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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苑天成一方   鲜稻香米
□任翔 

巴达仍贵的鲜稻香米闯入京都华

府，名震杭城古越，似乎出人意料。大

凡蒙古高原均以大漠孤烟、马背民族、

牛羊遍野为标志性人文，而蒙古高原的

历史沧海和游牧农耕的博弈与嬗变，由

于尘封久矣，早已不闻其详了。而今蒙

古高原的巴达仍贵鲜稻香米，在时尚都

市引领米业食材，实在让人诧异之后欣

喜异常。 

2019 年 8 月 24 日，向北，向巴达仍

贵进发，入境索源。 

巴达仍贵原名“阿贵桑日布”，是札

萨克图旗（今科尔沁右翼前旗）的牧地，

因著名歌手桑日布在此居住而得名。

又有札萨克图旗祭祀之山萨木嘎山护

佑，又由此而盛名。 

巴达仍贵踞大兴安岭北势之东，在

萨木嘎山环抱之中，属大兴安岭向东延

伸的收势主峰侧翼。按大兴安岭的山

势而论，其势缓而脉长，但是向东延伸

的高脉，到洮儿河和绰尔河边就戛然而

止了。接下来便是辽阔的洮嫩平原，可

以说萨木嘎山成了大兴安岭东部一头

守护巴达仍贵的雄狮。 

萨木嘎山的神与美，让历朝历代蒙

古人视萨木嘎山为神祉，有了萨木嘎山

就有了敖包，蒙古人祭祀就有了一个场

所、一个载体，有了一份神圣的寄托和

希望。 

我在体味和回望萨木嘎山的前世今

生，在寻找到一个支点，那就是巴达仍

贵的高度，这个高度决定了巴达仍贵鲜

稻香米质地和口感的天成条件。 

巴达仍贵的老书记尹胜利告诉我，

巴达仍贵的经纬度在 46 度和 121 度。

属于高寒地带，农作物昼夜温差在 15

度之间。从水稻科普而论，巴达仍贵的

“绿色有机”大米生生地比江南水稻延

长了一个生长期，故巴达仍贵的鲜稻香

米自然有说道，又劲道。但是，这些还

不能完完全全佐证一方好物。 

古人总爱说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我

不知当年居巴达仍贵的先民们有多么

的智与仁，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寻到

了一方好山，一脉好水。 

巴达仍贵的稻田水来自洮儿河之水

的源头。 

流其清泉，其源必正，洮儿河，隋朝

称太尔河，唐代称他尔河，到了辽代称

达鲁河，元代则称讨浯河，到了清代才

改称洮儿河。无论古代和近现代地域

怎么变迁，时局如何地动荡，只有河缓

缓流淌着，河水见证了历史。 

洮儿河是缠绕着大兴安岭长成的，

你沿着大兴安岭的缓势山脉顺着洮儿

河向上游追溯着，你会感觉到洮儿河在

九曲缠绕间不知不觉把大兴安岭的南

麓已经穿越了，在进入大兴安岭主峰之

前，也就是进入大兴安岭高海拔入口处

的白狼高岗之下，洮儿河分成了三股，

一股往东北去了，极像枫叶中的大脉络

派生了许多枝脉蔓节，悄然无声伸向了

大兴安岭的东麓，扑向猎人峰、仙人洞

和麒麟峰，最后潜入秀木峻岭，掠取大

兴安岭深处沟壑中的千年雪水和大山

深层不同矿物质的泉水，把大兴安岭的

甘露和原生精髓搜入囊中。另一股则

长驱直入向五岔沟和白狼进发，洞穿大

兴安岭的主峰，欲与哈拉哈河交融之

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洮儿河毅然

从白狼的东侧反身流向金江沟温泉群，

与哈拉哈河全情的投送失之交臂。而

第三股在明水河镇的大岗下与那两股

分道扬镳了，一路向南，缓缓又款款地

来到科尔沁草原的北部边缘。 

后来这三股之水在兴安盟的北部袅

袅婷婷款款点点，从不同的历史、不同

的地质和不同的地域相依来到了巴达

仍贵。 

其实我在这里体味和回望洮儿河

的前世今生，无非要说，这洮儿河的根

是纯净、纯洁和纯粹的。所以，用洮儿

河水灌溉的巴达仍贵鲜稻香米，米粒饱

满、晶莹剔透、饭香扑鼻、入口绵软却又

劲道，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写到这里入境索源，寻根访祖已寻

出了端倪。 

智山仁水是环境和条件，真正把环

境和条件叠加起来，再运用科学的种田

方法，那就是人事。巴达仍贵的人脉要

追溯到很远的岁月。1948 年，内蒙古搞

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大批朝鲜族

同胞迁徙到巴达仍贵落脚定居。他们

看中山水条件之外，重要的是感受到这

里的蒙古族居民对外族的到来有一种

接纳和包容的情怀。 

在后来的岁月里，朴素、憨厚的蒙

古族、汉族、朝鲜族、达斡尔族各族同胞

互帮互助、自尊自爱、共同守望巴达仍

贵的一方沃土，共同开发培育了著名的

“金刚水田”。 

半个世纪以来，在各民族兄弟的共

同努力下，巴达仍贵大米由 “纯净天然”

到“绿色有机”的历史性转变，这个转变

说透了实在是民族间的一种血肉相联

谁也离不开谁的必然结果。 

巴达仍贵盛产“绿色有机”大米，有

些年头了，但是，大凡品赏其美味的食

客们不一定知道“绿色有机”的出典。

大米品牌也是呈“金”字塔的，先是普通

大米，再是绿色生态大米，顶端就是“绿

色有机”了。巴达仍贵的鲜稻香米是

顶端之上的塔尖，因为同是“绿色有机” 

大米却又千差万别，其地理气温、地质

土壤、水源矿物林林总总。抛开这些天

成的自然要素不讲，就“有机”二字说开

去，首先使用优质谷作为栽培品种，栽

培过程中，不可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及

生长调节剂等物质。就土质而言，有机

黑土层深达 40 厘米至 80 厘米，土壤肥

沃，富含氮磷钾和各种有机物，有机质

含量达到黄土的十倍。在生产管理方

面，要采取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技

术规程、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加工、统

一原粮收购存蓄。 

在田间管理、防治病虫害方面，是绝

不能用农药的。巴达仍贵的鲜稻田用

声波技术引虫灭虫，投放白鸭养殖，利

用白鸭吃虫吃草，再用白鸭的排泄物作

农肥。在稻田管理的非常时期，农民们

不分昼夜 24 小时人工看守着这几千亩

有机稻田，那种笃实、精细和辛苦，实在

让人咂舌和敬重。 

有人说：巴达仍贵的这种山势、这

种水源、这种人文，三者“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便有了搅动米业风云的鲜稻香

米。我只想说除此之外，那就是长生天

赐予巴达仍贵的福祉，再加之巴达仍贵

人的仁义礼信，天成了一方鲜稻香米。

可爱的中国
□苗善华

今年，新中国 70 岁，我 55 岁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说：我

见证了祖国的成长 

但我知道，我可以说：我是在

祖国的怀抱里长大的

 

小时候，就盼过年，因为只有

过年才能吃上饺子、穿上新衣服 

大一点儿，就盼有辆自行车，

破的、旧的，都行

因为有了自行车就不用步行

十几里地去上学

再大一点儿，就盼能考上学

因为考上学的 100 个人里就

一两个 

再大一点儿，就盼有自己的房

子

因为有了自己的房子就不用

老搬家了

 

40 多年过去了 

孩子们不再盼过年 

因为天天都能吃饺子，穿新衣服 

大一点儿的孩子，不再盼有一

辆自行车 

因为他已经坐轿车去上学  

再大一点的孩子儿，已经不再

担心考大学

因为百分之七八十的孩子都

有大学上

而已是成年人的我们，不用再

租房了 

因为我们已经住上了电梯楼，

或是有了别墅

 

此刻，不由得想起

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

1935 年，他在国民党的监狱

里就预言：

“我相信，到那时 

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欢歌将代替悲叹 

笑脸将代替哭脸 

富裕将代替贫穷 

康健将代替疾苦 

智慧将代替愚昧 

友爱将代替仇杀 

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

地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

的立在人类的面前 

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

丽地装饰起来

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

手了……”

 

今天，70 岁的中国 

可以告慰那些为她抛头颅洒

热血的先烈们

今天的中国

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欢歌已经代替了悲叹

笑脸已经代替了哭脸 

富裕已经代替了贫穷 

康健已经代替了疾苦 

智慧已经代替了愚昧 

友爱已经代替了仇杀 

生之快乐已经代替了死之悲

哀 

明媚的花园，已经代替了凄凉

的荒地

中华民族

生我养我的母亲，可爱的中国 

已经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起

平坐……

“兴安盟大米香”征文启事
兴安岭下米粮仓，草原深处

大厨房。

民以食为天。2018 年以来，

兴安盟大米先后被授予“内蒙古

优质稻米之乡”“2018 中国十大

大米区域公用品牌”“2018 十大

好吃米饭”殊荣，并入选 2020 年

全国第十四届冬运会唯一指定

用米。兴安盟被授予“中国草原

生态稻米之都”。兴安盟大米生

态、安全、绿色、有机的金字招牌

因此更加响亮，真正成为兴安盟

一张闪亮的“白金名片”！

庆祝伟大祖国 70 周年华诞

正值丰收的金秋，兴安秋美、稻

谷飘香，内蒙古鲜稻家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与兴安日报在这

美好的收获季节，共同举办“兴

安盟大米香”征文大赛。

一、征文主题
本 次 征 文 的 主 题 是“兴 安

盟大米香”。征文以歌颂“传承

红 色 基 因，引 领 绿 色 发 展”为

主旨，抒发对家乡蓬勃发展的

热爱。文章内容关联科右前旗

巴 达 仍 贵“绿 色 有 机”稻 米 种

植和鲜稻家科技企业发展为更

佳。

二、征文时间
从即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30

日。

三、征文体裁
体裁为散文和新体诗。散文

字数在 3000 字以内，新体诗在 60

行以内，散文诗在 1500 字以内。

四、征文奖项
本次征文评出一等奖一名、

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大赛

结束后，见报作品将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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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鲜稻家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