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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克柔（1042——
1103），字立之。北宋
名将，继闵长子。折家
将第八代将领，府州第
十一任知州。熙宁四年
（1071），叔父继祖患
病，嗣知州事。元丰六
年（1078）优与迁官，领
忠州刺史，皇城使，解州
防御使。

拥护“变法”奋勇守疆

折克柔任府州知州时，是神宗
赵顼当政时期。赵顼登基后，朝臣
上下包括坚守西北边关的折克柔，
针对北宋帝国严重的财政危机，以
及长期以来对辽、夏军事作战衰弱
的趋势，纷纷建言献策，希望实施新
政。新皇帝赵顼纳谏如流，任命王
安石为相，进行变法。

王安石领命后深入各地调研总
结，折家军“用自己的俸禄奖赏有功
将士”“借牛耕莳闲田”解决军费、办
公经费，在军队管理方面严格军额
管理、严肃军队纪律，廉洁勤政，压
缩财政支出等措施，对王安石启发
很大。王安石博采众长，提出“变
法”方案，报告皇帝批准推行。最终
实现了财政增收，提高了军队战斗
力、增强了国力。

而西夏的李元昊骄奢淫逸，建
宫殿、避暑山庄和数十里的离宫，引
起党项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
化。太子宁令哥因私怨割了父亲李
元昊的鼻子致其死亡，谅祚、秉常也
没有能掌住皇权，被梁氏执掌朝政，
西夏四分五裂。

在这宋夏两国形势急转之时，
熙宁元年，北宋大将王韶向神宗皇
帝献计，提出了开边河湟、平定西夏
的战略构想。熙宁六年（1073）神宗
赵顼派王韶出兵熙河地区，一举收
复熙河六州，实现了开边熙河的战
略目标。

西军边关府州知州折克柔积极
拥护神宗平定西夏的战略决策，勇
跃地投入抗击西夏的战斗中，战功
卓著。据《折克柔墓志铭》记载：“熙
宁四年，西夏叛盟。朝廷命将出师，
诸路开进。而麟府为西北冲，尤在
得人。主将询于众，竟推公能属。
公请行，提其众隶前军麾下。自正
旦西征，次啰兀城数与贼遇。公贾
勇先登，斩获居多。军声大振，众方
转战深入。主将属公独以劲骑百
余，旁出二十里。夜破一强族，俘馘
甚众，大军得无牵制却顾之患。粮
道刍粟，飞挽不绝。泊破贼班师，论

功殊等，迁西头供奉官。”
“西夏叛盟”是指夏毅宗去世前

与宋订立的一系列盟约，在梁氏当
政攻打北宋的行动中，全部毁约。

“朝廷命将出师，诸路并进”是指熙
宁五年（1072）取得熙河大捷并以种
谔为鄜延钤辖，组织几路军攻取西
夏横山地区。由于麟府地区历来为
西北战略要地，折家将有出奇制胜
的实力，有得力战将，种谔命折克柔
率兵出战。折克柔勇猛强悍，大家
一致推举克柔任先锋带劲骑百人深
入敌境，克柔欣然领命。从正月开
始西征，在啰兀城与西夏军展开激
战。战斗中克柔亲率劲骑百人冲锋
陷阵、过关斩将，士卒也群情激愤、
势如破竹。克柔率骑迂回深入敌方
二十里，击败一支强敌，俘获夏军将
士、马匹甚多。为大军前进扫清障
碍，为保证粮草输送打开通道，立下
了赫赫战功。战役结束后，克柔升
为西头供奉官。

爱国亲民 为国分忧

折克柔不光是保家卫国的好
将军，还是位心里装着老百姓，忧
国恤民的好知州。神宗熙宁七年，
时遇天下大旱，灾情严重。《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八熙宁七年
十二月记载：“文思使，知府州折克
柔言：‘今岁，河外饥馑，蒙赈贷，尚
未周给。人欲流散，恐北敌因而招
诱，遂虚开边民户。臣乞保借米三
万石。粟二万石赈贷，候丰熟偿。
诏赐省仓粟二万石赈济，米三万石
借贷’”。

从上文可知，府州熙宁七年发
生灾荒后，折克柔非常重视救灾抚
民、稳军固边，及时查实灾情，第一
时间将灾情上报朝廷。朝廷没有及
时回复。折克柔二次上报灾情，方
才得到赈济。折克柔不但及时将赈
灾粮食发放到户，还深入实际抽查
落实情况，避免了人口流散逃亡或
更严重的后果。《续资治通鉴长编》
熙宁八年二月记载：“诏：闻河东灾
伤州军至人相食，其令察访，转运司
体量虚实，见赈恤次第以闻。其后，
具到实有之，各已赈恤。”相比之
下，同样灾情，府州折克柔由于及时
申报，及时放粮赈灾，百姓得到赈
恤，救活一方。为民着想，为国分
忧，使府州百姓免遭流离失所、人相
食之灾难，深受百姓爱戴。

折克柔不仅在救灾稳边方面对
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而且在灾后
稳定民心、恢复生产方面也是一步
一个脚印。因麟府土瘠民贫，折克
柔就报告河东经略使韩绛，减免“役
钱”，韩绛便转报朝廷批复。《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三百元本二年十月载：
“诏麟、府二州乡村户毋出役钱。韩
绛言麟、府、丰三州上番义军已免输
役钱，而并边土薄，乡村户贫乏，宜
亦蠲之。事下司农寺，以为丰州初
无役钱，麟、府州乡村户岁输二千余
缗，请如绛奏，而以太原、汾、泽、晋
绛宽剩役钱补之。”

“役钱”是指原来按户等轮流当
州、县差役，“募役法”改由州县官府
自行募捐钱物雇人应役。雇员所需
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麟、府、丰
三州土薄民贫，河东路径略使韩绛
奏请朝廷免去役钱。朝廷亦深知
麟、府、丰三州的实情准奏，并用太
原、汾、泽、晋等州县宽剩役钱来弥
补。与此同时，折克柔积极推行王
安石提出的“青苗法”，这样就解决
了农民青黄不接的困难，避免了农
民受高利贷的盘剥，以保证农民春
种秋收，走向殷实。

有趣的是朝廷御旨求雨，折克
柔也忠实执行。《续资治通鉴长编》
载：上批“闻诸路皆少雨，可令转运
司访名山灵祠。已雨，速具以闻。
监司察刑狱淹延，或就近巡按。”据
此可知，神宗熙宁十年春季，北方又
发生大范围干旱。《折克柔墓志铭》
也载：“十年春，大旱。公奉诏虔诚，
曾不旋踵，千里霪霈。并帅丞相韩
公绛奏其治绩，上甚嘉之。”当时人
们科学知识知之甚少，如遇大旱，皇
帝也亲自到名山灵祠求雨。神宗熙
宁十年春，北宋又发生大面积干旱，
神宗令转运司查访名山灵祠求雨。
府州知州折克柔心怀虔诚奉诏行
动，不避烈日，不辞劳苦亲自组织百
姓求雨。

丞相韩绛上奏折克柔能忠实执
行朝廷御旨，治理地方卓有成效，朝
廷给予了嘉奖。现在看来，折克柔
求雨是一种不科学的行为，但就当
时而言，他不折不扣执行御旨，真心
实意和百姓一起求雨，抚民爱民之
心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事实正是这样，折克柔赈灾救
活一方，减役发展生产，支农求雨获
得丰收，麟、府、丰经过三年的发展，
百姓日益殷实，兵源充足，边防稳
定，充分体现了拥护“变法”的成果，
受到朝廷嘉奖。《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八十九元丰年四月载：“诏
麟、府、丰州见欠熙宁七年至九年赈
贷米入户，不以等第与展现分夏秋
料纳。”府州知州折克柔是熙宁七年
向朝廷借米粟，承诺“候丰熟偿”。
三年后，元丰元年府州丰收，折克柔
上奏朝廷，主动将所借粮食如数归
还。由此可知，折克柔是位为国分
忧、敢担当、爱国亲民、忠于朝廷的
好知州。

担担匠，其实不是工匠，而是我家乡给予挑箩担箱的货
郎，一种极客气的尊称。

时常萦绕在我童年记忆中的始终是拨浪鼓清脆的声响。
“哐啷”“哐啷”，一阵阵拨浪鼓敲击所发出的清音，在有雾的
早晨像阳光一样响亮地响起来，轻轻撩拨开我记忆中最纯、最
美、最真的一段童年时光。

先是听到“哐啷”“哐啷”的鼓声，紧接着，摇着拨浪鼓的担
担匠挑着货担，颤悠颤悠地走进村里，村里孩子跟着他的鼓声
快乐地跑过一道道巷子，一条条山坡。担担匠一边走一边摇
着拨浪鼓，嘴里哼唱着朗朗上口的招徕声：

“烂绳头、破鞋底、长头发兑换针线唻。来，小杏（孩）要洋
糖，婆姨要针线，老太太买个顶针唻。来，破铜烂铁有没有？
麻钱钢镚儿有没有？”

担担匠的嗓音并不十分动听，可是如歌的行板，已经唤醒
了静谧的村庄，让许多人动心了，整个山村巷陌人声鼎沸了。

担担匠长什么模样，穿戴打扮如何，早已记不得了，只记
得他姓张，叫张白虎，沧桑的脸上总挂着一抹和善的微笑。村
里的孩子、女人们一窝蜂儿围住了那对油漆斑驳的货箱，货箱
里盛满琳琅满目的货物，有酱醋调料、针头线脑、各色颜料、小
孩的玩具、花头绳、发簪……

那年月，乡村物质匮乏，大家口袋里很少有余钱。起先，
大伙儿只是围观，有些妇女看着颜料丝线有些眼馋心热，便走
近前打问一下颜料什么价格，丝线什么价格。为了煽动女人
们的购买欲望，这个担担匠便尽情耍开了嘴皮子：“都来瞧一
瞧看一看，不买不要钱。且看这里娃娃红，老品红，品绿，品
蓝，淡红，淡绿，淡粉，老金黄，水蓝蓝……”狡黠的担担匠看出
了女人们的心思，诱惑逐渐在升级，“买我的颜料最放心！让
一勺，送一勺，带一勺，捎捎带带让你带回18勺！”

女人们的心思渐渐活动开了，有的想要给儿子绣一双虎
头鞋，有的思量着该给丈夫染黑那条发白的凡立丁裤子了，有
的要给远方的情郎绣几双漂亮的花鞋垫……那叫卖声此刻就
像火种，点燃了蕴藏在女人们心头的热情，女人们终是按耐不
住心头的喜欢，纷纷跑回家去了。她们开始翻箱倒柜，寻找烂
绳头、破塑料鞋底子、隔年剪掉的长辫子，有些人甚至把家里
传家宝也兜出来了，一枚银戒指，孩子罩衫上缀着的银鱼、银
锁也被纷纷扯下来，一股脑儿拿去换来家里需要的货物。

儿时，常常听见母亲唱一首古老的陕北民歌《绣荷包》：
“打开钢针包，钢针无一苗，打开针线包，丝线无一条，打发上
梅香东街上跑，东街到西街无一个货郎，南街里闪出一个张发
财，梅香把手招，货郎走来了，将担子放在碾盘上，货郎叫大
嫂，我打开货箱了，要什么货物尽情由你挑……”这首民歌小
调，鲜活地再现了担担匠卖颜料丝线时一个生动的场面，人情
世态跃然纸上。

小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货箱里的洋糖、柿饼、糖官。那些
好吃的东西勾引着村子里一个个小馋虫，孩子们煽动着鼻翼，
使劲嗅着那股清甜的香味。有家底好的，总会对孩子宠一些，
买一把洋糖，再称二斤柿饼。这家的孩子立马剥开花花绿绿
的糖纸，将洋糖含在嘴里，并且发出了“嘎嘣”“嘎嘣”清脆的咀
嚼声。买不起的孩子，怯怯地躲闪着这清脆的咀嚼声，望着担
担匠担子的目光里，渐渐存留了些许羡慕和不舍，也有对父母
轻微的抱怨。有的小孩，少不了要在娘腿上缠磨一会儿，哭闹
一次。

有一次，担担匠竟然慷慨地撕开一个小塑料袋倒出里面
彩色的糖豆，给我们围观的孩子每人分发上一粒。然后，他伸
出右手把拨浪鼓高高举过头顶，在阴冷的午后快速摇出一串
声响。我们含着糖豆，一点点吮吸着，舍不得咽下去。糖豆很
快就融化消失了，我们依然意犹未尽附卷着舌头咂摸那股甜
甜的味道。

记得一个夏日的午后，担担匠又来了，他的货箱愈发齐全
丰富，除了大小不等的拨浪鼓、扑克，还有手电筒、洋灯、马灯、
尼龙袜子等新鲜玩意儿。我的目光最后被货箱里那些花花绿
绿的小塑料哨子牵住了。我喜欢它，喜欢听哨音悠扬地响起，
更喜欢看担担匠吹响哨子时的模样。为了让哨音像一条绳子
那样拴住孩子们购买的欲望，他撮着厚厚的嘴唇，鼓着腮帮
子，把脸憋得通红，真是既滑稽又可爱。

为了能得到一只响亮的哨子，有的孩子便向父母打滚撒
泼地哭闹。一个有主意的女孩儿，自顾自向村里奔去，在门脑
上找到母亲藏在那里的钥匙，打开家门，将存钱罐里的钢镚儿
尽数拿来，也不管现场母亲的脸早已变了颜色，她心满意足地
拿着哨子跑进一片小树林子里，使劲吹着哨子与百鸟同乐。

担担匠其实很辛苦，他们通常要挑着沉重的货物，翻山
越岭，走好几十里山路。阳光晴好的日子还好说，一旦遇
到刮风下雨寒冷的天气，就寸步难行，当天的收获也会格
外惨淡。有一次，担担匠刚来到村里，便开始下起瓢泼大
雨，再要摆摊呐喊看来不行了，他只好闪到我家屋檐下避
雨。雨点溅到他的裤腿上，那条打了补丁的裤子很快就被
打湿了。祖父便招呼担担匠到家里来坐。担担匠进门后，
连忙掏出一根纸烟恭敬地递给祖父。祖父摆摆手表示不会
吸。他便把香烟夹到耳朵上，打开了话匣子。他曾祖父、
祖父和父亲都是担担匠，他从事这个行当也已20年了。他
摸了摸刮得发青的下巴颇为得意地说：“我现在刚过四十，
再挑二十年担子没问题。”

过了不久，担担匠再来时，已经不必挑担子了，他推着一
辆崭新的手推车来村里兜售更加新鲜稀奇实用的货物。这一
次，我母亲刚去城里卖了鸡蛋手头有几个余钱，便慷慨地给我
买了一块我十分喜爱的玩具手表。那些日子，我腕上戴着那
个假手表，整日喜滋滋的，在睡梦中都会高兴得笑醒来。

后来，村里有了代销店，卖货的房间又大，货物又丰富齐
全，售货员叫憨牛，人也厚道老实。代销店兼收购破铜烂铁、
废旧绳头以及黄蒿芽、桃仁、杏仁、酸枣核等各种药材。家里
需要油盐酱醋了，煤油灯没油了，大人就会立即差遣我们去代
销店购买。如果手头一时半刻没有现钱，还可以赊账，签个字
下回去一并还上。憨牛为人虽然厚道，但赊账也是要看脸的，
村里人他都熟识，他心里都有一本账，谁家该赊，谁家不该赊，
他铁面无私。村里人说憨牛将担担匠的生意抢走了，担担匠
的身影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时代的列车总是一如既往地朝前驶去，货郎这个行当终
是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但担担匠留在乡间小路上的足迹，依
然带着那个时代的温度，出现在诗人的诗句中和歌手甜美的
歌声里。担担匠的身影曾经活跃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村镇
上，不得不说，他们既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物质便利，同时也为
那个时代作出了应有贡献。担担匠曾经到来过，从此他与那
个村庄有关了，与那个时代有关了，就是那一条条丝线，斑斓
了村里女人们爱美的天性，那一声声美妙的哨音，那一粒粒彩
色的糖豆，给村里孩子一段快乐的童年，让每人编织一个旖旎
的梦。

毫不夸张地说，是《榆林日报》
引导我走上阅读与写作的道路。
20世纪 70年代初，我从学校毕业
回村当了民办教师，工作生活中经
常能看到的就是《榆林报》，我基本
是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通读。在
阅读的同时，我将身边发生的事写
成稿件，或新闻或散文发给报社，
其间，常常有“豆腐块”见诸报端，
对自己的名字能出现在报纸上，深
感荣幸。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
《七旬老人义务修路人称颂》的通
讯稿，文章刊登后，村人争相阅读，
并夸赞我文章写得好，大家都向老
人学习。1982年榆林地区通讯工
作会上我被评为优秀通讯员，受到
表彰奖励。其间，还参观了榆林报
社编辑部、印刷厂，知道了报纸编

辑、排版、校对、出版、发行的全过
程。当时《榆林报》还内部出版《榆
林报通讯》，并及时寄给通讯员，从
此，工作闲暇之时，我坚持业余写
作不间断。

《榆林日报》是我数十年教育教
学工作中的良师益友。工作与生活
中，《榆林日报》伴我四十多年。国
内外及市内新闻，党和国家的方针
政策，多从《榆林日报》上获得。特
别是“文化览胜”与“信天游”副刊，
更是我学习写作与积累地方文化知
识的重要资源，过期的报纸常常要
回头翻阅。或许由于《榆林日报》编
辑的鼓励，于是乎，我渐渐爱上了文
史及写作，水平也不断提高。教育
教学及研究工作中编辑业务刊物
《子洲教育》，并有多篇教育教学论

文获全国和省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奖
励，曾获得榆林市优秀教师奖。
2009年，我出版了自己的教育文集，
2013年被省上授予特级教师荣誉称
号，业余时间，参与了两轮县志的编
纂工作。我还承担子洲县文化部门
主办的群众文化刊物《子洲文艺》
《子洲文物》《子洲剪纸》《子洲民间
传说》等以及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申
报调查与文字编撰工作，为繁荣传
统文化和群众文化事业做了一些有
益的事情。这些工作成绩的取得，
与《榆林日报》几十年的陪伴与鼓励
密不可分。

我是一名喜爱《榆林日报》及其
历史文化实物的收藏者。小时候，
听父母训言，有文字的东西不能随
便丢，而要妥善保存。初期，我喜欢

剪报，把自己在阅读中喜欢的文章
从报纸上剪下来，粘贴在剪报本上，
便于日后翻阅。再后来，便将阅读
后的《榆林日报》等按月份装订成册
保存，便于用时翻阅。随着时间的
推移，报纸积累了好多。藏得多了，
总觉得没有地方堆放；出卖废纸，怎
么能下得了手。忽一日，想起老家
的旧窑洞来，似乎感觉能派上用场
了。便把几十年来阅读后保存下来
的旧书刊及数百本（捆）《榆林日报》
用卡车全部拉到老家的窑洞珍藏。
如果日后有闲暇的时间，我愿重新
对自己的珍爱进行整理。

《榆林日报》，我一生的伴侣。

征文请投：news@ylrb.com
电话：0912—32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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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武彦 魏二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