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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鸟
长篇报告文学《万鸟归巢》节选

■ 何建明

苏州之美，有谁能言清？

关于老苏州的美，经典诗篇可数百余

篇，似乎杜荀鹤的这首“君到姑苏见，人家尽

枕河……”很有代表性。然而现在的苏州并

非如经典作家笔下的景致了。

今日苏州，如你不去东隅的工业园区，可

谓枉到一次“天堂”来，因为旧岁月里的“小桥

流水”之景，早已不能代表苏州了。今天的苏

州，其美不在老城的石桥、穿梭的水河和玲珑

别致的园林了，而在林荫与湖泊之间的万千

气象与生机的工业园区——听起来这里是

“工业”之地，其实你根本看不到高耸的烟囱，

也听不到隆隆的马达声，闻到的却是花香与草

甘味；你所见到的是鲜花簇拥的宽阔道路、恬

静安宁的园林和飞鸟欢鸣的绿林与湿地，以

及精美各异的亭楼和错落有致的住宅，还有

就是无边无际的绿坪与波光潋滟的湖面……

园区的美是带着生机和活力的，是现代

化和国际化的，是青春与朝气的，是蓬勃与宽

阔的，是向上与入诗的，是容易让人瞬间陶醉

的那种恬美、温情与浪漫的。听过无数来自西

方发达国家或从那边归来的人们总这样说：苏

州工业园区的环境和感觉，与欧洲和美国、新

西兰等没有多少差异，而且更美、更现代。

事实上就是如此。几乎没有不爱园区

的人，几乎所有身置此处的人都愿意留下，

留在这片如诗如画的地方……因为这里有

一片代表着新苏州气息的湖，它的名字叫

“金鸡湖”，它的实际面积比杭州西湖大得

多，而名字也更是美丽动人。金鸡湖是与众

不同的。它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而且如今的金鸡湖畔飞来了数以万计、展翅

飞翔、为国报效的“苏州鸟”——

陈文源是我见的第一位“海归”。他是

地道的苏州城里人，家在干将路，所以他是

标准的“苏州鸟”。

陈文源说话办事如他的名字一样，具有

苏州人特有的性格和气质，有板有眼，细致

入微，且讲究缘由。老实说，在去园区采访

“海归”之前，我们并不太知道“海归”中的

“苏州鸟”到底工作和生活处于什么水平？

而陈文源让我有了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异常深刻：他的公司厂区很

漂亮，绿荫掩蔽下的厂房，是四层楼，据说园

区有要求，不允许厂房超出四层楼高，这是

不是考虑厂房一般不要超过树木的高度？

这样整个园区就掩蔽在绿荫之中，看来是有

道理的——花园城市和花园式工业园区就

是这个道理。有意思的是，陈文源的“华兴

源创”科技园也是由“四叶草”图形组成——

四栋相连的楼宇各成一体、不同分工，又相

互通达、融为一体，故称“四叶草”：其根相

连，根深叶茂。陈文源说这是他的“灵感之

作”，当初不允许建五层楼，于是便有了“四

叶草”的想法。其实“四叶草”是一种植物界

的幸运物种，属于稀有变种。尤其是在爱尔

兰和德国，这草甚至还被他们视为国家的自

由、统一、团结与和平的象征。“四叶草”不仅

生命力强盛，而且白天叶子伸张，很是美观，

到了夜晚，四叶又紧闭一起，象征团结一致

抵外御敌。同时“四叶草”的适应性特强，不

在乎什么样的土壤环境。陈文源亲自设计

的厂房和公司总部以“四叶草”为图形，隐含

深意：平稳发展，好运常在。

“事实上，由于建筑面积受控的影响，所

以我在厂房的房顶上做了这么个花园凉

台……”陈文源将我从他的办公室引领到厂

房的顶层，那是一片生机盎然、鲜花盛开的

天顶花园庭院，足足有上千平方米。中间有

两个精致的玻璃房，里面应有尽有。

“平时我们接待客人、公司开个重要会议

和董事会，就在这里……”陈文源介绍说：“可

以在这里放松神经、愉悦心情，所以处理起复

杂问题也变得自然得多。我们苏州人讲究生

活情调，我一直认为工作和生活不能分割开

来，会生活的人才能干好工作。干好工作的

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侬讲对伐？”

我们愉快地笑了，乡情乡语可以缩短心

理的距离。陈文源后来的讲述就变得畅所

欲言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西方

国家一度试图封锁中国，中国的青年们曾经

也在那个时候迷惘过，于是出国留学成为一

种潮流。陈文源就是其中“出国鸟”中的一

只“飞鸟”，只是由于家庭等种种原因，他飞

到了近邻的日本。“学电子专业。”他说。

“那个时候，世界的电子信息技术迅速

发展，但我们中国还没有真正起步。所以到

日本留学的几年，我学的电子专业应该算是

当时的前沿学科了。但这不是根本的，根本

的是我在日本学到了他们的工匠精神……”

陈文源说。

日本的工匠精神是什么？

到了日本你就会知道何谓“工匠精

神”。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在全球，寿

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占了3146家，这在

全球是首屈一指的。而我们中国，现在有些

企业正在喊着打造“百年老店”的雄心壮志，

但真正现存的也就几十家。日本社会则非常

讲究传承的工匠精神，是拥有200年以上的

企业多达3146家的根本。精益求精，把产品

做到极致，是很多日本企业的真实写照。除

了日本，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德国也

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也现存196家。

“工匠”在日语中被称为 Takumi，从词

义上来看被赋予了更多精神层面的含义。

用一生的时间钻研、做好一件事在日本并不

鲜见，有些行业还出现一个家庭十几代人只

做一件事的传奇。而这样的经典式故事，成

了陈文源留日几年中烙在脑子里最多的“知

识”——“我把它视为成功的经验”，他说这

比在大学里读的书还要影响人生。

他讲的另一个故事对他影响非凡：说到

日本的工匠精神，就不得不提一家只有 45

个人的小公司。“很多世界著名企业都要向

这家小公司订购小小的螺母。它就是日本

的哈德洛克（Hard Lock）工业株式会社，他

们生产的螺母特别牛，号称‘永不松动’。”

其实按照事物的常理而论，螺母松动是

极平常的事，不能松动才是不确切的，可哈

德洛克工业的创始人若林克彦，还在他当年

在公司做小职员时，就立誓要做“永不松动”

的螺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若林克彦经历

了无数个彻夜难眠……突然有一天夜里，他

的脑海中蹦出了一个奇妙的想法：在螺母中

增加一个榫头！结果，他真的成功地做出了

“永不松动”的螺母，令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

国家德国、法国、美国、瑞士等的科技公司和

铁路制造企业都到他的小公司订货。

“在日本，尤其是在学习电子信息专业

之后，回头看看日本社会里的‘工匠精神’，

让我受益匪浅。其实，‘工匠精神’的核心

是：做生意、从事科技实业的人，不能只把工

作当作赚钱的工具，而是要树立一种对工作

执着、对所做的事业和所生产的产品精益求

精、精雕细琢的精神，让整个企业上上下下

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与思想上的价值观，这

样的企业才有内生动力。”陈文源说。

看来陈文源的骨子里都已渗入了“工

匠”意识。

“我在日本学习的是电子专业，但真正学

到的本领并非是电子专业方面的技术，而是日

本人在电子专业等方面的工匠精神。”或许正

是凭着在外“留洋”所磨砺出的脱胎换骨的

真知识和为人之道，1999年回来之后，自称“啥

都不会”的他，便想到了“从头做起”，自己创业。

“现在许多年轻人还没有出国留学，就

想以后做如何如何伟大的工作和成就一步

登天的事，也许生活中有这样的成功人士，

但我的经验是：学校里读的书，学的知识，可

能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基础而已，真正成

事、成大业的本领恐怕需要另辟蹊径，从点

滴本事学起、做好……”陈文源在留学时的

经历让他体验到了与“小桥流水”苏州城里

的安逸日子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他说

他当过快递员、为小区送过报纸，甚至在汽

车修理站为卡车涂油漆，“家教老师和饭店

端盘子一类的打工，更不用说。但就是在这

些事情中，我学会了做一行爱一行、行行需

要做精细的工作态度。这是我留学海外几

年收获最大的一点体会。”陈文源说。

留学回到故乡苏州，陈文源没有想到的

一件事是：“家乡变化太大了！简直不敢相

信……”

“想一想1999年、2000年时的苏州是个

什么样！到处是全国学习的‘昆山之路’、

‘张家港精神’！在苏州城区，东有正在进行

基础建设的工业园区，西有已经风起云动的

高新区，整个苏州一改以往干事左右前后看

三分的作风，到处是工地、到处是经验，好像

有股力量催逼着必须往前走！”陈文源从海

外回到苏州时的工业园区，正处在 70 亿投

下平整地下设施之际，广阔无边的施工现场

已经露出“新加坡软件”的端倪，“不过当时

我们苏州普通百姓确实还不太清楚东边的

那一边到底未来是干啥的？或许说到底能

干成啥？有些等候观望它的未来。”陈文源

的话代表着当时本地人对移植来的“新加坡

模式”尚存陌生。

这个时候的陈文源选择了到深圳“闯一

闯”之路，几乎与所有创业者相同的想法

和实践。但后来陈文源马上纠正了自己的

选择方向，他很快回到苏州，认真地踏上了

他“家门口”的那片正在热火朝天施工的土

地——已经被正式改名为“苏州工业园区”

的“新苏州”领地。现在的苏州人，仍然把

“小桥流水”的古城称为“老苏州”，而东边的

园区叫作“新苏州”。

“虽说我喜欢你们苏州精致巧妙的园

林，但我更喜欢大气、洋气和具有世界先进

国家品质的园区。”有一天陈文源留日时的

老师到了苏州后，向他的学生直言：“你若不

抓住机遇在自己家门口的土地上创业，你将

失去这辈子最宝贵的机会。那是块未来最

有希望的土地……”

老师的话让陈文源的神经“激灵”了一

下，他立即明白和意识到了一个词句：“春天

的布谷鸟。”

小时候跟着大人到过城东的那片农耕

之地，即现在的园区，陈文源喜欢聆听春天

布谷鸟的啼鸣……“布谷鸟不仅惹人喜爱，

而且它发出的声音就像一曲催人奋进的旋

律，‘布谷’‘布谷’，我听着就觉得它在邀我

到园区来创业！”陈文源这回的兴奋来自对

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园区的向往。

那一刻起，他便仿佛成了一只布谷鸟，

飞翔在园区这片热土的上空……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陈文源这一年加

入了日本日立公司在园区的一家日资分

厂。它的业务主要是制造显示器，即电视机

上的液晶屏。“进了人家的生产车间，太让我

震撼了：那流水生产线，全部都是日本进口的

装备与部件，产品在中国市场供不应求……

想想近二十年前，我们中国老百姓口袋里刚

刚有点钱后，就想买一台二三十寸的液晶平

板电视机，那种在家里能够看上图像清晰、

颜色逼真的彩色进口电视的感觉，甭说有多

开心！”我们当时的中国人，确实没有太多渴

望，如果家里有一台二三十寸的平板液晶进

口彩电，就算是“提前小康”了，因为中国自

己还生产不出来这样清晰的平板液晶彩电。

“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嘛！钱都被人家赚

走了，我不甘心！”陈文源在日本公司就业的

日子里看透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也认识到

科技对生产力和一个国家经济与发展的影

响。“我是学电子专业的，我必须要做点事！

尤其是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

“布谷！”“布谷！”……布谷鸟啼鸣了，清

脆而响亮的啼鸣回绕在苏州古城的东方。

播种从何开始？陈文源需要冷静而开

阔地思考，这将是决定他创业成败和未来前

程的大事。

“既然是播种，就该给自己的祖国和家

乡播种最优良的品种！”陈文源看上去文质

彬彬的，是一个标准“苏州男”，但有种不服

输的硬骨头精神。

2003 年至 2005 年，他一直在园区的一

家日企工作。这个时候，这家日企与韩国的

一家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发生纠纷。“我想是时

候了，我决定自己干！就做他们争得热火朝

天的液晶显示器检测……”陈文源果断决定，

并且选择了这一领域的“七寸”技术环节。

何谓液晶？其实它是一种有规则排列

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介于固体与液体之间

的物质。其特征是：当通电时导通，分子排列

变得有秩序，使光线容易通过。“高质量的液

晶，肉眼不容易分辨，所以对液晶平板的检测

是个关键技术，当时我国的液晶平板也在生

产，但由于检测技术和液晶材料等方面技术

没有过关，所以市场一直被日本等技术强国

所垄断。我觉得自己应该在液晶检测这一项

高精尖技术上寻求突破，这样才有实现国家

在液晶技术方面弯道超车的可能……”陈文

源选择了一个世界级高难度的技术项目。

液晶平板本身是利用了液晶态分子材

料的光电原理的新产物，它的生命存在有

赖于检测它的“恰到好处时”，因此学电子

专业出身的陈文源懂得这一领域的关键性

技术——液晶检测。“谁掌握了检测液晶平

板的质量、触控、光学、信号等关键功能，谁

就从基础上控制了平板显示器的市场和质

量门槛。”陈文源说他当时就这样想的，因为

他知道这一产业的内核。

心所想，业将至。陈文源的“布谷”啼鸣

确定了方向性的选择——液晶平板检测。

技术何来？难题在哪？

“当时的 LCD，即平板液晶技术，是世

界上的顶尖技术，被日立、西门子等少数电

子产业的巨头垄断着。所以我们想突破封

锁，掌握他们的核心技术，不下几番上天揽

月的功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况且在苏州

园区的那些外国公司其实对我们也一直防

范着，即使只想‘打听’点相近的技术咨询问

题，他们也会警惕万分，更何况我的想法是，

一定要在 LCD 领域超越他们的技术，最终

有一天替代他们，难度自然更大了！”陈文源

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这样说。

那些把“海归”们的创业看得简单、认为

他们回国创业就能大把大把赚钱的意识，其

实都是有偏差的。陈文源虽有日本老师的指

导，但他在创业之初与所有白手起家的企业

家一样困难重重，尤其是他从事的是高精尖

的产业技术，而当时的他，“仅有两把枪：电烙

铁和螺丝刀……”这绝不是陈文源的夸张，因

为所有可能涉及到检测平板液晶的技术核心

不会有人“白白送给你”，只能靠自己摸索。

“检测电子产品，其实如同检测人体的

温度计，它感应那些敏感的电子产品中最灵

敏的分子状态，你需要用特别的技术和心神

去感知和感应它，你必须调动每一根神经与

其液晶物质的分子结构和不断变化的形态

进行‘交流’，并从中获取它的‘性格’，这就

像瞎子听音乐，完全依靠感知和感觉，然后

嫁接到自己的想象与音乐的天赋之中，最后

形成自己的乐感……我们的检测技术大概

就是这么个玩意儿！”陈文源说得很形象，但

对我们这些外行来说，等于在听“天书”。

物质间的原子、质子、光子、电子，都是

基本微粒，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产

生新的物质。捕捉它们之间的微妙变化，同

时掌握规律，作出正确的选择与指导，这是

陈文源他们所从事的电子检测业的“绝

招”。而要让这样的“绝招”招招管用，倘若

没有点胜人一筹的真本事，那些高高在上的

电子产品企业肯定连正眼都不会瞧一下，何

况区区一个创业新团队。

“但我们有优势，有中西两方面的背景

与知识。”陈文源独立干后的日子里，将日本

留学时学来的工匠精神和苏州本地人的“软

绵绵”的处世与待人态度融合，很快赢得了

客户的好感和认可。

“口碑很重要。”陈文源说他在这一点上

应该感谢日本留学时学到的做事品质。“讲

究口碑，就是保证了自己的生存源泉。每一

单生意、每一次业务，我们都得让对方满意

为止，而且是十分的满意，九分都不行。”陈

文源在创业之初就为自己和企业制定了苛

刻的要求。后来证明这是他事业成功的一

条最佳法则，有百益而无一害。

“从被别人拒之门外，到整个LCD的技

术检测被我华兴源创所占有，整个旅程总共

走了十年，我们其实并没有抄过任何捷径，

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那天，陈

文源深远的目光穿过露天花园玻璃亭，注视

着一片娇艳如火的玫瑰花丛，转眼又深情地

远眺郁郁葱葱的园区，紧接着双眸中闪现出

一丝泪光。

这一刻，我想这只曾经从苏州大地上飞

出去的“布谷鸟”，一定是触动了心绪，回想

起他在创业之初“求千家”“走万户”的艰难

历程……

“是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全球的液

晶显示产业检测领域独领风骚，就因为一开

始就瞄准了世界最强大的企业去做好自己

的服务，主动地在他们后面追赶着最先进的

技术，这个过程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

陈文源见我带着敬佩的目光在频频点头时，

补充道：“其实这个追赶时间并不算长，得益

于园区这块让我沉心扎根、熟悉温暖的土地，

我们执行的就近服务、就近设计、就近制造

理念对华兴源创的发展与壮大非常有利。”

“华兴源创”，这名字起得好啊！这个时

候，我默默地说出了心里默想的一句话：“中

华兴业，原创做起，这‘源’也一定是取于你

名字中的一个字吧？”

“确实，我当时就这么想的，虽然以前不

敢这么说，但心里就有这样的目标。现在可

以大胆地说出来、说明白了——我回国后独

立开公司、与妻子一起来到园区的那天起，

就是想着为我们民族也能够制造出世界一

流的液晶显示检测仪器和相关系列产品！这

个目标我们现在完全实现了！我感到由衷的

骄傲，因为我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能够在世

界同行面前挺着胸膛与他们平行走路了！”一

向低调自谦的苏州人难得这样豪情。

“布谷！”“布谷！”……呵，此时，一群好

看的布谷鸟正从我和陈文源畅谈的房顶上

飞翔而过，唱着悦耳的啼鸣声，向远方飞去。

我看到陈文源格外兴奋地从椅子上站

起，昂首目送那熟悉而亲切的“苏州鸟”……

“我特别欣赏陈总的为人和创业精神，

所以后来就跟他创业至今……”说这话的人

叫朱辰。这位“苏州老乡”现在是陈文源的

副手，到陈文源的华兴源创之前是园区管委

会科创中心的工作人员。

“你怎么从园区的一名行政干部，‘叛

变’到一个企业来了？”这是很有趣的事儿，

我们十分好奇地问朱辰先生。

“不算‘叛变’，是‘彻底服务’到位！”朱

辰笑着解释，他原先在园区管委会科创中心

负责招商业务，也就是帮助和服务像陈文源

这样的海归人员到园区来创业。

“我记得陈总的公司是2006年注册的，

可以说是园区比较早的一批海归创业人才。”

朱辰介绍，他在园区管委会科创中心时的工

作，就是看准一些有前途的海归人才当然也

包括国内优秀创业人才，他们有在园区发展

的意向和具体打算之后，就着手帮助他们的

项目落地。“园区对所有来落户的创业者都会

有个项目讨论机制，即同创业者一起讨论项

目的可行性。”朱辰说，当时他代表园区管委会

与陈文源反复讨论他所想做的液晶平板产

品。“我们知道他是在日本学的这方面专业，而

且又有一定的海外技术资源，比如他在日本

的老师和同学等，加上当时国内缺乏液晶平

板方面的产业突破，所以他的项目一直受到

我们的极大关注，希望他创业成功。这样一

来一去，就成为了朋友。他公司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发展，我们无话不谈，几乎经常在一起

讨论商榷，甚至共同去解决一个个难题。”朱辰

说他对陈文源的了解超过了对自己的了解。

“我是学文科的，他是理工男，在事业和

追求上，我很敬佩和羡慕他。另一方面我又

是在园区管委会工作，业务面宽，见的人多，对

公司的管理与发展似乎比理工出身的陈总要

熟悉些。我和陈总就有了一个走到一起的机

会……”朱辰说的这个“机会”就是向园区要

地了，这意味着企业已经开始做大、做强了。

“你来我这儿干吧！我需要你这样的好

兄弟、好帮手一起创业、一起把国外垄断的

LCD显示产业夺到我们自己国家手里！”一

天，陈文源激动地对朱辰说，目光中充满了

真诚的企盼。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

的资产已经近亿元了，正在赶超世界先进技

术的道路上发力……”朱辰说他听了陈文源

之邀后，十分激动。“我对他太了解了，他绝对

是个务实的人，是地道的苏州老乡，正派的海

归，有前途、有追求、有事业心的人，所以我认

真思考了一下，同意了他的请求，毅然辞掉了

园区的行政工作，‘下海’到了他这儿！”

后面的故事就更精彩了。2011年，智能

手机革命席卷全球，陈文源的“华兴源创”再

次把握机遇，跻身成为苹果公司的合格供应

商，公司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

“到了这个时刻，我们的企业发展完全

进入了同行的领先地位，成为世界 LCD 显

示产业的供应厂家，所以必须进入资本市场

动作，也就是公司要上市了。这个时候我需

要有相关背景的得力人才，朱辰是我所看中

的人选。”陈文源说。

朱辰确实不负陈文源的重托，仅用了

80天时间，成功推动“华兴源创”上市，成为

园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公司之一。“通过科

创板大考，既是市场对华兴源创科创属性的

认可，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发展起点。打破

国外的行业垄断、布局集成电路测试都需要

持续的研发投入，登陆资本市场给了我们最

好的助力。”陈文源感慨道。

其实，在陈文源的公司用 80 天成功上

市的背后，是他用15年时间，实现了从公司

成立之初的螺丝刀加电烙铁，发展成为全球

工业自动检测设备与整线系统解决方案的

重要提供商，闯出了一条为国争光、争气的

“布谷鸟”腾飞的艰辛之路。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通平板、可穿戴、

半导体、汽车电子检测行业，成为检测领域

世界顶级的中国企业，而且要牢牢地站稳在

世界顶级的位置上！”我发现，儒雅文气的陈

文源骨子里有大鹏飞翔的雄心与壮志。而

今天的他和他的公司，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布谷！”

“布谷！”……

又一年春天到来，一群矫健而美丽的布

谷鸟盘旋在金鸡湖上，它们唱着自信与自豪

的歌声，开始了新一年春天的播种……

何建明，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领

军人物，中国作协第七、八、九届副主

席，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

任；曾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五次获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四次获“徐迟报

告文学奖”，三次获《人民文学》特等

奖，多次获得“中国好书奖”。

四十余年来，他创作和出版了《革

命者》《雨花台》《诗在远方》《大桥》等

50余部作品，是《战狼2》《丁香》《山海

情》《奠基者》《落泪成金》《百姓书记》

《国家行动》等十几部影视作品的原著

作者，近20部作品被翻译到世界各国。

《万鸟归巢》
作者 何建明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