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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弘

2018年 9月 29日，首届南丁文学奖颁奖
典礼在河南省文学院隆重举行，周大新凭借
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荣获大奖。

评委会给出的授奖词是这样的：周大新
秉承中原作家群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致力
于对社会、人性、生命的种种问题进行深入探
索和文学表达，在乡土、历史、都市、生命等题
材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中原作家
群的重要代表性作家。《天黑得很慢》以直击
现实的勇气和切身的独特体验，逼近生命本
质；以“拟纪实”的晓畅文学表达，反映老龄化
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及由此带来的老年人精
神上的刻骨之痛，对生命的思考臻于哲学高
度，体现了周大新敏锐的问题意识、自觉的社
会责任和温暖的文学情怀。有鉴于此，南丁
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决定，将首届南丁文学奖
授予周大新先生。

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是从获得最终
提名的 10部作品中脱颖而出的。从南丁文
学奖的提名短名单可以看出，中原作家群在
中国文坛确实是一支有实力的队伍。我在
和南丁文学奖评委之一、中国作协副主席李
敬泽先生讨论提名名单的时候，他说：“河南
作家都是劳模啊！”因为在此之前，最初形成
的长名单中，还有很多其他优秀作品，都有
相关评委和专家提名，也足可列入提名名
单。但按照评奖条例，最终的提名短名单不
超过 10 部作品，所以才形成了现在我们看

到的名单。
10部作品中有三部长篇小说，即周大新

的《天黑得很慢》，梁鸿的《梁光正的光》和刘
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我们过去常说
河南作家有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但就这次
提名的三部作品来看，河南作家可以说是既
关注现实，又心系远方。还有一部中短篇小
说集，是南飞雁的《天蝎》。在南飞雁笔下，

“七厅八处”已经成为一个文学地标，就如福
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李佩甫笔下的豫
中平原，或孙方友、墨白兄弟笔下的陈州、颍
河镇。南飞雁的作品，很好地表达了官场生
活的人情世故和基层官员的生存状况、心理
状况。

另一部很有影响的作品是刘庆邦的长篇
纪实散文《我就是我母亲》。这是根据他陪护
病重的母亲时的日记整理而成的，写得真实、
朴实而震撼人心，足以引起我们对生命、亲
情、血脉的深入思考。还有一部散文集，是冯
杰的《午夜异语》。冯杰通过在马厩的午夜讲
述的一个个北中原的妖怪故事，对北中原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状况作了饶有意味的
表达。

以往大家通常认为河南作家的创作都是
以内容厚重取胜的，有句通俗的说法叫“光着
膀子比肌肉”。实际上，中原作家群各位作家
对文本的探索从来不曾停止，仔细看一看河
南诸作家的创作史就可发现这一点。为此，
本届评奖专门提名了一部跨文体的作品，即
张鲜明的《寐语》。这部作品完全记录梦境，

文思奇崛，不拘一格，在当代文学写作中比较
特殊。

诗歌创作也是中原作家群创作的一个大
端。这次提名的是谷禾的诗集《坐一辆拖拉
机去耶路撒冷》。作品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
深度关切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与长篇小说
《梁光正的光》等同样体现了中原作家立足现
实，守望理想的精神。

这次提名的还有一部是评论研究类著
作，即孔会侠的《李佩甫评传》。作品通过李
佩甫的生活事件，探讨其人生经历、生活与文
学创作的关系，对促进创作和研究都具有积
极的意义。中原作家群中作家和评论家一直
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这对中原作家群的
长期繁荣和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还有一部是报告文学类作品，即赵富海
的《南丁与文学豫军》（修订版）。作品通过各
种资料、论述，探讨了南丁的创作及其对文学
豫军的引领、呵护之功。与我们设立南丁文
学奖的宗旨完全一致，所以我们也特别把它
列入了提名名单中。

不管是周大新过往的创作成就，还是《天
黑得很慢》这部小说本身，周大新获得首届南
丁文学奖，应该说是实至名归。当然开奖之
后，大家也有一些议论，主要是周大新作为南
丁文学奖的终身评委，何以能获得首届大
奖？这里面是否有自娱自乐、自我表彰的问
题？这里面可能有媒体报道时对评奖条例介
绍得不够详细的问题。

南丁文学奖设立终身评委，是为了保证

评奖工作的权威性和连续性而建立的一个工
作机制。每届的评委都从终身评委中产生，
但并非每一个终身评委一定会成为当届的评
委。南丁文学奖的提名整理工作是由设在河
南省文学院的秘书处负责的，瓦库方面仅提
供资金支持，并不干涉评奖的具体实施。以
首届为例，由于秘书处提交的短名单中有周
大新和刘震云的作品，因此二人回避本次评
奖工作，不担任本届评委。这样，首届南丁文
学奖的评委会实际上由李敬泽、李佩甫、张
宇、何向阳、王守国、邵丽、何弘七位执行评委
组成。这个机制已经考虑到了评委回避的问
题，但可能有其不够严谨的地方。既要保证
奖项的权威性、公正性和影响力，又要充分考
虑获奖作品的分量和获奖作家的实力，我们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做法。相信以
后这个奖会越办越好。

正如李敬泽先生在首届南丁文学奖颁
奖典礼上所说，有这样一个文学奖，犹如南
丁先生还在，先生的精神还在，先生激励中
原作家群的精气神儿还在，中原作家与时代
同行、与人民同心的信念还在，必将不断焕
发出新的光芒。“我也确信，随着南丁文学
奖的举办，它将成为一个见证，见证中原作
家群在新时代不断取得新成就，同河南几千
年来光辉灿烂的文学成就一样，不断站在中
国乃至世界文学的高地上，这也是南丁先生
最深切的希望。”

办好南丁文学奖，让我们一直为中原文
学事业的明天加油！3

□叶灵

197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老宅的院子里，梧
桐树上的知了早就疲惫不堪进入了梦乡。聚集了
一天的闷热，也渐次在黑夜中消褪。

村旁的麦场上，乘凉的人陆陆续续卷起凉席
准备回家。睡得迷迷糊糊的我，不知什么时候被
母亲抱回了家。姐姐和弟弟，早已躺在床上睡得
香甜。

堂屋西边的屋子，偶尔传来几声咳嗽声，是爷
爷。不一会儿，咳嗽声渐渐变成了有节奏的呼噜
声。这时，母亲便拿起脸盆，掀开竹帘，沿着东厢
房的台阶，蹑手蹑脚地来到堂屋前檐。在前檐东
边的角落，有一个水泥铸成的大水缸——这是全
家赖以生活的唯一水源。

母亲弯下腰，把脸盆轻轻地放在地上。她悄
悄掀开盖在水缸上的木板，拿起挂在缸沿的铝制
水瓢，探下身子。每舀一瓢，母亲就弯下腰，把瓢
贴近盆底，轻轻倒进去——这样才避免倒水发出
声响。母亲一边舀着水，一边警惕地朝爷爷的屋
子望去。如此反复几次，舀上半盆水，她就赶紧
小心挂好铝瓢，盖好木板，端着脸盆回屋。母亲
一连贯的动作，显得非常娴熟，却又小心翼翼
——舀水的过程，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哪怕轻微
的动响，在黑夜里也显得异常响亮。

然而，母亲终有疏忽的时候，比如舀水时，铝
制的瓢不小心碰着了水缸，或者脸盆放下时不小
心“哐当”一声。此时，睡梦中的爷爷那有节奏的
呼噜声就会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便是他梦魇般
的大声训斥：“整天就知道洗洗洗，不洗难道就活
不成……一天就知道干净，干净顶个啥，再干净也
顶不了饭吃……”爷爷没完没了的牢骚，就如一颗
颗隐形的子弹，从黑夜里透过窗户，径直射中母
亲。此刻，委屈的母亲总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她像是一个当众被揭穿的小偷一样，窘得无
处可逃。她端起脸盆，匆忙回到屋子，坐在床沿上
发呆半天，最终只有长吁一声，又开始准备给我们
擦澡。

就这半盆水，母亲从暖壶里对点热水，用毛巾
一遍遍地给我们姐弟仨擦洗——先给弟弟，然后
是我，再是姐姐；先擦洗身体，最后再擦脚丫——
疯玩了一天的我们，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汗腥味。
每天晚上给我们擦澡，成了母亲的习惯。母亲总
说，温水擦澡，蚊子不咬，睡觉也舒服。

其实，爷爷并不是蛮不讲理的人。我们村子
坐落在黄河南岸的黄土高原上，是方圆几十里有
名的旱塬。水对村子来说，成了最金贵的东西。
村里的小伙子每每说媳妇时，女方一听村名，就撇
撇嘴摇摇头，说旱塬谁愿意去。

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吃水就成了每天最重要
的事情。水缸里的水，都是爷爷与父亲从村前深
沟里的辘轳井里，一桶桶挑回来的。路虽然不远，
但弯弯曲曲的小路，极其难走，一边是沟壑，一边
是峭壁。用扁担只能前后挑着走，两桶水摇摇晃
晃，一不小心碰着峭壁，桶里的水就溅洒出来。爷
爷和父亲白天都忙在地里，挑水也只是在饭余茶
后，趁空赶紧挑上几担。平时，家里谁多送乞丐几
个馒头，爷爷都不会心疼，而谁要是浪费一滴水，
爷爷马上就会大发雷霆。

每天家里刷碗洗锅的泔水，奶奶都舍不得倒
掉，专门留下来给猪煮食用；洗完脸，再洗脚，洗完
脚还要把水倒在院子的树根旁。平时家里洗衣
服，都是母亲背着一大包袱，拿着棒槌，到十几里
外的小河里去洗。冬天，河水冷得刺骨，母亲的手
总是冻得通红，皲裂出好多道小口。

这艰难的日子过了好多年。后来，村里决定
打井，彻底解决吃水难的问题。得知这个消息后，
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记得打井开工之前，村里
特地请了一班戏，一连唱了好几天，连外村的人都
来我们村子看戏。村内村外热闹得和过年差不
多。村子的土塬太高，打井的时间当然比别的地
方要长些。村里安排每家的青壮年男子轮班守看
机井。晚上，打井有节奏的“咚——咚——”声，整
夜响彻在村子上空。第二天，人们再忙也要抽空
到工地上去瞅瞅，一张口就急切地问，啥时候出水
呢？应该快了吧，水真该出来了！

好不容易，终于抽出井水了。那天，全村的男
女老少都兴高采烈地去看，仿佛要参加一场庄严
的仪式。当抽水管欢快地奔涌出一股清澈的井水
时，村长拿碗接满水，先让村里几位老人尝尝，

“甜，水真甜！”老人们激动地流出眼泪。70多岁
的王大爷，竟然嗓门洪亮地高喊道：“这下咱们村
小伙子再也不愁找不到媳妇了！”大家哈哈大笑，
拥挤着争先恐后地要尝尝甘甜的井水。村里规定
每三天抽一次水，大家都去拉水。后来，为了吃水
方便，许多人都在院子里打了个水窖，专门用来储
水。一满窖水，差不多能吃上十天半月。

自此之后，母亲再不用偷偷给我们洗澡了。
当然，洗衣服也不用跑那么远了。母亲手上的冻
疮也不治而愈了。后来，家里买了洗衣机，一缸一
缸的衣服，一洗就是大半天。爷爷再也没有发过
任何牢骚。

前两三年，全省开展落实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原来的井水水质并不是太好，井又浅，不能直接引
水到每家每户。于是，村里就借着这好政策，又打
了眼深水井，埋了管道，给每家安上了水龙头。原
来的那眼井就专供灌溉用，靠天吃饭的旱地也华
丽转身，成了水田。从此，村里人再也不愁天旱
了。数千年形成的“旱塬”，变成了再也不缺水的

“富塬”。
如今，村里许多人都盖了新房——新房不再

是北方传统的一明两暗的结构，而是根据生活的
需要，设计更为科学合理，卧室、客厅、书房、厨房
宽敞明亮，还专门设计有浴室，气派程度不亚于城
里的别墅洋楼。院子当中，再栽点蔬菜和花木，到
了夏天，更是一派花团锦簇，果红菜香。

看到水从龙头汩汩流出，我的心也如水般欢
快。我问母亲，还记得小时候您给我们擦澡的情景
吗？母亲沉思片刻，随之笑了笑——只见纵横在母
亲额头的条条皱纹，瞬间似乎舒展了许多。3

□程韬光

由于家中兄弟太多，我儿时有一段时间
在异乡的亲戚家度过。有一天，忽然听到有
人在吟诵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诗，我在淡淡的
忧伤中，感到兴奋和惊奇：似乎李白知道我的
心思，把我的心拉回了几十里外的家，使我想
起家人还有门前的枣树、地里的庄稼、朦胧的
月夜、暗香的桂花……从此，我爱上唐诗。

少时，曾奔波数里，去镇上看一部电影
《风尘三侠》，故事出自唐传奇《虬髯客传》，
虬髯客将资财赠与李靖和红拂女，请他们
帮助真命天子李世民成就功业后，自己转
身离开，没有任何依恋。“事了拂衣去，深藏
功与名”，任性而潇洒。成人后，我才渐渐
体会到这种侠义精神，本身就具有诗学上
的审美意义。

我爱唐诗，源于唐诗精神。有关唐诗的
一些关键词，譬如盛唐气象、兴寄风骨、诗史
精神、歌诗合为事而作等，都指向刚健有为、
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学者林庚
用“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两个词，极为传
神地表达出唐诗的精髓。

一个伟大的朝代，涌现出一批自信且

散发光芒的诗人，他们歌咏时代和心灵，书
写世情与人生。我想走近他们，于是用尽
心力撰写了《太白醉剑》和《诗圣杜甫》这两
部书。

著名学者、诗人、翻译家、出版家屠岸先
生去世前，以九秩高龄认真批阅原版《太白醉
剑》和《诗圣杜甫》，并与我数次恳谈，指出原
著中一些需要斟酌的地方。他后来又将他的
意见写成《真实，是传记文学的基石》一文寄
给我，希望我能够对原著进行勘误。我答应
先生，准备用两年时间完成这项任务。这期
间，我应邀在省外两所大学为学子们讲授《唐
诗美学》。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李白、杜甫
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从整个唐朝诗人命运
及诗风的变化中，我真切地感受到文运即国
运的深刻意义。

出乎我意料的是，修订作品竟比创作更
艰苦。多少个辗转反侧的夜晚，我与梦中的
李白、杜甫讨论诗歌，品味他们的人生。

我努力回到自己的心灵深处，查阅浩瀚
史料，重读洋洋唐诗。我一日复一日与诗仙
李白、诗圣杜甫一起，听他们感叹人生，或歌
或哭；看他们俯仰天地，舞剑吟诗，悲喜人生
……我的心中有一团火，与他们一起燃烧！
即使我不能够完全把握和理解李白、杜甫神

圣的心灵，但努力地把他们的诗章和人生故
事介绍给读者，希望更多人受益。

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想放下手
中的笔。事实上，我的确中断了一段时间。
就在我考虑过几年再修订这两部书时，忽然
得知屠岸先生去世的消息。那天，我流着泪
重新开始修订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评论家孙荪老师逐句批
阅此作，提出上百处修改意见。为了使作品
引用的史料和诗文更准确，他邀我国著名的
唐诗研究专家葛景春教授对这两部作品进
行最后的修订。葛老师以大家的风范和学
者的严谨治学精神，又提出大量修改意见。
评论家单占生老师，凭借他对李白、杜甫诗
歌及其精神的深刻理解，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和启发。

后来，在李杜那雄浑、磅礴、豪放、浪漫、
悲壮、瑰丽的诗词意境中，我发现了一种宏阔
无边的意识，我将它称作“宇宙意识”。这是
大唐诗人们共同拥有的一种意识，它引领我
在精神的世界里不断追寻。我想，我们的身
体里都有一颗不肯安歇的灵魂，随血液沸腾
不止，努力地将生命本质里最纯真的想法付
诸实践。

李杜垂辉映千春！3

□刘艺青

病床边，监视器上的数据快速跳
动，不停变换。呼吸机里艰难地发出
声音，短促，急切，划破病房沉闷的空
气，叫人心里发怵。

爷爷生病住院，和另外两个患者
同住一间病房，他们一个是患肾母细
胞瘤的男孩，一个是年逾古稀的老
人。每次去，总能见着陪伴他们的
人，可这两种陪伴，竟是如此不同。

男孩来自山东一个偏僻的小山
村。正是闻听琅琅书声的年纪，却委
身病床。雪白床单，映衬着他的脸颊
越发苍白。一瓶瓶药液注入血管，可
病情总不见好转。输完液，男孩斜靠
枕头，妈妈给他喂饭，一口又一口。
男孩望着妈妈久不打理的头发，凌
乱，蓬松。长时间熬夜，细细的银丝
悄悄挤入她乌黑的秀发，血红的细线
渐渐爬进她疲惫担忧的眼睛。男孩
心中难过，吃不进去，妈妈絮絮叨叨：

“吃吧，吃吧，吃饱了病才会好。”傍晚
的走廊上，男孩的妈妈用开水泡着中
午吃剩的米饭，一个有豁口的瓷碗，
盛着从食堂打来的茄子和咸菜。她
艰难地吞咽，冷的粥，热的泪……

那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病查出时
已是肺癌晚期。他年轻时经营一家
大公司，操劳一生。儿子在单位担任
要职，工作繁忙，偶尔来看望一下，少
顷，即被频繁的电话唤走。一位护
工，被请来照顾老人的起居。时不
时，会有老人的朋友亲戚来来往往，
带着各式各样的补品。这些东西，每
天陪伴着老爷子，看他不停地咳嗽，
直到咳出血来。每到夜晚，看着一边
酣睡的男孩，年轻的小手被妈妈的大
手紧紧包裹，老爷子的眼中，满是憔
悴，满是落寞。

男孩的病越发重了，医生拿着一
摞欠费通知单，劝说他们不必做第四
次手术。妈妈坚定地摇头：“大夫，孩
子还小，砸锅卖铁，也得治。”那晚，男
孩的父亲打来电话，两人说了很长时
间。很快，老家的旧房子卖了，送来
十万元做手术的钱。男孩上手术台
时，爸爸妈妈在回廊上，踱来踱去，眼
眶里，噙着泪水。老爷子的眼眶，也
微微泛红。

秋天，片片黄叶相互追逐，在西
风中欢快地舞蹈，男孩的病有了好
转，话多，好动，也能吃很多饭。妈妈
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她陪伴男
孩，去花园里散步，闻着桂花的香
味。这边，护工依旧一脸的淡然，他
陪伴的老人在柳荫里凝望那对母子
的身影，脸上的皱纹微微颤动。

我们一直陪伴着爷爷，直到他度
过危险期，病情日趋平稳。

就是这段时间，在同一间病房，
不一样的陪伴，让人看在眼里，唏嘘
感叹。3

□唐兴顺

整整一年前，我和朋友到柏尖山看红叶，
那里的红叶这一年来一直在我的心里打转。
琐碎的日常生活，三百六十多天里耳濡目染
地应接不暇的世事变迁，都没能消减心中的
这些风景，以红叶为主体的柏尖山形象在我
心中更加美艳繁华起来。

回忆总是从那一道山岭开始。刚才还在
山下盆地上，只一小会儿盘旋的道路就把我
们抬升到高地上。刚才还是零星的红叶，路
两旁这里一片，那里一片，现在却一下子大面
积地呈现出来。岭脊上，脊两边的坡地上，完
全都被红叶覆盖。单说红叶也不精准，是许
多种正在演变中的多彩之色，比如从绿、从黄
向红过渡中间那样的很难准确命名的颜色。
即便是红的，也分为浅红、水红、粉红、深红、
朱红、酡红等。没有完成过渡仍然青绿着的
叶也不少，她们像时间之河彼岸的青春少女，
拥挤在时间的桥头上，争相朝红色过渡。有
的在途中改变了主意，停顿在黄的节点上不
再朝前迈步，那样子也十分好看。小径本来
是袒露着的，但在这个季节都被繁华的红叶
们掩盖了，如果只在旁边远看，几乎是找不到
路的。

最让人留下印象的是此处红叶的叶片特
别大，有的竟和人的手掌差不多，红的也特别
透。她们自然生成，是从空气和阳光里漂染
出来的，磨不去洗不掉。她们的肉体连同灵
魂都是红的。人好说“巧夺天工”，面对柏尖

山的红叶，是应该收回这一句话的。在自然
造化面前，我们真是不能乱说。这样想着的
时候，你可以把红叶翻过来再看她的背面，一
根竖立的脊骨，密集横排的肋骨和经络，完完
全全是一架人的骨骼造型。

此时，太阳已经升高，在深秋时节特有的
温和而灿烂的阳光照射下，靠近眼前的红叶，
鲜亮如初春新发的嫩花，娇艳欲滴，充满生
机，一片片，一枝枝，一丛丛，都像正在拔节生
长。稍微望远一点，会看到杂色斑斓，苍翠如
染。再远一点，树与树相连，叶与叶混淆，呈
现出如绣如织锦缎般的图案。整个这一道约
二里长的山梁，这时像一件半折起来的鲜艳
的披巾。阳光把空气照成一面薄纱，恍惚着，
稀薄着，笼罩在岭梁之上，使这巨幅披巾仿佛
在天地间抖动。与这道岭平行着向两边展开
的还有数道同样植被，形体也大致相同的山
岭。岭与岭之间的缓谷和坡地上，也一律被
锦绣般的红叶铺盖着。此时出现了一个奇怪
的视觉现象，这些沟谷和凹地在阳光与空气
的作用下，似乎都在升腾，与岭表之色连为一
体，升至一平，视野里一下子拉开了一幅大到
天边的图画。远处天空有几片白云，云朵飘
动，云朵投下的阴影笼着红叶同时在地上移
步换形。人被化进去，仿佛真的来到了传说
中的某处神秘地界。

拨拉着挂满红叶的灌木丛顺着岭脊继续
往上走，一个小时后进入一处平缓的圆形台
地。红叶在四周簇拥，好像有意闪出这片空
地用来接待山外来客。空地中间有一棵枫

树，树干如屋檩，树冠圆如伞，树叶密匝，红黄
相间，在微风和阳光里明亮地婆娑如语。如
果把它放在周围红叶林中，它可能不会显得
突出。这样一个小环境就使它像摄影家从美
女丛中拍摄到的一个特写镜头，从整体到局
部，从轮廓到细节都被展亮出来，甚至夸张起
来。它有一个饱含深意的名字——“盘龙
枫”。为什么？绕树三匝，仔细观察后发现，
它的根一半在土里一半在地表，在地表的部
分奔突缠绕，如雕如塑。将那形状说成是一
条“盘踞之龙”似乎是不过分的。把龙和枫融
为一体，把这样一个图腾般的符号引入红叶
腹地，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站在“盘龙枫”下，抬头仰望，在空地的东
部边缘，一道陡峭的峰峦拔地而起，沿着台阶
向上，人迅速被抬高到虚空处。风吹着衣衫
和头发，上来时所有走过的地方现在都清晰
在目。整个柏尖山区的红叶像一张巨大的彩
色地毯，平展展撑在脚下，撑在天地之间，像
神话传说里神仙变幻出来的神毡，用来覆盖
人间某些不美的东西。以这个为大背景，在
天梯上再登几阶，劈面即见一间窄小的神庙，
屋脊屋梁，石雕彩塑，花红柳绿的建筑材料，
把小庙打扮得玲珑精致，像一柄被举到云端
里的红叶。庙的门楣上写着三个字：灵霄
殿。灵霄谐音凌霄，即便不考虑宗教文化里
的意义，如此称谓也再恰当不过。人从人间
来，走到这个最接近天的地方，也是距理想最
近的地方，烦恼化为欢喜，幸福得以张扬，凌
霄一步，怀抱洞开，精神如花！3

见证中原作家群新时代的新成就
旱塬有水了

李杜垂辉映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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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