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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自画像

送给诗人的礼物

□肖复兴

今年端午节那天，我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大厅里人非常多，好不
容易找到一个座位，坐下等车回北京。离开车时间还早，正好书包里
有苏金伞的小女儿刚刚送我的一本《苏金伞诗文集》。书很厚，苏金
伞先生一辈子的作品，都集中在这里了。

苏金伞是河南最负盛名的老诗人，他的诗，我一直都喜欢看。最
早读他的诗，已经忘记了是在什么时候了，记得题目叫作《汗褂》，这
个叫法，在我的老家也这么叫，我母亲从老家来北京很多年，一直改
不掉这种叫法，总会对我说：“赶紧的，把那个汗褂换上！”所以，一看
题目就觉得亲切，便忘不了。忘不了的，还有那像汗褂洗得掉了颜色
一样朴素至极的诗句：“汗褂烂了，改给孩子穿；又烂了，改作尿布。
最后撕成铺衬，垫在脚下，一直踏得不成一条线……”

赶紧在书中先找到这首诗，像找到了多年未见的那件汗褂。跳
跃在纸页间的那一行行诗句，映衬着苏先生熟悉的身影，映衬着逝去
的岁月，才忽然想到，今年，苏金伞先生去世整整二十年了，日子过得
这样快!

作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苏金伞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
该是和艾青齐名的。他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写诗，一直写到90
岁的高龄，仍然没有放下他的笔。一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
在他逝世前一年年底的第12期《人民文学》上，他还发表了《四月诗
稿》，那是他写的最后的诗了。

我在书中又找到《四月诗稿》，这是一组诗，一共五首，第一首《黄
和平》，写的是一种叫作黄和平的月季：“花瓣像黄莺的羽毛一样黄，
似鼓动着翅膀跃跃欲飞，我仿佛听见了黄莺的啼叫声，使我想起少年
时，我坐在屋里读唐诗，黄莺在屋外高声啼叫，它的叫声压住了我的
读书声。现在黄莺仍站在窗台上歌唱着，可我不是在读诗，而是在写
着诗，月季花肯定是不败落的了。”很难想象这样美好的诗句是出自
90岁老人之手，轻盈而年轻，如黄莺一样在枝头在花间在诗人的心
头跳跃。

1997年，香港回归。苏金伞先生没有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临终
之际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对他的大女儿说，他要写一首香港回归的
诗，他都已经想好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诗人，是真正意义上将诗
和生命和时代融为一体的诗人。他曾经有一首诗的名字叫作《我的
诗跟爆竹一样响着》，实际上，在他一辈子漫长的岁月里，他的诗都是
这样跟爆竹一样响着。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现当代所有的诗人中，除
了汪静之等仅有的几位写了那样漫长岁月的诗 ，恐怕就要数他了；
而坚持到91岁的高龄将诗写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的诗人，恐怕只有他
了。苏金伞是我们全国诗坛和文化的财富。这话一点儿不为过。

诗集泛滥，这在当今中国诗坛实在是一个颇为滑稽的景观。只
要有钱，似乎谁都可以出版诗集，而且能出版得精装堂皇。苏金伞没
有这份福气。虽然，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写过《拟拟曲》，上世纪
30年代写过为抗战呐喊的《我们不能逃走》，上世纪40年代又写过
《无弦琴》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篇，曾获得朱自清、叶圣陶、闻一多
等人的好评。在现当代中国诗歌史上，谁也不敢小觑而轻易地将他
迈过。

我在书中翻到了这几首诗重读。《我们不能逃走》里的诗句：
“我们不能逃走，不能离开我们的乡村。门前的槐树有祖父的指
纹，那是他亲手栽种的……”还是让我感动，好诗是从心底流淌出
来的，没有落上时间的尘埃。但是，只因为这首诗当年发表在胡风
主编的《七月》杂志上这样一条原因，苏金伞被打成右派，落难发配
到大别山深处。

我又找到我特别喜欢读的他的那首诗《雪和夜一般深》。那是粉
碎“四人帮”之后不久的作品，我是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的。记
忆中的诗句，和记忆中的人一样深刻。“雪，跟夜一般深，跟夜一般寂
静。雪，埋住了通往红薯窖的脚印。埋住了窗台上扑簌着的小风。
雪落在院子里带荚的棉柴上。落在干了叶子的包谷秆上，发出屑碎
的似有似无的声音，只有在梦里才能听清……”读这样的诗，总能让
我的心有所动，我曾想，在经历了命运的拨弄和时代的动荡之后，他
没有像有的诗人那样愤怒亢奋、慷慨激昂、指点江山，而是一肩行李
尘中老，半世琵琶马上弹的沧桑饱尝之后，归于跟夜一样深跟雪一样
静的心境之中，不是哪一位诗人都能够做到的。这样质朴的诗句如
他人一样，他的老友、诗人牛汉先生在他诗文集总序中说：“我读金伞
一生的创作，最欣赏他上世纪三十年代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还有
他晚年的‘近作’。它们真正显示和到达了经一生的沉淀而完成的人
格塑造。这里说的沉淀，正是真正的超越和升华。”这是诗的也是人
生的超越和升华。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有这份幸运。

但是，有了这份幸运又能如何呢？他一辈子只出版过6本诗集，
198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苏金伞诗选》；十年后1993年在百
花出版社出版《苏金伞新作选》，到1997年去世，再无法出版新书。
原因很简单，经济和诗展开肉搏战，诗只能落荒而逃。出书可以，要
拿钱来。幸亏河南省委宣传部拨款5万元，一家出版社方才答应出
书。作为一个以笔墨为生的诗人，在晚年希望看到自己最后一部诗
集，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禁不住想起他在以前写过的一首诗
中说过的话：“眼看着苹果一个个长大，就像诗句在心里怦怦跳动；现
在苹果该收摘了，她多想出一本诗集，在歌咏会上朗诵。”可惜，临终
之际，他也未能看到他渴望的新诗集。

其实，我和苏金伞先生只有一面之交。那是1985年的 5月，我
到郑州参加一个会议，他作为河南省文联和作协的领导来看望我们，
听我说我出生在信阳，离他落难大别山的地方不远，相见甚欢，邀请
我到他家做客。临别那天，天下起雨来，他特地来送我，还带来他刚
刚写好的一幅字。他的书法很有名，笔力遒劲古朴，写的是他刚刚完
成的一首五绝：“远望白帝城，缥缈在云天；踌躇不敢上，勇壮愧萧
乾。”他告诉我，前不久和萧乾等人一起游三峡，过白帝城，萧乾上去
了，他没敢爬。萧乾比我还小四岁呢。他指着诗自嘲地对我说。那
一天的晚上，他打着伞，顶着雨，一直把我送到开往火车站的一辆面
包车上。那情景，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年，他已经79岁的高龄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苏金伞先生，但是，我们一直通信，一直到他去
世。我们可以说是忘年交，他比我年长41岁，是我的长辈，一点架子
也没有，一直关心我，鼓励我。他属马，记得那一年，他84岁，本命
年，我做了一幅剪纸的马，寄给了他，祝他生日快乐。他给我回信，说
非常喜欢这张剪纸的马，他要为这张马写一首诗。

想起这些往事，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书页上的字也有些模糊，仿
佛一切近在眼前，一切又遥不可及，一片云烟迷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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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

1960年，有人送给我母亲五六个鸡蛋，父亲
看到了就对母亲说：“你赶紧给人家送回去，现在
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你还要人家那么多鸡蛋干什
么？”母亲说：“行，我吃过饭就去。”父亲说：“不，你
现在就送回去，回来再吃饭。”母亲二话没说，提起
鸡蛋就送回去了。这个场景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直到多年以后还总是想起。父亲和母亲的言传身
教，不仅陪伴了我们的童年时光，而且融入了一家
人的生命和灵魂，成为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个家族经历过不少
曲折和坎坷。我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的伯父和父
亲，抗战的时候都送出去参军了，后来我伯父于
1943年牺牲在河北武安，我父亲则幸运地活了下
来。正因为家中两个儿子都参军了，没有了劳动
力，只能请短工来照料庄稼，也因此在划分阶级成
分的时候被划成了富农。后来因为富农出身，让
我父亲和母亲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让他们尝遍
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使他们变得非常小心谨慎，
从小就要求我们不要多事、不要惹事。父亲常说，

“只要你能平安地度过一生，我们就很知足了，不

要求你出人头地，也不要求你成为一个如何如何
的人。”现在我当作家，一直记着父亲的话，始终低
调做人，不敢有一点出格的言行，不敢招惹一点额
外的是非，这些多余的东西会让我感觉到不安。

母亲向来注重与人交往，她平时说得最多
的，就是最怕我以后有出息了欺负别人，也怕没
出息而不努力。她总说，“和别人在一起，要多让
一让，不管与谁相处，都要平和些，如果人家比你
弱，不要欺负人家，受欺负的滋味不好受，不要把
你自己受过的委屈再给别人。不是你的妻子不
要招惹，不是你的钱一分也不要动。做人不要太
逞强，只要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一个普普通
通的人，已经很好了。”她还说，不要显摆自己有
学问，不要说自己懂历史，要多向别人学习，多学
点儿东西，总比多消耗些东西强。母亲教会了我
做事情必须专注投入，她自己夜里写东西，困得
实在熬不住了，就用香烟灸自己的手腕。我当年
写书的时候条件比较差，夏天还好过，打一桶水，两
条腿连裤子都泡到水桶里去，既凉快又防蚊，还要
缠上一条毛巾，防止汗水滴到手稿上弄花字迹。
冬天，墨水都能结成冰，实在是没有办法。如果感
到疲劳了，我也会学母亲那样，用香烟烤一烤，灸一

灸，直到有痛感使自己清醒过来。
父亲教会我如何安身立命。那时候我说到

他们职务升迁得比较慢，他马上顶回来：“还有那
么多烈士呢！他们跟我一起出去的，战死在沙场
上，得到什么东西了吗？我们能够活到现在，本
身就应该感恩，不要去求比活着更好的东西了。”
父亲经常告诫我，“人如果自己弱了不能强求，要
学会跟从强者，‘青蝇之飞，不过数武；附之骥
尾，可致千里’，爬到千里马的尾巴上，照样可以
走千里，对千里马也造不成什么危害。”后来我的
《康熙大帝》出版了，我父亲上街去，有人说：“快
看，那是《康熙大帝》作者的爹。”他就感到很自
豪。那时候地委领导到家里去，说：“你养了一个
好儿子啊！”我父亲就说：“这是党的培养。”正是
父亲这种真实质朴、谦虚感恩的教育，让我一直
都铭记本心、不忘本我。

我的父亲和母亲一生朴实，没有什么大道理，
却实在通透，他们一直教育我们要本分做人，踏实
做事，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不管做什么，这种人生
态度我都不曾变过。他们留下的这笔财富，为我
们一家保驾护航，让我们平安快乐，始终保持奉献
社会的赤子之心。3

□刘心武

那是星期日中午。公园里人不多。一个老爷
爷恰好散步到那里，一瞥间，老爷爷意识到，这对母
子肯定是上完了上午的特长班，还要赶下午的特长
班，因为家住得远，所以只能到这公园里小憩。

小男孩就要拔腿跑开，老爷爷轻声叫住他：
“小弟弟，别跑远了！”小男孩仰头望望老头儿，心
想你管得着吗，我要能飞，飞得老远老远才好哩！

老爷爷指指长椅上的东西：“别让人顺手牵羊
呀。”小男孩歪歪头，意思是：哼，都让人拿去才好哩！

老爷爷笑了。他把小男孩引到对面花丛中
的甬道上，指着那些花跟小男孩说：“你把最美丽
的一朵，找出来吧。”小男孩问：“那有什么用呢？”
老爷爷说：“不是为了用。你能找吗？”小男孩就
找，他指着一朵，快活地宣告：“那朵那朵！”老爷
爷点头。两只蓝喜鹊叽喳叫着，掠过花丛，升腾
到那边大柳树上去了。老爷爷说：“你知道他们
为什么这么高兴吗？因为那边湖里，新来了一对
野鸭。”小男孩问：“野鸭给他们什么好处？”老爷
爷眯眼俯看小男孩，小男孩仰起的脸上，一双黑
眼睛很亮。老爷爷就让小男孩跟他坐到甬道路
上的没有靠背的石凳上，隔着花丛，斜对着小男

孩母亲打瞌睡的那张长椅。
老爷爷说，他要讲些故事，不过这些故事没

什么用，也给不出什么好处。老爷爷讲了起来，
小男孩开头精神不集中，可是，没多久就听入了
迷，“后来呢？”“还有呢？”小男孩正缠着老爷爷，
那边他妈妈忽然惊醒过来，先是左右一望大惊失
色，然后就跳起来锐声叫唤他。

小男孩回到他母亲身边。那母亲不由分说拍
了他脖子两下说：“晚啦晚啦，快走快走！”母亲背
起提琴，小男孩背起画夹，匆匆往公园外头走去。

一个多月过去。又是个星期日中午。公园
附近派出所来了个报案的母亲。她一个肩膀上
挎着提琴，另一个肩膀上挎着画夹。她哭着报
告儿子丢失的情况：带儿子上午去提琴老师那
里上完课以后，到麦当劳吃午餐，准备休息一下
以后，下午好去美术老师那里上课；为了防止自
己犯困，她还特别要了一杯咖啡；谁知到头来自
己还是趴在小餐桌上睡着了！以前是吃完麦当
劳以后到公园里去休息，后来觉得公园里的安
全性不如快餐店里，没想到快餐店里也出问
题！……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每星期
六上午是带孩子去补习英语，下午去补习电脑，
每到“双休日”她是比上班还累，为的还不是这

孩子的前途？没想到孩子根本不懂得做母亲的
一片苦心！而社会又是如此险恶，拐子竟拐到快
餐店里去了……

她的宝贝儿子究竟哪儿去了？原来，他和妈
妈在麦当劳里坐在靠大玻璃窗的座位上，妈妈打
盹儿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了那回在公园里遇见的
老爷爷，正从窗外走过，他犹豫了一下，就溜了出
去，尾随着那老人。原来老人就住在附近的居民
楼里，他一直跟着老爷爷进了那楼，眼看他开锁进
了自家的单元门。孩子在那门外歪头想了想，就
踮起脚尖去按门铃。门开了，老爷爷看见他大吃
一惊，他大声提出要求：“我想听您讲没用的故
事！”……

正在派出所里一筹莫展的那位母亲，她的手
机忽然响了起来。不久就在派出所里呈现了大
团圆的场面。当天晚上，那孩子把他记得的那些
没用的故事讲给母亲听。母亲惊异万分。为什
么这些故事孩子会记得那么清楚？孩子睡熟后，
母亲还在枕上琢磨，一时也理不清头绪，但那些
故事里的小鸟、云朵、伸长缩短的树影，飘落在
湖心的鹅毛、抱着毛栗的松鼠、只露出半个脸蛋
的狸猫……却分明粘在她的意识上，让她疲惫的
心，感受到一种意外的温柔与熨帖……3

□王继兴

桃花江，是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境内
的一条清流，全长58公里，堪称一幅绵长
的画卷。江，因地而婉转；县，缘江而得
名。金秋时节，我有幸沿江采风，难禁思
绪涌动，正所谓：“千里采风到桃江，思绪
如潮涌胸膛。静赏湖光映山色，喜闻老
农说小康。思古览今道感慨，游目骋怀
赞辉煌。拙句未及敲声韵，行旅倥偬缀
成行。”

说桃花江是一幅绵长画卷，毫不夸
张！沿江有凤凰山、桃花湖、羞女山、浮邱
山、洪山竹海和罗溪瀑布等著名景观，江
水迤逦，风光秀美，画韵清幽，赏心怡神。

伫立江畔，放眼远眺，最为媚人的是羞
女山。其连绵绰约之姿，酷似一个浴后刚出
水的裸身美女仰卧在大江边，逼真而神奇，
实属造化的一尊“维纳斯”杰作，我真的看呆
了：“犹似美人刚出浴，英姿飒爽立天际。朦
胧益显容颜媚，绰约倍加倩影奇。秀发披肩
成飞瀑，衣带扬风化碧溪。老友笑我心太
痴，竟然看得眼发迷。”

羞女山后有一眼羞女泉，泉水纯净清
冽，淙淙汇入江流。早在20世纪30年代，
现代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到桃江采风，所
见桃江女子均肤白水灵，身材匀称，楚楚动
人，遂创作歌曲《桃花江是美人窝》，曾传遍
南洋，蜚声海内外，使桃花江披上了十分神
奇的色彩！很多人不知道湖南有个桃江
县，却知道湖南有一条出美女的桃花江。

羞女泉的这一文化背景，使我不能不遐思
绵绵：“确信人杰因地灵，此地风光是不
同。街巷阡陌多羞女，村闺山姑皆倩影。
人面缘何似桃花？泉水原来可美容。我来
虽过霜降日，桃花依旧笑春风。”

当地人说，桃花江所以成为“美人
窝”，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的人们爱喝擂
茶。当然，江南爱喝擂茶的地方不止桃
江。擂茶一般都用大米、花生、芝麻、绿
豆、食盐、茶叶、山苍子、生姜等为原料，但
不同地方的擂茶又有不同的特色和风
味。桃江擂茶则以芝麻和花生为主要原
料，入碾钵擂碎后用白开水冲泡，再放白
糖制成“甜饮”。桃江的妇女怀孕后特别
爱喝擂茶，据说喝擂茶越多，养出的婴儿
越白胖。我在这里接受擂茶的款待时，品
味到更多的是擂茶里所蕴含的文化韵味：

“擂茶是茶非纯茶，滑过舌尖即难忘。杯
杯民俗亲情浓，口口芝麻花生香。浓缩物
华天宝意，品尽五谷丰登粮。人道茶酽也
醉人，梦里还想醉桃江。”

桃江特别值得夸耀的景观是竹海！
桃花江一带气候温润，盛产楠竹，是中国
著名的“竹子之乡”。踱步竹海，你会禁
不住诗情涌动：“南国多竹早知道，此地
有海不曾料。眉扬惊叹无穷碧，风起顿
掀万顷涛。虚心有节足堪敬，周身无处
不是宝。面对竹海思绪飞，波翻浪叠涌
如潮。”

桃江县不仅自然风光秀美，而且文
化积淀丰厚。这里，既有上古女娲炼石

补天和炎黄二帝设台祭天的地名文化与
传说，更有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
流放此地的种种历史遗迹。桃花江与资
江相汇处的凤凰山，相传便是屈原撰写
著名诗篇《天问》的地方，世称“天问台”，
原先所建“天问阁”今已荡然，但碑碣尚
存，令人不能不“思接千载，心游万仞”：

“我来登台为朝圣，台阶不高通苍穹。诗
人诘问胆魄壮，苍天不答风雨惊。千年
云际留身影，至今山谷响回声。莫道星
移人影邈，丰碑矗在人心中。”

沿桃花江畔悠游，在青竹堆翠的山
坳，在曲径通幽的丛林，在溪流婉转的桥
头，在碧水如镜的水塘，你若留心，随时
都会看到恍若画家用淡墨和丹青勾描点
染的山水小品。这些小品尺幅虽小，也
都韵味别具。唐代诗人王维所说：“愿君
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途中，我就信手采
撷了一串这样的“红豆”——

比如《山坳农家》：“山坳曲径水塘，门
向阳。农家院落浅浅粉壁墙。竹丛翠，山
花灿，柑橘黄。几位老人闲坐话家常。”

另如《竹海探幽》：“海阔林密光暗，路
蜿蜒。悠游踱步渐觉红尘远。清肺腑，听
天籁，吟诗篇。顿觉心旷神怡已成仙。”

又如《桥头倩影》：“伶伶巧巧婷婷，脚
步轻。相伴携行笑迎朝霞红。过石桥，走
曲径，隐竹丛。笑声清脆阵阵似银铃。”

……
啊啊！走进了“美人窝”，真有点心醉神

迷；离开了桃花江，实在是依依不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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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诗
人，是真正意义上将诗和
生命和时代融为一体的诗
人。”

□文涵

每每抬头望月，总会想起唐朝诗人张若虚《春
江花月夜》中的句子：“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
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是的，我看过的这轮月亮，千百年来无数人凝
视过，仰望过。有多少人把思念的心情托付给皎
洁明月，有多少人对着它抒发心中的憧憬和慨叹，
又有多少人被它唤醒那份诗意和美好！

春天的夜晚，月亮是清新的，像一朵盛开的
花，带着芬芳的味道；夏日的黄昏，凉风习习，我们
坐在树荫下，聆听古老的传说，等待那一轮圆月，
那时，它遥远而神秘；秋天的夜晚，仰望夜空，散发
着清辉的月和飘摇的落叶一起飞舞；冬日的早晨，
在朦胧中，看到迟归的月，伸出手去，触摸到霜雪
的凉意。

能拥有此生，能抬头望月，是幸运的。更为幸
运的是，能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人生的短暂，从而
珍惜眼前的生活，不抱怨，也不炫耀，只是认认真
真、踏踏实实过好这一生。

我常常仰望天空，等待这一轮明月映入眼帘：
它不同于北斗星辰的耀眼，不像繁星般纷纷攘攘，
它是那么谦逊，温和地散发光明，默默地，一声不

响；它是那么的坚定，从不埋怨，总是一脸清澈，无
畏无惧，坦坦荡荡。当我觉得生活不如意，想埋怨
什么的时候，我想到月的皎洁，心头就一片清亮；
当我在困难面前想退缩时，我想到了月的高远，灵
魂就变得坦然……

我想，人生从不会一帆风顺。即便是张若虚
的这首诗也差一点在岁月的风霜中被湮灭。《全唐
诗》说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被称为“吴中四
士”。但从唐至元，他的《春江花月夜》一诗从不曾
被重视，不但众多唐诗选本中没有这首诗，连几十
种诗话中也无一字提及。直到明朝万历年间，胡
应麟《诗薮》中才最早提及这首诗。到清朝，学者
王闿运谓之“孤篇横绝，竟为大家”。闻一多先生
更赞其为“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他说：“诗中有
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
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
诗，顶峰上的顶峰。”

这就是一个人和一首诗的命运，如此跌宕起
伏，留下了太多迷雾，让人唏嘘感叹。

而其他那些关于月亮的千古名句，比如“人有
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比如“海上生明月，天
涯共此时”；比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每
诵读，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思念，一种时间

空间的宏大辽阔，一种孤寂中的温暖和希望。
千百年来，人们就是这样望着同一个永恒的

月，就是这样沐浴着同样迷人的月色，就是这样不
停地唏嘘感叹，歌咏抒怀。新月，半月，满月，我们
的思绪随着月圆月缺飘散起伏。

也许正是想着世代更替，生命倏忽即逝，才有
了“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感情抒
发；也许“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正表达了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对月色的迷恋和珍惜。那
么，生活在当下这个伟大时代的我们在仰望明月
时，又能否感受到其中的精神，那种从新月般的朝
气萌发，到圆月中的理想升华，我们可曾为它的光
华感到振奋，可曾想让短暂的生命燃烧，发挥最大
的光和热？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人生的
底色无非是“情”。不论你是漂流在外还是在家等
候，不论你是否为刻骨相思所苦，不论你是否顺利
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你都在“人生”这场大旅行之
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是要记住：它
是非常短暂的，所以一定要珍惜。

愿我们在某一天，都能对着月亮，坦然地说，
我找到了心灵的归宿，我追寻着理想度过了这一
生，我无怨无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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