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娟

莲花山

山上没有莲花，大的，小的
一朵都没有
山下没有寺庙，莲花的去向
是继经书后，第二个不解之谜

作为出逃者
木鱼溯游，再回不到一棵树
它们之间隔着刀斧
隔着一碰就流血的暗疾

有风声起于云端
有云起于水湄
有人涉水而去
去时，吹熄了一盏灯

莲花山往西
是八百里秦川
再西
会遇见世间最美的情郎

庙沟

我喜欢这个名字——
庙沟，庙沟
每叫一次，
都有钟声在心里荡起涟漪

沟里有几株五角枫
种子浅黄色，
长着天使一样的翅膀
我跟随其中一颗，
朝最高的那座山上飞

种子边飞边告诉我：山叫佛指山
上山的路
不叫来路，叫归途

草帽山

要有多大的手来编这顶草帽
要有多高的草供这双手
掐头去尾，取有用之躯

草帽山顶一株杨树
生出来就老了
佝偻着腰身，
像句号，像圆圆的提手

提草帽和编草帽的是一个人
他来不及搓掉手上的草锈、
来不及拍掉裤管上的泥

他急于提着草帽
去扣住山脚下的黄昏
黄昏里
有两只交尾蜻蜓和一对恋人

他们的影子，
一半在溪水里荡秋千
一半躲进溪畔，打碗碗花丛

盆瓦窑

那是很久远的事，泥土无所不能
能做烧饭的盆、盛饭的碗
能做不吃饭的泥菩萨

拿来做瓦，是在一场大雨过后
茅屋为秋风所破
需要滚过火焰山的瓦片
来压住阵脚

而后来，工匠集体走失
走失之前，画地为牢
他们用三个字
囚禁一群不相干的人

那些人住在自己的村子
像生坯
像等待出窑的各路神仙

馒头敖包

在馒头敖包，一定隐藏着一个人
也或者，是十个八个
他们住在石头里
摩尼经带着石头的质感，
被日夜吟诵

石堆旁那棵榆树，看不出年龄
皴裂，褶皱，歪着脖儿
用虔诚，托一只鸟窝
对于谁栽下了它，闭口不说

我曾在一个下雨天路过
脚步声被泥泞吞噬
而雨声、诵经声、
偶尔一两声鸟的啼鸣
像谁对谁的，一种怀念

敖汉，聆听

我笃信听到了先祖的足音
那声音穿透一粒粟米的胸腔
破空而来

赤足，却铿锵
这让我裹着皮革的脚，渐生愧意

——人畜合葬，
五千年前的墓穴中
埋着众生平等

雨水充沛，玉米听信青蛙谏言
一路疯长，拉长与大地的距离

一拨又一拨人以拜访为名，
寻找制高点
爆料些什么，顺带提升自我

玉米和我们都忘了一个事实：
一尊蹲坐的陶人
泥质坯胎，自有不可企及的高度

来路，或者归途
（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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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 星期四 9/ 北国风光 /

□张建林

阴山北脉的辉腾锡勒高山草甸草原，四季
阳光充足，天空湛蓝洁净。每到夏季，绿草如
茵，黄花似锦，湖水如镜，白羊如雪，牧歌悠扬，
鸟语花香，诗情画意。

站在草原上，极目所望，绿意盎然、生机勃
发，深绿、浅绿、墨绿、嫩绿、油绿……处处充溢
着一种生命的律动。

这里平均海拔 2100米，长满了蒿草、狐
茅、脉苔等300多种植物。

这里天气多变，一山之间、一沟之隔都有
天壤之别。往往是这边浓云密布，大雨滂沱，
那边却晴空朗朗、阳光闪耀。

在辉腾锡勒草原核心区，拥有保存完好的
火山熔岩地貌、第四纪冰川遗迹等。山之峻兀奇
巧、风格迥异、鬼斧神工，水则幽清灵秀、蜿蜒曲
流、万千姿态，山顶冰臼精致，山涧小瀑潺潺。尤
以双驼峰、佛手山、神龟岭、挂瀑崖、仙人洞、一镜
天、木鱼台和神葱岩诸景之奇妙奇特。上苍赐予
这片草原以充沛的降水量、较高有机质，每当盛
夏，绚烂的黄花恣意盛开，浅黄、橘黄、柠檬黄，清
风徐来，香气袭人。花在草中，花草相间，美不胜
收，游人如织。沟壑山坳成片的白桦林，在阳光
的照射下，像是被粉刷了一层金粉。醉人的色
彩，俨然一幅田园诗画。黄色花海，已成为当地
打开文旅门户的金字招牌，成为许多艺术家钟爱
的写生之地、摄影之地。

辉腾锡勒草原分布着99个天然湖
泊，素有“九十九泉”之称。空中俯瞰，
因火山口积水而形成的湖泊——“草原
明珠”，宛若镶嵌在碧绿地毯上一块块
晶莹剔透的蓝宝石，冷艳得不可方物；

伫立湖边，湖泊又犹如手捧蓝色哈达的蒙古族
少女，热情地迎接着远方来客。盛夏骄阳似
火、暑热难耐，一波又一波游客从四面八方慕
名涌来，无不对辉腾锡勒的一碧苍穹、清新凉
爽赞不绝口，陶醉不已。

辉腾锡勒为蒙古语，意为“寒冷的山梁”。
站在高山草甸草原上，人们真切感受到这里的
天空原来是那么得触手可及，瓦蓝的天空又是
如此的纯粹逼真而不可思议，人们尽情吸吮
着“空气维他命”。一片片云朵婀娜多姿、千
姿百态，在蓝天衬托下白得如此饱满晶莹，如
此有质感。夜幕降临，深蓝天空，月光皎洁，繁
星静谧。熊熊的篝火、悠扬的马头琴声、浓香
的奶茶、质朴高亢的蒙古族民歌……绘成了一
幅平和安逸、自由舒适的草原画卷。

当秋色正浓之时，辉腾锡勒已迎来了第一
场雪，始料未及的皑皑美景，悄然把这里扮成
了人间仙境。轻盈的雪花，飘落在每一个角
落，刹那间，草原变成了雪的世界。五彩斑斓
与白雪交融，唯美曼妙、优雅柔和，一切又美得
刚刚好。这里的天气的确很任性，飞雪、鲜花、
绿草，时常在辉腾锡勒邂逅，和谐共存。

大寒过后，风起雪涌。雪后草原天地一
色，皓然深邃。阴坡、路侧积雪厚达3米以上，
踩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阳光照射
下，雪原幻化出光怪陆离的奇特光影。置身其
中，又会发现这里的雪白得那么耀眼高贵，纯
得让人心静如水。往昔柔美的万树条枝，顷刻

琼雕玉琢为晶莹剔透的雾凇，仿佛进
入了银色的童话世界。此时，顶着凛
冽寒风伫立于雪原的马群，宛如一座
座坚毅不朽、大气磅礴的冰雕战神，
正昂首演绎出一曲曲不屈不挠、勇毅
前行的生命赞歌。

多彩辉腾锡勒

□王太生

倚棹，就是舟已停，人靠着船桨。一支长
长的木桨，一半浸在水里，一半悬浮半空，水滴
涟涟，半个身子倚着桨的人，眼眸朝岸上眺望，
倚棹人多半是一个女子。

倚棹人是悠闲的，不慌不忙，内心也恬
淡。目光流连之处是一处老码头，顺着她的目
光望去，岸上挑担、步行，人影幢幢。

倚棹要选个风景绝佳的好地方。清人顾
禄，选择在苏州虎丘，跨桐溪的桐桥。
他的《桐桥倚棹录》记述虎丘山塘一带
山水、名胜、寺院、第宅、古迹、手艺等。

停了桨声欸乃，一条船，“犁”一道
水痕，静静地依岸而泊。人依桨，坐船
上，水岸观望。河流如带，岸如线。

倚棹是观察与瞭望，那个人，默不
作声，倚在船尾，是一方繁华码头的见
证和观望者。

不想上岸去，人在船上，保持一段
距离，若即若离。这就像某个人不想
融入一种生活，却对它牵挂，被它吸
引，顺便瞄上几眼。同时又说明，倚棹
人有一颗好奇心，打量别人的城镇、街
道、码头，背景是朦胧的水岸街景。

倚棹有倚望旁观的成分，尤如当街
抱膝闲坐。

有一份安静和悠远。尽管日暮黄
昏，天光云影，尽管细雨霏霏，烟雾四
起，一切与我无关，既泊之，则安之。时光匆匆
流逝，流水奔涌向前，只有我是静止的。静止
下来，便陷入了一种旷远而苍茫的安宁之中。

有细数江上青峰的超脱。它闲云野鹤，悠
然自得，泊于一隅，有现世安稳、淡然孤高的情
愫，人仿佛从喧嚣的尘世中抽身而来。

还在于沉吟中，内心过往的清澈和浑浊，
顺风和逆水，宽阔和狭窄的修缮与整理。

停船小歇。不止是一条船，而且许多条
船，它们泊在晓风杨柳岸边，淘米煮饭，人与人
隔船说话，声音贴着水面传得很远很远。

可泊丝绸般柔软的江南古镇，一座桥接一
座桥，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可看七里山塘，店幌酒旗，在微风中摇
荡。《桐桥倚棹录》记录了斟酌桥三山馆、引善
桥山景园、塔影桥李家饭馆等酒楼；写到虎丘
仰苏楼、静月轩制售的各种花露、精美工艺品，
还有山塘的舟楫、园圃、田畴，以及岸上吴市酒
楼里100多种菜肴和点心。这是古人倚棹后
的收获——从味道里，发现一座老镇。

倚棹，是唐代文人的经典表情。卢照邻

《葭川独泛》，“倚棹春江上，横舟石岸前。”宋之
问《渡吴江别王长史》，“倚棹望兹川，销魂独黯
然。”张说《江路忆郡》，“倚棹攀岸筱，凭船弄波
月。”刘长卿《别严士元》，“春风倚棹阖闾城，水
国春寒阴复晴。”

长干里，南京的一处旧地名。一千多年前
的那个春日，两条船停泊在水面上，两个年轻
人，以桃花或李花为背景，倚棹说话：“君家何
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
乡。”

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中也有“倚棹”，船在
湘西的河流上航行，到了傍晚，泊在山
间某个小镇，人静、水静、镇子也静，有
静谧之美。

汪曾祺怀念家乡高邮湖的黄昏，蓝
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
色。“我闻到一阵阵炊烟的香味，那是停
泊在御码头一带的船上正在烧饭。只
听见一个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二丫
头……回家吃晚饭来……”

清江浦，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水路
驿站，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誉。
其时，船帆云集，鸥鸟飞翔，那些泊在运
河里的船，会有一个船家女子倚棹回
望。

清江浦上有太多的故事，舟楫往来，
南来北往，是一个长途驿旅上倚棹歇息
的地方。其时，远眺北望，船尾炊烟袅
袅，水波汤汤。那年，我陪父亲回阔别多
年的故乡——洪泽湖北岸的那个小村

庄，经过淮阴时，见京杭运河里那些倚棹的船，
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又要去哪儿？

我所在的城市也是座古城，河流纵横，水
气氤氲。城北有稻河，与乡野相通，记得儿时，
常有运送瓜果蔬菜，鸡鹅鸭等农副产品的船，
泊于河流两岸，或古桥之侧。

那时的吊脚楼下，我站在古石桥上，常看
到扎长辫子的船家女子，倚棹向岸上观望，她
在看风景，别人也在看她。抑或，一位老者，倚
棹的姿势，换成叼了一袋水烟，船尾有袅袅升
腾烟气，在薄暮，那一星明火，若燃若熄。

倚棹终归是一种姿势，很休闲，看着舒服
的姿势。人间有饮酒、品茗、对弈、聊天……也
有倚棹，这样一种优美而闲情的神态。

在江南，有的宅第里有船厅，主人寻一僻
静处，建房造院，以宅作船，憩息安逸，倚棹而
居。这样一种“停泊”，有回首和憧憬的成分，
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好像什么也不想，只享受
眼前的清静，营造的是内心的一份意境。人居
一隅，抱桨而栖，读闲书，做旧梦，看似在原处，
其实已致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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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樵夫

一

贡格尔草原上的雪，下起来连
天扯地，瞬间，就把蒙古包严严实实
地盖了起来。漆黑的夜里刮起了
风，犹如一群怪兽在嗷嗷地吼，刮得
包顶直摇晃。

额吉听到四周咔咔欲裂的声
音，焦急不安地说：“马群要被雪抓
跑了，怀驹的骒马找不到家了……”

外面，惊慌的马群四处乱撞。
风雪夜，马群有个习惯，会顺着狂风
跑出上百里。

额吉连连祈祷：“快停了这发了
疯的雪，尥蹶子的风，让那些可怜的
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吧！”

就是在这个暴风雪的深夜，黑
马驹提前降生了。它还没从地上站
稳，瘦弱的母马又冻又饿，死了。

黑马驹被额吉抱进蒙古包，它
睁着泪汪汪的眼睛，四肢弯曲着，身
上挂着冰，靠着毡墙打颤。

额吉穿着宽大的袍子，连腰带
都没来得及系上，她颤巍巍地用手
抠去黑马驹的嘴、鼻子处黏稠的胎
液，用自己的袍襟揩干它的身体，然
后紧紧地把黑马驹搂在怀里。

黑马驹瑟瑟发抖。
额吉心疼地说：“我再晚出去一

会儿，你就会冻成一坨梆硬的冰
了。”

过了一会儿，黑马驹身上的毛
干了，身体暖和了，它扭着头，朝额
吉的怀里拱，找奶吃。

黑马驹刚出生，睁开眼就看到
了额吉慈祥的脸庞，它把额吉当成
妈妈了。

两个小时之内，出生的小马驹
要吃上初乳，这样不但能增强免疫
力，而且有足够的力量站起来。

额吉的手指在黑马驹身上一遍
遍梳理着，茸毛变得松软蓬松。

黑马驹愈发饥饿，它抬起头，充
满期待的眼睛湿漉漉地瞅着额吉。
可是母马死了，无奶可喂，额吉可怜
地亲着它的脑门儿，急得满头是汗。

额吉突然拿起喂羊羔的奶瓶，
忙塞到了黑马驹的嘴中。

黑马驹吮了几口，又吐了出来。
额吉借挤马奶的机会，把黑马

驹偷偷地塞到了一匹刚产驹不久的
母马的后腿下，母马感觉到了异常，
尥了一个蹶子，躲开了。

母马的蹄子，差一点踢到黑马
驹的头上。还没有叼住奶头的黑马
驹，吓得倒退了几步，愣头愣脑，不
知所措。

额吉抓住马笼头，她反复捋着母
马的鬃毛，拍着它的脊背，劝它说：

“你是一个懂事的妈妈，一个有爱心
的妈妈，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母马逐渐安静了。

二

黑马驹在额吉的照顾下，活蹦
乱跳。它四肢颀长，眼睛乌亮，茸毛
柔顺发光。额吉去棚圈，它就跟着
去棚圈；额吉去挤奶，它就站在母马
的身边；额吉去远处拉水，它也跑在
牛车的后面。

额吉不知疲倦地忙碌着，挤奶、
拴牛犊、烧奶茶、挖牛粪砖，她一边
干活，一边教训贪嘴的黑马驹：“你
这馋嘴的家伙，还没有吃够吗？”一
边喊儿子，“乌力吉呀，你把它拴在
勒勒车上，呵哟……”

凌晨，阿爸骑着马，奔向了草原
深处，他要把在草原上整夜吃草的
马群圈回来。额吉把羊群撒开，一
只只羊蹦跳着，咩咩地叫着，低着
头，奔向无边的草原，在晨曦中，像
朵朵白云在绿草上滚动。乌力吉则
骑着马，趁着凉爽的早晨，把快乐的
羊群赶向远方的草原。

鞭声打破了黎明的宁静，铺满
新绿的草原醒来了。晶莹的露珠，
一个个，在摇曳的草尖上挂着。

额吉爱每一种动物。草原上的
旱獭，穴居食草，颈部短粗，耳朵短
小，两只圆眼清澈单纯，一副大板牙
露出嘴唇外边，喜欢站立观察四周
动静，两只短粗的前爪经常合在一
起，好像是在作揖，显得憨态可掬，
惹人喜爱。夏天，连续的强降雨给
干旱的草原带来了生机，但是也给
草原上的小动物带来了麻烦，小旱
獭漂浮在大水中瑟瑟发抖、岌岌可
危，额吉捏着小旱獭颈部的皮，光着
脚，把它们救上岸。

早晨，是额吉一天中最忙碌的
时候，烧奶茶，挤马奶，黑马驹跟在
她的身后捣乱。她停下来，黑马驹
就嗅她的衣服，还调皮地跟牧羊犬
一起抢水喝。

三

额吉默默地翻出一个破旧的马
鞍，这些天，她的闲暇时间都用在对
马鞍的修理上，她把旧的鞍鞯去掉，
重新配了嚼子、缰绳、镫带，连那副
锈迹斑斑的马镫，也被额吉用獾子
油浸过，再用芨芨草一遍遍打磨，已
经显现出原来的亮色。

额吉说，要亲手给孙子乌恩奇
制造一副马鞍。

额吉说：“马鞍是男人打拼天下
的重要工具，头饰是蒙古族女人的
一生。”

几天前，阿爸在毫无征兆的情
况下，突发了脑溢血。

额吉抱着垂危的阿爸：“你这个
勇猛的儿马子，这次真的要扔下我
不管了呀……”额吉眼角凝着泪，不
相信阿爸会离开她。

阿爸还是走了。
女儿乌日罕从旗里赶了回来，

她趴在额吉的怀里流泪。额吉无
语，默默地摸着女儿的头发。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嘶。黑
马驹一蹦一跳地跑过来，不管不顾
地把脖颈伸向额吉，把颤动着的嘴
唇伸到额吉的怀里。它的双耳一耸
一耸，不安地睁着那双黑黑的眼睛，
惊恐的表情，好像在询问着什么。

额吉轻轻地搂着黑马驹的头，
一只粗糙的手久久地抚摸着。她的
眼睛里盈满泪水，肩膀在微微地发
抖。

乌日罕非常不安，她担心额吉
的身体。连日来，额吉默默地熬奶
茶、煮肉，一句话都不说……

一天夜里，乌日罕被一种轻微
的声音惊醒，她看见额吉用被子捂
着嘴抽泣。乌日罕没敢打扰额吉，
静静地躺着，任由眼泪顺着脸颊蜿
蜒流淌。她知道，额吉忍耐得太久
了。

第二天，乌日罕细细地打量额
吉，一夜之间，额吉老了许多。

额吉仍然步履蹒跚地套上牛车
去拉水。她斜斜地坐在车辕一侧。

额吉的脸上沟壑纵横，头发几
乎全白了，背也驼了。看着额吉矮
小单薄的影子消失在低洼不平的盐
碱地里，乌日罕方才跪在地上嚎啕
大哭。

黑马驹一直跟着额吉，跟到了
贡格尔河。它的嘴唇探进河水里，
低头长饮，河水漾起一圈圈次第扩
展的波纹，在波光潋滟的河面上，荡
出一条条闪光的弧线，一直密集地
向对岸荡去。

返回的牛车一摇一晃地走在坎
坷的土路上，车轮子溅起冰凉的水，
溅了额吉一脸一身。不知是水，还
是泪。

额吉爱草原，爱牛羊，爱孩子，
爱阿爸，爱了一辈子，可是她却从没
说出一个爱字。

四

这一天，天气晴朗。额吉给孙
子乌恩奇束紧腰带，一起走到草地
上，她要让乌恩奇试一试她修理好
的马鞍。

一匹好马，最终要属于一个能
够征服它的人。

乌恩奇勒紧马肚带，整理了－
下鞍鞯，勇敢地跨上马。突然，黑马
驹猛地竖起前蹄，在空中转了半
圈。它还不适应乌恩奇骑在它的背
上，不停地尥蹶子，青青的草地踏出
密密麻麻的蹄印。乌恩奇死死拽住
黑马驹的鬃毛，两腿夹住黑马驹的
肚子，身子贴在马背上。黑马驹拼
命摇晃着身子，左歪右晃，乌恩奇的
身体一会儿耷拉到马肚子上，一会
儿翻上马背，小脸儿颠得通红，汗水

浸透蓝色的蒙古袍，紧紧贴在他的
脊背上，毡帽也甩到了地上。

过了好一会儿，乌恩奇骑着黑
马驹，重新回到包前。当他滚鞍下
马的时候，额吉猛地扑倒在地上，亲
吻着这片青青的草地，亲吻着这片
留下了她和阿爸的斑驳足迹和炽热
爱情，孕育了儿女们的大草原。

看见这一幕，乌恩奇悄悄地哭
了，青绿的草茎和嫩叶上，沾挂着他
告别童年的泪珠，也挂满了额木格

（蒙古文音译，奶奶）的泪珠。
“你要长成像你额布格（蒙古文

音译，爷爷）一样勇敢的牧人！”额吉
一手牵着乌恩奇，一手牵着黑马
驹。她的步履坚定，稀疏的白发在
阳光下飘动着。

五

额吉发现，最近她家的一匹老
马总是不跟群回来。每次，她都着
急地骑上马去找它。

贡格尔河上，有天鹅在游。一
年的秋天又开始了，它们要飞离草
原，来年再飞回来。

终于，额吉在贡格尔河的下游
河滩上发现了老马，它神情恹恹，孤
独地站着。

这匹老马已经陪伴额吉 20 多
年，就像亲人一样。

它老了。额吉知道，老马可能
熬不过这个冬天了，她决定，在过些
天的转场后，将老马放生。

额吉心里还有一点担心，她希
望老马能在转场时，坚持走完，走到
转场的终点，那时，她就可以安心地
把它放生了。

一年一度的转场开始了，额吉家
的牛、羊、马蹚过了齐腰深的贡格尔
河，向着冬牧场浑善达克沙地进发。
可是在过河的时候，老马胆怯了，犹
豫不决。最后，额吉只好骑上一匹
马，拽着老马的缰绳，把它牵过河。

过河的时候，老马几次差点绊
倒，它的眼睛里有恐惧，有无奈。额
吉心里一阵酸楚。

终于上岸了，他们抵达了山后
广阔的牧场。

额吉坐在草原上，静静地看着
老马，她希望从老马的身上，能找
到它能坚持再活一年的力量。可
是，老马躺在了草原上，头紧贴着
地，眼闭着，肚子一鼓一鼓的，气喘
吁吁。

额吉的心里更加沉重了。马是
很少躺在草原上，除非它刚生下来
的时候，除非它老得要死的时候。

一幕幕往事在额吉的心里浮
现。额吉想起，他们一家几代人，都
骑过老马。孙子乌恩奇有一次摔在
山谷里，是老马把他叼回了蒙古包。

乌恩奇陪在额吉的身边，一直
低着头，不说话。

额吉抓了一把青草，喂给老马，
老马勉强抬起头来，可是嘴巴只是
轻轻张了一下，头又低了下去。额
吉的心里更难受了。

告别的时刻终于到了。
额吉用手仔细地梳理老马的脊

背、鬃毛、肚子、大腿。她和乌恩奇
一起往老马的额头上、身上抹牛奶。

老马任他们抹。老马的眼睛里
湿湿的，看着牛奶从自己的额头上
流了下来，老马仿佛知道了什么。

临走时，额吉抱住老马的头，亲
了又亲。

额吉哽咽着说：“你想翻山就翻
山，你想过河就过河，去你想去的地
方吧！”

乌恩奇骑上马，牵着老马，沿着
山谷走了好远，这是一条陌生的路，
否则老马一定顺着原路，回来找他
们。

黑马驹一直跟在后面，它不是
老马的孩子，但是就像亲人一样，一
直跟在老马的身边。

自从额吉把它从那个风雪夜里
救活，自从它长大进入马群后，就和
老马形影不离。

乌恩奇决定把黑马驹留在老马
的身边，伴它度过最后的时光。

六

乌恩奇站在草原上，看着老马，
舍不得扔下它。

老马，黑马驹，两匹马，在远处
静静地吃草。

乌恩奇骑上马，回过头，看着老
马。老马抬起头，正向他这边凝
望。乌恩奇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他夹紧双腿，催马狂奔起来，他怕自
己会回过头，情不自禁地回到老马
身边。

乌恩奇越跑越远，老马的身影
渐渐消失了。拐了好多山峁，突然
空中传来一声凄厉的嘶鸣，乌恩奇
没有回头，眼泪流下来。他知道，那
是老马在向他告别。

七

第一场雪落了下来。
远远地，黑马驹从遥远的地平

线上跑了回来，额吉知道，黑马驹已
经陪伴老马度过了最后的时光，老
马已经去了天堂……

额吉不敢看黑马驹布满血丝的
眼睛。黑马驹凑到她的身边。她感
觉到手上有一团潮湿的气，是黑马
驹探着鼻在嗅她的手；往上摸，是马
浓密的睫毛和耸动不已的耳朵。

黑马驹的眼睛里，有泪！
额吉搂着黑马驹，悲恸地伏在

它的肩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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