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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敦煌
萧忆

西北之地，素来苍茫。
在狭窄的河西走廊之上，历史的云烟之中穿梭而过的驼队。

在烈日灼热的摧残之下，踽踽前行。耳畔呼啸而过的劲风，刺耳的
肆虐声如同鬼魅的嘶鸣。夹杂着石子粒的黄风之中，骆驼静卧在
地上，把自己装扮成一座坚固的城池，护佑着人们的物质和野心。
身边的一座座城池，也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似乎进入耄耋之年，变得
老态龙钟，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雄劲。城池的表面，砖土结构已经损
毁。只能看见被风侵蚀过后一窝窝残存的石灰渣子，镶嵌在坚硬
的土墙之内，成为了历史的遗迹，偶尔向人们诉说着残缺的往事。
所有的一切，都经不起时间的袭击。它像一把锋利的刻刀，一丝一
毫，切割着属于曾经的繁华和威严。西去的驼队，似乎已经习惯这
样的境况。尤其是这萧索的秋季。干涸的大地之上，已经没有了
一丁一点的嫩绿。而驼队，却依然在向晚的夕阳之下，在大地被绚
丽的暗黄色染成佛国色彩之时，迎着微弱且温暖的阳光，向西而
行。狂风已在某个时辰，尽数施展完自己的本事之后，选择远去。
在远离中原的西域边陲，任凭黄风如何肆虐，它的本真，一如既往。

河西走廊之上，黄沙过后，一堆堆涅白的骨头散落在地表。瘦
小的蜥蜴在骨头间穿梭，似乎在寻找着一顿饕餮大餐。驼队之中，
不乏有衣着破旧的僧人。它们目光冷峻，表情默然。手中的佛珠，
在衣衫间微微摆动。皲裂的嘴唇，念念有词。干瘦的身体，如同河
谷之间一株株枯死的草木。虽然周身腐朽，却依然正气凛然。

从长安向西，越过子午岭，当脚下的土地突然变得稀薄，河西
走廊便开始向西延伸了。顺着霍去病铁骑西击匈奴的线路。河西
四郡，由东向西依次排列：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它们是钉在河
西走廊上的四颗坚不可摧的城池。你能想象到，在旌旗飘扬的城
池之上，年轻的霍去病手执利刃，用大汉的无坚不摧震慑着蠢蠢欲
动的匈奴，同时打通绵延数万公里之遥的“凿空”。

一路向西。一条清澈的河流，倏忽间出现在视线的远方。远
处黑黢黢的祁连山脉上，雪白的积雪显得分外妖娆。河流，绿洲，
在这块叫敦煌的地方突然出现。绿莹莹的草地，清澈空灵的河水，
仿佛置身江南。早已有行者，驻留在其豁达的胸襟之上，舒缓周身
的劳顿。

在鸣沙山，落日的余晖轻轻浮游。被霞光染成金黄色的云彩，
也扭动着婀娜的身姿，似乎只要有几件简单的乐器伴奏，便能舞出
霓裳羽衣舞般的迷醉。而鸣沙山，注定不会在亘古的河西走廊孤
独地存在。因为一个人的存在，鸣沙山变得举世瞩目。作为人类
文明宝库的存在，为世人作出着更多的贡献。

公元344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僧人，途经跌泉河谷，在路过鸣
沙山之时正值黄昏。鸣沙山在金晖的笼罩之下，显现出千佛的景
象。乐僔惊诧地望着眼前金黄的鸣沙山。在短暂的一番思索之
后，他决定停下脚步。历史就是如此，如果没有乐僔的驻足，或许鸣
沙山会和其他山脉一样，默默无闻。乐僔一边弘扬佛法，一边开始
在鸣沙山上开凿石窟。敦煌，始有第一个石窟。此后数百年，开凿
鸣沙山的佛窟活动一直没有止息。从死亡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走
出来的人们，在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虔诚地跪拜在莫高窟前，感谢
佛祖的庇佑。而从中原走来的人们，也在敦煌石窟的佛国世界前驻
足、祈求，祈愿西行之路一路顺畅。向西向东的僧侣、商旅、军队，为
筑造敦煌这个人类文明宝库贡献出最初的资金。敦煌，在无数个日
日夜夜中逐渐成型，成为了河西走廊一颗璀璨的明珠。

而随着时光的流转，在历史的长河中，敦煌莫高窟渐渐被人遗
忘。甚至无人知晓，在浩瀚荒凉的西北，有过它隆重的存在。唯有
莫高窟内，线条柔美、栩栩如生的壁画，静静地描述着佛国世界的
自由与辉煌。而敦煌更多的秘密，直到20世纪初才被世人揭晓。

清末，八国联军的枪炮正摧残着暮年的帝国。他们以摧枯拉
朽之势，撬开晚清的大门。用枪炮，向帝国索取惊人的财富。而此
时的帝国，早已风雨飘摇。越来越多的西方探险队，陆陆续续侵入
华夏大地，搜刮着尘封在历史深处的宝物。也正是这年，道士王圆
箓无意间将莫高窟第17窟的藏经洞打开，已经沉寂了近千年的藏
经洞从此展现在世人面前。窟内堆满了公元四世纪到公园十一世
纪历代文书纸张，刺绣多达五万多件。1908年，法国人查尔斯和伯
希和组成的探险队来到莫高窟。长达1700米的峭壁之上，大大小
小的佛窟，鳞次栉比。每个佛窟里面，华美绝伦的彩塑、精湛宏大的
佛窟，气势恢宏地出现在探险队的眼前。而正是探险队的侵略和贪
婪，6600多件藏经阁文物被探险队带走。无数文化瑰宝远离国土，
寄居他乡，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坚硬的痛……

敦煌，始从历史泛黄的卷轴中缓缓走来。
驻足观望，每一个凹凸的层面，都在冰冷的岩石中泛着温暖的

柔光。它华丽炫彩的线条勾勒出来的大美，正向世人诉说着敦煌
的恢宏与壮美。

河西走廊，也因敦煌莫高窟变得更富底蕴。世界人类文化，也
因敦煌莫高窟变得更加丰富绚烂。

折克行生于1043年，北宋名将，
字遵道，继闵子，折氏家族第七代将
领。折克行卒于1108年，享年六十
七岁。克行曾历任府州第十二任知
州、秦州观察使、太原府路兵马钤辖
兼麟府州管界巡检使、河东第十二
将、上柱国高平郡开国公，去世后，赠
武安军节度使。折克行任府州知州
是在北宋神宗、哲宗朝。神宗、哲宗
勇于进行激进的改革，一改统治风
格，在开疆拓土诸方面有所建树。府
州折氏没有介入到中央革新与保守
之争，折克行参与了神宗、哲宗征讨
西夏的战争，为保证边关的稳定贡献
突出、功勋卓著。

谋略过人 深受信赖

折克行在边三十年，善抚士卒，
是位谋略过人的军事战略家。

绍圣四年，知太原府事孙览欲再
次修复葭芦（今佳县）城池，巩固边防
要塞。因夏军图谋切断鄜延、麟府的
联系，多次争夺此要地，欲占领佳县
打过河东。孙览与诸将商议，众说纷
纭。孙览向克行询问方略，克行分析
了葭芦的形势和地理情况，赞成孙览
修复葭芦城的部署。于是折克行受
命率师西进吐浑河（今秃尾河），高扬
战旗，分山头陈兵吐浑河段，做出就
要深入敌境的态势。敌军摸不清宋
军意图，不敢出击，城池建设工程如
期完成，有效地加强了防御能力。

葭芦防御工事成功，但秦晋之路
不通，还缺乏守边城防工事。元符二
年朝廷下诏，命令河东修筑八座堡
寨，贯通麟府通往鄜延的通道。延州
统帅派遣秦希甫前来商议，折克行提
议麟府、鄜延两面同时动工，先从远
处开工建设。希甫说：“由近及远，才
是正理。”克行解释说：“不然，事情不
同，不可一味拘泥。现在我军士气高
涨，锐不可当，最利于速决，所以先在
远处动工，可以出其不意。如果由近
及远，势必进程缓慢，士气也就难免
衰落。”希甫不同意克行由远及近的
办法，于是将两种方案都呈报朝廷。
经上级深入调研、商讨，最后决定采
用克行的主张。实践证明，克行的办
法符合当时的形势，于是河东与麟府
至鄜延道路快速打通，八座堡寨如期
建成。从此，麟府与鄜延连成一片，
不再孤绝一隅。有战事互相呼应、相
互增援，守边工作更加有了保证。

为国请战 每战必胜

折克行同西夏大小“一百七十战，
未尝丧败”，羌人称他为“折家父”。

熙宁三年，西夏入侵庆州（今甘
肃庆阳），种谔率军抵抗，朝廷下诏河
东出兵配合。年仅二十八岁的折克

行得知西夏入侵庆州的消息，主动请
战出击。种谔见折克行请战特别高
兴，心底增加几分胜算，让折克行作
先锋带领三千兵保护粮道。克行冲
锋在前，与西夏军在葭芦川（今佳县）
展开激战。兵贵神速，克行率先登城
抢占先机，号令折家军与敌军拼命厮
杀。折家军所向无敌，首战告捷，斩
敌四百，纳降千户，俘获牲畜数以万
计。营中老将听到捷报后，矍然惊
叹：“真不愧是折太尉的儿子！”

元丰四年（1081）六月，西夏政
变，国君李秉常失位被囚。母后梁氏
摄政，人心浮动，大宋趁机调集五路
大军平夏。一是环庆路，统帅高遵
裕；二是泾原路，统帅刘昌祚；三是熙
西路，统帅李宪；四是鄜延路，统帅种
谔；五是河东路，统帅王中正。五路
宋军分道出击，讨伐西夏。府州折家
军属河东路，由统帅王中正节制。王
中正安排张世矩统率河外军民，折克
行也要求一起出征。朝中商议，认为

折克行身为知州，守边是第一要务，
为了边关安全，不宜亲自参战。于是
下诏命令折克行只需挑选精兵良马
送到张世矩帐下即可。折克行认为，
平定西夏，折家主将不出马有愧于皇

恩；折家与西夏较量多年，知他虚实，
应冲锋陷阵为平夏出力，于是再次上
奏请求担任大军先锋。在还没有等
到朝廷的批复的时候，克行便安排好
府州的守边事宜，留下城门仓库钥
匙，率折家军为宋军西进殿后。敌酋
咩保吴良率领一万骑兵紧随宋军之
后，克行将三千重兵埋伏山头。一场
激战后，夏军大败，敌酋咩保吴良当
场毙命。宋军凯旋后，折克行首先上
表朝廷，请求处理擅自出兵之罪，朝
廷下诏不予追究。紧接着奉统帅王
中正之命，又率千人只用了一个夜晚
就攻占了宥州城（今陕西定边）。元
丰五年四月，为策应永城之战，折克
行破夏军于青岗岭，九月又破夏军于
厮罗川。元丰六年二月，折克行与夏
军战于三角川（今陕西佳县北），斩敌
伪钤辖吴埋保等。折克行连战连捷，
威震西夏，大振宋军雄风。

李元昊时，曾置十二监军司，委
酋豪分统其众。其中左厢宥州路驻
军万人，以严防府州折家军进犯。李
元昊以及后来的梁太后，深知折家军
的实力，虽曾倾全国之兵侵犯宋土，
而备御府州折家军的一万左厢兵从
没有随行过，死盯府州防线。足见强
悍的折家军对西夏军事力量的牵制
作用。

元丰西征虽然没能达到一举平
定西夏的愿望，但此战宋人还是显示
出了足以让西夏人胆战心惊的实
力。宋人收复了银、夏、石、兰诸州，
横山地区半数归宋人所有，对不可一
世的西夏人给予了严重的打击。

元丰八年神宗辞世，其母高太后
垂帘听政，重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
王安石新法被废，就连元丰西征所
得之地也归还了西夏。折克行盼到
宋哲宗亲政，新党再次得势，竭力讨
伐西夏。折克行是神宗、哲宗两位
锐意革新的年轻皇帝收复陕北失地
的追随者、积极拥护者。元祐二年，
折克行率蕃兵破贼于怒摩川；绍圣
三年，折克行破夏军于遮没；同年九
月，折克行又破夏军于青岗岭；次
年，折克行破夏军于长波川，斩首两
千级。折克行每次出师大获全胜，
夏人极为惧怕，畏之如虎，被夏人称
作“折家父”。

西夏从梁太后执政以来，一直
大规模肆无忌惮地向宋朝展开了
进攻。是时，关中、陕北老百姓中，
青壮年三分之一为兵。老百姓还
要经常被征调往前线送粮送衣物，
难享太平，家家苦不堪言。折克行
是一线将官，处于抗敌前沿，深知
百姓痛苦，也深知西夏贵族罪恶行
径。他英勇杀敌，以保卫边疆为己
任，牢记折家传统，善待民众，尽最
大能力减轻百姓负担，值得后人尊
敬、怀念。

妹问：干嘛呢？我调侃着回复一
句：享受寂寞。

在自嘲中，暗自有些好笑。在这
个日落的黄昏，在这个日与夜交替的
时光里，静寂中，确有一份寂寞绕上
心头，只是寂寞的前面冠以享受，多
少有些矫情。毕竟，寂寞中暗含了百
无聊赖，含了空虚落寞，含了自我的
迷失……似一种不请自来的清愁。

不想开电视，刻意去引一份喧
闹，不想看手机，不想看书。独自似
在看窗外昏暗的天，不入眼，也不入
心。清醒着面对生的惶恐，越是能看
到生的尽头，越是害怕以生病为借
口，让活堕落到尘埃里。自恼着，又
想在生的废墟里寻觅，想于时空隧道
去找另外一个还看不透的我。

读到冰心的一首小诗，“大自然
唤着说：将你的笔尖儿，浸在我的海

里罢！人类的心怀太枯燥了。”我与
自然本是渴慕而不得相见的旧相
识。那时候，我就是自然的孩子。森
林、草原、小河、鸣沙山……日日地看
着、伴着，我活在自然的心里，却无视
它的亲近。若是在这春日里，我可以
用我的脚、用我的手、用我的眼去亲
近自然，我是否能从柳丝间那点点新
绿，扑捉到春的韵脚；我是否能从枝
杈间那含苞待放的花蕾中，看到春的
嫣然；还有那带着鹅黄的草尖……我
是不是可以把这生命的细节化为心
里的诗行，丰盈着，也美丽着，我是不
是可以？

在渐行渐远地回望中，从不敢
说历经沧桑。躲在生活的背后，一
任苍白和空白像攀援的藤蔓爬满心
间、爬满日子。王安忆在她的小说
中，这样诠释成年人的坚强：一半是

麻木，一半是忍耐。仿佛被窥视了
心里的不堪，是掌击之后的清醒、彷
徨。总是试图让自己相信，人生的
账本上，只有收入，没有支出，每一
种人生都是不一样的体验；总是试
图让自己相信，当事与愿违时，一定
是另有安排。在自我的安慰中，时
间模糊了方向，当自我怀疑的旧浪
再一次翻起时，是不是才会有迷失
的寂寞？

有人说：寂寞是平庸的表现，是
一个人不会与自己做朋友。一面似
有一些同感，一面又疑疑惑惑地不
置可否。其实，更愿意把寂寞还原
为不期然就可能相遇的一种心境，
一份极平常的情愫，一切不过是顺
其自然。

直至看到有人以画面的形式这
样直观地描绘孤独和寂寞——孤独

是置一杯清茶，握一卷书册，在一隅
与心灵和思想对话。而寂寞则是指
间夹一支袅袅的香烟，眼前半杯涩
酒，心里念一个人，在自然与不自然
中萦绕心尖。对于孤独，在歌德、卡
夫卡等一些名人巨匠的笔下常常与
思想者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对于
孤独存着几分敬畏之心，似乎有着高
贵的血统，不大敢自诩孤独，可想到
寂寞，认为就全民化多了，只是，这样
有着标配意味的画面看着，自己就先
笑起来了，想着会不会偏颇？不甘心
地兀自寻了起来，发现在文人和哲人
的笔下，寂寞也皆渲染着一份才下眉
头，又上心头的愁绪，一个人的寂寞
两个人的缘由。看到这儿，我的寂寞
吓跑了。

既然寂寞都不是寂寞，那么，享受
的前缀也不过是自娱自嘲的把戏了。

米脂县举办对联格律知识讲座
本报通讯员杜银宝 马亚琼报道 5月13日，米脂县在斌丞

图书馆举办了对联格律知识讲座，米脂县诗词学会会员和部分楹
联爱好者参加了讲座。讲座由米脂县文联、米脂县诗词学会主办，
米脂县斌丞图书馆协办。

主讲人李荣（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通过
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典型的例子，为会员们介绍了楹联的起源、
发展和楹联格律等方面的知识，并详细讲述了对联创作的六要素，
对平仄对立中涉及的“马蹄韵”进行了细致的剖析。

享受寂寞
周慧君

府谷境内叫“崖”和“畔”的村名
有几十个，其他大小地名叫“崖”和

“畔”的就更多了。崖，府谷人读作
nāi；畔，府谷人读作bàn。前些年
因高石崖乡和前石畔村出名，广播
里常听到“高石崖”和“前石畔”，崖
读作yá，畔读作pàn，听起来很不
习惯，老百姓甚至听不懂。如果把
带“崖”“畔”的地名，诸如阴尔崖、寨
崖湾、傅家崖窑、石畔、圪针畔等都
这样读，那听起来就更别扭了。府
谷有句俗语“千年的崖头等仇人”，
如果“崖头”读作“yá头”，就听不懂
了，其所蕴含的哲理味道全无。说
话为了让人懂，府谷以外的事咱管
不了，府谷人对府谷人说话，为交流
方便，能不能保留一点府谷读音

呢？我看可以。
崖，府谷人读 nāi，和挨（nāi）

打受气的“挨”是一个音，字典上没有
nāi这个发音，府谷人发nāi音的
字，字典上都读ái。所以单说发音，

“高石nāi”按标准发音也不应该读
作“高石 yá”，而应该读作“高石
ái”。辽宁大连市郊有个“泡崖村”，
人家就读作“泡ái”。事实上“崖”在
新版《新华字典》上就注明“旧读
ái”，《现代汉语词典》上注明“又读
ái”。两处注释也不完全一致。“旧
读”是指现在不读了，“又读”说明现
在还读。我意不必拘泥于此，我们府
谷人不读 yá，不读 ái，就读 nāi。
外地人听不懂我们可以解释，总不能
在自己家里说话自己人也听不懂吧！

畔，是一个形声字，田为形旁，表
义，半为声旁，表音。《说文解字》解
释：畔，田界也，从田半声，薄半切。

《康熙字典》也注薄半切。畔和半本
来就是一个音，薄半的切音就是
bàn。后来随着语音的发展变化，音

“薄半切”的字分为bàn和pàn两个
音了，现今字典上畔读pàn。但府谷
人将畔读bàn一直保留至今。

我们提倡说普通话，但也有特殊
情况，应特殊对待。这两个字常和广
大群众见面，使用频率高，容易形成
交流障碍，所以不要怕人笑话念错
字。这不是念对念错的问题，而是对
地方文化的一些特点了解不了解的
问题。有人笑话你，你给他一解释，
他也就长知识了。

举个例子，北京前门外有商业街
叫大栅栏，北京人读作“dà shí
làn er”（大石烂儿）。如果你去北京
读作“dà zhà lán”（大炸蓝），并
说我们府谷人说的是普通话，那北京
人，甚至一些其他省的人就会笑话你
见识短浅，没文化。

大 栅 栏 为 什 么 读“dà shí
làn er”呢？北师大的一位教授曾试
图解释，最后也没说清楚。反正北京
人就这读法，京外稍熟悉北京的人也
知道这读法。

府谷是小地方，没京城那样神
圣，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文化传承。
反映自身特点的一些东西，合理的
部分应该继承、应该保留，要坚持、
要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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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崖·畔”

姬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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