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蔚超：唐明，你好！你是一位汉族女

作家，而在你最新结集出版的小说集《德

吉的种子》里，主人公大多是藏族儿童。请

问你为什么选择聚焦少数民族孩子呢？

唐 明：我是汉族人，出生在四川一

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在那里度过童年，后

来随父母工作调动，迁到高原小城格尔

木，一待就是几十年。格尔木是一个不足

30万人口的小城。别看城小人少，却有20

多个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让我的写作绕

不开那里的各民族孩子。比如寺院里的小

喇嘛，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成长路径与城市

里的孩子不大一样。他们的生活和内心是

怎样的，这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当然，身

边蒙古、回、土、汉等民族的娃娃，也都是

我关注的对象。我希望透过自己的作品，

让更多读者看到他们，这些开在高原上的

祖国的花朵。

李蔚超：这么说来，格尔木是你的文

学圣地。

唐 明：在外人看来，这里高寒缺氧，

物产不丰，但在我们高原人的心目中，这

是一片神圣的土地。一个穷困的妈妈养育

一群孩子永远比一个富裕的妈妈养育一

群孩子更为艰辛，这也是我们对这片土地

爱得更深的原因。格尔木甚至整个青藏高

原，在它星辰转换之间已然悄悄地雕刻了

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心里自然是对她充

满了浓情和感恩。毫无疑问，它是我文学

的故乡、心中的圣地。

李蔚超：在创作《德吉的种子》的过程

中，哪个孩子的故事让你最难忘？

唐 明：最难忘的大概还是那个因“杀

生”而遭阿妈责罚的孩子。有一次，我刚走

进村子，就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低头

站在风里。我问过才得知，他正在被阿妈罚

站，因为他忙着去玩，便偷懒把还滚烫的炉

灰顺手倒在了院子外面的青草上面。阿妈

说他杀死了小草和看不见的生命，罚他在

这里忏悔思过。在我看来，青草也许被烫死

了，但来年的春天，只要春风一吹，它们一

定还会再绿。但这个普通的藏族妈妈因为

这件事却让孩子在这里思过，而这个小小

的娃娃也没有半点不情愿地虔诚地在风中

站着，为自己的行为忏悔。这件事让我的内

心受到了深深地震撼。

李蔚超：他的形象在《德吉的种子》里

是如何呈现的？

唐 明：这是一个善良、本真、虔诚的

孩子，是高原儿童的代表。他们跟自然万

物平等友善地相处，敬畏神灵与生命。这

些是所有故事里的孩子的共同特点，也是

我最想展示给读者的儿童形象。

李蔚超：《德吉的种子》的主人公是一

群生活在青海格尔木移民村的藏族小朋

友，你还原了他们的学习、生活、游戏的场

景。你的小说也不是乌托邦式的唯美歌

谣，而是包含着文学的“当代性”和“现实

感”。比如，你写到了移民村的藏民改变生

活方式的心理适应过程，写到了藏民们脱

贫致富的故事。这是否是你有意为之的

“现实主义”追求？

唐 明：让天更蓝、水更清、草更绿，

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愿望。政府

的政策支持和人民的努力实践形成了一

个良性循环，受益的是这片土地。我见证

了生态移民村的藏族同胞适应新生活的

种种艰难。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十几年的

努力，他们习惯并喜欢上在格尔木的生

活。移民村的孩子考上大学、找到工作、融

入城市生活。这些可喜的变化，我认为是

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我相信这些为生态

而移民的藏族同胞也会在这样的进步之

中过得更幸福。

关于写作，我有一个比较明晰的信

念：我要书写现实中的故事、展现生活在

我周围的高原娃娃的世界。格尔木的移民

村寺院和经幡林我常去，小商店、甜茶店

馆和小操场我是常客，甚至偏僻处的小

路、沙堆和红柳丛，我都走到了。村里的藏

族孩子们一边坚守着本民族的传统习俗，

一边又努力地探着身子、睁大眼睛，小心

翼翼地接纳着城市的文明之光。他们不是

我想象的人物，他们就真实生活在我的身

边。他们的淳朴如潮水之碧，真诚如天空

之蓝，这是我在他们身上发现的珍宝，我

必须得把这些珍宝献给世人。

李蔚超：写藏族孩子的故事，相当于

进入民族文化的独特世界，不仅需要把生

活环境里的物象“搬”到你的小说里，而且

要求作家将自己“置身”于他们之中，化身

为他们的一份子，去摹仿、想象他们的行

动和意愿。在我看来，《德吉的种子》里的

人物十分生动可亲，毫无做作和违和感。

为了达到这样的写作效果，你在创作中克

服了哪些困难？

唐 明：困难当然有的，最大的困难

就是对藏族文化的挖掘和使用。要深度挖

掘，又要恰当使用，这个平衡点其实很难

找。“多”和“少”的问题，大概是近几年写

作中最困扰我的问题了。

这几年，我平均一周至少到村子里去

一次，跟我认识的每一位藏族朋友和民族

研究学者随时请教，我就是希望自己置身

其中。但我还是忐忑，生怕出现谬误。我是

本着一颗真诚的心讲各民族孩子的故事，

努力写出他们的美好，但我不知道我的文

字是不是能够和读者形成共鸣，我其实一

直期待读者给我提出真挚的意见和建议。

李蔚超：儿童文学作家王苗赞叹《德吉

的种子》中包含着“天然自在”的“儿童性”。

这部小说里不仅对话和内容是一派天真的

“儿童性”，你的叙述语言也如同纳赤台的

泉水一般沁着清凉的甜。你是如何在作品

中塑造、表达一种审美“儿童性”的？

唐 明：坦率地说，我的写作一向都

是“野路子”，随手随心。当时，书稿给了编

辑老师，内心不安，我特别希望得到编辑

老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尽全力修改

完善。但我的责编纵容了我，她们说，在

“天然自在”面前，写作的技巧就显得不那

么重要了。你现在说我作品里具备“儿童

性”，也许就是我老老实实、本本真真写作

的结果吧。

看看，，高原上的那些花儿高原上的那些花儿
□□唐唐 明明 李蔚超李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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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没出远门了，忽然接到甘肃作协滕飞的

电话，说有一个去甘南采风的任务，搅动了心里的涟

漪。此前，读到过相关报道，中国作协组织的“我们向

着小康走”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西藏拉开帷幕。这个

团里有许多熟识的朋友，于是下意识地在微信里关

注，甚至有几天有点担心他们会不会有高原反应。

我这次参加的甘南采访，是“我们向着小康走”

主题活动的一部分。同一时段，甘肃文联、作协组织

了“脱贫攻坚 书写陇原巨变——新时代乡村题材

文学创作”采风活动，方向也是甘南。还有甘肃文联

启动的“深入基层，扎根沃土”文艺志愿采风团也奔

赴甘南，于是三团整合一体，各有侧重。团员的结构，

自然以甘肃作家、文艺家为主力了，其中有几位就是

甘南人，是从甘南的草原深处走出来的藏族作家、诗

人。比如小说家严英秀，家乡就是舟曲县；诗人刚杰·

索木东，家乡是卓尼县。严英秀和刚杰·索木东还沾

亲带故呢。这给我这个兴奋的访者，又多了一层和睦

的温馨感受。

我对甘南的印象，最早来源于杨显惠的《甘南纪

事》和雷达的《天上的扎尕那》。杨显惠多年深入甘南

基层，和许多牧民成为朋友，他的《甘南纪事》用平实

的语言记叙甘南牧民的生活故事，有传奇，有命运，

还有草原牧民对待世界的态度，更多地呈现出的是

甘南人民热情好客、勤劳质朴、善良慷慨的形象。雷

达和甘肃的感情常常溢于言表，他的《天上的扎尕

那》描绘出了一幅美轮美奂的景象，令人向往。这是文学作品的感染，这

次感性认识甘南，我内心里特别感念甘肃的作家朋友，是他们一路上给

了我人文地理知识的启蒙。马步升，熟识的朋友都叫他“马百度”“马百

科”。他不光知识丰富，而且这么多年来，走遍了甘肃的山山水水，对甘

肃的人文地理有深入的研究。严英秀、刚杰·索木多就更不用说了，说起

甘南，那真是情真意长，如数家珍了。由于线路设计，我们此行无法去严

英秀的家乡舟曲县，我能看出，严英秀多少有些遗憾。舟曲，前些年遭遇

过一次泥石流，如今面貌大变，在新的理念指导下，舟曲在环境治理上

下了功夫，已形成了人和自然和谐相生、安居乐业的绿色环境。通过严

英秀的描述，我们能够想象甘南巨变的一角。

除了海洋，甘肃囊括了中国所有的地质面貌，甘肃大地是中国地质

的天然博物馆。甘南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费孝通先生称之为“青藏

高原的窗口”、“藏族现代化的跳板”。甘南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宝库，

是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同时还是藏汉文化的结合部、农

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处。就是从自然地理上说，它也呈现多种地貌

类型，有广阔丰沃的草原，有森林密布的山区……在甘南，藏语称黄河

为玛曲，将洮河叫作碌曲，将大夏河称为桑曲，将白龙江叫舟曲，许多地

域命名都赋有人文地理色彩和历史情感寄托。我一路默念着碌曲、玛

曲、桑曲、舟曲这些县名，又不断请教，仍感到生疏和新鲜，直到到了第

一站碌曲，方才有了感性认知。

碌曲县城就坐落在洮河之滨，八月的碌曲草原，绿草如茵。我们第

一站选择碌曲，是要参加中国碌曲锅庄舞展演和甘南州第六届民族传

统体育盛会。锅庄舞蹈，千百年来表现着藏族人民劳动生息的生活状态

和团结和谐的美好寓意。这些年来，碌曲致力于发掘洮河流域民间锅庄

舞种的保护和传承，已连续举办了7届全国性展演活动，借助民族民间

艺术形式的舞台，实现了文化和旅游的双翼展飞。甘南州的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亦是兼具民族性、运动性、文化性于一体，是藏族同胞集聚欢

庆节日的盛会。这两项活动就在洮河之滨一片如茵的草原上举行，营造

出了浓郁的民族地域风格，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甘南藏族同胞的风情

和面貌。

从碌曲向南20多公里，海拔有所降低，3300米，是甘南藏族自治

州第一批建成的游牧民定居点——尕秀村。尕秀村的地理位置，约

1600年前是赛东克尔古城。这是一片金戈铁马叩击过的雪域，民族民

俗文化穿越历史时空，成为独特的文化资源。如今它被四周草原山脉环

绕，213国道从村中穿过，已经成为一个融自然风光、民族文化、人文景

观为一体的特色生态村。我们参观尕秀村的时候，正值牧民夏季放牧的

季节，年轻人都赶着牛羊住在自家的牧场，于是阿伊丹珍措成了我们的

采访对象。和阿伊丹珍措奶奶拉家常的时候，我想到了杨显惠笔下的丹

知草阿妈，和她的老伴万考大叔，他们的两个姑娘召吉草和卓玛自由恋

爱，走向了广阔的世界，老人家有些感伤。我们采访阿伊丹珍措的情形，

被藏族诗人刚杰·索木多在组诗《甘南村落》中写出：“抵达尕秀的时候，

天空/一如既往的万里无云/那么多的来了又走/……/八十岁的阿伊丹

珍措说/家里有点口角/她今天心情不太好。”是啊，住进了新居，办起了

牧家乐，医疗有了保障，还有了新厕所，大部分家庭都有上百头牧牛，一

头牛就是一万元钱，可是阿伊丹珍措老奶奶仍有点惆怅，这就是老百姓

的生活，这就是老百姓的油盐柴米和平凡的喜怒哀乐。丹知草阿妈、万

考大叔和他们的女儿们，阿伊丹珍措老奶奶和她的晚辈，他们古老的生

活形态，已经融入了新的内容，温润辽阔的大草原也有了从传统走向现

代的脚步。

这次和甘肃作家走甘南，有两个意外。一个意外是，按照行程安排，

我们本来要去腊子口。腊子口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地标，不料那几天甘南

山区暴雨，有些路段遇阻，未能成行，留下了遗憾。另一个意外，并没有

在采访团设计的行程中，是我们在冶力关采访牧家乐主人赵闹金曼时

发生的。这个赵闹金曼漂亮能干，关键不是一个人能干，而是带领大家

共同致富。她是邻县卓尼人，也曾外出打工，这几年，脱贫攻坚奔小康的

乡村热潮给她带来了思路。她在冶力关做的牧家乐带动了周边20多户

一起脱贫、一起致富。她说：“我之前是大专生，现在是远程本科在读。”

问及她以后的打算，她说：“明年还要打造一个有甘南特色的民宿。”

也就是我们采访赵闹金曼之前，藤飞不停地惦念：“冶力关，冶力

关，这里距中国作协的扶贫点应该不远。”大家心头忽然发热，亲情涌上

心头，纷纷呼应，我们去看看。于是藤飞联系，我也电话联系《中国作家》

主编程绍武。程绍武在电话那头说：“你们在临潭啊！去吧去吧。”联系上

瞿民，瞿民正在镇里忙，并没有和我们说一定来。说实话，我们这些突然

的闯入者，多少也有些失落。采访赵闹金曼快结束的时候，瞿民突然出

现在了眼前。瞿民，如果说以前见过，也是在北京的什么会议上，这次如

果不是这个特殊的情境，我也不敢确认他是来自北京的驻池沟村第一

书记。从他的风尘仆仆和朝气自信中，你能看出他的感情投入和工作投

入，甚至还会认为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因为从他憨厚干练的言

语中能读出被甘南感染过的气质。

甘南临潭县的冶力关，历史悠久，南北朝时期就是连接东西、通衢

南北的重要关隘，是藏汉人民茶马交易的重要通道。中国作协的扶贫点

池沟村，就隐映于冶力关里，往下，穿过现在已现代化的镇子，就通往平

坦的草原；往上，就是森林茂密、路途险峻的大山了。瞿民的前任第一书

记陈涛在《池沟赋》里有写：“先民源自江淮，自明以入，民风淳朴……”

遥想当年，恐是屯兵戍边的要塞，再往后，多少年，纲纪崩塌，水土流失，

就是穷乡僻壤的贫困村了。近些年来，中国作协先后派来了3位驻村第

一书记。他们和冶力关人、池沟人共同奋斗，共同致富，用泪水和汗水铺

路向小康走。如今的池沟村已经成为一个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人文

居住多功能一体的“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了。它的新变化和新气象，陈

涛的《池沟赋》、瞿民的《池沟村规民约》中都有叙述，这的确是一片宜居

宜业的幸福之地。

离开池沟村，离开甘南，不久，许多朋友发来微信说，今天的尕秀草

原迎来了立秋后的第一场雪。

■■纪纪 行行
■■人人 物物 云照光云照光：：内蒙古红色文学的领军人内蒙古红色文学的领军人
（上接第1版）

乌审旗是革命家席尼喇嘛的故乡。云照光在这里听

到不少有关席尼喇嘛与“独贵龙”运动事迹。这是近代伊

克昭盟蒙古人和黄河边上的一些汉族人组织“独贵龙”运

动，农牧民拿起武器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故事，引起作家

极大兴趣。他搜集资料，做笔记，为他后来写《鄂尔多斯风

暴》《鄂尔多斯的太阳》《鄂尔多斯的春天》三部曲做最早

的创作规划与准备。

难忘的生活，难忘的岁月，在青年云照光脑海里留下

难忘的记忆，这些记忆在后来的日子里都成为一篇篇红

色经典作品。一些作品在《战友》《部队生活》《内蒙古日

报》上连续发表。中篇小说《蒙古小八路》是云照光在1963

年创作完成，首发后多次被转发转载，是云老最具影响力

的小说，迄今已经五六十年了，我们还在拜读学习。

《蒙古小八路》写的是一个叫扎木苏的蒙古族少年，

在村庄被日寇洗劫、亲人被敌人杀害后，带着一心要报国

恨家仇的满腔怒火走进革命队伍，在战斗中成长的故事。

小说还成功地塑造了周连长、宋指导员和王爷爷、巧云姐

等人物。蒙古小八路扎木苏在这些人的关怀培养下成长

为一位革命战士。小说歌颂了蒙汉人民一心，讲述大家共

同战胜困难、战胜敌人的感人故事。

云照光在《蒙古小八路》之后，连续创作了大量中短

篇小说，比如《友谊》（1953年）、《货郎担》（1954年）、《母

亲湖畔的火光》（1956年）、《河水哗哗流》（1962年）、《春

满军营》（1963年）、《团长，您下达命令吧》（1964年）、《蒙

根花》（1977年）、《黎明前》（1979年）、《艹只芨滩》（1981

年）。这些作品，云照光大多都是在蒙古包、毡房、军营里

挑灯夜战写出来的。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总政治部要求

内蒙古拍一部蒙古族革命斗争题材的电影。自治区决定

将云照光的纪实作品《席尼喇嘛传奇》改编为电影。谁来

改编？熟悉伊克昭盟血泪史的是云照光，听到鄂尔多斯传

奇故事最多的是云照光。云照光是写《鄂尔多斯风暴》的

最佳人选，非他莫属。

说到当年创作这部电影，云老依然激情满怀。他说，

凭着一股政治热情，凭着对先烈们的怀念，凭着一个革命

者的责任心，在组织和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拿起笔突击式

地写《鄂尔多斯风暴》。付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剧本经过9

次修改，准备定稿了。这时候《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

我学习过后，再琢磨剧本，又发现不少问题，再做第10次

修改，增加了“夺印”和“送乌云花回王府”的两场戏，突出

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在狼跟前告状”是行不通的，必须

拿起武器，勇敢地去做武装斗争，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的伟大真理，贫困的农牧民只有用手中的武器才能保

护自己。

《鄂尔多斯风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著名导演

郝光执导。

组织演员深入生活时，云照光在剧组里担任党支部

书记。和演员们一起在零下30℃低温下体验生活，著名演

员王晓棠身穿单衣在低温下坚持拍戏，令云老至今感佩

不已，啧啧赞叹。

1962年，《鄂尔多斯风暴》正式上映，受到观众的极大

欢迎，轰动全国。这一年的一次文艺座谈会上，时任内蒙

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说，《鄂尔多斯风暴》写得好，思想

上、艺术上都好，是自治区最成功的一部电影。写电影的

人是个放牛小子。他就是云照光，是共产党从小培养出来

的作家，不容易啊！今后应该再写出好的作品来。受到乌

兰夫主席的表扬和鼓励，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云照光接

着再写电影剧本。

云老创作的电影、小说和散文大多是写革命的、战争题

材的作品，所以云老被读者和观众尊称为“红色文学作家”。

内蒙古自治区为了培养作家，在内蒙古大学办了文

学艺术研究班，“红色文学家”云照光被保送到文研班，系

统学习文艺理论，研究中外文学，在提高写作水平后，他

再次修改《永远在一起》。这是作家喜欢的一部电影剧本，

写的是作者曾经战斗生活过的一支由4个民族组成的骑

兵部队的故事。这个故事从构思到拟提纲，费尽心血已经

写作9年了。1966年3月拿到全军文化部长会上，被八一

厂文学部编辑一眼看中，列入本年的拍摄计划里。

军队与地方：我工作和写作的两个阵地

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子，缺一

不可。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建设蒸蒸日上，文化发展急需人

才。怎么办？自治区党委研究要军队支援地方，从军区调

转文化干部。首选人就是时任内蒙古军区文化部副部长

的云照光。

这是50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天云老说起来，情绪依然

很无奈。他说，我在部队22年了，从10岁开始穿军装，灰色

的、黄色的、草绿色的，今天要我脱下来，我不干。军区党委

也不同意，还向军委总政打报告，说云照光同志在部队担

当重要的创作任务，还强调，一个30多岁的师级干部一定

要留在军队发挥更大作用。此事惊动了肖华部长，肖部长

委托一位副部长和我谈话，提出三条意见：不转业，地方需

要可以去兼职，不脱军装；内蒙古军区不好安排，到新疆、

西藏军区都行；搞专业创作，不担任行政职务。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坚持要云照光转业支援地方，部

队坚决要留云照光在部队，双方僵持了40多天，云照光

还是转业了。云老拍了一下眼前的茶桌子说：“这是自治

区党政一把手乌兰夫做出的决定，能不执行吗？”

“为了让我转业到地方，老领导走‘后门’托‘关系’，

也难为他了。”云老呵呵地笑。

云照光被分派到自治区文教卫体委员会工作，他没

有脱下军装，也没有办转业手续就走马上任了。云照光亦

军亦民，兼任自治区文联主任的工作。

在文艺春天到来后，云老一边工作，一边创作，再一

次拿起笔修改《蒙古小八路》，还与人合作创作《蒙根花》

电影剧本。《蒙根花》拍摄上映后，另一个故事映在他眼

前。这是在军区工作时写的剧本，叫《黄河岸边的战斗》，

电影厂和一些老同志都认为黄河岸边的故事很有价值，

催着他写，催着拍片。可惜剧本弄丢了，故事人物都得重

新构思，再写难度很大。他正在焦虑时，从公安部门退回

一大堆乱纸，没想到竟在纸堆里翻到了《黄河岸边的战

斗》的初稿。云老喜出望外，立即动笔整理修改。此时，北

京要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云老将剧稿带到会上，被

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内蒙古电影厂看中，决定作为内蒙古

制片厂建厂以来独立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在八一厂的

帮助下，改名为《阿丽玛》拍摄。剧本参加第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创作评奖荣获优秀创作奖。

电影《阿丽玛》在全国火热上映的时候，又改编为大

型现代京剧，以《查干庙的枪声》为剧名，在内蒙古演出。

电影、京剧里一位来自延河边、战斗在黄河岸、英姿勃发

的蒙古族女青年形象在荧幕里、在舞台上争相辉映。

内蒙古：我奉献一生的家乡

云照光10岁开始接受革命教育和培养。1945年2月，

他从延安回到城川，在民族学院做学生会主席、任教员和

教育干事；还在八路军保安队当教官；在木肯淖、吉拉、阿

拉庙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后，云照光到西北军区

蒙汉支队任文化教员和教导员；1949年出任伊克昭盟军区

宣传科长，代理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在骑兵第5师任宣传

科长，后做师党委副书记、文化学校副校长。

1955年，云照光任内蒙古军区文化处长。1958年至

1962年的5年里他先后到昭乌达军区、呼伦贝尔军区、伊

克昭军区任职。于1962年2月返回内蒙古军区当文化部

副部长、内蒙古文联常委。

1966年，云照光转业当了内蒙古自治区文教委员会

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后来，做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任、内

蒙古自治区文化局长，再后来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

副部长，兼任文化局长和文联主席。

1983年4月之后，云照光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协

第五届、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2019年，作家出版社给云老出版《云照光文集》和他

的摄影集。

我们在这里介绍云照光的任职经历，是告诉大家：云老

一生都在做党的宣传、文化工作。云老是内蒙古无愧的革命

宣传家、文学艺术的领军人和领导人。他创作的红色文学教

育了我们，影响了几代人，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食粮。

我们采访云老已经两个小时了，夕阳穿过庭院里的

葡萄叶片，透过明净的玻璃窗，洒落在老人脸上和身上。

斑驳的光影仿佛是云老一生难忘的记忆碎片，仿佛是云

老从大青山下黄河岸，走向延安，走进鄂尔多斯，驰骋于

草原上的光荣而坚实的足印，那么清晰明澈地展现在我

们眼前。这位革命老人、文学前辈，让我们肃然起敬，由衷

地钦佩。

不同时期的云照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