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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文化

杀虎口有热闹的故事元素，现实中
却显得清冷。

在山西省右玉县东北部，和内蒙古
交界处，大道上有两个城门楼连接起的
拱门，上写“杀虎口”。两边连着长城，都
是近年新修的。不远处还建了个博物馆，
博物馆旁有西口古道，通向杀虎堡。古堡
凋敝，里面有仿古建筑，大都锁着门。拱
门处和博物馆有些游客，古道和古堡少
有人行。

杀虎口是走西口的主要地标，充满
情爱、财富、权势、战争等等故事元素，这
些绚丽，缤纷在记忆的画布上。

如今右玉是有名的写生基地。画家
作品中的杀虎口，只余苍凉。

拥旄为汉将 汗马出长城

名中带“杀”的地方很少，杀虎口之
“杀”，来自它狼烟滚滚的履历。

这里东西两山对峙，苍头河自南向
北纵贯，形成天然关隘，“扼三关而控五
原，自古称为险要”，是山西连接河套平
原以至蒙古高原通道上的重要隘口，自
古就是中原政权与草原势力相争相融之
地。

“拥旄为汉将，汗马出长城。长城地
势险，万里与云平。凉秋八九月，敌骑入
幽并。飞狐白日晚，瀚海愁云生。羽书始
断绝，刁斗昼夜惊。乘墉挥宝剑，蔽日引
高旌……”

北齐虞羲这首《霍将军出塞》书写西
汉名将霍去病抗击匈奴的往事，霍去病
曾由杀虎口一带出征，将功勋铭刻在大
漠之中。

杀虎口的战事可追溯到更早，春秋
战国时，这一带称参合陉、参合口，向南
10 公里有善无城(今右卫古城所在地)。
史料记载，善无城为赵武灵王所建，他还
在此设雁门郡，李牧曾长期驻守善无城
抵御匈奴，多次出杀虎口进击。

善无是个别致的名字。右玉县博物
馆馆长吴承山说，善无是无善的意思，就
是善到此没有了，古时中原文明开化较
早，讲究礼义廉耻，北方游牧民族还处在
原始部落状态，常南下劫掠，被中原人视
为“害”和“恶”，赵武灵王设善无县，是想
将“害”拒之于外。

抢掠和安宁、“害”与“善”，作为这些
分野的临界点，杀虎口承载的岁月注定
不会平淡。西汉时，雁门郡治所仍在善
无，“雁门宁、天下安”，汉景帝时，李广、冯
敬、郅都先后任雁门郡守，守卫善无，均
未善终。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
山。”飞将军李广作过包括雁门郡在内的
7 个郡守，名震边陲，功高却未封侯，年
迈出征，迷路失期，被少壮统帅卫青责
问，愤而自杀。

冯敬是名门之后，曾任御史大夫。任
雁门郡守时，匈奴攻入杀虎口，冯敬力战
被杀。

郅都传记收在《史记·酷吏列传》中，
他以实行酷法不避权贵闻名，被称为“苍
鹰”，办理景帝之子临江王刘荣一案时毫
不徇情，致使刘荣自尽，触怒权倾天下的
窦太后。景帝安排他出守雁门郡，到任后
治军有方，威名远扬，匈奴不敢靠近，司
马迁写道：“匈奴尝为偶人像郅都，令骑
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但窦太后仍不
放过郅都，找了个名义将其斩杀。

冯敬之死是因没有防住外来的
“害”，李广、郅都守得很好却不免横死，
“害”来自他们捍卫的后方。

考古发现表明，善无城掩埋在现存
明代建设的右卫古城之下，比右卫古城
还要大，根据遗迹推测原城呈正方形，占
地约 400 万平方米，曾出土汉代“千秋万
岁”瓦当和陶器等。

隋唐时期，杀虎口一带仍是要塞。隋
炀帝杨广自此出行巡边，到大利城(今和

林格尔)会晤启利可汗，作诗云：“鹿塞鸿
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帷望风举，穹庐向
日开……”

唐代称杀虎口为白狼关，在善无城
设静边军防御突厥。安史之乱时，叛军占
领山西，郭子仪率部从和林格尔攻入杀
虎口，在静边军城与高秀岩部叛军激战，
高秀岩副手王景山及其子王液阵前倒
戈，高秀岩被俘，叛军大败，史称静边大
捷。这是安史之乱中唐军的首场大捷，唐
军由此摆脱颓势，这事发生在 755 年。

1952 年，右玉县沙梁村的几个村民
修渠时挖出两块石碑，砌了猪圈。1985
年，下乡的县委书记偶然发现，这两块石
碑是静边大捷中王液的墓铭和墓志铭，
于是运回县博物馆收藏。历经千余年，经
历黄沙和猪圈，铭文仍可辨：“蒹葭凄凄，
白露未晞。唯此哲人，翻然成悲。彼苍者
天，彼黍离离……”

彼黍离离，行迈靡靡。墓刻犹见，墓
早不知何处。

936 年，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
州给契丹，杀虎口一带失去了屏障作用，
迄今没有发现宋代有关于这里的记载，
当时此处属辽和金，但也没发现辽金有
相关记载。

政治军事版图的改变，使地理上的
要塞失去作用，历史的聚光灯在杀虎口
黯淡下去。

无人知晓，自何时起，昔日的要塞没
入大漠风沙之中。

斗转星移，四百多年后，杀虎口重回
历史舞台。明代为加强北方防御重修长
城，杀虎口是重镇，称杀胡口，筑杀胡堡，
堡周长 2 里，包砖，高 3 丈 5 尺，内驻巡
检司副将、都司、守备，后又在相邻处修
了平集堡，共驻有步兵 1047 名、骑兵
152 名。

嘉靖年间，鞑靼数次攻入杀虎口，劫
掠杀戮。1557 年攻入杀虎口，围困右卫
城 8 个月，守将王德战死，城内断粮，士
兵煮弓弦充饥，誓死不降。

杀胡口之名，积淀着多少仇怨。
这个怨气很重的名字在 1696 年被

改为杀虎口，作这个改动的是康熙。那一
年他亲征噶尔丹大获全胜，凯旋时驻跸
杀虎口，大宴将士，并为这要塞题写匾
额，改“胡”为“虎”，或是想将这人间杀伐
之气转向了打猎吧。

改名之后，杀虎口的烽烟确实平息
了许久，故事基调转向另外的元素。

握手一长叹 泪为生别滋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
留。”一曲《走西口》，将杀虎口的戾气化
为缠绵悱恻。

《走西口》有民歌和戏曲，版本很多。
二人台剧目《走西口》情节完整，说的是
咸丰五年，山西农民太春新婚不久，为生
活所迫要出走口外，妻子孙玉莲挽留不
住，反复叮嘱，从衣食住行到为人处世，
事事提醒，叨唠之中满是牵挂和不舍。

“歇歇你平地歇，你不要靠崖头，恐
怕那崖头倒，压在你崖里头……吃饭要
吃熟，生饭不美口。你吃下肚疼脑热，该
叫人家谁侍候……一不要抽洋烟，二不
要贪耍钱，学下那劣毛病，恐怕你受可
怜……”(五云堂玩艺班戏文光绪十一年
版)。没有海枯石烂、地老天荒，有的只是
平实日子的细微和艰辛旅程的牵挂，唯
其如此，才打动着一代代为寻常生活无
奈奔波别离的普通人。

“学会《走西口》，到处有吃口。”这曲
目是晋北及周边艺人的“铁饭碗”。广受
欢迎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人感同身受的
共鸣。

走西口要从康熙说起，征噶尔丹时，
为保障军需供应，允许山西商人随军贸
易。由此旅蒙商贸不断发展，之后放开边
禁，大量山西商人、农民去口外谋生，形
成移民潮，称走西口。山西人称杀虎口为
西口、张家口为东口。走西口的出口不只

杀虎口，也不限于陆路，但杀虎口是走西
口最有代表意义的地标。

一般认为，走西口从康熙中期起，到
上世纪中叶，历时 260 多年，涉及人口数
以百万计，主要到口外经商、务工、垦荒
等，其中有乔家大院乔致庸那样的富商，
更多是为糊口奔忙的穷苦人。山西土地
瘠薄，灾年不断，“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
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走西口》
中太春唱道：“家无生活计，吃断米粮尽，
手中无分文，不走西口怎么行？”

出了西口也难行。孙玉莲再三叮嘱，
表达出非同一般的关心惦念，因为当时
杀虎口外的世界确实危机四伏。

“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一路上数
不尽艰难种种……东三天西三天无处安
身，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住沙滩睡冷
地砖头当枕，铺竹笈盖星宿难耐天明。上
杭盖掏根子自打墓坑，下石河拉大船驼
背弯身，进后套挖大渠自带囚墩，走后营
拉骆驼自问充军，大青山背大炭压断板
筋，蒿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乌梁素打芦
苇卧雪爬冰，遇‘传人’遭瘟疫九死一生，
沙蒿塔子碰土匪几乎送命。”

表现走西口艰难的民歌不少，这首
《西口行》较全面。掏根子指挖甘草，保德
人主要从事这行当，在大草场里挖坑掏
草根，和下煤窑、拉纤等一样充满艰辛。
磨难中，不少人命丧他乡。

在最早唱响《走西口》的河曲县，至
今仍保留放河灯的风俗，已列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农历七月十五
前后三天，在黄河上放麻纸扎的河灯，以
祭奠走西口没有归来的亡灵。

夜幕下，船行到河中央，宛转的乐曲
声中，一盏盏如莲花般的各色河灯顺流
远去，在黑暗之中闪动着光亮。

260 多年里，不知有多少从杀虎口
走过的身影，如这河灯一般，闪亮、熄灭。

但他们也留了下来，通过《走西口》
《西口行》等等大量的民间文艺作品，留
下了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感伤、他们的希
冀……

“担起担担你走呀，留下妹妹谁搂
呀。哥哥走呀妹妹拉，一拉一扯好难活。”

“哥哥走出二里半，小妹妹还在房顶
上看。风尘尘不动树叶叶落，真魂魂跟上
你走了。”

“你走口外我在家，你打光棍我守
寡。炉火不旺谁给咱扇？瓮里没水谁给咱
担？”

“三天刮了九场风，黄土掩漫怎安
身？西北风越刮越起尘，受苦人在外谁心
疼？”

这些朴拙的歌词，是无数漫漫长夜
里，许许多多孤苦的灵魂，一点一滴的泪
水和心血汇聚而成。

“山曲儿好比心上的油”，河曲民歌收
集研究者贾德义曾说，走西口的人们，虽
然生活苦难，但也有自己的娱乐方式，就
是民歌。男人在口外想念女人，女人在口
内想念男人，就把思念唱出来。他们不识
字，自娱自乐，歌词上口易记，通俗简单。

这些民歌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走西
口的漫长日子里，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表
达心声，在传唱中，不停地丰富修改，折射
着一个庞大群体心绪和情感。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杀虎口
成为军事要塞是因为它处在交通要道之
上。秦代就修建了通过杀虎口的驰道。汉
代昭君出塞，这里是她进入大漠前的最
后关隘。杀虎口东南 20 多公里，有个蹄
窟岭，传王昭君行至此处，留恋故国，马
踯躅不前，马蹄踏出窟印。

据记载，苏武出使匈奴也经由杀虎
口。《玉台新咏》中收有《留别妻》，传为苏
武作品。“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
一长叹，泪为生别滋……生当复来归，死
当长相思。”

“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紧紧
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相
隔近两千年，《留别妻》和《走西口》吟唱
出共同的场景和情绪。这，算是杀虎口的

一重底色吧。

河海逢清晏 荣光织锦文

在杀虎口边上的右玉县博物馆大厅
里，有巨幅油画展现清代杀虎口的繁华
昌盛，楼台相连、商旅如云。

那是杀虎口的黄金时代。
顺治七年(1650 年)，清廷在杀虎口

设立税关，是其在北疆贸易设立最早的
两大税关之一，另一个是张家口。张家口
贸易范围在蒙古草原中部以东，杀虎口
的贸易范围则以漠西、漠北的广大地区
为主。杀虎口税务监督署，管辖山西天镇
新天堡至陕西神木长城沿线的税收和人
事事务，涉及今天晋蒙陕三地。“商人运
载货物例额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
别口私走。”

与张家口、粤海关、崇文门及杭州、
苏州、江宁三大织造一样，杀虎口直接隶
属内务府，监督由朝廷直接委任，大抵是
内务府员外郎、六部员外郎或郎中轮流
兼任。

曾任右玉县政协主席的王德功对当
地文史颇有研究，他说，清代杀虎口是繁
华所在，军事、商贸、手工业功能集聚。杀
虎堡由相连接的三个部分组成：杀虎堡
旧堡、中关、平集堡(新堡)。旧堡驻军，新
堡住民，中关空阔地带进行商贸和税收
管理，周围还建了大量的房屋，最多时人
口达 5 万人。

设有 8 大衙署，户部衙门负责税收，
驿传部署主管驿站、邮传兼管茶盐，将军
署衙为当地最高军事机构，还有都司衙
门、守备衙门、协镇衙门、道台衙门、巡检
衙门。

有各种庙宇 51 座，号称“全庙”，涵
盖儒释道及诸多民间信仰，包括玉皇阁、
真武庙、吕祖庙、观音庙、文庙、关帝庙、
佛殿庙、喇嘛召庙、大仙庙、马王庙、苏武
庙、花庙、鲁班庙等等。

庙多，庙会自然多，几乎月月有会，
天天唱戏。最热闹的是黄箓会，传为庆祝
康熙西征胜利而设，费用由户部直拨。每
年七月二十五起会，会期十天，庙会期
间，各庙都要请戏班，路过艺班也要无偿
献艺。

店铺上千家，涉及绸缎、日杂、副食、
医药、钱行、酒楼、作坊等等行业。其中最
著名的是大盛魁，它从杀虎口起家，到清
代中后期发展为旅蒙最大的商号，从业
人员约 7000 人。

诸般盛况，已成往事。
从博物馆出来向南就是西口古道，

博物馆解说员介绍说前边杀虎堡有影视
基地，但她解说只到古道入口处。古道为
石砌而成，颇多尘土，破损难行。道上不
见行人，有头毛驴孤单地拴在路边。小心
前行，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明显的车辙印
痕，深浅不一。或是为了方便通行，有的
路段翻修过，淡化了沧桑印迹。

旧堡城墙残缺不全，堡内已无建筑，
种着玉米。新堡城墙尚存，是 6到 10米高
的夯土墙，砖砌南城门保留较完整，砖雕
垂花门饰下有匾额，依稀可辨出“平集堡”
三个字。新堡里也没有什么古建筑，有的
是新建仿古建筑，形成仿古街的规模，却
大都关着门，有几个当地的孩子跑过，没
看到游人。

新堡内有拍摄电视剧《右玉和它的
县委书记们》时新建的外景，有新华书
店、电影院，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貌建
设，不是完整建筑，只有门面墙，算是影
视基地的风景吧。

蓝天白云之下，杀虎堡显得空旷平
静，或许以后还会在这里建影视需要的
什么场景，但当年的衙署、庙宇、店铺再
没有了。

杀虎口昔日的荣光和细节，还保留在
文献之中。

在台北故宫所藏清代档案中，已整
理出涉及杀虎口的记载近 90 件。其中，
最早的一件是雍正二年(1724 年)大学

士马齐奏报“查办杀虎口关监督萨齐
征收税银数目”事，最晚一件是宣统年
间(1909 年到 1911 年)“度支部为张
家口、杀虎口关期任期分别变通事”。

根据档案，杀虎口关常态性税收每
年应解项目主要是：户部正税 16919
两、工部 7200 两等，开销包括差役饭
钱、解送盘缠、监督署用度等。任满回京
的监督需专折目上奏任期收支明细，并
将盈余亲解到京，皇帝会将部分盈余赏
给监督，类似提成。
档案显示，乾隆朝盈余少，赏银却

丰厚，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庆岱
解回 10596 两，乾隆只留了 4000 两，
其余 6596 两全部赏了庆岱。而道光二
十五年(1845 年)盈余 18696 两，赏银
仅 196 两。要是受灾收税达不到常态
性税收的数，监督要奏明情况请求宽
免，却并不是总能获准，经常要“全数
着赔”，或减免后限期缴回，即使监督
离任后也要按年赔补。因为这个原因，
光绪十一年(1885 年)，“更换杀虎口
监督保送各员，大半临期不到，视为畏
途。”

民国成立后，杀虎口税务监督署
由北洋政府财政部直管，军阀混战，城
头变幻大王旗，杀虎口税关也几经变
化，直到 1929 年与归绥的塞北关署合
并，杀虎口的黄金时代宣告正式结束。

在此之前，杀虎口已逐渐衰落。归
绥(今呼和浩特)和张家口的不断兴
起，弱化了杀虎口的地位。走西口使口
外经济发展，减少了对口内依赖，也使
通过杀虎口的物流减少。特别是 1921
年京绥铁路全线通车，河套平原以至
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有了更便
捷的通道，杀虎口又一次淡出历史舞
台。

今杀虎口村属右玉县右卫镇，户
籍人口 892 人，在村居住 267 人，2018
年人均纯收入 8700 元。

年来凭吊意 今古复何如

“数年之后，杀虎口千年古关，雄
姿再现，将不再以一种文化遗存淹没
在历史的烟云中，一座集寻根探秘、休
闲疗养、生态旅游、文化揽胜为一体的
国家 5A 级历史文化风景名胜区必将
展现在塞北大地。”

这段话来自杀虎口景区发展规划
的展示牌，立在杀虎堡里的空地上。

右玉县委宣传部王涛副部长介绍
说，县政府已和有关企业签约，合作推
进杀虎口景区文化旅游项目，项目包
括杀虎堡遗址公园、西口古道、长城旅
游、湿地公园、乡村旅游等景点，还有
游客服务中心、商业住宿等配套设施。

杀虎口景区启动建设已有近 20年
时间，新修了杀虎口长城和博物馆，将
原紧邻长城的杀虎口村进行了搬迁，在
平集堡修建了仿古建筑，但尚未打造出
一个旅游热点。还有专家提出批评，认
为没有保留好原来长城的遗迹。也有网
友说，看杀虎口新修的长城还不如去附
近探寻原汁原味的残存长城。

新规划中，杀虎堡将建设遗址公
园，历史遗存得到重视。王德功认为，
杀虎口景区的精髓在于历史文化，应
该努力展示杀虎口独有的文化元素，
而不是只追求新奇好玩。与其仿建复
活节岛的石人阵，不如保护好西口古
道石头上的车辙，收集资料实物设置
西口古道展览；与其使用电视剧《走西
口》中土匪刘一刀的名字开店，不如做
好大盛魁名号的宣传。

初秋右玉，草木葱葱。70 年前，这
里植被稀疏、风沙肆虐，右玉人持之以
恒地植树造林，将不毛之地建设成了
塞上绿洲。

杀虎口应该会有一天重见繁华。
但愿那新起的繁华之中，能保留

些许苍凉的意味。

杀虎口：走过繁华，走过苍凉 郭慕清

大 学 二 年
级的时候，曾一
个 人 夜 游 平 遥
古城，寂静幽深
的 夜 色 就 像 是
夏 日 里 的 紫 藤
花，一片一片地
盛 开 在 我 的 青
春里 。后来 ，因
为工作的关系，
去 平 遥 参 加 国
际摄影节，记忆
里 平 遥 那 种 清
远 深 美 的 古 城
质 感 又 在 一 帧
帧相片上浮现，
让人无法忘怀。

字典里有一
个词：一见倾城，
讲的多是女人的美。而在充满无尽
忧郁琐碎的岁月里，总有一个地方
能让人一见倾心，再见魂牵梦萦，就
像是曹文轩故乡盐城的麦田和草房
子，就像是莫言梦中高密的金黄色
的玉米地和记忆里透明的红萝卜，
还有雪小禅永远写不够的白色的苏
州河和评弹，还有史铁生那遥远的
清平湾和地坛，还有……

于我，便是平遥。

欢喜是从名字开始。嘴唇轻轻
吐出“平遥”，像被一条清凉的小蛇
咬住了心，看见了清晨的薄薄的雾，
平静而遥远，幽深而孤远，在眼前弥
漫。读这座古城，像是在品味林风眠
的画，她像是人间一个最深情的淑
女，来人无论怀了何种悲哀的情绪，
她总能让人得到温情和安慰。置身
大都市动乱喧闹的生活中，这里像
是一个桃花源，这里没有月份牌式
的妖艳，也没有文人士大夫式的清
高自赏，这里涌动着大自然的生命
力。

这种生命力不是一种轻薄的
美丽，平遥也并不美。这座穿越漫
长岁月的古城甚至处处露出一种
残落。城墙的石缝里黯淡斑驳的苔
痕，寂寂地透出一种对待生活的端
然与热情，发芽的嫩绿色小草拱出
头来打量着这里的一切，充满了对
生命的好奇和新鲜，有时候还能看
到粉红色、嫩黄色的小花都争奇斗
妍地盛开着，仿佛每一天都是一个
节日。

站在古老的城墙上，无数灰色
的屋顶在眼前一寸寸地铺开，会让
人自然地想起贾樟柯的电影《站
台》，想起崔明亮和殷瑞娟的爱情。

这段爱情也不唯美，就像是绵亘在
平遥历史里狡猾的晋商一样，彼此
都有曲折的心眼和小心的算计，都
有对爱情条件的称斤掂两。在影片
的结尾处，崔明亮躺在沙发上睡着
了，房间里水开了，咕嘟咕嘟响着，
殷瑞娟抱着孩子哄她睡觉，像是在
飞扬的青春尾巴，唯美的爱情被残
忍地扯开了“华丽的袍子”，看见了
里面“虱子”。可这样场景是那么的
真实，这是生活。张爱玲说她爱听
“市声”。在平遥，“市声”有贝壳一
样饱满的声线，有一种温暖的触
感。

我还记得，在居住的客栈里的
院子里，天台上空是瓦蓝色的，棉白
色的云朵在轻盈浮动，还有常常倚
着二楼红色围栏跟我打招呼的店
家太太。她有五十多岁了，不美丽
却总是在笑 ，那种爽朗的笑声很
温暖，让人忍不住要亲近。她的笑
容咧到腮边 ，右边的牙齿掉了一
颗 ，能看得很清楚 ，可她并不介
意 ，她的笑声隔着很远都能够听
见。有好几个清晨，我起床拍摄朝
霞，能听见在厨房做早饭的她，在
笑，在笑，还在笑。时间把光阴雕
饰在她的脸上，她却把微笑留在嘴
角。

有机会还想再去平遥。还想把
自己的身和心浸在那座城里，浸在
市声里，浸在这种对生命的端然的
热情里，和永远也不想要停止的笑
意里。

平
遥
平
遥

走走读读

▲鸟瞰平遥古城，游人在
平遥古城的城楼上游览(无人
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詹彦摄

▲新修的杀虎口。本报记者王文化摄制图：阎天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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