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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曾在榆林做过官的人当
中，谭吉璁是颇有作为的一位。谭吉璁
（1623—1679），字舟石，号洁园，浙江嘉
兴人，曾为弘文院中书舍人，执掌制诰等
事，康熙九年（1670）调任延安府同知，
管理延绥各路城堡兼屯田，后任山东登
州府知府，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
词。他居官榆林期间，因平定朱龙叛乱
有功，康熙帝曾赐“忠荩可嘉”匾额以荣
之。他的一大功绩是编纂《延绥镇志》。
延绥镇原本有志，先由明万历年间巡抚
都御史王汝梅等编纂，但并未完成，至万
历三十六年（1602），又由巡抚都御史涂
宗浚等完成修纂。明末战乱中，此志大
多散失。谭吉璁调职榆林后，发挥其熟
知典籍的专长，重修镇志，康熙十二年
（1673）新修《延绥镇志》终于问世。他
在该志《自序》中云：“鄙陋如余，得以羊
皮为衣，沙糜为食，几案多暇，讼庭之草
至不可芟除，歌咏太平以润饰鸿业，会其
时矣！”讼庭是打官司的地方，这里长满
青草，以至于无法除灭，表明天下太平，
讼事不生。谭吉璁趁局势安定之机，穿
羊皮，吃粗粮，不辞艰辛，苦心修志，目的
在于济世报国，从中可见其高远志向。
他编纂的《延绥镇志》体例较为严谨，内
容较为完备，至今仍是研究陕北历史的
重要依据。

谭吉璁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他任
职延安府期间，足迹几乎遍及榆林地域，
所到之处，多有赋咏。他的诗文，也是我
们知解当时榆林境况的依据之一。这里
择其部分篇章作一浅析。

一、五律《晓发杀草湾，过石窟王大
将军废圃（二首）》：

草湾迷晓骑，石壁见清渠。
涧水频回互，山云自卷舒。
繁华何处问？古木几行疏。
禾黍伤心地，休论许史庐。

辋川已陈迹，斤竹欲何依？
松子时时落，山鸡泄泄飞。
曲池榛草合，高阁石栏稀。
独使无家客，遥怜旧板扉。
杀草湾即今榆阳区青云乡色草湾。

王大将军指王越（1426—1499），明朝中
期名将、诗人，成化年间曾总制延绥、宁
夏、甘肃三边，三次出塞，收复河套，其间
曾任平胡将军，官至兵部尚书，成化十八
年（1482）曾巡抚延绥，次年被夺爵除
名，直至弘治十年（1497）官复原职，却
遭弹劾，饮恨而终。从此诗可知，王越曾
在杀草湾建石窟而居。作者过王越故居
废园，有感而作二诗。《诗经》中有《黍离》
篇，后遂以“禾黍”为胜地破败之典。“许
史”指汉宣帝时权臣许伯、史高，借指重
臣权贵。“辋川”在今陕西蓝田，唐初诗人

宋之问在此建别墅而居，后为诗人王维
购得，诗中借指诗人居所。“斤竹”意为用
斧伐竹，王维有诗《斤竹岭》。二诗描写
了王越废园的荒芜境况，感叹当年的繁
华之处已成伤心之地，王越升官之梦破
灭，诗人之梦难成，一生结局可叹。作者
从而想到自己身居榆塞，也是无家之客，
于是生出思念故乡之情。二诗情景交
融，凄婉多致。笔者尤为在意的是，不知
色草湾的王越故居，如今尚有迹可寻否？

二、五律《康熙壬子三月三日招榆
林诸子集红石峡翠然阁集饮分韵》（二
首之一）：

榆溪逢上巳，聊复出郊坰。
沙鸟依新柳，山桥入远汀。
滩声遥峡水，天气近兰亭。
得藉朋簪合，犹怜塞草青。
农历三月三为上巳节，古人常在此

日郊游踏青，宴饮赋诗。作者于上巳节
招集榆林文士在红石峡饮酒赋诗，乃有
此作。“分韵”为旧时作诗的一种方式，
选择若干字为韵，参与者各拈其韵，依
拈得之韵作诗。“兰亭”指兰亭修禊事，
东晋文士王羲之与友人曾于上巳节在
浙江山阴（今绍兴）兰渚山下的兰亭聚
会，饮酒赋诗，将诗作汇编为《兰亭集》，
王并作《兰亭集序》，诗中借喻红石峡赋
诗。“朋簪”指朋辈。由此诗可知，红石
峡在清代也是郊游的好去处，而上巳节
则尤为热闹。

三、七律《榆林长至》：
边城月午漏声迟，此夜苍茫有所思。
翠管尚留宫女线，紫微谁进舍人词。
沙峰高欲临黄阁，雪路深疑待玉墀。
马渡溪桥流水细，还怜影入凤凰池。

“长至”指夏至或冬至，因夏至白昼
最长，而冬至夜晚最长，诗中指冬至。

“月午”指月至午夜，即半夜。古人滴漏
计时，因冬至夜长，故漏声似慢。“紫微”
为星名，中书舍人又称紫微舍人，诗中
语义双关。“玉墀”指宫殿前石阶，借指
朝廷。“凤凰池”为唐代中书省所在地。
作者在冬至日的漫漫长夜思绪绵绵。
他时而吹奏箫管，想起在朝中听宫女奏
乐的往事，时而仰望星宿，回忆在中书
省缮写文书的经历。他又想到，自己如
今置身榆林黄沙覆盖的高峰，仿佛踏入
黄阁；行于榆林白雪覆盖的道路，又如
踏上朝廷玉阶；而策马渡过榆溪桥，则
恍如身在中书省的凤凰池。诗篇抒写
了作者对早年供职于中书省经历的怀
念，含有求取功名不得如愿的无奈与失
落，亦不无自嘲之意。下笔委婉曲折，
蓄万千之意于言外。

四、七律《同党将军登长乐堡高阁》：
连天衰草夕阳曛，野牧驱羊散百群。
麻海悲风吹急管，花林归鸟入闲云。
腐儒此日堪乘障，高阁凭秋好策勋。
闻说天狼经百战，至今犹忆杜将军。
长乐堡在今榆阳区牛家梁乡，为明

长城沿线重要关堡。党将军指党鼎昌，
时任长乐堡守备。杜将军指明代延绥游
击将军杜文焕，因其体长面凶，诨号“天

狼”，曾在延绥一带屡破蒙古军。诗人于
傍晚时分登阁眺望，见衰草连天，群羊遍
野，风吹大麻，翻滚如海，管声悲凉，飞鸟
归林。这里状景苍凉壮阔，隐含着诗人
功名未立的怅惘。诗人表示，自己虽为

“腐儒”，但仍盼望守卫边疆，像杜将军一
样建立功勋。“乘障”意为登高守卫。“策
勋”意为记功勋于策书。我们从此诗中
可以窥见当时长乐堡一带的景况。

五、五律《登大墩梁》：
天险何人据？高墩近日悬。
登临探旧寨，屯聚感当年。
虎踞群山小，鸢盘绝顶圆。
榆阳三百里，一点认晨烟。
大墩梁在横山西南大理河北岸，上

有宋代军事瞭望台，曾为军事要地。诗
篇先写大墩梁因高而险的地势，继而追
思此地曾为兵塞、人马屯聚的历史，又以
虎踞、鹰盘状其巍峨峻拔，结尾进一步指
出，正因为此处极高，因而榆阳望中三百
里，唯有此地的晨烟最为醒目。通篇以
高、险为主旨展开，结句写景壮美如画。

六、七言歌行《榆溪行》：
榆溪潆回道阻长，二十年来常望洋。
何人夙夜善堤防？膏流万姓乐无疆。
春水溶溶稻花香，春草萋萋动池塘。
春风习习弄垂杨，春日迟迟照河梁。
晴开河水自汤汤，河水东流到何方？
落花犹恋云水乡，碧浔桥畔红山墙。
闲看牧子饮牛羊，横吹短笛唱沧沧。
惊起湖边双鸳鸯，尔亦飞飞乐未央。
七言连韵诗历代为数甚少，因句句

叶韵，缺少变化，易显呆板。然而此诗采
用了排比、设问等修辞手法并多处使用
叠音词，从而显得灵动流畅，并无板滞之
感。诗篇描写了榆溪河两岸的春日风
光，有声有色，宛如图画。作者见榆溪潆
回曲折，望海而流，感慨自己离京二十余
年，遂萌东归之意；而榆溪如膏，润泽万
户百姓，则让作者想到筑堤护河之辛苦，
其中亦显怜民之情。碧浔桥原建于榆林
城西、红山南榆溪河上，今已不存，而桥
下春花漂流于碧水的迷人景色，则因此
诗而永存人间。

七、七言歌行《马市歌》：
我闻炎帝神农立市廛，日中为市两

相权。
榆关自古严中外，马市何人建昔年？
镇北台高石峡红，漠漠黄沙万里风。
荒垣古垒半零落，至今夷夏尚交通。
十万雄兵化作商，笳鼓销声杀气藏。
萧萧马鸣遍长滩，醍醐圣德饮酪浆。
马首分兮事几更？獐河雁海尽输诚。
长城窟上千年月，夜夜如霜照水清。
榆林城北镇北台与红石峡间的易马

城，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为
汉蒙间重要的贸易集市。到了清代，红
山马市仍很兴旺，《延绥镇志》中称马市

“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易·系辞》载：
“神农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货，各得其所。”炎帝神农氏创立集市，
每日正午开市，使买卖双方权衡交易，各
得其便。此诗以追溯马市起源开篇，写

红山马市至今仍是胡、汉民族的边贸
地。曾经的兵士如今变作商人，兵戈止
息，沙滩上布满交易的马匹，朝廷的圣德
使马匹不再用于作战，人们也得以享用
马奶美酒。过去胡兵马首所向，在于侵
袭汉疆，而如今獐河雁海的胡兵却纷纷
归顺大清。獐河为榆溪河支流，在榆林
城北，今名头道河。雁海指獐河一带的
湖沼。由于天下承平，战马不再饮水于
长城窟，窟水清澈，映照明月。诗篇重在
抒写观马市生发的感慨，赞美和平安定、
边贸昌盛的榆林边塞景象。

八、关于鸳鸯湖的诗作。
浙江嘉兴市南有鸳鸯湖，又名南

湖。康熙十三年（1674），嘉兴诗人朱彝
尊作《鸳鸯湖棹歌》竹枝词一百首，描写
嘉兴地区风情，从此竹枝词盛行于世，和
者甚多。谭吉璁与朱同乡，亦相酬唱，先
作《和鸳鸯湖棹歌》八十八首，又续作三
十首。由于谭当时任职延安府，其和诗
亦有涉及榆林边关风情的篇章。例如下
列二首：

世事弈棋浑不定，榆林为腹海为边。
却如东武洲前地，今日成湖昨日田。

三径西邻杨柳斜，经年塞上镇风沙。
不闻竹里提壶鸟，惟见墙阴苜蓿花。
前一首写世事变化不定，曾处边关

的榆林如今变成了内陆腹地，大清的边
界直达海洋，正如嘉兴东武洲（指嘉兴东
湖）的农田变为湖泊一样。后一首写榆
林的道路上长满杨柳，多年陪伴自己抗
御风沙侵袭；这里听不到嘉兴竹林里的
提壶鸟（即鹈鹕）鸣叫，唯有苜蓿花开在
墙下。这些诗作蕴涵着作者的浓浓乡
愁。笔者由此想到，榆林鸳鸯湖的取名
是否与谭吉璁有关？

最后谈谈谭吉璁的赋作《谢府谷杨
令惠石花鱼启》。杨令指杨许玉，字介
璜，浙江仁和（今属杭州市）人，康熙年间
曾任府谷县令。石花鱼是黄河鲤鱼中的
极品，产于府谷天桥峡黄河中。谭吉璁
因杨许玉惠赠石花鱼，作此文以示感
谢。此文为赋体，共三百余字，生动描写
了石花鱼的鲜美。兹录其末一段如下：

是曰石花，实生金鲤。香流玉钵，如
烹芍药之和；膏溢琼筵，似劈麒麟之脯。
脍倾白雪，肥出蟹胥；羹泻红盘，芳宜雁
翠。断葱以寸，叶影犹沉；旨酒且多，珠
光欲泛。冰鳞三尺，叩不待于王延；盐豉
九秋，情自同于张翰。翻怜竭泽，谁知渔
父之寒；能谢老饕，自发大人之梦。既颂
以祷，敢讽且规！

王延为十六国时前赵官吏，其母于
冬天想吃活鱼，他跪于汾河痛哭，一鱼跃
出冰上，乃取以进母。张翰为西晋官吏，
在外地居官时，因思念故乡鲈鱼肥美，遂
辞官归里。作者为极言石花鱼之鲜美，
不惜搜辞摘句，剪翠裁红，直至引经据
典，然而结句却于颂扬中微露规讽，似乎
觉得享用如此美味，未免过于奢靡。未
知如此味美的石花鱼，今日府谷黄河中
尚可觅否？

本报记者李苗苗报道 由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榆林市作家协会、神木市文联联合举
办的乔盛作品研讨会，于12月3日在神木市
举行。

研讨会围绕乔盛40多年来创作的文学作
品、理论作品、新闻作品，进行了广泛、深入、全
方位的研讨。在研讨中一些地方领导指出，
乔盛的作品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理论作品、
新闻作品，都有着浓厚的故乡情节，揭示了厚
重的传统文化内涵，讴歌了伟大的爱国主义
精神，抒写了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他在上
世纪九十年代创办《神府开发报》期间，为宣
传神府东胜煤田的开发，为宣传建立榆林能
源重化工基地，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些评论界人士认为，乔盛作品的故乡情
集中体现了他对故土的热爱。他的文学作品
大部分反映的是陕北生活以及长城文化和黄
河文化、农业文化、游牧文化，描写的是普通劳
动人民的火热生活。他的长篇小说《黄黑谣》

《黄沙窝》深刻地揭示了我国由农业文化向工
业文明转型的艰难里程，塑造了栩栩如生的普
通劳动者的形象，赞美了劳动人民艰苦创业的
优良品格。作为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前瞻性地
预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
的散文集《黄土地上的美男俊女》《割不断的故
土柔情》《黄河长城的绝唱》《红山丹》《大美河
山》，表达了他对家乡、对国家的炽爱之情。

乔盛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有信仰的作
家和学者。他的理论著作《人才论》《干部论》
《领导论》《治国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方法论，从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文化、
法律、道德等诸多层面，对社会管理系统、机
制运行、机构设置、社会走向、蓝图设置进行
了系统的论述。

乔盛40多年来出版了文学、理论等著作
20多部，1000多万字，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
影响。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和观点为国家制定
政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棵树，那
么青春就是树根；根系庞大树才
能长粗长高，才能有枝叶的婆娑，
才能有永不褪色的青春，才能登
上人生价值的最高峰。我读《习
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让我看到
总书记的人生大树是那样壮美，
体悟人生的要义，精神里的曙光、
葱茏、香艳，让我感奋。

第一，志向是人生的曙光，衍
射着前进的方向，让生命的足迹
抵达远方。迎着曙光，近平同志
从北京出发，来到荒凉的陕北，深
入苍茫的延川，落脚到贫寒的梁
家河。他和其他知青一样，没有
气馁，反而迸发出一股高亢的精
神。他要留下来，他们要留下来，
留下来改变梁家河的面容。没有
了北京户口，他们并不失落，更感
佩拥有了两副新面孔，一副是梁
家河，一副是梁家河人。

曙光抚摸着地平线，每天都
悄然而至，不论严冬，还是酷暑，
近平同志的心是暖的，和近平同
志一道的北京知青的心是暖的。
他和群众能打成一片，真正地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人生路漫
漫，读书情悠悠。在高强度的劳
作之余，在大院里、土坑上、油灯
下，他不忘给自己“补课”，读各类
书籍，古今中外的都有，各种力量
汇聚其中，他不灭的向上的思想
也陡日聚增，生命情怀也变得格
外高远。

第二，吃苦是人生慧雨，能使
一个人的生命更加葱茏。苦难是
人生最好的老师。近平同志是最
能吃苦的，以苦为乐，在苦中学
习，从黄土地来，到黄土地去，闯
过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
关，整日与黄土为伍。他最能坚

守，勤奋耕种，不计名利，是真正的庄稼人。
当时，陕北很苦，梁家河更苦，但近平同志潜

心扎根在这片苦焦的土地。他把那种“苦”，视作
上天的一种恩赐，因之他特别珍惜这种苦。他在
劳动中从不拈轻怕重，生活里从不贪图享受。不
论在梁家河、文安驿、延川，还是外出更远的地方
办事，他总是省吃俭用，心里装着老乡，他就是一
个个老乡，他就凝聚着一个个老乡，一个个老乡也
就是他的一个奋进的缩影。

第三，才能是人生的土壤，有着持久的养分，
能使一个人生命的枝头嗅出香艳。近平同志的才
能是多个方面的，尤以领导才能见长，群众把他推
上梁家河村支书的位子，他心里“老乡”的分量就
更重了。考验他的能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乡亲
全心托付的眼神。

近平同志的担子变重了，压力变大了，干劲猛
增了。遇到一个没有退路的困境，就是给自己一
个向生命高地冲锋的机会。近平同志眼界超群，
谋划缜密，给村里办了不少实事，每件都能落地
生根，打坝、挖井、平地，办缝纫社、代销社、铁业
社……他思维敏捷，富有创造性，竟奇迹般地在梁
家河建成陕西的第一个沼气池，全省还在这里开
了现场会。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这是多么振奋
人心的事情，凝聚着近平同志的良知、心血和担
当。这种担当在清风的推送下，神州大地处处能
嗅到香艳。

第四，境界是人生的升华，大面积的升华，才
有高远的境界，人生之路上才能勃发出一种不灭
的精神。近平同志的境界，在他的“知青”奋斗期
中得到了提升、开拓、定格，当然有着超越他当时
年龄的一种凝重。他之后的人生道路，大学生、秘
书、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不论他身在哪里，
不论人生角色怎样转换，在他今天的“治天下”理
念中，依旧闪烁着他的梁家河岁月，闪烁和生发着
他“知青”期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爱国精神。

这些精神是民族的宝贵财富，这些财富指引
人民在崇尚中“共享”，领略一位特别舵手的情
怀。他回到梁家河，接任他的村支书和他相见了：

“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近平马上打断他的
话：“随娃，你怎也这么称呼我呢？”随娃才放开手
脚，撂下稿子开始汇报了。他离开梁家河的岁月
里，还为那里通电、办学……还为那里的多名老百
姓看病。近平同志情深似海，心上有老乡，天天就
是乡情。

总之，奋斗是人生走向精彩的正途，有了人生
庞大的根系，才会有人生大树的根深叶茂，才会有
人生永不褪色的青春，才会有生命价值的各种体
现和分享。让我们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中，永无止境地挖掘，体悟精神之于人生的要义。

谭吉璁诗咏榆林
李能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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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黄土地 抒写故乡情

乔盛作品研讨会在神木举行

陕北子洲县瓜园则湾乡境内的柏全山、露普山、目连
山、娘娘庙山，因其山势高峻、地形特异、庙宇群居，故当
地人誉之为“四大名山”。

西峰寺原名娘娘庙山，单体独院，坐南向北，平面呈
长方形，为一孔砖砌拱形枕头窑前带廊建筑，面辟3门
洞，均为六抹双扇门，方格棂窗。殿中轴前建山门，砖砌
围墙，东南百余米新建乐楼一座。庙为硬山式，灰瓦覆
顶，勾头滴水，五脊六兽，印花脊，清水披水，正脊中为太
公楼，左右狮象宝瓶，前廊在1981年维修时建为砖砌拱
形顶，水泥柱，面阔3间，山门前东、西竖双斗石旗杆，通
高7米，底为须弥座饰方，上斗为人物图案。重修和扩建
后，更名为西峰寺。

关于娘娘庙的传说，民间有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
古时有三名女子相携途经此山，见此山势巍峨陡峭，山口
开阔平坦，紫气缭绕，霞光万丈，遂长跪于此，直至羽化成
仙。三名女子跪化后，本地乡民将她们的肉身埋葬到山
后，并建庙供奉，称为“三圣母娘娘”。庙内现存乾隆十三
年（1748）、乾隆三十四年（1769）、道光五年（1825）、咸
丰七年（1857）四通清碑，分别记述了娘娘庙的重修历
史。庙里现存一口康熙五十八年（1719）铸造的大铁钟，
为镇寺之宝。由此可断，“三圣母娘娘庙”至少建于康熙
五十八年（1719）前，距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

俗话说，山为寺争威，寺因山添彩，西峰寺因其独特的
建筑风格、丰富的文化内涵、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满山遍野
的苍松翠柏而吸引了诸多当代名人大家前来赏景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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