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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军：我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朱晓军：有什么样的朋友就有什么样机

遇，有什么样机遇成就什么样人生。没有杨

晓升，我是不可能赶上这个晚集的。

上世纪 90 年代，我在杂志社主持“社会

广角”栏目，晓升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社会版

主编，也是我的作者。2000 年，文学期刊犹

如秋后挂在秧上的茄子———不断萎缩，晓升

却调到北京文学月刊社当执行主编。晓升是

位有远见，有担当，有胆识，有市场意识的作

家与编辑家。他改变了文学期刊编辑模式，

将读者放在首位，创办了精彩阅读版。

当时，最受欢迎的期刊是纪实类，发行量

最大的《家庭》，每期发行数百万册，头题每篇

两万元，相当于千字四五千元。我是《家庭》的

重要作者。我有好的线索就写，没好的就不

写，每年写那么三五篇。一年，《家庭》悬赏，谁

一年发三篇头题奖励一辆轿车，我拿到了。

《北京文学》有一个栏目———“现实中

国”，发报告文学。晓升给我打过多次电话：

“晓军，你在忙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写一篇报

告文学？”我已不想写报告文学了。晓升劝

我，“你采访后可以先写特稿，再写报告文

学。”进入 21 世纪，发报告文学的期刊仅三

五家，除《北京文学》和《当代》之外，大都半

死不活。报告文学的稿酬也少得可怜，往往

不抵差旅支出，既没社会效益，又没经济效

益，想想实在是没劲。

2002 年 6 月 20 日，鸡西城子河煤矿瓦

斯爆炸，124 人遇难。这不仅是“共和国第四

大矿难”，而且遇难者有 20%是厅、处级领导

干部。6 月 25 日，前往鸡西采访的各路记者

纷纷撤离时，我逆行而上。

鸡西矿务局拥有 14 个煤矿，46 万职工

和家属。鼎盛时期，他们的年产煤炭 2000 万

吨，雄踞全国第二。20 世纪 90 年代，他们衰

落了，负债率高达 98%，累计拖欠职工工资

3.7 亿元，拖欠最长的 48 个月。1997 年至

1998 年，平均 1.4 天就有一次千人的上访。

1999 年 4 月 19 日，数千矿工和家属阻断鸡

西的铁路与公路，导致交通中断 44 小时，震

惊党中央和国务院，朱镕基总理亲自主持国

务院会议研究鸡西煤矿的解围问题。最后，

黑龙江省委调七台河矿务局副局长、煤矿安

全生产专家赵文林到鸡西矿务局任局长。

赵文林 34岁当矿长，创下全国薄煤层开

采的最佳业绩。他当过七八年安监局长，清楚

鸡西煤矿都是高瓦斯井，每天 10 万矿工在井

下作业，有一人不注意就会酿成矿难。

赵文林接到任命那天，晚上回家什么也

没说，吃碗饭就上床睡了。半夜，夫人听到哭

泣声，开灯一看，他躺在床上，抱着枕头在

哭。鸡西矿务局的矿工大量流失，经验丰富

的矿工都跑到小煤窑打工了，一拨拨从农村

新招的矿工漠视安全生产。井下瓦斯浓度超

标，安全系统会发出报警，继续生产就会断

电。矿工收入与产量挂钩，没产量就没收入，

这井就白下了。没收入，生活就难以为继，那

些新招的矿工就用黄泥把瓦斯探头糊上。

赵文林还是去了鸡西。有人说，他不是

去当局长的，而是去守火山口的。

他到任后，制定了解困路线图，提出“矿

工吃饭重如山，矿工安全大如天”、“矿工的

命也是命”。他要求干部盯在井下，监督安全

生产，提出局长每月下井不少于 12 天，副局

长不少于 14 天，矿长 18 天……鸡西煤田发

生巨变，即将走出困境之际，发生瓦斯爆炸，

赵文林遇难。

我在鸡西采访了三天，在《家庭》发了个

头题。《“6·20 矿难”：第一责任人的悲情人

生》的社会反响十分强烈，有人说，这是把硬

新闻写成软新闻的范本。

晓升对这一选题很感兴趣，约我写篇报

告文学。我答应了，一是晓升约过多次，盛情

难却；二是特稿写罢，感到言犹未尽。社会不

能以成败论英雄，赵文林比媒体宣传的某些

英雄人物还要高尚，不该被遗忘。我有一种

责任感。

我再次赶赴鸡西，又采访一个星期。采

访赵文林的好友、鸡西矿务局纪委书记温振

江时，他请我喝酒，端起酒杯说道：“你不要

采访我，我说赵文林好不行，你说赵文林好

也不行，百姓是天，让天说话。”我说：“好，我

的这篇稿就叫《让天说话》。”他是性情中人，

他的秘书告诉我他患有癌症，医嘱不让喝

酒。他说，“今天我要喝酒。”那天，我们两人

喝得大醉。

我挖掘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一次，

平岗矿发生火灾，井下人员撤到井上。赵文

林赶到后，换上防毒作业服就下井。井下瓦

斯超标，随时都会爆炸，矿领导劝他再等等。

“再等矿井就烧毁了，矿工吃什么？”他到井

下一边指挥，一边操起液压水枪冲在前沿。

三天三夜，火扑灭了，煤矿保住了。

赵文林遇难后，他的夫人在他办公桌找

到 1.38 万元的餐饮发票。她大惑不解，他是

局长，宴请客户不用他结账；他到鸡西才两

年多，个人请客也花不了那么多钱。他的月

工资仅 890 元。

最后，他的司机解了这个谜。司机说，这

两年，哪个矿工干得好，赵局长就以个人名

义请吃饭；哪个采煤队业绩突出，他也请吃

饭。上任一年后，十几个煤矿产量大增，他高

兴地要请下边 20 多位矿长和书记喝酒。有

人提出去鸡西最高档饭店，吃招牌菜，喝茅

台，他答应了。

矿长、书记酒足饭饱后，他把包递给局

办主任，说：“把账给我结了。”

“局长，怎么你个人买单？”矿长和书记

惊讶地问。

“我请客，我不买单，谁买单？”

“局长，这顿饭算我的好了，哪个矿报销

不了这顿饭钱？”

“不行，我请客哪能让你们买单？”

出了酒店，有人拍大腿说：“也不知道局

长个人埋单哪，要知道上这么高档酒店干什

么，点那么贵的菜干什么，喝茅台干什么

……”

“啥也别说了，回去好好干吧。”

赵文林遇难后，一个远在北京读书的女

孩给父亲打电话，“爸爸，这个月少给我寄

100 元，替我给赵局长买束菊花。”赵文林去

鸡西前，有些孩子考上大学也没钱读。有一

位老矿工的儿子井下遇难，媳妇改嫁，他领孙

子相依为命。一天，孙子欣喜跑回家，“爷爷，

我考上了，考上了！”“你考上什么了？”“我考

上大学了！”爷爷闻后脸色大变，扬手打孙子

一个嘴巴：“谁让你考的，谁让你考的？你考上

谁供你？”爷爷的退休金时常拖欠，盼着孙子

早点工作。爷爷打完就后悔了，抱着孙子放

声痛哭。赵文林到鸡西后，设立了助教基金，

说矿区再穷也要让孩子上大学，每年矿区有

八百多个孩子走进高等学府。

赵文林出殡那天，鸡西空巷，几十万人

站在街头相送，有人扯着：“八百天，你下六

百天井，好好休息吧！”“好官，你连早饭都没

吃，怎么能走呢？”“文林，来生你当局长，我

还跟你干！”

《让天说话》发表后，多家影视公司要购

买影视改编权，《大雪无痕》的副导演听我讲

过赵文林的故事，流泪说：“朱老师，你改写

剧本吧，我来拍。”我看了大量的电视连续剧

和电视剧本写作方面的书，拟出分集提纲。

2003 年，我从东北调到浙江，从业界进了学

界，想法变了，想安心做学问。

这是我写作生涯的一大遗憾。赵文林的

工作日记在我手里放了多年，2010 年我还

想过把《让天说话》改写成长篇，再改编成电

视剧本。写报告文学与小说不同，随时都会

有新的写作项目，而且这些项目都是有时效

性的，往往身不由己。

马晓才：2007 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

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中，你的《天使在作战》

全票当选，评委会认为《天使在作战》这“作

品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对关乎国

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敢于秉笔直书，是近年来

涌现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你能不能

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经历。

朱晓军：这是我写的第三篇报告文学。

进高校的头三年，我一边备课授课，一边申

报科研项目。我在两个系开设两门课，一是

写作，二是编辑学。2005 年，我又开设一门

新课———纪实特稿采访与写作。

写作离不开“写什么”和“怎么写”。教写

作学的老师大多以“怎么写”为教学重点，我

以“写什么”为重点。我认为不论写虚构还是

非虚构，“写什么”都比“怎么写”重要。

不论从新闻性，还是从故事性来讲，特

稿都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不论你写得

多么完美，别人赶在你之前发了，你也就前

功尽弃。教特稿写作，你若自己不写特稿，那

就无法真枪实弹地指导学生“写什么”或“不

写什么”。因此，我只得拣起特稿写作。

2006 年年初，家庭杂志社下半月主编

杨丽萍约我采写打黑医生陈晓兰。杨丽萍有

着罕见的眼力，善于从寻常事件发掘潜在故

事，在庸常中发现好视角，从而化腐朽为神

奇。我每次跟她谈选题和写作都会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从她当编辑到她当编辑部主任、

主编，期刊集团副总编和总编，以及一起创

办写作中心，我们合作了 20 多年。没有她也

就没有那篇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品，我也许赶

不上这个晚集。

在陈晓兰这个选题上，我们一拍即合。

不论什么社会，有三个领域不能腐败，一是

教育，事关未来；二是医疗，事关生命与健

康；三是司法，事关公正。遗憾的是这三个领

域却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许许多多的“白衣

天使”堕落成“白医魔鬼”，看病贵，看病难成

为社会三大问题之一，哈尔滨出现住院 67
天花费 550 万元的“天价医药费”，沈阳出现

“敲骨吸髓”。那几年，这类事件层出不穷，惊

心动魄。

医生怎么能算计病人，怎么能谋财害

命？我母亲和姑姑都是妇产科医生。记得 7
岁那年，母亲中午回家吃饭时，我和 5 岁的

弟弟跑出去。那天冷，我们却玩得热火朝天。

回家却傻了，门挂着锁，母亲上班了。家回不

去了，索性继续玩吧，我们跑到离家两三公

里的嫩江冰面打出溜滑，我一不小心掉进冰

窟窿，爬上来后棉裤湿淋淋了，不一会儿就

冻得像冰棍似的，腿直直的不能弯，走动时

“沙啦沙啦”地响。我们去了医院，弟弟进了

住院处，我站在外边的走廊，冰化了，顺着裤

子流下来，水汪汪在地上。母亲出来给我一

串钥匙，转身就回去了。我感受到了母亲的

冷漠与无情。十几年后，我又想起此事，问

道：“妈妈，你那天为什么没送我回家？想没

想过我那样会冻倒在路边，甚至会失去双

腿？”她平静地看看我，“我一手托两命，怎么

能送你回家？”

陈晓兰比我母亲还高尚。在那个年代，

绝大多数医生都像母亲那样“待病人像亲

人”，没人会想到从病人身上谋取私利。医疗

产业化、市场化之后，医生发现一座“金矿”，

一座只要放弃良知，放弃人性就可以随意开

采的“金矿”。陈晓兰是上海地段医院的医

生。9 年前，她发现自己所在的医院用假冒

伪劣医疗器械对病人进行治疗，向有关部门

实名举报。结果假冒伪劣医疗器械没有被打

掉，她却失去了工作。她不停举报，屡败屡

战，先后进京上访 32 次，仅国家药监局的局

长接待日就去过 9 次，在她的举报下，多种

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被吊销。

我拨通陈晓兰的电话，提到采访，遭到

了她的拒绝。

“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仅占用您半小时

时间。”

人怕见面，只要能见面就有机会。

她犹豫一下，还是接受了。正月初五，我

乘最早一班火车去了上海。下火车转地铁，

再转公交车，在约定的小区门口见到陈晓

兰。她穿得很居家，却难以掩饰知识女性特

有的气质。在她家里，我们从早晨 8 点多钟

聊到中午，又从中午聊到晚上五六点钟。

回杭州后，我很快就写出一篇六千多字

的特稿，在《家庭》发了头题。我像当年写赵

文林似的感到意犹未尽，打电话给晓升。他

听后表示，尽快写完发过去。我再次去上海

采访陈晓兰。随着采访的深入，发现医疗器

械领域从上到下有一条腐败链，上到国家药

监局局长、医疗器械司司长，下到全国各地

医院的院长和医生，敏感而严峻，有巨大风

险，我敢写，晓升敢发吗？

“你放心，我们肯定发，第 6 期头题！”返

杭州的列车上，我忍不住拨通晓升的电话，

他毫不犹豫地说。

也许这篇报告文学触碰到社会敏感神

经的痛点，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被《南方日

报》《深圳晚报》《大众日报》《今晚报》等 30 多

种报刊连载与转载。《天使在作战》最先是在

《北京青年报》发表的。他们和《北京文学》在

同一家印刷厂印制，他们看到这篇作品的校

样后提出要连载。按常规要原载报刊发表

后，其他报刊才能转载或连载，可是《北京青

年报》前一篇连载 6 月 8 日结束，9 日要连载

新作品；《北京文学》6 月 15 日才能出版。最

后，《北京文学》同意《北京青年报》提前连载。

马晓才：你的《天使在作战》获得很多奖

项，你赶上了自己的晚集，你在此后还写特

稿吗？报告文学与纪实特稿有何不同？

朱晓军：的确，这篇作品获得许多奖项，

如鲁迅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

奖、新中国 60 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还

被收入《中国优秀报告文学读本》《中国文

库·1949-2009 报告文学选》《中国新世纪写

实文学经典》《21 世纪报告文学排行榜》等

近十种报告文学选。

最让我最欣慰的是这部作品改变了陈

晓兰的处境。在 2007 年，陈晓兰已彻底失

望，想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从此退出

医疗反腐。她跟记者说接到中国作协颁奖晚

会的邀请，一篇以她为主人公的作品获了

奖，她不想参加。记者说，那可能是鲁迅文学

奖颁奖晚会，你一定要参加！《天使在作战》

的获奖，陈晓兰得到社会的关注，她那年被

评为“影响中国医改进程的二十人”、央视

“全国 2007 年度法制人物”和“2007 年感动

中国人物”。她的工作问题得到了解决。这让

我感受到文学的价值与力量，从而把写作的

重心转移到报告文学上来。

有人说，你太幸运了，刚写三篇报告文

学就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幸运是肯定的，且

不说全国，浙江就有许多作家写得比我好，

却没有获得这一奖项。不过，我虽然刚写三

篇报告文学就获了奖，其实跟我做过 19 年

的特稿编辑，写 20 多年特稿有关。我是从特

稿写作的小路穿插到报告文学上来的。特稿

为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解决了“写什么”的

问题，以及调查与采访，结构与表达的技巧。

回想一下，我写的特稿一半以上是可以写成

报告文学的。

有人说，报告文学有三性，即新闻性、文

学性、政论性（也有说思想性的）；纪实特稿

只有新闻性和文学性。

特稿就没有思想性吗？特稿就没有政论

或议论吗？报告文学要没有政论或议论就不

是报告文学了吗？这显然是不成立的。
也有人说，报告文学和纪实特稿是同一

文体。我认为在广义上说是成立的，二者的

基因高度相似，均为新闻与文学相糅合的叙

事性文体，有人物，有情节，有背景，都要讲

好故事；在狭义上说不是，二者在“写什么”

与“怎么写”上都有区别，这也是有相当多的

报告文学作家写不好特稿，也有相当多的特

稿记者写不好报告文学的原因所在。有些选

题可以写成特稿，也可以写成报告文学，比

如鸡西矿难，比如陈晓兰；也有许多选题只

能写特稿，或只能写报告文学，我在这里就

不展开了。

马晓才：《天使在作战》后，你还写过有

关医疗的报告文学吗？

朱晓军：在那之后，我还写过《一家疯狂
医院的最后疯狂》《大医精诚》等中篇报告文

学，在《天使在作战》的基础上，又创作了长
篇报告文学《一个医生的救赎》。

我还要继续写下去，要让病人知道自己

所处的医疗环境，要让腐败的医院和医生知
道有人在盯着他们。

当河水污染时，没有一条鱼可以逃过戕
害。2007 年的一天，我接到姐姐的电话，要

我立即飞回沈阳。姐姐说，母亲心绞痛，一家

三甲医院的专家说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姐姐

他们一听就懵了，母亲已年过八旬，哪里吃

得消这么大的手术，能下得来手术台吗？

专家见姐姐犹豫不决就说，你们不要舍

不得钱，你们要孝敬母亲，不能见死不救。

姐姐一听眼泪就下来了，怕背上不孝骂

名，决定给母亲做手术。

我打电话请教陈晓兰。她说，你母亲不

适合做那么大的手术。他们劝你们做手术可

能出于个人目的，如果手术成功，他们就可

以吹嘘“我们成功地为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

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一旦手术失败，你们人

财两空，他们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该赚的钱

一分都不少。

我正想跟姐姐商量却接到她的电话：

“你不用回来了。妈妈身上出现了水疱，请皮

肤科医生过来会诊后，确诊是带状疱疹，不

是心脏的问题。”

真让人后怕啊，母亲若为带状疱疹做了

心脏搭桥手术，死在手术台上，我们还不窝

囊死？我不禁想到陈晓兰的父亲对她说的

话：“在英语里，医生和博士是一个单词，这

是对医生的崇高敬意。作为医生，病人不懂

的你懂，你要为病人负责！”病人是弱者，他

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医生。医生若背叛了

他，那是多么可怕，多么可悲的？

马晓才：你还写特稿吗？《天使在作战》

后，你出版十多本书，有的是跟别人合作的，

这在文学创作中比较少见，为什么要合作呢？

朱晓军：随着写作重心的转移，我写的

特稿也越来越少。纸媒衰落了，纪实类报刊

也衰落了，《家庭》的发行量从数百万跌至几

十万，还有些期刊停办了。我教的那门课也

停了，我也就不再写特稿了。另外，特稿时效

性强，采写上要速战速决，特稿记者大多 30
多岁，我已不适合那种写作节奏了。

《天使在作战》发表后，我写过《一个医

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中国工匠》等，跟

别人合著过《忠诚是天》《天地良心》《高地》

《让百姓做主》《快递中国》《大国粮仓———北

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还有没完成的《中

国乡村“没妈孩子”调查》《钱塘一家人》等。

报告文学与小说不同，小说是虚构的，两个

人不可能产生同一虚构。报告文学是非虚构

的，基于同一事实，可以合作，在这方面成功

的例子很多，如《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

德沃德与卡尔·伯德斯坦合著的《总统班

底》，拉莱·科林斯与米尼克·拉皮埃尔合著

的《巴黎烧了吗？》。

合作可以缩短创作的周期，可将不可能

变为可能。比如我与杨丽萍创作的《快递中

国》，一个人可能完不成，要采访近百人，这

些人分布在浙江、上海、新疆、四川、宁夏、河

南、江苏等地，如果能完成也要三年以上，两

个人合作可以分头采访与梳理，拟定写作大

纲后分头写作，然后由一人统稿。这样不仅

可以提高写作速度，还可以各尽所能，实现

互补，达到 1+1 大于 2 的效果。
我现在写作速度慢了下来。30 岁时，我

一周可以写 7 万字，现在一个月也写不出

来；过去采访两三小时可写五六千字的特

稿，现在一个 20 万字的项目要调查采访一

年，甚至几年。有一个项目，我们已连续调查
采访 7 年，也许还要再做 3 年。中国乡村有

6000 多万留守儿童，其中有些孩子已被妈

妈抛弃，他们的妈妈或是买来的，跑掉了；或
是进城打工失联了，或是离婚走掉，他们被

媒体称为“没妈孩子”。我国有多少这样的孩

子，没找到相关统计数字，估计占留守儿童

的 10%左右，这不是一个小数。母爱缺失会

影响孩子的认知、记忆、智力，还会导致人格
失调等问题。2015 年，毕节的自杀的四兄妹

就是“没妈孩子”，毒死衡阳一对姐弟的女孩

也是“没妈孩子”。这些孩子有些是问题孩
子，他们长大后组成的家庭可能就是“问题

家庭”。我们调查中发现，有些“没妈孩子”的
父母、祖父母当年就是“没妈孩子”。

据人口专家预测，2020 年中国将有

3000 万至 4000 万男人无妻可娶。这些偏远
贫困的农村则是“无妻可娶”的重灾区，在这

些地方买卖婚姻将会继续存在下去，买来或

骗来的女人生下孩子跑掉的现象也将继续
存在下去。还有农村离婚数量在不断攀升，

有调查显示河南部分农村的离婚数量已超
过解放后 50 年的总数，据央媒调查统计，

87.5%的农村妇女离婚时拒绝要孩子。这意

味将会不断出现新的“没妈孩子”。
报告文学是来自时代前沿的报告，作家

要有忧患意识，仅唱赞歌是不够的。写作是

一种艰辛的劳作，尤其是非虚构。不过，我已

乐在其中，调查采访拓宽了我的视野，写作

让我对社会与个人命运有了深刻的思考和

认识。

写作已成为我的生活，如不采访，不写

作，我会有一种车发动后停那不动的感觉，

会感到生命无着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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