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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文学初心，《山花》依然烂漫

本报记者强晓玲、刘书云

刘娜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试着写
写的小说竟然发表，被印在了“书”上。这
名 31 岁的农村青年、三个孩子的年轻妈
妈一直不敢相信。直到那天跋涉了 30 公
里，从清涧赶到延川县城，接过编辑老师
递过来的明晃晃印着自己名字、带着浓
郁墨香的《山花》时，刘娜说自己激动了
好一阵子。

事情虽然过去了大半年，如今再提，
刘娜仍然眼热心跳。“在延川，人们知道
‘山花’就像知道路遥一样。”上小学时，刘
娜就读过路遥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
界》，“路遥是我最尊敬的作家，在我心
里，‘山花’是神圣的。”

“山花”，在陕北也叫“山丹丹花”，是黄
土高原上最常见的一种野花。1972 年，一
群因为热爱而不知惧怕的文学青年，在延
川县黄河畔的山沟里，创办了一份油印的
文学小报，他们把它叫作“山花”。

在那个万木凋零的时代，他们用自
己的全部创作热情和生命激情，浇灌着
这颗幼小的文学种子，使之生根发芽，绽
放开来。从创办者、诗人曹谷溪，到以《人
生》《平凡的世界》蜚声中外的作家路遥，
再到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逍遥之乐》
等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而走红全国的知
青作家史铁生、陶正，从当年的文学青
年，到后来的文坛大腕，还有更多后起之
秀，如闻频、海波、远村、厚夫等三代 20
多位，他们被称为“山花作家群”活跃在中
国文坛……这对于黄土高原上一个相对
落后贫穷的山区小县来说，不能不说是
个奇迹。

上世纪 70 年代，贾平凹、梅绍静等
当代知名作家诗人成名前在这里发表过
习作。贾平凹曾称，他第一次看到朋友和
谷在《山花》上发表了处女作，“还很是嫉
妒了一阵子”。

著名作家、陕西省文联原主席李若
冰曾说，“《山花》像一颗明亮的星，在延
川的上空闪耀。”

文艺评论家李星说，《山花》的出现，
像一株鲜艳的火红山丹丹花，给中国文
坛的天空平添了一丝亮色。

正如陕北民歌中唱的“山丹丹开花背
洼洼里红”，45年来，《山花》宛如一束清新
自然的山野小花，在背洼洼里的向阳处，开
得执着、质朴，不娇媚，更不带脂粉气。

2015 年 3 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与上海团代表曹可凡聊起热播电
视剧《平凡的世界》时说：“我和路遥很
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路遥和谷溪办

《山花》的时候，还只写诗歌，不写小说。”
（《新华每日电讯》2015 年 3 月 12 日 9
版）

曹可凡后来对记者说：“说到路遥，
总书记的兴奋之情显现出来，那神态，有
点‘我跟你说个秘密’的感觉，真情流露。”

谷溪曾在 1975 年采访过习近平，采
写了延川县大办沼气的通讯《取火记》。
往事再提，如今已经 75 岁，性格豪放的
谷溪说，“总书记的谈话，体现出党中央
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和亲切的关怀，鼓励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像牛一样劳动，像土
地一样奉献’，像《山花》那样，植根于人民
大众，创作出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向上
向善的优秀文艺作品，我们的文学艺术
事业才能拥有恒久的生命力。”

“‘山花现象’就是作家扎根人民，从人
民中汲取力量的例证。”中国作协副主席
李敬泽说，“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的
土地和父老乡亲们身上，片刻不忘对祖
国、对人民、对父老乡亲的责任。”

“人民的刊物人民办，人民办的刊物
人民看。《山花》一直在践行这样一个理

念。”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认为，《山
花》给其他地方性文学期刊树立了榜样，
“《山花》葆有文学的初心，它为文学爱好
者搭建平台，抒发声音。文学以本身的感
召力和凝聚力，将热爱它的人们团结成
一个整体。”

油印机引发的《延安山花》

“‘山花’是由一个叫曹谷溪的人‘煽呼’
起来的。”提起《山花》，作家海波总会这
样说。

1969 年，时任延川县通讯组组长的
曹谷溪接到一个任务，要他去关庄公社
调查陶正——— 一名在当地插队的北京知
青——— 竟然自己办了一张油印的报纸，
其中转录了一些《内参》的内容，引起有
关方面的注意。

原来，清华大学附中学生陶正来延
川插队时，在军大衣里偷偷包裹来一个
油印机，并且在全县最偏僻的山村办了
一张《红卫兵战报》。这张小报不但探讨
中国的农民问题，甚至面向世界，摘编俄
罗斯民歌等文学内容。

曹谷溪见到陶正，便被这名来自北
京的小伙子深深地吸引，他激情、坦率以
及远大的理想给曹谷溪带来极大的震
动。一直以来，跟县里仅有的几个“文人”
打得火热的曹谷溪就想，人家北京知青
敢背着油印机在陕北农村办报纸，普及
文化，为什么我们不敢？

回到县城，曹谷溪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

此时，一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诗集《延安儿女热爱毛主席》引起了曹
谷溪的注意，他觉得一下子找到了方向，
“咱们也编本诗集，也干它一场”。想法得
到几个“文人”的一致赞同，包括中学教师
闻频、县文化馆白军民，以及因“文学”结
缘的“民办教师”王卫国(路遥)，还有后来
被曹谷溪以“民工创作员”名义“弄进”县
通讯组的陶正。

很快，油印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
歌》在延川诞生。这本诗集无意中被陕西
人民出版社一位来延川探亲的编辑看
到，这位编辑将其更名为《延安山花》，在
1972 年 5 月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三十
周年前夕正式出版。

作为工农兵创作的典型，《延安山
花》公开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震动。一时
间，各地索要信函不断。《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陕西日报》等都在显要位置报
道了“陕西延川县群众业余文化创作空
前繁荣”的事迹。随后，诗集经过不断修
订、完善，先后多次印刷，连香港三联书
店也有印刷发行的记录，诗集累计发行
达到 28 . 8 万册，在当时创造了工农兵文
艺创作诗集的发行奇迹。

1972 年 8 月，《陕西日报》在显著版
面发表了调查报告，点名表扬了返乡知
识青年路遥。因为在《延安山花》的几位
骨干作者中，只有路遥是真正的农民身
份，这也使路遥继“革命干将”之后再次成
为延川的“名人”。

1974 年，日本学者安本实在日本大
阪书店买到一本《延安山花》。当时，他第
一次读到谷溪和路遥的名字。2007 年，身
为大学教授的安本实把这本珍贵的诗集
赠送给了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

《延安山花》为延川县赢得了声誉，
这一切是曹谷溪等创办者始料不及的。
海波曾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眼见
着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熟人一夜之间成了
诗人。能发表作品的作者，顿觉浑身舒
坦。一瞬间，曹谷溪由一个理想主义的诗
人变成了一个文艺活动家。他时而把自
己比作一只母鸡，时而又把自己比作一

架人梯……业余作者从四面八方纷沓而
来，曹谷溪的‘寒舍’一下子门庭若市。”

1972 年 9 月，受成功编辑《延安山
花》诗集的鼓舞和启发，在延川县领导的
支持下，曹谷溪一班人开始编辑出版 16
开 4 版、铅字印刷的活页县级文艺小报

《山花》。
路遥在延川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

等首发阵地均是《山花》，也正因为有最
初的文学创作成绩，他最终才被推荐到
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

对于这段往事，路遥曾说，“可以说这
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
泥土气息文学机制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
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社会混乱叫
人头脑昏昏沉沉的时候，这些人自己为自
己制造了一颗人丹……艺术用它巨大的
魅力转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
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

“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

1991年，路遥在为曹谷溪的诗集作序
时写道，“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
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我们原来属于两个
相互敌视的‘营垒’。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
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

在位于延安市区“谷溪书馆”里，一张
路遥和曹谷溪年轻时在黄河畔的合影，
被悬挂在重要的位置。“这是路遥生前最
喜欢的照片。”站在宽敞的大厅里，曹谷
溪告诉记者，那时路遥总是找他借书，更
喜欢跟着他外出采访。1970 年夏，两人骑
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去农村采访。走到黄
河畔的石崖上，“背倚高峻峰峦，俯视滔
滔河水，顿时有了一种诗意”，曹谷溪背
着海鸥相机，于是俩人用自拍留下了这
张珍贵的照片。

就在采访后不久，路遥创作出诗歌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县上召开文创
会，指名道姓要我去。心像小鼓一个劲
擂，一晚上折腾得不瞌睡”。尽管只是“信
天游”式的习作，但曹谷溪看到了路遥的
灵气，把它推荐到《延安通讯》上发表，这
是路遥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也是他
走向文学跨出的第一步。1992 年，路遥弥
留之际，特地托曹谷溪放大了那张对路
遥来说意义非凡的照片摆在病房。

《路遥传》的作者梁向阳(厚夫)说，
“路遥走上中国文坛，与诗人曹谷溪不无
关系。”

1962 年高中毕业的曹谷溪，在公社
灶上一边抡勺把子一边捉笔写诗，常常
为擀面、炒菜发愁的他却常有文章、诗歌
发表在报端。1965 年，他被选派出席“全
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
北京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很
快，弹丸之地的延川县，提起写文章，大

家必提曹谷溪。甚至有年轻人卖弄学问
时，都会遭到讽喻，“看你比曹谷溪还能
行？”

后来，曹谷溪被调到延川县革委会
政工组工作。再后来，一大批北京知青来
到了延川。《山花》也正是因为北京知青
的参与，少了背洼洼里的局限而傲视河
山。

陶正曾在文章中写道，“陕北不大产
虚伪，虚伪之作算不得真正的文学。我的
文学创作的起点，应该是在陕北延川县
的清平川的一个小山庄里。”他说，“在延
川，我和谷溪、路遥等挚友，合力编印了
一本小诗集，我们自己编辑、自己刻版、
自己插图、自己油印，也把自己的作品塞
进去，辛苦而快乐，热情而狂妄。”

时为中学教师的闻频，是西北大学
的毕业生。在延川，文化程度算是佼佼
者。后来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自己
的第一首诗《大娘的话》，就是创办初期
曹谷溪交代的“任务”。作品经《山花》发表
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收录，
又被编入上海市 1973 年中学语文课本。
闻频说，“今天看来，它毕竟是时代的产
物，但对于一个身居陕北偏远山区的年
轻人来说，其振奋和鼓舞可想而知。”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年轻人既不
能经商，也不能外出打工，《山花》的出现
燃起了许多人的希望之火，让人相信写
诗可以改变命运。

闻频回忆，一次路遥穿着开花的黑
棉袄，腰里扎着根绳子，拿着诗歌新作来
求教，经过闻频修改，准备以表达失恋情
绪的笔名“缨忆红”发表。闻频说，笔名最
好简单好记又有含义，当时路遥想了想，
便写下“路遥”二字。自此，也便有了“路
遥”的公开亮相。

《山花》的创办，带动激励了一大批
延川乃至周边的年轻人走上文学的创作
道路。后来许多在国内有影响的作家、诗
人都曾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的早期
作品。

当时正在西北大学上学的散文作家
和谷，写了一首题为《访英雄》的诗寄给

《山花》，不久，诗歌发表，惹得后来名震
文坛的贾平凹羡慕了好长时间。著名女
诗人梅绍静，当年是延安无线电厂的工
人，也寄来自己的诗作“敬请指正”。

著名作家史铁生曾回忆，他在延川插
队的时候，就十分羡慕《山花》上的作品。

《山花》越办越火，县邮电所发现，《山
花》编辑部成了全县往来信函最多的客户。
在延川，因为诗歌，几乎人人都在作诗，更
燃起了许多人的希望之火。

“对于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涉猎面
不宽、语言表达差的农村青年来说，‘舞文
弄墨’的直接动机或许来自于改变生存环
境。”曹谷溪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千方百

计地鼓励，竟然大有成效。
闻名乡里的“伞头”（秧歌队领头）海

波，13 岁辍学，与路遥是儿时密友、小学
同学，也是《山花》创办者之一白军民的
学生，当他拿着自己的第一首秧歌词递
到《山花》时，曹谷溪不敢轻易接纳。怎么
办？改！“业余作者水平差，有些作品都是
编辑硬改出来的。”一次，曹谷溪在公开
场合讲道，现在被公认为最有希望的文
学青年海波，当时水平差得可怜，在山
花上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几乎就是几个编
辑“做”出来的，“尽管这样，但我们很高
兴。”

海波说，《山花》通过这些事例为农
村青年指出一条路：努力创作，前途无
量。后来海波成了延川的名人，一时间更
加刺激了一大批青年作者蜂拥而至。

活得像路遥一样，已不自觉地成了
人们的人生理想。《山花》也就更红
了。

世上还有一种“营生”叫写作

“在那个极端紧张的年代，几乎所有
刊物停刊，几乎所有文人被迫搁笔，中国
文坛处于异常沉寂的时期，唯独在革命
圣地延安——— 延川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却冒出了《山花》这朵奇葩，不由得不
让人震惊！真是山花烂漫，异彩纷
呈。”李若冰曾在《山花》上发表过自
己的诗作，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
道，《山花》的出现，打破了文艺界长
期沉默的局面，其影响波及全国和海
外，使人们不能不思考这种在荒芜的文
坛出现的特异现象。

“一种文艺现象与地域文化、时代特
征有密切关系。”长期关注“山花文化现
象”的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认为，

《山花》是“伟大的革命理想”与陕北人先
天具有的浪漫主义品格相结合的产物。

《山花》的“破土而出”，“绝不是简单的个
案和偶然。”

在陕北，古有“文出两川武出三边”之
说，其中的“一川”就指“延川县”。

唐代出过陕北古代唯一的“文状元”，
清代有李清照式的女诗人李娓娓，这都
是延川县志上的荣耀。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延川是陕北最早“闹红”的地区
之一。 1935年，延川县纳入陕北苏区。
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大批
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深入到陕甘宁边
区宣传采风，陕北地区民间文化得到广
泛发掘整理，陕北民歌、说书、道情、
秧歌等从山野走向革命中心。延安时代
出过一个杨醉乡，他所统领的抗战剧团
堪称苏区文艺先驱。李若冰当时是剧团
里的娃娃兵，杨醉乡是他的恩师和领路
人。(下下转转 1100 版版)

▲ 1982 年，在纪念《山花》创刊十周年会上，谷溪(左二)、路遥(右一)、陶正(右二)、白军民(左一)合影。

从路遥到史铁生，从谷溪到陶正……一本陕北黄土高原

山区小县的文学刊物，成就了中国文坛令人瞩目的“山花作家

群”，已经“山丹丹开花背洼洼里红”了 45 年，深刻启示作家应

该如何扎根土地，从人民中汲取力量，生动阐释“人民的刊物

人民办，人民办的刊物人民看”，有力证明只要植根于大地，植

根于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一定拥有恒久的生命力

像像《《山山花花》》那那样样，，植植根根于于
人人民民大大众众，，创创作作出出深深受受人人民民
大大众众喜喜爱爱的的、、向向上上向向善善的的优优
秀秀文文艺艺作作品品，，我我们们的的文文学学艺艺
术术事事业业才才能能拥拥有有恒恒久久的的生生命命
力力

———《山花》创创办办者者、、诗诗
人人曹曹谷谷溪溪

这这是是社社会会混混乱乱叫叫人人头头脑脑
昏昏昏昏沉沉沉沉的的时时候候，，这这些些人人自自
己己 为为 自自 己己 制制 造造 了了 一一 颗颗 人人
丹丹…………艺艺术术用用它它巨巨大大的的魅魅力力
转转变变一一个个人人的的生生活活道道路路，，我我
深深深深感感谢谢亲亲爱爱的的《《山山花花》》的的，，
正正是是这这一一点点

——— 路路遥遥

在在那那个个极极端端紧紧张张的的年年
代代，，几几乎乎所所有有刊刊物物停停刊刊，，几几乎乎
所所有有文文人人被被迫迫搁搁笔笔，，中中国国文文
坛坛处处于于异异常常沉沉寂寂的的时时期期，，唯唯
独独在在革革命命圣圣地地延延安安————延延川川
这这块块神神奇奇的的土土地地上上，，却却冒冒出出
了了《《山山花花》》这这朵朵奇奇葩葩，，不不由由得得
不不让让人人震震惊惊！！真真是是山山花花烂烂漫漫，，
异异彩彩纷纷呈呈

——— 著著名名作作家家、、陕陕西西省省
文文联联原原主主席席李李若若冰冰

陕陕北北不不大大产产虚虚伪伪，，虚虚伪伪之之
作作算算不不得得真真正正的的文文学学。。我我的的文文
学学创创作作的的起起点点，，应应该该是是在在陕陕北北
延延川川县县的的清清平平川川的的一一个个小小山山
庄庄里里

——— 作家陶陶正正

““山山花花现现象象””就就是是作作家家扎扎
根根人人民民，，从从人人民民中中汲汲取取力力量量
的的例例证证

——— 中中国国作作协协副副主主席席
李李敬敬泽泽

《《山山花花》》葆葆有有文文学学的的初初
心心，，它它为为文文学学爱爱好好者者搭搭建建平平
台台，，抒抒发发声声音音。。文文学学以以本本身身的的
感感召召力力和和凝凝聚聚力力，，将将热热爱爱它它
的的人人们们团团结结成成一一个个整整体体

——— 中中国国社社科科院院研研究究员员
白白烨烨

县县一一级级办办文文学学刊刊物物，，全全
国国可可能能只只有有一一两两个个县县。。《《山山
花花》》给给延延川川赢赢得得声声誉誉，，延延川川有有
责责任任呵呵护护她她

——— 中共延延川川县县委委书书记记
张张永永祥祥


	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