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京知青马最良（左）代表知青给老乡们捐赠的新农合款

“我的第二故乡”——北京知青回延安掠影

陕北，那山、那水、那人让我永生难忘！
2005年7月1日，北京直达延安的火车正式

开通，我决定携家人回趟陕北。一是回村看望日
思夜想的乡亲们，二是了却老父亲多年的一桩心
愿。老父亲要亲眼看看女儿曾经插队的地方，要
当面感谢关爱过他女儿的乡亲们。

出发前我反复声明：“陕北缺水，三伏天到陕
北洗不成澡，可不能埋怨。”对此，家人各自带足
了换洗的衣服，做好了“吃苦抗旱”的准备，踏上
了西去的列车。

这是我离开陕北33年后，第二次回第二故乡
“探亲”。

1968年底，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到陕北
延安插队当了知青。

陕北这个地方神奇神秘。它那厚实的黄土
埋葬着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它那坚毅的脊
梁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它那宽广的胸怀接纳
了我们这些来自首都北京的知青。

三年的知青生活锤炼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品
格，改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三观，磨练了我们这
一代人的意志。

1995年秋季，我曾回过一次陕北。那是我离
开陕北23年后，第一次踏进那个熟悉的小山村。
见到久别的众乡亲时，任凭泪水流淌。乡亲们的
亲热劲儿，至今难忘。

但是，那次回陕北“探亲”，却给我留下些许
遗憾。

那便是陕北的发展仍然不尽如人意。那山、
那水、那人与我23年前离别时没有两样。山依旧
是秃的，水依旧是黄的，人的思想依旧停留在“一
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意识里。
乡亲们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对外面的世界一无
所知。

陕北的生态环境仍然十分脆弱。改革开放以
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号召农民
调整产业结构，不少坡耕地虽然改种成经济作物，
但是大面积的黄土高坡依旧被东一块、西一片地
开垦着。放养的牛羊啃食着地表本就不多的植
被；裸露的黄土地被风一吹，黄尘漫天飞扬。土瘠
民贫，乡亲们仍然过着靠天吃饭的光景。

陕北的公路仍然行走艰难。县际以上的公

路，充其量也就是三级，坑坑洼洼。从延安到宜
川不足300公里的山路，乘坐吉普车需要跑大半
天，就是这样等级的公路也只是通到县城。乡里
不通公路，回村靠步行。村民住的仍然是土窑
洞，照明仍然是煤油灯，吃水仍然靠毛驴驮。

如今又是10年过去了。当我再次奔赴陕北
的时候，还没有出北京，就感受到了新的变化。
提速后的列车宽敞、舒适、洁净，仅仅16个小时，
我们就到达了延安。

“陕北变了！”列车刚过铜川，这种感觉愈发
强烈！

穿山越岭的列车，急速行驶在陕北大地上，
蔓延的绿色植被覆盖了黄土高原，处处生机盎
然。

亲临延安，走一走、看一看，发现延安真的变
了！用“天翻地覆”来形容都不为过。

“这是陕北吗？黄土高坡在哪儿？”女儿在
问。

我没回答。心里在想，延安虽属于地级市，
但它是革命老区，国家必然有投入，延安必然有
变化。

但是，我错了！我从延安人自豪的言谈中了
解到，延安早就自给自足了！延安这些年用于生
态环境建设的资金远远大于城市建设投资。延
安变高了，变大了，变美了。延河水变清了，宝塔
山变绿了！

翻过蟠龙山顺川而下，经南泥湾到宜川。汽
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沿途是青山、绿水，美极
啦！仅用3个多小时就回到了宜川。中途参观黄
河壶口瀑布还占用了一定的时间，真快啊！这是
陕北吗？我也在问自己。

宜川也变了，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看着雨雾中的秀美山川，女儿又在问，“这真

是你当年插队的宜川吗？这么美呀！”“宜川真的
变美了。崇山峻岭，绿树环绕，清清的河水绕川
而下，处处堪比江南。”我也发自内心地感叹。

汽车行驶在回宜川的公路上，从延安就开始
陪伴我们的张明，一路上向我们介绍着县上和村
里这些年的发展变化。

张明是宜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是我当年插
队的李家岭村的唯一高中生，是村支书的儿子，

我的挚友。他虚长我3岁，高大帅气，为人谦和，
工作认真，群众基础非常好，是张家族人的顶梁
柱。他是返乡知青，与我们北京知青一起劳动、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始终是我们的大哥哥。

这些年，我们虽然奋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
上，但是一直保持着联系。县上和村里许多情
况，我都第一时间从他那儿获知。

张明说，现在宜川境内的自生森林覆盖率已
达68%。

退耕还林（草）引导着农民将荒山变成绿
岭。昔日的平台地、坡耕地几乎都种上了苹果、
花椒，粮农变成林农、果农、椒农，乡亲们家庭年
收入达到8000至1万元。

封山育林大大改善了生态环境，散养的牛羊
改为圈养，绿色植被生长茂密，水土不再大量流
失，小气候已经形成，降水量明显增加。

秀美山川建设解放了生产力，释放了农村活
力。驴驮、人背、马拉、牛耕的时代彻底结束，取
而代之的是“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机械化耕
作、产业化经营”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李家岭村位于黄河西岸的陕北南部，是大梁
山间的一个小山村。地理环境独特，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种植的“红富士”苹果和“大红袍”
花椒已经成为宜川县外贸主打特色农副产品，畅
销国内外。

如今，乡乡通公路，村村通电，引水上塬，乡
亲们的好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村里的年轻人走出了黄土地，为改变家乡涉
足大千世界，汲取着“营养”。

遗憾的是，从宜川县城到李家岭村的上百里
山路正在改建，无法通车，我们陕北之行止步于
宜川县城。

老父亲得知情况后，一脸不悦，把自己关在
房间里整整一个下午。我知道他老人家的“心
病”，准备了几十年的感恩话窝在了肚子里，不能
向老支书、老队长、房东张大妈以及村里的乡亲
们当面表达。

陕北，已经不再是我记忆中的陕北。陕北的
变化让我惊奇，让我自豪。

女儿更加感叹，陕北这么美！下次你“探亲”
我还来。

陕北颂
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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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民歌，尤其喜欢陕北民歌。因为
自己五音不全，不会唱歌，于是更喜欢欣赏民
歌演唱，学习民歌歌词。——忝居延安市陕
北民歌传承发展研究会书记，源于此，为了
此。

现如今，现代科技让许多人成为宣传员、
表演员。

因此，陕北民歌的视频，耗费了很多人的
很多流量。

所以，陕北民歌的创作，成为了时尚人的
最新时尚。

许多原创的陕北民歌，因为经典，很快传
开来，也会传下去。

但是，一些新创的改写的陕北民歌，我不
懂音乐，就歌词而言，那是鼻子淌痌——擤不
开。

——谁能告诉我，“阳畔上的圪针哎背洼
上的艾”与“甚时候想起你甚时候来”，前后两
句有什么关联？

——“并排排走”的“一对对绵羊”百分之
百都是母羊或者羯子，与“哥哥能什么时候拉
着那妹妹的手”这种异性恋爱关系没有比兴
可言。

——“荞面 饦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
上。”因为凉性的荞面与热性的羊肉是绝配，
所以“死死活活相跟上”，成为久久传唱的经
典。有人改成“白圪森森荞面羊腥汤”——
改词的作者可能没认真观察过荞麦及荞麦
面：陕北传统的紫花荞麦的面粉是灰褐色
的，开白花、面粉比较白的荞麦是引进的日
本北海道品种。

——经典的传统歌词“对面面那个圪梁
梁上那是一个谁，那就是勾命的二唻妹妹”，
有人改成“对面面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
那就是要命的二啦妹妹”。斗大的字不识一
升的老文盲也知道，“勾命”的可能是情人，

“要命”的一定是仇人！
陕北民歌一些新创的新改的歌词，似乎

前后两句只顾及了押韵，没斟酌赋比兴。也
许考虑了赋比兴，但由于“兴”只讲究事物间
的牵扯而不讲究相似，作者推敲不到位，前后
两句就容易出现脱节现象，造成艺术纰漏。

陕北民歌绝大多数是两句整合成一个段
落的，前后两句不仅讲究押韵，还具有比兴、夸
张、写实、诙谐等艺术表现手段。

民歌美，先要语言美。
语言美，就要修辞美。
陕北民歌最讲究赋比兴。赋，即平铺直

叙，开门见山。比，就是比喻。兴，就是起兴，
先言他物，借他物来引出所要吟咏的事物。

陕北民歌的歌词美，美就美在比兴手法
的运用上——用得很多，用得很好。

在陕北民歌里，比和兴经常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比中有兴，兴中有比。那些久久传唱
的陕北民歌，既有旋律美，也有比兴美。

“一杆杆红旗呼啦啦地飘，当红军的哥哥
回来了。”——“红旗”引出“红军哥哥”，贴切
明了。

“五谷里那个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一十三
省的女儿呦数上那兰花花好。”——高粱在五
谷里出类拔萃，兰花花在“一十三省的女儿”
中靓丽夺目。

“洋烟开花四片片，照见妹子的白脸脸。
洋烟开花红又红，照见妹子的红口唇。”——
陕北说的“洋烟”就是罂粟（鸦片）。吃“洋烟”
上瘾，看见“妹子的白脸脸”“妹子的红口唇”，
就像吸食“洋烟”一样，令人上瘾，难以割舍。

“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舀米
也不嫌哥哥穷。”——“鸡蛋壳壳点灯”“烧酒
盅盅舀米”极言其贫困，但爱你的女人“也不
嫌哥哥穷”。

因为比兴手法用得多，用得好，所以陕北
民歌前后两句看似无干，实质有关。套用肖
云儒老师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理论，我说，陕
北民歌歌词，形无干而神有关。

陕北民歌有风雅，语言修辞赋比兴。

风情土黄
陕北民歌千年传承，高峰迭起，就在于陕北民

歌的歌词、旋律以及演唱者都扎根陕北沃土，情系
陕北人民，赓续陕北文化，不跟风，不媚俗，尚民
风，接地气，陕北韵味重，民歌气息浓。

陕北民歌博大精深

陕北民歌主要包括信天游、山曲、爬山调、船
工号子、大秧歌调、旱船曲、酒曲、二人台、榆林小
曲、清涧道情、传统小调及众多风俗歌曲。

陕北民歌起源于陕北，它最真实地反映了陕
北人的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劳动生活、民风民
俗。陕北民歌是陕北文化的一个活化石。

陕北民歌经过一代又一代陕北人汗水、血泪
的滋养，逐步形成了在演唱上高昂、豪放、优美、动
听等方面的特点。

陕北黄土高原是地球上土层最厚的高原。所
以陕北民歌厚重、宽广、悠扬。

陕北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地。所以
陕北人兼容并蓄，陕北民歌高亢、粗犷、大气。

陕北是军事重地。长城横贯，秦直道纵穿，长
城与秦直道在陕北交汇。历史上陕北战事频发，
产生了腰鼓、蹩鼓、胸鼓、扇子鼓等众多的鼓乐文
化。所以陕北民歌激越、腾挪、深情。

陕北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区域。陕北民歌是
汉、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以及鞑靼、契丹、党
项、瓦剌等多民族融合的产物。所以陕北民歌是
多元的。

陕北地干旱贫瘠，陕北人勤劳善良。陕北人
面朝黄土背朝天，信天游、山曲、酸曲、酒曲、劳动
号子、神汉歌、祈雨调……无论红事或喜事，不管
迎亲或哭丧，喜怒哀乐都在陕北民歌里荡气回肠。

陕北人重情，陕北民歌诠释了“未成曲调先有
情”的演唱理念。所以，演唱陕北民歌必须声情并
茂，感人肺腑；宁惟真固，不事浮华。

陕北民歌是在陕北方言的基础上产生发展
的。陕北方言独特的语音现象使得陕北民歌极具
艺术表现力，陕北方言饶有情趣的吐音使得陕北
民歌充满地方文化韵味。可以说，陕北方言是陕
北民歌的根基。所以，陕北民歌应该用陕北方言
来演唱。

陕北民歌源远流长

陕北民歌是几千年来陕北儿女在长城内外、

大河上下的黄土地上用生命演绎出来的天籁之
音。最原始的陕北民歌是祭祀歌、劳动号子。有
学者说陕北民歌中的信天游产生于周代中期，至
汉代稳定成形。

早期的陕北民歌没有发现文字记载，口口相
传下来了一些祭祀歌和劳动号子。如《榆林号
子》：“呦嗬，呦嗬，呦嗬嗬！”再如《老号子》：“呦嗬
呦嗬，呦嗬呦嗬嗨！”

明末陕北人李自成起义，老百姓唱的《闯王》，
我以为就是陕北民歌。《闯王》歌词：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

不纳粮。
吃他娘，着她娘，吃着不够有闯王。
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
《闯王》歌中的升（shēng）、合（gě）和石（dàn）、

斗（dǒu），是中国市制容量单位，一石等于十斗，一
斗等于十升，一升等于十合。四十年前，斗、升、合
器具在陕北农村家家户户都有。

陕北民歌是陕北大地上陕北人表达喜怒哀乐
的产物，陕北人“拦羊嗓子牧牛声”在陕北大地上
唱出了陕北民歌。千百年来，陕北人闹秧歌、转九
曲、过事情、打平伙，离不开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是陕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陕北民歌不是近代的产物。当然，陕北民歌在延
安时期有了新的内涵，新的发展。

陕北大地是陕北民风、陕北民俗、陕北民歌共
生共长的热土。陕北民风民俗孕育了陕北民歌，陕
北民歌深化了陕北民风民俗。陕北民风民俗与陕
北民歌相辅相成、相伴而生。所以，陕北民歌的创新
发展，必须符合陕北的民风民俗，必须传承陕北文
化。

陕北文化是变化发展的，陕北民歌也是与时
并进的。陕北民歌的创作者、演唱者必须深入民
间，深入群众。

陕北民歌的创新发展，不管是作词、谱曲还是
演唱，都要考虑陕北的人文地理，体现陕北人的生
活、生存、生产和情感、情趣、情操。

陕北民歌的创新发展，是传承基础上的延伸
和升华，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另立炉灶。陕北民
歌必须有陕北情，有陕北味。

“信天游”吧，让陕北民歌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走过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