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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于时空中的泾河鼓谱
那敲进骨髓融进血液的鼓声，在我

生命中轰隆隆地响了半个世纪。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太平镇火烧

寺下乡当农民，可能因我年仅 16岁身体
单薄干活力怯，也可能因为我读过几本
普希金、莱蒙托夫、李季、阮章竞，能写几
句诗，竟被抽调到公社成立的“农业学大
寨文艺宣传队”，编写一些锣鼓词、三句
半、小戏。先天上午去工地了解采访先
进人物事迹，下午赶写脚本，晚上加班加
点辅导这些从各村社员中挑来的文艺骨
干赶排节目，第二天去工地现场演出。
我们这个宣传队当时影响颇大，被公社
和县上誉为“活跃在农业学大寨工地上
的乌兰牧骑。”

公社整修大寨田的工地位于泾河
南岸，临泾渡附近的原壑纵横的“凤
凰嘴”。

据当地老人讲，临泾渡是泾河上一
处重要渡口，由于河床两岸大部分是石
板结构，不怕浪击和冲刷，泾河发再大
的洪水，都可以摆渡船只，号称泾河上
的“铁码头”。明清时期乃至民国初，络
绎不绝的驼队、马帮将泾阳的砖茶、硝
盐、熟羊皮、泾丝棉以及太壸寺的狗皮
膏药经此源源不断地运往甘肃、宁夏、
青海、新疆、西藏乃至中亚地区，又将西
藏的红花、兰州的水烟、宁夏的生羊皮、
枸杞等运回泾阳。因驼队及马帮上午

在泾阳县城装好货物后，赶天黑的路程
刚好过了临泾渡，于是，临泾渡慢慢成
为古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驿站。当
时临泾渡沿渡口坡道两边延伸至临泾
村西街和东街五、六里长的主街道上，
夹杂着南腔北调的口音，整日人流熙熙
攘攘。旺盛时期，大肉铺子、铁匠铺子、
澡堂、当铺、牙行、客栈、酒肆、饭馆、商
店、烟馆摩肩接踵。吹糖人儿的、卖叮
当儿的、捏泥娃娃哨的、玩杂耍的、剃头
担子等也穿梭其中。夜幕初降，笙歌管
弦声声，灯火明灭闪烁，及至小村东方
既白，雾霭中泾河起船号子喊声四起。

蓦然，一阵压抑的鼓声从渡口那座
黄泥小屋里隐隐传来。

推门进屋，唯见黑暗中一双幽幽发
亮的眼睛。

敲鼓人，是船老舵（船老大）。
船老舵是泾河上一位传奇人物，他

无儿无女，身世如迷，人们对他的了解，
仅仅知道他似乎一直是临泾渡的一个船
夫，只知道他吆得一手好船，再大的洪水
他都能把船在风浪中渡来渡去；只知道
他是个酒仙，酒葫芦从未离身，葫芦嘴常
不离口，连身上出的汗都散发着浓浓的
酒味；只知道他敲得一手好鼓，他敲鼓时
非常忘我，鼓槌翻飞如燕，“扎子”（鼓谱）
变换不绝，出神入化，太平原上因此有

“临泾渡船老舵鼓一敲，太平原上鼓都静

悄悄”一说。
这位老人，竟然与我命中有缘。
下乡劳动生活单调，伙食少盐没

醋。冬闲时节，我在村里借了一杆老
猎枪到泾河滩为知青点猎兔改善伙
食，不料没有经验，也可能是枪有故
障，第一枪放出，“轰”一声，火光一
闪，枪膛炸裂。

半夜醒来，我发现自己躺在临泾渡
口船老舵这座黄泥小屋，胳膊上涂满了
药膏。

后来，我才知道，船老舵听到异样的
响声后，从河滩里找到我背了回来，并专
程过河去谷口陈家沟讨回了陈氏祖传的
专治外伤的药膏。

在船老舵小屋养伤的日子里，我结
识了船老舵和他敲的泾河鼓。

开始，我确实有些烦，但听着听着，
伴随着他断断续续的讲述，竟听出了很
多味道，对泾河鼓也有所了解，有时候，
竟不由自主得热泪盈眶。

太平南靠北莽原，北邻泾河，历为兵
家必争之地，其散落于太平的诸如寨头、
西寨、王里堡、开堡、太平堡、孙家堡具有
战争色彩的村名就可见一斑。古代很多
战争和 1949 年的泾水之战都发生在这
里。太平人好敲鼓以及鼓技之高，极有
可能是战争的遗存。民谚“劭骆村，烂柳
村，破锣烂鼓张阁村，争了㞞的石刘村。”
就形象地说明了太平人好鼓之盛。“劭”
在太平方言中似有厉害、前茅之意，柳
村、张阁村能把锣鼓敲破打烂更可见其喜
鼓之盛，“争㞞”喻其为了冒尖而不顾命。

船老舵讲的那面泾河神鼓，更是听
得我惊心动魄。

传说临泾渡，曾经有过一面神鼓，那
鼓腔是用泾河岸边石砬子里长了几百年
的槐木做成，干硬、如铁如石，叩击啌啌
轰响；鼓皮是整张秦川牛皮蒙成。这头
老牛终生耕耘在太平原上、泾河岸边。
当它最后筋疲力尽长哞一声轰然倒在这
片土地上，这天就成为太平农人的祭
日。人们不忍心吃掉它的肉，为了留下
念想，就用它的皮做成了一面鼓。

每年惊蛰，春耕开始，太平人有敲
惊蛰鼓之沿袭。那天，正在劳作的牛
只要听到神鼓的声音，仿佛听到母亲
的呼唤，都止步不前，蓦然回首，深情
望向鼓声的方向，眼中滴下沉重的热
泪，甚至双膝下跪。

船老舵讲的另一个故事，为泾河鼓

增添了更神秘的传奇色彩。
船老舵的师爷老舵爷在当年临泾

渡乃至太平原上是神一般的存在，为老
舵爷供钹的船老二羊娃子在当地也是
一位名声很响的人物，是人们公认的老
舵爷的继承人。传说老舵爷师徒二人
年年春节耍社火时将鼓敲得风生水起，
是耍社火时人们争抢必看的重头戏。
当地流传“砖茶上了临泾坡放香二十
里，闻到茶香就能闻到老舵爷的鼓声。”
这师徒二人鼓点变化多端，擂鼓动作花
子挽得稠，无出其右者。

当地传得最广的故事是老舵爷敲的
祈雨鼓。祈雨时只要有老舵爷敲《龙王
令》，肯定百求百应，屡试不爽。每每烈
日下的泾河滩跪满了精身子汉子，伐好
的马角也庄严地静候着，只等头缠红布
的老舵爷给泾河神上完香后，紧握鼓槌
的双手高高从头顶落下砸向鼓面，一
通《龙王令》敲完，长长的祈雨队伍过
了临泾渡，才一路向北去嵯峨山上的
潦池洼取水。

因工作需要及专业、兴趣所致，我
于十多年前开始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
挖掘、申报、保护、传承工作。我利用对
项目了解的熟悉程度之便，为我曾经生
活过的太平这片土地挖掘、整理、撰稿、
拍摄、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泾河号
子》《泾河竹马》《泾河纸台》《太平农耕
歌》《太平曲子》《关中情歌》《泾河杏脯蜜
枣制作技艺》等先后被列入省、市级非遗
保护名录。

这么多年来，我多次到太平的枣坪、
东临泾、牛杨、西寨、石刘村、柳村、张阁
村、骆村、太平堡、孙家堡、王里堡以及
周边的西临泾、阡东、桃堡村去田野调
查，欲寻找到泾河鼓谱，都乘兴而去，无
功而返。我也不放过太平每年一度的
杏花节民俗展演，在各村都拿出绝活
的锣鼓调中，似乎能影影绰绰地寻觅
到我当年在临泾渡听到的鼓韵遗踪，
但又难觅其全貌，甚为遗憾。

如同任何民间艺术一样，诞生于
民间的泾河鼓谱，又消失于民间。

也许，我们在以后的某天，可能在
泾河上游某个渡口或山峁上，在古丝
绸之路某个驿站的遗址，在沙漠深处
的某丛红柳、沙打旺围绕的村子，在西
路上某个少数民族
狂欢的鼓乐中，会
和它邂逅。□迟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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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雪原》诞生记
1957年 9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林海

雪原》，描写的是东北人民自卫军一支
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领下，
穿行茫茫林海雪原、剿匪战斗的故
事。作品一面世便深受读者喜爱，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印数已超过 100 万
册。由学习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等 8 家出版机构联合推出的“新中国
70 周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林
海雪原》也位列其中。

“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
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这是《林海雪
原》首页上的话，道出了作者曲波创作
的情感动机。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原型
正是当年与曲波并肩作战的战友。

曲波从小就爱读《说岳全传》《水
浒传》《三国演义》等传统英雄传奇小
说。 15 岁那年，他参加了八路军。
1945 年 10 月，胶东半岛北部的龙口海
面上，一支八路军队伍乘船悄然出海，
北上参战，曲波是其中一员。一年前，
曲波在这支部队里担任四中队政委
时，就和杨子荣、高波等战友结下深厚
情谊。到东北后，部队番号为“东北人
民自卫军辽东军区三纵队二支队”（后

改为牡丹江军区二支队），下辖两个
团，曲波担任二团副政委。由于当时
二团团长和政委空缺，曲波实际上是
该团的最高指挥员。在整整一个冬天
的剿匪战斗中，他和战友们谱写了许
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叫《林海雪
原荡匪记》。在情节组织上，曲波特别
突出了“奇”“智”“巧”等作战智谋的运
用，重点描绘了主人公杨子荣与敌人
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较量，体现出革命
者的战斗智慧和大无畏精神。

从 1955年 2月到 1956年 8月，经过
一年半的“偷偷”创作，《林海雪原荡匪
记》初稿完成了。曲波带上稿件，开始
了投石问路。最终，作家出版社的编
辑龙世辉收下了《林海雪原荡匪记》。
经过 3个多月的修改，小说增补了女卫
生员白茹这一人物。学者陈爱强评论
这部小说时说：“白茹的出现，几乎是
神来之笔：其意义并不是因为她是小
分队中唯一的女性，健康美丽；也不是
因为她是青年军官少剑波的恋人，位
置突出；更不是因为她的原型是曲波
的恋人，有文献学上的意义，而是因为

她以差异化的性别身
份，打破了小说此前一
个战斗接一个战斗的叙
事常规，以一种空间化
场景降低了叙事上的密
度。由此，人物深层次
的心灵与性格在这种叙
事停顿中得以立体展
现，小说由此呈现出一
种灵动的空间化特征。
白茹的出现，也为少剑
波等人物的性格展现
与精神成长提供了特
殊的诗性空间。”

《林海雪原荡匪记》
直到出版前才改名为《林海雪原》。
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曾问过
曲波关于书名的由来，曲波解释说：

“我站在高山之巅，俯瞰着眼前的森
林，风一刮，森林鼓凹鼓凹的，像海洋
的波涛一样，‘林海’两个字出来了；这
个雪是无边无岸的原野，这个‘雪原’
就出来了。”邵荃麟听完，连声叫好：

“看，没有生活怎么能行呢？你看，一
个词也需要生活。”

“一个词也需要生活”道出了文学
创作的“秘诀”：要创作出好的作品，必
须有厚实的生活。盘点“十七年文学”的
代表作，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作品都是作
者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一个词也需要
生活”，应该成为广大文学创作者的座右
铭。艺术虽然高于生活，但首先来源于
生活。作家只有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
用心感受、积累，才能使生活为写出精
品力作提供源头活水。 □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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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1920 年，李大钊、蔡和森等革命先

驱多次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呼吁妇
女冲破封建礼教，树立自主精神，争取
自身解放。

1921 年 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
华女界联合会也在《新青年》刊发“改造
宣言”，明确提出：“要求女子得入一切
学校上学，与男子受同等教育，要求女
子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从事其他一切
政治活动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等，其
次是帮助成年女子一切言论行为概不
受父母、翁姑或夫的干涉。”

“改造宣言”发布后，蔡和森、李达、
向警予等人多次聚会，研究、探索“妇女
运动”的宗旨目标、发展方向等。经集
体讨论，拟出一份关于妇女运动的报

告，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审议。

1922年 7月，党的“二大”审议通过
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以下简称《决
议》），显示出共产党人对“妇女运动”的
认知已不再局限于男女平等、经济独立、
婚姻自由等具体问题，而是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针，发动、领导妇女在社会阶层、
斗争实践、自身解放中提升地位，发挥能
力、实现价值。

根据《决议》要求，中华妇女联合会
创办了第一份机关报《妇女声》，李达、蔡
和森、向警予等人亲自撰写、编审解读、
宣传《决议》的文章，邵力子、沈泽民、沈
雁冰等知名人士也在《妇女声》多次发表
支持《决议》的稿件。不久，北京、上海、

天津等城市的党组织也相继创办《妇女
周报》《妇女之友》《女星》等报刊。据统
计，1922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出
版的妇女报纸、杂志多达18种，这些报刊
导向明确、立场坚定地宣传党的政治主
张与妇女运动，在唤起妇女觉醒，促进妇
女解放进程中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1922 年，上海新闸、闸北一带丝织
厂、纺纱厂林立，有女工 10余万，她们每
天劳作14-15个小时，还常常遭受工头的
辱骂殴打，女工们个个愤恨满腔，怒火中
烧。向警予就经常深入到女工中间，通
俗易懂地宣讲革命道理和《决议》精神，
激励她们团结起来，反抗欺压。同年8月
5日，在向警予的策划、领导下，泰来丝厂
500多名女工率先罢工，要求资本家减少

工时、增加工资、不许打骂。女工的壮举
如燎原星火，不到两天，云成丝厂、丰水
纱厂、裕经纺织厂等 14家工厂万余女工
纷纷群起罢工。一时间，上海滩风起云
涌，支持罢工斗争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华
妇女联合会、华工界协进会、工商友谊会
等9个团体组成“纺织工人后援团”，为女
工们提供经济、物质支持。罢工持续 16
天，终于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的要求，
这是《决议》发出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妇
女斗争取得的首次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
的决议》，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纲领性文
件，为妇女运动确立了目标、指明了方
向，极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为推动妇女
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周铁钧

语林指瑕

《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 呆香
菱情解石榴裙”中，写为庆祝宝玉、宝琴同一天的生
日，大观园群芳宴饮，席间行酒令凑兴，史湘云吃了
酒，说了酒面之令后，拣了一块鸭肉呷口，忽见碗内有
半个鸭头，遂拣了出来吃脑子，众人催她“别只顾
吃”，到底快说了，要她说酒底之令，按相约是，“酒底
要关人事的果菜名”。湘云便用箸子举着说道：“这鸭
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讨桂花油。”

“鸭头”“丫头”，音虽相同，其义却相去甚远，本文之
所以借此作标题，盖因所指之事与所记之字，以同音而
致误，当所戒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诗韵新编》，在“头”字条
下，有“蜡枪头”三字，其中“蜡”字别。“蜡”是物动、矿
物或植物所产生的油质，具有可塑性，能燃烧、易熔化，
不溶于水，如蜂蜡、白蜡、石蜡等。用做防水剂，也可做
蜡烛。这样的蜡，怎能做枪头？其实那个“蜡”当为

“镴”，镴是铅锡合金，俗称焊锡，是个绕指柔的主儿，
用它来作枪头，外表如银，明光闪闪，却是中看不中
用。《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呸，你是个银样镴枪
头。”说的就很形象了。

2011年 6月 15日，某电视台播放越剧《貂蝉拜月》，
由著名演员何赛飞主演，其中有两句唱词，字幕上打出
的是：“一柱清香炉内焚，跪在尘埃告神明。”“柱”字何
谓？《说文》曰：“柱，楹也。”《辞源》释其义有三：“一，柱
子；二，柱状物；三，直立若柱，并形容其高。”可见香炉
所上之香，并未“柱”，倘若是“柱”，那香该有多高？所
以在这里，“一柱清香”当为“一炷清香”。“炷”，音与“柱”
同，然而“炷”在此处是量词，用于点着的香。一炷清香
炉内焚，正是说其焚香告神明也。

1964年，国务院决定将一些属于冷僻字的专区和
县名改为常用字，吾陕就有多例，如“商雒”改为“商
洛”，“沔县”改为“勉县”等，其中“盩厔县”改为“周至
县”。吉人版《清史稿·儒林传》中介绍清初思想家李颙：“李颙，字中
孚，周至人。又字二曲。二曲者，水曲曰周，山曲曰至。”上述引文
中，错误有二：其一，“周至”当用“盩厔”，盩厔，指的就是该县的地理
特点，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因山水曲折故名盩厔。因引文中要用
水曲山曲之义，而“周至”虽系由盩厔改名而来，但“周”“至”二字并
无此义。故不能用“周至”二字表明“二曲。”其二，引文的“水曲曰
周，山曲曰至，”当为“山曲曰盩，水曲曰厔。”

还是吉人版《清史稿·张勋传》中，言及张勋推立溥仪复辟
事。溥仪首颁复政谕，中有云：“辛亥变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
仁，不忍生民涂炭，毅然以祖宗创垂之重，亿兆生零之命，付托前
阁臣袁世凯，设临时政府，推让政权，公诸天下，冀以息争弭乱，
民得安居。”

其中的“亿兆生零之命”的“生零”当为“生灵”。“生灵”犹生民、人
民。《三国演义》“武乡侯骂死王朗”一回中，有云：“黄巾之后、董卓、
（李傕）傕，（郭汜）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此之谓也。

万卷出版公司出版的《随园诗话》卷五中，言及古代诗人门户各
自标新，亦各有祖述有云：“李杜排奡（音傲，矫健），得力于《雅》者也；
韩孟奇崛，得力于《颂》者也。”李杜即李白与杜甫、韩孟即指中唐的韩
愈和孟郊。韩愈之诗在李杜之后开创了一个重要流浪，即“以文为
诗”和“奇崛险怪”，与当时“横空盘硬语”的孟郊诗风有相互促进的
作用。而该篇的译文中，将“孟”说成是孟浩然。孟浩然系盛唐诗
人，与王维诗风相近，属于山水田园派，被称为“王孟”，其诗风温雅
晓畅，与奇崛无涉。

“镴”作“蜡”，“炷”作‘柱’，错字铸成难抹去；“周”无“曲”，“至”无
“曲”，却以“二曲”称周至；“生灵”错作“生零”用，义不通兮字不正；奇
崛之“孟”指孟郊，错作浩然气已凋。同音字，神须留，莫教错讹而蒙
羞。“鸭头”“丫头”相异处，记取头上桂花油。 □杨乾坤

秦岭，远古以来一直称之为南山。《诗经·小雅》中
就有“信彼南山”“节彼南山”云云。因其无可替代的
地理位置，先秦经典《周易》称其为华夏龙脉。因其矗
立于秦国都城之南，“天之中，都之南，故名中南，亦称
终南”。秦嬴政千古一帝，自负指天“秦为天下脊，南
山则秦之脊也”。遂改南山为秦岭。

得益于秦岭的庇护，八百里秦川便成了天赐福
地。自古以来，这里便风调雨顺，受荫无量。不仅大
难不侵，国泰民丰，而且世风淳朴，沿袭积厚，尤以地
灵人杰，英才辈出而著称。司马迁、颜真卿、杜牧、张
载乃至近现代的于右任、牛兆濂……璨若群星，数不
胜数。特别是呈现群贤扎堆的盛况，尤为吸人眼球。
近有“汉阴三沈”，即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峰並
峙、三星齐辉”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远有“扶风
三兄妹”班固、班超、班昭在史学上、军事上的卓越建
树。迄古至今，还有延绵不断的“商山四皓”探究热，
引发出世人亘久不息的浓厚兴趣。

商山四皓，乃是对当年深隐于商山的秦末四博士
的通称。仅这一称谓，就演绎近三百年方尘埃落定。
最早面世的，是司马迁的《史记·留侯世家》。在描述
汉高祖刘邦欲易太子时提到，“天下有四人者，年老
矣。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虽为最早，仅仅局限
于“四人者，年老矣”、四个老人而已。延后百来年的
扬雄，在诗文《自嘲》中尽数历代高士名流时，言道“四
皓釆荣于南山”，进了一步，将四位老人雅称为“四皓”
了。紧跟扬雄其后的，则是班固在《汉书·王贡两龚鲍
传第四十二》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此四人者，当秦
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由此判定
四皓隐居于商雒深山。直至汉魏之交，曹植赋诗《商
山四皓赞》，终于拍案定论。诗曰：“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刘项之争，
养志弗营。不应朝聘，保节全贞。应命太子，汉嗣以宁”。曹植乃诗坛
奇才，加上大魏王子的身份，其诗文一经出手，便举世传颂。自此，“商
山四皓”风靡天下，便成为当时及后人对此的专用称谓了。

可见这商山四皓，实为秦时隐士，汉代逸民。具体指的是东园公
唐秉、甪里先生周术、绮里奇吴实以及夏黄公崔广。他们是秦末七
十博士官中的四位，职管古籍文典。身居朝廷中央，目睹风云变
幻。他们学识渊博，精于世故，通古今，辨然否，惊险逃脱于惯闻刀
枪剑戟、骤现血雨腥风的是非之地，来到这千山苍苍罩四野、泉石青
幽皆含情的人间净土，该是何等的气定神闲，怡然陶然！遂决意“岩
居穴处”“紫芝疗饥”，不问世事，潜心修炼。期间做了多少学问，不得
而知。只是仅有一首《紫芝歌》，流于世间广为传颂。

这一传世之作，不仅文学价值极高，亦可见其“修道洁己，非义不
动”的处世信条。史载嗣后的刘项相争中，刘邦仰慕四人的才干学识，
多次邀其出山，但碍于刘邦的人格品德，他们丝毫不为所动。只是后
来刘邦登基后欲易太子，忧及秦皇废扶苏、立二世的灾难性后果，基于
定国安邦，才在太子、母后的多次重情相邀下出山扶佐，使太子刘盈
得以上位。及至汉惠帝刘盈登基后，他们毅然告别了高官厚禄，重返
商山隐居以至故去。这种高洁立身、桀傲不驯，审时度势、进退有度的
风范，深得士人名流的敬仰尊崇，也广为史书歌诗所赞颂讴歌。官家
民间称之为“四皓”，墨人骚客则简而统之，昵称其“黄绮”。 □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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