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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与爱丽丝聊天” 系列

长期与自然亲密接触不仅能给人迥异于城市的生活体验， 还能赋予一个人成长所必

须的精神内核。 图为黑鹤在喂小鹿。

那些挥不去的草原记忆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在大自然中度过童年

我在北方的草地度过了童年 。

童年里，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

记忆 ， 是我生命中最温暖的部分 ，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这个世

界的判断， 并决定了我的创作方向。

里尔克曾经说过 ， 诗人真正的祖国

是童年。

小时候我身体病弱 ， 母亲认为 ， 我

应该生活在一个空气更好的地方， 有利

于我的成长， 于是将我送去草地。 但她

显然没有想到那短暂的生活永远地改变

了我。

在那里， 我拥有自己的狗 ， 我第一

次骑上马背， 饲养过包括小狼在内的各

种各样的动物。 确实， 我后来的写作更

多地源于对那段生活的回忆。 那段童年

生活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这个

世界的判断， 后来决定了我的创作方向。

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在

回忆中生活， 从刚刚离开草地回到城市

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有时在梦中， 我

恍然重回草地金色的黄昏， 闻到炊烟的

气息， 听见外祖母呼唤在草地里玩了一

天的我回家吃饭。

现在回想起来 ， 先不说对于现在的

孩子， 即使在当时那个年代， 我所经历

的那段时光显然已经足以让我意识到 ，

自己曾经拥有一种迥别于城市的特殊生

活。

我还记得， 在狩猎结束 ， 黄羊和狍

子被射杀， 猎人直接用刀掏开它们还温

热的胸膛， 让我啜饮滚烫的血， 吃新鲜

的肝脏。 其实， 这种方式在很多狩猎游

牧民族中除了带有某种仪式般的意义 ，

从现实来讲也可以让缺少维生素摄入的

人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 我并没有什么

特殊的感受， 周围的人视这一切为平常，

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罢了。

还有一次， 跟家里人骑着马一起穿

越草原进入一个山谷， 看到一头被狼咬

死的马驹。 那马驹的整个头部和前腿还

是完整的， 而从腰部往后的所有部分已

经被狼啃光， 仅剩白骨。 那景象留给我

永久的震撼。

后来我长大了 ， 只要有时间 ， 我就

会回到草地。

在草地深处， 那里还有穿着传统蒙

古袍的老人， 他们不懂汉语， 即使在草

地已经划分成片， 拥有了定居的红色砖

房之后， 他们仍然固执地生活在蒙古包

里， 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他们其实

正代表着某种艰忍的精神， 一种对行将

消逝的生活方式的最后挽留， 他们以自

己的存在延长着古老的草原游牧文化。

但我以为， 所谓草原游牧文化 ， 也

正是通过这种生活方式负载的。 当我们

匆忙间失去了最后的古典生活方式时 ，

我们失去的是曾经伟大的传统。

牧羊犬成为童年伙伴

我曾经拥有两头乳白色的蒙古

牧羊犬， 它们母子两代陪我度过了

童年 ， 成为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

它们的陪伴， 让我的童年记忆愈显

温暖， 也更富于追缅的色彩。

在短暂的草原生活中 ， 我曾经拥有

两头乳白色的蒙古牧羊犬， 它们母子两

代陪我度过了童年最闪亮的日子。

除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 它们几乎是

与我形影不离。

它们不牧羊， 我就是它们的羊 。 同

样， 我的牧羊犬没有故乡， 我就是它们

的故乡。

我清楚地记得 ， 到了上学的年龄 ，

不得不离开草地的时候， 我开始为自己

饲养的那些小东西寻求出路， 释放笼子

里的鸟儿和各种小动物， 将一些认为珍

贵的东西埋起来， 憧憬多年以后再挖出

来。

我的牧羊犬拥有熊一样强悍的外观

和帝王般的气质。 它们是东方古老的咬

狼犬的后裔。 但最终， 我不得不在草原

小站与它们分别， 至今我还记得它们追

逐火车的身影。

半年之后， 有草地的亲戚来访 ， 我

得知它们的消息。 在我离开之后， 它们

一次次地去车站找我。 它们以为我在那

里离开， 也一定会从那里回来。 其中一

只在从车站回家的路上遇到车祸， 内脏

受伤， 苦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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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后死去了。 另一只也在

半年之后郁郁而终。

它们一直在等待着我回去。

我想， 我的童年时代就是从那个时

候结束的。 得知我的狗死去消息的那一

刻， 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地消失了， 那

样的日子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失去了童

年的草地。

后来， 我不断地进入草地寻找那个

品种的牧羊犬， 但我再也没有见过那种

毛色如同新鲜牛奶置放一夜后上面浮出

乳脂般洁白的乳白色牧羊犬， 它们就像

我曾经闪亮的童年生活， 永远地消失了。

留住最后的草原与荒野

很小的时候， 我就想过要写一

个故事———关于两头黑色的牧羊犬，

它们是兄弟。 我想让读者知道， 在

遥远的北方， 还有保留着伟大传统

的最后的古代， 最后的荒野。

据史料记载， 蒙古牧羊犬这一古老

凶猛的山地犬种， 自远古时代， 已经在

蒙古部族的营地里承担狩猎大型猎物 、

护卫营地和驮运物资等工作了。 蒙古游

牧民族走出山林， 带着他们的畜群逐水

草而居， 不定期地更换牧场。 而蒙古牧

羊犬逐渐适应了这种游牧生活， 在无边

界的牧场中， 它们高声吠叫， 警告陌生

人并向主人发出信号， 护卫营地和放牧

羊群， 驱除觊觎羊只的狼群。

草原就是一个长廊 ， 横贯欧亚大陆

的欧亚大草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广大的草

原区。 在蒙古民族的迁徙、 游牧、 征战

过程中， 蒙古草地牧羊犬一直跟随着游

牧民和西征的部队， 承担卫护营地、 守

护后勤物资等任务。 在蒙古大军征讨西

亚和欧洲的过程中， 这个来自遥远东方

的犬种， 也对改良欧洲和西亚的犬种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蒙古牧羊犬衍生分支

出藏獒、 高加索牧羊犬和中亚牧羊犬等

原始犬种， 并在相应的地理条件下形成

具有各自地区特点的特有品种。 在这种

大规模的游牧过程中， 蒙古草地牧羊犬

的血统曾直达青藏高原。 甚至可以大胆

地猜测， 藏獒极有可能是草地牧羊犬在

游牧过程中分支而出的品种， 在封闭的

地理环境内形成了现在的高原种群。

《蒙古秘史 （新译简注）》 （道润梯

步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卷一

有如下记载： “帖木真九岁时， 也速该

把阿秃儿欲自其舅族之诃额仑母家， 斡

勒忽讷兀惕百姓处聘女……遂相允诺 ，

也速该把阿秃儿曰 ： ‘阿留吾子入赘 ，

而吾子善惊狗也 ， 亲家休令吾子惊狗

者。’”

也速该带领成吉思汗所去之处 ， 即

今呼伦贝尔草原新巴尔虎左旗， 古时翁

吉剌部的所在地。 这种甚至可以让一代

天骄成吉思汗为之恐惧的猛犬， 正是产

于此处。 《黑狗哈拉诺亥》 这部小说的

背景， 就在那里。

很小的时候， 我就想过 ， 要写一个

故事， 关于两头黑色的牧羊犬， 它们是

兄弟。

我还记得， 当时自己很小 ， 和一个

亲戚去一个草地上的营地。 我清楚地看

到一头巨犬是怎样攻击前面骑着马的亲

戚。 它狂吠着冲过来， 高高地跃起， 如

果不是亲戚以手中的鞭子招架， 主人及

时地出来喝止， 我想那个亲戚已经被它

拖下马吃掉了。

在营地的时间里 ， 我几乎将所有的

注意力都投注在它的身上。

我还记得第一次与它的对视， 它漠然地

抬起头， 那懒散的目光越过我， 望向远方，

我甚至无法成为它注目的对象。 那一刻幼小

的我感觉自己如此瘦弱。 也许当时的我无法

读懂那种目光———一种对一切毫不畏惧并且

无所谓的高贵至极的傲慢。 即使当它的主人

走过去时， 它也没有像其他的牧羊犬那样摇

头摆尾， 甚至只是微微地抬了抬眼帘。 我意

识到那是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牧羊犬， 那狮

子一样鬃毛蓬乱的巨犬浑身洋溢的不仅仅是

骇人的凶悍， 更有一种接近于蛮荒的气息在

它那冰冷的眼神中流连。

这头凶悍至极的巨犬， 一度成为我童年

噩梦的访客， 我现在已经无法再描述它究竟

有多么壮硕和凶猛， 也不提它究竟咬伤了多

少人， 在暗夜里那些觊觎羊群的狼听到它那

粗哑沉厚的咆哮又会怎样望风而逃。 后来，

我记得它的项下一直横拴着一根与现在我的

手臂差不多粗的一米多长的榆木棒， 只是为

了在它奔跑扑咬时那木棒会不断地击打羁绊

着它， 让人有机会落荒而逃。 它黑得像最暗

的夜。

我因为看到这样一头不可多得的巨犬而

兴奋不已， 甚至有些呼吸困难。 那时我还没

有见过真正意义上的野兽。 所以， 当时我感

觉那头猛犬是与荒野最接近的生命， 那种高

贵不凡桀骜不驯的气质甚至连草地上的狼也

无法与之比拟。

后来， 在另一个营地， 我又见到了它的

兄弟， 它们的相像可以恰如其分地解释为人

类世界中孪生的概念， 像是黑夜与它的影

子。 它们黑得像乌鸦的翅膀， 那黑亮的被毛

呈现出一种金属般的蓝。

在那时， 我就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写下

它们的故事———两个黑色蒙古草地牧羊犬的

故事。

这些年，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 我

的作品试图带给我的读者一些什么样的东

西？

写作 ， 对于我就是一个不断回忆的过

程， 在回忆的过程中又对曾经的回忆不断地

进行完善， 从而使其愈殝完美。 在我的作品

中， 我一直努力传达给孩子们一些美好的东

西———自由、 平等、 勇敢和爱———这些正在

被世界淡忘、 世人也羞于谈起的比较乌托邦

式的东西。

其实， 如果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 你

能够感受到北国的冰雪、 吹过山脊的风、 无

边牧场上的草浪、 草原营地上升起的炊烟，

就足够了。

我想让读者知道的就是这一切———在遥

远的北方， 还保留着伟大传统的最后的古

代、 最后的荒野。

用最美的图书装点金色童年

[

日

]

黑柳彻子著， 岩崎千弘图 ， 赵

玉皎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1

年

1

月出版

该书讲述了作者上小学时的一段真实

的故事。 作者因淘气被原学校退学后， 来

到巴学园。 在小林校长的爱护和引导下，

一般人眼里 “怪怪” 的小豆豆逐渐成为一

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孩子， 并奠定了她一生

的基础。

[

比

]

埃尔热编绘， 王炳东译 ， 中国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年

10

月出版

一艘古老的三桅船船模引发了一系列

莫名其妙的事件： 造型相同的船模、 折断

的桅杆、 神秘的羊皮纸条、 突如其来的枪

击事件， 还有一个有关麻雀的哑谜……而

这一切， 都在一本古老的记事本上得到了

解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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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羊皮纸条的背后， 竟然隐

藏着一个有关海盗和宝藏的天大秘密。 丁

丁、 米卢和阿道克船长按照藏宝图提供的

线索， 驾船出海去寻找海盗红色拉克姆留

下的财宝。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总策划， 电子工业出

版社

2010

年

1

月出版

该系列由儿童文学作家、 科普专家、 幼

教一线园丁以及优秀儿童插画家联手创作完

成， 是国内套系最大、 知识最全面、 绘制最

精美的一套原创科普图画书， 适合

3-6

岁儿

童阅读。 图书创新性地将童话和科普知识点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以孩子在生活中能看

到、 能接触到的事物为切入点， 把适合幼儿

学习的科学概念， 以童话故事、 精美图画和

亲子游戏的方式来讲解， 知识点涉及儿童安

全、 环保、 天文、 气象、 动物、 鸟类等五个

主题的启蒙科学知识， 完美结合了科普、 童

话、 绘本三大元素。 该系列让孩子们通过阅

读科普绘本， 轻松掌握科学知识， 体验科学

内涵， 产生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索欲望， 是幼

儿启蒙科普创新的有益尝试。

杨红樱著， 明天出版社

2011

年

1

月出版

当满园菊花绽放的时候， 球球老老鼠终

于又回到了翠湖公园。 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消息： 在群山深处， 有一座神秘

的绿狗山庄。 在那里， 他遇见了地包天日夜

思念的小白。 地包天、 球球老老鼠和我， 日

夜兼程地来到了绿狗山庄。 我和球球老老鼠

找遍了山庄里的每一个角落， 却始终不见小

白的踪影。 不久， 地包天也离奇地失踪了。

我和球球老老鼠终于发现了隐藏在山庄里的

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 可是， 我们无法

将那

100

只绿狗从噩梦中拯救出来。 就在我

们沮丧不已的时候， 一瓶有魔力的红酒竟然

让球球老老鼠拥有了不可思议的能力 。 于

是， 在一个深夜， 绿狗山庄里上演了惊心动

魄的一幕……

伍美珍著， 明天出版社

2011

年

4

月出版

性格软弱、 心地善良的女生盛欣怡有着

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但是，妈妈突然得了不

治之症，如同一场飞来的横祸，小欣怡的生活

乃至性格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这个过

程中，虽然有老师不断的鼓励，但对亲情和友

谊的烦恼依然使她感到孤独和困惑。 妈妈最

终永远离开了她，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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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欣怡却体验到了

生命和爱的深刻含义。 作者有着

10

余年的少

儿热线主持生涯， 来自孩子们的灵感使她创

作的少儿文学作品热销大陆及港澳台三地，

无数小读者给她写来了上万封真情信件，而

作者也敞开心扉，专为孩子们排忧解难。作者

多次登上全国少儿畅销书榜， 曾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 奖。

刘金田主编

,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4

月出版

如今， 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 延安

精神和西柏坡精神， 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越来越

多的人行动起来， 深入研究红色精神、 积

极宣传红色精神、 大力弘扬红色精神， 把

红色精神潜移默化成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液

和灵魂。

《黑狗哈拉诺亥》，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接力出版社

2011

年

1

月出版

几米著， 海豚出版社

2011

年

4

月出版

该书描述了一个三年级小女生郝完美

在学习、生活，尤其是与大人相处中的困惑

与烦恼。 经历了生活磨练的大人也更能懂

得 “郝完美” 同学的呐喊。 几米说：“这本

书献给放弃追求完美的小孩和大人。”

沈石溪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年

7

月出版

非洲罗利安大草原上 ， 生活着双

色鬣狮群。 这一天， 雌狮们猎捕了一

头角马带回营地， 狮群正按照尊卑次

序进食， 不料

5

只半大雄狮不知深浅，

抢在雌狮前夺取食物， 引起公愤。 双

色鬣和独眼雄认为时机成熟 ， 着手

“驱雄”， 将

5

只半大雄狮无情地驱逐出

了双色鬣狮群。

5

只半大雄狮就这样开

始了它们的流浪生涯。 作者创作以动

物小说为主， 已出版作品

500

多万字 。

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 中国图书奖、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

奖大奖、 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等多种

奖项。

程玮著，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年

6

月出版

该书主要记叙了一个生活在德国的中

国小女孩米兰和一个德国老人爱丽丝的对

话。 这是孩子和老人的对话， 文化和文化

的对话， 也是东方和西方的对话。 在该系

列里， 她们聊天的话题并不重大， 都是生

活中的琐碎细节： 怎么跟人交谈， 怎么在

人群中吸引别人的注意， 怎么去别人家做

客， 怎么对待客人， 怎么给别人送礼物，

怎么在名品店买东西， 甚至包括敲门的方

式、 坐的姿势、 说话的语气和餐具的使

用， 等等。 总之， 一句话， 怎么做一个受

人欢迎的人， 让这个世界因为你的存在而

变得美好、 温馨， 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

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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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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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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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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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出的

2011

年 “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 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关注和支持。 选出的

10

本少儿类图书， 既

有畅销的国外经典童书， 如 《丁丁历险记》、 《窗边的小豆豆》， 也有本土原创的科普类和文学类作品。 而这类作品的可贵之处

在于， 字里行间有着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也引领孩子去追求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系列专题之二

《雄狮去流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