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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晚唐五代至两宋三
百多年来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中国疆土重归
一统。其时今榆林市境地处内陆腹地，环境相
对和平安定。汉唐时期，榆溪塞（又称榆林塞、
榆塞、榆关、广长榆等）作为军事要地，每为诗
家赋咏。入元后，“榆林”其名仍在诗篇中时有
所见。那么元诗中的“榆林”所指何处？其与
榆溪塞有无关涉？本文择其数例试作浅析，就
教于方家。

先看周伯琦的五言古风《榆林驿》：
昔人多种榆，今人惟种柳。坚脆虽不同，

气尽同一朽。此地名榆林，自汉相传就。但见
柳青青，夹路忘炎昼。行旅苏汗暍，车骑藉阴
覆。培植将百年，柯叶日滋茂。驿亭当要冲，
人烟纷辐辏。崇山峙东西，步障开锦绣。辇路
中平平，形胜信天授。宛如道衡庐，中峰望云
岫。初夏别都城，攀条集亲友。兹还秋将中，
凉飔满衣袖。物态有变容，岁月如反手。不问
柳与榆，生意要悠久。

周伯琦（1298—1369），字伯温，饶州（今江
西鄱阳）人，曾官至资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
此诗题下有作者原注：“汉史称榆溪长塞，即此
也。”可见诗中所咏榆林驿与榆溪塞有关。《汉
书》载，秦将蒙恬驻上郡（今绥德）修筑长城，

“沿河为竟，垒石为城，树榆为塞”，榆溪塞得名
于此，塞城在今榆林市北、鄂尔多斯市南黄河
南岸的十二连城。隋大业三年（607）在此地置
榆林县。“榆溪塞”乃是“榆林”地名的发祥地，
此诗显然与今之榆林密切相关。明、清以来榆
林方志多录有此诗，自有其理。有人以为此诗
所咏榆林驿指的是今河北延庆南的榆林堡，但
此说与作者原注似不尽相合。此诗共二十八
句。前四句写榆林驿一带由种榆变为种柳，榆
坚而柳脆，两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如
果缺了生气便同样会衰朽。这里从大处落笔，
点名榆林驿的变化，突出“生气”之重要，从而
为下文描写柳之生气张目。此后十八句写在
榆林驿的所见所感，多角度描写柳树的生气。
先写榆林驿之名是从汉代传下来的，从而与注
文相照应，写其历史悠久。接写这里柳树夹
道，能使行人忘记炎热，使中暑的人苏醒（“汗
暍”指流汗中暑），使车马畅行于浓荫下。此地
柳树培植长达百年，因而滋长茂盛。驿亭设在
柳树间的交通要道上，人烟稠密（“辐辏”喻人
多如车辐集中于车轮中心的圆木），高山立于
东西两面，犹如锦绣屏障（“步障”意为屏幕），
就连天子车驾的道路也设在柳树中间，甚为平
坦。这样的形胜之地仿佛真是上天授予的。
行走在其间，犹如行走在林木茂盛、云雾缭绕
的衡山与庐山中。以上篇幅从行人、车马、人
烟、辇道等角度描写榆林驿的景象，并以衡、庐
二山作比，极言青柳茂密的秀美之景，而此景
皆由柳树而生，从而凸显了柳树的生气。结尾
六句为议论。作者于初夏离开都城，曾与亲友

折柳道别，如今归来，已是凉风侵袖的秋日。
时令的变化引发了作者的感叹：万物变化，岁
月更替，迅如翻手，正如榆林驿过去种榆、如今
种柳一样，但不管是榆是柳，不管处境如何变
换，人生最重要的是永葆生机（“生意”意为生
机、活力）。此议与开篇“气尽同一朽”相照应，
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也是作者榆林驿之行
的独特感悟。

再看柳贯的七律《榆林古长城》：
道德藩墉亿万年，长城一望朔云连。
秦人骨肉皆为土，汉地封疆已罢边。
饮马水深泉动脉，牧羝沙暖草生烟。
神京近在元冥北，万里开荒际幅员。
柳贯（1270—1342），字道传，浦江（今属浙

江）人，官至翰林待制。此诗意在表达以道德
治理国家胜过以城防巩固江山的思想。首联
写来到一望无际、高耸云天的长城旁，不禁想
到治国是依靠道德还是依靠城防这个古老的
问题。颔联写秦筑城而人亡，汉封疆而边宁，
用历史事实证明德治胜于城防。颈联转写现
实。长城旁饮马泉清流涌动，大漠中牧草云气
蒸腾，从而称誉当朝依靠德治换来美好景象。
尾联意谓京都就在幽远天空的北方（“元冥”指
太空），正是靠京都朝廷的德治，才使得曾为荒
凉之地的北方疆域也能开荒垦殖，从而进一步
颂扬了当朝德治之功。上郡是蒙恬修筑长城
时的驻地，因而此诗自然与榆林有关。想来秦
于长达万里的长城沿线“树榆为塞”，因而命名
为“榆林”的地点应不止一处。从“神京近在元
冥北”之句可知，此诗所谓“榆林”，其地当在元
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南不远处，
有可能为今延庆南榆林堡。

再看虞集的五言古风《至治壬戌八月十五
榆林对月》：

日落次榆林，东望待月出。大星何煜煜，
芒角在昴毕。草树风不起，蛩蜩绝啁唧。天高
露如霜，客子衣尽白。羸骖龁馀栈，嫠妇泣幽
室。行吟毛骨寒，坐见河汉没。驿人告晨征，
曈曈晓光发。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圆，仁寿
（今属四川）人，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领修《经
世大典》，为著名学者、诗人。“至治壬戌”指公
元1322年，岁次壬戌，“至治”为元英宗年号。
诗篇为作者于此年中秋月夜暂留榆林时所作，
通过描写从待月、月出直到月没的全过程，抒
发“对月”时的复杂情感。黄昏时分，金星闪
亮，昴毕生光，风平树静，昆虫不鸣。这是渲染

“待月”时的静寂气氛。（“大星”即金星，黄昏现
于西方天际。“芒角”指星光明亮。“昴毕”为二
星宿，属西方七宿。“蛩蜩”指蟋蟀与蝉。）月出
之后，光如霜露，映白人衣。作者徘徊沉吟，想
到瘦马龁食于棚中、寡妇哭泣于幽室等诸多凄
伤的月夜场景，不禁感到毛骨生寒，不知不觉
间月亮已沉没于星空。在店家的呼唤下，作者
踏上行程，这时太阳升起，天色已亮。这是写

“日出”到“月没”的情景，写得凄冷哀苦。（“栈”
为马棚。“嫠妇”即寡妇。“坐见”意为忽见、旋
见，“坐”用为副词。）中秋月夜本是团圆佳节，
然而此诗却凸显出清冷氛围与悲凉情感，应与
当时的政局有关。至治壬戌为元英宗执政的
第二年，英宗推行政改，受到保守派抵制，朝中

权斗不息，次年英宗即在政变中被杀。作者当
时供职朝中，难免心存恐惧。此诗正是作者当
时畏寒惧祸心态的反映。诗中所咏“大星”与

“昴毕”皆在西北方，由此可知诗中的“榆林”应
在京城大都（今北京）西北，有可能是今延庆南
榆林堡驿。

同一时期，诗人朱德润（1293—1365）作有
和虞集《榆林中秋对月》诗二首，其中“茫茫觇
六合，况敢争一室；仰观浮云变，清辉易升没”
等语，也隐约含有对当时政局多变的担忧。朱
诗中的“榆林”其地应与虞诗相同。

再看黄溍的五言古风《榆林》：
崇崇道旁土，云是古长城。却寻长城窟，

饮马水不腥。斯人亦何幸，生时属休明。向来
边陲地，今见风尘清。禾黍被行路，牛羊散郊
坰。儒臣忝载笔，帝力猗难名。

黄溍（1277—1357），字晋卿，婺州义乌（今
属浙江）人，曾任国史院编修官、翰林侍讲学士
等。诗篇通过描写榆林古长城一带的变化颂
扬朝廷的圣明。长城旁有饮马窟，“水不腥”表
明战马不再饮水于窟，战乱不再，和平安定。
这里的人们有幸生活在清明盛世，路旁长满了
庄稼，郊外散布着牛羊。作者觉得自己愧为史
官，难以记述皇帝的功业。（“休明”意为美好清
明，多用以赞美明君盛世。“忝”意为有愧于，常
用作谦辞。“载笔”指史官。“猗”意为美盛。）诗
中所咏“榆林”，应是长城旁的某一关塞。从作
者的身份看，此地可能在上都或大都附近。

最后看冯子振的七绝《缙山道中》：
榆林东北缙山围，百嶂千峰画卷挥。
鞭影摇摇人意懒，秋风及草送将归。
冯子振（约1257—约1314），字海粟，攸州

（今湖南攸县）人，曾任集贤院待制，散曲家。
诗篇描写了山峰如画、牧鞭声声、秋风拂草的

“榆林”秋景，渲染出和平安宁的气氛。缙山在
今延庆县境内，元代在此曾置缙山县。此诗表
明，今延庆县确有名为“榆林”的古驿堡。

如前所述，“榆林”其名起源于榆溪塞。榆
树木质坚韧，大面积密集种植可抵御骑兵的冲
击，故秦将蒙恬有“树榆为塞”之举。自此而
后，长城沿线许多关塞便以“榆林”命名。到了
元代，尽管这些关塞地已不再种榆，但“榆林”
之名却相沿未改，留存不废。元大都与上都是
元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两都附近的榆林古塞
堡便成为引人注目之地，为诗人多所赋咏，元
诗中的“榆林”应多在两都一带。然而由于上
郡是蒙恬“树榆为塞”的指挥部驻地，榆溪塞是
今日榆林命名的源头与原点，因而以“榆林”为
名的长城沿线古关塞不论地在何方，都会引发
人们对榆林历史风云的联想。元诗中的“榆
林”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中国文化的百花园
里，传统文化是土壤，是土
壤里的根系，决定着群芳
的香美。而古体诗词，就
是传统文化里的根基和养
分。今天的人们，在欲望
扩张的前行中，古典的情
怀大多止步了。还有重要
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了新
诗。这个多年演变来的

“侠客”，跳出了形式的外
墙，奔向了现代元素密集
的宏阔大道。

而杨晓巍先生，一直
以“古典”的方式，在现代
的生活中行吟。他内心的
丰蕴和美意、格律和平仄，
都深入他的诗中。更为可
贵的是，从未停下来行吟
的他，在诗里见证了自己
的人格。在当下人性普遍
需要重建时，他始终是刚
正不阿的，始终像他诗里
不歇的吟唱，“男儿狭路须
拔剑，常仰天空日月星”，
始终将健美的人格融入每
首诗词，情怀热烈，并互为
见证。

杨晓巍的诗龄已有三
十年了。从上学到工作，从
工作到工作的调换，从尽责
的工作到火热的生活，他的
足迹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
甚至越出国门……这让我
想到了唐代一个个诗人的游
历，步行、骑马、坐牛车……
想到李白当年来到太白山
的苦闷：“举目山水皆是景，
诗到多时苦难吟。抛笔飞
砚入云端，留下千古泼墨
痕。”杨晓巍在行吟中，也同
样留下了他的人生“墨
痕”。这个墨痕同样是丰盈
的、金贵的、持久的。

李白有苦难吟，杨晓巍的“苦”，是超越时空的生命
的另一种再现，本质上和他有着惊人的相似，“欲学陶令
采菊还，落入红尘琐事缠。唯怨六根不清静，几番辗转
便招安。”这首题为《人生》的七绝，道出了杨晓巍的真
实履痕，潜藏着他的人生态度，暗含着他的自我审视。
他保持了这种永久警醒的人生法则，提升了自己的人格
魅力，开拓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渔歌子·蜜蜂观人》
中，他这样写道：“世上人儿太无情，吃着蜂蜜骂蜜蜂。
贪欲重，骨头轻。墙头之草擅鞠躬。”他是在写蜜蜂，但
他仅仅是在写蜜蜂吗？不是。他的旨意是写人，厌倦而
今普遍俗气的人们，抨击而今大都附势的人们，批驳而
今玩弄权术的人们。这是杨晓巍的一首有特色的词作，
是生命深处的一种有力呼告，适合吟唱、构思精妙、情感
充沛，是人类共性的一种独特传达。我常想，他若生在
宋朝，就是宋人、宋语、宋韵，他端起酒杯，就有酒歌吟
出；他的更多的优秀词作，自然就会在桌上传唱，异调新
声，激情喷涌，从太和楼到熙春楼，从花月楼到日新楼，
从绣巷到太庙街，从报慈寺街到辽人使驿路……

人是社会的方向，是时代的主宰，是环境是产物。
社会环境的澄明、时代精神的塑造，人是决定性的因
素。杨晓巍有着根植于大地的诗情，以自己内心的美
善，时时突显出一个诗人的担当。“台上谁言水与舟，自
说谶语自蒙羞？须知百姓即为水，水怒舟倾万古忧。”
（《七绝·水与舟》）。这首诗的主旨和《渔歌子·蜜蜂观
人》是相似的，同样用拟人化的手法，道出了人民赋予的
权力中的运用之道；道出了群怒民怨之时，“舟倾”带给
社会不安和困苦。这首诗借物载情、刻画鲜明，极具现
实情怀和前瞻意味。

屈原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
艰”。诗人杨晓巍同样也是忧国忧民的，而且表现出少
见的悲怆，是典型的诗中有“我”，是诗人身份的“我心”
有泪。他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难忘“九·一八”》就
是例子：“三江沦陷国蒙难，战士泪别山海关。十万奉军
如木偶，一群恶鬼餮鲜脔。”这首七律的前两句，有看似
数字的报道，实则在比照中加大了对日本的憎恶。接着
他写到国难当头，凄苦横行，“妻儿受辱声啼血，父老遭
屠命殒天”，道出了侵略的惨状，那种惊险中永不停止的
疼痛，令人感到彻骨的寒冷。最后一句：“国弱政昏民作
犬，此情此恨刻心间。”以犬比民，道出了痛失尊严的人
民，道出了国家的无力感，深含了诗人高贵的人生品格
和炽热的家国情怀。这样的诗作他不是偶然为之，而是
一种创作的“常态”，《忘战必危》《写在首个国家公祭
日》《公务接待》等作品就是常态里的升华产物。

杨晓巍的这部诗词集，名字叫《八水长安》，过去叫
“八水绕长安”，现在叫“八水润长安”。一个“润”字，让
渭、泾、沣、涝、潏、滈、浐、灞这八条河流，在有秦、汉、
隋、唐等十三个朝代建都的长安，有了灵性、生机和使
命。“昔日搜肠无妙句，如今泉涌古长安”，杨晓巍深爱
着他的久居之地，钩沉历史，诗情蓬勃，气势逼人，“秦
皇汉武演兵场，佳丽唐诗竞放香”，多么高妙的表达，从
人物到场景、从色彩到味道、从容颜到心情，有种浓郁的
气息“定格”在天地之间。“谁共西周兴礼乐，我同八水
奏华章”，多么从容而洒脱，多么深沉而自持。这让我想
起醉意朦胧的李白：“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
君为我倾耳听……”那种感觉是高度的相似，相似中让
我体悟到杨晓巍“最忆是长安”的生命情结，感受到他不
灭的生命之火将越燃越旺。

我佩服他，有着生命的牵引，向着他的方向，一步步
靠近。

在陕北无数次的采风写生，储存了太多的情感经历。
那年中秋已过，美院兴国寺的大门口，梧桐树的

黄叶已经开始凋落，我背着行囊走出校门，乘长途大
巴车直奔延安。

正是陕北黄土高原农人劳作收获的季节。听说
砖窑湾镇庙湾村有一个剪纸能手高金爱，我在延安稍
作逗留后便在一个爱好画画的后生的带领下，骑着自
行车撩开黄土浮尘奔向这个距延安几十华里的村镇。

高金爱大娘和老伴住在村头一处阳坬的土坡上，
门前有一棵槐树，进得窑洞，正值饭时，由于窑洞里光
线太暗，我的眼睛还没有适应，就听到一句“吃不”？
两位老人正在一口大锅前忙活，我定睛一看是荞面饸
各，昨晚在后生家吃的是大刀剁荞面，筷子般粗细，我
的胃不好，食后整宿支棱在肚子里不得消化。安塞这
一带盛产荞麦，多数人家以此为主食。荞面适合荤汤
搭配，当地菜蔬少，荤腥更少，调制酸汤加点辣味而
食，则为家常便饭。高金爱老两口见我不吃，显得生
疏，不再言语，我想初次见面，不好多打扰，就问了村
长家的路，退了出来。

爬了一段斜坡到了村长家，村长二话没说就拉着
我上了炕。陕北庄户人就是这样，话不多，实在。不
一会，黄米饭、土豆南瓜、酸菜上桌，这是村长招待远
方客人的茶饭。饭后村长把说书的叫了来，村子里三
三两两的来了不少人，有的坐在炕上，有的蹲在脚地
下，村长把油灯点亮，说书人拨愣着三弦，左腿上绑了
快板，上下互动，口中念念有词，说唱开来……我画着
速写看着窑洞里亮着眼睛的人们，三弦的曲调穿过山
村夜晚的寂静，弥散在空旷的黑夜里。

在陕北人的生活中，听陕北说书是司空见惯的，
但多数只在庙会或者是逢年过节时才有。大都是盲
人说书，有团队式的几人组合，还有一个人身上绑了
许多乐器同时响动合奏的，人们不光是听传说中的古

今趣事，更多地被艺人一人多能的高超技艺所吸引。
今天如此自然随意近距离观察接地气的说书，在我的
经历中还是头一次，尤其还是村长为了欢迎我而专门
安排的，因此这一画面被牢牢地定格在我的内心深处。

当晚散场后，我被安排住在一光棍的窑里歇息。
随着脚下忽高忽低，在黑黢黢的天空下跟着光棍进了
他的窑洞，炕上的被子脏污油亮，分辨不清是什么颜
色，炕头一个大铁锅里黄兮兮的好像还套着一个锅，
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常年不洗所积成的锅巴，这让我
想起了一则懒汉的故事，没想到今天遇见了。

记得睡前和衣躺下，被子只盖到下半身，已是深
秋，山里早晚温差大，光棍一人烧火少，窑洞门窗虚
掩，未等天亮，我已在寒冷中苏醒，原本盖在下半身的
脏被不知何时到了头上，我速速爬起来，拿着相机和
背包走出窑洞。

晨起，山沟里罩着一层青灰色的薄雾，太阳没有
出来，大地犹如还在睡梦中一般深沉，我踩着小道爬
到山梁上望着远处的晨曦发呆，心底渐渐泛起遐思。
这时，山对面远远的梁上，一条大黑狗朝我狂吠，山里
的野狗看到生人攻击性很强，如果防犯不当，没有主
人的情况下是很危险的。正当我疑惑之时，感觉到有
股风朝我吹来，我本能的顺着山坡跑到一个院子前，
顺手抓了地上晾晒的高粱秆，就势横扫过去，那黑狗
止住冲动，山里的狗，只要看到人弯腰拾物，便不敢扑
咬，仅呲着牙低吠着和我绕圈，正在危急之时，一农人
挑肥路过，喝住了那狂野山犬。

由于寒气和惊吓，我发起烧来，躺在村长家的热
炕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热炕把我如烙饼似的翻了
几个身，睡梦中，我看到满窑的剪纸，窗户上也都贴
满了，有“喜上眉梢”“多子多福”“老鼠娶亲”恍恍惚
惚间有人要从窑洞的墙上把这些剪纸揭了去，我急
切得手忙脚乱地挥舞着手臂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

口渴中，村长的婆姨给我喝了一大马勺水，又不知睡
了多久，烧渐渐退了。村长看着我说：“好了，热炕治
病，呵呵。”

第二天，我在村子里仅有的小卖部买了一把剪
刀和几张红纸，告别了村长来到高金爱大娘家。老人
家又和好了面，一定要我吃了饭再走。我把剪刀和红
纸递到她的手上，我知道这是她最喜欢的礼物。老人
家拿着我送的剪刀，非常高兴地向我念叨着她剪纸的
经历，她是山西临县武家沟村人，从小家境贫寒，远嫁
到庙湾这个仅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大娘性格
开朗，心灵手巧，用剪纸打扮着她的生活，她只是靠着
心中的模样信手而剪，没有想过太多艺术的问题。大
娘翻找出她的一些剪纸，摆到炕上叫我看。她喜欢剪
动物，老虎狮子让人在威风扑面的形象中感受到稚拙
浑厚、简朴概括、整体大气的夸张形态。大娘说剪老
虎要“头一斤身八两”，按这个比例剪的老虎才好看
哩。大娘说，去年她和其他几个剪纸能手被请到中央
美院的讲台上，第一次出远门，还到天安门照相哩，说
着指着一个相框里的照片给我看。

我此行确实有点慕名前来的意思，大娘不停地说
着：“好哇，好哇。”那一阶段，我在学习版画创作，对民
间剪纸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试图从中汲取营养。陕北
剪纸整体上粗犷大气，朴素单调而深沉的黄土地生发
出无尽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许许多多的民俗、民情、民
风、民谣通过剪纸这种简单的艺术形式承载表现出
来。民间艺术就是这样的存在方式，与生活息息相关
又置身于生活的环境之中，创作者不为名利，率性而
为，但却充满丰富的想象力和感染力。

我脑子里胡乱想着，不知不觉中下了一道坡，过
了一道河，爬上了土坡走到公路边的一棵树下，回头
望去，只见山梁梁上老大娘的身影在逆光下远远地仍
然伫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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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元诗中的浅谈元诗中的““榆林榆林””
李能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