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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延
安成为边区的首府。陕北地区一直干旱
少雨，降雨时间又多集中在夏秋之际，所
以常受旱灾袭扰。为抗旱备荒、保障群众
的生产生活，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特别
注重进行水利建设。

当时，延安枣园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
地。枣园乡有1000多亩川地，西川河从中流
过，但因为河床低，难以灌溉，长期以来，对
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障碍。

1939年春，边区政府计划从枣园上游裴
庄村附近的西川河引水，浇灌枣园1000多亩
川地，工程定名为“裴庄渠”。

为修筑这条水渠，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在
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拨款 4000元，并
指派毕业于北洋工学院（天津大学前身）的
边区水利专家丁仲文负责勘测设计，指导当
地群众修建。

8月，裴庄渠正式动工，中央机关、警备
团和当地群众一起，修了一条长达 6公里的
水渠，把靠天吃饭的川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
水浇田，次年4月底裴庄渠全部完工。

1940年 6月末，延安附近各县遭山洪冲
击，汹涌的山洪直接造成刚刚竣工不久的裴
庄渠大坝被冲毁。在边区政府建设厅和当地
群众的积极努力下，于同年10月再度动工修
复裴庄渠，这次水渠重修，吸取了前次的经验
教训，注意把新法修筑的内容与当地的具体
条件和民间的历史经验很好结合起来，对水
渠进水口等进行了改修。在军民的共同努力

下，新的裴庄渠于1941年4月19日告成。
建成后的裴庄渠，拦水坝长 70米，深宽

均为 0.6米，流量为每秒 0.65立方米。对原
来渗水的地方，还用石灰拌黄土填实，保证
滴水不漏。全部工程有碎石坝一座、退水
闸一座、跌水五座、斗门九座，再加上渡口
等，并利用水利设置了水磨三座，以供将来
磨粉等用。裴庄渠自裴庄起，经过庙嘴、磨
家湾、枣园、侯家沟，直达杨家崖，全长约 6
公里，灌溉面积达1500亩。

裴庄渠建成后，边区政府除直接拨款外，
还发动附近群众按照每亩地2元价格入股，成
立了裴庄渠水利合作社，使得群众从一开始便
参与到裴庄渠的日常使用和管理中来。为了
提高裴庄渠的利用率，同时用丰收的果实教育
群众，自1942年起，边区政府建设厅还派了技
术工作人员，组成裴庄水利管理所，亲自经营
着枣园30亩农场，为群众提供指导。该渠作
为边区延属分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渠，据
1943年春天统计，能放水的1072.5亩，每亩以
增收细粮三斗计，年可增收细粮321.75石。

裴庄渠的建成使用，不仅让沿线贫瘠
的土地变为肥沃的水田，枣园、裴庄一带的
群众也迅速变“靠天吃饭”为旱涝保收，农
业生产收入得到了很大提升。群众发自内
心感谢党中央，感谢边区政府，把裴庄渠称
为“幸福渠”。“幸福渠”为边区兴修水利起
到了示范带头作用，边区各地大小水利工
程如雨后春笋，普遍
发展起来。 □薛永毅 往 事

立 此 存 照
万卷公司版和吉人版的《随

园诗话》卷一中，有则诗话云：
本朝有某孝廉献吴逆诗

云：“力穷楚覆求秦救，心死韩亡受汉封。”圣祖爱其
巧于用典，遣人访之，其人逃。余以为此仿宋汪彦章
为张邦昌雪罪表也。其词云：“孔子从佛肸（音希）之
召，卒为尊周；纪信乘汉王之东，将以诳楚。”可谓善
于文过者。

“吴逆”指吴三桂，他原是明之重臣，冲发一怒为红
颜，而降清，又成清之重臣。他于康熙十二年（1673）又
起兵反清，至十七年，竟称帝于衡州，国号周。后因被
清兵屡败，忧忿而死。故于清廷而言，吴三桂是逆贼。
但在逆心未显时，他是清朝的平西王，继而拥兵割据
云南、兼辖贵州。有趋炎附势的某孝廉（举人的俗称）
向吴三桂献诗，用楚人申包胥哭秦求救和韩人张良使
人以铁锥刺秦始皇不成而辅汉受封之事，来为吴三桂
的贰臣丑行辩护。

康熙帝所说的巧用典，即指此。“力穷”句所用典
为：春秋时楚昭王七年（前522），吴国联合蔡、唐之军，
击败楚军，直捣楚国都城，楚昭王逃奔随国。贵族出
身的申包胥见楚国危亡，赴秦求救，秦哀王先是犹豫
不决，申包胥于是在秦宫廷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求得
救兵，遂逼吴、蔡、唐联军弃楚而退，楚昭王得以复国。

“心死”句所用典为：秦国灭韩后，祖先五代相韩
的韩国贵族张良，以图复韩，交结刺客，在博浪沙谋刺
秦始皇未遂，心知复韩无望，后更名改姓，亡匿下邳，
又聚众归刘邦，成为重要谋臣。终于使楚霸王覆灭，
刘邦建立汉朝后，封其为留侯。

某孝廉的这两句诗，费煞心机，以申包胥哭秦庭
乞救兵以美化吴三桂乞师降清而进攻李自成的义军，
以张良受汉封来粉饰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而被封为平
西王，后又封为定西大将军。将吴之降清写得光明磊
落，巧舌如簧，颜之厚矣，然巧于用典，不能不说他也
有些歪才。康熙帝爱其巧于用典，使人访之，其人惧
祸而逃，这便是对此则诗话之诠释。

令人愕然的，是这两句诗的译文。译文云：“用尽
全力而楚国还是不免灭亡，只有求秦救援；韩信因灰
心而逃走了，最终仍然受到汉王的加封。”

此两句之译文，每句或漏或错，皆有两处。前者
是：用尽全力者是谁？阙如也；楚国是倾而非亡，故

“灭亡”无据。后者是：此处受汉封者指张良，而非韩
信，韩信初属项羽，未被重用，继归刘邦，又因官小出
走，萧何月下追回，力荐，始得重用，任大将军，后又被

封为齐王，改封楚王。译文正是不知张良是“韩国之
贵族”及复韩之事，故而译错。

卷五中有则诗话：
白香山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

时。若使当时身早死，两人真伪有谁知。”宋人反其意，
曰：“少年胯下安无忤（wǔ），老父圯（yí）边愕不平。
人物若非观岁暮，淮阴何必减文成。”

白香山（居易）之诗，以周公王莽作比，言二人若
分别在恐惧流言日和谦恭下士时而早死，到头来两人
的真伪便无人知晓了。

周公即姬旦，周文王之子，辅助武王建立周朝。
武王死，成公年幼，周公摄政，管、蔡、霍三叔阴谋陷害
之，造作流言，说周公要篡位。周公为之避居于楚，不
问政事。后成王悔误，迎周公归，三叔惧而叛变于淮，
成王命周公出征，平定叛乱。王莽以外戚掌握政权，
封新都侯，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资财以施宾客，交
卿相而聘贤良。后却篡汉而建立新朝。白香山之诗
故云：“若使当时身早死，两人真伪有谁知。”

宋人反其意，作诗说，韩信和张良两位西汉名
臣，若不观其后来如何，单以受胯下之辱和纳履之辱
来看，淮阴（韩信后被封为淮阴侯，代指韩信）和文成
（张良去世后，谥为文成侯，代指张良）相较，并不比
张良逊色。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
者，曰：你虽个头大，好带刀剑，却没胆量。要么你把
我刺死，要么你从我胯下钻过去，韩信熟视之，蒲伏出
胯下。《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从容步游下邳圯
（桥）上，有衣褐之老父（黄石公）至张良所在的圯上，
故意将鞋掉到圯下，对张良说：“孺子，下取履！”张良
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随之老父授其
兵法，张良后来也成为刘邦的谋圣。

但在该则诗话“少年胯下安无忤，老父圯边愕不
平”的译文中，竟成这样：“少年受了胯下之辱而不恼
怒，连老人也在旁边愤愤不平。”张良不见了，将张良
时老父命其纳履的行为感到愕然，而译成了老人对韩
信出胯下的愤愤不平，噫！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吉林人社版的《随园诗话》，对此两句与万卷公司
版如出一辙。将最后两句“人物若非观岁暮，淮阴何
必减文成”中之“减”字，错作了“灭”，译文便也如此：

“人物要是观察到最后，淮阴侯怎么灭了文成？”
噫！某公慨然于此，乃诗评译文云：“谁求秦救不

知名，韩信张良混一通。译文三九字虽少，却嫌纸上
马牛风。” □杨乾坤

语林指瑕

曹谷溪：栽枣树不如砍枣树

曹谷溪，一位在文学领域德高望重的
老前辈，作家路遥的引路人。

今年“七一”，年逾八旬的曹谷溪收
到一枚珍贵的“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
章。国庆节前夕，在谷溪书馆，他再次
谈到了自己的“老枣树理论”：“陕北有
一句农谚，‘栽枣树不如砍枣树’，砍倒
一棵老枣树，在倒下的地方就会茂盛地
生长出一大片嫩枣林。”

路遥文学道路的引路人

1941年生于陕西省清涧县农村，曾任
延川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山花》和
《延安文学》主编、路遥文学院院长，曹谷
溪与路遥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同出生在
清涧，成长在延川，落脚在延安，都始终眷
恋思索着陕北这片黄土地，都挚爱文学事
业。穷苦的路遥能够写出《人生》《平凡的
世界》，遇到曹谷溪是一个很大“助力”。

曹谷溪自幼热爱文学、美术并自学雕
塑，在延川中学就读时为图书馆捧出处女
作高尔基雕像。为读到更多中外名著，他
寒暑假都不回家，打苦工干累活，每天挣
5毛钱补贴花销。闲暇之时，便去校图书
馆整理图书、博览群书，这为他以后的创
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学毕业后，由于家
庭贫困，他放弃高考，来到延川县贺家湾
公社当了一名炊事员，后来有人戏称他是

“延川县文化水平最高烹饪技术最低的炊
事员”。他一边端锅提勺，一边坚持写
作，到 1965年，因成果斐然，被推举出席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
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
接见，曹谷溪声名鹊起。

曹谷溪回忆，真正结交比自己小 8岁
的路遥，把他俩拧在一起的“黏合剂”就是
文学。曹谷溪当时是延安地区文艺圈的

“领头羊”，路遥曾明确表示拜他为师学写
作。曹谷溪每次“沉”下去时都尽量带上
路遥，让他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教他如何
采访，怎样摄影，这使得路遥文学创作渐
入“快车道”。1970年，路遥在仕途情感上
双受挫，曹谷溪第一次看到路遥失声痛
哭，路遥还一身白衣，腰系麻绳，问他给谁
戴孝？他说给自己……路遥几近崩溃，曹
谷溪悉心开导：“一个男人不可能不受
伤。受伤之后不是哭泣，而是要舔干伤口
上的血迹，然后立到人们面前，依旧还是
一条汉子！”曹谷溪试着修复路遥的感情，
请在同一报道组的北京女知青林达来劝
解，谁料想无心插柳柳成荫，倒成就他俩

的一段恋情，虽然路遥与林达的婚姻最后
以失败告终，但曹谷溪在各方面的鼎力帮
助使路遥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在县文化馆油印小报《革命文化》上，
曹谷溪力荐路遥写的小诗《我老汉走着
就想跑》：“明明感冒发高烧，干活还往人
前跑。书记劝，队长说，谁说他就和谁
吵。学大寨就要拼命干，我老汉走着就
想跑！”选发时，曹谷溪泛起惊喜，从小诗
里看到了路遥的写作灵气。他寻思，文
学能产生光亮和力量，应该全力把路遥
拉到写作的路上耕耘开拓，兴许日后就
会造就出一个文坛名人呢，当然，那时曹
谷溪也没想到路遥日后真成了茅盾文学
奖的获得者。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是
路遥人生格言，也是路遥精神最简练的概
括。路遥对年轻人的善意，对贫穷苦难诗
意的描写，对向上向善由衷的赞美，深深
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曹谷溪感叹：
社会越发展，越文明，路遥作品及他的人
生价值就越显弥足珍贵。

与“爱尔兰姑娘”的一段友谊

“克阿教授是延安大学建校50多年来
的第一位美籍教授，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我的好友，我的偶像。”回忆起与克阿教授
互动的往事，曹谷溪充满深情与思念。

布里几德·克阿女士（Brigid Keogh），
190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西方史硕士、东方
史博士、英美文学博士、延安大学终身教
授。她先后在非洲、亚洲创办过七所学
校，执教 50多年。1986年，77岁高龄的克
阿教授应聘到延安大学外语系任教。在
延安大学任教期间，她还筹资 22万美元
修建外语教学楼。延安大学是她从事教
育生涯的最后一站，整整 10年，她为这所
大学的发展、壮大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一个偶然机会，一家电视台与延大合
作要拍摄一部关于克阿教授事迹的专题
电视片，邀曹谷溪撰稿。于是，曹谷溪便
与邓世宏一起在延大外语系副教授郝
瑜等人的陪同下采访克阿教授，每星期
交谈一次，每次谈两个到两个半小时。
为达到较好采访效果，每次结束时就商
定下次采访内容。对克阿教授的采访
先后大约有半年多时间。

那次，曹谷溪对克阿教授说：“我与邓
先生撰写的关于您的纪实文学，我决定在
我主持的《延安文学》上发表，发表的时
候我想配发几张照片，请您选择您最喜欢

的照片给我。”“由您来决定吧。我相信
您所喜欢的，也一定是我所喜欢的。”曹
谷溪与她开了一个玩笑：“克阿教授，我
非常喜欢那位经常与特温斯（她的一位
年龄最小的哥哥）一起游泳、划船的那位
爱尔兰姑娘的照片!”

“您总是像外交官似的，一本正经地
说一些让人愉快的话。”克阿教授接着说

“您的话使我想起一首爱尔兰民歌：‘有
谁迷上一个爱尔兰姑娘，她就会占据你
的整个世界；若干年之后，不管她变得
何等苍老，在你的心中，她永远年轻!’”
曹谷溪对她说：“我对这位爱尔兰姑娘
正是怀有这样的情感，只是非常抱歉，
她的年龄比我的母亲还大。”曹谷溪的
话把这位 83 岁的克阿教授逗得更乐
了。她拍着谷溪的肩膀说：“我可以做
你的奶奶了!我可以做你的奶奶了!”

克阿教授来延大任教时已经 77岁高
龄，在学生秦爱红和保姆董社梅眼里，她
是一个干练、博学的长者，一位敬业、严谨
的老师；在同事康建晓眼里，她则是一位
有着国际主义奉献精神的女教育家，一位
执着、倔强的老太太；而在延安老作家曹
谷溪眼里，她是一片秋天里透红的枫叶，
一位“美丽的爱尔兰姑娘”。“当时只有 49
岁的我体瘦若柴、背驼如弓，克阿教授还
站在中国讲台上抡着自己的臂膀：‘我强
壮，我奉献！’一个外国人，把中国的事业
当成她自己的事业，不辞辛劳为延大与山
区教育发展而奔波呼号，作为一个中国
人，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全心全意为生我养
我的土地和父老乡亲去奋斗、去奉献呢？”

陕北文化的耕耘人

1972年 9月，曹谷溪主持创办《山花》
文艺小报，16 开 4 版，铅字印刷，带动了
全县的文艺创作热，先后涌现出路遥、史
铁生、陶正、海波、远村、厚夫等一大批作
家诗人，延川一时被誉为“诗歌大县”，
形成全国瞩目的“延川山花文艺现
象”。“创刊号上发表了我的散文《桃》和
路遥的诗《王老汉一辈子爱唱歌》。那
时没有固定编辑，没有办刊地点，就到
我的办公室办，自己当编辑。”曹谷溪自
说自答：“几十年来《山花》为什么经久
不衰？由它的办刊宗旨决定了它的生命
力。红军儿子延安娃，烽火中出生，红
旗下长大。毛主席给我三件宝，枪杆笔
杆锄一把，扛锄我会种庄稼，挥笔满山
开诗花……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工农兵
爱啥我唱啥！”《山花》传承弘扬延安精
神，无愧于时代，路遥像海绵一样在生
活的海洋里汲水，不少好作品都发表
在《山花》上，令读者记忆深刻。

曹谷溪属蛇，他总是吐着“火信子”，
激情澎湃，燃烧并快乐着。2013年，他自
费开办学习型谷溪书馆，对社会免费开
放。曹谷溪先后主持编纂了《绥德文库》
《志丹书库》《延川文典》《宝塔文典》《西
北作家文丛》共 78 卷、104 册，为世人研
究陕北文化提供了一座丰富宝库。这是
一个多么浩繁的工程，这又耗费了他多
少心血？

曹谷溪在《高原儿子》里写道：“我是
高原的儿子/出生在这无定河畔一个小小
的山庄。/呵，我老了/也许明天要告别这
个世界/我不希望/但绝不悲伤/请把我埋
葬在养育我的万山丛中吧/活着，要做您
忠诚的儿子/死了，也要肥一片您贫瘠的
土壤……”多少年来曹谷溪坚持初衷，其
间也有调动到省会西安的机会，他都谢绝
了。他的根在这里，与这块土地有一种永
远割舍不断的情缘，如果离开，创作的生
命也就结束了。

□王晋军 人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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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春，李若冰（中）、路遥（左）、曹谷溪在陕西省作协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