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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女子线线的故事
庞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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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青春 奇怪的脚印
薛淑芳

1995年冬，一辆破旧不堪的小面包车
载着我和北京电视台摄制组的一干人马，
颠簸在陕北高原蜿蜒的盘山公路上。周
围的一切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湛蓝色
的天空万里无云，与北京灰白色的天空形
成了强烈对比；那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
黄土山峁，犹如一幅原始蛮荒的画面。纵
横交错的沟壑上点缀着白色的羊群，沟底
小山村的上空缭绕着缕缕炊烟，为这画面
注入了生命的气息，使人产生了一种返璞
归真的感觉。

然而，我却无心欣赏这大西北特有的
“田园风光”，只觉得车子开得太慢、太
慢。我已连续几天睡不好觉了，一闭眼，
眼前就浮现出过去的岁月和乡亲们的身
影，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些当
年一起玩耍过的女子们，早已嫁到外村
当了婆姨，其中当然也包括我熟识的线
线。二十多年过去了，线线会变成什么
样子？可不管她变成了啥样，我都想再
见见她。为了当年的那份情，也为了了
却缠绕在她心中二十多年的不安……

不像许多知青文学中描述的那样，农
村的女子都是手上长满老茧，腰身粗壮，
头发蓬乱，一走路还是罗圈腿。陕北这个
地方是越往北越穷，可人却越往北越漂
亮，后生粗壮、结实，女子丰盈、水灵，真
是“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据说是水土
好的原因。这也是老天爷造物的公道
吧！尽管大西北的风沙使他们过早衰老，
但他们年轻时大都是很标致的小伙子、大
姑娘。

线线在我们村的女子中是比较出众
的一个，即使用现代城里人的眼光来看，
她也是身材苗条、容貌俊俏。从父母那遗
传来的白皙皮肤和被劳动赋予的红润的
脸庞，是城里姑娘用任何化妆品都涂抹不
出来的。胸前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更使
她充满了陕北山里女子特有的朴实无华
的自然美。

我是在插队两年后分到基建队才开
始了解线线的，那时我也就 18岁。我在
后村插队时，与线线不是一个小队，很少
见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接触的增多，
我对线线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同情她的
处境。由于父亲的眼疾，家里的担子几乎
由她一人挑着。我无法想象，她那瘦弱的
身体是如何承担起地里那繁重的农活，可
她回家后还要担水做饭，还要帮助母亲照
顾年幼的弟弟。在我印象中，线线几乎没
穿过什么新衣服，可洗得发白的衣服总是
干干净净，补丁上细密的针脚更透着女性
的心灵手巧。

记得一次过年前后，知青们像往年一
样，被热情的乡亲们拉到各家去吃饭，每
天能吃好几顿。那天下午，线线妈早早就
来到知青窑畔，一个个地叫着我们去吃
饭。大家都推脱已经说好人家了。这时
线线妈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对我说：“你在
别人家少吃点，然后来我家，线线有话跟
你说。”

傍晚，我串着吃了两家后，看到天已
擦黑，才磨磨蹭蹭地向线线家走去。

线线家的窑在前沟里的半山腰上，我
老远就看见了线线妈站在窑畔上张望
着。她看见了我，显然是故意大声喊：“庞
沄来啦！快上来，屋里坐！”声音大得能让
整个沟里的人都听见，吓得我紧跑几步一
头钻进窑里。

窑里黑洞洞的。当时村里大多数人
家都已用上了煤油灯，可线线家还是一个
小小的油壶，里面盛的是永坪油矿井口边
捞上来的稠糊糊的废原油，壶嘴里插了一
根捻子，捻子头上有一点小小的火苗，还
冒着浓浓的黑烟。若不是线线爸被烟呛

得咳了一声，我都没看见窑掌里还圪蹴着
一个人。

线线在灶口生火，火光映照得她的脸
庞更加红润，更加动人。线线见我进来
了，赶忙迎上来说：“你……你真的来了，
我还怕你不来呢！快炕上坐！”从线线的
眼神里，我看出了她的喜悦和感激。在这
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到来给了线线
多大的安慰和满足。我开始为刚才那些
自私的想法感到深深内疚，我甚至想再为
线线做些什么，只要能使她高兴。

大概由于我确实是个稀客，线线妈也
兴奋得手忙脚乱。不一会儿，我面前就摆
满了油糕、油圈、两面馍、醉枣等一大堆好
吃的。我一边吃一边和线线妈闲扯着，线
线爸只管吸烟，一声也不吭。

线线坐在炕边，傍着小油灯，纳着鞋
底，不时地劝我：“再吃上些！再吃上
些。”她甜甜地笑着、聊着，全然不像在山
里干活时那样拘谨。我忍不住几次想问
线线有什么事找我，但是没问。后来终于
明白了，她就是想请我来吃饭，能实现这
么一点点愿望她就满足了。她相信我会
来的，可又有顾虑，不好意思自己去叫我。

我一直深深佩服着陕北女子追求美
好生活的勇气，她们从不考虑明天会怎
样，只是毫不犹豫地抓住今天的幸福。从
而自古以来演绎了那么多人生的悲欢离
合，创造出那么多哀婉动听的“酸曲”。

在上山下乡的年代里，一些知青有意
无意地演出了一幕幕新的悲剧，这也是我
每每听到《小芳》这首歌就感到很不舒服
的原因。所幸的是我和线线都很理智地
把握了自己的感情。我清楚地知道，自
己不会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修理一辈子
地球，又不可能带着线线远走高飞，那么
我还能用什么许诺来换取别人的感情
呢？而线线的顾虑更多是来自内心深处
的自卑。她所处的环境使她比一般陕北
女子更加深沉，感情也更加细腻。她完
全能理解我的想法，她不会为了自己的
幸福去勉强别人的感情。就这样，我们
把最纯洁的情感深深埋在了心底。尽管
我们相互都能感觉到对方的这份情，但
谁也不会把它点破，只要我们经常在一
起干活，能常常见面，心里就感到很踏
实、很满足。

然而，当这小小的愿望也将要破灭
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失去这份情感将要付
出多大代价！听到线线要出嫁的消息，我
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
味。那些日子，线线也心事重重，没有了
往日的欢笑。在她最后一次干活收工时，
一反常态，当着众人的面就对我说：“庞
沄，你等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等别人走远了，线线从怀里掏出了一
个用手帕裹着的小包，塞到我怀里说：“我
要走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没有什么
好送的，把这送给你作个纪念吧！”我打
开一看，是一双绣得非常漂亮的鞋垫，蓝
底白线，绣出的图案又整齐，又匀称，边
上是被称作万字不到头的花边，用揉碎
的彩色纸加水染成的红线、绿线在两个
鞋底中间绣了一对并蒂莲。

我当时也不知该说什么了！心头一
热，真想说：“线线，你千不该投胎在这个
穷地方！你万不该嫁给这受苦人！”可我
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我有能力改变她
的命运吗？没有！我觉得在命运的安排
下，我显得那么渺小。我只是像个傻瓜般
愚蠢地问了她婆家如何如何，她显然不想
提这个话题，总是说：“好着呢，你放心
吧！”

我们默默地往回走，想说的话太多，
可又似乎什么也不用说了，只想就这样走

下去。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刻，我鼓起勇气
看了看线线那双美丽的杏核眼，眼中没有
泪水，却饱含着深深的无奈和忧伤。

那些天，线线在家准备嫁妆，没有上
工。我就像丢了魂般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去看她。一天干活
时，听婆姨们扯闲话，说线线的父亲吆喝
着那头尚未长大的小猪去公社卖，人家根
本不收，又赶回来了。我真恨自己太没脑
子了，线线此时是多么需要钱呀！收了
工，我跑回窑，把我当时所有的积蓄——
45块钱全都拿了出来，急忙往线线家赶
去。

不出所料，线线坚决不要。
45块钱，在我们那个穷山沟里，几乎

就是一个壮劳力辛辛苦苦干两年的所
得。在我的一再坚持下，线线最后很认真
地说：“那好吧，我真的是不能收你的钱，
这钱算我借下的，过两个月，我家的猪长
大些，我一定卖了钱还你。”

我了解线线的个性，知道再说也没
用。不管怎样，能帮助线线解一解燃眉之
急，我心里也好受些。

线线终于出嫁了。记得那天，她头上
顶着红布盖头，穿了一身新条绒衣裳，骑
着毛驴走了。牵着驴的是她的男人——
一个典型的陕北后生。那迎亲的唢呐声，
在我听来是那么凄婉，那么忧伤。我跑上
山顶，望着渐渐消失的红盖头，呆呆地坐
在黄土地上久久不动，任凭泪水流淌。我
知道，我失去了线线，也永远地失去了一
种这辈子再也不会有的情感……

没过多久，我就回了北京。我借给
乡亲们的钱都没让他们还，我也只能再
为他们做这么一点点了。但我心里明
白，线线一定很后悔跟我借了钱，她会久
久不安的……

汽车拐过了一个山峁，一个美丽的小
山村呈现在我们眼前。只见村口边、窑畔
上黑压压地聚集了好几百人。刚才还埋
怨早知道路这么难走就不来了的摄制组
的同志们一下子全被感动了！当我们的
小车远远鸣笛示意后，顿时锣鼓声大起，
两队身着节日盛装的秧歌演出人员在伞
头的带领下，迎着小车扭来。

我们下了车，在乡亲们的夹道欢迎
中，缓缓向村里走去。我熟悉的和不认
识的父老乡亲们都来了，轮环、外庄、加
女、兰庄……还有当年的女子，宝兰、风
亮、明眼、兰儿……我一边回答着乡亲们
的问候，一边环顾着四周，在人群中寻找
着……

线线！她真的回来了！站在我面前
的线线——鬓角上已依稀可见一丝白
发，长长的辫子挽成了髻，皮肤还是那样
白皙，只是岁月的痕迹已清晰地刻在了
额头上。她的眼神里已没有了忧伤，而
是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线线在和我
寒暄的过程中，小声地说了一句：“过会儿
闲下来，我找你有话说。”我马上意识到了
她要说什么。

当我安排好摄制组的同志转身走出
窑洞时，线线早已等在外面。她又一次从
怀里掏出用手绢裹着的小包说：“庞沄，这
是你借给我的 45块钱，外面这么多人，你
快收好，我不晓得你家的地址，一直没法
还给你，我真的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哦，二十多年过去了，就像我的直觉
告诉我的那样，她还在为那 45块钱而不
安！尽管她知道我不会缺那 45块钱，但
她有自己为人的原则，她不能不明不白地
把那钱占为己有。这是一个多么善良、朴
实而又多么了不起的女性啊！

不，她一点儿也没变，她还是我熟悉
的线线！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来到陕北插队。
那时候，没有冬闲。每到冬天，农民比

春、夏、秋季都忙，都苦，都累！我们这些知
青也不例外。

当时，小燕在大队小学教学。她听说
我要去柳沟工地干活，担心我冻脚，就拿
出了自己心爱的翻毛皮暖鞋让我穿上。
我高兴极了！因为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
穿过这么漂亮、这么暖和、这么高档的
鞋。穿着它不但保暖，而且感觉很牛气！
当时，我只顾高兴，就没想到学校的条件
也很差，没想到教室简陋，门窗透风，连个
小火炉也没有，这双翻毛皮暖鞋对小燕来
说也很重要。

“日战太阳夜战星，没有月亮点马灯”

是当时农田大会战的口号，也是我们艰苦
劳动的真实写照。我们每天披星戴月辛苦
劳作，常常是晚上十二点收工，凌晨三四点
又要上工。每当这时候，为了避免凌晨上
工迟到，我晚上回到自己的居住地之后不
仅不敢脱衣睡，有时连鞋也不敢脱。头朝
炕掌，脚搭在炕沿，只要村长在村头一吆
喝，我被子一揭就出门了。

一天，天刚蒙蒙亮，睡梦中的我隐隐约
约听到了队长的吆喝声后，就赶紧起床，下
地穿鞋。

当我穿好衣服推开房门，看到下雪
了！大地白茫茫一片，整个世界都银装素
裹，美不胜收！我赶忙拿起干活的工具出
了门，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顶着刺骨的寒

风，急匆匆往工地赶去，身后留下了一串串
清晰的脚印……

我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不一会儿就到
了工地。这时，跟在我后面、同样是来工地
上工的几个婆姨也到了。但令我好奇的
是，她们凑在一起，目光落在我的鞋上，叽
叽喳喳、嘻嘻哈哈地连说带笑。

“你们在笑什么？”我问她们。
听了我的话，她们笑得更厉害了。
我一头雾水，不知她们在笑什么。顺

着她们的目光，我赶忙低头看了看自己的
鞋。这一看，我也不由大笑起来！原来在
慌忙之中，我把鞋穿反了！所以，在来的路
上，雪地上留下了一串串奇怪的脚印，成了
她们的笑柄。

● 吉祥如意

● 吉兔送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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