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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小说

彭瑞高《一票否决》
对自我净化的期许

近年来，暴露官场腐败、权钱交易的作品不在少数，然
而能像彭瑞高的中篇小说《一票否决》（《上海文学》2014年
第10期）这样一针见血地直戳人性本质、制度缺失的小说
并不多见。小说围绕一封匿名举报信展开叙事，通过主人
公内心的扭曲与挣扎，充分揭示了官商两界的混乱景象，同
时清晰勾勒出人性深处的那片灰色地带。

博海集团是县里赫赫有名的纳税大户，连续九次荣获
“文明单位”称号，然而就在即将蝉联“十连冠”之际，一封举
报集团内部存在“非正常死亡”事故的匿名信摆在了县文明
办主任成默金的办公桌上。为了查明真相，成默金与副主
任傅大庆先后两次前往博海集团了解情况。结果不但没有
查出任何蛛丝马迹，反而被博海集团老总裘天超精心安排
的酒色盛宴所蛊惑。就在县政府决定将此事定为“诬陷”
时，博海集团总裁助理米赐香在临死前将真相告诉了成默
金——裘天超为防止大权旁落，下毒害死了主张企业改革
的侄子裘晓光。面对这样的事实，成默金陷入了两难的境
地：是选择“识大体，不做声”，还是选择坚持原则，声张正
义？

当代反腐/改革小说在叙事结构上多存在着某种相似
性，程式化的情节设置根源于作家创作思维的局限。在《一
票否决》中，“包青天”始终是缺席的，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具
有相当强的复杂性与立体感。成默金的小心翼翼、唯唯诺
诺，傅大庆的巧言令色、左右逢源，裘天超的口蜜腹剑、道貌
岸然，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貌合神离，都折射出官场内部以及
官商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小说结尾那个哈姆雷特式的
问题背后，隐含着作者对官员自我净化的疑虑，也寄托着作
者对强化制度建设的期许。 （赵振杰）

■短 评

牛铃响处，旅魂乡梦起
——读李清明散文集《牛铃叮当》 □王晓娜

新观察新观察··年度综述年度综述 2014年报告文学：

融媒体时代的生态、守正与新变
□王 晖 丁晓原

王 晖：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生态来说，2014年应该是一个

值得记取的年份。这一年，报告文学获得的聚焦不少。第六

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先后颁奖，比较全面

地代表了近几年中国报告文学的成就。此外，中国作协开办

首届青年报告文学作家高研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设立青年

创作委员会，这两个关乎“青年”的举措，无疑是在力图推进报

告文学后继有人的可持续发展。2014年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

和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年会为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批

评带来许多新鲜气息。临近岁末，李冰在《光明日报》发表题

为《关于报告文学的卮言散议》的文章，成为这一年聚焦报告

文学的最后亮点。

丁晓原：是的，2014年是报告文学活跃而有为的一年。这

一年评选的第十三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其

中的图书类获奖作品28种，包括《国家记忆》《梦想照亮生活》

《玉米人》《瓷上中国》《百年钟声》《国家的儿子》《淬火青春》等

10部报告文学，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报告文

学不仅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直接

传输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凝聚社会正能量的独特的国家文

体。当然，评奖不是估价文学的主要尺度，但是它至少也是我

们认知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维度。

生态：跨越卡夫丁峡谷

王 晖：光阴如箭，岁月如梭。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我们

在《文艺报》进行年度报告文学对话的第十个年头。在近十年

来的对话中，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谈到报告文学的创作生态问

题。现在看来，伴随报告文学前行的，已经不仅仅有来自文学

内部的异声，还有近十余年来由单一纸媒到全媒体、再到融媒

体等公共空间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对身处融媒体时代的当下

报告文学而言，惟有守正与新变，才有生路。守正的含义在

于，坚持以真实性、现实性、反思性为核心的文体规范，凸显文

体特质，承继经典报告文学所创造的传统，秉持为人民的创作

导向。新变的涵义在于，强化跨文体优势，利用融媒体平台，

彰显文体的存在感、在场性和影响力。“守正”的问题，我们倒

一直在提倡、在强调。但应对融媒体时代的文学生态的新变，

坦率地说，报告文学界还没有完全做到“有备而来”、“应对自

如”，还需要进行艰辛的探索。

在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年会上，有学者谈到大数据

时代与报告文学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通过网

络等平台将传统纸媒文体的优势放大，密切关注受众（特别是

青年受众）的诉求，使新世纪的新青年们不要忘怀这一现实文

体。其实，报告文学是所有文学样式中最能够体现“为人民”

方向的。这个“人民”当然也要包涵“80后”、“90后”，甚至“00

后”新青年。我们不能再局限于一个有点自说自话的创作和

评论的小圈子，而要将视野扩大，将肚量扩大，以海纳百川之

势，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创作、评论和研究，跨越报告文学发展

的卡夫丁峡谷。

丁晓原：你说的“融媒体时代的生态”，这是一个很有意义

的话题。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文体，时代独特的文化生态必

然会影响到它的发展。这里，我想到了时下一个经济学的热

词“新常态”。新常态条件的经济发展由原先更多依赖资源消

耗、忽视环境承载力的要素驱动，转型为主要以科技支撑发展

的创新驱动。在我看来，融媒体时代就是报告文学的“新常

态”。融媒体时代的报告文学，它原有的“新闻性”红利大为减

少，文体一般的新闻优势已不存在，这种情势必然需要报告文

学在坚守中创新。在题材新闻性弱化的条件下，报告文学更

需要借取新媒体的新优势，丰富报告文学的表现方式，吸引新

的读者关注阅读作品。同时，报告文学还需要进一步激活内

在的叙事魅力，建构非虚构叙事独特的优势。

我倒不认为融媒体时代对于报告文学是一个“卡夫丁峡

谷”。一方面融媒体可以倒逼报告文学设法从困厄中获得新

生，另一方面报告文学还可以从中借势，扬长避短。2014年一

些实例可以说明这一点。李春雷是这一年度最为活跃的报告

文学作家之一，他的《朋友》《赶考》《党参沟纪事》等是报告文

学从新闻回到文学的成功范例。作者善于以文学的思维、文

学的方式、文学的语言，富有表现力地再现对象，使作品尽显

非虚构叙事之美。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所写题材

并没有更多的新闻性，作者着力于以纪实之“全”，对题材进行

深度的、多维度的开掘。作品适时地在首个“国家公祭日”之

前推出，反响很大。没有了题材新闻性优势的报告文学写作，

需要作者更智慧地从时代和历史的宏大叙事中，选择具有表

现力的“小叙事”构思营篇。丰收的《西长城——新疆兵团一

甲子》是 2014 年度一部重要的作品。“共和国六分之一的疆

域”，兵团人“六十载艰难辉煌”，时空开阔，题材重大。但作者

不作正面“强攻”，而能够宏大中取微细，“酒与水”、“家国·女

人”、“西部的浪漫”等篇章，以别具滋味的“小叙事”写出了兵

团人在历史运衍中的命运，他们的创造、牺牲和奉献，可读而

耐读。铁流、徐锦庚的《国家记忆》也是，作品写的是《共产党

宣言》初译本传播的故事，题材正大不言而喻。但作者对题材

不作一般的历史叙事，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注意挖掘其

中的“传奇性”。题材内含的特殊意义和作品“传奇性”的叙

事，生成了对读者强烈的吸附力。

守正：在场书写与历史回溯

王 晖：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评出的“2014年中国优秀报

告文学作品排行榜”上榜作品基本可以作为2014年报告文学

作品的代表。延续报告文学现实性和真实性传统，再现多彩

的中国故事，表达对于重大现实和历史的关切，强化作家书写

的在场感和存在感，成为2014年报告文学创作“守正”的突出

特点。这中间，有从时间之轴再现20世纪以来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中国事件的描述，如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铁

流、徐锦庚的《国家记忆》，丰收的《西长城》，全景再现上世纪

60年代河南林县人民修建“人工天河”红旗渠的《中国红旗渠》

（郑雄），描摹广交会今昔的《逐梦世界》（喻季欣），作为亲历者

记录中国高铁建设的《最完美的抵达》（戴荣里），写上世纪70

年代广东逃港潮的《历史绕不过的“逃港”》（周敏）等。还有诸

多聚焦人物的作品，譬如李春雷再现习近平与贾大山真挚友

谊的《朋友》、余艳描述毛泽东与杨开慧真挚情感的《杨开慧》，

以及对各路具有“正能量”意义的英雄模范、改革者、善行者、

科学家、学者的表现与褒扬，如李朝全的《梦想照亮生活：盲人

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学校》、马娜的《天路上的吐尔库》、王国平

的《纵使负累也轻盈》、朱晓军和梁春芳的《天地良心》、傅宁军

的《长江星辰》、孙晶岩的《西望胡杨》、郝敬堂的《大海作证》、

王贤根和吴潮海的《千古长城义乌兵》、紫金的《泣血长城》、朝

煜的《面对大海的述说》、杜文娟的《雪山上的苹果》、刘先琴的

《玉米人》、谭楷的《让兰辉告诉世界》和薛晓康的《悲怆莲花

路》等等。

丁晓原：“守正”是一种文体得其体要的关键，它规定着文

体的基本属性和特征，是文体存在的前提，是文体实现其功能

的根本；与其相反的异化则无疑取消了文体的存在。报告文

学之“正”主要有非虚构性、时代性、思想性和文学性。非虚构

是报告文学的底线，时代性和思想性规定了题材选取的要求

和题旨表达的取向，文学性则表示报告文学也需要按照美的

规律进行写作。报告文学是一种特别强调弘扬时代精神的作

品，2014年度的孙晶岩《西望胡杨》、马娜《天路上的吐尔库》、

朝煜《面对大海的述说》、王成章《国家责任》、徐富敏《太行山

上》、唐晓玲《逐梦之城》、董晨鹏《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徐锦

庚《“懒汉”治村》等作品，从不同侧面为读者真实地再现了体

现中国力量、反映中国精神的各式人物，他们岗位不同，成就

大小也不一，但他们共同为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工

作。作品通过对人物故事和精神的叙说，形象生动地诠释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媒体时代，虽然报告文学题材的新

闻优势并不明显，但这并不表示作者对于题材新鲜度敏感的

忽视。新鲜的题材是报告文学吸引读者的要素。比如，电商

和快递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孙侃的长篇报告

文学《中国快递》以题材开新取胜，作品记写“从大山深处走

来，奔跑在都市的大道上”桐庐帮快递公司的创业人物、创业

故事，别有胜景。王贤根、吴潮海的长篇报告文学《千古长城

义乌兵》，将义乌与长城关联起来，“抗倭寇，戚继光义乌招

兵”、“守长城，义乌兵千里北上”、“保护长城是天职”，在历史

与现实的书写中，讲述了一个绵延数百年的故事。题材之异，

故事之新，生成了作品特殊的价值。

王 晖：这一年，报告文学没有忘记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譬如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陈廷一以《2013，雾霾挑战中

国》直击中国城市的雾霾现象，徐刚写下了《森林九章》，裔兆

宏则在《淮河赤子情》中，将笔力集中于揭露污染真相和拯救

行动的环保独行侠霍岱珊。泽津、嘉孝的《中国家庭浪费警示

录》检视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奢侈浪费陋习，杨晓升的《失

独，中国家庭之痛》以独子女夭折带给家庭的痛楚来审视当代

家庭问题。与之相联系的，还有李琭璐聚焦农村留守老人的

《落寞夕阳》，方格子在《农村留守妇女》中对农村留守妇女的

苦衷和情感世界的真情描摹。马语以《消逝在酒馆里的岁月》

写酒徒、酒桌、酒文化、酒驾等现象，活画出一个酒徒的忏悔。

丁晓原：介入社会是报告文学的重要品格，对社会问题的

关注是报告文学的“体”中应有之义。2014年度的“问题报告

文学”除了你所列举的重要作品外，还有的一些作品尽管不是

直接正面地言说问题，但其中的问题意识也值得关注。如杨

守松的《大美昆曲》，这部作品之所以以昆曲为书写对象，并极

言昆曲之美，这里包含了作者先在的问题意识。在杨守松看

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伟大的历史进步，但“经济中心主义”

导致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在商品大潮席卷华夏的当

今，文化的迷失已经不再是个别现象，有的则心甘情愿成为

‘工具’，并且以文化的名义破坏文化攫取私利”。“文化自觉是

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脊梁”，“疏远灵魂则脊梁不正”，“脊梁不正

则灵魂出窍”。由此可见，杨守松是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

的文化问题意识选择题材和开掘题旨的。

新变：前行动力与挑战

王 晖：纸媒作品如何应对融媒体时代的挑战？这是我

们应当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也许还没有到“生存，还是死

亡？”的两难抉择地步，但前瞻意识和危机意识是必须的。“守

正”与“新变”看上去有些矛盾，但其实惟有这样的矛盾运动，

报告文学才有继续前行的动力。2014年报告文学在“新变”之

路上有所动作，赵瑜这一年除了出版六卷文集《独立调查启示

录》外，还写下了《野人山淘金记》。这部作品记录的是改革开

放背景之下，中国的冒险家亲往缅甸淘金的故事。看似一个

“猎奇”的题材，但它背后的东西仍然是对于当下现实的深刻

反映，譬如新阶层的新诉求、人性善恶、生命与自然等等。让

我感到有意思的是其图文报告文学形式的探索，作者受一部

名为《新传媒环境下的摄影》论文集的启发，将报告文学与纪

实摄影结合，“思量我们报告文学的前景与新生”、“有利于文

体创新”。这样一种并非插图、而是记录行动过程的连续性画

面的加入，使作品图文并茂，让读者感受到图片与文字带来的

“双重”真实感。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表现出有别于

以往同题材纪实作品的视角的出新，即除了受害者、外国友人

的叙述，还加入大量新发现的“加害者”日军日记、日志、文章、

笔录等，力图多视角呈现大屠杀事实。王兆军《问故乡》的结构

采取了“天干集”和“地支集”两部分，即来自“官场”的全景式

宏观讲述与来自“民间”的微观口述，以此记录、感知、发现故

乡，在释放乡愁的同时，再现乡村的疲惫、苦闷和焦躁。《我的

兄弟，我的姐妹》中，作者董晨鹏的角色是多重的——他是单

位工会领导，也是以“家访”形式出现的田野调查者、记录者和

书写者，将口述和现场采访相结合，使作品对于企业基层职工

的表现生动自然。题材的系列性也透射出某种“新变”的意

味，譬如张敏宴的《吸血的血透》继续追踪反腐医生陈晓兰通

过血液透析来揭秘过度医疗的乱局与黑幕。李鸣生和纪红

建的《发现龙门山》则以描述龙门山地区震后重建的状况，延

续了作家关注汶川大地震的话题，是重大灾难性事件的后续

观察。

丁晓原：报告文学的“新变”有内在的，也有外显的。内在

的是指作品由重视新闻性书写、重视政论性表达，转为对于对

象内在叙事的重视。“非虚构”写作中剔除“非虚构小说”，其中

许多重视作者见证亲验的写作，体现着报告文学回到非虚构

叙事本身的内在变化。外显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赵瑜的

《野人山淘金记》，赵瑜是一位文体意识强、文体创新意识强的

报告文学作家。融媒体时代是读图的时代，图文叙事在赵瑜

这里完全是自觉的、预设的，“《野人山淘金记》是一次有意识

的图文试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创作的篇幅比较长，构成

了一个立体的故事，成为一部完整的图文交融之作，图与文，

不是外在的剥离单列，不是以往著作的插图版本。”也正因为

作者能够有机协同“文学表述加视觉化艺术”，所以作品的现

场感、影像感很强，有效地丰富优化了报告文学的表达方式。

其实，报告文学的借像早有人提出并有作家成功实践过。捷

克作家巴克说：“报告文学和电影都是年轻的艺术。在它们的

活动上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比如特写、幻象、简单动作，剪

接(Montage)等。”但这只是以文字借像，真正以影像为媒体导

入报告文学的还是新时期的政论片。张胜友是近30年来一直

致力于电视政论片写作的主要作家。2014年他与人合作撰稿

的大型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一“梦”统摄，宏旨壮景；

一气呵成，精深开远。文字语言与电视语言的有机整合，极有

表现力地对中国梦作了系统而形象的解读。作品在内部声像

和语义信息的配置方面注意了立体的建构，使得这部政论片

不仅具有高度，也有了学理，而且还接着地气。此外《一片小

树林》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这是童话作家王一梅的第一

部长篇纪实儿童文学作品。它表示出作者的写作由想象回到

了纪实。作品通过乡村小学校长杨瑞清和他学生故事的叙

写，提供了一个关于乡村教育的鲜活的精神标本。

王 晖：在看到报告文学“新变”的同时，我觉得这一年的

遗憾还是有的。譬如对如火如荼的反腐风暴反映不力，仅有

少数作品，如杨澍的《公开的力量》反映山西运城阳光农廉网

的开设，以此再现基层廉政建设进程。而对于更为重要的反

腐败的事件、人物和问题，报告文学几乎缺席。此外，对于现

实民生问题的表现也缺乏用力用心之作。近日，《南方周末》

的一篇长篇报道《沙漏之城》，此文讲述北京地铁的拥挤情况，

直面现实民生问题，也涉及到对北京城市建设与功能设计的

理念的反思，语言生动俏皮而且富含哲理，描述细致，值得报

告文学作家借鉴。一些报告文学作家缺乏这样直击现实问

题的胆识和智慧。艺术表现上，文体概念混淆不清、突破报

告文学真实性底线、小说化虚构描写、语言粗糙等“老问题”

仍然存在，甚至是在一些青年作家作品中存在，这无疑是需

要我们警觉的。

对身处融媒体时代的当

下报告文学而言，惟有守正与

新变，才有生路。守正的含义

在于，坚持以真实性、现实性、

反思性为核心的文体规范，凸

显文体特质，承继经典报告文

学所创造的传统，秉持为人民

的创作导向。新变的涵义在

于，强化跨文体优势，利用融

媒体平台，彰显文体的存在

感、在场性和影响力。

自 1983 年第一次发表作品以来，李清

明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文学尤其是散文的

创作，著有散文集 《滚石上山》《梦起洞

庭》《微雨独行》《股海无边》《寥廓江天》

等，这些散文作品篇篇锦绣、字字珠玑，体

现了他对文学梦的执著和坚守。《牛铃叮

当》是李清明新近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在书

中，作者以游子的身份，带着对故乡的眷恋

和反思为读者画就了一个旅魂寻乡之梦。

读李清明的《牛铃叮当》，“旅魂思乡梦”

的久违感觉再次由心底悄然浮起。这是一部

沉甸甸的、作家写给他的故乡湘阴的情书册，

字字质朴、句句情深。李清明从故乡的乡野、

古渡、买马村乃至牛铃叮当的响声中走出，又

让其笔墨携着灵魂和哲思，匍匐在洞庭水乡

那片烟雨夜月的大地之上。

“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

明，万物皆显”，李清明文如其名，才贯其

文。牛铃叮当、埋胞衣、洗三朝、水车谣、

捉泥鳅、猎野鸭、划龙舟、卷旗花，一篇篇

读开去，就是一张张生活画卷，作家丝毫不

急躁，让心底最真实的感觉在笔端缓缓流

出，化为浓浓的情意和这情意背后的澄明与

稳重。李清明心中的写作根据地是他心心念

念的湘阴山水，他选用散文这一“形散神

聚”的文体来表达他对自己这一根据地的厚

爱和钟情。他的每个字、每个词都那么稳贴

质朴、清新晓畅。在这个日渐喧嚣和浮华的

世界里，还有这样的作家仍然在一字一句的

书写中坚守心底的那份纯真，实属难得。

岁月如梭，故乡远去，相信这是每一个

羁旅在外的游子都有的刻骨体会，李清明也

不例外。当夜晚孤寂难眠时，故乡的山水物

事便会如潮水般涌进心胸，令人辗转反侧，

感慨万千。李清明的散文中，溢满了自己对

故乡这一神祇的岁月沉重感，在 《牛铃叮

当》 的结尾，他写道：“打这以后，水乡的

水牛们大都由放养改成了圈养，没有了广阔

湖州绿草茵茵的映衬，少了和风的吹拂……

牛铃叮当依旧，但总感觉缺少了往昔的悦耳

和悠扬。”日益丰富的都市文明正在侵吞着

农村的那方净土，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原始图景终于遁去之后，我们的后代在一片

喧嚣的环境中，还能寻回人类祖先灵魂深处

的声音吗？《千年古渡》的结尾这样写：“再

后来，一座新建的水泥桥梁最终将千年古渡

彻底送入了末路，只剩一湾瘦水还在默默地

流淌……江水似乎带走了我儿时的全部记忆

和欢乐，也带走了远方游子行囊中那绵绵古

朴、蒹葭自然的故乡。”科技的飞速发展给

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

负面影响。当文明和文化的积淀被轻视，当

世界进入纯物质时代，我们还能否为子孙后

代留下一轮皎洁的明月？李清明看到了这一

点，如在文字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感慨和诉

说，如 《水乡古建筑》 之 《祠堂》 中这样

写：“偶回故乡，曾应邻村一位朋友所邀参

观他们黄姓家族新建的祠堂。祠堂是在过去

的废墟上新建的，也有飞檐画壁，也立有

‘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也摆有族长专坐的

太师椅……观看了一圈下来，我总感觉少了

些什么。是少了文化的熏陶？还是少了时光

的灼照，抑或世事的沉浸？无以言说，惟有

冷月无边，秋风依旧。”还好有月有风，只

是，为何是寂寥的冷月？又为何是萧索的秋

风？作者将失落写进了字里行间、叩进了读

者的心扉深处。

在散文集《牛铃叮当》中，李清明孜孜

不倦地书写着自己对于生命这一哲学命题的

思考和观照。在《埋胞衣》中，作家提到现

在某些医药机构花钱收购婴儿的胞衣，制成

美容产品再出售给消费者，甚至还有餐厅设

“胞衣宴”。在李清明的故乡，婴儿的出生是

一件极其神秘、犹如重大仪式一样的事情。

作家不免生出深深的忧虑：“我真有些担

心，孩子们啊，你们走远后，还会有故乡的

记忆，还能找到故乡的路么？”在 《喊魂》

一文中，作家写道：“长大之后我才渐渐地

明白和理解，为何水乡的人们爱唱花鼓戏，

又总是选择一些有悲苦剧情的曲目，然后将

唱词变换成一种哭腔，拉得很长很长……也

许那是他们对长期遭受苦难的一种宣泄和倾

诉啊！”作者字字凄婉、词词动情，在如今

缺乏信仰和敬畏的空气中，人们还会理会这

些古老的习俗，还会对于生命有这般切肤的

亲近吗？

无论是在羁旅思乡中感慨岁月之变迁，

还是于故土人情中书写对生命之敬畏，都离

不开作家心底那根柔软的乡土情弦。从开篇

的 《牛铃叮当》 至最后一篇 《今又清明》，

每一字每一句，无不浸润着作家客居他乡、

胸怀故土的一颗赤子之心。故乡作为一个意

象，早已印在作家无意识的底层，成为他精

神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角。故乡湘阴的

山山水水、风光物事早已铭刻在李清明的思

想深处，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流淌在他身

体的每一个毛孔、每一处血液中，流于笔

端，行于纸上，便化为不竭的创作源泉。

李清明的文字质朴自然、澄明清澈，带

着古典文人的墨香，携着湘阴山水的灵气，

从悠远宁静的星空大地中扑面而来，直击读

者的心房。他的文字如同一场缓缓升起

的、悠扬悠长的生命起舞，这舞蹈的灵魂

便是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