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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3月，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
界》荣获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对于路遥而
言，他“不拒绝鲜花与红地毯”，然而，作为一
位有担当有梦想的优秀作家，他远远不满足
于现状，还未进行很好的休整，又着手构思一
部自己心中的“大书”。他决定深入到人民生
活的现实世界里寻找创作素材，进行新的创
作远征。

获茅盾文学奖不久后，他带着弟弟王天
乐匆匆赶到榆林，住进宾馆。当晚，时任地区
文联主席、堂叔王亦群到我家通知：“路遥来
榆林了，让你通知你们同学，明天早上八点都

到宾馆来，他要见你们班的同学。”
第二天，我们班在榆林的6位同学集中

后按时来到宾馆。进入房间一看，哦，当时
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副书记黄文选、副专员
赵兴国和文化系统的领导，正和路遥商议着
出去参观的路线。和我们拉话不到5分钟，
进来一位陪同领导说：“车来了，抓紧些，咱
们就能走了。”话音刚落，领导们都簇拥着路
遥向外走去，我们紧跟在后面。走到院子
里，路遥也很不好意思地随着陪同领导们分
别上车出发了。

同学们依依不舍，一起来到我家，边吃西

瓜边议论。大家七嘴八舌地埋怨说：“为什么
昨晚不让咱们来，还能多拉一会儿话。”“他几
次来榆林都不通知咱们，好不容易通知一回，
还这么忙，真是！”“人一出名，就是这样，见一
次都这么难？”

大家毕竟都想和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多呆
一会儿，然而，事不由人。对于路遥，时间就
是生命，他何尝不愿与老同学多呆一会儿，多
叙叙同学友情？

这就是我班在榆林的同学与路遥的最后
一次见面。谁知这匆匆而不满意的会见，竟
成了同学们与老班长的永诀！

榆林宾馆见路遥

参加校庆共同活动

1988年9月22日是延安大学50华诞，母
校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路遥当然是特邀
代表，我是以榆林地区校友分会副秘书长的
身份受邀参加。

路遥因故于22日当天才从西安匆匆赶
来。眼看庆祝大会就要开始，主席台上坐满
了嘉宾，然而，路遥的位子还空着，急得大会
主持人、我们的老师、校党委书记申沛昌团团
转。那时候无手机联系，怎么办？幸而，就在
宣布大会开始的一刹那，路遥坐着小车赶到
了会场。

大会之后，全体与会人员集体合影留念，
路遥又参加我班参会同学的集体照相，还与
中文系老师和同学一起合影，留下了永久的
纪念。

参观校史馆时，我们看到有路遥的放大
照片，十分活泼的白正明同学指着照片对路
遥说：“看你的这张相，不像个疯婆？”路遥笑
嘻嘻地指着照片上自己蓬乱的长发说：“则看

把人忙成个甚！”
下午的宴会上，疲惫的路遥不好好吃饭，

我挨着他坐，他却很难为情地说：“我不能吃
肉。”我说：“让给你炒一个素菜。”正好过来校
总务主任刘昌同学，他忙问路遥吃什么素菜，
路遥不好意思地说：“不用了。”接着又说：“要
弄就弄个炒鸡蛋大家吃。”动筷子之前，路遥
谦让地让大家一起吃。

饭后我们就听到有人议论：“路遥成名
了，架子大了，迟迟不到会。”“唯他特殊，厨师
为他另外炒菜。”谈话时，路遥解释险些迟到
的原因，西安的会完不了，但他们还是拼命往
来赶。

大会后，同学们参观了我们当年的宿
舍。学弟们热烈鼓掌并纷纷拿出自己的笔记
本和路遥的作品《人生》，要他签字、合影留
念。我们陪着路遥，第一次享受到了名人同
学的荣耀，心情很是激动。夜晚，大雨倾盆，
庆祝晚会被迫中断，我们就和路遥在中文系

办公楼上打牌。其间，几位学生闻讯赶来要
签名，路遥不假思索，在几个本上同题：“有耕
耘，就有收获！”

次日上午，我们到半山腰张子刚同学家做
客。爬坡时，听到路遥气喘吁吁。我们停下脚
步。我问他：“近几年在媒体上很少见到你，你
在做甚？”稍事休息，他回过头说：“读书花费了
我一年多时间，然后是写《平凡的世界》。”又
说：“中央电台播《平凡的世界》，稿子要得很
急，播完一集要一集，我有约定，必须按时交
稿。”我说：“不行啊！你能受得了吗？人家巴
金和冰心老人都是慢慢写呀！”其他几位同学
也劝他要注意身体，合理安排时间，然而他却
说：“有时候也由不得我，写到那里就停不下来
了。”我说：“不能那样，一定要由自己，搞创作
可不能‘赶锅下米’。”接着他又说“要成就一件
大事，必须在四十岁之前”，他又重复着他的观
点，那年他39岁。那次校庆，路遥为母校题了
词：“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

1984年深秋，我去西安参会返回途中，住
在延安。入住后，我昏昏沉沉，孑然一人走进
酒店旁的小东门巷道，寻找我们当年的小东
门食堂。

小东门食堂是我们上大学时经常改善伙
食的地方。每逢星期天，同学们就三三两两
相跟着去解馋：排队买吃8分钱一碗的素面和
1毛5分钱一碗的肉臊子白面。那时，延安市
的供应粮，粗细比例为70∶30，在学生灶上吃
顿白面是稀罕事，往往要等到过节，还要收细
粮饭票。小东门食堂是延安市唯一不收粮票

的小饭馆，我们常常期盼礼拜天到那儿美美
地吃上一顿物美价廉的白面条。路遥爱吃白
面，经常和我们一起去。

走进巷里，一片新奇。这里过去只有后巷
口一个不到60平方米的小食堂，现在成了延
安的“小吃一条街”，人群熙熙攘攘。我在小
饭馆前徘徊，寻觅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恍惚
间，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志强，过来。”我
猛一回头：“啊呀，路遥！你怎么在这里吃饭？”
操着地道清涧话的路遥一如既往，微笑、握手：

“你坐下。”他一把拉我坐在他的长条凳上，对

我说：“我刚从宾馆过来，不想吃宾馆的饭，就
想在小摊摊吃点家常饭。”在我面前的一尺高
低的小饭桌上摆放着一碟清涧烙饼，旁边是一
碟小菜和一碗小米稀饭，这便是路遥的美味佳
肴。招呼间他又报了一份同样的饭，他知道我
的吃饭习惯。

我俩谈笑风生，边吃边聊，甚是亲热。我
询问他的身体和创作成果，并说：“你来这里
吃饭还不是为了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他淡
然一笑，抢先买单。握别后，他若有所思地猫
着腰回宾馆去了。

小东门的邂逅相遇

“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这是路遥为母校延安大学的题词。
贾平凹先生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了干渴

的路上。”是的，路遥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伟大的作品，在他42岁的创作黄金期便倒在了文学的路上。在他去世后的
27年时间里，有多少忠实的读者阅读着他的著作，有多少中国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找到了自己的前进方向，人们怀念着
这位英年早逝的当代作家。

201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路遥”为“改革先锋”；2019年9
月，中共中央再次授予他“最美奋斗者”光荣称号。作为他的同班同学，我时时不会忘记他。今天，作为路遥的追随者和
研究者，再用简略的文字追忆成名后的路遥和我大学毕业后的几次见面，缅怀我的老同学——最美奋斗者路遥。

古人说：“雪夜闭门
读禁书。”北风呼啸，漫
天飞雪，用书香温暖自
己，是人生最好的选
择。因为读书，浮躁的
心很容易静下来；因为
读书，寒冷的冬天便多
了一份温馨。书香暖
冬，能让思想在梦幻中
尽情舒展，能让平淡的
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冬日读书，头脑清
醒，利于冷静思考，适合
读一些具有人文内涵的
书。寒夜斜倚床头，细
细地品味周作人的清淡
平和，鲁迅的讽刺简练，
梁实秋的细腻亲切，张
爱玲的典雅飘逸，贾平
凹的随意与匠心，余秋
雨的博世与天然，还可
以感受海明威的冷峻、
伏尔泰的咏叹……由文
字带来的煦暖气息穿透
力很强，足以抵挡鼻息
之间空气的寒凉。读这
些书，犹如喝一口浓浓
的热咖啡，很苦，却温暖
了心田。

冬日读书，是一种
美丽的意境，更是一种难得的心
情。冬天，正是抓紧读书的好时
候。读卡耐基，能遇事心胸豁达，
做内心强大的自己；读正能量书
籍，能排除负面情绪，心灵更加平
静。作家叶灵凤在《书斋趣味》中
说：“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了窗
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
在椅子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
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
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冬读的心
情是愉快的，让人的脑筋更加灵
光，从而获得启悟，产生新的灵感。

冬日读书，让单调的季节变得

有滋有味。坐在温暖
的屋子里，沉醉在书中
描绘的世界里。从古
读今，从国内读到国
外，在这门功课里怡然
自乐。作家钱歌川在
《冬天的情调》中说，大
雪天到外面去看过一
回雪景，回家来扫清身
上的积雪，吃过晚饭，
关起门从容地来读禁
书，这是金圣叹所赞美
的人生一乐。读痛快
书，养浩然气，有书相
伴，有滋有味。储蓄冬
天，阅读心灵，会让人
更加自信。面对冬天的
寒冷，读书让文字温暖
人心。

冬日读书，是一种
心旷神怡的美好景致。
读书的时候，常有雪花
飘落，让人觉得妙不可
言。那些梨花般的雪花，
在窗外制造着春天的假
象，而手中的一本书却
让我体验了，这世上没
有什么事比阅读更舒
适、更真实、更惬意……
倘若，再有一两片雪

花，从窗缝里挤进来，刚想逮它，
却化掉了，如蝴蝶的隐身。把书
本轻轻合上，双目微闭，一丝倦意
袭来，再看两页吧，待我未把那两
页看完，书却“啪嗒”掉在了地上，
不管它了，身子一歪，呼呼睡去，
多美的滋味！

悠悠书香暖心间。读书能教
人辨别善与恶、真与假、爱与憎、美
与丑。冬日闲暇之余，沏一壶淡
茶，拿一本好书，就这样，开始一段
美妙的旅行。有书香为伴的冬日，
心里充满阳光，和煦而温暖，惬意
而幸福。

缅怀路遥同学
——纪念路遥诞辰70周年

王志强

秧歌、唢呐、信天游
是陕北人引以为豪的文
化自信符号，是世界文
化瑰宝。

在上世纪的新文化
运动中，陕北大秧歌被
赋予了新的使命。共产
党领导农民闹翻身，实
行土地革命，大秧歌的
气势非常适合宣传。红
军借助于陕北秧歌的节
奏，将红色文化传播得
星火燎原。流淌着闹翻
身的神韵，长杆大唢呐
朝天鸣叫。人民领袖毛
泽东在陕北人民的心目
中就是红太阳：“东方
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
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
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一首用陕北民歌《白马
调》谱改编的《东方红》，
荡气回肠。

是陕北元素的旧文
化符号，受到革命的浸
润吗？是先进文化对北
方半游牧文化和黄土文
化基因进行渗透吗？为
人民服务的理念和耕者
有其田的革命理论在古
老的黄土地落地生根，
信天游式的新民歌在此
时诞生了，遍布在山山
洼洼的山丹丹花开的鲜
艳，“山川万里气象新，
五谷生长绿盈盈，边区
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
东。”“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
的队伍势力壮。”……即兴创作，老
百姓自我娱乐的节目里，对共产党
的英明领导进行了淋漓尽致的传
播式歌颂。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很大程度是受到解放区
人民文化生活的启发，让延安的知
识分子接受了黄土文化的洗礼，面
向底层生活、面向劳动人民，走工
农兵学商相结合的文艺创作路，反
映时代风貌，为当时抗日战争的胜
利服务，为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服
务。这是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伟大
初心，也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基
准音调。

陕北秧歌，传播解放区新文艺
思潮，在艰苦岁月里军民同乐。

安塞腰鼓是大秧歌搏击动作
的一种添加元素。腰鼓，本是古时
军舞乐器，是根植于黄土地上的一
种音乐狂飙，它敲击出北方军人的
威武豪放，闪跳腾挪旋转的大幅度
姿态里，有朴素的攻击动作，有夸
张的进取舞姿，有血脉贲张的英雄
节奏。陕北大秧歌奔放豪迈，解放
后遍及全国，成了鼓舞人们斗志和
张扬人们精神的图腾，这是文化自
信给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昭示。

如果想象力允许我们作一个
时空延伸，那么当年的《黄河大合

唱》，就可能有敲击腰鼓
的旋律，让作曲者借黄
河壶口瀑布的气势而选
择了跌宕起伏的音符，
最终谱成了中华民族
的怒吼之音。唢呐大
悲大乐的曲调，在红豆
角角老南瓜生长过的
圪梁上飘荡，悲苦的信
天游从民众的喉咙里
变腔走调地随着风沙
黄尘抒情。百花齐放
时，才有民族文化的积
淀，才有文艺局面的繁
荣。秧歌剧在新文化
运动中应运而生，《兄
妹开荒》《十二把镰刀》
《夫妻识字》……直至
经典歌剧《白毛女》的诞
生，都是延安时代陕北
元素的文化自信结晶。

初心不改，任重道
远。陕北文化的优秀元
素是永远有益于人民
的。但文化传承在发展
中求先进也不能失去自
我，如一些陕北民歌的
舞台包装和唱法变异，
红绸带系腰和羊皮坎肩
罩身，纵然说原生态唱
法剽悍，可是没有山川
气象的环境和山坡上羊
群四漫的图景，多少给
陕北元素的地理气质打
了折扣。西洋乐器奏出
的轻音乐作伴，怎么可

以表现老驼烂鞍粗麻绳的脚夫
们，粗壮的喘息和要命的呼喊
呢？在音乐厅里听陕北民歌或陕
北道情，不如在山间坡梁上欣赏
农人的自由吼喝。苦吟，愁吟，哭
吟，原本是信天游的本质情怀，在
轻松快活的酒吧里唱信天游，就
如同把内蒙古长调民歌扔在江南
水乡的小桥下……

文化自信源于人民，民间内生
动力的文艺资源一定得服务于
民。陕北人大唢呐朝天吹，就同刘
文西笔下画出的那种气势：四五个
络腮胡子身穿山羊皮袄的老汉，跪
在黄土梁上，他们的腮帮子鼓足，
眼睛圆睁，气息贯通的那种蛮力让
人心疼，他们把腰板都吹得向后弯
成弧度。这样绝类的姿势，就是听
不见也让人感悟到那股痛快劲
儿。陕北人把唢呐文化放置在喜
事和丧事中演绎，让民俗变得泥古
而不凡，让心声变得复杂而简单，
无不体现出生存的激烈和绝世的
壮阔。这种悲中含乐的响器，与大
秧歌组合，与信天游山曲杂糅，会
产生许多想不到的亢越效果。

文化要发展，首先要自信。唢
呐如同陕北文化的黄钟大吕，信天
游如同陕北文化的背景音乐，新时
代催人奋进，奋斗者都会望着伞头
前行，中国梦的大秧歌扭起来，历
久弥新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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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夏之间，路遥为拍摄电影《人
生》来到榆林，住进榆林刚刚落成且最高档的
农垦大楼。得知消息，我骑上自行车颠颠簸
簸一早从西沙农校出发，寻找路遥，要见毕业
八年尚未谋面的老同学。

登记室查找后，我径直敲门走进二楼他
的房间。只见他端坐，看书，抽烟。旁边，一

女子目不转睛地凝视墙壁上的油画，不言不
语。见我进来，路遥停止了看书，忙忙站起与
我握手寒暄，落座后和我谈话。他不停地抽
烟，桌子上放着一包“石林”牌香烟。

他问我：“在农校教书顺利不？”我很惊奇，毕
业八年未联系，业已成名的路遥竟一口说出了我
的工作单位。他还说：“你好好工作，提高自身素

质，教出来好学生让他们看看！”一番话说得我心
里暖烘烘的，顿时提高了对教书工作的信心。

不知不觉中，20多分钟的时间匆匆而
过。我俩拉话兴致正浓时，时为地区文联主
席胡广深进门了，他们要马上去补浪河。路
遥与我微笑点头，握手告别，同时说：“下次再
见，不好意思。”

农垦大楼寻找路遥

在延安大学50周年校庆时，路遥（前排中）与同学们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