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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苏墓前，一副门联盈盈在眼：
监军有特权性命机关岂被一纸所误，
太子若不死嬴秦社稷未必二世而亡。
扶苏仁爱忠贞却遭受冤辱，后人为他抱屈，也为大秦

王朝抱憾。战国纷争，群雄逐鹿，秦以边陲之地，纵横征
伐，一统天下，可谓盛极一时，谁曾想空前强大的秦王朝亡
得那么突然而迅速。自古以来，多少有识之士探索其因，
以期后人从盛衰兴败中汲取有益教训。贾谊《过秦论》从
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
咸阳等方面，阐述了秦灭之过，他的笔墨重重地涂在愚民、
弱天、防民之上，从而得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
论断。

遗憾的是这暴秦不只愚弱百姓、设防子民，竟连血脉
皇子和忠臣良将也不放过。扶苏明智忠信、尊贤重士、宽
厚爱人，却遭遇了不堪境遇，含冤而死。传说当年扶苏接
受赐死诏书，出城而南，面高壁而痛哭，泪干泣血，声竭呜
咽，一脉清泉自石崖喷涌而出，人称“呜咽泉”。有诗为记：

“举国贤良尽泪垂，扶苏屈死戍边时。至今谷口泉呜咽，犹
似当年恨李斯。”很多年过去了，这诗如呜咽泉水，漫过历
史长河，洗尽冤辱，唯留清洁。一眼泉水，汇入无定河，绕
过绥德城，往南而去，义无反顾地流向黄河。

疏属山之巅，钟楼山的大钟静默而垂。这座大钟铸于
金大定二十年（1180年），俗称“大定钟”，音色纯正、圆润、
悠扬，古时，是老城居民的报时钟。想当初，悠悠钟声自山
顶流泻，水一样漫向老城，每一条街巷、每一座院落、每一
户人家，都被它一一唤醒，唤醒一日又一日平凡而有韵味
的日子。

绥德老城始建于北宋熙宁二年，此后金大定二十年、
明洪武年间进行过较大的增修，东、西、北城墙跨山建筑，
共有城门四座：东镇定门、南安远门、西银川门、北永乐
门。虽已破败，但古城之魂不老。当一座古老的城被岁月
风啸侵蚀，尚能以如此风貌端庄于黄土高原深处，她早已
走离历史的阴霾，走出千古冤情。

每一个寻常的日夜，无定河静静流淌，绕城而过。这
是一条自然之河，也是一条战争之河。一千多年前，缘其
卷石含砂、河床无定之险而名，更因民族纷争、千万将士命
卷黄沙而流过唐风诗韵。

陈陶《出塞行》真实地记录了那种特殊的历史现象：誓
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
春闺梦里人。

白骨冷寒，春心尚暖，不管岁月风啸多么凛冽，疏属山
依然亘古而青。当年皇子扶苏监军绥德设府于此，含冤自
刎后亦埋葬于此；如今，“绥德汉画像石馆”就伴在扶苏墓
右侧。

秦时，绥德为上郡，深厚的历史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彩
的地域文化，汉画像石更是绥德乃至整个榆林地区的文化
瑰宝。一旦走进“绥德汉画像石馆”，仿佛步入大汉的国
度，一种无以抗拒的神奇力量紧吸着你的耳目。那些被镌
刻在石头上的人、车、草、木、鸟、兽，从黄土里钻出来，站在
今世的阳光下，一点也不怕光。

卷草漫云的大背景上，牛耕禾植、饲马放牧、策马狩
猎，井台汲水、庖厨烹调、迎宾宴饮，六博对弈、歌舞杂技、

射御比武，还有孔子见老子、荆轲刺秦王、二桃杀三士等历
史故事，伏羲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等神话传说，以及
万马奔腾、拉弓投矛等战争场面，惟妙惟肖，粗犷豪迈。静
立汉画像石前，木车辘辘，马儿嘶鸣，欢宴盛大，舞袖起风，
牛羊自在，与民同乐，一派安宁和祥。

从钟楼山下来，沿大理河，至蒙恬墓。
蒙恬与扶苏，隔着大理河，遥遥相望。蒙恬祖籍齐国，

世代武将，其弟蒙毅，为始皇内谋，位至上卿。秦统一中国
后，派蒙恬率兵三十万与监军扶苏驻守上郡。他驱逐匈
奴，威震边疆，修筑长城，开辟直道，拉开了华夏农耕民族
与北方游牧民族千年碰撞的序幕。可惜，蒙恬战功卓著，
名垂青史，却守义而死，令人叹惋。

绥德一中校园内，那座紧靠大山的黄土小山，就是蒙
恬墓冢，独立高耸，长满青草，一棵大树站成制高点。墓前
有清乾隆十二年知州事张之林和清道光二十八年知州事
江士松题立“秦将军蒙恬墓”碑石各一块。据说蒙恬死后，
数千万将士无不悲愤痛切，安葬其遗体于大理河畔，用战
袍兜土成墓，状似山丘。

蒙恬，蒙此暖意，朔风冷夜，你当不会心寒彻骨。
清阎秉庚有诗云：“春草离离墓道侵，千年塞下此冤

沉。生前造就千支笔，难写孤臣一片心。”他叹息改良毛笔
的蒙恬，自始至终手里不握一支能为自己申诉的笔。忠君
儒雅的性格，决定了他最终的结局，只留一截断碑，依稀诉
说赐昭而死的悲冤。

据记，唐太宗曾问臣僚：“朕欲上比尧舜，不使冤案现
于本朝。各位不妨说说，古代哪一将相死得最冤？”丞相房
玄龄、谏议大夫魏徵等，或答“白起”，或说“伍子胥”。太宗
摇摇头说：“朕观最冤的是蒙恬。”

太宗明鉴，蒙恬，你可闭目而眠乎？
悲剧已远，古人不远，绥德的山接纳了扶苏，绥德的水

依伴着蒙恬。很多年之后，扶苏与蒙恬的子民依然生活在
“绥德”这座老城，钟楼山的钟还在为他们的生命节奏报
时；大理河畔，蒙恬正在操练兵马，朝夕如常，不为战争，只
为神武。一呜咽泉水已然淘尽千古悲冤，独留真纯守义，
昭示天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钟楼山上，扶苏是一口常醒的钟，敲
响正义、良善、忠诚；大理河畔，蒙恬是一处绿色的田野，不
只种出纤毫秀笔，也种出一茬一茬勇武、侠义、豪情。扶苏
与蒙恬，生而同心，死而相望，一个站在山巅，一个扎根水
畔，将忠心与气节根植于绥德土壤中，撑起一个安宁有德
的家。绥德人重感情、好义举、尊老爱幼、善待他人、不欺
不诈等传统美德，无一不是对扶苏和蒙恬最好的纪念。

秋水汤汤，绥德不冷。远古时代人类部落进化过程
中，黄帝部落就活动在绥德一带，对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
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绥德”之名始于北朝，取“绥民
以德”之意。这座老城地处陕北交通要冲，历史悠久，人文
荟萃，素有“天下名州”“秦汉名邦”之美誉，蕴涵着古人崇
德尚义之风。绥德，不只是一个安宁之所，更是一个有德
之地，寄予了“绥”之怀柔，又彰显了“德”之忠贞。从这个
意义上说，扶苏和蒙恬，便是绥德不老的仁德之魂。

暮色渐渐浓深，扶苏城上一轮明月如钩。疏属山旁，
大理河畔，我闭上眼睛，倾听一座山在走动、两条河在奔
腾，山水与共，风烟俱尽，山不说话，水不说话，我也不说
话。老城静成了一座房子，我含着青天里的那枚月亮，坐
穿了一个古典的夜晚。

山有扶苏，佳木沉香；水润蒙恬，良笔自善。如此风华
已然绝代。

在我的心房中，是党长青挂
起了多幅关于神木大保当的文
学风景画，让我对那片土地有了
更多深层的观望。那一帧帧宛
如中国水墨般的散文讲述、那一
个个犹如影视作品般的小说描
写，镂刻出了大保当历史与现
实、美丽与荒蛮、敞阔与硬朗、野
莽与恣情的大写意和长镜头。
丰茂的水草，散漫的牛羊，清澈
的小河，粗粝的民歌，在我脑海
里訇然一体，兼容并蓄，共同拼
接，组合成了一幅别样的全景式
北草滩风光，让神木的地理地
貌、民俗风情，因其而显得多元
多彩、不同凡响。由此，更加增
添了我对家乡的自豪与自信。
这种活生生、水灵灵、情深深的
感觉，是那些广告词、宣传片无
法替代的；是土生土长于斯的作
家党长青，为我打开了一扇能够
让这片土地的光芒直照我心头
的窗口；是党长青文学笔下的大
保当，拨动了我的心弦，让我长
久地为她浮想联翩。

党长青给他的这本散文集
取名《用什么留住乡愁》。我想，
这个书名一定是经过他深思熟
虑的；是他在夜深人静时自己灵魂的发问，是
爱乡恋乡的自问，是岁月牵着记忆飘逝而去的
追问。这一问，有噙泪的忧虑，如《给冰凉的村
庄戴一副手套》《捋不直的故乡炊烟》《坟是村
庄冻僵的句号》，问的是当代工业文明对乡村
传统农耕的冲击，同时发出了无奈的吁叹。这
一问，有岁月流逝的忧郁和生活演变的怀恋，
如《酸菜·猪肉·旧瓦房》《秋雨如泪洗乡愁》，问
的是掩埋在记忆深处游子不舍的情怀。这一
问，问出了生命之河的冲刷痕迹，问出了舔舐
乡村草木的曾经舌感，问出了覆盖在心灵深处
的童年梦呓。从这些篇什里，我们完全可以读
出党长青内心对家乡大保当那份剪不断、理还
乱的绵绵爱恋；而且这种爱并不浮游于表面，
她深刻苍凉、厚积沉重，如他喝高后唱出的、夹
杂着爬山调般沙哑粗犷的酒曲。我很喜欢读
长青这一类散文，有着乡村牛圈陈旧的味道、
农家烟火升起的味道和大保当特有的大地泥
土的芳香。

好的散文总能够给人以回味，这恐怕也是
散文的一大魅力所在。长青的很多散文就散
发着能够让人不由自主地有所回忆、有所回
眸，进而有所回味的文学气息；让人读出了一

种宁静与嚣俗的生活过往，一种
朴素而熟悉的人生境遇。长青
出生在大保当镇一个叫野鸡河
的小乡村，那里相对封闭、落后，
但那些景色、那些村民、那些生
产和生活故事，其实一直以精彩
的样式，年年月月地演绎着，只
是仅供一村子百十号人观看、关
注、交流；如果没有党长青，那些
村民、那些人物、那些故事，一定
走不出那个村子，结果只会是自
生自灭；是长青让她们活了起
来，以文学的面目走出了那个小
村子，由此，让更多的人认识了
那个村子。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了长
青的小说。如《红月亮下的白泥
房》《偷看“包公”》《奶奶的大雁
情》《敖包传奇》《野鸡河》，等
等。我觉得，长青创作的这些镂
刻着大保当乡土印记的短篇小
说，更有味道，更富特色，堪称精
品。读了这些作品后，很大程度
上颠覆了我对大保当臆想般肤
浅的认知，知悉了那里不仅有着
别样的北草地风光，而且还有着
不一般的生存故事，出过不一般
的奇异人物，那里排列着神木乃

至陕西文学史诗中非常精彩的一节，吸引着我
们去反复地朗读与品味。

一个作家，想写出成功的作品，就一定
要以生长和生活的家乡为倾尽血汗观照的
蓝本。离开了家乡这个母题，离开了熟悉的
生活，作家就很难在文学道路上走远，或许
写上一辈子，到头来也只会是一堆自以为
是、自我陶醉、聊以自慰的东西，没有价值也
没有生命力。党长青是一个有着深厚生活积
累的作家，他一直生活在最坚实的生活层面
上，呼吸着直接来自乡土民间的气息。他熟悉
农村，熟悉乡镇，熟悉底层。他体尝过世态炎
凉，感受过摸爬滚打，跋涉过山高水长，品味过
酸甜苦辣，经历过风雨阳光。这些都是他文学
创作独具的丰厚本钱，赋有非凡价值。我相
信，随着长青文学创作渐入佳境，那些标签着
大保当故事、标签着陕北神木故事的小说和散
文，一定会在他独具的匠心与爱心中浴火重
生，与他一起展翅，赢得更大更多的文学荣光。

大保当因党长青的散文、小说而更加凸
显，更加丰饶，更加鲜活，他为家乡镶上了一道
耀眼的文学金边，随着时光的打磨，一定会越
来越亮丽。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
米饭养活我长大……”著名诗人
贺敬之写的《回延安》享誉华夏，
诗里关于小米的描述，正是赞扬
陕北小米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
贡献。我是吃着陕北小米长大
的，对陕北小米自有说不完道不
尽的记忆和情怀。

陕北小米应有广义与狭义
之分。广义上的小米包括谷子
和糜子脱壳后的米，狭义上的小
米就指谷子脱壳后的颗粒。因
其粒小，故名小米。陕北小米
盛产于黄土高原，约有7000多
年的种植历史，是陕北主要秋
粮作物，抗旱能力超群。它既
耐干旱、贫瘠，又不怕酸碱，所
以在陕北山区广泛种植，有“千
糜万谷”之说。常言道：“只有
青山干死竹，未见地里旱死
粟。”干旱、风沙，昼夜温差极
大，本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反而
孕育了陕北黄小米独一无二的
营养价值和口感。

《清涧县志》记载：谷子俗称
粟，子粒食用、酿酒，糯者还可作
糕；糜子俗称黍，软米多做糕，黄
米多做馍……著名的油糕就是
用软糜子脱壳、浸泡、碾面做成的，以前，家常
便饭是它，款待客人也是它。在陕北农村，几
乎家家户户都保存着石碾子，用于碾米压面。
在糜谷脱壳前，经过主人晾晒、碾压、翻腾，先把
杂质处理干净后再上碾子。传统石碾子碾制
出来的新鲜小米，营养保留度高，口感也更好，
这也是为什么陕北小米脱颖而出的原因吧。

小米的吃法有很多种，可蒸饭、煮粥，磨
成粉后还可单独或与其他面粉掺和制作饼、
窝头、油糕等，糯性小米也可酿酒、酿醋、制糖
等。“熬米汤”，也叫小米粥，是小米最为普通
的一种吃法，烹饪简单，熬淘方便，一年四季，
老少皆宜。在古时，陕西黄小米就以其清香
味美、米脂稠厚作为优质贡米进贡。陕北的
小米，养胃养颜，曾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陕北大地只要谁家有孕妇，就要早早把小米
准备充足。小米熬煮成粥，浓脂细汁，不稀不
稠，不是奶水，胜似奶水，一月下来，产妇就能
还原如初，青春风韵不减，尚增了几分新的妩
媚，被褒称为“月子米”。

陕北小米种植有一定的讲究。有一句歌
谣叫“阳坬坬糜子背坬坬谷”，说的就是它的生
长环境。谷子在芒种前后播种，糜子比谷子晚
种几天。“干锄糜子湿锄谷”又是糜谷锄耧的技
巧，是指天气干旱的时候锄糜子，下雨后锄谷
子。锄糜子谷子可不是件容易事，每年要锄三

次。记得有一次探亲回老家去山
背坬锄谷子，因为是第一次锄谷
子，谷苗稠得没办法分，满沟壕的
谷苗无从下手，该留哪个该去哪
个，试了一阵儿毫无办法，还是老
父亲厉害，麻利地把那两垧地锄
了个清汤利水。

在小时候贫瘠的年代，假如
能够吃上一顿小米焖饭，特别是
炼了猪羊油的残渣与小米搅拌到
一块的小米焖饭，那简直是一种
奢侈，那个香劲儿呀就别提了。
现在生活好了，很少再吃小米焖
饭，有时候到饭馆吃“黄米饭小炒
肉”，也只是为了换换口味，更是
为了一种淳朴心境的回归。但时
至今日，由小米熬成的米汤，却始
终没有离开过我的餐饮。对陕北
人来说，无论你腰缠万贯还是贫
困潦倒，米汤是其他什么汤饮都
无法替代的。

生活在城里后，家里吃的小
米基本上由妻家供应。小舅子家
的小米都是纯天然作物，不上化
肥，不打农药，上农家肥，没有添
加剂，仅在亲戚朋友中就供不应
求。备适当比例水米，锅烧开后，
就放在慢火上熬煮，不过一会儿

金黄的、糊糊的、米油漂在上面的小米粥香味
四溢，喝起来口口润滑，沁人心肺。

陕北小米不仅好吃，其革命故事也很
多。革命战争年代，陕北人民支援前线，曾将
最好的小米送去慰劳人民子弟兵。毛主席曾
深情地说，长征后，就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
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他们恢复
了元气。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党政
代表团参观访问回到延安，这是新中国成立
后周总理唯一一次回延安。午餐时他满怀深
情地说，陕北的小米好啊，是陕北的小米哺育
了革命。

陕北民歌《小米饭香来土窑洞暖》里唱
道：“山丹丹红来山丹丹艳，小米饭香来土窑
洞暖……”由歌唱家刘秉义演唱的陕北民歌
《回延安》里唱道：“小米儿香啊延水甜，边区
的人民养育了咱！”

陕北的小米都是谦逊的。每到秋收季节，
那黄土地上的沟沟峁峁、山山梁梁，沉甸甸的
谷穗无论长得多么饱满骄人，却一律都深深低
下了头，仿佛在向人们鞠躬施礼。这是它谦逊
的品格。

党中央在陕北的13年中，陕北小米滋养
了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用“小米加步枪”打败
了反动军队的飞机和大炮，建立了新中国。我
们要感恩陕北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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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茗悦读

坐在陕北的云上，有风自来，最好陕北天。

最好的陕北天里，去看望一座陕北老城：绥德。

两条河哺育了绥德：无定河和大理河。

过榆阳桥，出榆林城，顺无定河而南，过米脂，入绥德，便抵达一座两河相拥的大山——疏属

山。这是一座古老的山，《山海经》记载了他的各种地理、博物、故事、巫术、神话等；这也是一座年轻

的山，以独领的风度，引人心怀敬畏，登临拜谒。

沿一条熟悉的石道上山，一种沉浑之音轻叩，一扇扇门扉洞开——扶苏背山而立，朗然长笑，一

袭长袍，展尽大秦风仪。

扶苏，你这一棵培植在秦时的大树，尚丰茂否？

其实，无须这样问，一棵大树，只要他不空心，就不会委顿。扶苏，以草木之名成长，直抵云霄，

即使被迫低于高天，他的正义之根仍深扎在大地之上，世俗的风雨霜雪，又如何能摧毁他结实的枝

干、斩断他牢固的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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