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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颂歌

李舫

———评熊育群长篇报告文学《第 76?》

“病毒，一个隐形者，人类古老

的敌人，正在全球肆虐。 一场看不

见主角的遭遇战正在残酷地进行。

就在此时， 它每天侵入 30 多万人

的身体，感染人数达数千万 ，夺去

了百余万人的生命。 ”结束了 40 万

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第 76 天》的写

作后，熊育群在这部书的结尾 《病

毒之殇》中感叹。

熊育群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

代， 这个年代出生的人有着他们

独特的审美追求 、 思想情感和道

德情操。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

学面临着一次大的转型 ， 出生于

湖南汨罗 、 身为建筑工程师的熊

育群， 却怀着对文学的敏锐和热

爱，转而投身文学。 相对于一直在

文学领域攫采爬梳的作家 ， 熊育

群有着更多的曲折 ， 也有着更深

的思考；有着更多的通融 ，也有着

更深的真诚；有着更多的敏锐 ，也

有着更深的宽恕。

熊育群左手执衡 ， 右手执

剑———左手是散文， 高蹈轻扬，以

深邃的思考度量历史、 考评天下；

右手是小说，剑拔弩张 ，以尖锐的

语锋刺破谎言、缝合创伤。而今，他

又拿起报告文学的长矛，一出手便

所向披靡，锐不可当。他的文字，扎

实，厚重，不讨巧，不投机，每一字

背后都看得出他的用力。正因为独

特的经历、独特的个性 ，熊育群的

作品都有着异常坚硬的质地，尤其

对于中国历史的回溯和伫望，对于

现实的艰难与精神的惨烈，都有着

深刻的挖掘。

2020 年刚开始， 一场来势汹

汹的疫情迅速席卷了全球。在这场

特大灾难的影响下，全球经济陷入

停滞，数十万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

而失去生命， 随着病毒继续肆虐，

全球各国都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

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熊

育群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写出了两

部沉甸甸的报告文学作品 ：《钟南

山：苍生在上》和《第 76 天》。 《钟南

山：苍生在上》写的是知识分子疫

情中敢医敢言的精神品格，《第 76

天》写的则是灾难中中华民族的守

望相助。

从 2020 年 1 月 23 日封城，到

4 月 8 日开城，武汉“封城”经历了

漫长的 76 天。 76 天时间里，英雄

的武汉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

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 ，彰显了

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

国情怀。在《第 76 天》中，熊育群以

时间为轴线， 全景式记录了 2020

年武汉、湖北及全国在党的领导下

团结一心、抗击新冠疫情的时代画

卷，记录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援助

湖北的国家大义、同胞之情和中华

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道路上披荆

斩棘、勇往直前的伟大壮举。

在这种意义上，他所写下的不

仅是一段历史， 更是一种仪式，一

个虔诚的祭奠、一个神圣的盛典。

2020 年 5 月最后一天， 熊育

群结束了在武汉为期一个多月的

采访， 登上了飞往广州的飞机。 4

月 8 日， 武汉结束了长达 76 天的

“封城”，不久，熊育群便背上行囊，

赶赴这座经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遭遇战的英雄城市。熊育群或

许不是武汉获得新生之后迎来的

第一位客人，却一定是最激情饱满

的一个。 武汉“在扛住了惊涛骇浪

后，进入大病初愈的阶段”，熊育群

惊喜而警觉地四下打量 ，“街上阳

光灿烂 ，却人影稀疏 ，口罩下仍是

谨慎和不无警惕的表情 。 春风吹

拂，路旁香樟树 、银杏树舞动的光

斑，仿佛点点惶惑在闪烁。 ”

一个多月时间里，熊育群在北

京和武汉这两个城市之间不停地

往返，采访、谈话、调查、记录。不论

在北京还是在武汉，采访仍然十分

困难。张继先医生最早收治的病人

是一对夫妻，正是这一家人的病情

让张继先警惕起来，她第一个上报

了疫情。熊育群的采访便从张继先

的家和病房开始 ：“张继先跟平时

一样，6 点就起床了， 这时天还没

有亮。 房子里餐桌、茶几奶白色的

石板面 、 木质边框上不锈钢的圆

钉，都泛出了微光。 这些新添的黑

白对比分明的家具， 简洁明快，由

横平竖直的平行线组成。 ”

熊育群那饱含深情的叙事仍

然让张继先的故事充满了张力 ，

2019 年 12 月 26 日接诊这对夫妻

以及数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他们

共同的 CT 影像让张继先开始警

惕 ，27 日她首次上报不明原因肺

炎疫情，拉响警报：“一个普通的日

子，它的意义随着疫情发展不断地

发生变化，像暗处的事物因为有了

光，一点一点被照亮了。 张继先对

它的理解也在变化，数月之后才慢

慢透彻起来，这颇有些梦幻感。 ”

在武汉， 除了张继先之外，熊

育群还采访了几十位各类人群的

代表，包括医生、护士、患者 、火神

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者、 捐赠者、

志愿者、公安干警、环卫工、社区工

作者、下沉干部、外国友人……

熊育群的脚步印满了武汉的

大街小巷： 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武

汉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 、武汉市

中心医院、火神山医院 、雷神山医

院、百步亭社区 、中央指导组和国

家卫健委专家驻地……从一家医

院到另一家医院，从一位医生到另

一位医生，从一个患者到另一个患

者 ，从病床到 ECMO、CRRT、呼吸

机的操作 ， 从患者病历到诊疗照

片，从病人导管里的鲜血到仿佛烧

伤一样的黑褐色双脚……灾难临

头的气息令他心悸，众志成城的壮

举令他感动。

与此同时，北京，广州，从中央

到国家卫健委再到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到香港大学新发传染

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从马晓伟

到高福到焦雅辉，从钟南山到李兰

娟到曾光……熊育群在寻找答案。

历史，又一次将他们推到了与

非典时相似的处境 ，而他们 ，又一

次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时代漩涡的

中心。 大家迅速行动起来，缜密思

考，果断决策 ，以非常之举应对非

常之事 。 4 月 8 日零时 ，武汉 “解

封”。 历经 76 天的“封城”后，四通

八达的武汉 ，重新敞开了作为 “九

省通衢”的大门。 因新冠肺炎疫情

“封城”的 76 天里 ，武汉这座原本

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变得安静 、冷

清。如今，随着防疫形势趋好，曾被

按下“暂停键 ”的武汉正在逐渐恢

复生机与活力。

以 76 天的时间为线索 ，熊育

群不仅浓墨重彩地记录了整个国

家的武汉保卫战 、湖北保卫战 ，还

不惜篇幅记录了一个又一个普通

武汉人在疫情中的遭遇 ， 他们身

份不同，名字各异 ，却不约而同自

发地互帮互助。 病毒是如此可怕，

生命却如此脆弱 ， 有的人打败了

死神 ， 也有的人没能活着走出这

个春天。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历史的辉

煌 ， 但是近代以降 ， 屡屡遭遇苦

难 ，遭遇战争 ，面对苦难和战争 ，

中华民族应该如何奋起抗争 ，以

及超越中华民族的苦难 。 《第 76

天 》写的是 2020 年武汉 、湖北以

及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

心，抗击新冠疫情的时代画卷 ，写

的是中华民族面对重大灾难时的

舍身取义、众志成城 ，以及中国人

民面对疫情不屈不挠的精神 ，如

何感动了整个世界。 毫无疑问，这

是一部记录中华民族伟大历史进

程的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

《第 76 天 》中最令人难忘的 ，

是熊育群作品中那些艰难的营

救。 过去一年里那些在微信里、网

络上广为流传的碎片般的人和

事 ， 在他的作品里都有着完整的

呈现，在记忆的海洋里 ，泛着淋漓

的波光。 对此，熊育群坦言：“我希

望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 ， 有时采

访和查找资料就像侦探似的 ，一

层层深入，一个个疑团破解 ，重要

的事件和细节我坚持查找旁证材

料，有的甚至通过三方印证。 譬如

疫情是如何发现 、如何上报的 ，譬

如 1 月 18 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

专家组成立 ， 当天赶赴武汉的情

形 ，19 日专家组调研和会议上发

生的事情 ，当晚飞北京直到 20 日

下午专家出席新闻媒体见面会 ，

每个人所做所说 ， 以及国家卫健

委是怎样主导的等。 譬如 1 月 23

日凌晨 2 点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发布‘关闭离汉通道 ’的第 1 号

通告，封城开始 ，是什么促成了封

城的决定 。 譬如援鄂医疗队是怎

么派出的，方舱医院建议的提出 ，

中医药抗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

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这么短时间

内是如何建起来的 ，‘封城 ’期间

《第 76 天》是

一部描写中国抗

疫的全景式报告

文学作品，难得的

是，熊育群不仅写

出了中华民族举

国抗疫的恢宏气

势，更细腻地写出

了许许多多武汉

人 、湖北人 、中国

人在经历疫情时

的惊心动魄、艰苦

卓绝。 这是一场惊

心动魄的抗疫大

战，一场艰苦卓绝

的历史大考；这是

一曲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颂歌。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武汉疫情严重到怎样的程度 ，特别

是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发生了

什么， 医生护士如何救治患者 ，市

民真实的生活情况，等等。 我还查

找天气、日出时间，导航人物走的路

线， 通过图片或视频进入人物的家

庭和工作场所， 画出他们的生活轨

迹，设身处地进入他们的生活。我不

仅要真实底呈现武汉抗疫的行动全

景，也力图写出真实的环境，力争做

到每个细节真实可靠。”在这种意义

上，《第 76 天》是一部描写中国抗疫

的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难得的是，

熊育群不仅写出了中华民族举国抗

疫的恢宏气势， 更细腻地写出了许

许多多武汉人、湖北人、中国人在经

历疫情时的惊心动魄、艰苦卓绝。这

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 一场

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 这是一曲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颂歌。

阅读熊育群同阅读他的作品

一样 ，是一种艰难的历程 ，这是一

种难以言喻的疼痛。 报告文学以新

冠疫情中的个人遭际为切口 ，完整

还原了整个武汉封城 76 天里发生

的点点滴滴。 在这部作品中 ，恩与

怨 、生与死 、静与动 、虚与实 、甘苦

与流离 、空间与时间 ，这些截然对

立的因素被粘合在一起 ， 相互激

荡 ，相互作用 ，形成一个个巨大的

漩涡，凝成一股股巨大的力量 。 作

品还原了中华民族全民抗疫的整

体精神世界，这个饱满丰富的精神

世界，更是一个观照我们民族灵魂

的伟大的精神世界。

就在这部厚厚的 《第 76 天》付

梓之际，新冠病毒仍在全球大流行，

全世界累计确诊新冠肺炎人数超过

1 亿人，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214 万

人。 新冠病毒疫情给全球造成了巨

大的伤害， 人类正在遭受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和发展挑战。所以不妨说，熊育群在

作品中努力解码的是———全世界疫

情仍在肆虐之时， 中国何以率先走

出了疫情的阴影， 实现了社会的复

苏和经济的突围， 它对全球抗疫有

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值得肯定的是， 熊育群的写作

并未停留于此。在作品结尾的《病毒

之殇》 中， 他深刻回顾和反思了病

毒、瘟疫如何给人类带来灾难，如何

阻碍了人类文明和历史的进程。 正

如作者所言，《第 76 天》所写只是一

个个抗疫斗争的代表， 旨在通过他

们来表现疫情暴发时的情形和抗击

疫情的主要历程， 表现我们这个时

代遭遇灾难时人们的所作所为和精

神状态，彰显伟大人格和精神力量，

思索面对疫情应有的态度、 科学的

作为以及今后须吸取的经验与教

训， 反思人类的生存方式与文明的

方向。 毫无疑问，我们瞩望未来，不

难预料，新冠肺炎疫情终将过去，人

类也必将开始新的生活。重要的是，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新冠病毒带给我

们的教训， 人类必须学会与大自然

和谐相处。

聚焦名家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