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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风土人情 
 

苗广华 

 
京城的宋庄国画院和荣宝斋在延川县办画展，企业家摄影学会

应邀一起来延川采风。我不懂国画，摄影也是三脚猫，但陕北的乡

村风土、尤其是正月十五过大年，再不来看看，以后可能再也见不

着了。 

第一次去延安，去了延川。画家们到村里坐那儿不动认真画，

我是一进村就钻窑洞找老乡唠嗑。认真拍摄之余，每晚翻开拍摄笔

记，知书达理的当地老艺术家和不识字但黄河文化底蕴深厚的婆姨

都有，但感受最深的，却是黄土地上百姓的热情忠厚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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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里 

（2019年 2月 14日延川县城） 

 

“延安还是西安？”是抗战期间每位热血青年和志士仁人都曾

面对的抉择。短短十来年后，选择延安的建都北京，选择西安的逃

去台湾。28 年的国共血海深仇早已一笑泯，谁说中国人心胸不开

阔？ 

西安正北就是延安，飞行距离 280公里，高速公路才三百公里，

南泥湾机场在黄土坡顶，看着离沟底还有好高，“咣当”一声已经

落地，和底特律机场有点儿像。簇新的机场，每天 3~5 个航班，全

是上午到中午走，下午一点机场就关门。 

13 公里车到市中心，当街就是“延安维也纳酒店”，实在怪怪

的。对面街边，14 块一碗刘一手的荞麦面饸饹，麻辣入味，加饸饹

不加汤。车过宝塔山清凉山梁家河，一小时后到延川县城住下。趁

着太阳还没落山，沿着冰冻的延河两边走走，延川县城到处新房

子，只有山上还剩下少量改造过的窑洞。接下来几天下乡，去找没

改造过的老窑洞。 
 

 
县城边仅存的窑洞，已经改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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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                                                                           延河 

 

  
延川二中                                                                   放学 

 

欢迎晚宴上，请来堂会，第一次见识陕北说书：四人分别使用

三弦琴、二胡、板胡、快板、梆子五种乐器，腿上还绑着节子板，

一人主唱三人对应，拿席间各位当对象，当场现编现唱，恭维挖苦

取笑，晕腥不少，妙语常惹得哄堂大笑，可惜那陕北土话我只能听

懂一小半。当地画家们杯盏交错间大声拍手叫好，和旧时北京戏园

子一个调调。两年前在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的头牌鱼雷酒吧，也见

识过类似现编现唱的民间艺人，和早年台湾的谐星张帝差不多。据

说旧时新窑洞入住前，或是红白喜事，都必须有说书的，否则不吉

利。如今说书已罕见，再过一代人，恐怕就要彻底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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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的文化根基 

（2019年 2月 15日延川县城） 

 

中原文化的根基，扎根在豫晋陕农村乡间，城市早已失去了魂

魄。陕西能让我慕名而去的，一是韩城，太史公的故乡，二是枣园

杨家岭，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地方，三是兵马俑。其他的，全靠

自己下乡发掘。 

上午，荣宝斋画院的画家梁建平领衔的新乡土水墨研究工作室

师生延川书画展开幕式，加上座谈会，这一上午听到人们互称“老

师”的次数，比我这一辈子听过的还要多 N倍。 

座谈会上，延川当地艺术家们，都谈到对北京知青的感谢，听

得出是发自内心：知青偷光别村的鸡，好心只留下本村的，架不住

村村知青皆如此，搞得陕北鸡骨遍地鸡毛飞扬，但二万多北京知青

给闭塞的陕北农村带来极为强烈的文化和思想冲击，打开了陕北老

乡的眼界，至今仍有许多知青经常回访，个别的一辈子住在陕北。

这些艺术家不是吃官饭的，绝大多数都是乡村百姓，说话实在。尤

其是几位年轻的也这样说，问何故，原来是听父辈说的。 

这位画家梁建平，两口子北京人，1997 年徒步走黄河，来到延

川的那会儿，最好的路只能走驴车。他们在这黄土高坡上找到了心

灵的归宿，在乡村一住两个月，除了不下地干活挣工分活命之外，

和知青插队一样。坐在窑洞里热炕头儿上，乡间写生采风积累冲动

突然迸发，一次画了几十幅画，把这里当成了家，20 多年来，和延

川当地民间文化艺术人称兄道弟融为一体，每年春秋两季都住在延

川，“每次站回黄土地上，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融入乡情亲情之

中，心里的困扰就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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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展作品之一、之二 

 

 
土生土长的延川人，如今在北京市当书画家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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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处窗外 

 

下午又在县城街上闲逛，满街都是晒太阳的老人，打牌玩棋调

情，轻松自在。 
 

 
第一次见到老妇棋局。不走棋，摸起来比大小定输赢 

 

 
这三位老汉笑得不太正经                                原来是汉子婆姨当街打情骂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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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去延川县书画艺术界元老冯山云的艺术馆。冯老今年虚岁

70，年轻时学版画，进至布堆画、儿童画、影像、剪纸，近年来自

学油画，老伴儿是他的模特儿，也是所有布堆画的缝制者。冯老的

艺术生涯和作品，散发着浓厚的黄土高原上传承了几千年的家庭文

化。在他家窑洞里，感觉到的只有乡情温暖质朴和智慧，强烈感受

到黄土高原的文化扑面而来。读读他对结婚的解读吧：女人对问题

想开了，男人对世事想通了叫“结婚”，女人知道了人生的长短，

男人知道了事理的深浅，叫“婆姨汉”。 

别以为老先生是艺校出身：正儿八经一辈子农民！ 
 

 
农民艺术家冯山云在讲解他设计、他老伴儿缝制的夫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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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图（布堆画）                                          婆姨图（布堆画） 

 

 
结婚和婆姨汉图（布堆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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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村串户画的乡亲油画肖像，每人都有名有姓 

 

  
   脱鞋上炕                                      炕头上挂着冯老汉画的父母油画肖像 

 

 
送我们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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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的痕迹 

（2019年 2月 16日陕西到山西） 

 

七点半吃饭八点出发，车到 32 公里外的黄河边上延水关古渡

口，过大桥东渡黄河，来到山西永和县永和关村。 

古时候，一河之隔的这一带陕晋两省民间车马经商，全靠延水

关渡口摆渡，这里曾经是生意繁忙的水陆码头，早已废弃，延川这

边的延水关渡口毫无踪影，永和那边的永和关村尚有遗迹，过去看

看。 

沿着碎石路爬上山去，向导介绍，山涧对面山壁上，古时候是

个石垒的戏台，看台在山涧这边，当中有石桥连接。隔涧望去，对

面山壁上戏台地基依稀可辨，石桥和这边的看台却早已经消失在流

逝的光阴里。遥想古时的水陆码头永和关村，曾经多么辉煌富裕，

能隔着山涧造戏台，晋商阔气。 

走进村中，空无一人，窑洞废墟中，炕上酒瓶瓷缸到处都是，

门上挂的破锁锈迹斑驳。翻过一道高坎，眼前一亮，一排十几间窑

洞，门前是开阔地，虽己成废墟，仍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静静俯

视着山下的黄河和对岸的陕西。霍玮兄三秦三晋历史文化造诣很

深，凝视片刻说，此乃旧时客栈。与戏台遗迹对照，深以为然。这

永和关村客栈，按当时标准，起码可算三星级酒店？ 

独坐废窑洞顶上，望着眼前废墟和脚下宽阔的黄河发呆。天还是

那片天，地还是那片亘古不变的黄土高坡，山脚下的黄河，还是挟着

碎冰凌缓缓淌过，流到壶口变成扑天瀑布。但曾经繁华热闹的永和关

村和延水关渡却已变为废墟，曾经富甲天下的晋商早已化作黄土，再

冒出来成了煤老板。宇宙中天地间，唯有光阴能改变一切，唯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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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有光阴。 
 

山西省永和县永和关村遗迹 
 

 
曾经的小康人家 

 

  
曾经的大户，门楣上写着“耕讀傳家”。两进的院子，这是堂屋，旁边还有多孔窑洞 

 

  
窑内                                                                        旧时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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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栈内院                                                        曾经的豪华客房？ 

 

中午到冯家塬村，和一位中年婆姨商量，进她家窑洞看看。她
父母正在睡午觉。不敢多打扰，快快出来，下山吃饭，哨子饸饹。
深山沟里，小饭店老板的一对儿女电脑游戏照样玩得欢。 

 

 
              冯家塬村中                                                      窑洞中的电脑一代 

 
 

 
旧窑洞                                       新窑洞，通自来水通电，有卫星电视 

 

返回黄河西岸，到陕西省延川县延水关镇刘家庄画家村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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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黑板上是路遥 1970 年来这村时，以生产队长鲁雄彪为原型写的

诗“我老汉走着就想跑”，是他的处女作，就发表这块黑板上。这

也叫诗，难怪他诗人生涯一事无成，才华全在写小说方面。 
 

 
刘家庄画家村口黑板报 

 

画家村中没见着画家，只见到六位老太太和一位老汉。山里人

劳动一生，只要没有大病，大多身体健壮。 
 

 
刘家庄画家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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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 86岁老太太，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手脚利索耳聪目明，可能是农民画家？ 

老太太大都爱穿大红花棉袄。 

 

 
坐在小板凳上，两位 86岁的老太太，“蹭”一声就能站起来。 

 

步行约二公里，到黄河边看延水县古城遗址。延水县建于秦

朝，如今尚有一小段坍塌的黄胶土旧城墙，强于玉门关的古汉长城

遗迹。延水县古城与黄河对岸山西省永和县古城遗址隔河相望。相

传古时两县衙门虽隔着一条黄河但仍钟鼓相扰，两位县太爷都讲道

理，从黄河边各退 70里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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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祭河神的神台 

 

  
黄土高原                                      十几年后，这些窖洞还会有人住吗？ 

 

慈祥善良的郭大娘 

（2019年 2月 16日延水关镇苏亚村） 

 

午后路过盘龙湾，刚走到石佛村，柏油路就没了。苏亚村在延

水关镇尽头的黄河边，去那里只有土路，浮土有五公分厚，黄烟滚

滚一路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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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湾 

 

苏亚村偏僻，下省道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没有外人来，民

风那个憨厚淳朴，百姓那个热情善良，暖得心里热乎乎的。 

进了三户人家窑洞。第一家人，街坊邻居七、八个人，在家门

口打牌。霍玮兄、迟明丽和我三人在院子外面招呼一声，进去和他

们边聊边拍。大娘说明丽，你这姑娘是大学生吧？他们牌打得不亦

乐乎，我们围着拍得不亦乐乎。 
 

  
苏亚村中的牌局                                                     像是西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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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家人，老汉姓贺，62 岁，走路颤颤巍巍，霍玮兄说，老汉

大概得过中风。进屋坐下聊聊，老汉果然中过风，只能让婆姨上山

放牛。炕头上那老旧的诺基亚手机，20多年前的时髦货。 
 

  
贺大爷脑梗之后不能出去干活儿，婆姨上山去放牛 

 

代表牌局中的各位来送我们

黄河边废弃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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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其他人都聚在路边烤红薯，我和霍玮兄二人走下山

坡，未见炊烟但闻狗叫，循声找去，临近黄河边，走入狗叫家院

子，大娘迎出来，憨厚朴实笑呵呵，邀我们上家里坐坐。 

虽然远在深山沟里，苏亚村如今家家通上了电，柏油路明年能

修到村。家家门口有政府给打的机井，世代喝黄河水的村民，喝上

了自来水。家家统一修了分男女的茅厕，秉承北方习俗，和居住的

窑洞保持几十米的距离。 

院门口鸡笼里养着几只鸡，小狗脖子上拴着铁链子。这只小狗

爱咬人。一排四大间窑洞，院子宽敞，边上棚子里放着鱼网，老汉

下黄河，常捕到一尺多长的大鱼。回来后才知道，当地黄河中出鲤

鱼、鲫鱼、骑马婆三种鱼。最好吃的是骑马婆，那种鱼长得像八须

鲶鱼，但只有两根须，能长到一尺半长。村里有几位会打鱼的农

民，一年能挣好几万，熟人 80块一斤，卖到城里一百一斤。 

还没进屋，大娘

先端出一大箱子红

枣，笑呵呵非让我

们成把抓，还使劲

往我们兜里塞。进

窑洞上炕聊起来。

老太太叫郭虎，64

岁，不识字。她老

伴儿叫贺（当地话

读“黑”）清瑞，66 岁。家里养着四头牛，自己种菜种红薯，当地

不种小麦，过去是买来麦子自己磨面吃，现在直接买面粉。墙上挂

满家人照片，桌上摆着 30 年前见到的大疙瘩电视，冰箱里面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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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腐竹、黄瓜。一男二女三个娃，延川、延安、西安各一个，

年三十回家过年，初四就都走了。常去看娃吧？是啊，哦一年去两

次。你们老俩口一起去？那哪成，家里还得有人放牛嘞。给儿子带

娃不？不行，不要哦带，城里带法哦不会。 
 

 
窑洞里有冰箱电视，墙上是郭大娘儿子媳妇和亲友的照片 

 

贺老汉在山上放牛未归，郭大娘说该做饭了。窑洞里没看见钟

啊表的，咋知道老伴几点回来，几点吃饭？郭大娘说，看天就知道

点儿啦。我们问，你做饭，哦们在一边儿看，行不？行啊。我俩大

喜。 

先随郭大娘到放粮食窑洞里，玉米、豆子、粉条、大枣、油、

存粮食的大缸小缸，放满一窑洞，掀起后墙小布帘，里面是红薯

窖。她舀起小半盘面回来，和好面，灶台边取出面板擀面杖，擀好

面饼，迭起来切成韭叶宽的面条，切了半棵白菜，灶里点火添柴，

葱花炝油锅，白菜冻豆腐下锅，白烟腾起，满窑洞飘香，水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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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柴火光映红郭大娘憨厚的脸庞，窑洞窗户亮光映出灶台边郭大

娘的身影。炕烧热了，我趴在灶台边地上，看得呆了。 
 

  
                去粮仓取面，我们跟着去看                                                 出粮仓 

 

  
和面，那个黄铜大勺有年头了                                                 擀面 

 

  
切完面条切菜、冻豆腐和葱花，准备起油锅                                   烧灶 

 

郭大娘掀开锅盖，香喷喷一锅汤面，盛出两碗，又端出两小盘

自己腌的咸菜，笑呵呵叫我俩先吃。我们不饿，吃过啦。客气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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嘞，都到家了，吃吧吃吧。那哪成啊，你老伴还没回来呢。么关

系，你是客，你先吃。我真想吃，二人身上却分文没有。大娘，哦

么带钱。要啥钱嘞，自家面，吃吧吃吧。面碗筷子送到我面前，看

着郭大娘慈祥善良的眼神，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 馋的。 

突然想起，同车贺平兄夫妇还在村中等我们，电话一问，身上

正好有钱，车开过来一起进了屋，我大口喝着汤面，眼前是 13 岁那

年，回乡当三个月农民时天天晚饭端着大碗喝杂面条的情景，乡里

亲情，鼻子有点儿酸。 
 

  
给霍玮兄和我一人盛出一碗，白菜冻豆腐面条，城里闻不到的喷喷香。 

我一碗下肚，眼盯着霍玮兄那碗。 

 

不知觉间，在郭大娘窑洞里呆了二个小时，都够从上海飞到香

港了。若能等着看到拍到郭大娘老伴儿赶着牛回家入圈，进门吃

饭，饭后洗碗，上床唠嗑睡觉，那该是多完美的农耕家庭一天的生

活呀。可是同行的其他四辆车一小时前就都回去了，电话微信没完

没了催我们赶紧走，只好告辞，要留给郭大娘 50 块，郭大娘硬推硬

是不要：咋能要你钱嘞？硬塞到她手里，转身逃出窑洞。回头一

看，郭大娘已经举着钱追出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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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村时，碰见这位放牛

郎，肩荷锄头手执放牛鞭，

赶着五头牛回乡。看他那眼

神，清亮透彻欢乐。 

出村不久，天已经全

黑。苍凉壮伟的黄土高原和

宽阔的黄河，都已没入黑暗

中。天空下静寂无声，远处

黄土高坡上，依稀可见一点灯光。乡村人的憨厚善良，就像黑夜中

远处那一点灯光，虽不太亮，却暖透人心。 

贺平兄在黄河边捡到三块黄河玉，回来让懂玉的一看，一块里面

有白玛瑙不算稀罕，但另一块是鱼鳞玉，算是发了笔小财，便大度地

不要我还他那 50块面钱，我也心安理得。 

 
 
 
 
 

刘大娘的柴火垛，要烧   

到秋天收玉米的时候。 

 

 
 

 

黄河文化的代表之一：黄河沿上的
酒瓶和刘大娘。她说家里有黄河石
头，但不敢卖。同行者中一位，据
说淘到了价值三万块的黄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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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的大勇和大善 

（2019年 2月 18日马家湾古村落外） 

 

上午车到梁家河、路遥故居和新翻造的文安驿古镇，我忙着写

笔记理照片，没顾得下车。 

下午到马家湾古村落，村民已经全部迁出。昔日富人的宽宅大

院，只剩破墙残垣，唯一的活物，是院中的老榆树和杂草。找个破

院子，一壶浊酒一本书，坐在碾盘边树荫下静发思古悠情，这是个

好去处。 
 

 
马家湾的废窑洞 

 

在村边路上散步，对面过来位大娘，慈颜善目，步履矫健。好

不容易才见到个活人，连忙拦住大娘问候，这村子的人都搬哪儿去

了？大娘说，都搬半坡上嘞。我说，哦跟你上你家看看行不？大娘

乐呵呵说，咋不行嘞？拉上我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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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聊，大娘活泼开朗，识字不多，知道自己名字刘凤莲的

莲字有草字头。大娘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今年 71 岁，国家每月补助

150 块，她老伴 81 岁，每月补助二百块。四个娃都在延安工作，重

孙子重孙女有四个，二位老人和娃们一起住在延安城里。正月十五

村里请来戏班子唱三天戏，老俩口全家四代回村来看戏。 

上坡到刘大娘家，大门口停着她孙子的白色比亚迪。进院子掀

门帘进窑洞，炕上坐着刘大娘的老伴。灰白短发，腰杆笔直，双眼

有神，不像一般庄稼人。我问候了老人，在炕沿边坐下，四下打

量，冰箱沙发平板电视都有。刘大娘拿出桔子香蕉瓜子放到炕上，

边倒水边说，他是当兵的，不会客气，你吃你吃。我一听挺高兴，

赶忙告诉老人说，我是 1971年的兵。 
 

 
马元德和刘凤莲老俩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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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元德老人，今年 81岁，参加过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 

东线战场作战，攻入印度，完胜后凯旋归国 

 

 
刘凤莲大娘，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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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叫马元德，1958 年入伍去西

藏，1963 年复员回延川。想起中印边界

自卫反击战是 1962 年，忙问老人家参战

没有？老人平静地说，参战了，哦们驻地

在日喀则，11 师，首批打进印度。听得

我血脉偾张：这是“一战能保 30 年和

平”的自卫反击战前辈老兵啊！立刻跳下

炕沿，向前辈敬军礼。 

老人含笑还礼，下炕走到墙上挂着

的照片前，指着那张最大的横幅照片，

“纪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胜利 50 周年战友合影留念”，那是几

百名参战老兵 2012 年齐聚西安拍的。马老人胸挂军功章纪念章，坐

在前排正中。 
 

 
自卫反击战胜利 50周年，参战老兵纪念集体照 

马元德老人 1958年入伍时 

的新兵照。一颗星，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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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地区的参战老兵 

 

 
马元德老人和战友 

 

扶老人上炕，拉着老人的手聊天。老人打完第二仗就升了班

长，全班九个人，一挺轻机枪，其他全是新发的冲锋枪。印度兵打

仗怎么样？老人开怀大笑，脸上顿现豪气，双眼放光，平静的语气

升高，一挥手说，不行！哦们的战士不怕死，训练好，东突突西突

突（边说边用双手比划），一下就把据点围上了。印度兵怕死，一

围上就投降，哦们抓了他五百俘虏，听得我大笑。打死过印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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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老人语气恢复平静说，不知道，打了就冲，顾不上细看打没打

死，急着往前冲抓俘虏。有战友牺牲吗？有，不多，有的立一等

功。班里战士有牺牲的吗？没有，有受伤的。在前线吃啥？哦们自

己背小米，炊事班背锅上来做饭。喜马拉雅山难走，后勤上不来

嘛。 

背着沉重的武器弹药和小米，徒步翻越险峻高寒的喜马拉雅山

脉，老人的双手都被冻伤致残，是三级残废军人。捧起老人变形的

双手细细看着，眼睛湿润起来。 
 

  
马元德老人自卫反击战中被冻伤致残的手，三等残废军人 

 

 
老人的复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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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元德老人不识字，当兵五年，从印度回国后，复员返乡务

农。前些年想回日喀则看看，走到云南，海拔高，老人喘，刘大娘

劝马老人回家了。当初班里一起在印度作战的九位战士，如今尚有

四位健在。 

刘大娘说，老汉就是爱部队，和他爹一个样。忙问老人，您父

亲叫甚？马玉海。也当过兵？当过。当啥兵？当红军。那是 1937 年

抗战爆发前参军的老红军，马家还有更老的军中前辈！我跳下炕

沿，又立正给老人敬个军礼，这次是给他老红军父亲的。 

马元德老人淡定微笑着说，哦孙子也当过兵，在南京。天呐！

马家四代人中，三代人当过兵，两代人上过战场，一门忠勇军人，

了不起！ 
 

 
刘凤莲老人介绍娘家的照片，她兄弟姐妹八个，她是老大 

 

向老人告辞，老俩口送到大门外，霍玮兄等正在附近，过来和

老人聊得起劲，索性一起又进老人家窑洞，霍玮是 1975 年的兵，拉

着老人聊得热闹。 

老人的女儿孙子重孙一群人进门，刚才在村口见过这一家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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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了照片，一转眼在他们家里重逢，笑作一团。离吃饭时间还早

呢，但老人说谁也不准走，非要给我们做碗面吃。媳妇和面，女儿

切菜，孙子压饸饹，大儿子烧火，大娘里外张罗做哨子，三个小童

跑来跑去，满窑洞乐融融暖洋洋热气腾腾，这辈子第一次见到，深

留心底。 
 

 
幸福一家，四世同堂 

 

 
生火做饭。这种从灶顶续柴的新灶，能顶三个火头用，同时烧三个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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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媳妇和大孙子压饸饹下锅 

 

 
刘凤莲老人去鸡窝里取回刚下的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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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饸饹、哨子和调料都端上炕                                          四世同堂 

 

 
三个兵，坐炕上吃 

 

临别时给了小童压岁钱。给马元德老人留下一百块，老人家当

时就急了，在炕上跪起来抓住我说，都是当兵的，吃碗面咋还给钱

嘞？忙说不是饭钱，是两个新兵蛋子给前辈拜年，老人家还是不

依，我只好给老人家又敬礼又作揖，老人家才不再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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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老人告别                                    老人全家九口，贺平兄、霍玮兄和我 

 

请老人家在院子里拍纪念照，边拍边想，上战场出生入死，返乡

后平凡一生，忠勇军人究竟

图的啥？正在此刻，两只洁

白的和平鸽落在马元德老人

身后的隔壁院墙上，顿悟：

军人舍生忘死厮杀疆场，为

的是世人能过和平的日子，

此乃大善！ 

老人全家老小九口把我

们一行送出大门口，送到半坡下。临别我拉着老人的手说，来世咱

们还当兵。老人笑了，温和慈祥。 

 

村头看戏，跟入洞房，绕九曲 

（2019年 2月 17日马家湾村，2月 18日延川县城） 

 

离开马家湾回县城晚上看灯会，见到子长县青年道情艺术团在

村口搭的戏台，想起马元德老人一家四代专门从延安赶回村里看

戏，暗下决心，晚上要回马家湾来看民俗乡村戏。霍玮兄逃出酒

和平鸽陪伴着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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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也想去村里拍摄看戏，于是晚饭后回马枪杀回马家湾，挤过扭

秧歌的人群，直奔后台先找戏班子聊天。跟戏班子混熟了，才能在

台前幕后随意走动拍摄。戏班子辛苦，除了农忙时节，一年到头走

村串寨，到处演戏终年奔波。腊月回家过个年，大年初二就出门演

戏，大冷天只能后台生个火炉子，围坐取暖。团长是女子，今天病

得说不动话。 

戏台就是黄土地上铺几大块红地毯，顶上架起帐篷挂上灯，帐

篷角上打字幕，放着大喇叭扩音。红地毯外面就是看戏的老幼村

民，早早就来抢好头排位子，挤在一起或站或坐。挤不到前排的，

只能踮起脚，伸长脖子看。再靠后面的，站在小板櫈上或石头上

看，最远的，干脆站在拖拉机拖斗里或在自行车后架上看。 

正月里请外乡戏班子来连唱三天大戏，老老少少天天看，全村

老幼齐聚戏台附近，大人笑孩子欢，是村里一年中最隆重的聚会，

也是陕北农村千百年来的不变的民俗。但戏班子已经与时俱进，不

但用上了电子琴大喇叭，而且架起两部手机现场直播。 
 

  
            后台                                                              前排位子早被占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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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戏老幼                                         晚来的没挤进去，在场外看直播 

 

今晚戏是“追婆姨”，三人道情，戏台右边是梆子钗锣打击乐

器，李老汉带着儿子媳妇和孙子一家三代掌管，戏台左边是弦乐，

一把板胡加一架雅马哈电子琴。看戏的老少村民乍见戏台上冒出几

个戏外人，觉得好奇，我们在台上面对村民和演员，也觉得新鲜，

但一会儿就相互习惯了。 
 

 
打击乐器部，老李敲锣，儿媳妇打钗， 

儿子敲梆子打快板，孙子跟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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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乐部，一把板胡。还有个雅马哈电子琴 

 

 
开演 

 

戏文听不全懂，但看的明白，小两口闹翻了，婆姨跑回娘家，

但又思念汉子，边给汉子纳鞋底边流泪。汉子来追婆姨，丈母娘不

依不饶，女儿又帮着汉子和娘闹，最后皆大欢喜，婆姨跟着汉子回

家。丈母娘唱着唱着，大喇叭突然哑了，披着草绿军大衣的电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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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来，给丈母娘后腰上挂的无线麦克风传输机换上新电池，丈母

娘再接着唱。 
 

  
                     小两口闹翻                                                                 跑回娘家 

 

  
                                    诉说                                                               想汉子，给他做鞋 

 

  
                               汉子追婆姨                                                    自己汉子，不准娘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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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两口吵架不记仇，欢欢喜喜回家走 

 

  
                        观众开心                                         扎头毛巾对襟衣，旧式服装加手机 

 

 
场外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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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去县城广场看秧歌舞，我出门晚掉队落了单，却碰

上一支结婚队伍，便跟着新郎新娘，进了一回洞房。 

头天见过这位新娘子，乐队有西洋鼓、唢呐、笙、胡琴和两支

长号，十几辆花车绕城。今天改为步行，一群年轻男女簇拥着新郎

新娘，在飞雪中扭秧歌行进，有人用棒子一路打着新郎屁股，鼓乐

爆竹声中去新房，老人儿童在新房等新人。 

挤上电梯，15 层两室两厅中拥满男女老少，就我一个是外人。

新人先入洞房，“碰”一声关上门，全体欢呼。 

过一会儿洞房门打开，十来平方米，一张床，天花板墙上张灯

挂彩。我挤进去占据床尾位置，不怕别人赶我走，喜事不嫌人嘛。 

吵吵嚷嚷当地话大都听不懂，但规矩看得明白：夫妻二人脱鞋

上床，床上大红锦被下，塞着一些红枣、核桃、花生和百元票子，

新郎新娘二人一齐抢。然后新郎翘起脚，新娘给新郎穿上新鞋，站

起一下，再脱鞋坐下。（旧时应该是新娘给新郎做的鞋，讲究穿上

合脚）简易炕桌端上床，摆满酒菜、馒头、大肥肉片、核桃、花

生、镜子、红瓶西凤酒和红色小酒杯，点起两支洞房花烛，新娘端

坐不动，新郎站起来绕桌走一圈，软床垫上深一脚浅一脚不准掉下

床，也不准带灭烛火。（意思是汉子顾家，围着炕桌和婆姨转）打

开红瓶西凤斟入红色小酒杯，互敬三杯后再交杯。（陕北姑娘不会

喝酒当不了婆姨？）两人各自的属相做成长条形白面馍馍，有半尺

多长，用红带子绑在一起（属相相配），拆开后各自捧在胸前。伴

娘用筷子挟起两大片肥猪肉，夹在两个圆馍馍当中，新郎新娘各咬

一口拿走，重复两次。（不懂意思，知道的请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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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新娘马路上扭秧歌                                    这个盆子不知是什么说法 

 

  
下着雪                                                                         新房楼下 

 

  
              洞房里，新式炕桌上                              二人各自属相形状的长条形白馍馍 

 
 
 
 
 
 
 
 



 41

看到此时已经近一小

时，穿着防寒服装的我热

到几乎昏厥，实在撑不住

了，挤出洞房逃到街上才

喘过气来。延川县城里，

窑洞变成大楼，硬炕换成

软床垫，但窑洞里古老的

结婚规矩，依然保留着。 

正月十五元宵节绕黄

河九曲，是发源于陕北、流行于黄河流域的古老民俗。县城广场上搭

起转了几十个弯的迷宫般通道，进了九曲阵，就只能前进不能走回头

路，说是转出九曲黄河阵，一年到头事事顺。全城百姓都来转，大人

孩子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左转右转近一小时，才转到迷宫中心包着金

纸的柱子边，摸一下，说是能保佑富贵平安，消灾消病。大概绕九曲

只对黄土地上人显灵吧，我摸了三下，第二天反而感冒了。 
 

 
转九曲，摸金柱 

各自捧着自己属相的长条馍馍，准备咬夹着两片大 

肥肉的两个圆馍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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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脱贫，七头驴和两位光棍老汉 
（2019年 2月 18日关庄镇甄家湾古村落） 

 

下午来到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的甄家湾古村落。建村于近八百年

前的元朝，原大户姓郭，康熙年间不知何故，郭姓迁出甄姓迁入至

今，村民大多姓甄，少数姓白，当地土话把这两个姓读作“征”和

“贝”。 

甄家湾古村落沿着延河而建，有 150来间古窑洞，古窑洞修缮后

供人参观。村民都迁往不远的新窑洞。画家们去古窑区作画，我去

居民区逛逛，路边有个小卖部，迎面碰上五头驴，体型大得像马，

比山西小毛驴大好多。 

这些天来见到的

窑洞都是玻璃窗户，

今天才见到窗户纸。

婆姨端着饭碗出来，

一看，二米饭（大米

小米混合）。邀我们

上屋里坐，端上柿饼

花生瓜子，还要倒

茶，我们好歹劝住

了。大娘姓刘，家里

有缝纫机，炕上摊满各色小方块布，自己做门帘，花色图案挺好

看，问她自己用还是卖了挣钱，她说哪有人买，自己用的。日子过

得怎么样？穷啊，多亏政府救济，接着就没完没了感谢共产党，说

着说着停下缝纫机，要给我们擀面吃，我们赶紧起身告辞。 

刘大娘踩缝纫机做门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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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又见一位婆姨，就在她家院子里聊起来。她叫白志莲，62

岁，老伴儿叫甄福荣，65 岁，六年前脑梗，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她

照顾，因病致贫，穷得啥都没有。老伴儿看病咋办呢？政府每月给

750 块钱药费，每年两次住院免费，共产党对我们穷人真好，要不哦

家早饿死了，过年政协主席来看哦老汉，送了一千块钱。听说她家

这么穷，进她家一看，有一个旧电视，一部旧缝纫机。甄老汉坐在

炕上，不会说话。白大娘跟他说，来客啦，他脸上现出笑容，摇摇

手。 

白大娘又敬烟又倒水，让我们坐下，她要去给我们擀面吃，我

们拉住她，一起细看着墙上挂的白色“贫困户年度收入清单”和粉

色“贫困户精准扶贫明白卡”，她又开始不停谢共产党，那份真

挚，真是发自内心。她家 2015 年定为贫困户，预定 2017 年脱贫，

2016年家庭人均收入八千块，2017年升至 9863块，实现脱贫，难怪

她这么感谢共产党。她又要去给我们煮面，我们赶紧告辞。 
 

 
白志莲大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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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脱贫收入清单和贫困户精准脱贫明白卡 

 

刚脱贫的甄福荣和白志莲。甄大爷脑梗
后遗症严重，生活不能自理 

如今家里脱贫，有了平板电视和缝纫机。一说
起家里生活，白大娘就不停地夸共产党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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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第三家，大娘姓王，家里四孔窑，院子干干净净，一聊起

来，她老伴甄老汉十年前得了脑梗。怎么连碰两个脑梗家庭？话音

刚落，甄老汉从屋里出来，言语清楚腿脚灵便身体硬朗，原来是抢

救早恢复得好。甄老汉不住口地夸政府好共产党好，救了他的命。

老俩口拉着我们进窑洞，端出花生核桃瓜子柿饼香烟茶水，刘大娘

要去给我们擀面吃，我们坚辞，请二老带我们看他家的四孔窑洞。

这是个富裕家庭，四个娃都在外面工作，每孔窑洞里都有现代化的

床，大衣柜，长沙发，有一孔窑洞中还种了十几盆仙人掌和宝石

花。 
 

 

 

王大娘和甄老汉住的窑
洞，大立柜电视都有 

王大娘和甄老汉
家的库房兼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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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下坡，几人边走边聊，都强烈感受到这地方老百姓对共产

党发自内心的感激。这大概是贫困乡村的普遍现象吧？陕北百姓用

小米南瓜枣子养育了中央机关 13 年，如今却依然如此贫穷，共产党

欠陕北百姓的情，永远还不清。 
 

 
古村口 

 

 
这家阔气，可惜没人在家，没能进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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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甄老汉耳聋                                                        扫干净院子出门 

 

远远看到坡上下来一位年轻人，挑着两桶水，于是跟到他家。

年轻人叫甄晓罡，在县里当电焊工，还没回城里上班，要在家帮爹

多看几天驴。自古只有人牵驴，今日方见驴牵人，众皆大笑。 
 

  
甄晓罡挑水下山                                                   沿着结冰的河边回家 

 

甄晓罡他爹养着七头驴，原来我在村口碰到的那五头大驴和小

卖部，都是他爹的，还有二头驴在圈里。一条驴能卖一万多，甄晓

罡早想把驴卖了住进城里不再回来，可是他爹舍不得卖驴。儿子体

谅爹，因为娘去世早，自己长年在外打工，六岁的儿子和四个月的

女儿都带在身边，爹孤身一人住在农村，除了开小店，只有这七条

驴和一条狗做伴。听到这里，我们笑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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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 

 

 
母子 

 

一行去他爹店里看看。他爹叫甄吉祥，一只眼睁不开，人很开

朗，带着孙子和狗在店门口玩，知道我们去过他家，格外高兴。日

子过得咋样？穷日子，一个人过，没人做饭。咋不找个婆姨一块儿

过？想啊，么钱娶不起嘛。卖两条驴娶婆姨不行？卖不得，卖了村

里就不让再养了。离不开故土的老人，独自生活真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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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吉祥和他的小卖部 

 

  
甄吉祥和他的驴                                                  驴群自己认路回家 

 

凑过来三个婆姨，还有一位穿戴打扮完全不像农民的老汉：穿

着多层衣服，外面套着一件人字呢短大衣，腰里垂下长长的铁链

子，耳朵上别着纸烟，脖子上挂着烟袋，最扎眼的是，嘴上叼着半

根雪茄。不是家里上辈子有钱，就是个老时髦，俨然村中酷爷。聚

在一起闲聊，婆姨们笑言，酷爷也是光棍，你们做个媒，给这两个

老光棍找一对儿上海婆姨来吧。哈哈大笑中，告辞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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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爷和雪茄 

 

 
两条光棍 

 

狗头枣的学问 

（2019年 2月 19日延川县土岗乡碾畔村） 

 

明天一早就要离开陕北回家，今天再去黄河边。上午到乾坤湾

会峰寨，那是逐水而居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时代的原始先民躲避

食人猛兽的聚居点，成寨后历代皆为河防要塞。明代在峰顶修建了

师祖庙，供驻寨军民朝拜。同治回乱期间，造反回民毁寨，左宗棠

平定西北之后，再次建寨屯兵住民。战乱结束后的合作化时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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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归村务农，古寨随之荒废。 

爬上寨顶俯瞰，山中清泉汇成十几米宽的河流，在谷底盘蜒弯

曲，冬季结成绿色的冰河，已是“七九河冻开”的时节，一解冻河

水就会汇入黄河，奔向壶口。黄河两岸黄土坡上的羊肠小道，随着

滚滚河水伸向远方，不知是旧时黄河纤夫还是古代商队踏出的路？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对孕育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崇敬

和振奋发自内心。黄河能激动人心。光未然从延安去山西抗日前线

路过壶口，面对咆哮的黄河，听到激昂的纤夫号子，一夜写出组诗

“黄河吟”，冼星海六天就谱成不朽之作“黄河大合唱”，“风在

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唱遍抗战的中国，激励整整一代热血青

年投身抗日救亡。 
 

 
会峰寨中看黄河，滚滚向南面不远的壶口流去，陕晋两省隔河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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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湾。黄河两岸陕晋两省的黄河文化，差别大吗？ 

 

 

黄河边的陕北老汉 

 

从“黄河第一湾”乾坤湾，来到黄河边的土岗乡碾畔村，五百

多年的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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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畔村的儿童 

 

  
       碾畔村六岁的王小乐放驴                                                  王小乐他爹 

 

2002 年，村民集资修复老窑洞 30 孔，建起中国唯一的村民自

筹、自管、自收益的黄河原生态博物馆，展览品分为黄河、农耕、

纺织、原始宗教、民间文化等 18 个系列，布堆画、剪纸、刺绣和羊

皮筏子尤其好看。世代生活在原生态中的农民，虽然不识字，却默

默传承着延绵几千年的黄河文化，做出如此活泼精巧传神的民间手

工艺术品。 

此地有位“黄河畔的剪花婆姨”刘晓娟，不识字，但是剪纸和

布堆画远近闻名。她带来一些作品，有几幅布堆画十分喜欢，80 块

一幅挑了四幅，带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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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山坡上一位农民在锄地，上去找他聊天。他叫郝清，58

岁，会说几句普通话，交流方便许多。枣树林中火堆边，他在锄头

把子上坐下，聊起天来。村中冯、郝两姓是原居民，郭姓是明朝大

迁徙时由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来。碾畔村五百来人，算是个大村，原

来有 1~5 年级的小学，七、八十个学生，但生活贫困，村里 2003 年

才通上电，青年人都带着孩子进城打工，小学也关了门。 

枣树林中没有庄稼，你拿锄头翻地种啥呢？郝清说，不种啥，

在家闲得慌，上自家枣树林来转转。我刚在乾坤湾买了二箱当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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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狗头枣，只有延安大枣的一半大，不像乐陵金丝小枣那样甜腻，

也不像新疆延安大枣那样味道单一。一头大一头小，没枣核儿，甜

中略带果酸，皮皱皱的，嚼起来却一点儿枣皮都嚼不出来，细嫩新

鲜，枣中极品。为啥？ 

郝清说，枣有好几十种，狗头枣大的好看，小的好吃。这一带

的狗头枣都是野生的，不施肥不浇水，黄河岸边的枣树吸黄河水气

长大，枣儿结得特别稠密，有 70％糖分，皮薄肉细。离开河岸几里

地，水气一小，枣皮就厚，干甜，但肉不细嫩。 
 

 
在家闲不住，上山锄地的郝清 

 

农民懂得水土气候是本分，但“糖分 70％”，不像农民语言

啊？一问，原来郝清在 15 里外牛尾寨的中学毕业回家务农，但农活

一年只能干七个月，剩下五个月没收入，所以十来年前出外打工，

一年能挣 2~3 万，加上婆姨在景区打工，一年一万多。够花吗？郝

清淡淡一笑说，“钱无多少，多就多花，少就少花。”真豁达。 

沉浸在黄河文化中六天，黄土地上陕北老乡的热情淳朴善良，

深记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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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画家在碾畔村写生 

 

 
双水村小学。篮球架和大喇叭，和几十年前我当兵的山东农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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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牌子，久违了。大约是纪念馆？ 

 

 
跟父母住在城里，正月十五回马家湾村看戏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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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湾村口看戏 

 

 
离开黄土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