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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米花

缅怀哈扎布
2004年6月14日，经过几日
长途跋涉，我背着长短镜头走
进了锡林浩特。天幕已落，路灯
初上，我顾不得登记旅馆，在路
边小店吃了一碗羊肉面，便开
始四处打听，寻访哈扎布。哈
扎布是草原上家喻户晓的“长
调 牧 歌 之 王 ”。对 于 从《赞 歌》
开始就痴迷于蒙古族原生态
音乐的我，如果千里独行能见
到哈扎布，并得到亲自指点，
那是我一生的荣幸。第一次听
到《赞 歌》时 我 只 有 9 岁 ，在 故
乡的大礼堂，当身着蒙古族服
饰的胡松华唱起“啊哈嘿咿哟，
从草原来到天安门，高举金杯
把赞歌唱……”我感觉周围的
一切似乎都在漂浮，我不知道
世界上还有没有比这更好听的
天籁之音。那个年代学长调不
容易，哪有现在的磁带、光盘、
数码、在线视听等这样方便，只
能省下零花钱，多看几遍《东方
红》。县文工团唱山歌的邓老师
来自长阳土家族，
《赞歌》 唱得
行云流水，由此成为我的引路
人。他要求我气运足了，慢慢拉
长开去，再一点点收回来，仔细
听，能听到羊鸣马嘶声。后来南
下深圳，香蜜湖畔惊现一片蒙
古包，我总算从这儿听到了正
宗长调，那里风味酒楼的歌手
萨仁呼、朝鲁巴特尔，都在内蒙
古长调比赛中拿过奖，跟他们
交朋友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
渐渐就像模像样了。
在赤峰市采访香港慈善家
余彭年的“光明行动”之后，我

给报社电话续假。老社长欣然
同意，在员工联欢会上，他听过
我唱《赞歌》，只要求两点：第一
尊重当地民族习惯，第二“搂草
打兔子”，回来给文艺版发稿。
欢迎晚宴上，长调歌手孟克告
诉我，哈老就住在400公里外的
锡林浩特，先前在阿巴嘎旗的
老家，由于年迈体弱，加之眼疾
加重，就搬来市里跟孩子们住，
一边治病，一边教孙辈唱长调。
我喜出望外，从克什克腾旗包
了车，一路直奔锡林浩特市民
族歌舞团，结果信息混乱，先说
哈老在黄旗，后说蓝旗，又说阿
巴嘎旗。反正我铁了心，不管红
黄蓝白什么旗，找到哈老才是
迎风飘扬的旗。天助我也，一早
出发路上，歌舞团按名片打来
电话说，哈老就住在市里，查干
苏布日嘎街，他亲戚家。我们调
转车头，经过一家商店，我下了
车，买了烟酒茶砖，千里送鹅
毛，礼轻情意重。一位中年妇女
自报家门，是哈老的亲戚，见我
风尘仆仆猜出大概。我随她来
到一处院子。大门关着，她敲了
几下，有人来开门，他俩说了会
话，明白了意思，热情迎客。听
说深圳的客人特地登门看望，
82岁的哈老一高兴，要从躺椅
上站起来，我赶紧上前一步，紧
挨着他坐下，握住他的手，那手
很厚实，很温暖。哈老视力不
好，但听觉绝对没问题，并给了
我一个见面礼：你嗓音好，中气
十足。要知道，这对喜欢唱歌特
别是长调的人，可是极大的褒

奖和鼓舞。哈老让我有什么要
求尽管说，我就谈自己学长调
的体会，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
题，比如诺古拉的自然演绎，
唱腔部位的气息控制，汉族人
蒙古语不过关怎么办，还有长
调 唱 多 长 才 算 长 ，等 等 。哈 老
一 一 作 答 ，首 先 ，哈 老 肯 定 了
我对长调的执着追求，因为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接着谈到诺
古拉，一种长调特有的歌唱方
法，那是蒙古族人游牧生活的
积淀，重点在气息与声带之间
的 平 衡 ，要 唱 好 诺 古 拉 ，只 能
到大草原上去，到马背上去，
体验牧民的劳动生活。长调，
顾名思义，一种很长的音调，
字少腔多，快少慢多，易于叙
事，长于抒情，长调因人因景而
异，懂得张弛收放，不长也长，
反之，再长也不长。关键在嗓子
通透，运气要饱满，唱两下上气
不接下气，那当然不行。至于蒙
古语，倒是不必多费功夫。哈老
边说边示范，一曲《走马》跌宕
起伏，像长江的水一泻千里，又
像山间的小溪缓缓流过。来，你
唱一段我听听。我？哈老便轻哼
起来，试图以伴唱把我带入，我
满脸通红，最终唱起了 《北疆
赞》，拉苏荣的早期作品。唱的
过程中，斗胆看一眼哈老，他微
闭眼睛，有人跟我提过，哈老听
人唱长调时往往会这样，那是
全神贯注，是开心。他会怎么评
价呢？哈老冲着我笑了，那是肯
定的意思，一顺儿唱下来，我没
有跑调。哈老让我换唱一首《小

黄马》。我不再犹豫，豁出去了，
有了这副心态，索性彻底放
开 ，几 乎 是 一 气 呵 成 ，竟 然 两
段都唱完了，而且第二段采用
了 汉 语 。这 时 候 ，我 特 别 注 意
哈老的表情，他的一举一动，
对我今后的努力方向至关重
要 。你 唱 得 不 错 ，你 一 定 跟 过
老师，你通过长调走进我们蒙
古民族，你是重情重义的人，
我谢谢你。当然，毛病也不少
的，还需要老师指导，强化训
练，坚持走下去。
一曲未了又一曲，
《白马》
《黑骏马》
《小黄马》
《追风的银
鬃马》……我连声叫停，生怕累
着了哈老，我这不速之客，委实
担当不起。这时，哈老最疼爱的
外孙回家了，两年前他闯荡深
圳，我们在香蜜湖见过，他认出
了我，叫一声“金哥”
，我也认出
了他，大呼“洪格尔”
，于是拥抱
在了一起。哈老见我们是朋友，
谈兴更浓，戴上礼帽，合影留
念。哈老确实累了，躺在沙发上
一会儿睡着了。我轻轻退了出
来，一再向主人表示歉意。洪格
尔代表外公送行，他说外公生
病后，好久没有这样兴奋了，因
为客人的到来，仿佛回到了当
年，奶茶飘香，长歌不歇。我承
诺，一旦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看
望。没有想到，就在寻访后不足
10个月，噩耗从草原传来，哈扎
布老人，因病溘然长逝。直到今
天，哈老可亲可敬的面容以及
无与伦比的长调歌声，依然在
我的天空回荡。

文/金 涌

腌酸菜
酸菜是家乡呼和浩特市武
川县特有的一种食物，儿时，寒

俗话说：
“ 酸白菜就饭，刮

冷的冬天没有新鲜蔬菜，家家

拉烂锅底。”每年的农历腊月三

都要腌几瓮酸菜，天天就它下
饭，一吃就是半年。现在虽然冬

十至正月初五是不能吃的，究
其原因不外乎“早吃酸菜有饥

天也有新鲜蔬菜可以吃了，酸

荒，迟吃酸菜家荣光"的传统风

菜却作为一项传统保留了下
来。

俗。这许是人们对灾荒年的恐
惧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腌酸菜主要原料是大白

值得一提的是，家乡武川县有3

菜、胡萝卜，大白菜、胡萝卜也

个节日是不能不吃酸菜的：一

分好几种，像什么黄萝卜、红萝
卜、包头白、青麻叶，辅料是盐

个是端午节，包粽子、做凉糕；
其次是十月初十“封囤节”
；第

和辣椒汤。用酸菜做出的菜肴

三个是冬至，家家午餐吃葫芦

有渍菜粉、汆白肉、酸菜火锅，

小米粥配上酸菜。有歌谣为证：

还有和血肠一起做成的杀猪菜
等，此外酸菜馅饺子也是很好

五月里，五端阳，软米粽子蘸白
糖，小黄菜，酸又香，鲜姜蒜瓣

吃的。家乡人在腌酸菜时，先挑

炸得黄，哪呼咿呀嗨，小浆水揪

选好瓮缸，一定要火候老、釉质

腌菜汤也会经年使用下去，蒸

即使不见其人，吃着腌制的菜，

片济不溜儿酸；十月十，封囤

好、无裂纹砂眼等，菜要去掉烂
蔫叶和根，洗净晾干切成条段；

发后再续满，类似于饭店煮肉

人们也会判断出这家的女主人

的“ 老 汤 ”
，时 间 越 长 ，口 感 越

是“精明”还是“邋遢”
。因此腌

节，糯糕好吃，胃受难，哪呼咿
呀嗨，喝上黄菜，胃舒坦。时代

腌酸菜的汤水调配甚为重要，

好。酸菜腌好后，将瓮摆放在不

虽然变了，但是腌酸菜的老传

食盐要品质良好。在瓮里码一

冷不热的地方，封好瓮口，以备

菜手艺好的妇女在这时候就变
得特别的忙，不是东家请，就是

层菜，倒入汤淹住菜，然后再码
再倒入汤，直至淹满瓮，而这瓮

随时食用。各家腌菜的质量也

西家叫，忙得不亦乐乎，这腌菜

直接反应出了女主人的手艺。

的手艺也成了一门学问了。

的农历八九月份，是家乡人腌
酸菜的好时节。

统还是延续下来了。因此，每年

文/乔峻岭

乡村的冬天安静而悠闲，惯常
的冬日里，时有外乡人来到村子，
高昂着嗓门，四处吆喝几声：
“崩爆
米花喽……”
崩爆米花的师傅上了岁数，黝
黑的脸庞和蔼而慈祥。他下身穿一
件老式棉裤，宽宽的松松的，但手
脚却是利索。在一处避风的地方刚
一落脚，就迅速从板车上取下一个
小风箱，一个小炉子，核心的家什
是一个铁筒罐，又黑又重，像一个
深不见底的黑洞，安放在一个钢筋
做成的支架上。它的一端有一个摇
手，旁边挂着一个气压表。师傅将
玉米粒放入铁筒罐，糖精万不可缺
少，然后拧好盖，生着火，一手娴熟
地拉动风箱，一手不停地旋转铁筒
罐，不时瞟一眼气压表。约摸一刻
钟，铁筒罐被扔进充满期待的竹筐
里，竹筐的一头套着脏兮兮的大麻
布口袋。崩爆米花的师傅脚踩竹
筐，一拉一扯，
“砰”的一声炸响，一
片白烟冒过，一阵浓香便弥散在空
气里。早已在爆锅肚子里闷得难受
的玉米，轰然冲进麻布口袋，膨胀
成大个的爆米花。炸米花的主人迅
步上前，孩子们自然按耐不住心中
的喜悦，
蜂拥而上。
各家各户纷纷拿来玉米交给
师傅，母亲忙不迭地从米缸里盛上
半瓢，急匆匆赶过去。我踩着母亲
的步点紧随其后，放下玉米，唠叨
上几句，母亲扭头就走。我不晓得
说些什么，只知道剩下的便是小孩
子的事情了。寒风从村子一头刺过
来，可小孩子视线里展现的，却是
无边的喜悦和欢乐。
一声声“砰、砰”的炸响，伴随
着滚滚白烟和弥散开来的浓香，爆
米花一锅锅炸好了。孩子们“哄”地
一下围拢过来，抓一把放进嘴里，
来不及细嚼便化掉了。飞落在地的
爆米花，一粒粒捡拾起来，童娃们
顾不上吹掉附尘，便迫不及待地吃
掉了。一个个贪婪地唏嘘着鼻子，
全没了别的心思，热烈的场面顿时
安静下来。对乡村的孩子来说，爆
米花那时可谓上等零食，大人们舍
不得让他们一口气吃掉，就留一些
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一个个简朴的日子走远了，缕
缕浓香依旧扑面而来。岁月深处米
花香！

文/董国宾

草上飞
内蒙古金戈铁马、烽火边城
的往事夯进草原的金界壕，筑进
了阴山山脉的长城，吹入浩瀚大
漠的烽燧……你念念不忘的往事
呢？推开记忆的大门，时光的船逆
流而上，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
你的胸膛……
来稿请在电子邮件“抄送主
题”一栏填写“草原往事”。同时，为
了方便发放稿费，请在稿件中附上
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
Email：bfxbcyws@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