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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伟宏

眼前，整座由黄土构成的历史
竟如此苍老，孤独
当我循迹而至，发现
在时间的废墟上，那惊心动魄的

寂静
正被风雨一点一滴瓦解
多数人立足此地，会不自觉成为
众多草木中视角仰望的一株
想象前朝往事，蹄声疾驰而去的

潇洒
如今，纵使春草复盛，这空余兽迹

的城池
仍然需要绵延的绿色作为背景
突显它的辽远
当我离开，夕阳余晖下
长风呜咽，携带千年的体温
久久拥我入怀
身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陷入长歌当哭的淋漓

希拉穆仁

所谓的辽阔，不过是
一棵草与另一棵草无限向远的排比
以及山陵托起的海一样的曲线
那么汹涌，且那么安静
很少有人看见你的
冬日倦容，但盛夏短暂
青草不善言辞，无从发出邀约
你来就好了
也许，你以歌者的身份极尽赞美

之词
形容这生涯里的浩荡
无论怎么样，你来就好了
北方草原适合白天晒太阳，夜晚

数星星
适合一个人追溯往事
适合骑乘快马，在落日时分抵达

敖伦苏木古城
（外一首）

□杨勇

呼和浩特桃花谢了，杏花也褪
去残红，青杏如豆。故乡大兴安
岭，却是残冰未消、漫山枯黄的景
象。不消多时，也该万山红遍，开
满映山红了。

几番想给家乡的弟弟打个电
话问一问花事。接通电话，弟弟们
不是正在喂牛，就是打垄备耕，亦
或购买种子化肥，话题自然切换成
农事。每每挂了电话，才想起打电
话的缘由来，不禁哑然失笑。

昨天，看到初中同学朋友圈发
的阿伦河畔映山红的图片，立即与
他语音聊天。不想，他发的竟是半
月前拍摄的图片。此时，映山红花
期渐过，花开星星点点的，不似先
前——岭上开满映山红，灿若云
霞、灼灼其华那般热烈了。

傲迎风雪
我12岁那年冬天，第一次上山

捡柴，踏着没膝的大雪，翻山越岭
寻找榛柴。

经过背风向阳的一片映山红
时，我不禁尖叫起来：“映山红开花
了！”小伙伴们诧异不已，纷纷过来
观看：一大片映山红，只开了稀疏
的几朵花，宛如紫红的水晶，在雪
中煞是夺目。

以后，冬天上山，经过映山红
时，我总是要看个稀奇，当然不会失
望，总会有那么几朵映山红在寒风
中冻成了雕塑。抚花揣测：深秋时
节，背风向阳的映山红适逢小阳春，
以为春至人间，便欣然绽放，不想严
寒悄至，速冻成冰。想其开得灿然，
殁得壮烈，心中顿生慨然之气，唯以
静默敬之。

此映山红不合时节遭此厄运，
在所难免。可是，当春绽放的映山
红也是命运多舛：每隔三五年，映
山红开得正盛，便遭遇一场春雪。
雪中映山红，遗世而立，傲迎风雪，
愈显妖娆。春雪消融，曾在雪中怒
放的花朵，因冻伤而悄然凋零。

撑着油纸伞，袅袅婷婷，踏雪
寻梅，这般雪中赏花在大兴安岭是
不会有的。在这样的雪天，最宜烫
上一壶酒，坐在火炕上侃侃大山，
酒酣耳热之际，那憧憬的未来，仿
佛触手可及，一如窗外之景，抬头
入目——山上皑皑白雪中，映山红
露出淡淡红晕。

至于映山红，从来没有因为春雪
而改变它春花第一枝的秉性；也不因
无人欣赏其雪中怒放的壮举，而落寞
不欢。春雪过后，映山红又前赴后继
染红了山坡，花海漾起春的赞歌。

田间小苗也如映山红遭遇春
雪。小时候，一遇到小苗被冻，我
便痛惜不已，爷爷摸着我的头，平
静地说：“庄稼不得，年年种！”父亲
也不会唉声叹气，母亲亦不怨天尤
人，牵马扶犁，破垄补种，权当春播
未了。

灿若云霞
呼伦贝尔境内，大兴安岭连绵

不绝，蜿蜒起伏，沟壑纵横。沟壑
之间，必有一条小河，小河两侧或
是芳草齐胸的草甸草原，或是长着
高过人头的青纱帐的黑土地，黑土
地边缘、山脚下，便是篱笆墙围起
的农家小院。

我在复兴镇上中学时，每年
“五一”劳动节，学校都要放一个星
期的农忙假，老师和学生
们回家春播。在阿伦河
畔的黑土地上，我弯腰播
种了一个小时土豆，就累
得腰酸背痛。

终于等到休息时间，

父母坐在地头聊天，身子散架的我
席地而躺，任小虫子在身上爬上爬
下。近在咫尺的阿伦河，泠泠成
韵。远处大山里传来布谷鸟与“盲
流鸟”一唱一和的叫声。“盲流鸟”
刚叫一声“盲流你好”，布谷鸟便是

“播谷播谷”，空谷传音，悦耳怡神。
一扭头，看见东山灿若云霞，

映山红已经开满山坡，隐约听到花
丛中的孩子们呼朋引伴，大呼小
叫。正要起身过河，去山上折几枝
盛开的映山红，发现父母已经播种
一根垄了。赶紧提上一筐土豆栽
子，踉跄着追上父母。无暇折花，
只好在伸腰擦汗之际，瞭望一下仿
佛在天际燃烧的映山红。

夕阳西下，我家的马车在乡路
飞奔，马笼头上的铃铛哗然作响，超
过一辆又一辆牛车。牛车上的女孩
子捧着映山红，笑语喧阗，夕阳映红
了花，花烫红了姑娘们的脸。

年宵花
大兴安岭的冬天，冰天雪地，

天寒地冻，尤其是临近春节，人家
窗台上的花冷得冬眠了，不见长新
叶，更难见开花。但是，春节来临，
几乎家家都有盛开的“年宵花”，或
是三两枝映山红插于酒瓶，或是一
簇映山红插于罐头瓶中。

中专毕业后，我留在呼和浩特
工作。腊八刚过，收到妹妹的来
信：“爸爸让我告诉你，能回家尽量
回来，如缺钱，可拍电报。另，昨
天，我和二哥上山打榛柴，回来时，
折了几枝映山红，已经插在罐头瓶
里，放到窗台上了，估计，你过小年
时回来，就能开花了。”

我在一家新建的工厂工作，每
月仅有 200 元基础工资，日子过得
捉襟见肘。即将毕业的日子里，雄
心万丈，以为步入社会，就会宏图
大展，将第一个月工资寄回家里，
过年时为父亲买一瓶好酒，为母
亲、二弟、小妹、小弟各买一件时髦
新衣。怎料，眼下果腹尚且困难，
何谈对家人的许诺？

展望厂长描绘的前景，初入社
会的同事们跃跃欲试，都觉得自己
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我自然莫能身
外，热烈响应单位“大干一百天”的
倡议：春节不回家。

记得那年除夕，厂
里的年夜饭，大家酩酊
大醉。我给在家乡镇上
工作的二舅打电话，以
诉思乡之苦。言语梗塞
之际，二舅说：“前两天，

我去你家，你妈还和我说，窗台的映
山红都开了，大勇也不回来。”我不
禁涕泪滂沱，泪光中：映山红如约绽
放，妈妈想着失约未返的儿子，与花
相对无言。

第二年腊月，我从工厂辞职，
进入一家媒体工作，处女作刊发在
创刊号的头版头条，至此，我才兑
现毕业时对家人许下的诺言，开始
往家中寄钱。

那个拥抱
在媒体工作的第二年，春节期

间，我回乡过年。返程上班的当天，
我们在屋前照全家福，春寒料峭，家
人厚衣大袄，老屋土墙斑驳，窗歪门
破。背景不堪，实难入镜，小妹与母亲
不约而同地从屋内端出映山红插花
来，摆在大家的面前，顿觉生机勃勃。

刚照完相片，开往阿荣旗那吉
屯镇的班车便进了村口，我背上行
囊匆忙走向院门，一回身，大腹便
便的父亲，蹒跚而来，红光满面，笑
容可掬。父亲身后，老屋房门大
开，映山红在寒风中怒放如火。

我急忙从包里取出相机拍照，
取景框内：父亲摆动的双臂，已经
抬至胸前……他显然是要给我一
个拥抱。我突如其来的举动，令父
亲局促不安，一时，双手无处安放，
只好搓手，喃喃道：“这天气还是干
冷的。”

我放好相机，班车已经到达院
门前，喇叭骤然刺耳地响起，“上
车，上车！”在急切的催促声中，我
焐了一下父亲的大手，不冷，其实
很热。

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每每翻看
这张相片，不禁泪眼朦胧……

我多想用这张相片，换一个拥抱。
如约入梦

第一次领未婚妻回家，家人喜
不自胜，忙前忙后地张罗着。未婚
妻看着空荡荡的窗台，问母亲：“不
是有映山红吗？”母亲说：“你小妹
出嫁后，就没采过。”

第二天临近中午，母亲笑吟吟
地握着几枝映山红回来了，未婚妻
洗净朱红的酒瓶，插上映山红，如
若梅枝入瓶，别致且富有诗意。未
婚妻每天清晨，便忙着到窗下，看
花骨朵长大，大呼小叫。春节假期
结束，我与未婚妻离家，映山红还
是没有含苞待放的模样。

每二年春节，我们回乡完婚，
一入家门，母亲就指给妻子看窗台
上的映山红，妻子惊喜若狂：映山
红花开得正旺，花团锦簇，姹紫嫣
红，仿佛刚从山间采回。更为惊叹
的是插花的是两只瓷瓶，且是两只
鸳鸯双宿双飞的图案。

妻子怀孕那年春天，我因风寒
袭肺，一直咳了很久，时常吃药。
一日去药店，竟然在货架上看到映
山红糖浆，看了半天，缓缓放回架
上。妻子在一旁打趣：“心生慈悲，
难以入口？”我点点头，微笑道：“我
虚拟演练几次，终究觉得难以下
咽。即便下咽，却怕心痛。”“这映
山红快成我情敌了！”妻子挽着我
的胳膊，嗔怒道：“快走吧！”搞得药
店营业员一头雾水。

在呼和浩特漂泊12年，终于住
进了自己的楼房，因是顶层，有阁
楼，又有外阳台。曾想在外阳台置
个花坛，栽几株映山红，以慰思乡
之苦。怎奈，起初是手头拮据，无
钱装修；后来是没有时间折腾。

后来，竟然没了移植映山红的
心思，因与映山红神交久矣，想念
它的日子，便会如约入梦：班车沿
着阿伦河，蜿蜒而行，窗外夹岸群
山连绵起伏，岭上开满映山红，热
烈欲燃，芬芳可人……

岭
上
开
满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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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王太生

访友不遇，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多
有见诸。贾岛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
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李
白的“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树深
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
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
松”。孟浩然的“行至菊花潭，村西日
已斜。主人登高去，鸡犬空在家。”

不遇，留给人许多想象，他这是去
了哪儿？人不在，一院子的花却开着；
又像是一幅画上的留白，没有遇到的
那个人，他现在正忙着什么？是步行，
还是骑驴；是出门赶集置办零头碎脑，还是挑着
一担花到集市上去卖？抑或是走在喧哗的街
上，寻一家布幌招摇的小店，沽一瓶老酒，满足
而归。

还是唐代诗人丘为还原了当时场景：轻扣
柴门无人应答，窥看室内只有桌案和茶几。主
人大概是驾着驴车外出，也许是去秋水碧潭钓
鱼，错过了时机不能见面，但失望之际，环顾四
周，只见刚下过雨的草色愈发青翠，晚风送来阵
阵松涛，吹拂窗户，望着眼前的清幽，平添了客
人的雅兴，这又算什么呢？虽然没有与主人相
遇，然而这一趟寻访，却遇见意外惊喜。

其实，“不遇”也是一种“遇”，撞见了一个人
生活的真实状况，他所住的居处是井井有条，还
是杂物凌乱，门前长满杂草？是青苔绿痕映台
阶的清寂，还是院落里鸡飞狗跳。

我曾经扛花提酒去看一个人，朋友不在，只
能在他家门前且等一会儿。忽然闻到一股久违
的熟稔气息，原来是邻里人家在烧柴火做饭，屋

脊烟囱里飘出淡淡炊烟，让人感到亲切。
不遇，其实比“遇”更有空间。它让你

遇见那些清风鸟语，寒雀下空庭，日头光
影，篱笆上的花，还有一种安静。

一种闲淡的人生状态，友人事先不
约，也不打招呼，就这么随意而访。人刚
出去，门把手上尚留指温，此时，抬头四
望，楝花落尽，春已深。

寻常百姓之间的走访，友人刚出门，
人在藕花深处。于是去寻，乘一蜢蚱小
舟，在水天芳汀之间，终未寻见，却见人间
四月，斑鸠乱啼，满川烟树迷，一城飞花。

有的人，有事欲出门，又担心朋友来
坐坐，不遇。便在门把手上留下字条，你
来了，如果我不在，且先休息一会儿，门边

有荫凉，还有花，请陪它们坐一会儿。
不遇，是满心欢喜之际暗生的小小失落，不

单单是人，也存在于与一些美好的事物之间。
比如，看日出未遇、寻美食未遇……那年，在黄
山，为看日出，半夜起来，伫立于山巅，等待日
出，等待它喷薄而出的那一刻，却是因天气转
阴，云雾迷蒙，可惜未遇。又一年，浅夏的五月
天，我在江边小镇，想寻那春馔江鲜，只是错过
季节，终是“不遇”。

早一刻，迟一刻，也许“不遇”，这就是人世
常说的擦肩而过。

你若想与一件美好的事物欣然相逢，要不
早不晚，不偏不倚，比如，花期、潮汐……

其实，有一种遇到，叫“不遇”。你在不遇朋
友的时候，却遇到了意外惊喜，遇到了其它。遇
到古今心肠，淡淡惆怅；遇到了午后阳光，寂寞
空庭；遇到了山色空蒙，云散云聚；遇到了门前
一丛花。

不遇，是不用预演和彩排的相见与相逢。

不
遇

□张锦贻

孙女黄思南，昵称小囡囡。如今长大
了，正就读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寒暑假
回来时，看她对学术上问题孜孜以求，俨
然是一副学者的姿态，心里很是高兴。由
此想起她小时候读书的一些事情，觉得很
有意思，也颇有些意义。

当她不知什么是书时，却已经爱上了
读书。囡囡幼小时，一直是姥姥带着她。
也是巧，她两岁那年，爸妈各自要出差，姥
姥也因有事回了老家。她就来了我这
里。我每天读书写作，无暇抱她、带她，就
让她坐在书房的小沙发上，沙发两边各放
一个小茶几。左边茶几上放着看图识字
卡片，右边茶几上堆着诗歌绘本和故事图
书。每天，她看我聚精会神地看书，就学
我的样子，拿起一册绘本，翻开书页，像模
像样地看起来。我赶紧走过来，见她拿的
是儿歌绘本，儿歌极简洁，画面也生动，就
说：“奶奶先读一遍，你好好听着，再细细
看过，再慢慢记住，再朗朗读出。”我指着
文字，翻动画面，高声朗读：“蓝天上，白云
飘。草地上，马儿跑。云儿悄悄飘，马儿
嘚嘚跑，云儿无声前面飘，马儿嘶叫后边
跑。”又即刻抱她坐到窗台上，看窗外湛蓝
的天空和雪白的云朵。囡囡曾经跟着爸
妈去过离呼和浩特不远的草地，见过不高不大
的马，有一点马蹄声响、昂首嘶鸣的印象；就通过
画面激活她的记忆和记性，激发她的思想和幻
想。于是，她似懂非懂、有悟不悟，意会到那绘本
上所写的字、所画的画，竟是眼前看到的、以往见
过的。她不声不响地看了很久，不吵不闹地看看
书上，看看窗外，看看远方。这一天，从上午到下
午，她就坐在小沙发里，翻来覆去地看这本书；又
从识字卡片盒里找出了“天”“云”“马”三个字，又
喃喃自语：“天是蓝的。”“云是白的。”“马是跑
的。”第二天，不用我安顿，她就自己坐到小沙发
上看那本书。我走到小沙发背后，又一次帮她翻
开画页，指着文字，高声朗读这首儿歌。又一次
抱她坐到窗台上，指点她看窗外纯净的蓝天和移
动的白云。她，眨眨眼，点点头，微微笑，举着那
两张写着“天”“云”的卡片，欢欣雀跃，一副得意
的样子。一本绘本，她一个人反反复复看了两三
天，神往于大自然的景象，专注于写进书里的这
三个大字。那几天，我带她到楼下散步时，遇到
大人小孩，她都指着天空说：“蓝天，白云。”很痴
迷的样子。只是没有看到马，还总是抱着希望。

囡囡就此喜欢上了图画故事和识字卡片，
自此一见到书就显得很高兴。而且，每天当我
走进书房开始阅读时，她也总是立刻坐到小沙
发上，拿起一本书，开始她的“阅读”。我从来不
指定她读哪本书，随她自选。

两三天后，她手里拿着一本书名为《涂涂画
画》的书。这本书写一个小孩子怎样画画，怎样
画出生活中的现实景象、画出现实中的生活情
状。书中写道：“涂涂画画，圆圈变一只野狼，方
框变一间厩房，曲线变一座山冈，直道变一架桥
梁。”“涂涂画画，圆圈成黄马，种子长绿芽，遍地
开红花，黑狗没尾巴。”我再次为她高声朗读。

书中的小孩子画画，像变魔法一样，有情
还有趣，快捷又快乐。只是书中繁多旳
难字她是不认识的，相对复杂的语句她
是读不懂的，但我看她，一边听我读，一
边看书上，听得一心一意、沉浸沉潜，看
得眼睛不眨、身子不动，那样子，令别人
也生发出一种津津有味、跃跃欲试的感
觉，真正是叫人感同身受啊。我一看这
状态，又赶紧用平时说话的口吻为她讲
解书中小孩子画画的故事：怎样地“涂”，
怎样地“画”，能够在纸上画出见到过的
景象和自然中的万物。并在草稿纸上涂
着画着，为她做示范。同时，给她拿一张
小学生用的图画纸、一支绘图铅笔、一盒
画图蜡笔；又在图画纸的一边，从上到下
用铅笔画了圆圈、方框、曲线、直线；用蜡
笔画了暗黄的圆圈、土色的横线、碧绿的
表面、黑色的椭圆。这样，就使纸上的文
字活了起来，动了起来；使书中的绘画变
得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一个小小的故
事绘本，蓦然间变成了一位激发儿童呈
现艺术天赋的“良师”、变成了一个激励
儿童走进艺术殿堂的“益友”。两岁的囡
囡，看啊看，居然看出了书还能教给她一
点什么，能告诉她自己怎样想、怎样做。
虽然是懵懵懂懂，可是，动脑动手就此开
始。自此，她极喜欢在图画纸上涂呀画
呀，只是她还拿不起笔杆、举不动手腕，

偌大一张图画纸上，只画上一个山头、一座渡
桥，但她十分快活，还在识字卡片盒里找到了

“山”和“桥”。偶尔，我也会牵着她走出小区，抱
起她站在小街北口遥望远方，她就会指着大青
山说“山”，指着铁路桥说“桥”。回家路上，不断
地说“山，大。”“桥，长。”这山的大、桥的长，是我
讲给她听、教会她说的。每当她在小区院子里
遇到认识她的大人们称赞她时，她总是满心欢
喜，天真的感受着什么是好，怎么样才是好的实
践和实际。这样淳朴的心态，使她由衷地快乐，
使她一心进取。快乐就是高兴，但，进取是什
么，她还没有真正地懂；只是，一种上进的氛围，
一股进步的气息，她能够在无形中感觉到、感触
到。一本本书所包含的智慧、所显示的力量，是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就这样，囡囡越来越爱读书，不仅不用大人
说什么，更不用长辈来督促，倒是她时常让大人
买新书，有时还拿着书来让大人讲给她听。比
如儿歌绘本《牧马谣》《小嘎想骑马》、图画故事书
《图画课》《自己学画画》，都是大人带她去书店
时，她自己指着要买的。而最重要的是，由于她
在翻看这些书中的图画时、在根据她所认识的字
来想象书中的故事时，已经动心动情，所以她要
买的书并不是因为书的华美和花哨，而是由于她
内心的情感和思索。比如《小嘎想骑马》中写着：

“小嘎想骑马，心跳得一下一下。亮一串鞭花，鞭
花说：不怕不怕。摸一摸尾巴，马儿说：快上快
上。”书中所写正与囡囡心思吻合。她读的时候
就会在内心呼应，有了自信，有了勇气；也就会
记住了这样的描述，丰富了情愫，丰富了语言。
读书的益处更明显，读书的兴趣更浓厚。

就这样，囡囡越来越爱读书，从幼儿园直到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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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华

在我的记忆里，故乡瑶溪的
雪，是一种团聚，一种亲情，一种闲
适，一种欢庆。

瑶溪的雪有一个久候的过程，
那是一种委婉而韵味悠长的雪，需
要人们静静地等待。雪来了，一年
中最快乐的时光也就到了。

“黄金漫卷稻千浪，霜降降下
粮满仓。”每到收获的秋日，父亲的
脸上就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望着
金灿灿的晚稻，父亲选择了一个良
辰吉日，带着全家，拿起早就磨得
明晃晃的镰刀，收获农家一年的希
望。

朝露是瑶溪的雪的第一个使
者。在农野忙碌的父亲，突然有一
天，带着满裤脚的露水而归，我知
道，雪的脚步近了。。

我喜欢芦苇叶上晶莹透亮的
露珠。看书累了，我总是去拨弄它
们。芦苇叶是一种天然的水槽，我
轻轻地托起它，一手捏着叶尖，一
手抓起叶根，把一片叶子上的露珠
转移到另一片叶子上，不断往复，
这颗露珠就在那些横逸交错的芦
苇叶上下跳舞，临了，要么是变成
轻烟直上云霄，要么是化成银线径
入地底。

“朝露涂野草，颜色暂辉光。
不知秋节去，朝露变为霜。”霜降时
节，正是山茶籽采摘与晚稻秋收的
时刻。露珠再也不能在叶丛中舞
动了，我们把秋霜从泛黄的芦苇叶
上刮下，当作食盐，与稻谷、山茶籽

一起，补充我们的体力，延续我们
的希望。

天气日益趋冷，孩子们受不住
饿了。母亲把收获的红薯做成薯
片，给我们当零食吃。母亲首先把
洗净的红薯切成薄片，放进大铁锅
里用沸水煮六七成熟后捞起。然
后母亲在门前地上摆满稻草，让我
们小孩子把一片片红薯分开，整齐
摆放在稻草上，迎接太阳的到来。
红薯干有韧性又有甜头，整个冬
天，它们就躲在我们口袋里与书包
里，增强了我们身体的热度与强
度。

一个清早，外面水桶里结了薄
薄的一层冰，我们小心翼翼地把这
张清凉透彻的“圆饼”从水桶里取
出，然后把它均分，一人一
块，慢慢吮吸着，仿佛那不
是冬日的冰块，而是夏日
香甜的冰棍。课间，我们
抑制不住对薄冰的向往，

跑到水田，踩着田埂，用稻草把薄
冰块串起来，拎着一串冰块跑回教
室。

“下雪了！”父亲从外面走进
来，一面抖落身上的雪花，一面拿
着柴禾往厨房走去。很快，厨房传
来噼噼啪啪的响声，青烟裹着松
香，走进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我
闻着这特有的冬日韵味，一改平时
赖床的习惯，跳下床，一阵风似地
跑出家门，迫不及待扎进瑶溪雪的
世界。眼光所及，远山含雪，水田
含雪，小溪含雪，屋舍含雪，菜园含
雪，小径含雪……

小伙伴已经在雪的世界欢腾
了。我们打了几阵雪仗，脖子里落
满了雪，还取出来用嘴舔舔，甚或
一口吞下。我们滚了雪球，却从
不堆雪人，因为我们没有胡萝卜，
也没有黑煤球，堆不出雪人的样
子。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大孩子
上场，借助支点原理，用棍子把雪
球撬着滚。南方的雪最易融化，
天一放晴，雪就不见了。此时，难
以融化的雪球才能保持我们对雪
的记忆，才能寄托我们对雪的世界
的憧憬。

瑶溪的雪是短暂的，但迎接它
的到来却有一个较长的过程，需经
历朝露、秋霜、薄冰。雪来之时，正
是大人小孩子最闲适的时候，家人
围着火塘烤火，听父亲讲瑶溪的故

事。
彼时的雪，不是寒冷，

而是温暖！
瑶溪的雪，再会不知有

期？

瑶
溪
的
雪

□漠耕

苍劲的山体涌向天穹
青蓝的线条缝制了天地的罅隙
嵯峨，孤傲，隽美的绝唱
在峰巅剑鞘般的竖琴上兀自抽象
桦树荣枯，吸吮着四季的烟岚
高处，素净的蓝天谦逊地按下云层
赤裸的山体伸入了云的呼吸

莫尼山，披一件千古雪袍
与风为舞，与史册修行
巉岩拥秀，深壑，沟谷，草木，流泉
如宏大的旋律，劲拔，深厚，刚毅
吞吐着远古的回声

莫尼山，浮沉着英雄往事
千载悠悠，与时空相守，与草原同在
秦汉冷月，隋唐兵锋……
残阳如血，岁月淬炼着莫尼山的

风姿
任时光流逝，任尘烟跌宕，任花落

花开

开阔，高迈，让胸襟洞开
层林弹拨琴弦，群鸟点缀音符
山雨为空谷送来
彩色的晨曦

莫尼山

□龙文

水天一色
天空，水中
都是蓝
飘荡着白云

渔民踏着轻舟
扬起晨曦，撒下日落
钓起弯月

船收起帆，摇呵，摇呵
游游荡荡的日子
承载红尘阡陌和一水的波澜

水草在淤泥扎根
在水里飘摇
鱼的牧场，湖水的衣裳

水鸟在芦苇上
俯视着水的温度
和波的衍射

乌梁素海
淡水湖
河套平原的眼睛
明眸里，演绎了多少故事

乌梁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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