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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谭

　　《夏感》（又名《夏》）发表于 1984
年，1985 年 5 月入选北师大版初中
语文第二册，其他还有人民教育、山
东教育、世界知识、华语教学等出版
社的各种教材选本，先后共使用了
32 年。这篇文章的入选大约是沾了
题材的光，因为无论是文人写景还是
学生作文都离不了春夏秋冬四季。但
是你有没有发现，历史上的诗文写春
秋的最多，冬季次之，而写夏的寥寥
无几。现代散文中知名的如朱自清的

《春》、老舍的《济南的秋天》、夏丏尊
的《白马湖之冬》。而写夏的还真找不
出几篇，为凑成四扇屏，我这篇就被
拉来充数。
　　文章很短只有 666 个字，正好六六
大顺，但实际上纸墨背后是艰辛。或许
选家和读者把它看作是一篇风景散文，
但美景后面更多是苦涩的汗水，没有在
农村生活过的人很难体会个中滋味。从
这个角度出发，这篇课文让孩子们知道
一粒粮食来之不易，还是很有意义的。
　　文章说：
　　夏天的旋律是紧张的，人们的每
一根神经都被绷紧。你看田间那些挥
镰的农民，弯着腰，流着汗，只是想着
快割，快割。麦子上场了，又想着快打，
快打。他们早起晚睡已够苦了，麦子打
完了，该松一口气了，又得赶快去给秋
苗追肥浇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
忙”，他们的肩上挑着夏秋两季。
　　夏季是一年中劳动量最集中，劳动
强度最大，气候灾害最严重的季节。俗
称为“三夏”：夏收，麦子要收、要打；夏
管，秋苗要锄、要浇；夏种，晚秋作物要
种。都是急活，所以又叫作“三抢”。古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正是说的夏
天。前几天一大学教授在电视上把这两
句诗解释为春天锄地，引起笑话。春风
拂面，怎会“汗滴禾下土”。农谚“锄头下
面三分水”，愈到炎夏愈要锄地，以切断
土壤中水分的毛细蒸发。烈日下的人汗
流如洗，连锄把子都烫手。
　　文章中有一句：“半夜醒来还要听
听窗纸，可是起了风；看看窗外，天空
可是遮上了云。”小时睡在农村的土炕
上，到麦季大人们都睡不踏实，半夜风

吹窗纸响，一个机灵翻身起来听风声，
又披衣出门去看天。城里人可能不懂，
为什么要听风看天？麦收这几天叫“龙
口夺食”，一年辛苦，就看老天爷给不
给面子了。最怕的是下雨，一场雨下来
一年收成就打了水漂。麦子一淋雨就
生芽，粮库不收购，做成馒头、面条都
粘牙。再说这风，它就是天然的鼓风
机。那时还没有联合收割机，麦子要一
把一把地弯腰割倒，一捆一捆地背、挑
回场上，再套上牲口一圈一圈地碾压。
虽然暑热伤人，人们还是希望阳光强
一点，麦干好脱粒。为求一粒麦，宁愿
晒脱三层皮。
　　麦子碾过后，秆、壳、粒就三者分
离了。先将麦秆堆成垛，备作冬季的牲
口饲料。下一步的工序叫“扬场”，用一

把大木锹，连壳带粒铲起，奋力一锹扬
向空中，借着风力壳飞粒落，就可以归
仓了。风要不大不小正好，太大了麦粒
会被刮跑；太小了麦壳又吹不走。最好
是炊烟升起后微微飘斜的那种风力，
大约二三级吧。有时候麦与壳混堆在
场上干等着来风，硬是一两天不见动
静，空气沉闷得怕人，天与人在暗暗地
较劲。打麦场在半山上，村子在山下，
累了一天的人不敢下山回家，谁知道
山风这个妖精什么时候出现呢？真是
又爱又恨。天黑了先打发老人妇女们
回家去，留下几个会扬场的把式在山
上过夜，干什么？等午夜来风。一般孩
子们很愿意选择留下，可以在野外吃
用篮子送的黄馍（白面馍暂时还舍不
得，要等到过年才能吃），喝用瓦罐熬

的新麦汤，席地而坐，山野清香，远胜
现在吃盒饭。入夜爬在麦垛上，看山下
村子里明灭的灯火，仰望头上黑洞洞
的天空，空中的星星就对着你眨眼睛，
那才叫“诗与远方”呢。而这时大人们
早已经累得歪在麦垛上呼呼睡着了。
天若有情，一定会在黑暗中“嘿嘿”地
偷笑，笑人类在它面前是这样的无奈。
后半夜突然起风了，人们抓起木锹，挑
灯扬场，直到东方既白。
　　关于麦子的记忆还有几次。人民
公社时代，城里人都要支援“三夏”。在
北京，大学生也下乡帮农民割麦子。所
以我就记住了北京每年麦收的时间是
在 6 月中旬，比我的家乡晚半个多
月。而真正见到麦海、麦浪的雄奇壮阔
是毕业后在内蒙古的河套平原，那才

叫浩浩乎麦海无垠。过去说“黄河百
害，唯富一套”，它从青海、甘肃一路奔
腾而来，在这里形成大片冲积平原，人
少地多，自流灌溉，肥得流油。民歌里
唱的穷人走西口就是从山西往这里
走。想不到我这个山西人今又重新走
西口。河套种的是春小麦，比北京晚熟
一个月。到 7 月中旬时一条公路横穿
800 里平原，两边麦田如海，真有“沉
沉一线穿南北”的气势。《夏感》中描写
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主要取自这里：
　　好像炉子上的一锅冷水在逐渐泛
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一样，山坡上的芊
芊细草渐渐成一片密密的厚发，林带
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的长
墙。轻飞漫舞的蜂蝶不见了，却换来烦
人的蝉儿，潜在树叶间一声声地长鸣。

火红的太阳烘烤着金黄的大地，麦
浪翻滚着，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
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像海浪涌
着一艘艘的船。金色主宰了世界上
的一切，热风浮动着，飘过田野，吹
送着已熟透了的麦香。那春天的灵
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
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
天地间升腾。夏天到了。
　　河套人称内地为口里，口里口
外的麦收风光大有不同。这里冬季
长，地里没活，有的是打发不完的时
间。麦子收回来后先不急着打，而是
连穗带秆高高垛起。到冬闲了，想起
吃麦子，就先杀上一只羊，再抽出几
捆麦子，驾上牲口去碾场。没有烈
日，没有汗水，那种悠闲真让我这个
吃过炎夏之苦的口里人羡慕。但各
有各的难处，北地气候变幻不定，夏
天常有冰雹，这比下雨还可怕。正当
麦子在地里干得唰唰响，单等开镰
时，突然一朵乌云，乒乒乓乓，杏核
大的冰雹如雨点似地砸下来，那真
是祸从天降。我采访过一个灾后的
生产队，一块茂盛的麦田就像瞬间
经过千万把刀子一阵乱剁，都成了
寸寸的麦秸，麦粒落地搅成了一团
泥。北方不像南方有两季、三季，一
年就这一茬麦子，全村的人吃什么？
虎背熊腰的生产队长全身都软瘫
了，趴在田垄上放声大哭，拉都拉不
起来。人生多艰辛，尽在夏感中。
　　但是，河套的麦浪实在壮观。可
惜上世纪 70 年代还没有兴起旅
游，否则的话，河套的麦季就会像现
在人们看油菜花一样热闹。当时我
20 多岁，正是少年轻狂不知天高地
厚的年龄。白天采访在麦浪里穿行，
晚上就趴在灯下写诗，一个夏季写
了一首六百多行的长诗。当时文革
还没有结束，也没有地方发表，但是
那种激情已经压缩在心底。十多年
后这 600 多行诗早已忘光，却转化
成一篇 666 字的散文。60 年后我
重回故乡，小院土炕，忆当年最忆还
是麦收时，就随手写了一首小诗：

“何处是乡愁，云在霍山头。童年常
入梦，杏黄麦子熟。”回首大半生，豪
情、汗水、成就、乡愁，都荡漾在金色
的麦田里。
　　《夏感》入选课本后，家乡发展
旅游，把这篇文章和诗都刻在村头，
常有师生前来参观，顺便也就成了
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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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小草

　　 3 月 29 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德清样本研讨会暨《德清
清地流》新书发布会”上，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会长、著名作家何建明谈了他
这本新书的写作缘起和感受。
　　这是他继《浦东史诗》《那山，那
水》之后，又一部将目光聚焦于一座城
市的报告文学作品。相较于前者的宏
大和厚重，《德清清地流》如同一首清
新隽永的散文诗，在如水般流畅的娓
娓道来间，这座小城的历史与今天、发
展与创新跃然纸上。
　　 40 多年写作生涯，50 余部长篇报
告文学作品，何建明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高产作家。抗击非典时，他写下《北京保
卫战》；汶川大地震时，他写出《生命第
一》；反映利比亚撤侨的《国家》，后来被
拍成电影《战狼 2》……去年疫情期间，
他意外滞留上海，快马加鞭地写出《上
海表情》和《第一时间》，为读者呈上一
份全面清晰的“沪上战疫报告”。
　　“粗略算起来，这些年几乎是一年
两部，”他笑着透露“高产”的秘诀，“因
为我是部队出身，这样的工作状态已
经是一种习惯，况且我也没有其他的
爱好。”
　　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位以
作家身份当选的全国劳动模范。如果
仔细研究他的行程表，都会感叹他的
勤 勉 ：密 集 的 采 风 、授 课 、高 频 写
作……
　　弘扬主旋律，落笔在重大事件，紧
跟时代的脚步，凡此种种让他在作家
群体中像个“异类”。“我是作家中的

‘少数派’。”采访中，他这么调侃自己，
但会郑重地补上一句，“我是凭良心写
作，这个时代光明的、美好的东西，为
什么不去客观记录它呢？”
　　他的工作状态更像是一位新闻记
者或社会科学研究者，目光总是聚焦
在时代最闪光的东西上。他将自己对
文学的喜好和新闻的专业性结合起
来，“新闻讲究影响力，文学讲究感染
力，社科讲究理性和深刻，三者对报告
文学来说都是必要的。”
　　几十年的军旅和记者生涯，使得
何建明具备灵敏的新闻嗅觉和雷厉风
行的执行力。他曾说：“报告文学作家
应该是个冲锋的战士。”如今，他仍像

年轻的战士一般，时刻准备出发，用手
中的笔记录这个时代。

“水德行香，清朗生辉”

　　草地：这本书的书名《德清清地
流》，有什么含义？为什么要起这样一
个书名？
　　何建明：“德清”这两个字，在古人
的理解中，是“人有德行，如水至清”。
我加了两句话，“水德行香，清朗生
辉”。这是我个人对德清的解读，也代
表了我对德清特别的情感。
　　“德清清地流”首先指的是德清的
地理环境，“水”贯穿其间——— 一条溪，
顺着莫干山下来，一直到下渚湖，蜿蜒
而过。一方面，清清的流水，是一个自
然状态；另一方面，德清人有一个特
点，他们对政策的贯彻特别坚定、毫不
含糊，就像自然界的水流淌而来，尽管
也有小波浪，但是流得非常顺畅。
　　我希望读者看到这个书名，停下
来念一念，体会“德清”背后那种诗化
的美。
　　草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
德清的？为何会聚焦这样一个人口仅
40 万的小县城？
　　何建明：大概十来年前我到过德
清，第一次去的时候，一下子就喜欢上
了，因为那里实在太美了。德清是一个
水乡，和我的老家苏州很像。德清的

“洋家乐”仿佛一块块嵌进山体中，不
破坏周边的风景，非常有意思。从地理
环境上看，德清有一种立体感、自然
美。那个时候，我就想写一本关于德清
的书。
　　除了自然环境以外，德清的人很
平和，就像德清的水一样流淌着，这是
我最直观的感受。德清地方虽然小，但
它做了很多事，发展得很“精致”。今天
的德清，在自然美、人文美的基础上，
实现了建设之美和发展之美。
　　这些年我写了无数报告文学，讲
述中国的发展。我走访了很多地方，看
得越多，越觉得有些地方经不起细看，
毛病不少。但德清不一样，我认为它很
多方面都堪称“完美”，这是我对它最
强烈的印象。

　　草地：用一部书写一座城，在创作
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问题？
　　何建明：写作中会碰到一些问题，
比如如何来处理文学性的、内心的、美
的感受和真实事件的关系。报告文学是
真人真事，必须要把这个平衡把握好。
我的办法是将历史和事件都裹在“美”
的感受中。我希望读这本书的人，能在
总结经验的过程中，通过“美”来净化心
灵，潜移默化地吸收德清的经验。
　　我是搞新闻出身的，新闻写作有
的时候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许多事情
讲上十遍、百遍，讲不出究竟“好”在什
么地方。媒体通常会通过数字、概念来
说明问题，更关注影响力；社会科学则
用理论来阐释，比较枯燥、理论化，普
通人不太关注。而文学不一样，它是一
种感染力。以文学为载体，通过细节、
情感，通过具体的人和事，慢慢了解到
有德清这么一个“样本”，让更多地方
愿意吸收它的经验，文学作品的强项
就在这里。

  “德清清地流，要流进人

们的心坎上”

　　草地：近年来，德清的发展引起很
多关注，新闻媒体有过不少报道，您如
何从庞杂的信息中筛选出写作的重点？
　　何建明：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压力

很大，因为前人已经把德清的美写遍
了，我该如何超越？这是一个挑战。我
想我应该写德清的发展之美，这是今
天的德清与历史上不太一样的地方，
也 是 我 们 今 天 的 文 学 所 应 表 达 的
东西。
　　写今天的德清，需要融入时代的
特点、又要用文学的语言来表达。我从
改革开放开始写起，写德清人民，写德
清的干部，写德清的土壤滋养过的无
数人物，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今天
的德清有什么不同。另外，我还想看看
德清的经验，在其他地方是否可以复
制，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具体到书中各个章节之间，最主
要 的 是 从“美”的 角 度 去 筛 选 和 表
达——— 美流淌到哪里，让我们看到。我
希望整体是流畅的，有一种水一般流
淌的气息。
　　草地：如何理解“德清样本”的
含义？
　　何建明：在我的理解中，“德清样
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新
发展的一种美学——— 是文学的美学、
社会的美学，也是基层治理的美学。
　　这就不得不提到德清的“德”，

“德”是心灵之美，是人的最高境界。心
灵、思想、人文，甚至自然美中也包含
着“德”。
　　“德”清清地流，流到这片土地上，

流到人们的心坎上，还要流到祖国的
每一个角落。
　　德清两个字，古人给了我们无限
的想象和空间，也给了今天的德清人
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这片土地
太美了，美得让我们都喜欢它，这为德
清的未来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草地：相比写上海的《浦东史诗》
和写安吉的《那山，那水》，这次的《德
清清地流》在写作上有哪些新尝试和
突破？
　　何建明：看起来我用了很细腻的
情感，但实质上我想呼吁和警醒我们
的社会，看看德清是怎么做的。我们经
常能听到很多“大话”，但你看德清人，
软绵绵的，像水一样流淌的过程中，把
自己的家乡建设得这么好。就像水滋
润这片土地似的，下的是软功夫。但在
软功夫里面有硬功夫，执行的时候，是
实打实的。
　　写安吉的时候，我更关注的是一
种社会的形态，它是方向性的；写浦
东的时候，是一种史诗般的意义。而
写德清，我想“和风细雨”地跟大家讲
道理。

  作家应当充满理想和激

情，真实地书写中国

　　草地：您在许多场合都曾讲到一
句话，“报告文学要讲好中国故事”。在
您看来，当下的文学写作应如何讲好
中国故事？
　　何建明：故事的原型是不是适合
我们去讲，这是第一位的。其次，好的
故事还需要好的方式去讲。中国故事
有千千万万，我们如何提炼出最能代
表我们民族的、时代的、中国人的精
神，这几点组合起来，就是好的中国
故事。
　　我这几十年来一直走在这条路
上，写作中常关注国家重大的题材。我
在采访调研过程中，凡是对方提供的
材料，我必须自己去核实，要自己走一
走、看一看，再和人聊一聊，实地采访
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草地：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
一位以作家身份当选的全国劳模，您

怎么看待这份荣誉？
　　何建明：我以此为荣，我经常说
一句话，叫“劳动人民的孩子爱劳
动”。给我这个荣誉我很高兴，但有没
有这份荣誉我都会这么写下去。我愿
意做我们国家、我们时代的歌者。疫
情期间，我写了《第一时间》，是因为
我正好在上海，发现当地的做法很
好，我觉得我们需要上海这样的经
验，这是基本的良心和责任使然。

  必须要用自己的身心

去投入，扎根在现实中

　　草地：作为曾经的新闻记者和
如今的报告文学作家，实地调研采
访是您一直以来的工作方式。在您
看来，写作者应当如何践行“四力”？
　　何建明：践行“四力”不光是“脚
力”简单地去走，还要用“眼力”去

“找”。脚踩下去，要踩在我们这个时
代的节奏上，踩在我们这个民族的
命脉上。剩下还是要观察，做出判
断，这是“脑力”，最后是写作的功
夫，也就是“笔力”。
　　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真实地来
书写中国形象。这是一件必须要去
做的事，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
够的。
　　报告文学已经不是《哥德巴赫猜
想》的年代，今天的时代是流动的，充
满了不确定性。对作家来说，做个人
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面对重大主
题，我必须要提前做一到两年的准
备，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节拍。
　　草地：对于当代的青年人，尤其
是写作者，您有什么建议？
　　何建明：首先要让年轻人了解
我们自己的历史。我总是告诫我的
学生们，不要总是沉浸在手机里，也
不要满足于课堂上学到的东西，你
们要走下去，在水中、在波浪中，去
触摸现实。
　　我也会要求我的学生和我一起
走下去。走下去，才是真正踩在现实
的大地上。必须要用自己的身心去
投入，扎根在现实中。
　　再一个是不要用简单的量去评
估写作，而是要用“质”。很多时候，
我们的写作者，特别是新闻记者，以
为走到了就行，经常是拿着别人提
供的材料写，其实那只是在重复别
人的东西。作风要扎实，不能浪潮过
了就完了，就像我这本书说的，要看
到这个“水”永远在流淌。

“希望读者看到这个书名，停下来念一念”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谈新作《德清清地流》

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