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季栋梁长篇报告文学

《西海固笔记》研讨会”在北京出版

集团“想心空间”召开。本次研讨会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北京出版

集团联合主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掌阅科技承办。邱华栋、何向

阳、孟繁华、贺绍俊等作家、评论家

在现场共同探讨了这本书的文学价

值和社会价值。身在宁夏的季栋梁

以视频连线方式参加了研讨会。

宁夏西海固，因历史上辖西吉、

海原、固原三县而得名，与甘肃河

西、定西并称“三西”地区。1982年

12月，国家启动实施“三西”农业建

设扶贫工程，开了中国区域性整体

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式”扶

贫先河。1996年，中央做出推进东

西对口协作的战略部署。1997年

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

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

组组长的习近平同志带队

到宁夏考察，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闽宁对口扶贫协

作”这一重要战略决策，其

后又三次踏上这片土地。

二十多年来，“闽宁对口扶

贫协作援宁群体”主动扛起对

口帮扶宁夏脱贫攻坚的历史使

命，将单向扶贫拓展到两省（区）经

济社会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

广覆盖的深度协作，与宁夏人民一

起创造了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

的“闽宁模式”。西海固地区与全国

各地同步迈入了小康社会。

季栋梁是土生土长的西海固

人，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清楚地知道，近半个世纪西海固

的历史，就是一部扶贫的历史，是新

中国扶贫史的缩影。通过《西海固

笔记》这本书，他抒写了这片土地两

千多年的沧桑巨变，以及巨变背后

的时代缩影和精神嬗变，再现了中

国脱贫攻坚伟业的新时代大历史，

向故乡表达了庄重的敬意和深沉的

爱意。

在创作过程中，季栋梁深入基

层，踩进生活的泥土，选取了吊庄移

民、梯田建设、盐池治沙、扬黄灌溉、

井窖工程、劳务输出、菌草种植、滩

羊银行等脱贫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

事件，采取原生态的手法，令人信服

地反映了西海固地区的巨大变化，

记录了大量脱贫攻坚事业中涌现出

的时代新人，勾画出他们身上闪耀

的时代精神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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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青不仅有年画，还曾是运河边一座繁华市镇

原住民记忆中的老杨柳青

口述 王鸿书 采写 张一然

杨柳青因水而兴盛，南运河、子牙

河、大清河在此交汇。明代以来，运河

两岸人烟日趋稠密，南方客商来此开

行设栈。到清代，随着年画业的兴起，

杨柳青的河沿大街、估衣街、猪市大街

等几条街道成为繁华地区。《杨柳青镇

志》记载，晚清时，本地经营行业有六

十余种，包括石印、白铁、电料、煤炭、

发电等，商号数百家，也有搭棚业、脚

行、典当行、麻行，可以说是商贾如云、

车水马龙。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过

去兴隆火爆的行业悄然消失。生于

1942年、家住西渡口胡同的杨柳青掌

故老人王鸿书记录下这些过往，从个

人记忆的角度，留存住了历史细节。

杨柳青集镇始于明代

澡堂子的水浑浊得像米汤

明代，杨柳青形成了贸易集镇，到
清代愈加繁华，辐射运河上下游村庄，
所谓“逢一排六”，农历每逢一、六便设
集市，如初一、初六、十一、十六……一
旬之内有两次大集，附近商贩前来买
卖交易，热闹非凡。其中猪市大街的
生猪集市远近闻名，这条街西起菜市
大街南口，与席市大街相连，东至大寺
胡同，与后大街相接，四乡及杨柳青镇

的养猪户都来此出售生猪，每年腊月
时人最多，大街两侧挤满摊点，来买肉
的人拥挤不动。
澡堂子除了洗澡，还兼营茶水、理

发、刮脸、搓澡、修脚、按摩、治脚气、修
指甲。过去杨柳青镇有三家澡堂子，
全在运河岸边：一是药王庙大街的周
家澡堂子，名为“清泉池”；二是河沿大
街的张家澡堂子，名为“新泉”；三是估
衣街东的王家澡堂子，名为“聚华”。
我记得澡堂子门口的幌杆子要比

其他商户高一些，杆子上挂着一盏长
圆形的红灯笼，上写一个“堂”字。挂
上灯笼表示澡堂子营业，摘下灯笼表
示水还没烧开，或是歇业。每家澡堂
子的外墙根儿都有一溜大水缸，这也
是杨柳青的特色，因为那时杨柳青这
一带运河泥沙多，澡堂子的小工每天

傍晚从运河里挑水，注满水缸，转天一
早泥沙沉底儿，舀出上面的清水，挑到
后院，用大灶烧热，再灌进浴池里。

这三家澡堂子都没有莲蓬淋浴，
只有大池子，平常池子里的水整天不
换，水浑浊得像米汤一样，只有逢年过
节洗澡的人太多时，才会一天换两次
水，还要在大门口贴上告示。有经验
又有时间的人都是一大清早顶门就
去，这时水最干净。但我记得自己小
时候跟父亲到澡堂子洗澡，甭管多浑
浊的水，照样扑腾得开心，洗得清爽，
现在年轻人很难想象过去的日子了。
杨柳青镇有两条胡同的名字也跟

澡堂子有关：一是老塘子胡同，位于估
衣街南侧，相传清乾隆年间胡同里开
了一家澡堂子；二是串心塘子胡同，也
在估衣街南侧，形成于清道光年间。

过去想喝开水要去水铺

水铺虽小但能养活一家人

过去有一种行当——水铺，老天
津人都有到水铺买开水的习惯，杨柳
青有十几家水铺，后大街有梁记水铺、
估衣街南有张记水铺、药王庙西有郭
记水铺，镇内最大的是“三不管”的于
家水铺和老公所口的卞家水铺。

水铺的伙计每天晚上去运河拉
水，除了于家、卞家的水车是用牲口拉
车，其余水铺的水车都是靠人力推
拉。车上有一个大圆木桶，运河水运
回来后，伙计把木桶底部的水管打开，
把桶里的水注入大水缸，加上明矾，用
大竹竿使劲搅拌，直到缸里的水出现
漩涡，浑水变澄清了，再沉淀一夜。
水铺是“勤行”，别看只是烧开水，

但伙计们非常辛苦，通常半夜三四点
就得起来点火烧水。小水铺只有一口
大锅，大水铺有两三口大锅，有用煤烧
的，有用玉米秸柴火烧的。用煤烧出
来的水是饮用水，用柴火烧出来的热
水一般只有六七十度，是给富裕人家
洗脸洗脚用的。水温不一样，燃料不
一样，价格自然也不一样。

早晨5点，水铺的第一锅热水就
烧好了。农村人起得早，泡茶、洗漱都
要用热水，开水一毛钱一大铁壶，杨柳
青人管买热水叫“倒水”，大人吩咐家
里的半大孩子，“到水铺倒壶水去”。

富裕人家买了开水回来，倒进暖
水壶，喝完了再去买。普通人家过日
子节省，每天买上一两壶开水，只是沏
茶时，或小孩子吃饭时才喝些热开
水。穷苦人家基本不买水，中午或晚
上做完饭，用大铁锅烧一大锅开水，用
土灶里柴火的余温温着铁锅，也能喝

上热水，不过铁锅里的水总有一股菜汤
味儿，只有家里来客人时，才会去水铺买
一壶开水给客人沏茶。
水铺里的大锅总是“咕嘟咕嘟”响个

不停，有人以为锅里的水总是开的，其实
天津卫有句俏皮话，“水铺的水——不
开”，水铺的人在锅底扣了一个大碗，所
谓开水的声音，其实是那大碗发出来
的。如果有人来买开水，伙计得临时添
火，如果只是打热水，就不用捅旺炉火
了。锅里的水真要是一直沸腾着，一来
消耗太快，二来也太浪费煤火，做小买卖
就得精打细算。
除了普通人家用热水，逢集时，赶集

的人只带着凉饽饽，也会买碗热水，这种
吃法最便宜。杨柳青水铺的买卖都挺红
火，一间小水铺养活一家四五口人没问
题，只是确实辛苦。水铺在卖水之余还
干挑水、送水的业务，伙计们帮着没有壮
劳力的家庭从运河挑水灌满水缸，能赚
几分钱，有那好心的伙计还帮着在缸里
放入明矾搅拌好了再走。到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有了烧煤的小炉子，操作起来比
农村土灶简单多了，在炉子上做壶热水
很方便，水铺也就慢慢消失了。

杨柳青的包子有秘方

嗑瓜子嗑出了小产业

天津人爱吃包子，过去杨柳青镇有
好几家包子摊，比如西渡口黎记包子、大
寺胡同邢记包子、河沿大街石家大院西
的梁记包子、“三不管”的耿记包子，味道
都不错。因为黎记包子摆摊的地方挨着
我家开的永德昌线铺，我们两家关系很
好，黎家每天收摊后，就把锅灶、笼屉、碗
筷、桌子、凳子、旱伞等寄存在我家院子
里，每年端午节他家都给我家送粽子，春
节时给我家送肉馅。

黎记包子的老掌柜叫黎广，人们习
惯喊他“黎黎广”。第二代掌柜叫黎玉
华，是黎广的五儿子，他租了西渡口胡同
西南角的长条房子当门脸，一直干到公
私合营。上世纪80年代，黎玉华在杨柳
青北门附近重新经营黎记包子。

黎记包子铺的馅料配方很讲究，猪
肉必须保证新鲜，手工剁馅，夏天天气
热，人们往往吃不了太油腻，肉馅就要肥
三瘦七，春秋两季肥瘦各半，冬天天寒地
冻，肉馅改成肥四瘦六。佐料配比更不
能马虎，一斤肉馅要放一两酱油、一两半
香油、二两半大葱、一两姜、半两大料面，
不能用眼看、凭经验放，一定要称重量。
一斤馅加半斤或八两猪骨高汤。过去没
有冰箱，调好肉馅用冰块镇上，一来为了
保鲜，二来是让汤料凝固，便于将汤汁包
进包子里。包子皮要有嚼劲儿，不能厚，
但也不能掉底、塌帮、漏油。

还有一件事挺有意思。清光绪年
间，天津城里的点心铺需要瓜子仁，组织
城里居民嗑瓜子，但城里人不爱干，祥德
斋、胜兰斋等点心铺就到杨柳青找人
干。杨柳青有一户姓范的人家，组织附
近居民嗑瓜子赚外快，后来发展成了小
产业，陆续有陈家烟铺、瓜子刘永、板桥
胡同宋家、天齐庙前姜老卫等人家干这
个业务，可以说这个行业养活了不少人。

这些人家从东北进货，主要是西瓜
子、南瓜子、倭瓜子，有时也有葵花籽。
村民们领来瓜子，嗑出瓜子仁后交货、领
钱。有些村民扣下一点儿瓜子，留着自
己家炒着吃，交货时也能蒙混过关，因为
都是乡里乡亲，东家会睁一眼闭一眼。
我记得每到学校要交学费时，我妈妈就
让我去嗑瓜子。我搬个板凳坐在院门
口，连着嗑好几天，能有一点儿收入。过
去还有个说法，门牙有豁口的闺女十有
八九是杨柳青人。

往事

印 象

向故乡西海固
表达深沉的爱

季栋梁 铭记脱贫的丰功伟绩
本报记者 何玉新 小说家担负着抒写时代的责任，季栋梁的写

作是一种下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观察治沙、养
殖、水窖这样一些日常生活的细部，观察和思考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历程，对于作家来讲，是非凡
的经历和阅历，这种姿态让我非常感动。《西海固
笔记》是一个作家送给自己家乡的礼物，也是送给
这个时代的礼物。

——何向阳

《西海固笔记》的文体很独特，它是报告文学
和散文的结合体，内容丰富、厚重。从某种意义上
讲，它是西海固这个地方的一部“大传”，是关于西
海固的史记，是关于西海固的百科全书。季栋梁
把自己的经历带进来，让读者产生了一种现场
感。作品的文学性也很强，没有太多的数字、材
料，都是细节、故事、见闻、亲历亲见，还有作家的
观察和思考。所以这部作品是一次有“我”和在场
的写作。

——白烨

我觉得《西海固笔记》可以称为“西海固传”。
西海固的特点不是自然风光，而是贫穷，自然状况
和历史原因是西海固贫穷的根本原因。季栋梁是
西海固人，他个人记忆的真实性、生动性是这部作
品的一大特点。他写自己童年的饥饿，读来让人
感到辛酸，贫困像空气一样在西海固弥漫，覆盖衣
食住行，他考取大学时，生产队给他的奖励是一袋
200斤的麦子。我小时候也贫困过，但是再贫困
也没有过这种苦日子，所以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觉
得，西海固不改变真是不行！作品写出了西海固
脱贫攻坚的全过程，这其中既有国家的战略布局，
有经济发达省份的支援，也有西海固人艰苦卓绝
的奋斗，谱写了一曲脱贫攻坚的颂歌、艰苦奋斗的
号歌、共同富裕的凯歌。

——孟繁华

《西海固笔记》这部作品让我特别感动，季栋
梁是在为捍卫西海固人的尊严而写作，他写的是
西海固精神。这部作品的文学性特别突出，季栋

梁在叙事上没有丝毫的做作与矫
情，以自己的文学心去发现西海
固。这片土地适合生产文学，西
海固人只要读过书的，几乎都有
文学情结。西海固的文学还体现
在语言上，当地民间语言充满生
命力，有很深的文化根脉，季栋梁
一路采访脱贫工作，一路采摘语
言的野果子，让这本书充满了文
学的野味儿，又甜又酸又爽。此
外，他也担当起了守望乡村文明
的职责，可以说这本书充分证明
了中国的扶贫对保护乡村文明的
重要意义。

——贺绍俊

固原这个地方非常了不起，历史上是兵家必
争之地。《史记》写匈奴进入萧关，李广第一次去打
仗就是在固原，到唐代，唐高宗在固吉之间设立了
六胡州。季栋梁在这部作品中写到了当地的历
史，写到了水土被破坏，写到了不同的生存方式，
比如游牧和定居的农业，写到了这个地方的战
乱。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脱贫攻坚的作品，也是
一部兼顾了历史深度和现实广度的、充满文学性
的好作品，给未来的同类题材写作提供了良好的
启示和借鉴。

——陈福民

西海固曾是中国最贫困地区

扶贫工程关键一项是恢复生态

记者：您能否具体描述一下西海固的方

位和由来？

季栋梁：许多人认为西海固就是现
在的固原市，这并不准确。1949年
8月甘肃省平凉地委成立后，设
立了由西吉、海原、固原三个
县的县委书记组成的“西海
固剿匪肃特工作委员会”，
“西海固”之名由此产生。
作为行政区划的“西海固”
出现于1953年10月，甘肃省
成立隶属平凉专区的西海固
回族自治区，辖西吉、海原、固
原三县。1955年 11月更名为固

原回族自治州，“西海固”作为行政区
划名，满打满算仅存在了两年。1958年，宁夏
回族自治区成立，固原回族自治州划归宁夏，
增加了原属平凉专区的隆德、泾源两县，组成
固原专区行政公署。“西海固”所代表的贫穷，
却让这个词像胎记一样植入人们的记忆，成
了这片土地响当当的名号，成为人们对一个
区域的永久性称谓。

记者：西海固曾因贫穷而出名，当初这个

地方穷到什么程度？

季栋梁：在网上搜索“西海固”，会自动出
来很多提示，比如，“西海固到底有多穷”“中
国最贫穷的地区，生存环境难以想象”等，外
省市的朋友也经常对我谈及西海固的贫穷。
关于西海固的贫穷，历史上有两个定论：一是
清朝大臣左宗棠穿越西海固时，看到“赤地千
里，十室九空”，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感叹“苦瘠
甲于天下”；二是在1972年，联合国粮食开发
署进入西海固考察，确定了西海固为世界上
22个“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西海
固的贫穷始终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
改善这一地区的基本生存条件，加大扶贫攻
坚力度，解决这一地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
促进宁夏发展的重中之重。

记者：造成西海固贫穷的直接原因是什

么？扶贫工程又是如何具体解决问题的？

季栋梁：主要是因为缺水。这里是黄土

高原的丘陵地带，山大沟深，十年九旱。过去很
长一段时间，这里每年六七八三个月是雨季，下
大暴雨造成山体滑坡，水土流失，那些沟壑就是
这样形成的。剩下的月份里又一直干旱，蒸发
量很大，地下几乎没有水。我们的扶贫工程，关
键一项就是恢复生态，退耕还林、还草，引黄灌
溉，封山禁牧，生态移民，以及小流域治水等。
小流域治水就是对沟壑进行治理，比方说，这条
沟壑一下雨就水土流失，我们就硬化水渠道，做
排水，建水库、水坝，把水流引到水库里储存起
来。因为自然生态大为改善，对气候也产生了
良性影响，降雨量由年均二三百毫米增加到了
七八百毫米。

每年都去西海固采访调研

积攒了很多当地的故事

记者：您的大部分作品都和西海固有关，可

以看出您对故乡的眷恋。

季栋梁：刚开始写作时，我和其他西海固作
家一样，常会写西海固地区人们生活中经历的
种种苦难。那时我的情绪很复杂，这个有着两
千多年历史的地方，也穷了两千多年。当地人
的苦，是无论多么勤劳，都不一定能吃上饱饭的
苦，而且总感觉这种苦日子没有尽头。孩子年
幼时每天就要去放羊、找草、拾粪、喂驴、驮水、
推磨，有些粗重的活甚至和他们的年龄不匹配，
可是也要干，就为了活着。

虽然我离开了这片土地，但却从未真正脱
离，我每年都会去西海固采访、调研，对西海固
扶贫的历史、政策、举措可谓熟稔，也积攒了很
多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我深知父老乡亲
的迷茫与痛苦、拼搏与挣扎，深知他们的记忆与
信仰、梦想与希望。

记者：写《西海固笔记》时，您做了很多前期

采访工作，能否谈谈具体的工作方式？

季栋梁：纳博科夫曾说过，细节是神圣的。
原生态为主的写作需要丰富、真实、鲜活的细
节，细节无法臆造和想象出来，需要沉下身去，
深入到写作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去捕捉，去体
验。现实生活远比我们的想象丰富。我独来独
往，不联络当地，拒绝安排式的采访，因为那会
使很有意思的事变得僵化走样。艰苦的生活肯
定也有一些亮色，比如那里的人们普遍比较淳
朴，没有过多的物质欲望，虽然文化程度不高，

但能自娱自乐，在辛苦劳作之余，当地的陇中小
调、信天游、花儿都丰富多彩。写作时我尽可能
避免使用修辞手法，只是记录与描述。

记者：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感受

是什么？

季栋梁：从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定西、河
西、西海固）扶贫”，到2020年摆脱贫困步入小
康，这一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是最值得写的地
方。我行走在这片土地上，走在一个个故事里，
看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心潮澎湃。我最大
的感受是西海固这些吃过苦的人，不是被动扶
贫、被动脱贫，这些年，他们的一个个细胞仿佛
被激活了，会去主动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乡村
振兴的精神基石。如今，西海固的农民自信满
满，以前外人来了问个啥，村里人不搭理，现在
和谁说话都大大方方的。《西海固笔记》是我付
出最大耐心与敬意的一部作品，也是我最温情
最慰藉乡愁的一部作品，通过“西海固脱贫”，我
觉得写出了众志成城的精神与信仰。

在城市里怀念农村的日子

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慰藉

记者：作为西海固人，能否谈谈您小时候对

当地生活的具体记忆？

季栋梁：我小时候生活在同心县马高庄村，
那里地处偏僻，村里几十户人，没有一个读书
人。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村里时不时来几个外
人，我感受到他们和村里人的区别，他们爱看
书，不爱谝闲传，写得一手好字，红白事记礼写
帖、学生们写书皮都找他们，村里人很尊敬他
们。村里只有一所学校，教室是一个窑洞。我
在上高中之前，除了课本，几乎没读过别的书。
因为村上没有什么书，只记得用一个馍从同学
手里换来一本《敌后武工队》，前后都撕得缺页
了，但也觉得很好看。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

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季栋梁：我考上固原师专（现宁夏
师范大学）以后，学校的阅览室成了我
最爱去的地方。四大名著就是那时候
读的，印象特别深。《白鹿原》《平凡的
世界》《围城》这些书对我产生了巨大
影响，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开始在
《十月》《收获》《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
表作品。因为不断有文章发表，有时
候一篇稿子能收到五六百元稿费，但
即使这样，生活压力还是很大。朋友
想拉我去做生意，都被我婉拒了。我
干别的不行，只能写作。在城市里生
活，反而怀念以前农村单纯的日子，写
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慰藉，不知不觉写
了三十多年，积累了好几百万字。

记者：您如何评价西海固文学？

季栋梁：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海固出现了
一批作家，严酷的自然条件和封闭保守的人文
生态环境，使他们的作品一直带有“苦难叙事”
的特质，西海固文学由此诞生，也得到了中国作
协的大力支持。在西海固脱贫攻坚的过程中，
西海固文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文学
评论家对宁夏文学、西海固文学作品给予了很
多关注、指导和评价，对我们西海固文学产生了
重要影响。

文学评论家谈《西海固笔记》

这是西海固的一部“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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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栋梁
生于1963年，宁夏作

协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
《上庄记》《海原书》《深风景》
《锦绣记》，短篇小说集《先人
种树》《我与世界的距离》，
散文集《和木头说话》
《人口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