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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中 的 陈 忠 实 老 师

回
望
米
脂

往 事

陈忠实老师起初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夹着
雪茄，满脸沧桑，在白鹿原上眺望和沉思的凝重
表情。站在他的墓前，望着辽阔的灞河河川和沟
壑纵横的黄土塬坡，我脑海里浮现的，依然是他
那坚毅而深邃、普通而伟大、平常而奇伟的神情。

记忆中的这一瞬，是1993年春夏之交，陕西
电视台为陈老师拍摄的纪录片中的一个特写。
此时，《白鹿原》已在文坛引发“地震”，被评论界
誉为“开天辟地”“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
6月份，《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陕西电视台推波助澜，专门拍摄了纪录片，在不
同时段滚动播出。这在当代小说史上，应该是
史无前例的。彼时，我还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周末回家取馍得空，盯着电视不放。那只神奇
的白鹿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

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
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
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
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
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
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
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

神奇的白鹿传说，经由主持人活色生香地
讲述，一时让人置身于迷离的幻境之中。电视
画面上这时也出现了一只影影绰绰的白鹿，在
开阔的白鹿原上，奋蹄而起，飘逸地奔腾……我
的思绪完全被这只白鹿带走了。

十几年后，在陈老师二府庄的工作室聊到
当年的情景，聊到那只俶尔远逝、往来翕忽的
白鹿，聊到主持人的解说，陈老师吸了一口雪
茄，身子往后靠在沙发背上，爽朗地笑了起
来。有次谈到他的“三体验说”（生活体验、生
命体验、艺术体验）他也是这样，起身弹弹烟
灰，爽朗而不失谦虚地笑着说：“那就是我个人
的一点心得。没有啥。”跟他聊天如春风拂面，
暖阳沐颊，轻松、惬意、享受——他朴素、真诚、
耿直、睿智、厚道、大气，让人置身于莫大的陶
醉和难得享受之中，更难得的是他敞开心扉，
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毫无保留地托盘
而出，仿佛聆听者是他多年的故交挚友一样。

我与陈老师的直接交往，缘于一篇《白鹿
原》版本比较的文章。2008 年初，我翻阅《当

代》旧刊，看到《白鹿原》的初版本，
大约在朱先生墓被红卫兵挖掘的
一节，觉得同我阅读的人民文学出
版社的“九三本”有着较大差异，于
是便萌发了将二者比较的念头。
过刊不能外借，我便从家中拿来
《白鹿原》的“九三本”，与《当代》刊
发的初版本进行仔细比较。不同
之处，或标记在书上，或抄写下
来。大约花了一个星期的工夫，做
完了这项工作。半年后，文章在四
川的一家刊物刊出。这件事就到
此完成了。文中我认为，《白鹿原》
为了获得茅奖，陈老师做了妥协，
对此颇有微词。但我没料到陈老
师看到我的文章后，委托一位老作
家约我，希望春节后能见一面。后
来阴差阳错，最终没能见成。老作
家说，陈老师埋怨他没有安排好，
并要他代转歉意。其实是我这边
的原因，我觉得很抱歉，也很遗憾，答应后面
有时间一定去拜访陈老师。

一晃就是两年多。2011年 7月 21日，我打
电话给陈老师，说想去拜访，陈老师说他家中
有事，等几天再见，要我将手机号码给他发过
去。三个月后的 10月 22日，他打来电话，说最
近有空，可以一见。我问次日可否，他说可
以。次日，下起了小雨。一大早，我到石油大
学北门，在门口买了一条长城牌细支雪茄、一
箱奶，还有一些水果，直奔他的工作室。2003
年开春，陈老师从西蒋村老屋回到西安，一直
在这里工作见客，直到病重住院。工作室在一
幢上世纪 90年代修建的旧楼上，同周围簇新的
高层比起来，显得颇为陈旧和沧桑。门铃上的
数字已漫漶不清，需要按照排列顺序来推测。
反应也很迟钝，按了好久，才听到陈老师的声
音。上到三层，防盗门已经推开。我喊了一声
陈老师，他连声说：“进来，进来！”踏进屋内，陈
老师从沙发上起身，说：“来就行了，带东西干
啥？”我说这是晚辈见长辈的礼节，笑着将手中
的东西放下。他招呼我坐下，拿纸杯，打开茶
叶罐，用长柄的小木勺舀茶叶。我们平时招呼

客人，都是用手捏茶叶，由此可见，陈老师是个
心很细的人。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还有他灰
蓝色的已经泛白的秋裤。这种秋裤，在《白鹿
原》出版的 90年代，我也曾穿过，那已是近二十
年前了，此时已经很少见。

一种很复杂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我不知
道他是简朴还是恋旧，竟然还穿着早已淘汰了
的旧物（在他离世前一年，在西京医院的病房
里，我又见到了那条蓝灰色的秋裤）。我打量
室内，客厅很小，是过去的两室一厅，大概五六
十个平方。房门对面，是一条长沙发，上面和
靠背上堆满了书籍杂志，剩余的空间，也就一
个人能够坐下。茶几上香烟、卷烟和茶叶散乱
地摆放着，烟灰缸的凹口上，搁着半截熄灭的
雪茄。电视声音很小，正播着球赛。泡好茶，
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点燃了那半截雪
茄，开始聊了起来。他聊发表不久的短篇《李
十三推磨》，讲到自己上高中时推磨的经历，很
投入，我尽量跟着他的讲述，想象推石磨子的
情景，不过那种辛苦却难以感同身受。他说自
己最近打算写王鼎的小说，但材料太少，还在准
备。聊到十二点多，我邀他一起吃饭，他说中午

要午休，一般不同人吃饭。临走，他
问有没有雷达点评的《白鹿原》，我说
没，他说那送你一本，拿书、签名、盖
章。我们一同出家属区门，他到学校
食堂吃饭。

之后，隔三岔五，我就叨扰陈老
师。有时是打电话，问候一下身体状
况，交流一下文坛信息；有时是朋友
来拜访，我带着一起去他那里；有时
是带朋友同学找他签名，或者去拿
字；有时我也把自己的文章或者跟他
相关的评论拿给他。2011年底，我写
了几首关于他的旧体诗词，拿给他
看，他很高兴，说我要是愿意，他可
以找个地方发出来。我觉得还不太
成熟，就说先搁搁，我再改改，后面
再发。说是这么说，后来的确也作
了修改。但到他离世，这几首旧体
诗词还是没有发出来，他也没有看
到。我喜欢去拜访他，他关于人生、

文学与社会的自由闲谈率性而至，夹带着自己
的经验和体悟，都是书上学不来的。这种闲
谈，当然少不了对文坛内幕的披露和一些作家
作品的评价，一些情况是大多数人闻所未闻
的。有次他聊到 80年代末 90年代，北京的从维
熙、刘绍棠等人都有愿望担任中国作协副主
席。但副主席的人选安排要考虑到地域平衡，
各种文体（比如诗歌、散文、小说等）的平衡，还
要考虑到性别、民族等因素，也不可能让副主
席都集中在北京，所以没当上的很遗憾。他也
问我怎么评价一些作家，聊到他感兴趣或者熟
悉的，他的意见、他的敏锐，总能让人眼前一
亮。他也毫不避讳对某些作家的讨厌。比如
说：某作家，有次采风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发神
经，某作家睁着眼睛说瞎话，某作家给他一打电
话，他头就大了……月旦人物之外，也臧否作
品，记得柳青、刘心武、张炜、王蒙、刘震云、从
维熙、张贤亮、雷抒雁、格非等人的作品，他都谈
过客观而独到的看法。他也提醒我，写评论尽
量客观，说我批评一些获茅奖的作品有些尖
刻。我诚恳地予以接纳，感谢他的提醒，表示以
后会注意。

最后一次见陈老师是 2015年 7月 8日。这
天上午，我和妻子去西京医院看望他。陈老师
住 4号病房，门开着。我敲了一下门，她的女儿
从洗手间出来招呼我们，她说父亲刚睡着，带
我们到里面的套间。我一下子懵了，几个月没
见，他竟瘦成这个样子，蜷缩在床上，左手打着
点滴，人小了一半。我的眼眶一下子潮了：多
好的一个人啊，多可敬的一位老人啊，像一个
受伤的无助小孩子，可怜地躺在那里。我示意
不要惊扰，陈老师的女儿出于礼貌，还是喊醒
了他。他努力睁开眼睛，想看清来者是谁。他
想说话，但喉咙里有痰撕扯的声音，我连忙让
他不要说话。他看着我，昔日睿智有神的目光
失去了神采，不住地叹息着，用手抚展着自己
的衣服。那只曾写下皇皇巨著的右手，只剩下
皮包骨头。两条腿也只剩下骨架，灰蓝色的秋
裤空空荡荡。我很愧疚，前几天竟然打电话给
他，他吃力地同我说话。此时，我可以想见他
说话时的痛苦样子。我说明来意，词不达意地
安慰了几句，紧握了他那只瘦弱的手，很快离
开了。我怕自己给已经痛苦不堪的他增加丝
毫痛苦。他几乎是用尽全力，才抬起手来，挥
了挥，表示送别。出了病房，妻子不住地说：
太可怜了。她还没见过老人瘦成这样。我没
有说话，只希望他能挺过去，为他祈福，默默
关注他的病情。10 月 11 日，在朋友圈看到陈
老师跟朋友在老孙家吃泡馍，虽然消瘦了不
少，但精神不错，就发短信过去，祝他早日康
复。不大一会儿，陈老师打来电话，表示感
谢，我连忙说不敢不敢，祝他早日康复。同病
魔斗争半年后，他还是令人痛心地走了。

我接触的晚年的陈老师，仁义忠厚，待人
诚恳，有古君子之风，汇聚了三秦大地淳朴美
好民风的所有优秀点和闪光点，是众人皆赞
的“好人”“好老汉”。他将自己与白鹿原、与
关中大地融为一体，以自己如椽大笔所塑造
的经典人物群像，成为当代秦汉大地上最为
耀眼的文化标识和精神象征。正如有学者所评
价的——“他的德性和他的作品是在同一高度
的”。他永远活在这片土地
上，也将永远受到人们的
缅怀和思念！ □王鹏程

陈忠实老师在书房

“远照米脂一座城，近照米脂无有西
门，盘龙山上栽旗杆，西角楼压着九条龙，
老鼠刨，狐子拱，出了个闯王李自成，三打
河南攻下了北京城。”

这首从陕北苍茫大地上空响起，顺天
而生、信天而唱的酒曲，陕北人唱了近400
年，除了尽显闯王家乡人民的光荣与自
豪，也精准介绍了米脂城的特点。米脂老
城倚凤凰山而建，呈凤凰展翅架构，无定
河、流金河、饮马河三水环抱，为中华大气
象之所。2014年，联合国地名保护委员会
中国分部授予米脂“千年古县”称号；而早
在2006年，国务院就授予米脂盘龙山古建
筑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
年，文化部、建设部又授予米脂古城老街
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米脂老城不留西门，这在古代中规中
矩的城建中算是一奇。从科学上讲，不留
西门可防无定河涨水倒灌，充分体现了先
辈们的聪明才智。但在百姓的世代传说
中，不留西门，却是因为这地方山形水胜、
王气旺盛，有出九个帝王之龙脉。在封建
社会，这可是天大的事，为了天朝永固，就
动心思，外出大通道的西方不留门，防止
真龙下凡。唯此还不放心，又在城墙西北
拐角，修三层高楼以镇风水，可谓用心良
苦。但在偏僻落后的陕北，有这么一个独
特建筑，客观上成了无定河流域最亮眼的
地标性建筑。

到了公元 1606 年，正像歌中所唱的
“老鼠刨、狐子拱”，引真龙出洞，出了一个
惊天动地的大人物李自成，在明末那场惊
心动魄的乾坤转换大对决中，李自成、高
夫人、高一功、李过，与同是米脂人的明朝
总兵艾万年、贺人龙等捉对厮杀，到李来
亨抗清举家自焚，这成后话。不过这个有
温度的传说，这些有风骨的米脂人，最起

码说明，米脂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米脂新城，以窑洞建筑环围而成，在全

国的大小城垣中只能作为建筑遗存、让人发
出追古感叹之际，米脂城墙却以舒适住宅这
一使用价值，继续为米脂人积福。这是因
为，厚实的石砌窑洞环接相连，发挥城防功
能，窑洞内军屯民居，其乐融融，这在古今城
建史上独一无二，算是一大发明。

米脂窑洞古城，不但城墙是窑洞，城
内民居院落几乎全是窑洞建筑，高等级的
是“明五暗四六厢窑”的建制，低档次的则
是依山凿洞而居的土窑，各得其所。窑洞
作为最简约、最生态、最环保、最经济、最
宜居的建筑，对陕北人来说是一大福分。
当然随着社会进步，从建材上讲，有了土
窑、砖窑、石窑之分，从形制上讲，有横向
相连的过洞窑、纵向相通的窑中窑、上下
叠置的窑上窑，有因陋就简的缩堂，有因
地制宜的枕头窑，可以说米脂城是中国最
具典型性、代表性的窑洞博物馆。像米
脂，不论是参差相照、鳞比栉次、彰昭儒商
文化格调的杨家沟扶风寨窑洞群，中西合
璧、承古启今的马家新院，还是依山就势、
错落有致、凸显天人合一主旨、弘扬农耕
文化主旋律的窑洞式堡垒姜氏庄园，都将
窑洞建筑推向炉火纯青之境界，让人赏心
悦目、叹为观止。而姜氏庄园更作为汉民
族民居代表，以 1∶1比例被复制在北京中
华民族园。

米脂城从时空上讲，有北周保定三年
（563年）置的银州，治所在今横山区党岔；
有唐已有名、宋朝始建的上城，有明成化
五年（1469年）始建的下城、上下城合二为
一的老城；有与老城一桥飞担，隔流金河
（银河）对称的新城；有城外拔地而起的今
之新式县城。

尽管从秦置上郡起，米脂即是中华民

族风云际会之地，但县域变更不断。为抗
蒙古势力侵扰，明成化七年（1471年）从米
脂分出榆林卫，成化九年（1473年）将延绥
镇治移至榆林镇（延绥镇），为九边重镇之
一。清雍正九年（1731年）又从米脂分出
怀远、威武、响水、波罗、清平五堡置怀远
县（今横山区）。1944年子洲县成立，也从
米脂划走405村。米脂可以说是陕北历史
演变的缩影。

米脂虽是黄土高原的山区小县，米脂
城却是陕北响当当的老县城，更有陕北边
塞文化的大背景，而米脂正是了解陕北、
了解中华文化构建史的沙盘。

银州从置建，到宋崇宁五年（1106年）
废为银川城，共计543个年头。唐玄宗时，
即因拓跋氏平叛有功，朝廷将其党项族群
迁置在银州一带。唐僖宗时，因平黄巢起
义有功，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及其后人被赐
李姓，并封为夏州节度使，领夏、绥、银、宥
四州，几乎囊括鄂尔多斯南及今之榆林市
疆域大部，李姓后裔以夏国公自称，逐步建
立起自己的地方武装定难军。直到五代十
国、北宋初，李姓势力与各方周旋经营地
方，人在城在。到了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宋太宗赵光义削藩，将李氏族主李继
棒等族人软硬兼施诱到京城，以绝西北心
头之患，被李继棒的族弟李继迁看破，李继
迁遁逃地斤泽（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举
兵反宋，几经周折，其孙李元昊于宝元元年
（1038年），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称帝，建
西夏国，传位十代，国祚189年。从此开启
宋夏百年战端，多少生灵涂炭，多少城池兴
废，尽在战火中。

由于银州城为西夏割据，宋神宗元丰
五年（1082年），大宋在米脂境内建永乐城
作为桥头堡与西夏抗衡，随之而来的永乐
城战役，以宋 20万将士喋血疆场而告终，
上演了“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
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唐陈陶）的现实版人间悲剧。至此，银州
古城退出历史，由米脂寨而来的米脂城，
进入世人眼帘。

米脂寨宋夏几易其手，后为金所据，金
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1年）升寨为县。
县志记载：“因地有米脂水，沃壤宜粟，米汁
淅之如脂，故名。”在一片萧条、堡寨林立的
塞北边地，有米脂这样以物华天宝风物命
名的县，倒有几分温馨。而境内发现的炭
化米则说明，早在5000年前，小米即滋养着
这方水土这方人。在封建社会，米脂小米
被纳入贡米自不在话下，米脂小米滋养的
米脂婆姨米脂汉，方显无限风流，“小米加
步枪”的特定意义，又平添几分佳话。

米脂人从唢呐声中来，到唢呐声中
去，这唢呐更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信
物。唢呐在陕北老一代人口中被称为“龟
兹”（guǐ zi），唢呐艺人也被称为“龟兹”。
更因旧社会艺人被归为下九流，所以陕北
骂人下九流也称为“龟兹”，这当然不能认
同，但却无意中抖落出中华文明多元构建
的一段尘封历史。汉武帝时代，朝廷将龟
兹国降部安置在今米脂、榆阳区一带，并
设立龟兹县。龟兹人背井离乡而来，无有
生产资料，只能靠自己擅长并领先世界水

平的音乐歌舞谋生，唢呐因此走进中原，
这从新疆克孜尔石窟38号石窟、晋代壁画
可以佐证。而唢呐的流行又与信天游联
璧生辉，早已融入陕北人的生命中。米脂
吹手（唢呐艺人）因常氏唢呐班迎接学台，
一鸣惊人被封为官吹；又因常文洲率米脂
唢呐班亮相第十一届亚运会，受世人瞩
目；还因“绥米唢呐”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赢得新生；更因 1942年，鲁艺河
防将士访问团在常石畔村常卯儿处采风，
获得唢呐曲牌《粉红莲》，经配器，在陕甘
宁边区公祭刘志丹时，被改编为现今通用
的追悼国乐《哀乐》。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
板，瓦窑堡的炭。”这句享誉全国、包含陕
北人文地理极致的华夏民谣，已让人赞叹
不已，而“英雄美女出一县、两代帝王同
一村”的千古传奇，更是让米脂声誉鹊
起。话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而被
国人承认的美女却只有四人，即沉鱼的西
施、落雁的王昭君、闭月的貂蝉、羞花的
杨玉环。貂蝉的凄美传说，想必人们并不
陌生，貂蝉与李闯王同属米脂人，则着实
让人惊叹。

闯王、貂蝉为米脂赢得了“英雄县”
“美人县”的称号，土窑洞小米饭所孕育
出的文化底蕴，更是群星灿烂，成为历史
美谈。长年的兵荒马乱，竟让偌大的米脂
放不下一个课桌，想来令人唏嘘，直到元
代皇庆年（1313 年），才见米脂蹦出两名
举人张正臣、张道儒，嘉靖十四年（1535
年）米脂才出了有记载的第一位进士艾希
淳。可能是对家乡文化落后的不甘，可能
是为了兴教开智回报家乡，万历十七年
（1589年）艾率同邑四进士，在县城对面文
屏山上捐铸了文屏钟。悠悠钟声，整点报
时，成为米脂人的文明号角，在米脂城回
荡了400年，不但成为米脂人的文化记忆，
也敲出了一个文化县的品牌来。

事实上，重文兴学早已成为米脂人的
一种文化自觉。东阁凌霄、西楼望野、盘
龙矗影、翔凤晶波、华严古刹、灵应萧寺、

文屏晓钟、仙洞夕照，米脂八景中的“文屏
晓钟”“东阁凌霄”，就都是劝学励志的。近
代，米脂在陕北办起了第一所县办中学——
米中、第一所建制女校——米脂高级女子
学校。共和志士高攀桂参与同盟会，为国
捐躯。民主斗士杜斌丞，主政榆中十年，
桃李满天下，其学子刘志丹、谢子长、高锦
德、杜聿明，文功武治，十分了得。开明绅
士李鼎铭，千秋计精兵简政，名垂千古；秦
腔泰斗马健翎，古调新弹，享誉梨园；布衣
作家李健侯，笔走春秋，大写《永昌演义》；
郭洪涛、刘澜涛、马明方陕北闹红，开辟一
片新天地。黄埔军校首批招生，陕西11愣
娃勇赴国难，米脂就有 4位：杜聿明、杜聿
昌、杜聿鑫、马师恭。其中 2人献身北伐，
马师恭官至国民党伞兵司令，杜聿明更成
为十大抗日名将，功在华夏。受米脂浓厚
文化氛围熏陶，近代高岗、马文瑞、柳青等
陕北才俊，在米脂启蒙上学，文学旗手柳
青，更是从米脂高庙山乡文书开始参加工
作，在米脂创作《种谷记》及反映沙家店战
役的《铜墙铁壁》，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生涯。

“米脂婆姨”巾帼不让须眉，大写辉
煌。三国时舍生取义的貂蝉，闯王旗下逐
鹿中原的娘子军首领高夫人，唐山大地震
为将地震信息送出震区而壮烈殉国的高
冬丽，经典陕北民歌《兰花花》的生活原型
姬延芳，《赶牲灵》的生活原型杜锦玉，《兄
妹开荒》的生活原型马杏儿，在陕北第一
个成功办起女校的高佩兰，在澳门升起第
一面五星红旗的杜岚，第一位获得诺贝尔
奖的华人杨振宁的贤内助杜致礼……这样
一些丽人佳黛，使米脂婆姨成为美的使者。
米脂婆姨更有时代内涵，近代成千上万的
米脂婆姨走出家乡，毅然投身民族解放事业。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米脂故事延续
了昔日精彩，生命在窑洞延续，梦想在时代
绽放，正像你走在米脂，四处飘荡出阵阵热
闹喜庆的唢呐声一
样，文明传承永远是
进行时。 □王建领 钩 沉米脂窑洞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