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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苑

走进绿色的山乡  

（外一首）
□于龙 

心是大青山那葱郁的树影 
情是古迹水库那荡漾的涟漪 

兴安苗圃在创作  一幅 
绿色的乐章 

此刻 
最焦急的是树上的“沙果红娘” 

它们早已披上红色的婚纱 
等待着走上“恒佳干果厂”的 

婚礼殿堂 
而躲在垄下的土豆 

也都迫不及待地挤土壤 
露出脑袋瓜  仿佛在问 

“天甲粉业”你怎么还不开张 
天高气爽的秋天哟 

玉米和高粱 
都在金风中颔首赞许 

这绿色的山乡 

摘一片油绿的树叶 
随着淙淙的溪水 
流进山村的池塘 

撒开渔网   打捞出欢乐 
一同摆在老百姓的餐桌上 

温柔的夜风 
没有惊醒梦中的月亮 

树荫掩映的村庄 
一曲曲乡歌在夜空中飘荡 

乡村的夜哟 
藏着绿色发展的梦想 

回家的思绪里 
尽管月华耀眼   车来车往 

但还是 
低头一脉青山 
抬头熠熠秋阳 

我的情感再次被 
美丽的山乡拉长 

一步步沿着绿色的田埂 
走向山乡未来的希望 

鸡冠山下的
沙果林 

鸡冠山下 
一棵棵沙果树拔地而起 
它们不需要与丛林为伍 

或与繁花相拥 
它们相信自己的根 

信任这片贫瘠的土地 

靠紧春夏   不断地抽出枝条 
托住渐来渐多的鸟窝 

托住四周的群山和天空 
夜晚与那些茫然的星星交谈 

将心事托付给山下的那汪月亮泉 

秋天   人们摘下累累的硕果 
也就摘下了它们一生的夙愿 
从此   鸡冠山开始打鸣报晓 

生态沟
（外一首）

□樵夫 

我不敢给绿色起名 
不敢亵渎蓬勃的旺盛 

枯荣来自岁月，守望来自本心 
一片绿色，生命包容生命 
一片绿色，生命懂得生命 

灌木，野草，溪流，草木之心 
感恩泥土，感恩养育 

感恩在一条沟壑里的遇见 
花开，灿烂 
结果，沉甸 

自然法则不可忤逆 
众生，不是人生 

万物共生，万紫千红 
  

古迹 

村名，词语，可以考证 
一些线索，网住一些人 

他们住在这里，耕作，生息 
都有可以述说的来历 

后山发现几块船板 
被当成神话，还有一个躲避战火的老道 

成了不老的传说 

有故事的地方 
肯定住着有故事的人 

那个尝试讲故事的后人 
终于，在一个下午 

在山谷的微雨里，迷失 

“旧乡村”里的“慢时光”
□徐秋芳  

那年暑假，爸爸妈妈出差前，把 10 岁

的我寄托到了乡下的奶奶家。  

正是大忙时节，天刚蒙蒙亮，四轮车轰

隆隆的轧地响声，撞破了乡村的寂静。  

我揉揉眼睛，问身旁起身穿衣的奶奶：

“要起床吗？”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再睡会

儿吧，我去外屋给你二娘烧壶水带着。”我

从枕头边摸起电子表看了一眼，才三点多

钟，农民已经陆续开始下地了。后来我又

伴着隆隆的响声睡着了。当我再一次醒来

的时候，天光大亮，又大又圆明晃晃的太阳

已经两三竿子高了。奶奶招呼着我：“起呀，

洗把脸，饭都在锅里坐着呢。”我伸了一个

懒腰，问奶奶：“二娘他们下地回来了啊！”

奶奶答道：“回来了，一会儿他们上山采蘑

菇去。”我听到要去山上，一骨碌爬起来，

跳着小脚嚷嚷：“我也去，我也去。”推门进

来的二娘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呵呵笑着说：

“那可不行，今年雨大，山上有蛇，怕把你咬

着。”  

我站在地上眼巴巴地看着他们。  

二娘围着头巾，二伯戴着草帽，一人胳

膊上挎个篮子，有说有笑地坐上四轮车走

了。  

下午我一个人在院中闲逛，信马由缰

闯进了菜园。园子里的土埂上栽了一行一

行的秧苗。秧苗挺着腰杆随风摇晃，有的

秧苗上已经结了果实。一股儿清香，把我

引到一株柿子秧旁，秧上挂着一个个汁水

饱满的红宝石和绿宝石，圆圆的，果肚儿上

还沾着点儿泥。我知道红的是熟果，挨个

捏捏，挑软嫩的摘下一个，拭拭土，一口咬

上去，红瓤裹着一股儿酸甜，汁液噙满我的

小嘴儿。那股儿酸甜一直钻入我的鼻尖。  

没过多大一会儿，我的小肚儿已经被

这大自然的馈赠填满。之后，我又开始在

菜园中东找西找起来。园子西侧长着一片

白菜，在黄瓜秧下躲着凉快。

凑过去看，绿绿的菜叶上，满是斑斑驳

驳的黑点儿。我想数一数那些黑点，怎么

数也数不过来。菜叶到底被虫子啃过多少

口啊？我摸着脑袋站了一会儿，还是想找

到一个最绿最漂亮的菜叶，给那些陪伴了

我一下午的芦花鸡当礼物。  

我在菜地里走来走去，最后在一颗白

菜心中间发现了一片嫩叶。我小心翼翼地

走过去，慢慢把它擗下来，捧在手心里跑出

菜园。当我站在那群芦花鸡的身边时，看

到一双双眼睛投向了我。我把鲜嫩的菜叶

撕得碎碎的，然后一把扬向了小鸡。我看

到一群肉呼呼的小花鸡，向我蹦蹦跳跳跑

来，用尖尖的嘴巴啄食地上的菜叶。  

一地零碎，不一会儿就啄光了。  

我回味着他们啄食好玩儿的时候，耳

边又听到了熟悉的轰鸣声。我飞跑着冲到

大门口，向村口望去，果然他们回来了。  

采蘑菇的大部队回来了，远处还隐隐

约约传来了“哈哈”的笑声。

晚饭后，人们在大门外道上排起了长

龙。收蘑菇的来了。  

二伯把蘑菇倒入篮子里，抖了抖土，晃

出大门，我也小跑着跟了出去。街上，女人

们挎着篮子排队，男人们蹲在一旁抽烟，不

时互相看看。女人们手掐着腰，站在队伍

中逗趣。  

二伯蹲在地上择蘑菇，我凑过去用手

碰蘑菇一下，黄伞白根儿，胖胖的，摸起来

有点儿湿凉。拿起一个根儿还沾着泥土的

蘑菇，放在鼻尖闻闻，一股菌类的腥味儿里

混杂着泥土和雨水的味道。  

我指着篮子问二伯：“这么多的蘑菇，

能卖多少钱？”二伯晃晃脑袋，看着我没说

话。二伯裹烟的时候，眉眼间露出了笑意，

吞吐烟雾之时有一种浑身舒爽的姿态，想

必这一刻他的内心无比满足。  

卖了蘑菇，男人们攥着钱挎筐回屋了。

收蘑菇的小贩满载而去。  

女人们三三两两在街上聚起来闲聊。

光线越来越暗，她们嘴中的曲调欢乐而又

悠长，荡漾在黄昏的余晖之中。她们甩掉

了一身的疲惫，忘掉了所有的不快，想着一

天的收获，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呢？ 

天黑透了，她们嘴上还在说着，身子却

开始向自家门口挪蹭，没有开头也没有结

尾的时光即将一闪而过。她们习惯地关起

自家的大门。  

二娘搂着我的小脑袋往家走时，我透

过荧光屏看了一眼电子表说：“二娘，还早

呢，再聊会儿啊。”我一脸留恋地看着二娘。

二娘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明天还得早

起呢，大家伙都要回家睡觉了，一会儿听听

天气预报，看看最近有没有大雨。”我一脸

疑惑地问：“你也喜欢下大雨吗？”二娘肯

定地说：“对啊，下了大雨，就不用起早浇地

了，可以歇几天了。”我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这就是所谓的“靠天吃饭”吧，天气对于农

民来说真的十分重要。

一晃，20 多年的光景如电影一般放了

过去。每当忆起童年，我都会想到那年夏

天去过的那个村落和那里的人，那里的笑

声，那里的动物和植物，还有那梦中的山

林。  

那段时光像星星一样泛着神秘的微

光，不甚明亮，却像一抹不甚明丽的混合色

涂抹在我此后忙碌的生活之上。我能真切

感受到那段短暂的时光一直停留在我的记

忆深处，面对嘈杂与混乱不知所措时，回忆

起那时的恬静，内心依旧保持着对那份纯

粹宁静的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然神秘的探

索和热爱。

大青山上杜鹃红
□于迎杰 

    

杜鹃花被称为花中西施，它

的花语是爱的快乐、奔放、清白、

忠诚、思乡。我喜欢杜鹃花，它在

我的心中一直代表着花团锦簇、

繁荣吉祥。 

春节布置家居时到花窖挑选

几盆开得茂盛的杜鹃花增添节日

气氛；初春时节，我和朋友又驱车

去远山看遍野的杜鹃红。 

想不到，深夏浅秋，我又看到

了杜鹃花，不，准确地说是杜鹃

树。清晨，我们一行人到科右前旗

大青山生态保护区攀登轿顶山。

轿顶山形如其名，那高耸的山峰

真像迎娶新娘时花轿的轿顶。 

沿着一大片玉米地，我们来

到南坡的山脚下，仰望蓝天白云

满山蓬勃的绿，人迹罕至的神秘

感和那片浓郁的绿色吸引我一路

向前。顺势而上，草丛中有各种

叫不出名字的野花野草，采上一

束攥在手里似乎能永久绽放；山

间小溪叮咚作响，在清澈的流水

边驻足欣赏，别有惬意。 

再向上行进，几乎没有平坦

的草地了，大大小小的石块零落

在半山腰，想借助它们向上是不

可行的，脚还没有踩上去石块就

摇头晃脑了，比一脚踏到厚厚的

枯叶上还要惊慌无措。恣意生长

的高大柞树遮天蔽日，枝干交错

重叠，得鞠躬弯腰它才肯让过去，

有时还得在胳膊、手上留下一道

印记。心底里的退堂鼓，蠢蠢欲

动了几次。 

“就地休息五分钟！”领队在

一块大石头前及时发出命令。 

“这山上柞树最多。”“还有

杜鹃树呢。”“杜鹃树？那是不是

也有花？”我顿时来了精神。穿

过一片高大密匝的柞树林，阳光

仿佛更加明媚，眼前是一片片枝

繁叶茂的灌木林，椭圆的小树叶

同那锯齿状柞树的大叶片完全不

同，这就是杜鹃树。

八月的杜鹃树花朵已然落

了，密密的小叶子在阳光下泛着

浅绿，非常可爱。领队告诉我们，

前些年，生态破坏严重，杜鹃树稀

稀拉拉特别少见，这几年山川树

木得到合理建设和保护，杜鹃树

连片生长，有些“疯长”，春季开

花，那叫一个遍野的红，这里都快

成“网红”打卡地了。            

“杜鹃花，也叫映山红吧？” 

“对，有 一 首 歌 还 这 样 唱 的‘若

要 盼 得 红 军 来，岭 上 开 遍 映 山

红……”大家惊喜地讨论它的学

名、传说与花期，原来，那么多人

喜欢杜鹃花。

相传蜀国国王杜宇甚爱百

姓，禅位后隐居修道化为子规鸟，

每年春季春耕时节，它就飞来呼

唤百姓“快快布谷！快快布谷！”

嘴巴上啼出了鲜血，滴落在杜鹃

树上，所以，杜鹃花开时颜色就会

异常绚烂。 

《草花谱》云：“映山红若生满

山顶，其年丰稳，人竞采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

青山上微风习习，我知道自己错

过了今年的花开，来年，我会再

来，看这满山坡的杜鹃红，为我们

幸福的时代喝彩。

花红
□苗善华 

八月，是北方最美的季节，也是最舒适的季节。 

立秋一过，天气立刻凉爽起来，若是朗日明

照，只要挪进树荫，便解了暑热。最喜秋风摆弄叶

子，弄出沙沙声，像树上挂满了风铃。 

这时，要是去乡下，随便往哪家院子里一望，就

会望到一树一树的果子。红红的果子在绿叶的映

衬下格外鲜艳，要是在清晨或者傍晚，果子上就会

涂了一层金色，亮闪闪充满质感。果子一串一串

挂满枝头，露在外面的果子红着脸，那红，不是全

红，也不是一块一块的红，是晕染的红，就像十几

岁小姑娘的脸蛋儿。果子圆圆润润，挤挤挨挨，数

不清个数。仔细看你会发现，叶子没有果子多，像

是有意夹在果子中间点缀果子的。 

这果子叫沙果，学名“花红”。各地还有一些

叫法，河北一带叫海棠果，《本草纲目》对它也有记

载，称之为文林郎果，但是，我觉得沙果这个名字

最好听，也最形象。 

小时候，我的家在阿尔山。阿尔山无霜期短，

除了土豆、白菜、胡萝卜、卜留克等蔬菜外，没见过

谁家有果树，就连这适合北方气候的沙果也没有。

我第一次吃沙果是坐火车出山，到了索伦，在站台

上买的。那沙果黄里透红，晶莹剔透。我拿起一

个送到嘴边，试探着咬下去，上下牙齿刚探进去，

酸甜的汁液就流进嘴里，我不由得吸了一口气，打

了一个激灵。活动几下腮帮子，咬下一块果肉，哇

哈，酸甜爽口，沙果的味道从此融进我的童年。 

结婚，安家在乌市。婆婆家在乡下。她家门前

有一棵沙果树，树很大，树冠遮出一地阴凉。夏天，

老奶奶总在树下乘凉，十几个孙儿围着大树，也是

围着她嬉戏，奶奶的皱纹里满是慈爱。沙果的品

种很多，味道不尽相同。婆家这棵沙果树结的果

儿，个儿小，但果肉细腻，我猜这大概是“笨沙果”。 

沙果花一落，孩子们就眼巴眼望盼着沙果长

大，等到沙果长到二分钱那么大，孩子们就踮起脚，

拽着树枝，伸长胳膊，够果子，终于揪下一个还绿绿

的青沙果来，急火火咬一口，酸得两只眼睛立刻挤

在一起闭得紧紧的，小脸扭曲着，小嘴也闭着，半天

没动静，终于睁开眼睛，开始大口咀嚼。问他酸不

酸，他说我不嫌酸。 

婆婆把这棵沙果树当宝，像防小偷一样防着这

帮孩子。她既怕孩子们不管不顾把沙果都吃了，

又怕沙果熟大劲儿掉地上摔坏了，沙果一红她就

站凳子上一个一个把它们摘下来，码放在箩筐里，

放进仓房。我们在城里，一到八月，婆婆准会托人

给我们捎来沙果。那些沙果用纸盒箱装着，每个

都用孩子用过的作业纸包着，一点皮都没有碰坏，

但是，沙果多数都已经起沙，发软，没有了刚摘下

来时的酸甜爽口，虽有些遗憾，老人的心意却要比

沙果还甘甜。 

八月是沙果上糖的时节。你看吧，沙果的红开

始由外向里，渐渐的，果子开始透亮，像是沁了油，

这时，你咬一口试试，没有了酸，只有甜。我们叫

它糖心沙果。糖心沙果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吃到，

那是大自然的杰作，任谁也做不来。 

今年春天，在乌兰牧骑宫门前举办的农产品展

销会上，我看到了本地土特产——沙果干，它包装

精美，果肉色泽纯正，吃着口感酸甜，心里赞叹这

个商机抓得好。前几天，科右前旗文联组织作家

们去乡村采风，在科右前旗古迹齐心村村书记家

的沙果园里，看到缀满果实的枝条编织成一幅果

园丰收美景，赞赏之际，我们把自己融进那一串串

晶莹，小小的果实里，曾经有我们小小的孩童梦，

其实，果实里有没有孩童梦不重要，重要的是小沙

果已经成为当地百姓的幸福果。

俄体印象
□张传华 

“俄体”是蒙古语音译过来的名字，意

思是“山的影子”。 

山的影子，据传为大青山的影子。此

处的大青山是大兴安岭的余脉，巍峨雄伟

的兴安岭延伸到了这里，就变得蜿蜒逶

迤，它敞开温暖宽广的胸怀，养育着这一

方儿女。 

俄 体 现 有 2 万 多 人 口，土 地 面 积

432.59 平方千米，是以蒙汉为主多民族居

住地。前俄体、后俄体、白家窑、乌兰村大

多是蒙古族，其他村子以主籍为辽宁人居

多，大多为汉族和满族。

20 世纪九十年代，俄体人紧跟经济大

潮，利用当地资源——土豆，充分发挥他

们的聪明才智，开起了粉房。开得最好的

有义新屯和双花屯，家家粉房，屯中送土

豆车、买粉条车、外地做工的人来来往往

车水马龙。土豆堆成小山，粉条场上远远

望去像是白色的瀑布，近看像一条条白色

的哈达，音乐声、欢笑声、打瓢声（漏粉条

的一道工序）成了屯中的一道道美景。 

粉条的做法有小鸡蘑菇炖粉条、猪肉

酸菜炖粉条，都是东北的特色美食，深受大

众喜爱。粉条远销全国一线二线城市的超

市，遍布大江南北。这里曾经自我美名“第

二个小香港”。俄体成了粉条的代名词：俄

体 = 粉条，粉条 = 俄体。俄体因粉条而出

名，粉条因俄体成了独有的品牌。 

俄体的另一道美食小吃——沙果干。

因为地处东北，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这

里盛产沙果，家家庭院、果园、野外到处都

有沙果树，春天开白花，花香芬芳浓郁，花

谢后结米粒般大小的果，经过一个夏天的

孕育到八月末长成乒乓球大小，通红，咬

一口脆酸甜，吃多了倒牙，连豆腐都咬不

动。熟透的沙果，糖心、透亮，去了酸，满

口汁水甜到心里，怎么吃都不倒牙。 

从俄体出发一直向西走，到白辛沟

里，有大片的沙果林。每到秋季，红彤彤

的沙果压弯了枝头，很远就能闻到沙果的

清香。每年秋季，这里都要举办采摘节，

树上的沙果像无数个小灯笼欢迎远道的

宾客。沙果被装进礼品盒，销售给远道的

客商。吃不完的沙果制成沙果干，果干厂

在白辛，经过烘干处理，有成片的、有成圈

的，装进一个个精致袋子里，远销全国各

大超市。果干肉甜酸，味道喷香，有嚼劲，

是孩子零食及送礼的极品。 

俄体是我的第二故乡。师范毕业来

到义新村教学，这里有三个村屯，义新大

屯两个社、石家窝棚、王家屯，刚上班时学

校有五六百学生，现在已经合并到俄体

镇。在义新工作生活了 21 年，最美好的

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有我教过的

学生，有我的左邻右舍，有熟悉的父老乡

亲，有多年的朋友，还有那个再熟悉不过

的校园。校园门口生长着一排丁香树，春

天里，一串串的紫花香满校园，我迷恋她

的香味，常常在间操时间驻足左右，将自

己浸在花香里。

从家向西过一座桥，再向北一公里有

一座山，我像熟悉我的兄弟姐妹一样的熟

悉它。山上有榆树、刺槐、蒺藜、杏树、杨

树、枫树；有山丹丹花、桔梗、柴胡、芍药；

有驯养的鹿群、遍地跑的野鸡；天上飞的

有喜鹊、麻雀、乌鸦、百灵鸟、乌兰鸟和一

些不知名的鸟。 

有 196 个台阶，沿着台阶上到山顶有

两个凉亭，站在凉亭顶端可以望见俄体镇

大大小小的村庄。来往的车辆、叫卖的声

音、狗的叫声，人间烟火尽在眼底。高家

窑在俄体镇的北边，介于俄体镇和义新村

之间，新建的景区非常美，山下是风景园

林，山上是花、树，黄色的阶梯一直通向山

顶，远看像蟒蛇蜿蜒盘旋在绿丛之中。 

俄体，是我回忆中的俄体；俄体，是我

书写中的发展的俄体，她正以新的姿态迎

接美好的明天。

科右前旗绿色山川  风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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