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箱：nmbgfg@163.com

执行主编：范永 责任编辑：阿荣
版式策划：杨慧军 制图：安宁 2022年2月10日 星期四 9/ 北国风光 /

□漠耕

从火热的田野里拾起北方金色的
汗珠

在赤金的霞光和麦穗编织的热土上
内蒙古在腾跃，在拔节，在锐变
耕耘，播种，变革，呵护，收获
欢呼，策马，创造，奋飞，锐进
高亢的蒙古马换新了奔腾的决策
牵动着亿万双勤劳的手臂，甩下金雨
甩下史册里的停滞，甩下两岸猿声
以金色的起跳，飞跃世纪的标高

从年味的窗口里掬起北方红色的
汗珠

在大红灯笼辉映的簇新的道路上
青城、鹿城、宁城、红城……
每座城市都流动着腾跃的韵律
每条街巷都满溢着劲拔的生气
在每层楼的灯火通明的小家里，孩子
老人、妻子、丈夫、兄弟姐妹
用大红的福字热气腾腾地宣告创

造的幸福
用热辣辣嗓子唱出十足的喜悦，年味
氤氲在红色的气象里
年味，化成笑语飞扬的中国红

内蒙古的汗珠，也是白色的
那一条条高过云霄的黄金经纬线
在河流，森林，高山之上撒下白色

的雪被
天云浩荡，白色的雪鹰越过阴山，

越过雪原
越过森林白色的旋律，越过雪一样

的城市和乡村
雪一样的长城和黄河母亲河的蛰

伏与律动

你看吧——
兴安岭上献出了雪赛的飞驰
达里湖冬捕升起了雪白的祭火
锡林郭勒放蹄驰跃腾起了雪白的

热度
鄂尔多斯攒足干劲释放了冰雪的

生机

哦，腾跃的内蒙古，在祖国视线里
你的年味日新月异，你的汗珠多彩

绮丽
释放冰雪的能量，鼓起逐日的勇力

在青春的诗意中放射光芒

展开你宽阔深沉的胸膛
以长城为根脉，在你苍雄的北方
我想用梦想的诗句走笔你广袤的

春野
内蒙古，我穿过古老的河流
在漠河、黑河，额尔古纳河
根河，甘河，黄河、西辽河、古弱水
在每一条最早迎接朝阳升起的古老

的河流
和每一座最早从曙光里醒来的古老

的山峰
之间，一寸一寸地造意，一声一声地

呼唤
一把一把地擦拭你，你的草原，雪

野，马蹄
一句一句的歌唱你，你的澎湃，梦

想，勇力
我抚摸你青翠的轮廓线条在高山上

律动
我倾听你清脆的天籁清音在长空中

游迴
我摘下太阳的诗意，在你的光芒里

擦亮大地
辽阔的内蒙古，在青春的诗意中放

射光芒
光芒——起初我是你额头上一簇

红冠
我站在黑夜与黎明交替的目光里
凝望内蒙古刚毅雪亮的眼神
鼓舞着古铜色的手臂
与天空、森林、河流、鲜花欢笑
舞蹈、耕耘和生长
光芒的道路，与梦想
与燃烧的火炬一起记录
这丰饶的大地上蓬勃雄壮的生机

在年味里腾跃（外一首）

□犁夫

在北方的雪野，柔软的美
丽，涤荡炽热的渴望，信念如铁。

积雪如此任性，那些奔跑着
的思绪，串起一季迷漫，浪漫的
漩涡，顷刻回旋的背影，一次一
次在眼睑里重叠。

美丽的倩影，明明灭灭，在
心里临摹，誊写。

脚下卷起风雪，旋转上升，
特技跳跃。

起跳，高度和距离，延伸了
渴望的触角，在时光的彼岸，斑
驳的阳光，在眼前摇曳。

刺破静谧，在私语拥抱雪
花，飞泻的身姿，流浪在空旷的
岁月。

腾挪，穿梭，辉映，飘洒，刹
那间的永恒，定格在雾霭，一双
羽翼，扇动起沉寂的喜悦。

小鸟的尖叫，在空中掠过，
铺天盖地的目光，聚焦了冰天雪
地，叫醒这个沉睡的季节。

白色的精灵，撑着雪撬，滑
翔，一如雄鹰，遨游。塑造童话
般的世界。

两行闪光辙印，写成冬日的
赞美诗，构筑了魅力四射的攻略。

洁白的雪花，镀亮了视野。
凌空飞跃，闪展腾挪，华丽

的技巧，娴熟的动作，在天地之
间注解。

哦，中国，哦，自由式滑雪。
韩晓鹏在都灵冬奥会空中技巧

夺冠，实现了中国雪上项目的更迭。
杨扬在盐湖城冬奥会女子短

道速滑夺冠，中国实现冬奥会金
牌“零”的突破。

哦，风雪吹打，中国的雪撬，
终于在层峦叠嶂之间，实现历史
性的飞跃。

跳跃，再跳跃，意念起起伏
伏，大幅度旋转的思想，明明灭灭。

喘息的雪撬，放缩着飞雪鲛
龙的欲望，阳刚与阴柔，摇曳和谐。

空中技巧，呼风唤雨。
灵活运用，处变不惊，耐人

寻味和咀嚼。

自由式滑雪
□唐红生

立春位于二十四节气之首，“立，始建
也，春气始而建立也。”自此，春之序曲奏
响，春之序幕拉开。

立春有三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蜇虫
始振，三候鱼陟负冰。所谓东风解冻，是说
立春之后，由偏北风转偏南风，风吹在脸上
有了温暖感。风从东方来，一路向北劲吹，
寒气渐消。在“嘶啦”声中，冰雪开始消融，
大地解冻。

春天总是赞美不尽，而我对春风情有
独钟。春风是信使、是能手、是巧匠，于是
有了“春风吹又生”、有了“春风又绿江南
岸”、有了“二月春风似剪刀”……风和春
立，万物萌发，一派鲜活的景象。

谚语说：“立春一日，百草回芽”。春风
掠过枯黄一冬的草，小草便偷偷探出脑袋，
东张张、西望望，小心谨慎地打量着似曾相
识的世界。春风越过树林，枝丫上不经意
间鼓出了嫩芽，惺忪神态。正如朱自清先
生在《春》中写道：“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
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电影《立春》有句台词：“立春一过，实
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但是风真
的就不一样了。”此时，我喜欢到农村老家
的田野上走走，确实与城里大不同。沐浴
在春风中，空气温润，光线晶莹明亮，蛰伏
一冬的万物正缓缓苏醒。“五九六九，沿河
看柳”。柳树最先感知春的讯息，枝头泛出
绿意，丝丝柳条柔软了许多，在微风中摆动

出婀娜的身姿。麦苗儿撒着欢，盈盈翻起
绿浪。油菜打起精神，抖落了身上尘埃，

“噌噌噌”地开始生长。四周弥漫泥土气
息，似乎能听到种子在生根发芽、感到大地
在萌动。

漫步在清碧的小河边，溪水潺潺。几
只鸭子在河间嬉闹觅食，一个猛子扎下去，
待浮上来时，鼓鼓的嘴巴作吞咽状，想必寻
到了螺蛳。鸭子在水面上扇动翅膀，不时
地发出“嘎嘎嘎”欢快的叫声，或许因为螺
蛳的味道鲜美了，或许因为水温上升后身
体酥痒了。这叫声惹得鸟儿羡慕不已，它
们清了清嗓子，一阵叽叽喳喳，清脆婉转，
比鸭声悦耳动听多了。

天乍暖还寒，春姑娘眉间春色微露，
欲语还羞，只是迈着碎步款款而来。都说
春天是张娃娃脸，说变就变。“东风带雨逐
西风”，风卷着一帘春雨润物无声。细细
密密的雨如织成了一张天网，朦胧了窗
格、朦胧了街巷、朦胧了田野，也诗意了景
致。有时这张娃娃脸变得厉害，“白雪却
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一些地方
还伴有飞雪，点缀在树丛中、瓦楞上，俨然
成为别样的美景。尤其是雪落在梅花上，
相互争春，更为有趣，结果“梅须逊雪三分
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双方打了个平手。
春雪有点散淡和俏皮，面对太阳这张红彤
彤的笑脸，禁不住扑哧扑哧笑起来，蓦地
泪眼汪汪，化为滴滴春水。

立春有迎春、鞭春牛、咬春等风俗。
在我老家，立春又称打春，因为有“鞭打春
牛”，预示农民开始春耕，也是对丰稔的期

许。鞭春牛并不是鞭打真的耕牛，实际上打
的是泥塑牛。记得小时候立春这一天，村
上人聚集到打谷场上，头顶红绸、身挂红花
的泥牛已出现在眼前。队长手执柳条鞭边
打边唱：“迎来芒神，鞭打春牛，一打风调雨
顺，二打五谷丰登……”伴随着鞭炮齐鸣，
众人合力，将泥牛打碎，宋诗《立春》首句

“泥牛鞭散六街尘”写的就是这场景。圈中
的牛似乎听懂了乡亲们的号令，活动活动
身子骨，抖擞精神，哞哞叫唤几声，用积蓄一
冬天的力量，准备犁田耕地。

北京冬奥会的圣火也随立春节气到
来而点燃，运动健儿们在冰雪赛场上一展
身手、尽情跃动。“一起向未来”主题口号
如春风般吹进心田。“更高、更快、更强、更
团结”乘浩荡春风传遍世界各地。精彩、
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使这个春天愈加
绚烂。

立春，春风初柔，春水初生，春草初绿，
用不了多久，桃花红、梨花白、菜花黄，一派
姹紫嫣红好风光。“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
是万物生长、生机勃发的季节，也是埋头努
力、辛勤耕耘的季节。从这个意义上讲，“立
春”更要“春立”。我们要不负春光，立定目
标，立定志向，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风和春立

□边俊杰

琼花时节送金牛，虎啸山林
又一春。

忆昨日，牛气冲天，三牛奋
起，不用扬鞭自奋蹄；看今朝，虎
虎生威，生龙活虎，直挂云帆济
沧海。

沃野绘诗画，乡村展新姿。
走进乡村看小康，美丽农村大变
样;干群奋进，标志着历史变迁
的厚重；同心筑梦，彰显着攻坚
拔寨的执着。

聚焦：乡村振兴，画卷铺展，
绿水青山；喜看：幸福指数，节节
攀升，国泰民安。

一条条乡村道路整洁干净，
一户户农家窗明几净，一座座村
庄多姿多彩，一处处温棚耀眼夺
目。在决胜小康、乡村振兴的主
战场，在党旗引领的推动下，山
乡呈现阡陌纵横、交通成网、鸡
犬相闻的景象。

春风吹来百花盛开，千家万
户张灯结彩。

春节到，祥瑞照，蔚蓝的天
空，托起理想的翅膀；灿烂的霞
光，照亮新的征程；快乐的鸟儿，
畅想美好的生活。

千里山乡，松涛阵阵,牛羊
肥壮;大街小巷，年味浓浓，喜庆
吉祥。

红彤彤的春联耀眼放光，脆
铮铮的麻花油香甜爽，黄灿灿的
油糕热情奔放，红绵绵的海红果

晶莹亮。
红灯笼、红福字、红春联……

满眼的中国红，是中华民族最喜
爱的颜色，是喜庆，是团圆，是丰
收。

寸寸山河梦，昭昭赤子心。
蛟龙入海深洋进，航天英雄宇宙
巡，两个确立聚民心，盛世年华
享太平。

寅虎冲碧霄，天地沐春光。
朝霞一缕照东方，红梅映雪绽芬
芳，猛虎奋蹄齐奋进，一片祥和
岁月康。

红灯起，年味浓。家家户户
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艳艳的灯笼
在春风里飘，充满了喜庆吉祥，
充满了浓浓的新春气象。烛影
摇红焰尚明，这一刻，快乐、幸
福、吉祥、健康、好运、诚信、文
明、忠善、公平、正义……美好的
字眼，一起涌上心头，人人祈盼，
天地吉祥。

天碧星河欲下来，东风吹月
上楼台，玉梅雪柳千家闹，火树
银花十里开。团圆夜，万家灯
火，灿若星河，璀璨的星空，姹紫
嫣红，五彩斑斓。

虎虎生威吉祥年，盛世迎春
福连连，昂首阔步新时代，岁岁
繁花谱新篇。

吉祥年

塞
外

诗
境

□杨勇

往年，一过腊八，住在城郊结合部的
我，便伴着村庄的鞭炮声入眠，那零星缥缈
的声音，一如心底收藏的故乡年味，在梦中
此起彼伏，仿佛是折不断的藤，扯不断的
蔓，甚至连那叶片也脉络清晰起来……

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毕竟是开端，年
味不甚浓烈。一顿腊八粥过后，一日三餐
没多大变化，无大鱼，也没有大肉，饭菜仍
是平常的滋味。直到女孩子穿上新裁的花
衣裳，花枝招展地呼朋引伴，心花怒放地追
来逐去；男孩子兜里揣上零散的小鞭炮，过
处留鸣，亦留痕，红黄的纸屑宛如春花点缀
快乐无边的童年。年才是真的来了。

连年有余

进入腊月，村东的复兴水库开始冬
捕。水库附近的村民，或多或少都要买些
鲤鱼，挑上几条大鲤鱼，冻在仓房，留着做
年夜饭的主角。余下的鱼也只是在招待
客人时，才能端上餐桌，馋猫似的孩子们
也能顺便解解馋。

村民若是错过水库冬捕，只好到供销
社买上几条海鱼，虽说当地人不爱吃、也
不会做，但是，因为年夜饭不能少了“连年
有余”这道菜，只好让它应景了。

大约是我七八岁的光景，腊月廿四五
的一天傍晚，须发结霜的父亲，摘下狗皮
帽子，走到祖父跟前，兴冲冲地说：“爸，买
回一条大鱼。”说着提起网兜让祖父细看，

“嗯，还是红毛鲤鱼。”祖父说着操起炕头
的剪子，“我给收拾收拾。”父亲将鱼放到
菜盆里，端到祖父面前。待我给马添完草
料回来，祖父已经将那条红毛鲤鱼挂在房
梁上了。看着它，我时常咽口水，想象它
余味绕梁、三日不绝的场景。虽说还有三
五天就过年，却是度日如年，望其止饿。
读过三年私塾的祖父，没有错过这个开蒙
启智的机会，绘声绘色地讲完“鲤鱼跃龙
门”的典故，指着房梁悬着的那条红毛鲤
鱼说，跃龙门的就是这种鲤鱼。此后，不
仅看着它嘴馋，脑海里还多了鲤鱼跃龙门
壮观场面。多年以后，我从小山村考入城
市的学校，就被乡亲们喻为鲤鱼跃龙门。

烟火气息

腊月廿三晚上，祖父用高粱秸秆，扎
出灶王爷车马的模样。等到满天星斗，我
怀里抱着“车马”，将其放到院子中央的空
地上，祖父将灶王爷神像放到“车马”上，
用打火机点燃，口中念念有词：“灶王爷，
本姓张。骑着马，挎着枪。上西天，见玉
皇。年年好，月月强。上天言好事，下界
降吉祥。”说完，拜了三拜。祖父回到厨
房，在灶王爷牌位上贴上新的神像，点燃
一柱香，供神的檀香，便和着灶台间的烟
火气息将老屋萦绕。那时，祖孙三代，八
口之家，其乐融融。“老儿子、大孙子，老太
太命根子。”因我是长孙，自然成了祖母的
心头肉，我的碗里也时常偏得祖母夹来的
肥肉。二弟、小弟和小妹，凭着嘴巧的本
事，在祖父的膝头滚来爬去，将二姑为祖
父邮寄的姜糖等物吃去大半。祖父时常
被他们逗得胡须抖动、笑出眼泪，想必含

饴弄孙之乐，莫过
于此。

小年前后，父
亲要进城置办年
货。父亲进城的
前一天晚上，祖父
郑重地将父亲叫

到跟前，从钱包中拿出10元钱，安顿父亲
去农村信用社换些簇新连号的毛票（面值
1元以下的纸币），父亲会意，知道是给孩
子们准备压岁钱。至于置办什么年货，祖
父概不过问，父亲却已是心中谱：买红纸、
年画、毛笔墨水、挂钱，一家人鞋帽衣服，
父亲将各种年货的数量规格记在纸上，以
防疏漏。

父亲置办年货的马车还没进院门，在
屋里竖着耳朵的孩子们一听见大街上车
马喧天，就闻声而动，冲到院里。小弟小
妹前呼后拥地跟随父亲进屋，我与二弟帮
父亲安顿车马。

父亲将怀里的一沓纸币交给祖父，祖
父将其压在炕头的被褥下。我和二弟逐
一将年货搬到炕上，让祖父祖母过目。让
小朋友流口水的糖块，每个孩子能分上一
小把，以慰馋虫。年画最能吸引孩子们的
眼球，看过《连年有余》《花开富贵》，还没
来得及看条屏年画上的小字，母亲已经将
年画卷起来了。我们只好等着大年三十
上午，贴完对联、年画，或翘脚或踩凳子去
看个究竟了。

神奇的年货

那年父亲买回的年货里有个大山里
的稀奇物：像是折叠的旱烟叶。父亲说这
东西是海带。父亲将它放到水缸里，不久
便舒展开来，厚厚的叶片，像是长长的玉
米叶，表面黏糊糊的。此后，家里经常吃
海带炖豆腐。海带长久地在水缸里泡着，
家人喝的开水便有腥味，若是泡茶，更是
难喝。父亲坚持说喝这样的水可以补碘，
能预防当时流行的“克山病”，家人只好照
喝。现在想来，当时，我们一家虽然没有
看到大海，却因为海带，尝到了大海的味
道。让我新奇的是，海带竟然不会死，遇
到水就能活，还能长。它的生命力为啥这
么顽强呢？我摆弄水缸里的海带，百思不
得其解。母亲见状，急忙抽出我的手，嗔
怒道：“这是水缸，你当是啥？”

如今，妻子每每想吃海带炖豆腐，便
纠结起来：泡它太麻烦了。我却欣然领
命，对此大包大揽。她哪里知道，离故乡
数千里的我，会因为海带而涌起那扯不断
的乡愁。

含块糖觉得日子就会甜

除夕前一天晚饭过后，母亲要郑重其
事地焖一大锅玉米饭，留作马的年夜饭。
接神之前，我与二弟将前一天晚上做好的
玉米饭提到马圈。还没打扫干净马槽子，
两匹马就咴咴地叫了起来。年夜饭倒了
半马槽子，马急匆匆地含满一口，便摇头
晃脑地咀嚼起来，甚是满足，我与二弟摸
着马脑门的手有节奏地晃动着。这两匹
马奔走田野，耕耘沃野；翻山越岭，拉车送
肥送粮；翻蹄亮掌，驮着我们在草原林间
撒野。这情感，岂能有一顿玉米饭尝还得
了啊！摸着，摸着，马的唇已经吻上了我
们的脸……

记得，那年，母亲一如往昔地焖了一
大锅玉米饭。此时，没有马圈，也没有槽
头，那两匹马已经远走他乡。因为，那年
我们买了一辆农用四轮车。那年的除夕，
我们举杯祝愿的内容多了一条：愿那两匹
马也能吃上一如往昔的年夜饭。

除夕早饭过后，孩子们屋里屋外地忙
前跑后，为大人递刷上浆糊的春联，从柴
火垛往厨房抱柴火，总不忘忙里偷闲地捎
上几个小鞭炮。一次，竟忘记父亲还在院
门外等我送春联的下联，父亲气呼呼地找
到正在小心燃放鞭炮的我，揪一下我的耳

朵。我回头怒目相视，意思是说：“没看我
干啥呢？别打扰我！”父亲见我不解，指了
一下院门，说：“我让你干啥了？”我一吐舌
头，哧溜跑进屋里，拿出春联，笑吟吟地递
给父亲，转身要跑。父亲接过春联，将我的
棉帽子向前一提，又向下一按，我眼前一
黑，几乎跌倒。坐在炕上的祖父嗔怒道：

“多大了，还没个当爹的样！”祖父向我一抬
手，我便风似地跑到祖父面前，祖父已经剥
了糖纸，糖块连同他的双指被我噙在嘴
里。儿时，含块糖都觉得日子就会甜呢。

若是拿糖块与燃放烟花爆竹让孩子
们选择，孩子们（特别是男孩子）宁可一辈
子不吃糖，也要燃放烟花爆竹。因为燃放
烟花爆竹是除夕的压轴戏，是春节的巅峰
时刻。

半生已过，看过、燃过的烟花爆竹已
经绽满我的夜空，却有一束烟花定格在
VIP的角落。

那年眼看过小年了，迟迟不见父亲为
我们买烟花爆竹的动机。我们按捺不住，
怯怯地问父亲：“买不买烟花爆竹了？”父
亲说，年猪已卖，还是还不清外债，再没余
钱了。黯然神伤之际，我们看到隔壁的大
孩子卖榛柴得了一笔钱。当年十四五的
我与小我两岁的弟弟，决定上山砍榛柴。
一捆直径20公分的榛柴，能卖8分钱。

到过年的前两天，我与二弟打了200
多捆榛柴，卖了将近20元钱，爷爷拿出姑
姑给他汇的体己钱，我们买了3捆双响、
10根震天雷、10根魔术弹。

那年除夕，父亲坚持让我们自己燃放
鞭炮。在父亲的鼓励下，我与二弟闭着眼
睛燃放了双响。那炸雷般的声响过后，心
中顿觉“除却巫山不是云”，感觉自己成了
真正的男儿！仿佛人生没了怕字。

随后，我与二弟一个燃放震天雷、一
个燃放魔术弹：魔术弹光束绚丽多姿，震
天雷银光伴着巨响。“嗖，嗖，嗖……”礼花
喷薄而出，七彩的光芒瞬间照亮夜空，照
亮温馨的庭院，也照亮了我们的人生。这
种感觉，只有亲手燃放过焰火的人才能体
会得到。

悬在心中的红灯笼

犹记得，春节晚上，我与父亲到村东
的舅姥爷家拜年归来。当时已近子夜，脚
下是银白的雪路，头顶是璀璨的星河，山
风偶尔吹来，人家屋后山上未落的柞树叶
哗哗作响，这寂静中突来的声响，令我寒
噤顿生。父亲看出我的窘相，伸出温暖的
大手，握起我的小手，向西面一扬，“你看
咱家的灯笼还亮着。”放眼望去，如一枚霜
叶的火红灯笼在风中摇动，我的心瞬间亮
堂起来，握了一下父亲的大手，“爸，我不
冷了。”于是，我与父亲重新戴上棉手套，
大步前行。

进了院门，矗立在庭院中央、高悬于
3米树杆上的灯笼，已经照亮了彼此的脸
庞，我与父亲相视一笑，走向灯笼杆，徐徐
放下灯笼，提着灯笼走进家门。“回来了？”
尚未睡眠的祖父问道。我与父亲异口同
声道：“回来了。”

“睡吧。下回你们爷俩早点回来，灯
笼里的柴油，还补添了一回。”祖父慈祥
道。我与父亲又是嗯了一声。

少年不识愁滋味。敲上前面的句号，
鬓上染霜的我才明白，高悬庭院的红灯笼
是地地道道照亮回家路的灯啊！它在春
节喜庆热烈地张扬着。其实，她平常的样
子，就是窗台上那盏如豆的灯。近乡情怯
的游子即使看不到她，也能瞬间在心中点
亮她，照亮灯下守候的妈妈。

春节：折不断的藤，扯不断的蔓

五律·登泰山

□刘海东

泰山担日月，
齐鲁立乾坤。
子布仁德道，
天开岱岳门。
心头生正念，
足下起祥云。
登顶出三界，
超脱能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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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红梅报春时。 汤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