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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巴达仍贵
□特格喜 

从大兴安岭南麓发源，沿着缓坡一

路欢歌南下的洮儿河，流到巴达仍贵草

原便舒缓了下来。 

在巴达仍贵办事处乌兰嘎查村东头

的河弯处，有一户蒙古族人家，主人叫巴

图。一家三口，日子过得殷实。巴图告

诉我：巴达仍贵是蒙古语，译成汉语是兴

旺的意思。 

位 于 北 纬 46 度 20 分，东 经 112 度

34 分的巴达仍贵乌兰嘎查，犹如镶嵌在

科尔沁草原腹地的明珠，山川河流、沃野

良田、碧草树木、鸟语花香浑然天成。黝

黑的沃土，滋养着万物生灵。 

过去，这里是札萨克图王公巴图吉

日嘎拉的沃野牧场。进入民国后，随着

农耕文明的向北延展，上个世纪初叶，人

们在这片土地上边放牧边垦荒，耕种粟

子、谷子、荞麦、玉米、高粱等农作物。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里迁徙过来

几十户朝鲜族人，他们利用这里的水源

和平坦的土地，种植水稻。起初，蒙古族

人只是观望，进入新世纪后，才大量种植

水稻。巴图他们家是种植水稻比较早的

人家，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如今，在巴

达仍贵水田种植已经扩展到五千多亩。 

昨夜下了一场中雨。早晨乌兰嘎查

周边半山腰上的柞树林淹没在薄雾中，

随着微风慢慢变幻的白雾，营造出如仙

境一般风景。漫步在田埂边，仍在分蘖

的稻穗煞是惹人喜欢。太阳渐渐升起。

雾，悄然散去。一望无际的碧绿着实养

眼。飞鸟、蛙鸣、芳草、树木、牛羊、田野，

在蓝天白云下，一切显得悠然。 

驻足凝视，远处隐约传来悠扬的蒙

古族长调。 

在此地，蒙古族传统文化保留的很

好，是远近闻名的能歌善舞之乡，当地的

蒙古族农牧民家家都有四胡、马头琴，几

乎个个都会拉琴，也能哼唱几曲民歌或

长调。 

巴达仍贵村原来叫阿贵桑日布村。

阿贵，是蒙古语，译成汉语是山洞。在巴

达仍贵后山有一个山洞，阿贵由此而来。

桑日布是人名，他是这里最早的定居户。

桑日布夫妇在一百多年前来这里定居时

曾经住过这个山洞，后来，域外的人们便

称这里为阿贵桑日布村。 

桑日布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牧民歌

手，天生一副好嗓子。他擅长唱科尔沁

长调歌曲，也喜欢唱科尔沁民歌。 

1926 年到 1928 年，丹麦学者、探险

家哈士伦德曾经两次来这里探访，并且

把桑日布演唱的五六首歌曲录制下来，

完好地保存至今。 

据史料记载，当年，哈士伦德来札萨

克图旗必去的地方有四处。一是宗教圣

地葛根庙，二是王爷庙，也就是现在的乌

兰浩特市，三是桑日布所在的巴达仍贵，

四是现在的满族屯满族乡。可见，当时

桑日布在民间是颇有知名度的艺人。这

样有才艺的人，想必其足迹踏遍科尔沁

大地，而他为什么偏偏定居于巴达仍贵

草原？看来这里的旖旎风光和广袤草原

是吸引他的主观因素之一。 

巴达仍贵这一名字是上个世纪五十

年代土改后改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这

片土地上人丁兴旺起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修建察尔森水库

后，作为库区入水口的水源上游地区，巴

达仍贵一带没有摆布任何工业项目。使

得这里常年保持空气清洁、水质清洁、土

壤清洁。 

巴达仍贵无霜期只有 120 多天。在

作物生长期，这里的昼夜温差保持在

9-14 摄氏度，使农作物自然含糖量和钙

质明显增高。 

巴达仍贵是泛科尔沁地区规模型种

植水稻的最北端。再往北，因为高纬度

和无霜期短等因由，没有大面积种植水

稻。 

半晌，在池田田埂上，巴图带着他六

岁的姑娘静观自家稻秧中往来穿梭的鲤

鱼、鲫鱼，父女俩好不快活。 

我一边欣赏着天地间人与自然的诗

意画卷，一边举目望远。只见，远远的山

坡上雪白的羊群和红白花颜色的西门塔

尔牛群慢慢移向凉爽一些的山岗。 

巴图招呼女儿“回家喽，该吃午饭

了。”女儿意犹未尽，还想继续玩一会儿。 

巴图说：“姑娘听话，天太热了，再不

走该中暑了。” 

听巴图介绍，他家种有 50 亩有机水

稻，2018 年的纯收入达到 20 万元。 

我问他，为什么不多种一些呢？巴

图说：“种植有机水稻，都要靠人工操作，

家里劳动力少，再多了我们两口子侍弄

不过来。” 

午饭是在巴图家吃的。香喷喷、晶

莹剔透的大米饭仿佛让我回到四十年

前。那时，妈妈煮的大米饭就是这个味

道，盛上一碗，满屋子香气怡人。 

蒙古族人豪爽、好客。让我意想不

到的是，十分热情的巴图却滴酒不沾。

我问他，你一直不喝酒吗？他说：“我们

祖祖辈辈都喝酒。三年前，八十三岁的

爸爸告诉我，现在不是以酒论英雄的时

代，世界这么大，人可以有很多作为。喝

酒会耽误很多事情。能喝酒的人，能够

克制住自己，才算好样的。从那以后，我

就不再喝酒了。” 

巴图喜欢唱蒙古族民歌，席间，他清

唱了《鸿雁》《嘎达梅林》两首歌。我听

着听着，眼前浮现出原住民桑日布轮廓。

这里是他曾经的舞台。琴声悠扬，歌声

穿透时空。 

湿地，水草丛生；旷野，遍地花海；山

峦树林茂密。牛羊与鹿狍獐狸相伴，天

鹅自由翱翔于蓝天。 

如今，清香的稻花引来彩蝶飞舞，更

博得大江南北众人的青睐。 

我第一次近距离走进巴达仍贵人，

也是第一次感受巴达仍贵物语。 

诗苑

无定河
我跟岁月的约定

□伊秀兰

来到无定河

是我跟岁月的约定

岁月犹如无定河

清澈透明  

无定河载着岁月

毫无厌倦

 
岁月静如河水

又如万马奔腾

其实它早与我约定

去吧，某年某月某日

那岸边有芦苇，有稻田

等着你

 
于是我来了

与芦苇，稻田对立

与古老的统万城默默对立

对立，高度不同，纬度不同

我用我自己的角度与您对立

 
屹立不倒的瞭望台下

有血水凝固的黄土地

一阵凉风向我吹来

黄土地的沙子在嘴里融化

 

是，沙子在融化

是古老的草原

对后代的陈述

就这样流进血液里

 

之所以衰败

是让历史更为升华

是的，广袤大地已是万种景象

 

古城脚下的无定河流水潺潺

鱼儿蟹儿田儿树儿

沐浴得欢快跳跃

 

历史啊，你们俯视吧

毛乌素沙漠的壮观宏图

已经插上了翅膀

无定河畔

阳光灿烂，风调雨顺

向阳的岩画 
□李美霞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对原乡故土认知寻根的符号，比

如，晾晒在岁月里永远向阳的北方游牧岩画。  

在高山绝壁，在岩石峭崖，在龟骨瓦片，先用尖锐的金属

工具用力刻画出很细的线条，然后敲凿磨刻成形。这是一种

代表着古老游牧文明的符号，同时也是雕刻于如浮萍般飘游

在他乡的游子心里的印记。劳动、狩猎、畜牧、征战、祭祀、繁

育，既是古代先民刻绘在岩石上的古老艺术品，也是游牧先

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曼德拉山的山巅，一座史前岩画的宝库呈现在席慕蓉眼

前的时候，我能想象到她喜极而泣后无法抑制的颤抖。从最

初在画册中的仰望，到真正触手可碰的部落聚居场景再现，

黑褐色的巨石多少年来就这样斜斜地横置在砂质的土地上，

等待着谁的到来？又见证着谁的离去？正是这可以抚摸得

到的深深浅浅的历史凿痕，触碰了她内心早已结痂的疼痛。  

此时，她已经是一位 60 多岁的老者，20 多年，她将足迹

踏遍父亲母亲曾经深爱的蒙古高原，在一幅幅或是精心装饰

的马，也可能是带着斑点的鹿的画作前久久驻足。而她，也终

于凭借着这些最古老与原始的认知符号，让自己漂浮多年的

双脚踏上返回原乡的寻根路途。骨肉天亲，原乡情长。  

这大概就是席慕蓉此生最温软的心床。  

席慕蓉，著名女诗人，蒙古族，原籍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

旗。蒙古名字全称穆伦席连勃——这些，和向阳的岩画一样，

都是注定要跟随席慕蓉一生的原乡符号。  

然而，她的确是一个没有山河记忆，只有思念缱绻的人，

在故乡这间课堂里，她既没有课本也没有学籍，只是一个带

着浓浓乡愁的旁听生。  

《席慕蓉和她的内蒙古》是 1989 年席慕蓉终于与“原乡”

邂逅之后，27 年追寻游牧文化的历程。她用一张张亲手拍摄

的照片，一块块标刻着蒙古源流文化的岩石，粘连拼凑着残

缺的儿时记忆，也逐渐丰满着她内心里如酒如歌般绵长的蒙

古文化。  

半生漂泊，如乍然飞起的蒲公英。只有一块块标记着原

乡符号的岩画厚重着她的思念，沉甸甸压榨着她对原乡的记

忆。  

一块块坚硬的岩石上，留下北方游牧民族生存与活动的

原始痕迹，因为粗糙与简陋，的确有些抽象；一条条或粗或

细或直或弯的线条背后，你却可以抚摸到非常具象的族群生

活。  

太阳、蓝天、碧绿的草场；狩猎、出征、一生戎马的漂泊。

每一个这样的符号里，都隐藏着一大段蒙古往事。每一个向

阳的岩画里，都传唱着游牧民族不老的传说。  

我们很难体会到一个一生漂泊在原乡之外的女诗人，是

凭借怎样强烈的思乡情怀，一点一滴积聚起自己的原乡符

号，一块一片拼凑起自己的原乡轮廓，从而，构建起一大片一

大片广阔无垠的美丽草场，那是属于自己的脉脉原乡，袅袅

升起的炊烟，朵朵如云散落的蒙古包，直指云天的苏勒定，世

袭传颂的敖包……  

心中有满树的芳香开放，梦里有一条河流在流淌。内心

不枯不竭的原乡温暖，支撑着席慕蓉永远恬淡的面容。深夜，

灯下，所有生长在旷野中，草原上的花朵尽数开放，花瓣一层

层展开，释放席慕蓉充溢着淡淡乡愁的经年岁月。  

记忆宛如掌心里的水，弹指即碎。记忆又似一条岁月中

的河，缓缓流过。河水拍打着堤岸，冲刷着河心的卵石，曾经

的一切终将被旧时光抛弃，唯一能够随着岁月逐年增长，足

以泛起心间涟漪的，是一个失散多年的游子内心深处对原乡

的那抹感伤与依恋。席慕容，始终将对原乡的思念晾晒在阳

光下，任由此生岁月如一条曲折的闪着光的河流，从她的生

命里静静流过……  

诗化了乌兰毛都草原
□阳关 

痴迷于蒙古语地名由来已久了，肇始

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科右前旗文化馆

创编组履职期间。 

搜集科尔沁民歌，深入各民族生活，

对渴望成为作家、诗人、剧作家的我等小

创作员来说，既是上级给的“任务”，也是

职责所在的“必修课”。“社会生活是创

作的源泉” “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时提醒文

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到火

热的斗争中去”“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

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灯塔一般的语言光芒，前无古人的文

艺溯源。顺从那光芒所至，我找到了去往

乌兰毛都草原的路。 

蒙古语地名那种神韵天成的美，在

“乌兰毛都”的名字中间，体现得淋漓尽

致。以地名命名的草原，往往地域特色浓

郁，乌兰毛都草原尤为显著。显著在何

处？在“杭盖”二字上——“杭盖”系蒙

语“山林中的草地”之意。只有树林、河

流、草地和丘陵四个自然形态特征俱备，

蒙古人才称这片草原“杭盖”。 

难怪蒙古族作家兴安出访乌兰毛都

草原时说：“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舒缓

的山峦，层叠渐去，一条蜿蜒清澈的河流

穿过草原，流向远方。河边是一丛丛的红

毛柳，树丛之间点缀着一头头花斑色的奶

牛，有的悠闲地饮水、吃草，有的懒散地躺

卧在草丛里慢慢地咀嚼回味。山坡上像

星星一样布满了雪白的羊群…………这

种田园牧歌的景象，即使在神奇的呼伦贝

尔也不易看到，这分明是草原中的草原，

北方高原的世外桃源…………” 

而诗人们与作家则“和而不同”了。

“由乌兰毛都草原进入，沿一条狭窄的水

泥路，在两坡之间的谷底草原上，我开始

游弋”，同样是进入草原，女诗人行草感

觉自己像条“鱼”，行进是“游”，如鱼得水

般，情景交融美，她还要“一直游一直游，

游到春天”，而诗味则一直尾随着读者“春

暖花开”。诗人陈小秋“介入”乌兰毛都

草原的情境很“自我”，他想象自己持着

“牧马人的套马杆飞向天边”“在地毯上

走着走着，拐个弯儿就迈到了天上”“想

知道地有多大，就来草原吧，无论你是谁，

站在这里看上去都是小黑点……”无论

“游”进草原，还是“立”在草原，诗人们

比作家贴近生活的程度、角度更率性，更

“物我一体”。 

诗是所有文学艺术中最活跃，最躁动

的那条“鱼”或那只“鹰”，凡目之所及，眼

之所见，心之所动，他们皆用素描笔“速

写”成画：“乌兰毛都，从来都不平静 / 山

丘在草的包裹中 / 制造波浪，制造山谷

和回声 / 该绿的时候，绿色会淹没网围

栏，淹没牧包和天际线 / 河流及阳光都

是绿的，还有在山风里游走的长调。”（樵

夫《乌兰毛都的草》）而另一位诗人刀客

则把生命具象化了——“每一匹蒙古马

都是乌兰毛都的新生”“我是一群马的时

候，薄雾 / 的祭祀和破晓一起阵痛 / 宿醉

的黄昏，正被黎明洗礼…………”哦，乌

兰毛都草原被诗化了，“诗之地栖息”在

天地间。 

2019 年的夏季，兴安盟文联在乌兰毛

都草原召开“诗歌那达慕大会”，与新中

国 70 周年华诞相约并至，堪称“诗人兴

会更无前”（毛泽东诗句）。诗人们“都用

同一个姿态，快乐地摇荡”，偌大草原开起

“赛诗会”来，可谓“天高地迥，觉宇宙之

无穷”。有的喜欢“烟雨草原”：“烟雨中

赶来的人们／登山转敖包／一圈两圈三

圈之后／他们掏出大海，掏出火焰，掏出

灰烬／再掏出一生的淤泥。”（诗人月光

诗句）；有人把“草尖上的诗”“装进酒里

／让所有人一饮而尽，一醉方休。”（诗人

瑛宁诗句）；“湿漉漉的季节里／诗意的真

菌发酵／一场叫那达慕的雨过后／每根

草尖上都滚动着活的诗行”，现场“诗人

的手机被打湿了／抢着迸发灵感／以致

他的朋友圈／像雨后的蘑菇圈，涨爆了草

原”——乌兰毛都的草原，你被诗化了呀，

诗化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蘑菇圈，“那白胖

宝胖的笑容，是中国画里最美的脸”…… 

10 月初，兴安盟草原文化研究学会

发出“地名文化采风笔会安排”的通知，

力主地名采风，普及地名知识，使草原上

的人们认识到，熟知地名，就是熟知历史；

记住地名，就是记住来时的路；诗化地名

是注入一种深爱故土、深爱家乡的感情。

央视最新亮相的“中国地名大会”亦深谙

此道——以地名知识为载体，从地理、历

史、语言、文字、民俗等多角度全方位展现

中华大地的万千风貌。 

扣问地名的美丽记忆，一可念来路，

二以慰乡愁，三能助旅游；尤其是写进诗

词歌赋里的地名，那些被诗化了的山水林

泉、亭台楼阁、通衢大邑，直至小小村落，

刹那间神采飞扬，千百年风韵犹存……无

诗化，无名山；无诗化，无名胜；无诗化，无

风情；无诗化，无旅游兮！ 

回到乌兰毛都草原（蒙语用“杭盖”

来诗化她），兴安盟草原文化学会会员刘

璟元先生，把她写进《杭盖草原赋》里诗

化，现摘其要而录之： 

天堂明珠，杭盖草原。倚大兴安岭之

巍峨，聆归流河水之铿锵；抱神山圣泉入

风襟抒意，揽索伦平野滋润而徜徉。林茂

清荣，溪水溢岸，滴浓喷珠，淙淙流淌；牧

歌穿林，天籁回荡；白云悠悠，时隐山岗；

沁泽藤蔓，蒙络攀环；参差披拂，横斜池

塘；百灵悦耳，雄鹰翱翔；自然馈赠，神境

仙坛…… 

立天之道为阴阳，立地之道为柔刚。

无垠杭盖雄秀以并毓，得天地迥异而同

襄。以钟灵为蕴物，怀物华而涵芳；天宝

人杰得其时，境由心造使其然。天人合一，

物我两忘；民族和睦，相得益彰。仰长生

天之敬肃，固民生意志之 坚强。 

雄哉杭盖！秀哉草原！

出租楼房
     成吉思汗公园山下五一小区C座4单元502，面积86平方米，

三室一厅，另有前后两个阳台，有意者请与巴先生联系。

       联系电话：15598972586

售  楼
      龙珠新城 11 楼复式 230 平方米（送 40 平方米平台）。

精装修，前有万达广场、合展小学学区。

          联系电话：18648208882

兴安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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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晗

依依村舍秋来早，

红瓦如鳞映碧霄。

排闼可观山似黛，

推窗静看柳如绦。

闲呼稚子勤开卷，

常劝憨妻少苦劳。

徒羡田夫多散逸，

更期他日做刍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