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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①

与天对话——探访“国之巅”
□ 何建明

阻尼器堪称“定海神针”
“632 米高、近 60 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重 85 万吨
“不用担忧，更不用惧怕。”顾建平坦然自若地说：
的大厦，之所以能巍然不动、抗得起十级台风、抵得住 “刚才进一层大厅时你看到的那块从 288 米地心深处勘
探出的花岗岩了吗？这是我们上海中心的根基，也就是
十级地震，靠的就是这个……”顾建平指着一个巨大的
说，我们的大厦、包括金茂和环球金融中心等的底基，
平面圆体说。
都是建在极其坚固的花岗岩体之上的……”
我一“激灵”，从“天”上回到了人间现实。
“大厦的基桩要打到 288 米深的地层？”
“它叫阻尼器。”顾建平非常专业地告诉我：
“ 科学工
程学专家解释，使自由振动衰减的各种摩擦和其他阻碍
“ 那 倒 没 有 ， 没 必 要 。” 他 说 。“ 基 桩 从 地 面 往 下
作用，称之为阻尼。而安置在结构系统上，提供运动阻力， 打，一直到 76-101 米的粉沙层就可以了。那个地层完
耗减运动能量的装置，称为阻尼器。现在接近和超过 500
全可以满足基桩持力，保证大厦的倾斜率在千分之一。”
“你们的基桩打到地下多少米？”
米高的建筑都要用上它，等于是大厦的‘定海神针’。”
“86 米。”
明白了。于是，我庄严地向这庞然大物投去敬佩的
“像一般的摩天大厦用钢管桩往下锤打？”
目光，正是它使我们稳稳地站在 600 多米高的地方潇洒
“不。我们用的是新技术：钻孔灌注桩+桩底注浆。因
地“论天说地”。
为用传统的锤打钢管桩往下压，每根管子下到 86 米深，
“这一装置和相关技术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研制出来
每根钢管桩都要打 4000 次！而我们的大厦需要近 1000
的，是上海材料所科学家们的创新科研成果，它是目前
根这样的基桩，想一想得打多少次？它造成的噪音和对
世界上唯一运用电磁机理制成的阻尼器。”顾建平骄傲
周边百米之内的地层震荡及破坏力将是不可估量的。所
地介绍。
以这又是我们的一项创新技术。2008 年，工程师们研制
“它不是大磁铁？”我问。
完成新型打基桩技术‘钻孔灌注桩+桩底注浆’后，用
“不是。是通过电流作用实现与磁铁同样功能的新
了 4 个月，进行实地实样试验，结果该技术完全满足了
型阻尼器。而传统的高层建筑阻尼器比如台北的‘101
基桩承载力的设计要求。因此我们往下打的近千根基
楼’，用的就是 660 吨的大磁铁块。”顾建平解释。
“像这样的创新技术在这大厦里有多少？”
桩，不仅质量有保证，而且工程造价比传统的方法降低
“不会少于 100 项吧！”
不少。”
从顾建平那里，我们认识了什么是智慧与创新。从
“了不得啊！”听顾建平一说，不由令我感叹。
“举个例子，这么高的楼，最高处也要用水泥混凝土
外行和普通人的角度，我们也会对这座超高、巨重的大
灌注，而且整个大楼的灌注不能在中间停顿，每一个部
厦，能矗立于地面 628 米的地下承载力感到无比好奇。
位灌注时必须一次完工。那么就得有特殊的灌注技术与
于是我和顾建平有了下面的一问一答：
设备……”
大厦如此庞大，托起它的基坑得多大呀？
“有意思，说说你们是怎么在这 600 多米高的地方
圆形的主楼基坑其内径为 121 米，相当于 1.6 个足球
灌注钢筋水泥混凝土的？”
场那么大；外圈的裙楼基坑没主楼那么深，下深也有十
“我们的技术人员研制和发明了一个泵，这泵能将
几米，但它面积大，相当于 3.2 个足球场。
我们所需的灌注水泥混凝土直接送达 620 米的地方，而
大厦的地下部分与地面衔接处的“大底板”有多厚？
且确保整个灌注过程中水泥混凝土的各种指标不走样。
6 米厚，两层楼那么高。是用 60000 方钢筋混凝土
以前高空灌注水泥混凝土的技术是 602 米，在我们这儿
浇铸而成的。如果用面积来量化，那就是 11493 平方
被刷新了！”
米。是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的“巨无霸”底座，我们称
其为“定海神座”。
“巨无霸”底座坚如磐石
浇铸这样的“定海神座”，场面一定极其壮观吧？
“浦东陆家嘴这么一块手掌大的地方，如今已有百
是的。可以说，当时我们基本上是调集了全上海的
座摩天大厦，你们靠什么依据和办法来确保这些大厦巍
所有用得上的浇灌设备，集中和连续奋战了整整 63 个
然不动？”一想到这，我的内心真有些惧怕和担忧。
小时才最后完工。其场面真的无比壮观！令人终生难忘。

在民勤
美丽的沙漠不是传说中的

在民勤装一鞋窝沙
□ 高 凯
沙漠之舟因为跋涉
而满目金黄
沙沙作响

死亡之海
每一粒沙子都是活的
都是活着的

谁说民勤没有水
昨天的泪水
就是今天的泉水
今天的汗水
就是明天的雨水
而头顶上那片望不透的天
蓝呀
就是沧浪之水

人在民勤
走在路上就能晒太阳
民勤的沙子正在变成金子
在民勤装一鞋窝沙子是很
幸福的事情
因为民勤的每一粒沙子
都是一个县的名字
粒粒都叫民勤

谁又说沙漠没有绿色
那些树林子都不是最绿的
那些比人还要倔强的庄稼
不是最绿的

仁者爱民兮
天道酬勤
（作者系甘肃省作协副
主席）
主席
）

人在草木中

在民勤
每个人眼里都能容下沙子
天地间的苦难都在心中

远望大漠
或者走进民勤
民勤一中和民勤四中
像沙漠绿色的肺
绿草如茵

南国三月，滴青流翠。
牵着春风的翩翩裙裾，我走进了一
个小山村。
小村名曰坦洋，位于福建省福安市
西南 20 公里的白云山脉深处。群山皱皱
褶褶、缠缠绕绕，犹如一只巨大的摇
篮；小村安安静静、简简单单，又宛若
一个酣睡的婴儿。村外，阳光铺满的山
坡上，遍布青青茶园，点缀着星星点点
的采茶人，默默地移动。整个画面，仿
佛一部彩色的无声电影。只有那漫天浓
浓淡淡的清香，像一群群五彩斑斓的蝴
蝶，在空气中飘飘忽忽、聚聚散散，撩
拨着人类的鼻息和睫毛。
村头的树荫下，到处堆满茶青，油
油的、嫩嫩的、颤颤的，好似刚刚从海
底网上来的鲜虾活鱼。
这清新明丽的小茶村，多么动人。
但是，这个小村不寻常。南国茶村千千万，而
她，是特别的那一个。
邀我踏访的文友施元辉，就出生在这里。他告诉
我，清朝咸丰元年 （1851 年），本村茶人研制出一种
特殊风味的红茶，取名坦洋工夫。此茶依靠沿海和侨
乡优势，逐渐风行海外，远销荷兰、法国、日本、东
南亚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更为英国皇室贵族所青
睐。由此，小村成为周围七八个县的茶叶交易中心。
当时，坦洋村拥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制茶工场，三层，
数千平方米，名曰横楼。而全村更是膨胀成一座繁华
集镇，住户达 6000 多人，还有戏楼、商铺、客栈、学
校、教堂、医院、警所，等等。为了防备土匪，村中
富户还建造了 19 座炮楼。1935 年，国民政府在这里
专门设置福建省立茶业改良场，对中国传统茶叶进行
科学分析和改进。只是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中西关
系变化，红茶出口转冷，小村骤然衰落。改革开放
后，中西红茶贸易恢复，国内红茶市场升温。目前，
小村拥有茶山 4000 亩，茶场茶行数十家。
白云山上生仙茶，山间溪水清见沙。三月底，采
春茶，清明前，品最佳。茶树经历霜冻，冬眠初醒，
蕴含丰富，茶心鼓鼓的、满满的，像孕妇，又似新
麦，若鲜果，蓄满着日月山河的精华和密码。
浑浑圆圆的山丘，高高低低的红壤，安安静静的
茶园。满山采茶人，个个巧手翻飞。这鲜嫩的新芽，

□李春雷

身在大漠
民勤不是一盘散沙
沙子是喂养民勤人心灵的
小米
天下遍地粮食

民勤诗人们的诗篇才是最
绿的
孩子们从幼儿园到小学
再到中学的课本
才是最绿的

“你没有注意到我们这座大厦最神奇的地方？”顾建
平似乎忘了时间。
“在我眼里，感觉这儿处处神奇。”
他笑了。“你知道我们这么高的大厦其实是一直在
转动的……”
“真的？”我吓了一跳，双腿跟着发软。
“是。而且转动的幅度还不小，120 度。”
不会吧？我以为顾建平是在开玩笑。但他的神态告诉
我并非如此。他说：
“你应该注意到，我们这座大厦整个形
体是盘旋着往上的，下基大，顶端小，远看像美女的小蛮
腰，从上往下看或从下往上仰视，感觉都像一条巨龙在翻
腾……这种舞动和翻腾的姿势，就像大厦在转动，而这种
旋转便是这座大厦通过科学设计献给世人的神奇一笔。”
我已经完全晕了。
“风洞科学实验告诉我们，像我们这样一百多层高
的建筑，每一层的扭转角度在 1 度是美学与风工程学的
最佳结合点。上海中心大厦地面楼层 127 层，120 度的
旋转是主楼风荷载最小的状态。”顾建平说。
可如此巨大的钢铁与水泥组成的“巨无霸”，怎么
可能让它转起来，而且要确保安全无恙？我感觉他在说
“天书”。
据他说，工程师们在设计大厦形体时给整座大厦做
了 4 次“变形”技术处理，而这 4 次变化体形，靠的是
两个关键要素：一是“双层”玻璃幕墙和 120 度旋转向
上的内圆外三角形加开 V 形槽的外体形结构。
如果不是顾建平用图纸边说边解释，我根本不可能
听懂他在说什么。但通过他画出来的 4 个几何图纸，我
终于明白了 632 米高的大厦是如何转动的了！
人创造的奇迹，简直不可思议。
大厦的外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的那个“V”形槽，
似乎在整座大厦的旋转中起着特别重要的几何作用。可
我感觉它又似乎是设计者在此刻意创造，使大厦增添了
强烈的艺术美感！是这样吗？在进大厦之前我向上仰望
时，就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是的。”顾建平点头称是，并说：这条“V”形槽
在我们上海中心大厦的“龙”身上格外引人瞩目，其一
是它自下而上贯穿始终；其二，它的起点朝向西南面，
顶部的终点则在北面。如此“走”了 600 多米，既打破
了整座大厦外形圆滑面的单一感，增添了“时间”与
“空间”，“过去”与“未来”的对接，尤其是在夜晚的
灯光作用下，整座大厦的“龙”体活了起来，从而产生
魅力无限的美感……
真得感谢设计师们的艺术想象。
不知不觉中数小时已经过去。坐在“天眼”旁的音
乐厅里，我抬首望空，随曲游神，心问：
天在何处？何处是天？天有多大？大至何边？
没有回应。只有詹姆斯的音乐。
我终于明白了上海人为什么将最高的摩天大厦称之
为“上海中心”。因为这里，是上海人看这个世界、追
求自我完美、实现自我理想、抵达自我的一个地方。这
个地方通达地心、连至天际，也就触及着我们自己的心
灵以及心灵淬出的世界……
“上海中心”接着天，又犹如天。那“天”上仍有许多奥
妙和密码需解。此刻，我听得詹姆斯的旋律再次在耳边震
荡，那旋律是雄壮与雄浑的、伟大与壮丽的……那就是
上海、上海的浦东、我们的“国之巅”！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曾三度获得鲁迅文学奖）

这天地的精英，蹦蹦跳跳、欢欢喜喜地
来到人间，吟唱着、喘息着，直喘得天
地芳香、如雾似纱、氤氤氲氲。
春茶过后，常采常新。仅仅几天时
间，一粒粒、一层层、一丛丛新芽，又
迸发出来，密密麻麻、毛毛茸茸，若狝
猴的耳朵，如麻雀的舌头，像婴儿的嫩
手，似少女的睫毛。
茶青萎凋之后，要经过揉捻、发酵
和烘焙等几道工序。大约 5 斤茶青，出产
1 斤粗茶。但这只是毛坯啊，良莠不齐、
鱼龙混杂，需要精制。
什么是精制呢。就是分别用四目、
五目、六目、七目、八目、九目的细
筛，进行分级筛选。1 斤粗茶选出 0.75 斤
六目规格的精茶，100 斤精茶再析出 5 斤
极品茶。
但是，这只是常规工序啊。分寸、
轻重、火候不同，味道各异。就像同样的食材，厨师
不同，菜品不同。有时候，同一食材，同一厨师，不
同批次，也是味道有别呢。
所以，专业制茶人，在整个操作期间，务必要保
持心平气和、恬淡虚静。此所谓茶禅一体吧。
我在小村里静静地走着，仿佛走进了历史深处。
当年的横楼依然健在，这青石与青砖组合的中西合璧
的三层楼房，委实是工业时代之前很大的手工业茶作
坊了。西方人品味着中国红茶，中国人借鉴了西方建
筑，东西文化在天然地追求着、吸引着、磨合着、融
合着。
施先生告诉我，茶是有生命的，就像一曲灵动的
音乐，去和鸣你的心弦，让你体味生命的美妙。
是的，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一个共同
的祖先，那就是从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进化而来。凡
生命，皆相通。这人类培育和钟情几千年的精灵——
茶叶，伴着温润的清泉，进入口舌，流入喉咙，沁入
肠胃，融入血液，沿着你的每一根神经，浸润末梢，
融通一座座郁结的城堡，水到渠成。
于是，你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摇头晃脑地唱
歌，都在得意忘形地舞蹈。一杯香茶，甘醇宜人，真趣
真义，润身润心。细察“茶”字，果真如此呢。上是草，下
为木，中间乃人。人在草木中，茶道最永恒！
（作者系第三、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五月的风﹄

“V 形”槽创意无限

为庆祝伟大祖国 70 华诞，华文作品版从本期开
始推出“我与新中国”征文栏目。本期推荐何建明
《与天对话——探访“国之巅”
》一文。摩天大楼是中
国工程技术领先世界的缩影，也是建设者向伟大时
代的献礼。许晨《
“五月的风”
》从青岛五四广场雕塑
“五月的风”回溯那段峥嵘岁月，雕塑诠释着艺术之
美，也象征着青岛昂扬进取的积极姿态。高凯《在民
勤装一鞋窝沙》寄深情于民勤大漠，用民勤人民在
此挥洒的汗水谱写“仁者爱民，天道酬勤”的诗行。
李春雷《人在草木中》将福建小茶村坦洋的茶业发
展史和制茶过程娓 娓 道 来 ，
“ 茶 ”字 背 后“ 人 在 草
木中”的清雅意蕴，充盈全篇。
——编 者

春天的脚步走到五月，已
是暮春了。这时的风没有了冰
天雪地的凛冽，也没有了春寒
料峭的凉意，雷公电母的狂暴
还没有到来，呈现出一种平
和、安静、舒缓的节奏，微微
地吹在人们脸上、身上。诚
然，这是大自然里五月的风，
与我写下的题目不可同日而语。
五四青年节之际，我又一
次来到了美丽壮观的青岛新地
标——五四广场。面对屹立在
海天之间的那尊硕大、刚劲、
炽 烈 的 著 名 雕 塑 —— 五 月 的
风，我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
这“五月的风”！
它，通体鲜红，坚硬的钢
结构拧成了“陀螺”形状，旋
转着，上升着，直冲九霄云
外。这与自然界的五月清风大
相径庭，而是一场来势猛烈的
暴风、台风、龙卷风。它象征着 1919 年发源于北京天安
门广场、波及全国各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从而改
变了神州大地的历史行程，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为什么在远离首都北京、远离天安门广场的青岛海
滨设置这样的雕塑？听听当年的口号吧，所有的问号都
会拉直：反对列强，力争主权！ 还我山东、还我青
岛！ 打倒卖国政府，废除“二十一条”！是的，我们美
丽的黄海明珠青岛啊，在那个风雨如晦、长夜难明的年
代里，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宝地，是中华民族多灾多
难的象征，是点燃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1897 年 11 月突发的“巨野教案”使早就垂涎中国领
土的德国政府找到了借口，悍然出兵占领了时称胶澳的
青岛。有人说这个名字是德皇给起的，不对！它实际是
从本地渔村而来，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名。也有人说，德
国人建设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甚至连下水道都修得
极好。诚然，德国人为青岛建设下了很大本钱，但主观
上绝不是为了中国人，而是建设自己的远东重镇，为其

□许 晨

一年多时间里，当我无数次昂首仰望它挺拔刺天的
身姿时，总会有无限遐想：期待有一天登上离地 632 米
高的“国之巅”，与天空做一次深情“对话”——那将
会是怎样的情形？我将会有怎样的感受？
呵 ，“ 上 海 中 心 ” 摩 天 大 厦 ！ 我 心 早 飞 上 你 的 顶
端，欲去俯瞰那日新月异、越来越绚丽的祖国。
是的，不知别人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当你看到矗立
于浦东群楼之中、独傲天际的那座“上海中心”，会不会
联想到“通天之路”？呵，真的是这样。那天，我在上海中心
总经理顾建平的指引下，登上最高处的 125-126 层，再向
上仰望，心灵顿感无比空旷与颤动……
天啊！我真的站在苍天面前了！
那感觉让人的心境仿佛一下在向无际的四方延伸、
扩展，一扫平日里存积下的苦、乐、忧、思与形而上、
形而下的一切东西。我也想知道一些你——天的东西：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不知为什
么，我竟然随口而出的是屈原的 《天问》。

大风中
无数沙子紧紧地抱成一团
就形成了一个沙漠
和一个民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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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五月的风》

溶 萱绘

奴役与掠夺亚洲服务。他们虽然给青岛留下了一些具有
异域风情的建筑和人文景观，但却无法洗刷当年给中华
民族带来的伤害和屈辱。彼时，日本政府借第一次世界
大战德国战败无暇东顾之时，乘虚侵占青岛。所谓的巴
黎“和平大会”竟在列强交易下作出把青岛全盘转让给
日本的决定。
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动。五四运动的怒火迅速燃
遍全国。如今，一百年过去了，那熊熊燃烧的光焰，依
然闪耀在历史的天幕上。
1997 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青岛东扩，吹响了
大发展的号角。市政府东移至浮山湾畔，建起一座城市
中心广场，众望所归地命名为“五四广场”，而标志性雕
塑“五月的风”就设在广场显著位置，形象地诉说着百
年前那场震撼中外的疾风暴雨。
雕塑设计者名叫黄震，是一位出生在安徽的艺术
家。当青岛有关部门向全国招标广场雕塑时，他一举中
标。整座雕塑高 30 米，直径 27 米，重达 650 吨，采用螺
旋向上的钢结构组合，以洗练的手法、简洁的线条和厚
重的质感，表现出腾空而起的“风”之造型，充分体现
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基调和张扬腾升的民族力量。
后来，他回忆创作灵感时说：“小时候在家乡看到一
阵小旋风起来，总要追上去踩，一踩风就卷出去了。联
想到‘还我青岛，反对列强’，脑海中就出现特别大的一
只脚，投身进去踩一下，变成席卷全国的风。我跟朋友
说，这个作品非我莫属。童年潜意识对造型的认识，变
成了我特别可贵的财富。种子真的很重要。我要把当年
自然的风，踩着童年的感悟，用到创作中，固化下来，
变成精神的风……”
不过，许多游人还是喜欢把它看成一簇高擎的火
炬：白天映入视野的是火红色的外表涂层，晚上灯光一
照更是通体红透，尽染海天。如果乘坐直升机从空中
看，“五月的风”则像一只高速飞旋的陀螺。尤其在月朗
星稀的夜晚、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它骄傲地挺胸昂
首，仰天长啸，一刻不停、永无止歇地旋转、旋转，如
同安徒生童话中穿上“红舞鞋”的舞者。
雕塑，是凝固的音乐，是立体的画卷。钢铁的曲
线、历史的风云、城与海的临界点，这些细节决定了
“五月的风”呈现着进取的姿态，高扬着时代的强音，传
递着民族的精神。它不仅仅有艺术的美，更激荡着摧枯
拉朽、改地换天的力量。
如今，作为一名生活在青岛的文化工作者，我时常
到五四广场去散步、去瞻仰，永远怀念那些为了今天的美
好时光而奋起呐喊、团结拼搏，甚至献出年轻生命的人们。
我想，这座伫立在城市东部新区硕大的红旋风，就是新世
纪的青岛人、山东人、中国人，向那些为了领土完整、民富
国强的前辈们致敬的作品！它凝聚着先驱者的热血和精
神，昭示着新中国、新时代青年前进的方向。
（作者系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