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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家庄琐记 
 

李子壮1 

 

延川县有个清平川，清平川中部有个关家庄。1969 年 1 月我们 21

位知识青年在这里插队。到目前为止，21 人中出了两个名人：一位是

孙立哲，是当时闻名全国的赤脚医生，现在美国，在那里闻不闻名尚不

知道；一位是史铁生，现为作家，现在每天“坐”在家中 — 因为他已

经由于高位截瘫而永远站不起来了。但此篇绝不想为这二位“英雄”写

传，因为伟大无非是对历史的省略，而我想写的，却恰恰是省略的那一

部分，故称“琐记”。 

 

                                                        
1 本文写于 1991 年，印《参阅文稿》时再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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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 

 

插队第一年，我刚年满 15 岁。关家庄 1968 年日工值不过一毛二分，

口粮不足三百斤，吃麸咽糠尚不足果腹。一下来了 21 个不知会不会干

活，但肯定会吃饭的学生，谁会欢迎？可怜这批学生娃，满口反修防修，

不知道吃饭才是第一位的。 

但我们很快就懂得了“食为天”这个真理了。当懂得这个真理以后，

第一个牺牲品就是我们养的那口猪。那是一只花 15 块钱买的克郎子，

养了不到三个月我们的肚子就认为它已经肥了，一刀下去，只杀了 34

斤肉。第二口猪勉强熬过了四个月，又被我们杀了，杀了 56 斤肉。这

些肉在我们十个大小伙子和闻香而来的知青们的努力下，每次只吃了两

天就光了。我们又开始了那种“钱钱”饭加窝头的生活。 

更使我们头痛的事情是推磨。陕北过去有句贬人的话，叫“看你闲

得像个驴似的”，但那几年，队里最闲不住的就是驴。由于队里的驴太

少，我们就很潇洒的当“驴”了。每月男生全体出动推四天磨，把原粮

变成面粉。但一逢下雨，粮食便“捂”了，于是得啃一个月带霉味的窝

头。我们推磨是有收音机伴奏的，在当时成为关家庄的一大奇观。第二

年，我们终于发现在推磨问题上人与驴的差距是难以弥补的，于是队里

花 13 块钱买了一头老驴供我们专用。从此，我们找到了一条最经济的

路，即花十几块钱买头老驴，使用一年，死了再买。 

凭心而论，在吃饭问题上，的确该给我们村的女生立一块碑。虽然

她们和我们一样患有不愿做饭，只愿革命的“时代病”，并且第一年因

此而和男生分灶了，但当第二年合灶后我们便发现，她们吃的甚少，干

得颇多，体态也违反投入产出法则而日趋丰盈。从一个长过程看，柔能

克刚的确是人间至理，在陕北，没有女生，男生吃饱肚子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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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回北京时，到家包子已熟，但尚未开饭。我在一家五口人

的注视下，把全家中饭（也许还有一点晚饭）的包子吃得只剩了一个，

然后才告诉家人，我已经吃饱了。而家里只得再去做饭。当时一位高中

生曾感叹道：“过去看《水浒》，对武松的饭量颇有疑问，现在我信了。”

因为他如果甩开腮帮子，是不会比武松逊色的。 

 

“公家儿的” 

 

“公家儿的”是延安老百姓对知识青年的一种称呼，其含义大约是

你们是公家的儿子，和我们不一样，迟早要走的，是有人管的等等。这

和民间的许多概括一样，大都是只可意会，不可深究的。 

在陕北插队知识青年有一个特殊性，即是老三届中最后一批也是最

苦的一批插队生，余者大都留京就业了。这就形成了插队知青的思想动

荡，这种动荡首先表现为知青的自相“残杀”。当时只要逢集，在集上

就可以看到一帮一伙手提棍棒的知青，在那里晃来晃去。不抢老百姓，

专劫知青，走过来就是“哥们儿危了，拆达拆达”。倒也不多抢，块儿

八毛就行。厉害的也有，一伙人闯入其他知青点提了母鸡就走，说是借

去下两个蛋。这些人谈不上无恶不作，但实在是混得出奇。但到了第二

年（1970 年），形势大变，变成天下知青是一家了。萍水相逢，便解

囊相助，一人有难，大家支援。车站买票，前面只要有一个知青，所有

知青都等于有票了。自相残杀到底不如抱团取暖好。这种关系有人一直

保持到现在。 

我们村的知识青年由于书读得太多，不会打架，故老百姓口碑不错，

但总感到我们比他们“性残”。我在山上看见一只蚱蜢，立刻用镢头就

把它打死了，老乡就说我：“这也是生灵，你打它做甚？”我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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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害虫，除恶务净你不知道吗？”这位老乡的回答竟是：“天底下的万

物就是靠老百姓养着咧！” 

知青在老乡眼中变成了研究对象之后，就发生了许多问号。首先是

衣服。插队知青多从家里拿了些大人的旧衣服去穿，以防“脱离群众”，

体现艰苦朴素，不知老乡就是解不下（不懂）：“咋这破？城里是不是

有做破衣服的？”弄得我们哭笑不得。 

还有一件使老乡不明白的就是学习。老乡们常议论说：“这把子公

家儿的成天老看老写不知有甚用，也不怕费灯油。”当时知识青年中许

多人学习刻苦，纵览中外名著者有之，苦读高等数学者有之，怀揣《唐

诗一百首》边赶驴边背者有之，洋洋洒洒直抒胸臆者有之，还有带着油

印机下乡出刊物小报的呢。 

陕西有句话，叫做“饱吹饿唱”。当时唱《外国民歌二百首》及《续

集》成了一种风气，东西方文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在陕北交汇，以至

于连本村的瘸子都唱起“红莓花儿开”，并带有一点信天游的味道。知

青中还有自己作曲的，但多数还是原曲改词，如把电影《红旗渠》插曲

重新填词：过一天，如同过一年，望不尽的黄土山，72 条羊肠小路，

我一步步往上攀；昨夜晚，我梦见，妈妈来到我身边，仔细地看着孩子

的脸，泪水就挂在胸前…… 

当然，苍凉之歌并非无奋发之气，陕西老百姓对知青在受苦方面的

表现还是满意的。陕北人称劳动为“受苦”，农民自称为“受苦人”，

干重活了叫做“苦重”。知青大都有股锐气，但远不如老百姓的韧劲大，

所以，豁出来的就显得比老百姓能吃苦。譬如挑粪上山，老百姓是挑两

挑，歇一歇，要走都走，要歇都歇，我最烦此事，所以总愿和队长说好，

这一下午到底挑多少担，中午不睡挑完我就回窑了。老百姓的理论是“山

高怕的慢汉摇”，知青的理论是干完拉倒。但只要能受苦，便在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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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里是好样的，就能得到认同。 

陕北老百姓和知青处久了，就开始发挥知青的“优长”了。老百姓

发现知青最大的特点是不怕得罪人，既不怕得罪干部，又不怕得罪“强

人”。于是凡遇到要得罪人的事，就让知青去干，比如“吆猪”、“照

枣”等等。这类活轻，只要把从家里跑出来的猪吆回去就行，但要罚粮

一升，或罚工分。我干过一阵这类工作，大约属于城市里戴袖标的“城

管”或“吐痰罚款”类吧。每当我拿着棍子出现时，村里就响起一片唤

猪声。由于庄稼是队里的，而猪是自己的，大凡心眼较多的婆姨们，总

要把猪放出去吃点“公食”，就像城里人拿公家点信封信纸似的。陕北

婆姨唤猪声极长并有曲折，结尾时一律高音。我初逢此景，觉得颇像电

影中鬼子进村时的情景，不免有些沮丧，但久而久之，倒进入了什么“绕

梁三日而不绝”的佳境了。罚没过程一般是简单的，偶尔有些冲突，但

不严重。扣工分是可以接受的处罚，要拿粮食就困难一点了。有一回一

位婆姨横在门前死活要保卫那一升玉米，大有拼死一决的劲头，但身手

矫健的知青翻窗而入，取粮后扬长而去。该婆姨坐地大嚎不已，据云：

丈夫收工回家后她又挨了一顿暴打。 

得罪人在农村是一件颇为严重的事，当时有诗为证：“得罪书记政

治犯，得罪队长茅粪担，得罪会计秋后算，得罪保管斗量偏”。不过凭

心而论，当时的干部是没有什么便宜可占的，唯一可占便宜的就是去开

会时也可以记几个工分并吃顿带肉的烩菜。我们大队书记叫樊富贵，背

极驼，且家极穷，1948 年入党，上台下台几次，前后当了十几年的书

记。有一次他向我解释了他当书记的原因：“咱农村常搞运动，我在台

上时整了些人，他们恨我。我要是下了台，他们就要整我的，所以，我

一定要在台上。”这不知是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另一种粗俗的体

现，但至少可见得罪人的可怕。知青不怕得罪人，一是由于自己不谙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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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另一方面也由于是外来户，与村中无瓜葛、易公平且各方可接受而

已。 

当插队到第三第四年时，知青当生产队长的就多了。不是知青农业

技术水平高，主要“抗硬”，一不怕公社干部，什么违反当时政策的事

都敢干，比如“包工”，“瞒产多分”，“开互地”等等，对老百姓有

好处；二不怕农村中的“强人”，令出必行。试举一例，农村开会是一

大难，有位知青初当队长，钟响后半个小时，仅到六人，立即宣布到会

者每人记四分工，便宣布散会。第二天钟响人到，连婆姨娃娃都来了，

这才开会，工分却是没有的了。 

黄土高原以它特有的胸怀默默地接受了二万六千名北京知青，重铸

了他们的筋骨和灵魂，他们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但

他们仍旧是“公家儿的”。他们增长着对中国老百姓的热爱和了解，但

永远不会变成农民，即使是头戴白羊肚，脚穿老山鞋，嘴说陕北话，但

他们还是“公家儿的”。陕北老百姓也从来没有希望他们变得和自己一

样，而只是希望他们能为陕北老百姓做些事，或者说在当官后，少做些

损害老百姓的事而已。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陕北知青点有一个特殊性，即每个知青点都有一个带队干部，是周

总理让北京市派来的，共约一千二百余名。他们是 1970 年来的，当时

是“知识中年”，到全部离开时，大约已有人可算“知识老年”了。 

到陕北的北京干部和知识青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问题”的比

较多。陕北插队知青，大都家中有些毛病，不是黑帮，就是“反动权威”，

而插队干部也多如此，不是本人受过什么冲击，便是家里什么人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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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都在单位不甚得意。 

关家庄的带队干部名叫郝建，原是八·一学校的护士长，解放战争

入伍，行政 17 级，当年 40 余岁。到庄之后，即积极开展工作，但不久

就发现无法工作。因为这批知青虽说是自己酷爱学习，却都不在规定内

容之内。所做之事犯忌之处颇多，而又毫不在乎，就拿听收音机来说吧，

世界各台都听，屡戒不止。至于生活上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完全不符合

卫生标准和持家原则。总之，规定要进行的工作都困难重重，久而久之，

她便入乡随俗了。 

其实，郝建本人很苦，丈夫是北京军区干部，因受批斗而精神失常，

唯一的女儿又患有先天性脊柱裂。每到晚上，她在陕北窑洞中面对孤灯，

只有自己的小收音机在响。各种滋味，已非语言能形容。只是我们当时

涉世未深，迄今才知其中之苦。真不知当时让她到陕北的那位先生，是

否还有点人性？ 

郝建在别村知青看来，是一位“好阿姨”。由于我们村知青都愿革

命，不愿做饭，不知何时开始，推磨、筛面及一些有关生活事项就历史

地落在她的头上了，而我们大都心安理得。直到现在，我们才发现我们

当时忘记了一点：她的牢骚又向谁说呢？现在的郝建同志，大约已垂垂

老矣，但愿她能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北京干部在知青分配时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面对要人单位的挑

剔和本地干部对本县知青的偏袒，工作难度是相当大的，加之这批知青

的父母又不争气，不是让“文化革命”给打倒了，就是属于“知识越多

越反动”一类，所以北京干部不得不像售货员一样搞起了搭配出售，送

出一个算一个。出身不好表现好，缺点不多特长多，那是天上少有，地

上皆无。你是保密厂不要他，那我只能给你一个出身好的了，但他是派

出所“常客”，三进三出，你要不要？你说此人父亲有问题没结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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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可是老干部，并且他父亲问题近日就要解决，那还不安排个部

长？……总而言之，到了最后，北京干部和知青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因为他们回北京的时间取决于知识青年的分配速度。 

知识青年在陕北老乡眼中，最适合干的行业有两个：一是教书，一

是当饲养员。我恰恰这两行都干过。 

知识青年当饲养员的主要优势在不偷料。“牛哭猪笑，饲养员偷料”

是当地的俗语，而知青见着黑豆就反胃了，绝不偷料。喂牛对知青也很

适合，主要是能看书。虽说日月颠倒，但读书效率很高。特别是夏天，

把牛赶到沟里，你就可以在沟口一躺读起书来。 

我插队的最后一年教了一年书，教的是复式班（即两个年级一个课

堂），四年级 10 个，五年级 7 个，共 17 人，都在一眼窑洞中。空气、

光线都有问题。问题最大的是上课，四年级上课时五年级便自习。但学

生的耳朵可不是这样，讲算术好一点，讲语文则大家都听，那只得听之

任之了。 

尽管城市在大批“师道尊严”，但农村还是很尊重老师的。农民见

我便说：“娃不听话你便打！宁给了好心，不给个好脸。”逢年过节，

学生便给老师送吃的，那年端午节我便收了几十个粽子。不收，学生便

要哭出来，认为你瞧不起他。其中，绝没有请你办事的意思。 

教书中首先使我惊异的是农村孩子的聪明，浑金璞玉，雕琢即成。

农村孩子学习仅有课堂那点时间，一放学便打猪草，带弟妹，晚上家中

仅一盏油灯，是不属于娃儿的。要让我在这种条件下学到他们那种程度，

自问不及。 

但是这种聪慧全叫教材给扼杀了，语文算术全与他们的生活无关，

三年级的语文就讲党的基本路线，从“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

段”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五年级的应用题是“自从赫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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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 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以后，苏联农业生产下降了 XX％，原产值

为 XX 亿卢布，现为多少？”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让学生从根本不知道

的事物去完成数学抽象，这像不像专拔好牙的牙大夫？ 

于是我在农村小学开展了一场“教育革命”，语文就是讲故事，认

字，写笔记，算术题全部自己出，牛、猪、猫满黑板，工分粮钱一起上，

学生可以反驳老师等等。有时，我从学生的反驳中颇受启发。比如，我

讲课中说“现在电影比过去少多了”，小小地发泄了一下对现实的不满。

不料，却遭到了学生的一致反对，我问：“你们的证明呢？”学生答曰：

“过去两年看不上一场电影，现在一年可以看两三次。”我只得承认他

们的“正确”，因为境遇的不同，对问题的感受是不会相同的，根本谈

不上“标准答案”。 

农村小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小学幼儿园合一，小学生带弟妹上学，

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一次上语文课时，我正讲得兴起，忽然发现

课桌下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王平三岁的弟弟世平爬

到我的脚下了。为了不破坏课堂气氛，我顺手拿起桌上的手表塞到他的

手中，他便转身向他的哥哥爬去。王平一见，竟然大哭了。我不由得大

怒，斥责王平：“你叫他玩么，下课再说！”王平哭答：“他要是弄坏

了，我家赔不起！”一个道理，不是任何侠义之举，都能被穷人接受的。 

我迄今弄不明白，我这一年的教书生涯是不是就属于这类侠义之

举。我使他们知道了许多黄土高原之外的事情，我也使他们开始迈进了

新的知识的殿堂，我使关家庄小学五年级全体学生（尽管才七个）升到

了初中，创造了关家庄教育史上的第一个 100％的升学率，但是，我好

像也给他们带来更深的痛苦。 

因为我是个跳班生，所以我喜欢搞点“英才”教育。由于同庄一位

女知青的推荐，我便把一个名叫三人的孩子作为“英才教育”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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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个复员军人，从陕北打到广州，成为广空的地勤人员。

后复员回乡，当过村大队长。颇有能力。1971 年因为一过失被同袍发

现而名声扫地，终日郁郁。“我过去扔的比现在吃的好得多”便成为他

的经常性话题。但大凡倒霉人家中的孩子多聪慧，三人便属这类。我让

她跳了一级，功课仍非常好，据说一直得上到高中，后考大学，未果。

1987 年她来北京看我，其痛苦颇深，口口声声对不起我。仔细一问，

其心颇像我们插队时用于自嘲的两句话，“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上学吧，不行；就业吧？无业；受苦吧，不愿。假如不碰到我这么个老

师，也许早就去做农村的帮夫育子的全套功课了，而绝不会像现在有那

么多知识分子的痛苦。我后来觉得理论上也许是我对不起她，因为我的

启蒙成为她痛苦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启人灵智而使人到处碰

壁的教育，是有其残酷性的。2 

“没有是个爱，有了是个害。”这句谚语说明陕北老百姓是颇懂辩

证法的。知青对于陕西老百姓来说，是爱恨各半。 

最受陕北老百姓直接拥护的，是知青使周总理知道了陕北的真实情

况。周总理为此流了泪，发了火。周总理说来延安老区的慰问团、汇报

团从没向他说过实话，说陕北现在的生活还不如毛主席在的时候，委托

北京市支援延安。老百姓对此是非常感激的。 

但好事并不好办，如孙立哲在我村行医，“泽被天下”，各县农民

纷纷到我村投医问药，连县城附近的也不例外，我问一位舍近求远到此

看病的老乡，为什么放着县医院不去而跑到这个山沟里来，这位老乡答：

“这里的医生爱穷人。”但孙立哲名声大振的后果却使关家庄的老百姓

叫苦不迭。当时每户每年接待的病人在五六十人以上。一个穷队，吃糠

                                                        
2 三人现在新疆伊宁，夫妇两人包过几百亩地，还当过旅店老板，儿子考上北京科技大学，

一直读完博士，并和另一女博士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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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菜尚不足果腹，下工回家炕上坐着三四个要饭吃、要柴烧、要水喝的

病人及“陪护”，你说怎么办？可惜当时不懂得市场经济和生财之道，

否则关家庄必定是全县首富。惜哉！ 

没有知青的村子想知青，因为有了知青就有了不要钱的柴油机和手

扶拖拉机；有了知青的地方又怕知青，因为他们似乎并不属于这块土地，

不知会在哪里捅出一点不合时宜的乱子来，他们在农村的确是特殊的一

群。举个精神病的例子吧。我们请了一个老百姓的婆姨给我们做饭，她

的丈夫是个“疤子（即麻子）”，故人称“疤子婆姨”，其实她脸上一

个“疤子”也没有。1971 年夏，她忽然有几天不来了，听女生说她得

了一种怪病，知青去了便好，知青不在就犯，见人便打，三五个人按不

住。因我在喂牛，故晚上才去她家探病。未到门口，就在路上发现了点

点香火，走到门前，发现炕上正打成一团，而她丈夫正在屋里放炮仗驱

“毛鬼神”呢。我不由地怒从心头起，大喝一声：“你们做甚呢！”她

丈夫愣了，她却好了，笑嘻嘻地叫我“上炕”。问及刚才的事情她一概

不知。一位老婆指着手印犹在的脸问她为何打人时，她一脸真诚：“你

是我奶呢，我咋会打你呢！”她丈夫说他被闹了几天实在支持不住了，

求我陪她聊天。我答应了，在炕上有一搭无一搭的盘腿听她倒苦水，从

大伯子逼嫁到后来种种，一直到四点多钟，她才沉沉睡去。这是她几天

来第一个“囫囵觉”。我跑 20 余里去楼河找石大夫（石大夫是北京干

部，原在海淀医院精神科工作）。当石大夫来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受刺

激所致。但她为什么在发作时一见知青就好呢？石大夫也未说出所以

然。大约是因为知青都有“气功”。是锐气、傲气，还是孟夫子的“浩

然正气”？大约都有点。反正我知道这是不能用“恶人鬼也怕”来解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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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反思 
 

在陕北插过队的人，往往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感情是极其复杂

的，对于自己曾经以多种方式贡献过青春的地方，说坏，不忍；说好，

不愿；因此，凡对大事物的评价，还宜用老子的一句话 — 道之为物，

惟恍惟惚。 

以我个人的亲身体验而论，在陕北插队的这批知识青年，主要是实

践了“很有必要”的那个指示。毛泽东同志曾经对知识青年问题做过三

次公开的指示，20 世纪 50 年代是“大有作为”，到了 1968 年就变成

了“很有必要”。到了 1973 年，居然成了“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

炊”了。这三种不同风格的最高指示，反映了他老人家三种不同的心境，

应该说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好的“描述”，再加一句，都

是多余的。 

 

（一） 

 

陕北这个地方，是个老区。老区大都具备两个特点：一是很难找到

“阶级敌人”。1936 年就进行过土改，到 1969 年的时候，够上划富农

线的都是凤毛麟角。这就使在城里随便“横扫”一下，就可以找出一批

“阶级敌人”的红卫兵颇为失望。另一个特点是贫穷，干一天也就是一

两毛钱。因此，对于知识青年讲，还是“吃饭的问题最大。”插队第一

年，我们就发现越穷的地方的粮食，越难吃进肚子。陕北种的是五谷杂

粮，细说起来不下 20 种，凡我们勉强会做的饭，都是数量极少而又好

吃的，凡我们不会做的饭，却是大量的。比如豆面，那是要会配、会磨、

会做才能好吃。直到我们离开陕北，大约也没有人学好做饭的全套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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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这件极复杂的事情，被我们用现代智慧一举解决了 — 我们雇了一

个老百姓给我们做饭。开始是一个男的，后来考虑不经济，就雇了一个

婆姨，一天我们划给她五分（工分，下同）。这是一笔两利的劳务交换。

我们自己留一个人做饭，男生少挣十分，女生少挣七分，不仅质量难以

保证，而且还一律拒绝批评。这位婆姨也极高兴，因为她可以挣到两倍

于其他婆姨的工分，同时免去了日晒雨淋之苦，成为一个完全的女人。

但这种现代智慧当时受到了几乎一致的批评。老百姓有人说我们像“地

主”雇工，邻村知识青年则认为这样不符合自力更生的原则。但我们无

丝毫悔改之意，因为肚子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二） 

 

我插队的延川县，大都是川地。比如我所在的关庄公社，就叫清平

川。实际上就是一堆土山夹着一条河，河岸到山脚就叫川地。在这里受

苦（陕北讲“受苦”就是“劳动”）主要靠腰腿的力量。胳膊的力量还

在其次。当然，如果你想当个石匠，又另当别论。在这里干活体力消耗

极大，但只要吃饱肚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普遍水平而言，陕北

老乡干不过知识青年，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孩子太多，吃得太差，并且缺

乏爆发力。 

劳动真正“难活”的地方，在于它的无休止而且无效果。地越种越

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峻，衣服补丁越来越多，而箱子却越来越空。一

句话，在人口激增的情况下，简单再生产的维持都发生了困难。像我所

在的关家庄，连推磨的驴都要抢，可见到了什么程度。 

条件好一点的生产队，也有用毛驴驮粪上山的。我有一个同学叫王

如骥，赶驴上山的时候，揣着一本《唐诗一百首》，一边赶驴，一边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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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在我们分手时，他起码会背三四百首诗词。但奇怪的是，他后来成

了一个化学教授。也许他把化学元素表也编成清平乐之类的词牌了。 

 

（三） 

 

对于我们这批知识青年来说，邢燕子、董加耕与我们不同。因为时

代不同了，插队的方式也不同了。他们是属于“大有作为”的那一批，

我们则属于“很有必要”的这一批。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所积累的就业困

难而上山下乡的。这批知识青年，成了第一个承担文化大革命后果社会

群体。刚到陕北时，我和许多同级的同学也就十四五岁，如果是在 1936

年，我们是红小鬼，如果在 1986 年，我们是童工（农），可在当时，

我们不明不白的成了“黑十类”。即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

走资派、臭知识分子、知识青年。 

但是，这批知识青年中还是有不少人在陕北做出了令人惊诧的业

绩。但凡做出成绩的，好像都不是“邢（燕子）侯（隽）”模式。比如

我们村的孙立哲，在老百姓中那简直是华佗再世，扁鹊重生。但的确是

无照行医，为现代法律所不容。今天回顾，仍称得上是丰功伟业。到关

家庄看病的人多到把我们村吃穷的地步，堪称“空前绝后”。为何？一

位老百姓讲到了本质：这个医生爱穷人。也有生产队长当得好的，那也

是搞多分自留地、小包工、瞒产私分、掏互地等违反政策的事情，只不

过公社不愿和知识青年发生冲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了”。 

下乡第一年（1969 年）很乱，集市上一伙一伙的知青打架抢劫，

有的还兼职做小偷，北京的土话叫“戳份”。抢劫的主要对象也是知青，

但对女生好像比较宽容，但换了一种方式 —“拍婆子”，搞得在回北

京的一路上提心吊胆。1970 年以后逐渐好起来，除了政府抓了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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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主要因为知青抢知青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这种建立在城市基础上的

聚众行为本身是不能存在于农村环境的。后来风气为之一变，知青之间

变成相濡以沫了 — 一直到现在。 

从文化革命到插队，不少人悟出了一条道理，从兽进化到人，其过

程漫长到几百几千万年，但把人变成兽，却很容易。只要煽点情，点把

火，再打碎饭碗，那就可以了。当普遍的被剥夺的意识成为社会心理，

人们感到命运不可捉摸而又有失公平时，流氓就会成为社会的领袖，破

坏将成为行为的准则，社会的偏见与漠视收获的是知青对当时社会秩序

的破坏。 

 

（四） 

 

陕北这个地方，知识青年在农业上是很难大有作为的。因为当时的

农村生产水平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即使搞一些类似“9.20”之类

的科学技术的应用，产量虽然可以提高，但谷贱伤农，是无法积累出改

造农业的资金的。传说有位延长县出去的省委书记，看到家乡依旧，曾

说过：“谁把我们村搞上去，我给他个县委书记干！”但重赏之下“无

勇夫”，面貌依旧。所以知识青年往往在知识水准较高的非农领域做起

事来。成为农村中的非农成分，如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各种机手（拖

拉机、柴油机等）。总之，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待发展的岗位上，知

识青年干得还是不错的。 

农村中还有另一种岗位知识青年比较活跃。说好听一点是公益性岗

位，说不好听一点，是得罪人的岗位，这不是由于能力，而是处于“第

三者”的位置。陕北当时有几句民谚，叫做：“得罪书记政治犯，得罪

队长茅粪担，得罪会计秋后算，得罪保管斗量偏。”当地的干部有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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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系网中，处理问题也困难，所以知识青年就充当裁判的角色。什么

邻里纠纷，什么撵猪罚款，什么惩治小偷，多由知青出头，反正这批人

一不懂人情世故，二不知历史恩怨，三不清楚得罪人后的远期效应，四

也可以满足一下使命感。这也是陕北农民的一种用人之道吧！ 

但知识青年决不可能成为农民的领袖，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真正

能使山河变色的人物只可能来自农民本身。如陈永贵、禹作敏之类。而

在陕北实际上只有跳出农业这个圈子才能使农村真正富裕起来。但很可

惜，当时还不懂这个道理，懂了也很难做到。但是使知青个人富起来的

办法实际上倒是非常多，但这又不能使知青兴奋，因为在那种条件下成

为先富的人，不仅为自己所不屑，也往往是要被千夫所指的。 

 

（五） 

 

陕北知青的文化现象很有意思。其中之一是肚子越饿越对“屠龙之

术”感兴趣。文化越到消化不了的地方，它还愈加神气起来。当时有不

少人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以自耀，点灯熬油看什么黑格尔，康德，

莎士比亚，莫里哀之名著；还有些油印传抄各类“首长讲话”的，时不

时地探讨一下“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共产主义能不能在一国实现

等等。这似乎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革的遗留，越是个人生计难以解决的

地方，个人越喜欢把自己和社会联系起来，尤其是在理想与现实有极大

冲突的时候。因此，当时许多知识青年对社会运行的希冀不是“战争”，

就是“革命”，— 一种能使自己脱离当前状况的社会冲突。 

另一种文化现象，就是拼命地学数理化，进度极为神速，半个月学

完一本《平面三角》是一种极为平常的速度。（忘的速度也不慢）1977

届、1978 届大学生中的学习狂热，只不过是知识青年学习状态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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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陕北知青当时和外界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是广播。报纸全部都是

“晚报”。一来就是一个星期的，并且是一星期以前的。因此，听广播

成为一种习惯。陕北收听广播的效果很好，很多台都可以收得很清楚。

包括“美国之音”。我们就曾经在“每日音乐会”的伴奏下抱着磨杆推

过玉米。好像也没有受什么影响。也许当时太单纯了？好像也不是。大

约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知青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民国时期”吧！ 

这就是陕北的知青，一方面在为谋生而“受苦”；一方面又以自己

的挣扎在编织着那成“家”之梦；一方面感到了生活的重负；一方面又

对学校赋予自己的理想，抱着不让其破灭的希望；一方面在诅咒命运的

不公；一方面又在希望这只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一种磨练。 

 

（六） 

 

那时，有些报纸上经常刊登知青的“典型经验”，这些经验大都一

个主题，就是如何把知青变成农民，变成农民的就大有作为了。那年有

些知识青年提出了“扎根农村干一辈子”的口号，由于我们爱追求个“实

事求是”，所以强烈地反对这种口号，提出了“扎根农村干革命，一生

交给党安排”口号，重点当然在“安排”上了。我们还可以找到历史上

的根据，有人提出如果毛主席当年就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能有新中

国吗？在当时虽然就被斥为“不能这样讲。”但大家心中都觉得很有道

理。后来我们发现，最先喊扎根的，往往是走得最早的，剩下扎根的，

倒是不喊的。 

插队第一年冬季，延安县不知哪个村的知识青年，发出了一个过“革

命化”春节的倡议，而且马上演变成一个不许知青回家的政策。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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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负责，知识青年夜间行动后，还派人去追，只是岔路太多，无功而

返。这种搞得天怨人怒的办法，至今想起来令人齿冷。陕北几乎每村都

有几个逃兵，事隔 20 余年，抓知青就能手到擒来吗？要知道，对于知

识青年，刻个公社的公章，那是比做吃豆面容易得多的事情。 

其实，到了第二年，许多知识青年就不在冬天回家了，而改在夏天

回家了，因为冬天的工分好挣，而夏收的确太苦了。这和觉悟一点关系

没有，倒是可为“某某化”的春节做一注脚。 

陕北曾经有两万余名北京知青，现在还在的，不知还有几个人了。

但是，知青和陕北的那种复杂的感情，也许会存在得比较久远，虽不会

传代，但也是至死不渝。陕北曾经是中国的希望，也是个人才的受“洗”

地，虽不说没到过陕北，就不认识中国，但起码是认识不完整。纵观中

国历史，许多历史性的辉煌，往往起事于东南，收功于西北。陕北的发

达之日，才是中国现代化成功之时。而陕北的发达，更多要靠走出去，

而不是靠“扎根”，困死一隅。秦王不能扫六合，闯王也不会进北京。

毛主席当年到陕北，第一个战略行动，是东征山西，西征甘宁青，在陕

北厉兵秣马 13 个春秋，最后走出黄土地，赢来了全中国。回顾历史，

面对现实，展望未来，会令人得到深深启示的 — 我们希望黄土地再度

辉煌之日，正是祖国四化成功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