为你的风扇
我要让群山成为你的胸肌
我要扯一片天空上的蓝，为你
裁剪一件美丽的袍子

让我拉着你的梦，黄河
让我拉着你的梦在大地上自由飞翔
从西到东，长城内外，让我
把一粒粒饱满的种子
带向远方⋯⋯

我要和你一起歌唱
用琴声、欢乐或者闪电
我要和你一起把春天
送进每一座毡房
我要和你一起点亮满天的星星
甚至，我要和你一起
鲤鱼跳过龙门⋯⋯

再不让沙尘遮住你明澈的眼眸
再不让污水、垃圾、矿渣毒害你
再不让一尾鱼、一棵草、一只小鸟儿
在你的怀抱里，哭泣⋯⋯

黄河，我想
我想把你抱在怀中，让你
在我的胸中汹涌，无论
啼哭或欢笑，无论
深夜还是黎明 我都会
轻轻，轻轻抱着你
让你永远年轻，让绿色
永远伴随着你的
梦和呼吸⋯⋯

黄河啊，我的母亲
这一次，就让我做一回你的
母亲吧，我要小心翼翼
昼夜不舍呵护着你
黄河，我的黄河⋯⋯

冰雪之约

小雪花儿，你这天外来客
哪一阵风儿把你们吹来
飘到中国，落在北京
热热闹闹的大中华，扎着
白雪的围裙，忙得滴溜溜转
像是迎亲，更像是过节
每一张笑脸都是雪中腊梅
跳荡着燃烧的火炬

火药，当然是中国的土产
它绽放喜庆烟花缤纷着团圆欢乐
罗盘，也从这里扬帆启航
载着青瓷出海，迎来了马可·波罗

这里，生出了雪花一样的白纸
用它描摹天下的美景
绚丽多姿的生活

冰雪之约，北京放飞鸽群
请体验雪的纯洁冰的透明清澈
北京，早已敞开了大门
梨花开放，玉洁冰清
在东方，勤劳的太阳起得更早
动身吧，雪花的朋友
五环之爱，将融化所有冰寒
让我们，细细体味北京
体会冰雪之“热”

春天来了

除了茫茫草海
心灵深处被我爱过的事物
变得突然动人

轻摇的马灯
知道我的心事
以一盏炉火的微笑
拨亮生活的温馨

今天的太阳如此和暖
然而，你可知道昨天的夜晚
我们走过多少漫长路程
假如风雪再一次发出质问
我们，会用十万马匹的蹄声
在广袤大地留下誓言

我常常在想
走过茫茫草地的人
才是能够找到春天的人
现在，春天已经来临
我们的脚印 就应该是
雪的灵魂和歌谣之上
不败的花朵

从一朵雪花开始

从一朵雪花开始
春天发来春的信息
所有证书都转过身来
在雪白的背面
留下雪花一样轻盈
而又深刻的足迹

用心盘点过往一年
雪花加厚着每一寸记忆
南湖红船在黎明之前启航
烟雨空濛，雷电一路
火焰升腾起血染的旗帜
船帆在风云中高扬
我们，站在巨轮之上
拥抱人类命运和大海波涛
灯火阑珊之夜
送“神舟”再次升空
迎“晚舟”夜航归来
十四亿胸膛尽情
自由的呼吸

内蒙古，最美何止是绿
天然屏障，石榴紧抱
更有速度追风，蒙古马一日千里
乌金、稀土，“真金”和“白银”
祖国看到零下 45 度之域
地心所迸发出的热力
额济纳，胡杨经霜
满洲里，国门落雪
都在灿烂阳光的照拂下
化作心中的炽暖

从一朵雪花开始
2022，掀开崭新一页
干干净净的蝴蝶从天而落
纤尘不染的天使脚步不停
抱团取暖吧，心融化着
母亲的大地

□刘巧芝

冬月，烩杀猪菜、炸糕、灌血肠、
压粉等在农家轮番上阵。幸福的农
家，总是把喜庆、祥和、富足的生活，
高调渲染与分享。

我眼里的福冬，在静谧的乡村，
在广袤的内蒙古高原，井然有序地
向过年的方向结集。

围 火 炉 ，烩 一 锅 杀 猪 菜 ，让 凛
冽的寒冬顷刻有了暖意，富足的味
道瞬间充盈在胸际。烩上杀猪菜，
和一盆莜面 ，捏几笼莜面窝窝 ，让
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既吃得舒服可
口 又 均 衡 了 营 养 。 四 大 爷 端 一 碗
油汪汪 、鱼红葱绿的杀猪菜 ，豁牙
露齿 ，笑成一朵喇叭花。此时 ，礼
让声 、说笑声 ，犹如一曲农家交响
乐，盘桓在小村上空。云彩似乎也
想融入这人间喜韵，画出一幅美丽
无比的图案。

农家一般都是先炸糕，后烩杀
猪菜。捏好的糕，有的形似月亮，有
的包了豆馅像元宝。油炸后的糕，
外焦里软，唇齿留香，如福冬农家甜
蜜的生活一样。

吃罢杀猪菜、油炸糕，灌肠自然
也引来四周邻里帮忙。猪血放了一
夜，已积淀成坨。找谷秸放入猪血
中，使劲搅开、打散，那坨血才又变
成液态。把提前备好的精肉馅儿、
猪板油粒、荞面、葱姜蒜等一起倒入
猪血中，搅拌均匀后就开始往洗净
的大肠里灌了。

农家院里，灌肠的灌肠，烧火的
烧火，洗涮的洗涮，收拾盘碗的收拾

盘碗，血肠经过两个钟点温火慢蒸，
灶上高高摞起的笼屉冒出醇厚的香
气，街上的路人闻到后直吸鼻子，频
频回头。

压粉条这营生，不是一两个人
的活儿，场面总是那么热闹。压好
的粉条倒入锅中，似白练如银蛇，时
而跳跃，时而翻卷。盖帘上的粉条
如银似雪，一坨一坨。粉条压完后，
热情的农家必备一盆凉拌细粉犒劳
大家。炝了葱花，配以醋、蒜、辣椒、
盐等，一起倒入粉条中，搅拌均匀即
可享用。那筋倒、滑爽的粉条，再与
鲜香麻辣搭在一起，伴着吸吸溜溜
的声音，寒意瞬间无影无踪，盎然的
生机已在欢声笑语中潜滋暗长。

冬天是农家享福的季节。经过
播种锄镂、收割碾打等劳作后，忙碌
了一年的人们开始休养生息，过一
段相对轻松自在的日子。于是就有
了杀猪、炸糕、压粉条的热闹，就有
了串门子 、侃大山 、一熬半夜的习
惯。缕缕青白的炊烟描向天空的画
境 ，与街上闲适的路人 、慵懒的狗
叫、偶尔驰过的汽车以及静默的远
山，绘成一幅福冬的祥和图，悬挂在
北方一隅，辽阔、苍茫、雄浑为背景，
福冬就这样人在画中、画在人中地
契合着，寒暑易节，周而复始。

在福冬的寒冷和舒适中走进农
家，伴着一场又一场纷纷扬扬的大
雪，启动着农家的欢乐与祥和。

福冬

致读者

□王建中

这大地多广阔。我们已行走了很
久，那蓬勃的绿色还将蓬勃，如同世间
的美好，都进入了汉字。那明亮的流
泻还将流泻，充满了历史和时间。那
么美，爱、理想、信仰一次次覆盖。一次
次书写，都改变着审美的维度与空
间。文学，依旧是最庄严的精神景观。

物质的解放，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精
神。物质力量迅速进入生活和内心，文
学艺术敏锐地介入了现实，生活深广的
景致，以不可度量的精神创造，记录下
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动人的力
量。这种力量是现实的主要力量，也是
前进的主要力量。新时期以来，光荣与
梦想一以贯之的举念成为主流，那些倾
注了心血、浸润了地气、弥漫着诗意的
创造，仿佛一只雄鹰，始终翱翔于天
空。神圣的、庄严的叙述与表达层层叠
叠，带来一种新鲜的审美体验和经验。

伟大的一百年的奋斗历程，是人
类历史上最动人的精神激流和篇章，
它前所未有地改变了我们的大地和生
活，也改变了世界。这使中国文学艺
术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中国
文学艺术的丰富景观，正是以中国文
化及中国人民深邃的物质创造和精神
力量，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前进的向上
的中国。这是世界最悠久的一份和谐
力量，它绽放花蕾，正延展开诗意，体
现出中国文化的贡献和价值，和平、发
展、共赢依然是它的母题，它所悉心镌
刻的中国人的笑容，成为现代生存与
发展动人精神的留存。

穿行其间，春秋同天，我们看到了
一个古老民族正经历着的涅槃和美
好。正如一个早晨，我们需要清洁的
空气和鸟鸣，也需要一个明媚的春天
和行为，我们围坐在一起，这些汉语的
诗篇，它滋养我们，也滋养一个个创造
和奇迹。我们领受汉语和现实的美
好，在文化和精神秩序里，成为建构者
和守护者，创造一个绚烂、深情、庄严的
世界，在高远的梦想里，感受浩荡、积
极、坚实的人生，这是中国新时代社会
主义文学艺术带给我们的审美体验。

一份精神的事业，唤起的是灵魂
的共鸣。

一个文学艺术中展现开来的美
好中国，是足以让我们获得幸福感和
归属感的大地。感受到了一脉源远流
长又历久弥新的情韵，如坐春风，身心
俱欢。

向美好致敬

2022，从一朵雪花开始（组诗）

乡土炊烟

惬怀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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