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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自己讲述的故事能够温暖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心中要有大义要有人民
保尔·柯察金一直是何建明的偶像。他的性格中，很多东西都是跟保尔学的。当兵、当作家等，他跟保尔

有很多相似的经历。对于如何讲中国故事，何建明表示，首先要解决的，是心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
责任，笔下有乾坤。这样的写作标杆要树起来，是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

何建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劳
动模范，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代表作有《爆炸现场》《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国家行动》《忠诚与背叛》《部长
与国家》《生命第一》《为了弱者的尊严》《我的天堂》《根本利益》《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等。30余年来出
版40余部文学著作，改编成电影电视8部。作品被翻译到十几个国家。曾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五次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四次获徐迟报告文学奖。

□本期对谈嘉宾 何建明
青年报特约对谈人 舒晋瑜

我希望自己讲述的故事能够温暖世界，让所有人能感受到中国的崛起对全人类是一种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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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中国故事第一要解决的，是心中有大义，心里有人
民，肩头有责任，这样笔下才会有乾坤。

2

舒晋瑜：你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文学创作的？走上报告文学创

作之路是出于怎样的机缘？

何建明：有一次，我到亲戚
家，看到一本没头没尾的书，我也
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书，但记
住了书里的保尔·柯察金。我希
望自己的性格和革命意志都像保
尔一样坚强。在我的个人经历
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
影响了我的人生，也影响了我的
文学创作。保尔·柯察金一直是
我的偶像。在我的性格中，很多
东西都是跟保尔学的，当兵、当作
家等，甚至跟保尔·柯察金都有很
多相似的经历。

我原来在部队当新闻干事，
在采访一个人物时，我觉得已发
表的相关报道，还没有充分表达
完采访的内容，于是就照自己的
感觉把那个人物的事迹写出来
了，给茅盾当主编的《时代的报
告》杂 志（后 来 改 为《报 告 文
学》）投稿。结果得了全国奖。所
以，我最初理解的“报告文学”，就
是在新闻通讯和新闻基础上加上
文学手法描述和叙述。从此我走
上了报告文学的创作之路。

舒晋瑜：2016年12月，《中国

作家》杂志重磅推出你的《死亡征

战》，讲述了在抗击埃博拉疫情的

战斗中，中国医疗队到遥远的非

洲拯救了无数患者的出色作为。

你起意写这部作品有何契机？

何建明：我们今天一直在讲
“大国崛起”“大国形象”，其实真
正的大国崛起和大国形象，并不
单指一个国家的民众有多富裕、
军事实力有多强大，而往往是看
你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有多少，尤
其是遇到了他国的、全球性的危
急时刻，你的国家是否真正出力，
真正无私地援助了他国与世界。

2014年，2015年，西非地区
惨遭埃博拉袭击，中国人民和中
国政府做出了许多“第一”——在
全世界，第一次由国家元首致电
相关三国总统，慰问并宣布援助
重大举措；第一次租用包机运输
紧急援助物资，在他国建传染病
诊疗中心；第一个整建制地派出
军队医疗队；第一次援助一个地
区性的灾难资金达7亿美元……
一系列的“第一”叠加了中国外交
和大国形象。中国在当地支持并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累
计1000多人，待的时间最长，最
后一个离开，帮助非洲人民打胜
了埃博拉的阻击战。这是援助非
洲抗击埃博拉战斗中最成功、最
重要的收获。

这样的中国故事，足以温暖
世界。我希望自己讲述的故事能
够温暖世界，让所有人能感受到
中国的崛起对全人类是一种福
音。当世界在最危难的时刻，中
国是可以在国际大舞台上表现出

大国风范、大国情怀以及大国担
当的。

舒晋瑜：此前，你的《国家

——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

行动》记录了中国外交史上最大

的撤侨行动。外交战线认为《国

家》是“60年来中国外交部形象的

完整展示，是13亿中国人一直追

求的强国梦想的一次完美实现。”

何建明：中国发展如此迅速，
全世界都在注目我们。我们有职
责和义务把中国的故事讲好，讲
给世界听，让同一个星球上的人
感动。

舒晋瑜：从 20 来岁写第一部

报告文学《腾飞吧，苍龙》起，你就

开始了中国故事的讲述。近40年

过去了，你的创作紧密地追随着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能否

大致谈谈这40年的创作？

何建明：《腾飞吧，苍龙》《湘
西探险记》《警卫领袖风云录》《神
秘的禁区》《缉私大王》等作品，是
我在部队生活中所经历到的人和
事件的记叙，歌颂是这些作品的
主旋律，张扬真善美是基本内容，
是新闻性强于文学性的初级创作
阶段。

《共和国告急》《科学大师的
名利场》《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
告》等作品，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
调，几乎每一部都在社会上引起
关注：《落泪是金》通过文学作品
提出“弱势群体”概念；《中国高
考报告》曾被评价为“中国第一
部系统批判中国教育的文学作
品”；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共
和 国 告 急》创 作 于 1992 年 至
1994年，第一次把矿难作为报告
文学的写作对象；《根本利益》捧
出了一个感动中国的执政为民
的公仆梁雨润……

上世纪90年代，我才第一次
意识到文学作品的感召力是如此
之大，自己笔下刻画的人民命运和
情感，不仅表达着人民的心愿和心
声，更承载着时代使命和社会责
任。从《根本利益》开始，到后来的
《国家行动》《大国的亮点》《永远的
红树林》《北京保卫战》《部长与国
家》《为了弱者的尊严》《农民革命
风暴》《我的天堂》等作品，我的叙
述变得逐渐成熟而理性。

舒晋瑜：这些作品结构恢弘、

叙议兼长，同时在文体上有所创新。

何建明：如果一个好的故事
感动人，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
一个民族产生的精神力量是无穷
的。到了近几年的《生命第一》
《江边中国》《国家——2011·中国
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忠诚与背
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天津大爆炸》《南京大屠杀全纪
实》等作品，更让我感受到，中国
故事是可以讲给世界听的。我更
加注意在全局性、前瞻性地把握
创作的同时，更注重形式上的突

破与创新，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
力，在艺术上进入另一种境界。
比如在《国家——2011·中国外交
史上的空前行动》的写作中，我采
取了电影艺术的叙述方式，令人
惊心动魄。

讲中国故事，是我的立身之
本。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伟大变革
与进步，所经历的拼搏与奋斗，都
被我纳入笔下，成为故事的源泉。

舒晋瑜：讲什么样的中国故

事，其实能体现一个作家的立场，

也是文学的根本问题。

何建明：所有的文学作品，其
实都是在“讲故事”，只是形式不同
而已。而在这个星球上，人是唯一
能讲故事的生物，人又是唯一被故
事所感染后产生理想信仰和人生
动力的生物。讲中国故事是有讲
究的：有人讲中国的黑暗或愚昧，有
人讲中国的光明和精彩。站在什
么立场讲什么故事，是当代作家
首先应该解决的课题。

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以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真实地
记录社会发展过程中与人民群众
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事
件，为人民代言，关注弱势群体，
塑造时代英雄，抓住最能反映人
心的事件和时代的闪光点。《落泪
是金》当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
起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社会对贫困大学生的直接资助额
至少超过3000万元，同时还有力
推进了国家相应政策的出台，使
数以百万的贫家子弟获益。为了
写作《恐惧无爱》，我先后走访了
北京、上海、山西、陕西等地，深入
车站码头、监狱学校、医院街道，
广泛接触那些流落街头的孤儿、
处在生活边缘的犯罪人员子女、
离家出走的问题少年和被人遗忘
的私生子等无数“另类”少男少
女。作品完成后，全国妇联和共
青团组织以及很多热心读者都主
动找到我，希望联手为弱势群体
真正解决些问题。2012年《三牛
风波》的完成，为甘肃引来企业家
们十亿元的投资。

舒晋瑜：在报告文学写作这

条漫长的道路上，你的“中国故

事”题材在不断变化，唯一不变

的，是无一不关系到国家大事，无

一不关系着民生利益。

何建明：文学是需要引领
的。很多写作者对我们的国家、
民族，对人民的理解是浅层的，对
国家的主流视而不见，对现代化
进程中出现的负面问题无限放
大：只看到高速公路穿过村庄带
来的破坏，没有看到交通便利带
给几代农民梦想的实现；只看到
癌症村，没有看到华西村、永联
村。我们更应该想到怎么传达正
面的声音，因为写得不够多、不够
好，引领、提倡得不够，正面作品
的影响力还没能完全传播出去。

舒晋瑜：中国处在历史的转

型期，作家在讲述中国故事中如

何把握大局也非常重要。

何建明：讲中国故事第一要
解决的，是心中有大义，心里有人
民，肩头有责任，这样笔下才有乾
坤。这样的写作标杆要树起来，
是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

舒晋瑜：多年来，你创作的足

迹踏遍了农村、军营、边疆、海洋，

灾区、山区、矿区，许多的大小建

设工地，甚至非洲、美洲……你去

过最遥远的地方，采访过驰骋风

云的人物，也采访过最苦难的人

群。40年来，你和中国一起成长，

也一起见证并亲历了诞生那些中

国故事的最难忘或最精彩的过

程。那么，你是如何选择中国故

事的？

何建明：所有作家面对熟悉
的题材，都会思考怎样才能讲出
独特的中国故事。比如我在写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时，面对的
首先也是这个问题：关于南京大
屠杀的著作太多了。然而这些著
作多为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局限
于学术交流，有影响力的纪实类
文学作品屈指可数，缺少全景式
再现的力作。我想，叙述这个历
史事件，还原本来面目固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审视灾难，发现民族
与民族之间的问题。于是，我在
写作中把南京大屠杀置于历史和
民族的长河中观察、比较民族与
民族之间的文化和国民心理上的
差异，在分析和思辩基础上，再在
海量的史料查询和实地采访中获

取开阔的国际视野，正视民族创
痛，不断地提出思考和疑问：我们
的民族是否还有血性？我们为何
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假如侵略
者的屠刀再次举起，我们准备好
了吗？以立法形式设立国家公祭
日自然是直面历史的一项重要举
措，我认为这还不够。一个仪式
上的沉默与哀悼，只能在大环境、
大氛围中瞬间感动与触动，只有
通过深入了解、冷静思考、潜移默
化地教育，才能形成主张与观念，
才能形成信仰与意志，并从历史
的经验与教训中认识个人层面和
国家层面及时代层面上的种种深
刻的问题，在一个人内心构筑信
仰、坚定主张。

舒晋瑜：选好故事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呢？

何建明：是怎么讲好中国故
事。 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小说有小说的讲法，诗歌
有诗歌的讲法，报告文学则更直
接一些。我更看重的是切入点。
我们不缺乏好的故事，而是缺乏
讲故事的能力。而当下，概念化
和简单化是讲中国故事不能成功
的基本原因。2011 年，我写了
《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
实的红岩》。在书里我思考了一
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的重庆地下
党会遭遇挫折？它给今天的我们
带来什么警示？我采访了幸存的
革命者及其后代，查阅了大量解
密的档案，深感“忠诚”是共产党
员最可贵的品质：“《狱中八条》是
蒙难的共产党人用鲜血换来的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