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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乾宫的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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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第一离职干部休
养所拟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择优选定“军区第一干休所营门
识别系统及监控系统建设”的承建单位，欢迎符合资格条件
的投标人前来报名参加。资格要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http://www.chinabidding.com.cn）及内蒙古军区招标网（http:
//www.nmgjqzbw.com）上发布的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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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第一干休所营门
识别系统及监控系统建设招标公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的家乡交通闭塞，除了
每年夏天旗电影放映队来
村里巡回放映一场电影之
外，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
漫长的冬季，庄户人主要
是“猫冬”。这时候，如果谁
家请来个“胡尔其”（蒙古
语说书人）说几场“乌力格
尔”，那么，全村人甭提有
多高兴了。

乌力格尔，汉语意思
为“说书”，因采用蒙古语
说唱，故又被称作蒙古语
说书，是蒙古族的一种曲
艺形式。蒙古族民间，称只
讲故事而无乐器伴奏的乌
力格尔为“雅巴干乌力格
尔”；用朝尔伴奏的乌力格
尔，被称为“朝仁乌力格
尔”；用四胡伴奏说唱的乌
力格尔，则为“胡仁乌力格
尔”。胡仁乌力格尔在辽宁
蒙古贞和科尔沁等地区的
农村牧区群众中广泛流

传。
蒙古贞和科尔沁草原

是乌力格尔的故乡，流传
着存量巨大的胡仁乌力格
尔。据不完全统计，科尔沁
地区流传的传统乌力格尔
有数百种、上千部之多。艺
人短则演唱数昼夜，长则
演唱几十天甚至几个月。
胡仁乌力格尔，一人一琴，
自拉自唱。

听说上世纪50年代初
期，村里人从奈曼旗请来
了名字叫巴拉丹的“胡尔
其”说过“乌力格尔”，但那
时候我年纪尚小，“胡尔
其”长什么模样，说过什么

“乌力格尔”，一点印象也
没有。过了几年，我们村的
那仁朝克图回来了，据说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去扎鲁
特旗、阿鲁科尔沁旗一带
拜师学说“胡仁乌力格
尔”，漂泊了十几年，现在
算是学成回故里了。他回
来后，一边务农，一边应邀
说书。自从村里有了自己

的“胡尔其”，以后的那几
年，只要听说那仁朝克图
要说书，不管在谁家，我都
跟着妈妈去听说书。

那仁朝克图讲的“乌
力格尔”，让我印象深刻的
是“本子故事”，唐代征东
辽的事儿，唐太宗李世民
以及徐懋公、程咬金、薛仁
贵、罗成，尉迟敬德，还有
他们敌对方盖苏文，等等，
都是从他故事里听来的。
当然，那时候我哪里懂得
这些人物的关系，后来看
书才知道。当时，最吸引我
的是蒙古语说书最精彩，
或者说最经典有几处地
方，表现手法丰富多彩，灵
活多样。一是描绘出征的
将军备马、穿戴盔甲、披挂
上阵，不同毛色的马匹不
同的马鞍用具，不同的将
军不同的着装和披甲，手
中拿的器械也不一样，特
别是女将出马，另一番描
写形容，妙趣横生。还有正
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褒贬

不同，词汇也不一样。二是
形容两个敌对阵营将军在
阵前来一番单挑，你来我
往，杀他个几十个回合等
等，充分运用蒙古语诗歌、
好来宝的合辙押韵，比兴、
夸张手法，节奏欢快，妙语
连珠，活灵活现，精彩绝
伦。三是对军队出征路上
所经过的山山水水的赞美
时，声情并茂，如诗如画；
而在表现故事中忠臣良将
或遭遇诬陷，境遇凄凉时，
如歌如泣，娓娓动听，催人
泪下。而且唱腔曲调变化
多端，或欢快，或悲凉，或
舒展，或激烈，各不一样。
看我坐在“胡尔其”旁边很
近的地方，屏气凝神，全神
贯注地听他说唱的样子，
妈妈说我“快要钻进‘胡尔
其’的嘴里了。”那时候，我
把很多精彩的段落背得滚
瓜烂熟，回到家里还拿着四
胡乱比划一阵子。那时候我
甚至想长大以后成为一名

“胡尔其”。几十年过去了，

那些唱词还记忆犹新。
那仁朝克图“胡尔其”

一部故事说上个四五天或
一个星期左右，每天晚上
说三四个钟头，中间休息
十分八分钟，喝几口茶水，
抽袋烟，接着说。到了故事
最关键的地方，便来一个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分解”。这时候夜很深了，
有的小孩熬不住已经睡着
了，大人们拖儿带女，三五
成群地往家走。路上，人们
仍然沉浸在刚才的故事情
节里，挂念着人物的命运
会怎么样。“胡尔其”吊胃
口这招儿特灵，明天晚上
这些人准能早早的来到现
场。

像很多“胡尔其”一
样，那仁朝克图也不识字，
全靠师傅口口相传，把一
部部书全背下来。我听说
有些“胡尔其”，先请识字
的人把本子故事念给他
听，他把主要人物、地名、
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全靠

脑子死记硬背，然后把它
串起来加工再创作，穿插
发挥，形成一段精彩的说
唱段说给别人听。还有，很
多科尔沁叙事民歌，都是
靠这些民间艺人进行加
工，传唱开的。像《嘎达梅
林》《达那巴拉》等不少民
歌，可以说唱十天半个月。

听“胡仁乌力格尔”过
去很多年了，回想起来，这
是我接受民间文学熏陶的
第一课，潜移默化中让我
受益匪浅。那仁朝克图，是
我少年时代心目中的一颗
星。前些年，我在翻译《库
伦旗名人传》文字时，看到
民间艺人栏里有他的名
字，但是只有三五行文字，
太简略，没有全面反映他
的艺术成就，很遗憾。

后来，我到外地念书
以及工作后，再也没有见
过他。去年，我回一趟老
家，得知那仁朝克图老人
已于1990年病逝，享年70
岁。 文/岱 钦

听“胡仁乌力格尔”的年月

紫禁城肇建于公元
1406年，1420年落成。倏忽
之间，即将迎来600年的诞
辰。

600年间，星移斗转，
沧海桑田。粪土当年万户
侯。而紫禁城草木，却葱茏
葳蕤，生生不息。它们无疑
是600年紫禁城有生命的
见证者。

早先，游客游览故宫
的时候，多是围绕宫廷建
筑，走马看花。近年来，故
宫展览越来越丰富，文物

“活了”起来。
游客多了，自然游览

也就细节化、个性化了。记
得一个春日，当我在故宫
珍宝馆从事志愿讲解服务
的时候，一个游客忽然向
我打听承乾宫的梨花开了
没有？

我很愿意听到这样的
问询。不仅仅乐于回答，而
且回答的时候，心中的花
儿好像也绽开了，恨不得

把游客立刻就领到承乾宫
去。

让文物活起来，当然
是一种比喻。但故宫里的
草木，真的就是活的“文
物”。

故宫里的京白梨在哪

儿？

在故宫的开放区里
头，有两处可以看到梨花。

寿康宫门前有两棵梨
树，承乾宫门前有一棵梨
树。这两处的梨花，寿康宫
的要比承乾宫的早开三四
天，在3月底就已经彻底绽
放了，而承乾宫的差不多
能坚持到清明。

寿康宫位于紫禁城外
西路，在清代为太皇太后、
皇太后颐养天年之所。乾
隆朝孝圣宪皇太后、嘉庆
朝颖贵太妃、咸丰朝康慈
皇太后都曾在此居住。

承乾宫位于东六宫，
明代为贵
妃 居 所 ，
清代为后
妃 所 居 。
明崇祯帝
宠爱的田
贵 妃 、清
顺治帝宠
爱的董鄂
妃，都曾

在此居住。
我曾经转遍了故宫开

放区，也没有发现京白梨，
终于等到寿康宫开放了，
我看到了那里有两棵老梨
树，我于是就眼巴巴地从
春天盼到秋天，我倒要看
看故宫的京白梨到底在哪
儿？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
寿康宫的梨树坐了果，我
兴奋得跳了起来。这就是
紫禁城里的京白梨啊！

唯一冠以“京”字头的

水果

紫禁城里头种植京白
梨，想来也是有缘由的。

京白梨是所有水果里
头，唯一一个冠有“京”字
头的水果，而且京白梨的
原产地就在北京。

京白梨的诞生地就在
北京门头沟东山村的青龙
沟一低洼有水处，大约在清
代中期，这里出现了一棵自
然变异的梨树，因为品质优
异，于是广为种植，并成为
宫廷贡品。到了清朝末年，
京白梨的种植已经扩大了
面积，已不仅仅限于东山、
孟悟两村，更扩展到了妙峰
山、军庄、潭柘寺诸乡。

京白梨又名北京白
梨，因为个头很小，还叫小

白梨。在果形上有平顶、尖
顶之分，果皮有细皮、粗皮
之别。但品质最优的当属
细皮平顶的品种，俗称“荸
荠扁儿”。京白梨纵径约
4.6~5.5厘米，横径5.4~6.9
厘米，单果重75~117克，因
为果形标准，把京白梨一
个一个摞上去，通常可码
六七个而不倒。当然关键
还在于内在品质，它的皮
极薄，以至于梨与梨之间
互相摩擦就会产生褐色的
擦痕。经过后熟的京白梨
芳香扑鼻，室内放上几个

京白梨，往往香气盈室，沁
人心脾。果肉细腻，食之汁
水四溢，因为石细胞极少，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所
以入口即化。

宫里的未必比得上村

里的

从寿康宫的两棵京白
梨的树径粗细分析，这两
棵树树龄并不是特别老，
最早也就是清末种植的，
那时京白梨作为朝廷贡
品，深得皇帝乃至后妃喜

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于
是从门头沟引种两棵梨树
自然也非难事。

不仅仅要赏花，还要
吃梨，那么就得种两棵，因
为京白梨虽然是雌雄同
花，但是需要异株授粉。

宫里头毕竟是宫里
头。东山村的京白梨之所
以品质卓越，除了独特的
地理环境———三面环山，
一面向阳，夏季昼夜温差
高达20摄氏度，地下水资
源丰富，还有就是京白梨
要想好吃，需要跟不同种
的梨相互授粉，比如京白
梨的授粉最佳拍档是小香
梨或者烂酸梨，这在过去
都是梨把式的不传之秘。

“橘生淮南则为橘”，
道理一样，虽然我没有吃
过这棵树的京白梨，但是
梨的品质一定是比东山村
差远了。

不过宫里头既然能吃
到进贡来的京白梨，自然
也不会指着这两棵树能结
出多好的果子。

说白了，也许此地主
人就是闲得没事，于是要
求整两棵京白梨树，住这
儿的都是太皇太后啊，岁
数大了，牙口肯定也不行
了，只能吃口儿软软乎乎
的京白梨了。

（据《北京晚报》）

故宫里的草木，就是活的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