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时
光流影

■■杨鹏杰杨鹏杰

天使的声音天使的声音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

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

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

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

丽丽
日抒怀

■■ 乌吉斯古冷乌吉斯古冷

编辑：黄涵琦 李霞 胡日恒
美编：马慧茹

《石榴籽绘本丛书》——

镌刻团结奋斗画卷 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张锦贻 我在后楼底层我在后楼底层

君在前楼顶层君在前楼顶层
——忆邻居冯苓植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图片来源：IC photo

灯灯
下漫笔下漫笔

■■ 布和布和

社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世纪七路传媒大厦 邮编∶010020 电话∶编辑中心∶6564020 采访中心∶6564041 广告中心∶6564079 6564060 印刷厂∶6922934 发行中心∶6922639 本报由呼和浩特日报社印刷厂承印

丰州滩 2022年11月25日 星期五4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历史进程中，东西南北各个民族为生产发展、
边疆开发、社会变革、文明进步做出了各自的贡
献，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文化，并在历史前行
中，积淀、形成了深厚、深沉的中华民族优秀的
文化传统；丰富、发展了悠远、悠久的东方古老
的文明内涵。事实早已证明，56 个民族谁也离
不开谁，就像石榴籽，牢牢地生在一起，紧紧地
拥住长成，相依相存、互持互荣。了解了中华民
族从古至今的历史，就会清楚我国各民族之间
平等、和谐的来龙去脉，就会领悟到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所蕴涵的意义。漫长的历史可以写成
厚厚的书籍，也可以写出长长的论文，但对于儿
童们来说，大书也好，长文也罢，是看不了、读不
成的。这套《石榴籽绘本丛书》就是专门为儿童
们出版的、讲述中华各民族古往今来和睦相处、
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以
图绘史，让中华各民族儿童从小就知道中华民
族的多元构成、天然交融，了解中华民族的同舟
共济、合力奋进，领略中华民族的崇高气度和伟
大精神，从而更加热爱家乡、挚爱祖国，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自强不息，一往无前。

《石榴籽绘本丛书》共12本。按照中华民族
历史发展进程，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世所罕见、可
歌可泣的民族间互帮互励、互扶互助、互爱互强
的一件件事情、一个个人物，活生生、活泼泼地
呈现在读者面前——

故事就从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南面的昭
君墓讲起，《昭君出塞》讲述了公元前 33 年匈奴
首领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请求和亲、来自湖北
省的宫女王昭君自愿嫁到塞外草原，将中原的
耕织技艺传授到大漠人群，将边寨的频繁战乱
改变为农牧互济，使中原文明与草原文化互惠
互通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我国民间世代流传，
而在这套丛书里更生动地揭示出它的意蕴和底
蕴。到了公元 7 世纪，唐太宗用 6 道难题，难为

青藏高原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向大唐请婚的
使臣禄东赞。难题被破解，就又有了《文成公主
进藏》的故事。文成公主出嫁进藏，带去了大宗
的嫁妆，也带去了大量诗书典籍、医药种子，带
去了大批文人学士、工匠农夫，是民族之间又一
次经济、文化的交流、交汇和交融。在西藏，文
成公主还主导修建了著名的小昭寺，藏地与内
地的贸易和交往频繁，出现了唐蕃古道的繁荣
景象。期间，公元前326年，战国时期的赵国，因
为学习北方胡人穿着短衣长裤、精于骑马射箭
的优点，又聘任胡人训练士兵而由弱变强。胡
人也因接近赵人而受到读书知礼的影响。《胡服
骑射》，民族之间取长补短，一时传为佳话。时
光流逝中，各民族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领
土的主权，更是同心同德、尽心尽力。公元13世
纪中期，元太宗窝阔台命王子阔端驻守凉城。
阔端邀请西藏萨迦派大学者萨班来凉州会谈。

《凉州会盟》，就西藏归顺蒙古汗国达成了共
识。到了公元 16 世纪，明朝嘉靖年间，倭寇猖
獗，骚扰沿海。从小习武、精通兵法的广西田州
土官家瓦氏夫人，因曾孙年幼，亲自训练一支俍
兵，自己挂帅出征江浙。战斗中，她浑身鲜血，
马尾被砍断，但终以大捷扭转抗倭局面。《瓦氏
夫人抗倭》的故事从此就在沿海一带流传。《土
尔扈特万里东归》，他们不怕路远、不惧艰险回
归祖国的行动，展示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到了 18 世纪后期，因新疆的边境线
长，朝廷就派骁勇善战的锡伯族人去驻守。锡
伯族人从大东北去往大西北，一路上，雪山高大
河深，路途远人烟少，走了 1 年零 3 个月才到达
北疆伊犁河南岸。《锡伯族万里戍边》，他们长年
巡查边境，英勇击退入侵的外敌，守卫着祖国领

土。生动的史实具体地讲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生死与共、命运一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光
辉照耀。1934年深秋，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
第二道封锁线，来到湖南省汝城县文明瑶族乡。
驻扎在这里的卫生部和干部团，为了不打扰村
民，就在屋檐下睡觉、在野外做饭，一个风雨交
加、寒冷逼人的傍晚，瑶族妇女徐解秀让门外的3
个女红军到屋里来睡。屋里床上只有烂棉絮和
破蓑衣，女战士就把带着的一床棉被横过来与徐
解秀母子合盖。临走时女战士把棉被留给徐解
秀。再三推让之下，女战士把被子剪开各留半条
被子，留下了军民之间、汉瑶之间永远的思念。
1935年5月，红军长征途中，为了摆脱国民党部队
的围追堵截，准备抄小路赶渡大渡河。这就需要
经过大小凉山里的彝族聚居区。红军纪律严明，
友爱彝人，刘伯承司令员与彝族部落果基家支首
领小叶丹在袁居海子结为兄弟，获得了他们的帮
助。《彝海结盟》，使红军顺利跳出国民党军包围
圈，强渡大渡河，迅速北上。可以看到，患难之
际，各民族人同甘共苦的精神、情感联结。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民族政策光芒万
丈。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的库尔班·吐鲁木老
爷爷一心想到北京去看望给他带来幸福生活的
毛主席。1955 年秋天，他骑上毛驴、装好烤馕，
带着新疆特产，向北京进发。乡亲们说路太远，
骑毛驴到不了北京，县里干部也百般劝说他。
1958年，当了劳动模范的库尔班·吐鲁木到北京
参观农具展览会，他虽没有骑着毛驴上北京，却
终于见到了恩人毛主席。感从心发，情由感生，
这是一个情深意切的各族人民心向共产党的真
事啊。而《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

蒙》，那是蒙汉各族少年儿童的家长、老师、长辈
们亲眼看到、亲身经历过的事情。20 世纪 50 年
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建设包头钢铁联合企业被
纳入我国第一个 5 年计划。为了开采白云鄂博
铁矿，蒙古族牧民将坐落在白云鄂博主峰的敖
包搬迁至白云查干山上。党号召“包钢为全国，
全国为包钢”，先后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50多个城市的700多家单位给予支持，全国各地
8万多各民族儿女参与建设。如此大型钢铁企业
在草原城市包头建成，开启了新中国民族地区工
业发展的新纪元，书写了民族团结一家亲、建设
现代化强国的社会主义新篇章。20世纪60年代，
因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遇到了粮食不足的困难
时期。草原上的人们毅然将上海、江苏、安徽等
地3000余名孤儿接来内蒙古，把他们抚养长大、
上学工作，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一种怎样
的民族大爱啊，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形容。

显然，这是一套描绘中华大家庭中民族平
等和睦、团结友爱，齐心维护祖国统一强盛的、
精湛而精美的故事绘本丛书。

这是一部弘扬中国大地上民族相殊多元、
碰撞交融、同心守护中华优秀传统的、精炼而精
致的图文叙事乐章。

这是一幅着意世界民族之林中华夏民族爱
国主义、自强不息的精神光大、骨气彰显、一心
致力民族振兴的、精心而精当的生动形象画卷。

显然，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民族观，都应
该在一个人小时候的潜移默化中逐步形成。各
民族儿童文学作家都应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
文学独具的创造力、感染力，创作出促进民族团
结、振兴民族未来的好作品。

这套《石榴籽绘本丛书》，由内蒙古党委宣
传部策划，蒙古族青年作家照日格图编写，由内
蒙古美术家协会组织画家绘图，真正体现了党
对民族新一代人成长的关切，表现出蒙汉各民
族文艺家的团结和努力。

突如其来的殇

你我猝不及防

出征的号角已吹响

你热血满腔，背起行囊

没有硝烟的战场也会负伤

你却告诉我你会平安返航

纵然危险就在前方

你依旧逆行而上

看不清你的脸庞

也不知道你的模样

但你的眼神告诉我什么叫坚强

你用你肩膀，撑起万千重量

你用你胸膛，为我筑起一道墙

有你担当，让我风雨无恙

请让我为你鼓掌

希望你平安健康

待到灿烂阳光

我要看清你的模样

因为我早已把你记心上

愿和你风雨同往
小艺五岁时，父母为了生计去南方的城市打

工，把小艺留给年迈的爷爷照顾。父母刚走头两
年，小艺一想起父母来就不停地哭，爷爷怎么哄
也哄不住。时间长了，小艺不怎么哭了，却时常
坐在院门口的大青石上直愣愣地望着天空，再没
有掉过一滴泪。

次年，小艺去县里读书，从小学念到初中，不
管上什么课总是走神，学习成绩一直垫底，后来
还经常和同学打架，有时候自己被打得鼻青脸
肿、挂了彩，不论老师或是爷爷怎么问，他眼里虽
噙着泪，可就是绷着脸、不吭声，只是习惯了歪歪
扭扭地在一个日记本里记着什么。时间长了，小
艺成了老师同学和邻里乡亲眼里的差学生。

放假了，学校要求同学们做暑期代课社会实
践，老师考虑到小艺学习底子差，特意安排小艺
去了省城一个大学教授家里做义工，任务主要是
陪伴教授的小儿子，一个因车祸导致一直昏迷的
小男孩路路，负责每天读书、说话给他听，据说这
样可以让小男孩早一点醒过来。

“嗨，路路你好，我是小艺……”整个假期，小
艺风雨无阻地每天都来陪着比自己小不了几岁
的脸上缠着一圈纱布的路路。每次在打了招呼
之后，便将一本又一本童话故事书读给路路听，
有时候大人不在身边了，也会偷偷拿出自己的
日记本，给路路念一些上面记录的自己小时候
的事情，小艺不知道路路是否能听到他的说
话，心里却有了一份从未有过的轻松、释然。
假期很快结束了，路路没有醒来，小艺也回到了
学校。

之后，小艺升入一所高职，学校在省城，离家
远。小艺和爷爷分开的时间越长了，仍然在外打
工的父母更是难得回家一趟，正值青春期的小艺
变得越来越叛逆。一次，小艺和几个同学跑到城
区一家新开的大排档，用大伙儿拼凑的零用钱撸
串儿、吹牛皮……

就在小艺去吧台结账准备离开时，邻桌的一
个男孩试探地对小艺说：“请问，你是叫小艺吗？”

“咦？你咋知道我的名字？”小艺纳闷地问。
“哦，刚才你们撸串儿时，我无意听到了你们

的谈话，你的声音特别熟悉。”男孩此刻眼里闪烁
着泪花，有些激动地继续说道，“两年前我被车撞
了，在床上昏迷了好久，那时候我经常隐隐约约
地听到一个声音，‘嗨，路路你好，我是小艺……’
后来是妈妈告诉我，你走后没几天，我就醒了。
妈妈还说你是天使，是你每天对我说的话、讲的
故事唤醒了我。”

“天使？”认出男孩就是路路的小艺想到自己这
些年的任性，尴尬又难耐地说，“我哪配啊，我从小
就学习不好、干啥都是一塌糊涂，是个差学生。”

这时候，男孩的妈妈也走过来了。“在我们眼

里，你就是天使。”看着有些窘迫的小艺，男孩的
妈妈意味深长地接着说，“能够无私地给予他人
一份温暖、一份生的希望的人，自己肯定有一双
翅膀，哪怕暂时被束缚，也终究会有展开羽翼的
时候。”

回到学校的小艺若有所思地将男孩妈妈说
的话一笔一划地记在了日记本里，眼角不由自主
地流出一滴晶莹的泪珠。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
小艺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转眼五年过去了，小
艺凭借高职学到的专业知识，在县城开了一家小
有规模的广告设计公司，父母返乡给他打起了下
手，爷爷也搬进了小艺新买的二层小楼。

如今，小艺还保留着写日记的习惯，在日记
扉页上有一行工工整整的小楷，“生活让你懂得，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天使，只要你愿意！”

二十多年前，我所供职的单位
看在我是一个“老同志”，高抬我，
配给一套新居。意思是奋斗一辈
子了，该照顾照顾。生平第一次享
有一百多平方米的领地，女儿在地
中央旋转，妻子走进一间间空屋查
看，我给外地的儿子打电话报喜，
一家人的心里都像房子一样宽敞
了。

搬来后的某天，我在院里碰见
作家冯苓植先生，没承想和他成为
邻居。他家在前楼顶层，我家在后
楼底层。很高兴，我在这里遇到一
位让我掏心窝的人。我们很早就
相识，他们夫妻俩熟悉我跳舞的大
姐。冯苓植曾经在巴盟（现巴彦淖
尔市）度过一段岁月，我的大姐也
曾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冯苓植
谁人不识？似乎用不着我在这里
费舌头，他在全国都是享有很高名
声的作家，被称为“文坛游牧人”。
上溯家史，他乃世袭书香。冯苓植
自幼受过良好熏陶，古今中外天下
名著，密密麻麻一个字、一个字，他
拿眼睛丈量，一篇一篇，他咀嚼品
赏。他长期深入基层，尤其在大漠
如乌兰布和、巴丹吉林、毛乌素、腾
格里的边缘地区留下过足迹，他把
足迹编成故事在读者手中流传。

对话、专访，冯苓植自然接手
不少，其中不乏国家级记者。书评
就更多了。据说，他 14 岁的时候
开始写小说，手抄本在同学中间传
阅，想起来，也是传奇。18 岁时在

《儿童文学》发表第一篇小说《林
中遇险》；19 岁时由中国少年儿童
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文集《骆驼上
晃荡大的孩子》，还被译为外文。
你能说他不是“神童”吗？之后陆
续在《人民文学》《小说界》等大刊
物上发表作品。从 1977 年至 1980
年三年时间出版三部长篇小说《阿
力玛斯之歌》《神秘的松布尔》《马
背上的孩子》，这对于普通作家来
说，产量难以逾越，质量高不可
攀。退休后，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

《忽必烈大帝与蔡苾皇后：从游牧
汗国到大元王朝》，后又出版《大
话元王朝》《忽必烈大帝》《鹿图腾
——从后妃看元朝历代帝王》《北
元 秘 史—— 马 背 传 奇 皇 后 满 都
海》，一部比一部厚重。年逾八
旬，人没有松弛，笔反而拧紧了。
你能说他不是“仙翁”吗！从“神
童”过渡到中青年时代的“头角峥
嵘”，再到“仙翁”，这就是冯苓植
的创作生涯。

我与冯苓植虽然住在一个大
院，又是前后楼，一年到头也难见
一两回面。他的作息时间与所有
人不同，他把别人的白天拿来作为
睡眠时间，把别人的夜晚改成笔耕
时间。不是和老天唱对台戏，是
老天破了铁律给他以特别厚待，
调 给 他 一 个 安 静 的 世 界 尽 情 写
作。他把一盏台灯，权当太阳使
用。那盏灯，为文学天地释放出耀
眼的光束。

2015 年的春天，我把自己发表
过的一些散文、随笔，集腋成裘打算
出一部书，模仿人家那样想找个名
人作序。找谁呢？眼前一亮，最佳
人选现成。我从后楼底层往上看
前楼顶层，有点像萨顶顶的网络歌
曲《左手指月》，追寻美好，学会守
护。我找个冯先生颠倒日夜的“时
间差”节点，叩开他家的门。先生
热情，一点架子都没有，谈论起来，
他比我还了解我大姐的编导那些
事；关于我发表诗歌的那些事，他
比我大姐还了解得多。我终于明
白版画家黄永玉的那句话：“与一
个聪明的人谈话是幸运的”。

没过两天，他就写成一篇不短
的序言，看内容，是下了一定功
夫。认识他的人几乎都知道，他在
写作上至今没有“换笔”。他曾经
对 一 位 采 访 他 的 记 者 说 过 自 己

“笨”，不会使用电脑，是“科盲”。
这件事，有一些老作家深有心得：
写稿子，习惯于用笔，用笔写起来
顺当，好驾驭，思路能集中，思绪能
飞扬。其实，那不叫“笨”，那叫

“灵”！我拿回他写的序读着，他把
我用文字画成一只鸟，放飞到大草
原。瞬间，我感到和先生之间没了
楼栋的间隔，没了楼层的阶梯，虽
然见面依旧很少，心和心直通。

一诺千金的意思是指一句许诺
就价值千金。一诺千金的故事发生
在秦末汉初。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
一个人许诺的话，信用极高，说到做
到，言出必行。

相传，秦朝末年，楚国有一个叫
季布的人，他这个人个性耿直，而且
非常讲信用，只要他答应的事，就一
定会努力做到。

楚汉相争的时候（就是西楚霸
王项羽和汉高祖刘邦争夺天下的时
代），这个季布就是西楚霸王项羽手
下的一名大将，而且有勇有谋，曾几
次为项羽出谋划策击败了刘邦。颠
沛流离的刘邦，对此十分恼怒。后
来，刘邦在战神韩信的帮助下，用

“十面埋伏”“垓下之围”等战法打败
了项羽，建立汉朝。他当了皇帝以
后，没忘记季布帮助项羽屡次打败
他的这笔账，于是下令通缉季布。
但是季布的信誉太好了，人品也太
好了，当时就有许多人因为仰慕他
的为人而暗中帮助他。

季布曾化装到山东一家姓朱的
大户人家当佣工，后来身份暴露，朱
家知道他是季布后，便以座上宾（也
或者说是门客，史上有名的“毛遂自
荐”中毛遂也是战国时期赵公子平原

君赵胜的门客）待之，而且还托人去
向刘邦老友汝阴侯夏侯婴说情。刘
邦在夏侯婴的劝说下撤销了对季布
的通缉，还封季布做了郎中。

季布还有个同乡叫曹邱生，他
听说季布做了大官，马上就来找季
布。季布一听曹邱生来了，立刻就
虎起了脸，打算数落他几句，让他难
堪。谁知，无论季布的态度多严厉，
曹邱生依旧赔着笑脸，鞠躬作揖，跟
他叙家常，并说：“我听说楚地到处
流传这样一句话，‘得黄金百斤，不

如得季布一诺’。今天得见尊颜，实
乃三生有幸”。季布听到他的话后，
心中也很高兴，就把这个曹邱生留
下了，而且一留就是几个月，并且待
为上宾，临走时还送了他一份厚
礼。曹邱生走后到处宣扬季布的美
名，从此，季布的名声就越来越大
了。

后来，人们就把季布和曹邱生
的对话简化为“一诺千金”，专门形
容一个人十分守信用的行为。

太史公司马迁对此评价也极
高，在《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里写
下 了“ 得 黄 金 百 ，不 如 得 季 布 一
诺。”

（恒辑）

讲好诚信故事 弘扬中华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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