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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夏历史文化创意遗址公园在哪里
——由“永乐城大战”寻找我市文化产业项目的“引爆点”（第二篇）

榆林市文广局“北宋城”项目调研组

有鉴于唐代藩镇割据、豪强蜂起、军人
跋扈的史实，北宋立国，实施了一系列强化
中央集权、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有宋一
代，实施了文官治国，中央的集权增强了，
但军队的实力削弱了。所以两宋被称作

“弱宋”。以北宋与西夏接壤的边境为例，
宋朝军队的军事训练荒废已久，有的将士，
甚至不能披戴盔甲，上马奔驰。边塞“城池
不修，资粮无备”。面对来势凶猛的虎狼之
师西夏军队，战争的胜负可以预见。

元昊称帝的第二个月，宋廷就诏令沿
边禁绝与西夏互市，第二年二月又废除了
保安军榷场。这年6月，宋仁宗下诏削夺元
昊的一切官爵，撤销所赐国姓，并对西夏实
施经济制裁。同时，也加紧备战，以求最终
用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宋夏双方秣马厉
兵，战争一触即发。

大举攻宋
早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元昊即

位之初，就一直在宋夏边境发动小规模的
尝试性的军事进攻，以了解北宋的军事部
署和军队实力，寻求大规模军事活动的战
机和可能。

1038年元昊称帝后，开始尝试大规
模攻宋。1038至1042五年中，宋夏战争
连年不断。元昊攻，北宋守。元昊兵强，
北宋兵弱。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
经过精心准备，终于发起对北宋鄜延路帅
府所在地延州（今延安市）大规模的军事
进攻。

这里，我们可先了解一下西夏进攻北
宋的“必由之路”。

西夏与北宋反复争夺的“必由之路”是
横山山脉，它比现在榆林市横山区的辖境
更广阔，“南连耀州，北抵盐州，东接延州。”
横山山脉由西至东横亘于今定边、靖边县、
横山区与吴旗、志丹、子长县之间。东西长
400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至30多公里。
山脉西高东低，西端海拔在1900米以上，
往东渐次降到1500米。为波状起伏的黄
土丘陵地形，在分水岭之北是蜿蜒状为主
的丘陵，南部为长条形丘陵。由于黄土易
于被雨水侵蚀，沟谷一般深达百多米，有的
已切割到黄土覆盖层之下的砂岩，形成小
峡谷。沟谷侵蚀伸长，当沟与沟的源头接
近时，形成崾岘，状似横断两沟的桥梁，为
交通线上的险要地形。东段较破碎，多为

“馒头”状丘陵。横山山脉的河流流向也因
地而异。无定河上源为红柳河，其支流有
芦河、黑河子、黑木头川等均向北流；大理
河、小理河、淮宁河、秀延河等均向东流；桥
川、小河、杏子河、野岔沟河、乱石头河（又
名新安边河，古时称琉璃庙河）、王坬子川、
石涝川河等，均向南流。诸水源头的主要
山头，由西而东依次为魏梁（1907米）、郝山
（1902米）、花凤子梁（1846米）、雪山梁
（1850米）、老虎脑山（1730米）、万药山
（1638米）、横山（1560米）等。

横山山脉及其主要山峰居高临下，控
制着众多的河谷川道，又屏障着陕北的不
少重镇，为北宋与西夏争夺战的主战场。

公元1038年，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
川市东南）的西夏主李元昊，随着国势的
日渐强大，与宋朝的战争也愈益激烈。西
夏进攻北宋，一是兵锋指向河东路的麟
（今神木市）、府（今府谷县）两州，欲直取
河东路治所山西太原市；二是西南向泾原
路（治今甘肃平凉市）；三是东南向环庆路
（治今甘肃庆阳县）；四是正南向鄜延路
（治今延安市）。

而发兵鄜延路必然要经银、夏、绥三
州。北宋为对付西夏的进攻，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公元1038年12月，命令知（主持）
延州范雍备战。当时，陕北为北宋和西夏
争战的重要战场。通过夏州横山山脉以北
的东西通道是陕北战场的北翼，北宋开始
把夏州的得失视为保卫麟、府二州和无定
河河谷各城寨的关键所在，决计全力争
夺。后因无力防守，便毁弃了夏州城。

弃守夏州
关于弃守夏州城（今靖边统万城），北

宋朝野有过多次争论。太宗朝时，定难军
节度使李继捧献地，夏州就是其中之一。
这原本是北宋向横山以北拓展的绝好机
会，但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易被奸雄窃
据”为理由，欲毁掉夏州城，迁夏州本土民
众至银、绥等州。在毁弃之前曾向宰相吕
蒙正、大将李继隆征求意见，吕蒙正主张毁
弃夏州原因是“自赫连筑城以来，颇与关右
为患，若遂废毁，万世之利”。李继隆反对
弃毁的理由是：第一，以朔方古镇作为攻击
党项人的前沿阵地；第二，在银夏两州南界
山中增置戍守堡寨，是为内附蕃部之屏障；

第三，以堡寨扼守冲要，切断夏人运粮线。
最终李继隆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淳化五年
（994）四月，宋廷下诏毁弃夏州。宋太宗毁
弃夏州基于三点考虑：一、夏州远在沙漠，
朝廷鞭长不及，一时难以控制，且易被拓跋
氏占据利用，西夏军常以夏州为依托侵扰
宋边；二、宋廷数次对夏作战不利，毁掉夏
州，等于毁掉继迁父祖基业；三、生户内迁，
朝廷容易管理。

现在我们回望1000年前的这段历史，
愈加看出李继迁在西夏立国中起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李继迁
这个人，就没有西夏国。李继迁的爷爷辈，
其实与宋朝关系挺好的。宋太祖赵匡胤就
与李继迁叛宋时号令党项诸部的李彝兴关
系十分好。李彝兴多次配合宋太祖攻打北
汉军，有一次北汉军围住了麟州，彝兴二话
没说就带兵去给宋太祖解围。宋朝建隆初
年，彝兴又主动把党项在银州繁育的300
匹良种战马送给宋太祖。“银州战马”那时
可是中国最精良的战马，属于战马中的“中
国第一品牌”。戎马倥偬的宋太祖正需要
这样的战马驰骋疆场，自然十分高兴，就亲
自叫来匠人雕琢宝玉为带，准备给他这个
好朋友李彝兴送一条玉带。太祖亲自召见
来使问他说：“你们李彝兴大帅腰围几何？”
来使答：“彝兴腰壮两围。”太祖说：“汝帅真
福人也！”遂专门派人将亲自挑选的玉带给
李彝兴送去。可见那时两人多密切，情感
多深。

可到李继迁就不行了。在毁弃夏州
时，宋太宗曾想用“移镇”之法把李继迁调
到延安去，让继迁离开银、夏老家，到延安
任鄜州节度使。这样做的目的，一则，利用
地理单元的封闭性，宋廷容易控制继迁，继
迁离开累世经营的银夏老家，亦丧失了与
赵宋王朝分庭抗礼的根基；二则，去往鄜州
很难拓展自己的势力。宋朝在鄜延地区屯
有重兵，夏州拓跋氏很难进入到这一地区，
即使勉强进入也很难站稳脚跟。继迁自然
知道这是调虎离山计，“不奉诏”。太宗调
虎离山用“移镇”之法控制继迁的计划失
败，只得毁弃夏州，将边防线后撤至横山以
南一线，横山北麓的银、夏、绥、宥、洪、盐诸
州，就主要被西夏控制，使得原本纵深的延
州凸显成为宋夏战争的前沿阵地。

西夏占据夏州后，先后两次大举进
攻延州。西夏军在两次进攻中，基本都
是兵分三路，采取两翼包抄、中央突破的
战法，突破北宋军的横山山脉防线，直逼
延州城下。

破金明寨 俘李士彬
公元1040年，李元昊亲率10万大军

自靖边县天赐湾乡池河村的芦子关南下，
经安塞县镰刀湾乡的塞门寨，直扑宋重兵
驻扎的金明寨而来。元昊兵锋凶猛，连打
两个大胜仗。第一仗计破金明寨，俘守将
李士彬。

李士彬世为属国胡酋，领金明都巡检
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万人，延州人
谓之铁壁相公，夏虏素畏之。元昊叛，遣使
诱士彬，士彬杀之。元昊乃使其民诈降士
彬，士彬告知延州范雍，请徙置南方。雍
曰：“讨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赏以金
帛，使隶于士彬。于是降者日至，分隶十八
寨，甚众。元昊使其诸将每与士彬遇，辄不
战而走，曰：“吾士卒闻铁壁相公名，莫不坠
胆于地，狼狈逃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由是
益骄。又以严酷御下，或多有所侵暴，故其
下多有怨愤者。元昊乃阴以金爵诱其所
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岁，元昊遣
衙校贺真来见范雍，自言欲改过自新，归命
朝廷。雍喜，厚礼而遣之，凡先所俘获枭首
于市者，皆敛而葬之，官为致祭。真既出
境，虏骑大入，诸降虏皆为内应。士彬时在
黄惟寨，闻虏至，索马，左右以弱马进，遂鞚
以诣元昊，与其子怀宝俱陷没。士彬先使
其心腹赤豆军主以珠带示母妻使逃，母妻
策马奔延州。范雍犹疑之，使人诇虏，皆为
所擒。明日，骑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而不
杀。后十余年，卒于虏中。

当时，宋朝在延州前线的总指挥为延
州知州范雍，号称“大范老子”，此人不知
兵，人品不差，打仗不行。元昊选择范雍的
延州为攻击目标，并非仅仅因为范老夫子
怯懦，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精心布
置。宋夏两国以横山为界，元昊称帝后，经
过数次试探性进攻，选定延州为攻击目的
地，看中的正是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一
带通路畅阔，便于进攻。

元昊展开军事行动后，又派人送信给
范雍，表示要和宋朝议和，以麻痹范雍。老
夫子“信之，不设备”。同时，元昊猛攻延州
外围的李士彬所率各部军事据点。李士彬
当时是宋朝的金明都巡检使，他本人就是

党项族酋长，掌有十八寨近十万众的彪悍
羌兵，驻扎于延州北面的金明寨。对于这
个党项老敌手，元昊暗杀计、反间计、奇袭
计等等全用个遍，一无所成。最后，反倒是

“骄兵计”成，西夏军每逢与李士彬交战，没
打几下就“溃退”，还高声叫唤：“铁壁相公
（李士彬的‘外号’）来了，我们赶快逃命吧。”
如此一来，李士彬颇为自负。同时，元昊还
派遣一批又一批党项部落向李士彬“投
降”，面对汹涌而来的党项人，李士彬自己
不好处理，就上报范雍，要求把这些党项降
人迁居到远离西北边境的南方安置。范雍
文人一个，没有军事计谋，反想“以夷制
夷”，厚赏这些西夏降人，并让李士彬把他
们编入金明寨周围的各个军事据点。李士
彬只得照办，等于宋朝的各个寨堡安置了
为数众多的“定时炸弹”。

果然，安排停当后，一声炮响，元昊诸
军突然发动攻击，事先诈降的党项人纷纷
而起，金明寨被西夏人占领，李士彬父子
被俘。

攻下金明寨后，西夏军又连克顺安寨
（今清涧县东北40里）、绥平寨（子洲县老君
殿苗家沟）、临夏寨（子洲县三眼泉乡巡检
司）等十余个宋朝的军事据点，一时夏人士
气大振，采用围城打援战术，静候北宋援兵
的到来。

范雍闻知金明寨陷落，顿时肝胆俱
裂。一面命人紧闭延州城门据守，一面急
召当时屯守庆州（今甘肃庆阳）的鄜延路
副总管刘平和石元孙。刘、石二人仓猝提
兵，直趋土门（今陕西安塞）。然后，未来
得及扎营休息，又经保安、万安镇向延州
方向驰进。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
以及巡检郭遵都接到范雍的告急书，也同
时提兵往延州方向集结。元昊早已侦知
宋军动向，便在三川口设下埋伏，静待诸
路宋军入套。

三川口败战
刘平与诸将会合后，集步骑一万多人，

结阵东行。走了五里，终于遇见严阵以待
的西夏兵。当时，天下大雪，“平地雪数
寸”，两军均摆偃月阵，一时相持。很快，西
夏军渡水而前，改为横阵，宋将郭遵率骑兵
荡阵，“不能入”。刘平指挥宋军全力压上，

“杀敌百人”，西夏军退却。忽然，西夏军又
“蔽盾为阵”，以盾牌兵为前沿组成防御阵
线。宋军又发动进攻，“击却之，夺盾，杀获
及溺水死者几千人。”混战之中，刘平的脖
子、耳朵皆被流矢射穿，血流遍体，仍拼杀
不已。又至日暮时分，宋军兵校纷纷手提
人头，牵着所缴获的马匹拥至刘平面前请
赏，刘平忙说：“现在敌人未退，你们各部自
己记下功劳，战后一定各加重赏。”话音未
落，西夏兵忽然又来一拨，“轻兵薄战”，宋
军稍稍引却。其实，时前时却，是对阵交战
双方军队非常常见的事情。关键时刻，远
居后阵的宋将黄德和心怯，见前军小却，他
马上召集麾下往后狂逃。“众从之，皆溃”。
完全是一时间的从众心理，本来一直在搏
战中占上风的宋军忽然就掉头一齐往后
跑。刘平见状，马上派自己的儿子刘宜孙
乘马追赶黄德和，拉住他的马缰苦劝：“万
望将军勒兵回击，并力击贼，不要再跑。”黄
德和不听，纵马驰奔而去。刘平无奈，急遣
军校“伏剑遮留士卒，得千余人。转斗三
日，贼（西夏军）退还水东。”可见，宋兵此时
的战斗力仍很顽强。特别是宋将郭遵，独
出奋击，“期必死，独出入行间”，手持大槊
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西夏军知道此
将不可当，派数人在一狭窄处持数条长绳
欲拦截郭遵，均为这位猛将挥刀斩断。最
后，西夏特派一股部队，边斗边佯败，然后
万箭齐发，才把这位猛将射死。郭遵上阵
时所用铁锏、枪、槊，有九十多斤重，“其后
耕者（农民）得其器于战处。”宋廷对郭遵战
死非常痛惜，加封其父母，宋仁宗还亲自为
其年幼四子起名。

刘平率众退至西南山，“立七栅自
固”。半夜，西夏集大兵围攻，刘平苦战
不支，宋军绝大部分战死，刘平、石元孙
被生俘。

刘平此人，“刚直任侠，善弓马，读书强
记”，其父刘汉凝是宋太宗朝功臣。虽出将
门，刘平本人进士及第，文武全才，为寇准
所知，荐为泸州刺史，数次击平当地夷人的
反叛。后来，刘平入朝，任监察御史，多次
上书言事，得罪了权臣丁谓。恰逢西北有
事，丁谓就向当时的宋真宗“极力推荐”刘
平，说：“刘平，将家后代，素知兵，派将西北，
可以制敌。”趁机把刘平外放。西北任上，
刘平忠于职守，多次镇压各蕃族的叛乱，还
不停上书献计，可惜一直未获采纳。三川
口败后，先行逃跑的黄德和竟然反诬刘平
率兵降敌，“朝廷发禁兵围其家”。不久事

发，黄德和被处腰斩，宋廷认为刘平已经战
死，追赠他为朔方节度使，谥壮武，“子孙及
诸弟皆优迁”。

从今天用高科技手段在“北宋城”还原
昔日战事场面的角度来讲，“三川口大战”
特别有价值。首先，宋夏两军的“战阵”十
分激动人心。1.双方遭遇前均“结阵而行”；
2.严阵以待（遭遇后）；3.隔河对峙时均摆偃
月阵（即弧形军阵，这种阵形的目的是敌军
一旦攻入中部，可以由两翼包抄围剿）；4.进
攻时改为横阵；5.郭遵荡阵；6.蔽盾为阵；7.
轻兵薄战；8.引却；9.（双方）时前时却。单
观看这9种阵形变化就激荡人心，多有画面
感。在这样的阵法变化中，再突出一个

“点”——战将郭遵。这位像当年常山赵子
龙一样的猛将，杀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仅
他用的那杆“丈八长矛”，就有90多斤重。
复制一杆90多斤重的“丈八长矛”放在“北
宋城”，让游客来“掂量掂量”，想象一下
1000年前郭遵挥舞这杆长矛杀敌时的血
性和悲壮，会令人多么景仰他！

“三川口败战”震动北宋朝野，元昊大
军打掉诸路援军后乘胜直抵延州城下，围
困延州七天七夜。幸亏宋军在清涧县西南
80里的承平寨防守坚固，未被突破，宋廷又
急调驻麟州和环庆的北宋军星夜驰援，由
东西两路分头断夏军后路，加之天降大雪，
元昊后勤供应出现困难，遂引军北撤，延州
之围得解。

范仲淹急赴陕北
三川口败战后，西北前线主帅范雍被

撤换，朝廷任命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
安抚使、缘边招讨使，任命韩琦为陕西经略
安抚副使。韩琦到职后，第一时间向朝廷
推荐大自己19岁的范仲俺来西北前线，亦
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二人并肩作战，力挽
西北前线败绩带来的颓势。

当时，主帅夏竦驻扎在永兴军（今西安
市），韩琦负责泾原路防务（治所渭州在甘
肃平凉），范仲俺负责鄜延路防务（治所延
州即今延安市），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身份
兼“知延州”，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三人互
为犄角，组成西北前线防御进攻“铁三角”，
力开西北战局新局面。

范仲淹是如何“开新局”的呢？首先是
训练军队。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一支敢打
仗、能打仗的军队。范仲淹大刀阔斧对沿
边军队编制和作战方式进行改革。

宋朝军队官制有总管、钤辖、都监等级
别，总管领兵一万人，钤辖领兵五千人，都
监领兵三千人。一旦发生战争，逼迫官小
的先领弱兵出战，级别高的将领率精兵在
后面逗留不前。范仲淹一针见血指出：“将
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范仲淹
全面淘汰老弱军人，选取了一万八千名精
兵，分作六队，每队各三千人，分派六位都
监统率。对这些选择出来的精兵，又进行
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范仲淹挑选十二位指
挥使，分隶六将，负责军队训练工作。每一
营挑选二十五名勇敢健壮的士兵，练习弓
弩和短兵器的使用。熟练后，让他们担任
教头，一教头负责十位士兵的训练工作。
而且，让弓箭手学习短兵器的使用，提高士
兵综合作战能力。同时，严肃军纪，处斩了
数位克扣士兵粮饷的将官和虚报军功的将
官，又将煽动闹事的士兵王羲等四人处死，
给骄兵悍将一个深刻教训。如果有敌军入
侵，就根据敌情的不同，六队轮番出战，相
互照应。经过范仲淹的整顿训练，军队面
貌一新，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二是坚决贯彻积极防御战略，加紧备
战，在延州东南西北抢修争夺沿边寨城。
向北，范仲淹派部将周美率2000军队修复
扼守延州要冲金明寨、万安城。金明寨、万
安城都在现在的安塞县，两城寨在延州城
北三十里。城寨修复以后，周美以少胜多，
多次抵御来犯的西夏军队。

向东，派部将张亢抢修丰林城等城
寨。丰林城位于延安城东李渠镇周家湾
村，是东晋16国时大夏国主赫连勃勃所建
城池。

向东北，派部将朱吉等相机修复承平、
南安两寨。元昊称帝后，多次举兵南侵，连
连攻陷栲栳、承平、南安、金明等北宋缘边
城寨，使西夏疆界大大南移。栲栳寨在今
安塞县北龙安村，承平寨在今子洲县西南
何家集乡，南安寨在今清涧县东北约80里
张家石硷村，“北去绥州义合六十里”。当
时，榆林市境内大部分区域被西夏占领，承
平寨、南安寨成为元昊南侵延州的重要门
户，多次攻打两寨。1040年1月三川口败
战后，范仲淹于6月走马上任，立即命令加
强承平寨防务，抢修寨城，一时陕北榆林、
延安交界沿线宋军云集，堡寨相望。

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仍为范仲淹

当年的排兵布阵叫好！范仲淹摆出的架势
是：面对西夏强敌，我范仲淹毫不示弱，不
信你李元昊来打打试试看。应该说，范仲
淹这种“震慑”是十分管用的，大大延缓和
迟滞了元昊南侵的步伐。

向西，派出大将狄青、黄世宁收复了
芦子关、塞门寨等军事要塞。元昊在1040
年举兵大举进攻延州，就是在靖边县芦子
关南下的。位于靖边县天赐湾乡池河村
的芦子关，北控河套，南制延州，东扼绥
州，西抵灵州。芦子关主峰大墩山、小墩
山海拔均在1700米以上，其四周崖高险
阻，东西两边崖立如门，形似葫芦，故称芦
子关，秦汉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的险关要
塞。安史之乱后，杜甫为追随唐肃宗曾被
困芦子关，为叛军虏擒，押解至长安，写下
《塞芦子》一诗。司马光曾有诗云“周水犹
传檄，芦关未撤烽”，表明这里几百年来一
直是战火纷飞。

范仲淹主政鄜延路后，派出最能战的
大将狄青收复芦子关、塞门寨，将西夏军逐
出延州北境。

范仲淹在不到两年时间守卫延州边寨
的系列战争中，还发现、举荐了许多军事人
才。北宋名将狄青此时就在范仲淹麾下，
深得信赖。范仲淹期许狄青将来能成为国
家栋梁之材，送《左传》给狄青，特别嘱咐
说：“熟读这部书，就可以对大事做出自己
的判断。将帅不知道古今，只是匹夫之
勇。”狄青此后发奋读书，学习古今军事理
论，终成一代名将。此外，种世衡、张亢、周
美等都是一代名将。关于用人，范仲淹有
自己的衡量标准，时人将其归纳为“多取气
节，阔略细故”。就是注重人才道德修养等
总体表现，而不在意他们是否有小缺点、小
过失。范仲淹在西北前线往往从军情需要
的角度出发，突破朝廷规定，启用因过错被
降级或废置的有用之才。范仲淹说：“人有
才能而又没有瑕疵的，当然要得到使用。
但如果因他们有了过失，就不启用，那他们
就成了废人。”另一方面，残暴者、贪婪者、
无能者，纷纷被调离或免职，朝廷几乎对范
仲淹言听计从，一时西北局面焕然一新。
得到范仲淹举荐的孙沔、田况、腾宗谅等官
员，以后在守卫西北边塞的过程中都有突
出的贡献。

范仲淹主政延州后，西夏南侵的锋芒
就这样被逼退，元昊“无以延州为意，今小
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
可欺也。”就是说：再也不能打延州的主意
了，范仲淹胸中就有数万大军。大范，指范
雍；小范，指范仲淹。可见西夏人对范仲淹
的敬畏之心。

范仲淹主政延州时间不长，但功勋卓
著，为后世传颂。他还留下了《渔家傲·秋
思》这首千古名词，至今仍被人们不断反复
赏读吟咏：“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
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
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
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
夫泪。”

范仲淹这首《麟州秋词》，也可以说是
既写麟州，也写延州。从这个意义上讲，叫
《延州秋词》也没错。其词风与唐代时的边
塞诗全然不同，显然忧思多于豪壮。那么，
是什么使范仲淹如此忧思呢？当然是北宋
面对西部崛起之劲敌西夏连年的败绩以及
取胜的来之不易。当时，麟州归“河东路”
管辖，延州归“鄜延路”管辖，西夏对麟、延
二州攻打得最狠，仅一部《辽夏金元史徵》

“西夏卷”，有明确记载的攻打麟州、延州的
战事就有30次之多。虽然范仲淹守边期
间拼尽了全力，也只是扼制了元昊，离彻底
战胜元昊那一天还十分遥远。而范仲淹年
已老迈，来日无多，这位北宋首屈一指的伟
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留下的“先
忧后乐”的思想精华和精神结晶，千年以后
仍启迪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
不懈奋进。

在陕北征战期间，范仲淹还留下一首
清丽的情感小词《苏幕遮·怀旧》，词曰：“碧
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
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
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
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难道千年前范仲淹爱慕过一个名叫
“苏幕遮”的北宋姑娘吗？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们在将来建设的“北宋城”里，一定给
这位像范词一样清丽脱俗的北宋姑娘留有
一席之地。

当然，这属于突发奇想，“苏幕遮”是一
词牌名，但正像后世诗词评家点评的那样，

“铁石心肠人亦作此消魂语”。有谁又能
说，这首词只是写延州任上的羁旅乡思
呢？有谁又能说，范仲淹心中没有一位“苏
幕遮”姑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