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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门虎子
山东自古出战将、出义士。
蒙恬祖籍齐国（今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

出身于一个名将世家。祖父蒙骜，战国时从齐
国来到秦国侍奉秦昭王，曾创下一口气攻取
37座城池的辉煌战绩，功勋显赫，官至副国级

“上卿”。父亲蒙武，也为秦将，曾任秦内史，
与秦将王翦联手灭掉楚国，俘虏了楚王。蒙
骛、蒙武父子都是秦国重量级武将，在秦始皇
统一大业中，攻城掠地，出生入死，为秦国立下
汗马功劳。

将门出虎子。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他又天
资聪颖，熟读兵书，具备了较高的军事素养。
蒙恬正式走进人们视野，是公元前221年(秦始
皇二十六年)，因破齐有功，被拜为内史 (秦朝
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

蒙恬弟弟蒙毅，也是一个非凡人物，官至
上卿。外出陪秦始皇同乘一辆车子，居内则
侍从秦始皇身边。蒙恬担任外事，蒙毅常为
内谋。蒙毅法治严明，内侍赵高犯有大罪，差
点被蒙毅给斩了。始皇念及赵高办事勤勉尽
力，又赦免了他。从此，蒙氏兄弟便和赵高结
下大恨。

一个朝代或一个国家，打天下坐江山，离
不开天时地利人和，更少不了文官武将的鼎力
辅佐。蒙氏家族，将门世家，三代忠良，乃秦朝
之大福，秦朝之大幸矣。

功勋盖世
蒙恬战功何在？逐匈奴，筑长城，开直道，

是蒙恬大将的主要功绩。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其雄”。
秦始皇用十年时间，于公元前221年一统

华夏，结束了战国七雄长达五百年的争霸局
面，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
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三十八岁的赢政登基
即位，成为“千古一帝”。秦始皇雄心勃发：“朕
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
之无穷”。

但是，北方匈奴一直虎视眈眈死盯着大秦。
打击匈奴的重任落在被称为“中华第一勇士”的
蒙恬身上。蒙恬奉命率三十万秦军，杀入阴山和
贺兰山高地，匈奴遭到重创，连连后退，北撤七百
余里，几十年不敢来犯。蒙恬一举收复河南地
(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蒙恬又马不停
蹄、一鼓作气，筑起西起临洮，东到辽东长达五千
多公里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
匈奴铁蹄望城兴叹，北方百姓安居乐业。

秦始皇三十五年，蒙恬受遣为秦始皇巡游
天下开直道。秦直道南起甘泉宫，北抵九原郡
(今内蒙包头市西南)，是由咸阳至九原郡最为
捷近的道路，全长一千八百里。蒙恬率领他的
团队，劈山开道，风餐露宿，雨雪无阻，整个工
期只用了两年半时间。

蒙恬是中国西北最早的开发者，是古代开
发宁夏第一人。

据崔豹在《古今注》中说：“自蒙恬始造，即
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
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后世亦尊蒙恬为
笔祖。

公元前212年，公子扶苏因反对秦始皇焚
书坑儒，秦始皇便把这位未来的继承人惩罚去
上郡给蒙恬当监军。

蒙恬一生赤胆忠心，战功卓著，他又得到
了什么呢？

得到了秦始皇的重用与信任。
我们知道，始皇赢政生性多疑，不轻易相信

大臣。蒙恬在外拥重兵驻扎十多年，蒙毅在内
参政，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发生叛乱，由此可看出
秦始皇对蒙氏兄弟的深信不疑。而且，蒙恬认
为，“陛下（秦始皇）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
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史记、李
斯列传》）”。

大秦落日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冬，秦始皇

赢政游会稽途中患病，一生求仙梦想长生的赢
政刚50岁就在沙丘病死，死前令赵高为书赐公
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赵高与李斯、胡亥密谋篡夺帝位，假造遗
诏：“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并赐蒙
恬死。

为人“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的扶苏，
接到圣旨，深信不疑，面对苍天泪如雨下，便在
城南卢家湾石壁下拔剑自刎。囚禁于阳周的
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复诉。扶苏死后，胡亥
便想释放蒙恬。但赵高执意要灭蒙氏，便散布
在立太子问题上，蒙毅曾在始皇面前毁谤胡
亥，胡亥于是囚禁并杀死了蒙毅。蒙恬吞毒药
自杀。

蒙恬与扶苏，冤死上郡，千古悲歌。令苍
天落泪，山河同悲。

擎天柱倒了，顶梁柱垮了，秦国这座大厦
摇摇欲坠。

秦二世在位仅三年，施行暴政，大秦共存
在了十五年四十六天。可悲，可叹。

忠魂常在
名州青山埋忠骨，上郡千年护英灵。
大将蒙恬，太子扶苏，秦国的两棵参天大

树，生前驻守上郡，倒下长眠绥德。
崇尚忠良，敬拜英雄的绥德人，与秦国的

将士一起，把蒙恬厚葬于绥德城西大理河滨。
三十万将士泣以甲胄掬土，积山为墓，把墓冢
北一条小巷命名为“将军沟”。将太子安葬在
疏属山巅，将一条巷子命名为“扶苏巷”。让他
俩风雨相依，朝夕相望。

忠魂常在，英名永存。
走进今日绥德，你会发现，久负盛名的绥

德汉，不仅诚实坚韧，重情重义，而且忠勇贤
良，豪爽仗义。谁说这不是蒙恬、扶苏“忠义
信勇”精神在绥德人骨子里的传承与延续？

“亲贤臣，远小人”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名
句，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心理价值取向。蒙家军、
岳家军、杨家将等历来深受国人敬仰；赵高、李斯、
秦桧之辈则遭万人唾弃。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用了近两千字篇幅记载了蒙恬、蒙
毅兄弟的事迹，给后人留下一份考证秦代历史
的珍贵史料。2004年至2015十年间，蒙恬、蒙
毅在电视剧《荆轲传奇》《神话》《大秦直道》上
重新复活，向世人演绎着他们悲壮的故事。
1995年8月，山东省蒙阴县人民政府在联城乡
树立“蒙恬故里”碑，在县城修建“将军亭”。
2000年，临沂市政府在临沂广场为蒙恬树立雕
像，列为临沂“十大历史名人”之一。2018年4
月14日至15日，春风贻荡，上郡生辉。首届海
内外蒙氏宗亲恭祭蒙恬盛大典礼，在绥德隆重
举行。来自山东蒙阴等地嘉宾约千余人参加
典礼。对新复制的清道光形制蒙恬墓碑举行
了揭碑仪式，缅怀先祖爱国情怀，激励后人报
效国家。

用暨南大学教授蒙雅森创作的《千古永垂
——蒙恬将军颂》再度回望将军：

西出边关寻直道，
直道无边，秦岭耸云霄。
北越黄河望长城，
长城巍峨，分外妖娆。
啊！
那是将军的脊梁，崛起的骄傲；
那是英雄的豪气，化作了彩云飘。
那是将军的丰碑，发出的光耀；
那是英雄的容貌留下的微笑。
啊，
事秦开国，一统天下，三代英豪；
忠义信勇，忠君报国，匡扶正道。
筑长城，修直道，
北逐戎狄，战功显耀；
造毛笔，改古筝，
华夏文化辉煌灿烂传千秋。
啊，
将军的功德与日月同辉，
将军的英名，永垂不朽！

初知榆林县名，是在早年所读的教科书《农业常
识》上，那时只知它属于陕北的“长城沿线风沙区”，
查地图得知，这沙区自西南至东北，依次为定边、靖
边、横山、榆林、神木、府谷，榆林位居其中。

1982年10月下旬，因去陕北联系副刊作者，先
飞延安，再转车赴榆林。出发时，西安还是小阳春，
早晚尚属“嫩寒”，但到了霜威出塞早的榆林，已是严
寒了。初来联系副刊作者，自然要到榆林报社以求
协助，一位副总编热情接待了我，谈起榆林、无定河，
随之脱口而出：“可怜无定河边骨”，说完戛然而止，
微笑看着我。这是文人的雅兴，我接上了唐人陈陶
的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总编
听罢，朗声大笑。谈完工作后向我推荐，榆林古称上
郡，第一名胜便是镇北台。

镇北台是古长城之高台，气势宏大，号称“万里
长城第一台”，与山海关、嘉峪关并称为长城三大奇
观。该台在榆林北郊的红山之巅，高三层，外砌以砖
石，南额题刻“向明”，北额题刻“镇北”，为明万历时
延绥镇巡抚涂宗浚主持修筑。这是御敌守边的军事
要塞，遇有兵警，守台者即刻在台上燃起烽火，以调
集附近驻军前来应战。在此便可见古战场的大略。
秦代蒙恬修长城，不就是在这里么？

登台四望，雄悍——呈现出大漠之桀骜；要塞
——这是兵家必争之地。唐人李华《吊古战场文》中
之情景活然而现：“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
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
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此古战场也。

初见镇北台，满目黄沙，几无绿色，古台虽在，古
长城却只剩下了几个墩。城体呢，皆被风沙剥蚀，颓
了、残了，黯然消失了。君不见榆林北城墙，不是被
黄沙掩埋至半腰了么？心中怎能不五味杂陈。时在
正午，忽然风起云卷，四下昏然，看那太阳，便是古人
所谓的“惊风飘白日”“日瘦气惨凄”。

几年后的一个六月底，我又出差到榆林，见到一
片孤城，城外榆溪河两旁麦子尚未收完。那麦子长
势很好，遂作想，麦子长得好，可见土是沃土，沃土可
长庄稼，而紧邻榆林城西的西沙，百十平方公里，一
眼望去，便是黄沙莽莽，颇为抱憾。晚上榆林歌舞团
举办“七一”晚会，观看了王向荣他们的演出。歌皆
陕北民歌，超然；舞蹈也是踢场子、二人台等，怡然。
我深感到塞上文化之魅力——卓然。再上镇北台，
但见黄沙漠漠，植被稀疏，偌大的西沙仅有一座四层

楼，那是治沙研究所的。听那里人说，楼下的七十二
米处，仍然是沙。叫人不能不佩服建筑者的智慧，亦
心痛沙进而人退。当时陕北人民是在努力治沙：引
水拉沙，引洪淤地，发展水利，植树造林，改良土壤。
人定胜天和天定胜人在这里缠斗。大风起兮，沙子
打得人眼不敢睁，打得脸上生疼。便想李华“惊沙入
面”绝非妄写。也想起这次来榆林，车过米脂县，县
北部紧靠榆林的山丘北面，已披上黄沙，一片苍凉，
这就是流沙南侵，心中便隐隐作痛。流沙流沙，无蚀
我土，厚德之土蚀之，怎有禾黍？流沙流沙，无蚀我
绿，无有生命之颜色，生态失怙。

嗣后三十年，2019年8月初我又到了榆林，知
道榆林人民治沙之壮举、治沙之成就、治沙之奇迹，
非惟人进沙退，更有了荒野变沃野之壮心，沙漠变沃
土之大智。在火车上，我惊奇地看着那些扑面而过
的楼群，以为快到榆林站了，列车员却说还未到呢，
又是楼群楼群，到视野开阔处，真正见到楼群林立之
处，就在西沙，车到站了。西沙的变化太大了，叫人
如幻如梦。我不敢相信昔日那荒漠西沙竟然冒出了
这么大的城建格局，楼城下全是几十米深的黄沙呀，
而且道路纵横、车水马龙，正是现代化繁华的城市，
与老城和而谐之，相得益彰，共同完成了从名城加雄
城的升华。傍晚，华灯初放，光明一片，我沿街漫步，
有意摸了一下道路绿化带和一处小菜圃的泥土。两
指一搓，还是泥土加细沙。这便是沙呀，沙上有了植
被，便又孕育了生命的颜色。

翌日上午，天朗气清，再登镇北台。扑入视野
的，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没想到大漠变大野，大野着
大绿，大绿呈大美。这是千年荒漠向沃野的转变，是
陕北人民战天斗地的杰作，是盛世应运而生的奇
迹。绿色如此快速延蔓，相信地图上标有这里小黄
点的沙漠标志的消失，当不在远日。地下每平方公
里，蕴藏着十亿元的财富，地上竟又是这番奇迹。这
是石破天惊，是天人合一，亦或是天翻地覆？说不
准，也看不透。但这就是魅力榆林，大美榆林，神奇
榆林。昔日范公仲淹守延安，有“塞下秋来风景异”
的《渔家傲》词，我今观塞上榆林，神怡之至，心旷之
至，惊叹之至，销魂当此之际，不有诗作，何伸雅怀。
遂成《渔家傲·登镇北台》云：地阔天高红日照，登台
四望绿延袤。崛起雄城高格调。人谋妙，沧桑巨变
挟天道。大野换装春意闹，“毛乌”沙漠行销掉。今
古无双奇迹造。呈祥兆，临风喜赋《渔家傲》。

茅盾文学奖，对绝大多数写作者，几
乎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陈彦老师今
天摘到了那颗璀璨的星。实至名归，他
是无比幸运的人！

我在陕北高原上，为陈彦老师送上
祝福，祝贺并艳羡！

《主角》折桂归来，在陕西文坛掀起
风暴！它是自然现象。

文学陕军在第一时间发出：“明天我
们怎么办？”此时此刻，我想陕西的中青
年作家无不面对这一发问。我想也不止
文学陕军中的中青年作家，风暴已迅速
拂过三秦大地，更大范围内的人们也都
在严肃地思考着这一问题。

不止此时此刻，就我自己而言，这个
话题我大概思索几十年了，几乎是伴随
着我每一天的写作。路遥、陈忠实、贾平
凹、陈彦……特别是我故乡陕北高原那
里的柳青、路遥，他们的书，几十年都在
我身边放着。柳青、路遥他们的名字，也
许比我的亲人在我的面前、我的耳旁还
要出现得多。我甚至已为自己创作的长
篇小说书腰封上想好这句话：“路遥写了
80年代的《人生》，陕北作家再献21世纪
写人生重大作品。”

我的初心是什么？我怎么办？
几十年历练，几十年思索，是在近几

年，有了答案：写作，不是为了获奖。
这话没有任何虚伪的成分——既然

获奖对我来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情，那我索性就不去想它，至少从我的这
部长篇小说创作起。

这话没有任何虚妄的成分，因为我
从未停下阅读和书写的脚步；茅奖不能
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但是为了初
心，风雨兼程、筚路蓝缕，是可以把握在
我们自己手里的。

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秋去春来，三冬三夏；决战
三九，苦炼三伏。

不是三年。是三十年。从十八岁开始，我没有

停止过读书，没有停笔。此前所写过的
那些文章、发表过的那些作品，全属于
我为自己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准备
和练笔。这几年，除过深入生活搞调
研，就是关门写作。比如对农村新的形
势，或许我比一个农业农村工作的局长
还要上心。

三十年，哪一天不是起早贪黑呢？
从乡下小镇中学到今天的政府挂职，无
论在哪个单位，几乎都是每天早上最早
到单位开门的人。然而，只有起早贪黑
是远远不行的，一部长卷作品的创作，那
是要山重水复疑无路间，翻越千山万岭，
跋涉万水千山。许多时候，还得翻越回
来、跋涉回来，而再往前翻越、再往前跋
涉……这个过程中，生命在熊熊燃烧！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人，真的就没有
想过，或不再去想获奖的事了。

在修改自己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
“使命”这个词，庄严地出现在我的面
前，它让我回头凝望，所有以前的岁月，
使命对我，只是一个汉字的词语。但现
在不是了。三十年的阅读、书写、探索、
苦难、抗争，将“使命”这个词语填充为
一部厚重的为人民群众代言的书。

身为边远地区的写作者，“书写人
民心声”“为时代立传”似乎有些太过勇
猛！我只是坚信，边缘也有可能是阐释
世界的中心。陕北不只是地下资源的
富矿，也是文学艺术的富矿，中国革命
的摇篮，几十年，我没有离开这片浑厚
的热土，握笔在高原上挖矿。在为丑恶
的人性、卑鄙的灵魂写挽歌，替那些在
大时代进程中胼手胝足创造生活、砥砺
前行书写历史、为人间正道英勇不屈的
奋斗者情不自禁地歌唱！如果能鼓舞
无数历尽艰难而不屈、还在为正义和美

好生活奋斗的人，那再好不过了！
我只期盼，我用燃烧生命写作的书，在人民中

间流传！

秦风千古将军事

塞上名州忆蒙恬
耿永君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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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镇北台
杨乾坤

去拜谒大秦名将蒙恬。
顺着绥德县一中教学楼左后方的小路，登上

西侧平台，就到了蒙恬墓脚下。
蒙恬墓的封土呈馒头形。据《绥德州志》记

载，墓高50余米，墓前石碑系清乾隆年间知州张
元林所立。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又立一
碑，知州江士松手书镌刻“秦将军蒙恬墓”。

深入时间隧道，撩开历史沉重的面纱，我们
看到，大将蒙恬的高大身影渐渐清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