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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和大地的穿行
（组诗）

□戈三同

车窗外

深冬。火车越往南走
车窗外，鸟声越脆
风越轻，树叶的颜色越嫩绿

镰声，刚刚捆起
一坡一坡放倒的庄稼，远处
又有人拉低天空，弯腰播种

远行的人们，沿着这个方向
如果，一直走下去
春天没有开花的枝头，兴许会重

开一次

清纯和美好

邻座。横躺在父母腿上
那个五岁牧家小姑娘
还是第一次，被飞机轻晃着，酣然

睡去的

她睡的多么踏实
多么舒展而旁若无人。仿佛睡在
一个轻盈而巨大的摇床里

当她小小的心里，还没有
俗世杂念，或者
一点点胡思乱想

她看到的，外面的世界
与盈满内心，舷窗外一朵朵白云
一样的清纯和美好

就像此刻，托起她梦的
柔软睡垫，是云朵絮就
天空与草地之间
八千公尺，高远的距离

时光的两翼

这些年，老伴
像贪恋两朵花的蜜蜂
纵横千里
在我与儿子之间，忽东忽西
在儿子的饥饱，我的冷暖上
她，分别会有短暂的停留

一个人追赶时间，又被时间追赶
抖落身后的，是静默的岁月

她不是不想，放慢脚步
选择一个理想的站台，安放小小

的疲惫
也不是选择太难也不是选择太难，，她的眼光她的眼光
无法在晃动中站稳无法在晃动中站稳、、停牢停牢
只是一生只是一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
可供飞翔的光阴可供飞翔的光阴，，稍纵即逝稍纵即逝

当火车又一次当火车又一次，，把一条绿皮走向把一条绿皮走向
提速成跨越山水提速成跨越山水，，欲飞的滑翔线欲飞的滑翔线
两个城市两个城市，，仿佛只是她仿佛只是她
左右扑闪左右扑闪，，走动的大花房走动的大花房

来与去来与去，，是时光的两翼是时光的两翼
也是忽南忽北也是忽南忽北
她的她的

小城高铁小城高铁

一声鸣笛一声鸣笛，，叫醒那么多叫醒那么多
大包小包焦灼的等待大包小包焦灼的等待
几十万人口几十万人口，，每天登上站台每天登上站台
的渴望的渴望，，也是成吨的也是成吨的

但小城很恬静但小城很恬静
这应该是贯通淤塞这应该是贯通淤塞，，高铁的脉动高铁的脉动
日夜给它负重的心情减压后日夜给它负重的心情减压后
露出的表情露出的表情

草原小站草原小站

像随手丢弃草地的像随手丢弃草地的
一枚纽扣一枚纽扣
扣着方圆百公里扣着方圆百公里，，巨大的空旷巨大的空旷

偶尔有停车偶尔有停车，，几个黑点几个黑点
忽闪着忽闪着
像大风吹下吹上的像大风吹下吹上的

追赶一趟列车追赶一趟列车，，直到消失在天际直到消失在天际
尽头尽头

一只飞翔的鹰一只飞翔的鹰，，也有寂寞的时候也有寂寞的时候

向汽笛挥挥手向汽笛挥挥手，，三代人的根脉三代人的根脉
将一个年轻人将一个年轻人，，抬高的手臂催生抬高的手臂催生

如莲如莲

□李倩

我正乘坐防爆车在黑暗的矿洞
里前行。

头上戴着安有矿灯的安全帽，腰
间系着五六斤重的紧急呼救设备，眼
前是有限的车灯发出的光亮，耳边是
汽车行驶的隆隆的杂音。嘈杂而安
静。

长达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我沉浸
在黑暗和寂静之中，思绪纷飞。

造化。
天工。
人们常常这样惊叹于自然的伟力。
她吐出长河的奔腾不息，她挺起

大山的巍峨脊梁，她孕育森林的莽莽
苍苍，她绘就大漠的雄浑苍凉，她孕
育世间一切生灵……

我喜欢行走。每到一处，那摄人
心魄的自然奇观总让我忍不住敬畏、
赞叹。

就如现在。
我要直面煤，最原始的等待被开

采的煤。
关于煤，我的记忆停留在小时候。
冬日的乡村，白天还好，太阳暖

洋洋的，大家笼着袖口，倚着院墙根，
要不，就倚着柴火垛，晒太阳。气定
神闲，侃侃而谈。可等太阳下了山，
冷就无处不在了，脚要一直跺着，否
则就会被冻得发麻，奶奶形容那种感
觉是“像被猫咬的一样”。我没被猫
咬过，却因这句话而意会了一把。这
时，煤就要登场了。

煤是早早备好了的。每到秋末
农闲时节，卖蜂窝煤的三轮车便会穿
梭于各个小巷，车上黑乎乎的，卖煤
的人往往也全身黑乎乎的，戴一副线
手套，更是黑得彻底，有时候揩个鼻
涕、或者往耳朵上夹根烟，都会不小
心将黑蹭到脸上，人们也不介意，毕
竟，没人会嫌弃能给人带来温暖的
煤。

我家的煤总是堆在厨房固定的
地方，卖煤人要将煤送往厨房并整齐
地摞好。他往往用一块长方形的木
板运煤，像个托盘，一趟二三十个，方
便计数。长年累月的烟熏火燎，厨房
也黑黢黢的，一趟趟下来，卖煤人的
头上、帽子上、肩膀上常常挂着“屋
衣”。“屋衣”，那不过是油烟、灰尘和

蜘蛛网共同作用的结果，却被庄户人
取了个亲切而浪漫的名字，是呵，让
人安身立命的房屋，哪里有一丝不惹
人爱呢？

给蜂窝煤炉子生火是必备技
能。要把炉膛里的蜂窝煤引燃，得先
铺垫，让炉膛底先有底火。从灶膛里
锄一点未燃尽的木柴，或者从柴火垛
上揪一把麦秸，又或者丢进去几个棒
子核再倒上点汽油，点燃，底火便成
了。再放煤，很快，煤便燃烧起来。
小时候的我曾将顺序弄反，生火总不
成功。知识有限却爱较真的我，致力
于搞清楚“为什么”，最终屈服于家人
的“经验”。

回忆，能帮助人向内探寻，看见
从前没看见的。从前的经历，对今天
的我来说，是熟悉而陌生的。就像

“屋衣”，不再是那个表面的脏的存
在，而是对生活的接纳与热爱；就像
庄户人当然解答不了“火为什么只往
上烧”的科学命题，可当我再把思绪
生发出去，会发现，神奇的是，我们祖
祖辈辈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往往蕴
藏着他们说不明白的科学道理。

瞧，平凡的生活，是不是处处有
深意？

那些接纳着、享用着、创造着平
凡生活的人们，是不是值得最真诚的
敬意？

我想起了当矿工的孙少平，想起
了那个在命运里挣扎、奋斗的强者。
他就像一颗丢在石缝里的种子，拼命
向上生长，坚韧而充满生命力。

作家是敏感、细腻、善于深刻思
考的人群，他们总能将人们看见却没
有看见的事情和细节诉诸笔墨。路
遥便是带着一颗敏感的心，带着对天
下苍生的同情，去发现、去写作，用深
厚的人文情怀，写出了平凡人的伟
大，深刻而触动人心。

孙少平的生长之地是沟壑纵横
的黄土高原、辽阔粗犷的大西北，那
里释放着蓬勃向上的精神和强健雄
劲的阳刚之力，以及来自旷古，久
远、苍茫、旺盛的生命生长之力。在
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平凡而伟大的人
民，以生生不息的繁衍和百折不挠
的精神追求，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优
秀品质。行走在这里，会感悟到自
然表象之下的一种强大的美感力
量、人的力量。

人的力量不容小觑。所谓奇迹，
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平凡人前赴后继、
不断努力的结果。

终于到达 120 多米深的作业
面。灯火通明，大型采煤机在电脑的
操控下，霸气前行，转动的齿轮如巨
兽的利牙，咬噬着比城墙还厚实的煤
层。为方便作业，矿工们往往把煤层
划分成一个个区域，像街道纵横的城
市街区。这仅仅是一个平面。如果
我们拥有透视眼，截取矿井的纵断
面，那将会看到一个更加震撼的场
景。整个矿井如同深埋在地底的耸
立的高楼，每个楼层都有矿工在按着
街区巷道在一点点地开采、运输，当
一个巷道采空，楼板自然塌陷。支撑
每一层楼板的，过去是专门留下不采
的煤柱，后来是人工焊接树立的钢
柱，再后来是液压支架。陪同参观的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锦界煤矿矿长李
永勤骄傲地向我们展示煤矿工人们
勇于尝试、细心求证、反复试验、摸索
出来的成果，“这个工作面回采总长
度5190米，采用无煤柱沿空留巷技
术后，能够将煤全部开采干净，较常
规工作面可多回收煤炭 27 万吨左
右，可以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防止
采空区自燃。”

采空，不浪费一方煤，是对大自
然馈赠最深情的敬畏。

建造、坍塌。人的力量一再大显
身手。井下，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场
景，井上，则是芳草萋萋、树影婆娑，
一幅山清水秀、岁月静好的画面。

面前的这座矿山，不，这个曾经
的煤矿沉陷区，在这初秋时刻，用一
步一景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观
山，苍翠葱茏、文质彬彬；看水，清澈
似镜、波光潋滟；入田，硕果累累、唇
齿飘香。最令人讶异的是，煤矿人的
人文情怀。这里修了一条步道，每隔
几米，便镶有一块铜踏板，上面镌刻
着：46亿年前地球形成；“中国”一词
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
的铭文，铭文原文为“宅兹中国”；公
元前1150年，周文王颁布《伐崇令》
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
动六畜。如不如令者，死无赦。”此法
距今已有3100多年，是世界最早的
环境保护法。……一路走来，眼前充
盈的是草木茂盛、姹紫嫣红的风景，
脚下镌刻的是一步步前进的人类文

明。就连太阳能路灯的灯箱上，都按
着“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分类，绘制着
相关诗词，十分应景。“水满平川月满
船，船轻撑入藕花边。”好一个清秀俊
逸的江南！

你能想象，这个地处蒙、陕、晋三
省区能源富集区、总产能超过2亿吨
的神东煤炭集团，位于毛乌素沙漠边
缘，在上世纪80年代初建之时，不治
沙就站不住脚的情形吗？

那时的风沙有多大？老一代神东
人说，晚上睡觉都住在临时搭的棚子
里，沙尘暴一来，跟打机关枪一样，大
伙睡觉时都得在脸上盖一张报纸，第
二天早上嘴里面都是沙子。做工程、
打巷道，遇到流沙就过不去，你往出
挖，它往下流。而那些金贵的液压设
备、精密仪器，一有沙粒进去，设备就
老坏。

治沙！环境保护与煤矿开发一
定要同步。

神东人深知，煤在亿万年前，就
是一棵树，是一片林，是郁郁葱葱，是
生机勃勃。“大自然给了我们人类最
珍贵的馈赠，我们要再还给地球一片
森林。”

于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神东
人建成了100万亩生态林基地，建成
了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

在自然面前，人是何其渺小，又
何其伟大。每每看到一项项人间奇
迹，一股生而为人的骄傲，油然而生。

人类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
发展于自然。追求和谐相处，是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古代哲学
就是一种以“天人合一”为其基点的
生态哲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
华民族的普遍共识，“取之以煤，还之
以木”，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时间推着我来到了冬天。一夜
大雪，梦里回到了小时候。炉膛里
的煤在尽情燃烧，炉子上水壶呼呼
吹着热气，炉子口烤着白天踩雪湿
了的棉鞋，窗外是伸展着光秃秃枝
桠的枣树，远处的河堤上是一排排
挺立的杨树，如同衔枚的士兵，静待
声势浩大的春天！

还之以木
□宋复泉

年终盘点，是一种良好的工
作习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
静心盘点时。一年了，数数有多
少幸福的果实，算算有多少暖心
的收益，对于来年办好事情大有
益处。2021年的盘点，更有着
历史性的铭刻意义。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一幕幕
辉煌瞬间，还在人们的脑海里盘
旋、回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
式上的讲话，在各个层面引发了
强烈的反响。牢记嘱托教诲，以
文立心铸魂，勇攀文艺高峰，发
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响彻山河大
地。

一年的盘点，恰逢这样的美
好时光，让我们的思想有了新的
精神武装，也让我们的盘点，有
了精准把握的基本遵循。作为
从事新闻阅评工作的一员，对报
纸的副刊也格外关注，每期浏览
已经成了工作和生活的习惯。
因此，在盘点或回顾一年来《北
国风光》文学副刊所走过的路
程，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限于
文字，只能概括而言。2021年，
作为节奏感很强的文学副刊，每
月固定时间固定版面推出，让不
同题材、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依
时与读者见面，以活跃的思想和
充沛的激情，融入到守正创新、
弘扬正道的主旋律大合唱中，成
了党报这块主流舆论阵地上一
道亮丽的风景。

时下，互联网已经进入平民
化、大普及的时代，从文学艺术
门类看，互融互通、融合传播、全
平台推送，成了思想和艺术传播
的主要特征。这一现象，无疑也
给文学艺术形式的创新拓宽了
空间，网络文学的兴起就是一个
显著的标志。面对这样的挑战
和机遇，作为党报的文学副刊，
需要的是冷静和深入的思考。
传播形式多变，传播平台多元，
说到底还是内容的传播和输送，
新技术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
的。因此，深耕内容仍然是我们
的主要目标。党报副刊的定位
不能变，主旋律正能量的追求不
能动摇，不能因为声、电、光、数
字等现代技术手段的使用，改变
了我们的初衷。

具体一点来讲，我们的文学
副刊提升的空间还比较大。《北
国风光》算是老字号了，经历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
在全国省级党报副刊中也有一
定的影响。它有固定的阅读群
体，即使是网络传播时代，这个群
体也没有缩减多少；它还有相对
固定的组稿模式，编者、作者、读
者联系沟通紧密。这些特点是办
好这一专版的基础，希望进一步
优化并充分发挥。新的一年里，
在守正、庄重、严肃的同时，还应
突出形象、活泼、温馨、愉悦的文
学艺术特征，描绘新气象，展现新
境界，满足人民大众对美好文艺
作品的向往。在弘扬时代主题
上，要更加鲜活明晰；在作品内容
和形式上，要更加丰富多彩；在文
字表达上，要更加鲜活生动，以
文学艺术特有的魅力，为内蒙古
的发展繁荣提供文化自信的精
神动力。这是新时代的要求，也
是读者群体的期盼。

一年好景

□北城北城

北国北国，，让时光凛冽成刃让时光凛冽成刃，，让一条让一条
河以奔腾的姿态凝固严寒中的豪河以奔腾的姿态凝固严寒中的豪
迈迈，，微笑着历练包容沉默和孤独的微笑着历练包容沉默和孤独的
辽阔辽阔。。

一场雪为梦境轻轻地铺上一层一场雪为梦境轻轻地铺上一层
晶莹的背景晶莹的背景，，覆盖一切暗色和划痕覆盖一切暗色和划痕，，
给再出发足够的底蕴给再出发足够的底蕴，，在一页崭新在一页崭新
的宣纸上书一笔醉人的山水的宣纸上书一笔醉人的山水。。

温暖温暖，，来自一双擦亮黎明的目来自一双擦亮黎明的目
光和一米厚雪下的春天光和一米厚雪下的春天。。

心有阳光心有阳光，，眼神灵动眼神灵动，，一笔一画一笔一画
地总结待续的月色地总结待续的月色，，还有梯田上一还有梯田上一
畦文字对金秋的遥望畦文字对金秋的遥望。。默默无闻的默默无闻的
跋涉跋涉，，破译牧草深处的密码破译牧草深处的密码。。

山水泼墨山水泼墨，，穿越野生的境遇穿越野生的境遇，，当当
仰望落满尘土仰望落满尘土，，就以高原的纯朴狂就以高原的纯朴狂
草凝视奔腾不息的波澜草凝视奔腾不息的波澜。。

住满阳光的脚窝住满阳光的脚窝，，每一步都能每一步都能
听到清脆的回音听到清脆的回音。。

雪后的高原蓝雪后的高原蓝，，用深邃大尺度用深邃大尺度

地裁剪马背上跌宕的温馨地裁剪马背上跌宕的温馨。。把时间把时间
璀璨成嫣红的春色璀璨成嫣红的春色，，赞美赞美，，不着一不着一
字字，，就把一路欢笑描成一道别样的就把一路欢笑描成一道别样的
风景风景。。

霜染苍茫霜染苍茫，，遥望无边无际遥望无边无际。。
风刮落时光的颜色风刮落时光的颜色，，一步比一一步比一

步沉稳步沉稳、、从容从容。。环视环视，，满满敬意满满敬意，，何何
惧磨刀的风声惧磨刀的风声。。哪怕是带血的脚哪怕是带血的脚
印印，，也要走出大漠也要走出大漠，，紧紧抓住绿洲上紧紧抓住绿洲上
野径的藤野径的藤，，抵达初心守望的家园抵达初心守望的家园。。

风声落地风声落地，，鸟扶晨光鸟扶晨光，，好一派北好一派北
国风光国风光。。

放不下放不下

一册鎏金的时光一册鎏金的时光，，拒绝举棋不拒绝举棋不
定的脚步定的脚步，，每一步都在丈量归途每一步都在丈量归途。。

怀念太多怀念太多，，回头便没了诗意回头便没了诗意。。
结局注定圆满结局注定圆满，，那个唤醒自己那个唤醒自己、、唤醒唤醒
春天的落款春天的落款，，足以让遥望老泪纵横足以让遥望老泪纵横。。

不是拍拍手就能放下的不是拍拍手就能放下的。。目光目光
负重负重，，纵深处纵深处，，草木丛生草木丛生。。每个路经每个路经
的青砖碧瓦上的青砖碧瓦上，，飞檐翘角都有可能飞檐翘角都有可能

成为风中的利剑成为风中的利剑。。
车门关上沉重车门关上沉重，，泪流在风外泪流在风外。。

应声落下的叹息应声落下的叹息，，闭上双眼闭上双眼，，悄悄地悄悄地
咽下不堪回首的昨天咽下不堪回首的昨天。。模糊的双眼模糊的双眼
已噙满万语千言已噙满万语千言。。

留下留下，，有千万个借口有千万个借口。。提前为提前为
冰封雪冻的词冰封雪冻的词，，准备好厚厚的棉衣准备好厚厚的棉衣。。

给一个致命的理由离开给一个致命的理由离开，，独自独自
为那个汗流浃背的地名裁一件汗为那个汗流浃背的地名裁一件汗
衫衫，，放在包底放在包底。。悄悄锁上门悄悄锁上门，，转身走转身走
进苍茫进苍茫。。

鸟瞰群山鸟瞰群山，，逶迤逶迤。。
放不下放不下，，泥土和方言滋养的一泥土和方言滋养的一

方印章方印章，，被一支枯笔册封被一支枯笔册封。。

黎明黎明

苍茫苍茫。。无路无路。。鸟飞尽鸟飞尽。。在原地在原地
闭上双眼闭上双眼，，斩断同情拖泥带水的绳斩断同情拖泥带水的绳
索索。。

时光漫长时光漫长。。迟到的结局迟到的结局，，揉碎揉碎
撑起最后一根坚守的柱子撑起最后一根坚守的柱子。。天天，，黑黑
得彻底得彻底。。

放不下的张望放不下的张望，，早已荒芜早已荒芜。。放放
下的风声习习下的风声习习，，随时传来梦里的鸟随时传来梦里的鸟
语花香语花香。。

未来未来，，注定还将路经长夜注定还将路经长夜，，迎来迎来
黎明黎明。。

躲避全部规劝的文字躲避全部规劝的文字，，不给懦不给懦
弱再留余地弱再留余地。。

路径布满血丝路径布满血丝，，青铜的警示在青铜的警示在
沿途庄严沿途庄严。。

没有一条现成的路可走没有一条现成的路可走，，在绝在绝
望中找到自己的那条河的源头望中找到自己的那条河的源头。。用用
骨骼做岸骨骼做岸，，让血液奔涌让血液奔涌。。在迷失的在迷失的
风中抓住种在田里的初心风中抓住种在田里的初心，，在铿锵在铿锵
的誓言里燃烧的芳华的誓言里燃烧的芳华。。

缝补中枪的伤口缝补中枪的伤口，，给辽阔留下给辽阔留下
沧桑的证据沧桑的证据。。广博以海的浩瀚广博以海的浩瀚、、以以
风的浩荡纵横风的浩荡纵横。。

这时这时，，几声熟悉的鸟鸣啄破风几声熟悉的鸟鸣啄破风
景景，，在风雪中飞向远方在风雪中飞向远方。。

好一派北国风光（三章）

北国风光北国风光 汤青汤青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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