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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成吉思汗的书
籍中，经常可以看到蒙古
大军在行军途中或在战役
间隙围猎的描述。《成吉思
汗法典》中说：“打猎为军
事训练的基础”“蒙古人不
与人战时，则应与动物战。”
成吉思汗手下的名将孛斡
儿出与成吉思汗论人生最
乐之事时，曾说：“臂名鹰，
控骏骑，御华服，暮春之
天，出猎于野，斯为最乐。”
可见，古代蒙古人自幼习
惯于艰苦、战斗生活，在狩
猎和战争中养成冒险犯
难、不屈不挠的精神。

科尔沁，箭手。整个科
尔沁那一带，是成吉思汗
胞弟、神箭手哈撒儿的世
袭领地，骑马竞逐、摔跤、
射箭的习俗由来已久。我
的家乡，在原哲里木盟库
伦旗、奈曼旗、科左后旗交
界的“鸡闻三旗”的地方，
方圆百八十里地沙套连沙

套，沙套里植物茂密，水草
丰沛，适宜于各种野生动
物栖息繁衍。蒙古族爱打
猎之遗风依存，直到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每年春天
都要组织围猎。我虽然还
小，但也依稀记得，每到春
季村里的爱好打猎的人早
已备好自己的乘骑，摩拳
擦掌地等待围猎那一天的
到来。回来后，狩猎中发生
的趣闻轶事成为人们的茶
余饭后的谈资。直到六十年
代初期，我有幸参加了一次
全公社范围的围猎，亲眼目
睹了围猎壮观的场面。

那是1963年春天，正
是我初一的下学期。应该
是这年的清明节的时候，
我们公社组织了一次全公
社范围的围猎，我们中学
放了两天假，女生可以回
家，男生都要参加围猎。我
们中学从供销社借了一峰
骆驼，骆驼上驮了两个年

级几十号人的两天的粮食
和咸菜之类的东西出发。
有管后勤的宝祥老师、大
师傅道尔吉和我3个人负
责拉骆驼。我现在都不明
白学校为什么派我参加这
个3人小组，反正我挺高
兴，因为我第一次骑在高
高的骆驼上，优哉游哉走
了一路。

围猎，事先指定一个地
方，应该是全公社中央的某
一个合适的地方。于是，全
公社上千个大人小孩从各
自的村庄出发，有骑马的、
骑驴的，还有很多是步行，
有的扛着猎枪，绝大部分人
手持布鲁（打猎的投掷器）
从四面八方向围猎中心围
拢过来，受惊吓的野兽，如：
狼、狐狸、野兔之类躲避人
类，也只能被逼往中心方向
跑，最后被围歼之。

我记得那天我们走了
一天的路，来到离公社所

在地五六十华里的一个村
住下，第二天10点是围猎
合拢时间，我们早早地来
到合拢中心之地西北的高
高的沙包上，放眼望去，下
边是好大好大一片开阔
地，四周都是连绵起伏的
沙包高地，每个沙包上影
影绰绰地看见站满了人，
将这片草原围了个水泄不
通，喊声此起彼伏，惊得山
鸡乱飞，野兔乱窜。这时
候，一队队骑马的猎手从
四面八方驰入这片开阔
地，有的追山鸡，有的追野
兔，东奔西跑、来回穿梭，
好不壮观。山鸡这个飞禽
不但飞不高，而且飞不远，
几个回合，它就飞不动了，
只能在地上找草丛、灌木
丛往里钻。这时候就看谁
的马跑得快，看那个骑手
眼疾手快，山鸡就成了他
的囊中之物。野兔跑得快，
但它跑不过马，但它一会

儿来一个急转弯，马被它
调动的晕头转向，往往借
着惯性跑出去很远，再掉
过头来追去。这个游戏很
好玩，能看出骑手控马的
能力和人马配合的技术。
但最好看的还是两个骑手
争夺猎物———野兔。眼见
一只野兔从马阵中逃了出
来，拼命往前跑。马阵中两
位骑手射箭般地窜了出
来，追出百十来米，距离野
兔两三米远，只见两位骑
手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飞
身从疾驰的马背上跳了下
来，正好跳到野兔旁边，一
人抓住野兔前两条腿，一
人抓住了野兔后两条腿。

“这回有好戏看了！”附近
的人们纷纷围拢过来看热
闹。这两位一位年龄五十
上下，古铜脸色，脸面胡
须，威风凛凛；另一位二十
左右，血气方刚，英俊潇
洒。俩人各抓一头，互不相

让，僵持不下。其实，一只
野兔能有多少肉？有谚语
道：“不是为了兔肉，而是
为了荣誉！”人们认为，猎
场上满载而归与空手而
归，关乎猎人的荣誉。这时
候，一位长者过来从中调
停，或把猎物双方平分；或
让给现场最年长者或年少
者。两位骑手各自松开手，
把这只野兔交给调解者来
处理，各自骑上马扬长而
去。

后来听说1963年的这
场围猎，也就打死了几十
只兔子和山鸡，狼、狐狸连
影子都没见到，草草收场。
我大哥今年78岁，最近，我
和他唠起此事，才得知
1963年正好23岁的他也参
加过那次围猎。我听他说，
从那儿之后家乡再也没有
组织过围猎。我算是有幸
参加最后一次围猎的人
了。 文/岱 钦

最后的围猎

冬天是一个牵惹情思
的季节，童年是一个惹人
回忆的阶段。

一个被弯弯小河环
绕，白杨绿柳掩映的村庄
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
也是我姥姥姥爷的家乡，
那里给我留下太多美好的
回忆。晴空下的田野，飘香
的果园，碧绿的草滩，蛙鸣
的河湾，但在我心目中，姥
姥家的那个后圐圙却尤为
难忘。

圐圙乃北方方言，即
农家人用墙围起来的可以
种植瓜菜的地方，一般人
家的圐圙是在住房的前
边，而姥姥家的圐圙是在
住房的后边，农村那种房
前院后的乡土民居非常吸
引我，后圐圙的南面是姥
爷姥姥住的屋，青砖绿瓦3
间大瓦房，瓦檐上雕刻着
各种图样，虽经岁月的冲
蚀，但还依稀可辨；西面是
别人家的房子，北面和东
面全用沙棘和杏树叉子围
成了一个弧形的篱笆墙。
别看这个小小的地方，姥
姥和姥爷种植的东西可全
了，有玉米、香瓜、金针菜
等，中间还栽了一棵李子
树；篱笆墙上爬满豆荚，碧
绿的叶子将篱笆墙全部覆
盖，上面有淡紫色的豆花。
毫无疑问，这是我童年时
的一个乐园。姥姥不让我

随便进这个圐圙，怕我踩
坏了里面的庄稼。她越是
不让我进，我越是想进，有
时候趁着姥姥和姥爷去地
里干活，还带着几个要好
的小朋友偷偷地进去玩。
记得有一次捅蜂窝，一群
蜂炸了窝，嗡嗡乱飞，一只
蜂蜇了我的脸，刹那间脸
上肿了个大红包。再令我
感兴趣的是墙旮旯的蘑
菇，尤其等下过雨的几天
后，我耐不住性子，总想进
去看一看，心想一定有小
蘑菇冒出，每当这时，我特
别惊喜，看着蘑菇，一个个
小雨伞似的顶破了土，努
力向上长，觉得非常有趣，
但我不忍心去摘，总是等
它长到帽儿快黑了，才忍
心摘下让姥姥炖着吃，尽
管那时已不是十分好吃
了。

圐圙里的那棵李子
树，春天开白色透着绿的
花，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
清香；夏天枝叶繁茂，李子
缀满枝头；到酷暑期，我和
姥姥在清凉宜人的树下乘
凉，姥姥做针线活，我拿一
个小铲子在树下铲土玩，
抬头望一望，李子一串一
串怪可爱的，自己知道还
不是吃的时候，但是还是
忍不住摘一个尝尝，涩的
嘴都张不开了，赶紧吐出
来。到了农历六月底，只见
李子开始由青泛黄了，眼
看内中又微微泛出了粉
晕，格外讨人喜爱，用不了
几天就该熟了，这时姥姥
才让吃个够。当把李子放
进嘴里，那真是满口香，别
提有多甜了，至今想起来
都流口水，那是我吃过的
最好吃的李子。

说实话，这个圐圙里
我最喜欢吃的是金针菜，
甜兮兮的。每天清晨太阳
出来时，环篱笆墙内的一
圈金针菜，黄灿灿的全开
花了。真奇怪，太阳没出来
前还没开花，太阳出来一
会儿，花就绽开了。还有一
些含苞待放的，姥姥也一
起摘了，一摘就是一大筐，
一大筐全都拿到锅里蒸，
蒸了之后就铺到房顶上晾
晒。

只可惜，当我上初中
时，就离开了姥姥家，进城
读书了，告别了那个美丽
的村子，告别了我的那个
乐园。又过两年，姥爷和姥
姥也离开村子，搬迁到城
里居住了，后圐圙也只能
存在于我的梦里和记忆中
了……

文/柳 林

野葡萄酒
“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高……酿之成美酒，

令人饮不足。”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他的《葡萄
歌》中曾这样盛赞野葡萄酒。

在我们老家，荒山野岭中生长着大量的野葡
萄。当一串串深绿色的野葡萄变紫，再由紫变黑
时，家乡就是农历九月了。所以不知从何时起，九
月酿制野葡萄酒已经成为老家的习惯。

又到一年野葡萄成熟的季节。年过花甲的母
亲像往年一样，早早洗好了罐子，准备好了白冰
糖。她又要为父亲酿制野葡萄酒了。

记忆中，父亲号称“酒葫芦”，三大杯老白干
灌下去，依然面不改色，谈笑风生。说来也怪，海
量的父亲每次只需饮得母亲酿制的一小杯野葡
萄酒，就会眯起双眼，哼起小调，一副醉意朦胧
样。

母亲酿制野葡萄酒非常讲究，先是精心挑
选，凡有破损，或是虫咬过的野葡萄统统择出。然
后，用水轻轻冲洗一遍，晾干表皮上的水。接着再
把干净的野葡萄和白冰糖按照5∶1的比例放入
罐中，接下来，就该捏碎野葡萄了。罐子大，野葡
萄多，母亲往往捏得满头大汗，这时候，一旁的父
亲总会说：“让我来吧。”母亲是不会让父亲捏的，
她说父亲那双手沾满了汗腥味，会“熏坏”了野葡
萄酒。其实，我知道，那是母亲心疼父亲，为了一
家人的生活，父亲成天在工地干活，母亲是想让
他多歇一会儿。

终于捏得皮和籽外都是水状的了，母亲才住
手，然后紧紧密封住罐子的口，放在阴凉干燥处
20天。等20天后揭开罐子口，一股清香就会迎面
扑来，在空气中慢慢弥散。父亲闻到了，等不及母
亲用纱布把野葡萄皮和籽过滤，就乐颠颠地拿着
酒杯子走过来……

酒不醉人人自醉，母亲把对父亲浓浓的爱酿
在了野葡萄酒中，爱酒的父亲岂能不醉？

文/李爱华

后圐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