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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仰文出身寒门，深知生活的艰难。辍
学后闯荡社会，历经磨练，在说书高台教化他
人的过程中也教育了自己。父母的生活起居、
经济用度都装在他心里，姐姐们常说：“别看五
娃是个男人，他比我们当女儿的都细心。”

他利用走村串乡的说书机会，和民间艺
人交流沟通，挖掘、抢救陕北说书，搜集到三
百多盘录音磁带、一百多册历史说书孤本，分
类整理，拜访了三十多名琵琶老艺术家、盲艺
人，录制、整理，将优秀的作品传承下来，并发
扬光大，并在陕北说书传承与创新的理论上
作了探讨。他虚心学习，吸收众家之长，艺术
素养有了很大提高，被延安市曲艺馆聘为常
驻馆员，延安大学邀请他为陕北说书客座教
师，中国曲艺家协会吸收他为会员。他说：

“是老一辈的艺术成就丰富了我的艺术，是陕
北说书给了我飞翔的翅膀。”

他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县上的扶贫

宣传活动，利用走村串乡的机会，走到哪里
就把党的扶贫政策宣传到哪里，成了贫困户
的贴心人。更有些村民遇到什么高兴或烦
心事，都打电话告诉他，分享遇到的困难和
喜悦。

近年来，他配合县上各个单位宣传表演
300多场。今年疫情期间，他连续创作七个
陕北说书段子，经短视频播出后，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 25 年的说书生涯中，他不断充实自
己、提高自己。2014年，他被认定为子洲县
非遗陕北说书市级传承人，2018年，他在电
影《一把挂面》中扮演了说书艺人，朴实到位
的表演获得了广泛赞誉。同年，他参与的《看
今朝》节目，在国务院春节团拜会上大放异
彩，演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乔仰文参
与了这一节目，见证了这一光荣时刻，这既是
他的光荣，也是陕北人的光荣。

辍学后，他苦思冥想挣钱门路。恰逢邻
村庙会来了一班个人剧团，他抱着碰碰运气
的念头，找到团长说了自己的想法，团长打
量了一会说：“行，你就跟上吧！”但大半年下
来，钱没挣来一分，他心里有了跳槽的想
法。正好遇上了姑舅三哥说书，他就跟着开
始学习陕北说书。两年后，他开始独自走村
串乡说“平安书”，但生意惨淡。后来他拜姬
云飞为师，技艺有了明显的长进。从此，他
一年四季行走在陕北大地，参加庙会、开业、
祝寿、庆生等演出。

在说书实践中，他深深地感到自己文化

底子单薄，要想有所发展，必须狠下功夫，虚
心学习。他先后拜访了多名说书老艺人，录
制了四十多盘磁带，模仿他们的腔调，学习他
们的吐字、发音技巧。延安市曲艺馆培训六
期，他每次都参加。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用了
常人几倍的努力，掌握了琵琶、三弦的弹奏技
巧及字正腔圆的发声方法。在学说他人本子
的同时，他开始摸索自己创作段子，并逐渐在
子洲说书界崭露头角。《陕北红》这个段子就
是他在纪念陕北特委成立九十周年时的尝
试。融历史、现代、音乐、影视为一体，得到了
专家的肯定，受到了广大听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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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8月，乔仰文出生于子洲县
高家坪乡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父
亲曾是西安冶金基建厂工人，为了照顾
年迈的父母及家中五个儿女，他父亲毅
然放弃城市的工作，回乡务农，扛起了
整个家庭的重担。

乔仰文在家中排行老五，家里人都
亲昵地叫他“五娃”。父母没明没夜地
劳动，特别是父亲每天不管有多劳累，
都亲自去照顾爷爷奶奶的生活起居，这
一切乔仰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
记事开始，他每天放学都去关照爷爷奶
奶，寻长递短，成了两位老人的“小跑
跑”。十五岁那年，小学剩几个月就要
毕业了，老师要求每人交十块钱，那天
放学，他还没有进家门就喊：“妈，学校
要交十块钱！”半天没有回应，当他走进
家门后，看见妈妈在擦眼泪，他一下子
扑到妈妈怀里，妈妈抚摸了一下他的
头，从怀里掏出十块钱递给他，酸楚地
转过头说：“五娃快吃饭去。”仰文看了
看父亲，母亲含泪走开了，心想父亲母
亲从来不吵架，今天怎么了？事后他才
知道因为哥哥姐姐到了谈婚论嫁的时
候，家中住的窑洞紧张，既要修窑洞，又
要张罗娶媳妇，沉重的负担压得父亲母
亲心情烦躁，拌了几句嘴。心性要强的
乔仰文那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

“不能再连累父母了，我要自食其力，要
为父母分担压力。”于是，他铁了心不去
学校，父母催促他到学校去，他就躲到
外面转悠。班主任老师找上门来，他仍
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不念了，我要自
己养活自己！”

常常碰见一些朋友问：“你还写作吗？”
这样的提问，当然是好意，大家这么些年来一

直关心我，帮助我，鼓励我前行。在今天这个错
综复杂的社会，虽然我吃得了苦，受得了累，活
到这年纪也把写作当作乐趣，并当成生活的一部
分，但事实上，我与外界沟通仍有障碍，和年轻
一代交流还存在代沟，跟不上时代节奏。尽管
生活有时十分残酷，让人无奈，但它的日新月
异，时刻都在激励我前行。形势变了，观念变
了，价值取向也在变，有些迷茫的人容易心生怨
恨，看不到希望之光便觉得生活一团漆黑，不能
正确面对，也没有静下心来思考原因在哪里。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目标
确实有些困难。其实，生活就是这样，时刻为有
准备的人敞开怀抱，那扇门紧闭着，要想打开，必
须要付出努力。

写作是一件枯燥的事，尤其是业余写作者要
承担比别人更大的压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很不
容易，上班工作、交际应酬、开会学习，一大堆琐
琐碎碎的事，时间无声无息地从你身边流逝。行
政工作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你适应不了，就会
被淘汰。平日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面孔，还有
老百姓的各种诉求，自己又力不从心，总感身心
疲惫，唯一的调节方法就是写作。生活的点滴始
终让我感动，安静的夜间脑海里浮现那么多的人
和事，饱含着的童年的忧郁和青年时的创伤，总
是抚不平。有时，回望故乡时的那种悲悯和爱意
在血液里翻涌，许多的故事让我兴奋激动，甚至
彻夜不眠，一个奇妙的世界在我内心深处变得辉
煌灿烂。从发表第一篇作品起，我整整写了三十
多年，这是对我整个青春的祭奠，也是我精神世
界得到充实和滋养的过程。二十岁之前，单纯，
爱幻想，有满满的美梦；二十岁以后，混迹于社
会之中，前途、命运、人生……一大堆问题压得我
喘不过气来。然而，自己想活出个人样来，不服
命运的安排，想逃离村子与土地。现实是残酷的，幻想里的东西
硬生生被击碎，我猛然醒悟，直面土地、庄稼、村子，还有鸡叫狗
咬。这些与我一生纠缠不清、让我爱恨交加的物与景，只有在夜
深人静时，我才会在心里咀嚼。年轻时的梦、远方与诗、爱情与鲜
花，明知很遥远，却不甘心。三十岁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让我精疲力竭，更多的是无可奈何，甚至迷茫。我为前途
与生计四处奔波，天天狼狈不堪。有一文友见过我在村子里的模
样——扛着老头，背着耙、耩子，满身泥土，一脸汗水行走在山路
上。他非常吃惊，怎么也不能把诗与远方和我联系在一起，觉得这
样的生存状况下我还能坚持写作，实在有些不可思议。至今，有许
多年轻朋友说起我的小说，是那么崇拜和敬仰。能获得这样的赞
美，我感到满满的慰藉。我不奢望什么流芳千古，只希望写下的文
字能在故土留下一点印迹。我是一生执着于文学写作的人，从《链
歌》开始，趴在老家的土炕上写了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荒凉的十
八岁》，这开辟了我在文学圈子里的处女地。时间眨眼即逝，我固
守着，继承和传播着这块土地上优秀的文化，扎根在属于自己的土
地中，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在忙碌中我的生活是真实的，这也
是我坚持写作的动力。

因为写作，我的生活异于常人。作为农民的儿子，我是幸运
的。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都给我提供了资源，尽管我没有刻
意走进哪一个圈子，而且兴趣爱好少得可怜，但内心常被故土的一
切感动不已，这块土地让人如此地热爱与留恋，它时刻在我心中。
我只想努力写好它来证明自己能走得更远。这里是根基，作为写
作者，一定要站稳站直，要学习前辈，继承传统，用平民视角、悲悯
情怀对待生活。创作需要勤奋与坚持，而创新又十分重要，现代化
的信息与网络无时不在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写作，这对我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要思考如何使自己的心依旧年
轻、饱满、生动，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知，要思考这些年来的写作优
势与劣势在哪儿。所以，要不断检验和总结自己，作品成败要找出
原因，这个过程很烦琐，也很考验一个人的意志，但必须要有这个
耐心，才能使自己与这个时代同生同长。

看着别人在这个多变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里如鱼得水，自己却
感觉十分的软弱无力，且尴尬。面对生活的多变，我无所适从，村
里不少人还单方面地认为我在城里能量不小，大事小事来找我，没
想到我却许多事都撂在那儿，村里人很失望。我从另一个视角观
察生活，某件事、某个人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挥之不去，老是让人
牵挂。于是，思考得多，没了其他心思，写下来倒也觉得欢欣鼓舞。

这部小说集名叫《在西安》。我把这两年发表的几篇小说收集
起来，觉得平日里除了应酬琐碎之事，还要有留给人们读的文字。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几篇中短篇小说，有着大体相同的题材，关于生
活、人生、爱情以及所有琐碎烦事，都充斥着恍惚、混沌，如同迷雾
一样笼罩着我，使我无法分辨。人世嘈杂，世事无常，回过头来，重
新审视自己，作品始终在忧郁中寻找文字的另一种可能性。三十
多年前，我在西安一家编辑部工作，那时候一心想成名成家，然而
这个城市没有属于我的立锥之地，尽管那时我年轻气盛，常常幻想
着有一天在这个队伍当中大有作为。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
西安的大街小巷游荡，那种漫无目标的追寻，让我感到虚弱与恐
慌。我下决心要混出个名堂，省吃俭用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总以
为吃够了苦总有甜来，在西安总会有自己的安身之处。过了若干
年，我去莲湖区那块走了一下午，那里已经不见当年的模样，改造
过的城区变化很大，街与巷我已不认识，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找不到
当初文学青年的影子，编辑部人员一茬又一茬地换，有许多前辈离
开了人世，那年月的恩怨早已化作尘埃，一笔勾销。我有些惆怅，
喉咙口似有东西堵着，不知是什么滋味。一晃三十多年了，有点感
慨，若那时我没离开，如今是什么样子？是的，那年冬季的一天，我
带着书本和一大堆稿纸，在黎明到来之际，离开了西安，所有的生
活、工作、劳动、阅读和思考回到原点。我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检阅
着自己人生，觉得它像一曲委婉的，甚至带着忧伤的信天游，在沉
郁的夜空里显得那么悲壮……

我走过的足迹仍在继续延伸，惯性让我停不下来，我谨慎、真诚、
耐心地拥抱生活。其实，一个孤独的灵魂，你不伸手永远触摸不到。

多年过去了，一瞬间，我的表述变成了永恒。
（本文为《在西安》一书自序）

流淌在三弦上的热忱
师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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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仰文是子洲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

说书市级传承人，从事

陕北说书二十五年来，

传承、挖掘陕北说书艺

术，其作品具有浓郁的

生活与泥土气息，承接

地气，充满正能量。他

娴熟的弹拨技巧、富有

阳刚之气的喷腔、极具

磁性的唱白，形成了独

特的表演风格，有很强

的艺术感染力。

收下村民那两个香瓜的事，已经过去快
20年了，但每每忆起，我的眼眶还是会不自觉
地湿润起来。

那是一个香瓜上市的季节，每到一个村的
田间地头，都有瓜果诱人的芳香。那天，我和
一位同事到帮扶村回访，了解那些入厂工作的
年轻村民在身份转化为企业职工之后家庭的
情况，以及还需要我们企业帮扶些什么等。

这是一个十分贫困的村庄。那时村民居
住得分散，这家在这个山头，那家在那个沟
底。我们上山下沟，一户一户地走，一户一户
地交流回访。回访开始前，村支书就告诉我
们，有一户住在山上的村民，孩子去年被招到
了企业，听说我们今天来，他怕天热路远让我
们受累，头一天就捎话下山，说下午四点钟左
右下山来见我们。

果然，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我们还在村
民家里回访，这位村民就来了。

这是一位50岁左右、中等身材的男子，
黝黑的脸上刻满了皱纹，让人联想到罗中立
油画里的父亲形象。他戴在头上的草帽是半

旧的，草帽的边沿有几处用灰色的布条修补
过；上身穿一件灰色的背心，前后开着几个
洞，裤子也已经看不出颜色了，看来都已穿了
多年。或许是天热，或许是见到我们过于激
动，到我们面前时，他气喘得不行。平静下来
后，他将胳膊上挎着的一只藤条笼笼取了下
来。藤条很粗，但主人编得十分精细，看来也
是个手巧的人。

“没事时瞎编的。”看我们注意他的藤条笼
笼，他一边解释一边将笼笼搁在了我们面前，
仔细地取下上面盖的树叶和苇叶，露出两个香
瓜来。香瓜很大，带着粗粗的花纹，是现在已
经很难见到的土香瓜了。

“自家地里的，甜着哩，早上刚摘的。”他
坚持要我们吃了瓜，并说孩子写信回来说工
厂大，人多且好，一个月给的钱也不少。看他
诚心的样子，我们知道不吃瓜会伤他的心，便
在吃瓜的时候给他看孩子在厂里的照片，并
递给他几块钱说是孩子捎给他的。一旁陪同
的村支书很聪明，他知道我们的工作纪律，马
上明白我们是变着相付钱，所以叮嘱村民把

钱收好。
香瓜真的很香甜。加上我们忙着上山下

沟，累了，也渴了，感觉是平生吃过的最甜的
瓜。我们边吃边同他聊天，聊企业的情况，聊
孩子的情况，聊村庄的情况，也聊他家中的情
况。吃了许久，也聊了许久，我们给他照了相，
想着他该回家了。但他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一
直笑眯眯地跟着我们到了下一家。直到村书
记提醒他晚上上山回家路不好走时，他才依依
不舍地离开。

现在，快20年过去了，我仍然忘不了那香
甜的瓜味和夕阳下戴着半旧草帽离去的不高
背影。一日，一位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朋友请
我吃饭，我说吃简单一点，但他还是点了不
少。当朋友将丰盛果盘中的一片香瓜用精致
的果叉叉起递给我时，我忍不住给他讲了这两
个香瓜的故事。

朋友听完沉默良久，“真有些奢侈浪费，忘
本了。”他一边起身亲自打包桌上剩下的菜品，
一边红着脸说，以后要为贫困乡村做些实实在
在的事。

辍学

难忘的香瓜
杨明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