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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读懂杭州，
不妨一览《人间杭州》
——读吴晓波散文《人间杭州》有感

■文/ 武俏君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出了一本散文《人间杭
州》，有人表示意外，说吴晓波不是写财经文章的
吗，怎么还不务正业搞了小清新散文？其实，对于
吴晓波写散文，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吴晓波曾在新华社浙江分社做过 13 年的经济
线记者，写作过《激荡三十年》
《跌荡一百年》等财经
类著作，但他是复旦大学新闻学毕业的，而新闻学
系本来就是从中文系中分支出来的，在一些基础课
程的设置上，两个专业是高度一致的。对于财经，
吴晓波都是在采访和自学中成长的，因此他的底色
还是
“文”。
《人间杭州》这本散文集带有吴晓波强烈的个人
色彩，
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交融在整个杭州城里。
在书中，
吴晓波尝试与历史中的有趣灵魂对话，
从留存的断桥、孤山、蒋经国住过的别墅、林逋的水
台、俞樾的书房、吴昌硕的画室、秋瑾的大墓，
以及苏
小小的亭子、
小青的墓等，
找到浮动的
“人间暗香”
。
吴晓波的散文也如激荡系列一样引人入胜，文
字在纵横捭阖间自如跳跃，往往能轻松地把历史与
当下，拉到同一个被审视的窗口来，在揣摩人物和
走访遗址时，迸发的高度思辨性的语言，让读者一
会儿豁然开朗一会儿心酸难耐。
正因为人间离不开世俗的人，所以杭州前面加
了定语
“人间”
，更突出了那一份烟火气。
吴晓波也承认：
“人间的意义，无非就是活着的
趣味。”而最能阐明活着的趣味的就是历史风云中
的典型人物。通过对这些人物人生片段的截取，诗
词的巧妙插入，精妙语言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让
人应接不暇。
苏东坡是
“晴雨俱好，
宠辱不惊，
风景与人生皆如
是”的“前世杭州人”；张岱是“只能写梦中的那个西

湖，
只有
‘梦寻’
和
‘梦忆’
”
的明朝遗民；
高濂是被郁达
夫嘲笑的杭州人“不思进取”的反面典型，因为他在
《遵生八笺》写了一篇《四时幽赏录》，
列了孤山月下看
梅花、
虎跑泉试新茶、
保塔看晓山等游杭攻略；
丰子恺
是最会表白杭州的漫画家散文家，
话语很直白：
“我走
遍中国，
觉得杭州住家最好”
，
画也很真情，
有近百幅，
最有名的是
“折得荷花浑忘却，
空将荷叶盖头归”
“谁
家孤僧踏青来，
一片孤云遮孤山”
，
那是一种全然烂漫
童真视角，
看待杭州的湖山与市井……
选择这些人物正因为他们是人间好好活着的
榜样。而“如何好好地活着”正是吴晓波总结出来
的杭州的城市哲学所在。
在阅读中，
你会发现
“民国”
前的杭州，
水患、
战乱频
发，
一座城想要如繁花般盛开，
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虽然，杭州曾经做过钱镠吴越国的都城，也做
过南宋偏安的都城，但历史上的这座城的调性，始
终缺乏宏大性，对岁月和权力的反抗是温和的，即
便在最绝望的时刻，仍然是像李清照般的默然和张
岱式的忧伤。
“社会生活深度世俗化”是吴晓波对明以后杭
州的调性概括。也许，正如吴晓波所说“城市的历
史各有曲折和迷人之处，它本质上是一个情感和欲
望的容器”
。
你有你的“人间杭州”，他有他的“人间杭州”，
就当作城市的私人记忆就好，无论是疗愈性的还是
伤害性的。
总之，
你想读懂杭州，
不妨一览《人间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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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一河”保卫战全线开打
金烽：萧山的“7.9 抗洪”在 7 月 8 日全面打响。记忆中，时任杭州市
委副书记、萧山市委书记吴键正在国外出访，一时赶不回来，林市长您是
临危受命担扛起萧山抗洪总指挥的。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9 日那天，您带着市府办主任谭勤奋、秘书
孙伊田在临浦江塘大堤巡查，您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塌塘了，我只有跳
江了。这是你们三人之间的聊天，做战地记者的我恰巧听到了，第一反
应就是：
悲壮。千斤重担压一身，
当年，
您是怎么想的？
林振国：萧山的 7.9 抗洪，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7 月 6 日至 7
月 7 日，萧山进入防汛的临战期；第二阶段，7 月 8 日至 9 日 14 时，萧山进
入抗洪的战时状；第三阶段，7 月 9 日 14 时至 7 月 11 日，萧山进入抢险的
决战期。因为，西江大堤在 7 月 9 日出险，护堤、保堤都在这个时段展开，
所以我们将 1997 年萧山抗洪称为
“7.9 抗洪”。
7.9 抗洪这段时间，恰巧，杭州市委副书记、萧山市委书记吴键在国
外出访，托付我在家主政，所以当时的压力特别大。9 日 13 时 30 分左
右，我在临浦江堤检查，探出身去一看，吓了一大跳，浦阳江的堤塘大片
大片地剥落，感觉到形势很严峻，防汛很吃力，这个时候，省委副书记、代
省长柴松岳打电话给我，两层意思，萧山要顶住，你要顶住。百姓安危，
领导重托，所以我由感而发，对一同检查的市府办主任谭勤奋和综合科
副科长孙伊田说：如果塌塘了，萧山不保，我只有跳江了。这话后来一传
两传，大家都知道了。那时候，我还是很有信心的，一是萧山有一支能打
硬仗，敢打硬仗的干部队伍，这一点我有充分的认知。其次，百万萧山人
民经历了几代人的围垦，一定能众志成城守护好家园，这一点我坚信。
那天，
我电话里就回复柴省长，百万萧山人民在，大堤一定在，
表明心志。
金烽：萧山“两江一河”保卫战是怎么打的？西江大堤保卫战，是集
全省之力，是集团军整体作战。
“两江一河”打法上有别于前者，是沿线乡
镇地方军独立分片作战，
是不是战线更长？复杂性更大？
林振国：7 月 6-7 日，浙江进入梅雨季的后半程，汛情在一些县（市
区）抬头，萧山的防汛工作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启动，全市进入一年一度
的抗洪临战状。
7 月 8 日，萧山内河水位突涨两米，超了历史最高水位，一些地势低
的村庄进水，
大片良田被水浸泡，
浦阳江防汛首先吃紧。
8 日晚，我和赵纪来、王仁庆在萧山防汛指挥部研判萧山汛情的走
向，我们的初步推断，萧山极有可能要碰上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我们
作了两个安排：当夜，两办紧急下发防险抗洪通知；明日一早，我带队去
南片 8 个重点乡镇检查落实抗洪工作
晚 22 时，市委市政府的联合紧急通知下发，并电传至各乡镇、各部
门，要求全市各地全力以赴投入防汛抢险战斗，全面发动群众，组织力
量，加强对山塘水库、沿江堤塘的检查，妥善处理好可能发生的突发性灾
情，
水利单位全力排涝除险。
9 日 7 时正，我带着一行人就往南片赶，要求萧山日报、萧山广播电
视台记者随行，全程纪录报道各地抗洪。早上一路走下来看下来，对各
地汛情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11 时，
我们在临浦镇召开全市防洪抢险紧急动员会，
赵纪来、
朱张松、
王仁庆等市领导和浦阳江沿线 8 个乡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等一起参加。动
员会要求：
从现在起，
萧山防汛抢险工作进入战时状态，
南片 8 个乡镇的防
洪抢险是重中之重。从现在起，危险地段实行领导分段负责制，抢险队
伍，
抢险物资加紧准备，
及时调运，
危险地段的人员和物资即刻起转移。
萧山
“二江一河”
保卫战正式打响，惊心动魄打了整整 72 小时。
16 时，浦阳江、永兴河开始全线告急，保卫战进入关键时刻。抗洪
抢险指挥部及时调整部署，我和王仁庆负责全市防洪抢险；赵纪来主持
闻堰西江大堤护塘抢险；方岳义、董学毛、朱张松负责抗洪抢险后勤保
障。市领导赵纪来、沈奔新、王玉明、孙孝明、徐国相、褚木根、诸成水、金
老虎分 8 路到南片的戴村、浦阳、进化、欢潭、闻堰、义桥、许贤、临浦现场
指挥抗洪。17 时，领导们均已到岗就位开展工作。
浦阳江、永兴河的保卫战在长达 50 多公里的江堤上展开，战线长、
兵力少，地形复杂，又涉及千家万户，
难度系数不亚于西江大堤保卫战。
9日，
23时许，
尖山桥地段20多米堤塘滑坡，
坐镇浦阳指挥抢险的市委
常委、
宣传部长王玉明急调民兵分批增援，
到10日4时50分，
经全力护堤，
险情解除。
11 日 22 时 35 分，浦阳下定村南塘段堤坝冲出 120 米决口，副市长
王仁庆和镇领导带领 40 位村民、150 名基干民兵封堵决口，将近千只沙
袋沉入江底，
打下数百根木桩，终于将决口堵住。
11 日 16 时，汇头钟村大堤决口，欢潭乡第一时间组织村民及时撤
离，
安全转移上山，临时支起帐篷渡难关。
11 日 22 时 30 分，欢潭乡小满村 130 江堤严重滑坡，江水与大堤齐
平随时可能漫堤，在这千均一发的关头，市乡领导和 67 名解放军官兵、
200 多名村民加固加高塘脚，终于挡住了洪水。

我在读

连日来，萧山区儒学学会对儒学“三进”工作展开回访调研。图为 5 月 12 日儒学会在杭州古籍印务有限公司听取汇报。
肖文摄

“两江一河”保卫战打赢，离不开百万萧山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
与。有几件事，让我深受感动，抗洪保堤急需要大量的木头打桩，有的农
户二话不说就拆了家里大门、床板送到大堤上来。
就是这样一批默默奉献的村民们，当我们取得抗洪抢险胜利还来不
及向他们道一声感谢，他们已自发敲锣打鼓将锦旗送到我们手里。7 月
19 日一早，市委市府办公楼前鼓乐齐鸣，一打听，原是是浦阳村民楼国
定和 20 多位村民走了数十公里的路，到市委市府送上“爱我人民，情系
百姓”
的锦旗，
楼国定说，
家园保住了，
损失降到最小，
谢谢政府。
人民的满意，
这就是对
“两江一河”
保卫战最好的褒奖。

10 万人撤离计划最后时刻终止
金烽：7 月 10 日深夜，应该是萧山“7.9 抗洪“最凶险的时段。那时，
我正向后方的编辑部发稿，突然被告知，林市长一行的车子已出发了，去
滨江区见杭州市长，
你们快跟上。
在狂风大雨中，
我们采访车一路追赶着您的车，
沿途黑漆漆一片，
不见行
人，
只看见一列列军车呼啸而过，
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在守堤，
形势看起来非常
的紧急。
林市长，
那个夜晚，
杭州市长王永明在滨江紧急召见您说了什么？
林振国：
10 日 23 时至 11 日 5 时，
是萧山
“两江一河”
保卫战最胶着，
最
凶险的时段。西江大堤第三次出险也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时候完全是肉
搏战，
比的是意志，
顶住了，
就扛过去，
反之，
则输了个底朝天。
10 日 23 时 30 分左右，我接到电话说，王永明市长要紧急见我，有要
事相告，
他现在正在滨江现场指挥部，
速来。
放下电话，我心里打了一个寒颤。汛情这么急，抢险正在紧要关头，
领导突然要面见，
要交待什么？
容不得我多想，
叫上秘书孙伊田和司机就匆匆出发了，
后来知道孙伊
田通知了你，
没一会儿，
你们的新闻车追上来了。当时，
雨非常大，
只看到
雨刮器在挡风玻璃前滑动，
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路。路上，
除了呼啸而过的
军车，就我们两辆车在急奔，马路上，灯光昏暗，空空荡荡，见不到行人。
车过大堤，
看到守堤的都换成了军人，
就像到了作战区，
空气都凝固了。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一座三层的农家屋楼，四周黑漆漆的，这
里已被征用成滨江区抗洪抢险指挥部，指挥部里没多少人，我是一个人
上楼见王市长的，省军区政委贺家粥也在场。王市长和我讲了三句话：
向你传达省委的指示，在死守西江大堤的同时，做好闻堰群众的撤离工
作。
紧张，万分的紧张。不安，万分的不安。和王市长默默告别，我们火
速往回走。车行至半路，我让孙伊田通知市四套班子和相关领导，在闻
堰召开紧急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最新指示，研究部署抗洪相关工
作。
11 日 1 时 30 分左右，最特殊时期的一次最特别的常委会在闻堰镇
的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期间，所有工作人员被要求离开现场，赵纪来、
赵永前、陈福根、方岳义、朱张松等出席会议，有多位领导在乡镇一线指
挥抢险，
没有来参加会议。
会议作出了三项决定：一、紧急通知全市各乡镇继续分段包干、加强
巡查、严防死守进行最后一搏。二、按省里要求，继续死守西江大堤，闻
堰镇群众做好撤离工作。三、考虑到万一钱塘江大堤失守，对城厢镇冲
击会很大，着手启动城厢镇 10 多万居民的撤离计划。市民群众撤离到
地势高的西山、北干山；撤离通告，萧山广播电视台滚动播报，广播车第
一时间上街巡游播报，
萧山日报全文刊发。
计划制定完毕，只等最后下达执行的口令了。就在这个时候，汛情
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11 日 2 时 30 许，前方传来消息，钱塘江、三江
口淤积多时的泥沙，经过这几日连续暴雨的冲刷有了松动，钱塘江处排
入海的流量突然加大了，随后，一直居高不下的钱塘江水位居然出现下
降了。前面还是倾盆大雨，狂风大作，半个小时后雨停，风静。西江大堤
压力减轻了，
全线汛情有缓解的趋势。
撤离计划还要不要启动？毕竟这个计划太庞大了，太复杂了，一旦
实施不可控的因素太多。
我们权衡再三后，拍板决定：继续死守大堤，撤离计划先暂缓，再等
一等看。
没多久，萧山上游的诸暨在泄洪区内的一堤塘垮塌，浦阳江水涌进
泄洪区，
受此影响，
萧山浦阳江段的水位出现回落。
钱塘江水回落，浦阳江水回落，雨停风静，抗洪抢险指挥部当即决
定，
撤离计划取消。
随后，我们以市紧急会议名义提出三点要求，电传各乡镇。第一，各
方要继续做好堤塘沿线巡察工作，务必保持警惕，绝不能麻痹大意。二，
抗洪抢险已持续 72 个小时，务必要克服松懈情绪，继续做好保堤塘、保
家园的抢险工作。三，严肃纪律，继续包干包段负责，出现严重问题追
责。
1997 年，
7 月 11 日，
萧山史无前例的
“二江一河”
保卫战宣告胜利。
这一天，
萧山也迎来了久违的阳光。

金烽：有人说，萧山 7.9 抗洪最关键时刻，诸暨一地方塌塘，萧山压力
减轻，
萧山抗洪胜利多多少少有
“运气”
的成分，
对此，
您怎么看？
林振国：影响肯定是有的，萧山抗洪直面钱塘江水、浦阳江水、富春
江水三股水的冲击。如果诸暨不决堤，萧山境内的水位就不会下降，我
们堤塘的压力还会增加，西江大堤崩塌的风险还会加剧，正是我们的硬
扛死守，
我们才拼到最后一刻，
否则萧山的历史或将会改写。
抗洪，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意志的比拼，
精神的比拼，
组织的比拼，
经
验的比拼，实力的比拼。72 小时，萧山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严防死
守，拼到最后一刻，拼到了水退雨停，所以，我们取得了胜利。所以，我在
抗洪抢险总结会上说，
萧山人民真是有福气。
12 天后，萧山市委、市政府隆重举行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60 家
先进单位和 290 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吴键书记等亲自颁奖，
号召全市干
部群众向抗洪先进学习，
学习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
学
习他们顾全大局，
听从指挥，
雷厉风行，
协同作战的团结奋斗精神；
学习他
们不畏困难，
不怕疲劳，
艰苦奋斗，
连续作战的顽强拼搏精神；
学习他们身
先士卒，冲锋在前，面对危难挺身而出的英雄献身精神；学习他们热爱家
乡，奉献社会，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我想，这
就是萧山取得 7.9 抗洪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萧山最宝贵的财富。

砸锅卖铁建设千里江塘
金烽：这一年，萧山又经历 11 号台风的袭击，
“ 三碰头”造成新围
5000 亩、6000 亩大堤决口，
经全力抢围，
10 多天后大堤成功合龙。
林市长，从“7.9 抗洪”到 11 号抗台，萧山汲取了什么经验，在此后的
千里标准塘建设上下了什么样的大决心？
林振国：7 月抗洪抢险结束，萧山处于灾后重建、恢复生产和生活
期。
8 月 17 日-19 日萧山又遇到 11 号台风的强力袭击，最大风力达 11
级，8 级以上台风持续了 11 小时，总降雨量达到 76.2 毫米。适逢天文大
潮，形成风雨潮三碰头，在强风大潮冲击下，围垦地区外十八工段、外十
七工段临江大堤决口达 1 公里，堤内的 5000 亩地块和 6000 亩地块的新
围土地变成滩涂。
吴键书记和我多次赶往决口现场察看，在与水利专家和部门负责人
商量后，
我们决定不惜代价坚决堵住决口。吴键书记定了个调，
要科学抢
围，
确保成功。
当年决口，当年抢围，这在萧山围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难度大，
风险更大，在技术层面也有争论，但经过全市上下团结拼搏，我们最终实
现了抢围。
一年内，
连续遭受两次天灾，
萧山损失巨大。7.9 洪灾，
萧山有 24 个乡
镇和6208人受灾，
进水积水的村庄达84个，
损坏倒塌房屋1800多间，
农作
物受淹面积2524万亩，
受灾企业132家，
江河堤塘滑坡174处，
长达10.6公
里。全市直接经济损失估值达5.5亿元。
金烽：
砸锅卖铁建设千里江塘，
是不是在这个时期启动的？
林振国：经历 7.9 洪灾和 11 号台风，教训深刻。我们反思后认为，萧
山现有的江河大堤不足以抵御台风和洪水，必须加大水利投入，提高堤
塘标准。萧山历史上规模最大、投入最大、标准最高的江河堤塘建设全
面铺开了。
从 1998 年开始，我们决定用五年时间，在萧山全域内完成 50 年一
遇的标准塘建设，并把它作为政府每年为民办实事的第一件大事，写进
政府工作报告，每年由财政安排资金，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和干部捐款，
同时积极争取省市资金支持，组织力量投入施工建设。五年间，萧山标
准塘基本建成。
2002 年，因组织安排，我去杭州市人大工作，离开萧山的前一天，我
让司机开着车到萧山的江堤上走了一圈，看了新围的顺坝围垦区块和外
十八工段，沿途的标准堤塘已基本形成，心中十分欣慰。萧山的标准堤
塘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升，成为临江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以
前，我们在防汛抗台上江堤检查时，走的都是泥泞路，看外侧堤塘要站到
松动的沙石上，非常危险。现在可以开着车一路巡视，风雨无阻。这些
变化，
都是百万萧山人努力奋斗的结果，
可喜可贺。
金烽：您担任萧山市长多年，一直关注着萧山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
萧山和萧山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您对萧山的发展有哪些期望？
林振国：我虽然人离开萧山多年，但一直心系萧山，对萧山的每一点
发展和进步都为之兴奋，对面临的每一次困难和挑战都为之牵挂，我坚
信萧山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都能从容应对，以勇立潮头、奔竞不息
的精神去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因为萧山人具有勤劳、聪慧、务实、敢为
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萧山能够用肩膀挑出五十万亩耕地创造了人类
围垦的奇迹；能够以“四千”精神创造了萧山乡镇企业发展的奇迹；能够
造就以鲁冠球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家；能够培育出文艺名人和工艺大师；
能够涌现出一批敢担当、有作为的优秀领导干部；萧山人民识大体顾大
局，宽厚包容，海纳百川，我坚信萧山一定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勇往
直前，
创造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