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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情缘
□ 江志强

五月，从暮春的余香中走来，又在
初夏的微风中渐行渐远……

行驶在皖南黟西北山区蜿蜒盘旋
的公路上，不时有一种时空交换的错
觉。湿漉漉的清晨，七彩的阳光穿过天
际、云层、群山、树丛，被分解成密密匝
匝的光束，折射出细细碎碎的光影，在
车前晃动着、闪烁着，或明或暗，或近或
远……开阔处，山峦连绵起伏，云雾缭
绕；夹缝中，林木枝叶葱茏，青翠欲滴。
叽叽啾啾的婉转之音在窗外的枝头响
起，与丁冬的涧水声、湍急的溪流声、以
及风吹树叶的窸窣声交织在一起，形成
一曲清新悠远、自然和谐的背景乐……
五月的深山更像是一座广阔而隐秘的
舞台，白天黑夜轮番在这里上演，万物
生灵都在其中尽情地扮演各自的角色，
而清晨恰是最美妙、最迷人的时刻。

在这样明净的晨曦里，居然掠过一
丝心悸，那种感觉无以言说，似乎是血
液突然凝固了，抵达不到心脏，引起的
片刻警觉；抑或是突然从睡梦中醒来，
环顾四周，一时间竟想不起来自己身处
何处了！

一群骑单车上学的少男少女进入
眼帘。分明看见了她，一个单薄瘦小的
姑娘，纤细的腿脚拼命地踩着脚踏，努
力地追赶着队伍，微微涨红的脸像一朵
粉嫩的五月蔷薇迎风开放，散发着勃勃
生气。那辆高大的永久牌自行车，本不
属于她，她拥有一辆漂亮的女士轻便
车，是父亲攒了很久的钱为她买的。可
是她不喜欢，嫌它柔弱、小家子气，最可
恨的是每次放学途中的自行车赛她都
不战而败。于是她从修理铺老板手中
换回了一辆加重自行车，很破旧，但勉
强还能上路。那辆女士轻便车从此便
专属修理铺老板的女儿了。尽管所有
人都说她是个笨蛋，尽管这辆旧车经常
在途中掉链子、出状况，甚至有一次连
人带车翻落到很深的田沟里，沾上一身
泥水，弄得狼狈不堪，但她还是坚定自
己的选择。因为当她跨上那辆高大的
自行车时，她立马会感觉到离天空近
了，离梦想近了，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是
一个真正的追风少年。还有那个男孩，
从另一个方向驶来，许是清晨的空气太

潮湿，他的前额、睫毛、鼻尖儿上都沾上
了露水，一缕阳光轻轻地落在他的身
上，留下一道修长的身影。远远地看见
他的脸上泛起了柔柔的涟漪，好像一直
都在对着她笑，微微地笑、含羞地笑，很
清澈、很灵动，像是夜空里皎洁的上弦
月，亦或是蓝天下风吹的云。无需排
练，无需渲染，无需张扬，当他们并肩而
行，所经之处便是青春的剧场。笑也带
泪，哭也芳华，因为无论多么的纯美，终
究也只是生命中的过客；无论多么的忧
伤，记忆里也永远是明媚的春天。

晨曦里透过的那抹阳光分明是陈旧
的，游离着无数时光的影子，给人一种变
化莫测、捉摸不定的幻觉。突然觉得变
与不变是那样的玄妙，就像我是谁？谁
又是我一样令人琢磨不透。你觉得物是
人非，可青山见证的却是生生不息；你认
为绿树长青，可年轮记载的却是流年已
逝。就像路旁那两行亮黄的野花，开得
正是时候，艳丽中带着羞涩，繁茂中藏着

娇柔，可它们真的是簇新的花朵吗？去
年今日，盛开在这里的又是谁？转角邂
逅它的人又是谁？”桃花谢了，有再开的
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但是，聪
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
不复返呢？”在这个早晨，忽又念叨起朱
自清这篇诗文来，心脑中凝结着淡淡的
哀愁，只为那逝去的时光、远离的生活，
还有曾经恋恋不舍的人和事。也如朱
自清般喟叹，从前还留着些什么痕迹
呢？又何曾留着像游丝般的痕迹呢？
如果可以选择，如果时光不负，你又是否
愿意与它长相厮守、静对花开呢？

其实没有如果，人生只是一场匆忙
的旅行。那日的遇见始终在脑海里挥
之不去，在这个如同旧日的晨曦里忽又
想起。一个母亲领着两个孩子进城在
超市里买零食，初夏正午骤然升高的温
度使人焦躁，难免也会生出一些疲惫和
沧桑。虽然深知人生变幻莫测，但还是
有些猝不及防。因为曾经那是一个脸

型圆润、皮肤白皙，给人无限遐想的姑
娘。最钦佩的是当年那位同窗才子，将
对这个姑娘的满腹情思写在了毕业会
考的语文试卷上，这或许是他学生生涯
中最后一场考试。他用这样一个题材
挑战了应试教育，他的勇敢征服了那些
蠢蠢欲动的心；他用十几年饱览群书的
智慧写下了一篇至纯至美的情感散文，
他的才华打动了所有阅卷老师，并且用
分数给了他最高的评价。写完这篇文
章，他就毕业离校了，或许他还不知道
他的青春之歌美丽而高亢。留校等待
中考的人却有幸听到语文老师范读这
篇文章，虽然未提及姓名，但大家都从
文中音容笑貌的描述里读到了她的身
影，那个常常身着嫩绿色衣裳的少女，
如同仙子一般伫立在初春的百花丛中。

明明知道很多事情过去了，便无需
再提起。且如今我也是两个孩子的母
亲了，早就不谈论儿女情长了，只在家
长里短中摸索前行。但禁不住就是想
问：她还是同窗才子笔下那一抹鹅黄浅
绿吗？答案其实很简单，每一个人都有
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或许已经尘
封，或许正在想起。事过境迁，沧海桑
田，可能还是那份不明就里、不计得失、
不论成败的情感最让人动容，就如同这
五月晨曦里透过的那抹阳光，它陈旧如
昨，却历久弥新、光彩照人。

又逢高考季，一份别样的情愫激
荡心间。

屈指算来，从 1977 年恢复高考至
今，我家三代人先后有 37 人参加高
考，21 人考入不同的大学，16 人多次
参考却屡屡落榜。可以说，我们这样
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的众成员，曾因
高考而欣喜，又因高考而悲伤。我们
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份独特的

“高考情结”。
1977 年秋天，父亲正在单位参加

“炼铁状元”的评选活动，车间领导将
他拉到一边，言道：“刚接到通知，从今
年起，正式恢复高考。”

据父亲所述，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
时，一下子怔住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嘴
巴长时间没有合上。接着，父亲一把拉
住了那位领导的手，深深鞠了一躬，冲出
会议室，朝宿舍奔去。领导在后面喊：

“喂，你可是十佳炼铁状元啊，快来宣读
材料……”父亲却置之不理。

到了宿舍，父亲向同事们高声宣
布恢复高考的消息。几十号人一下子
炸了锅，跳着，唱着，拥抱着，哭着……

当时，父亲有五位同事定于年底
结婚，闻听恢复高考的消息，早把结婚
之事抛到了九霄云外，聚在那盏煤油
灯下，捧书而读。尽管距离高考仅有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他们只争朝夕，
意气风发。

在我家里，不但父亲雄心勃勃，叔
叔和姑姑们同样彻夜苦读。他们知
道，不管结果如何，都要放手一搏，否
则，将是终生遗憾。

1977 年 12 月 10 日，父亲和同事、
姑姑、叔叔们走进了考场。然而，大家
统统落榜了。那年，全国各地有 570
多万人报名高考，最终录取了 27 万。
落榜之后，父亲和叔叔、姑姑们满心遗
憾，却并未一蹶不振，他们聚在一起，

作出一个约定：明年继续考！
谁知，在连续三年的高考中，我们

家仍没一个考上的。父亲和大多数兄
弟姐妹不得不放弃高考，努力工作，精
心务农，全力资助年龄最小的四姑姑
参加高考。四姑姑没有让大家失望，
于 1985 年考上了重庆大学。

和我同龄的大表哥，从 1988 年第
一次参加高考，直到 1993 年，前后考了
六次，始终无法叩开大学的校门。成
绩最好的一次，与分数线只差三分。
终于，大表哥含泪回到了乡下老家，拿
起了锄头，面朝黄土背朝天。

四 年 之 后 的 1998 年 ，我 参 加 高
考。坦率地说，当时对于高考这座“独
木桥”的认识比父辈们宽泛了许多。考
不上大学，还可以参加自学考试，可以
读中专、技校。所以，当我落榜之后，并
未有多少失落，于当年年底穿上了军
装，退伍后参加自学考试，苦学三年，
相继取得了专科和本科学历。当我将
好消息告诉家中长辈们时，他们自是
欣慰无比。

当年的大表哥连考多年，终和大
学无缘，但他的两个儿子却很争气。
2013 年，大儿子考入南开大学，2016
年，小儿子考入了清华大学。我们和他
开玩笑：“这叫做‘高考智商转移’，下一
代替你实现了梦想！”

漫漫四十年，悠悠三代人。随着
时代的发展，关于高考的理解与感悟在
不断地刷新，有过波折，也有过争论，更
有过无尽的犹豫与彷徨。然而，纵观四
十年的社会发展，高考仍旧是一种成本
最低、效率也最高的人才选拔方式。只
是，“一考定终身”的观念似乎随着时代
的变迁而进入了历史，因为，身处新时
代的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成才渠道，
只要有梦想，就志气，想学习，善于学
习，我们一定能成长、成才、成功。

东 京 涂 鸦
□ 方任飞

人物：刘健，农家乐餐馆主人，40
岁，农民；

孟老板，投资商，50 岁左右；
侯媛，黄山管委会宣传部干事，女，

30 岁左右；
司机，30 余岁；
小瑞，女，农家乐的服务员，25岁；
张春展：40岁左右，渔业公司职工；
石头，春展的儿子，12 岁；
女游客，28 岁，孟老板的女儿。

黄山奇峰竞秀，云海瀑歌……
太平湖碧波荡漾，鱼跃艇飞……
处处美丽乡村依山傍水，黛瓦粉墙

……
（合唱声）
游不尽大黄山人间仙境，
赏不完太平湖旖旎风光。
名山秀水翡翠地，
美丽传奇情更长。
推出片名——《湖边人家》
1.黄山、太平湖景区道路上。日。
一辆轿车在行驶。
一路飘荡着宋祖英演唱的《一湖太

平水》的曼妙歌声。
2.车厢里。日。
司机在开车。
孟老板、侯媛坐后排。
孟老板：“侯媛侯作家，屯溪和汤口

有那么多豪华酒店咱不去，为什么偏要
跑去太平湖吃那农家乐？”

侯媛：“我们黄山风景区与太平湖
风景区已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黄山管委
会政治处领导还担任太平湖永怀村的
扶贫工作队长呢！我这个宣传干事经
常来太平湖采风。给你说孟老板，这里
的山珍湖鲜，美着呢！”

孟老板：“乡镇农家乐能有啥稀罕
菜，我就怕兜里这钞票无处扔！”

侯媛：“呵呵呵，你孟老板真是豪气
过人呀……”

孟老板：“也好。去太平湖，我想找
个人。”

侯媛诧异地：“找人？找什么人？”
3.太平渔村某农家乐门前。日。
轿车在某农家乐门前停下。
孟、侯等人下了车，一起向农家乐

门口走去。
农家乐主人刘健远远地向他们打

着招呼：“侯作家，你们来了哦！”
侯作家：“刘老板，生意可好？”
刘健：“太平湖游客越来越多，渔村

家家生意都不错呢！”招呼他们进屋。
4.农家乐内。日。
几个人刚刚坐定。孟老板就豪气

十足地说：“先来盘鳄鱼肉！”
刘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为难地

说：“老板，小店没有这个。”
孟老板眼也不瞄刘健，“啪”地声甩

出鼓囊囊的钱包：“不差钱，上。”
刘健忙掏出烟来，给几人散烟：“老板，

这个真没有。不信您问侯作家。”
侯媛略带嘲讽地笑道：“孟总不亏

是投资公司老总，财大气粗呀！”
孟老板嘿嘿道：“我来黄山考察投资项

目，有你这样的美女加才女作陪，深感荣
幸。请你吃顿饭，也不能太随便呀！”

孟老板转头又问刘健：“野山羊之
类的野味总该有吧？”

刘健正色回答：“老板，抱歉，这个
也没有。我们太平渔村农家乐都是守
法经营，诚信待客，该有的尽量满足顾
客，不该有的坚决没有。”

侯媛看了刘健一眼，拿过菜谱，说：
“行了孟老板，有那个意思就行了……
来，我点吧，太平湖鳜鱼锅仔一份，霉干
菜蒸腊肉一份，再炖个土老母鸡汤，来
两样素菜，行了。还是那个老规矩吧，
先交钱，再上菜？”

刘健：“是是，老规矩、老规矩。”
孟老板乜斜了一眼刘健：“怎么？

还会吃你的霸王餐？”
侯媛：“刘老板，你算算多少钱？”
刘健算了一下，抬起头：“三百八。”
孟老板将一盒“软中华”撂在桌上，

抓过桌子上那个鼓囊囊的钱包，捻出三
张百元钞，往桌子上一放：“这行了吧？”

刘健不愿意，说：“我是实诚人，饭
菜也是实价格。”

孟老板抽着烟，又抽了一张五十的。
刘健还是不愿意：“老板，没法优

惠。”
侯媛见状，劝孟老板：“人家也不容

易，你孟老板也不差这一星半点的，给
了吧。”

孟老板没说话，又掏出一张十元的。
“还差二十。”刘健伸着手，很执着，

“都是有本钱的，我不能干赔本买卖。”
侯媛看不过去，刚要掏钱，孟老板

见状，忙掏出一张五十的摔给刘健：“不
用找了。”

刘健接过钱，也不说话，又找回孟
老板三十元。

孟老板黑着脸：“太呆（ai）了，多一
块不要，少一块不行。以后打死我也不
来了。”

司机帮腔：“乡下人，就是死板！”
刘健没说话，转身径直向操作间走

去。
5.同上。日。
菜上了桌子。
桌上一瓶酒和酒杯的近景。
筷子夹菜的特写。
孟老板嘴巴咀嚼的特写。
侯媛：“孟老板，味道如何？”

孟老板满脸喜气：“不错不错，不咸
不淡，味儿就是鲜！”

这当口门口进来了一个十多岁的
男孩，高声叫道：“一碗肉丝面。”

刘健赶忙从操作间走出来，笑眯眯
地应答着：“好，给石头做一碗肉丝面！”

男孩递过去的是一张红色的纸币。
侯媛惊讶的脸。
司机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一下孟老

板，让孟老板看。
刘健收下这张红色纸币，亲切地

说：“你等一会儿吧石头！”
石头：“嗯，我玩一会儿再来。”说完

转身跑出去了。
侯媛看着刘健手里的那张纸币，提

醒说：“刘老板，你可看清楚了，他给你
的可是冥币！”

“我知道。”刘健说罢，就把团在手
里的冥币撕了。

司机气愤地：“从小不学好，这屁
孩，欠揍。”

侯媛有点糊涂地看着刘健：“石头
的父亲是不是个地头蛇呀，你惹不起？”

刘健淡淡一笑：“孩子得过脑膜炎，脑
子不大灵醒，经常把冥币当钱使。”

孟老板附和道：“都是有本钱的，咋
说也不能干赔本买卖啊。”听口气，完全
是在嘲讽刘健。

刘健不以为然：“他也只是吃碗面，
没什么大不了的。”

侯媛由衷地说：“你这么好心，孩子
真幸运。”

刘健说：“不只是我，村里凡是开店
铺的都这样对他。”

这时，服务员小瑞刚好端菜过来，
插话说：“这个石头是春展家的孩子。”

孟老板听了，放下酒杯，冷冷一笑，
说：“谁说乡下人老实？也会拍马屁嘛。”

刘健顾自说：“别说吃碗面条，吃我
身上的肉我都舍得。春展不容易啊！”

孟老板一副豁然明白的样子：“我
明白了，村长在这里定点就餐，往这带
生意……行。我看走眼了，刘老板会
做生意。”

司机：“人家石头爸是村长，生意人
谁还不会讨领导的欢心？”

侯媛皱眉不语。
刘健没接话茬，叹口气，说：“张春展

不是村长，只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春天
的春，开展的展，他叫这个名。我俩是发
小和同学，他原本在太平湖渔业公司上
班。一天，他巡湖时突然发现一名女游客
跳湖，他不顾天寒地冻跳入水中，把姑娘
救上岸来。后经了解，姑娘因为失恋，一

时想不开……”
（闪回：伴着刘健的旁白，春展从快

艇上纵身跃入水中；春展奋力将手脚胡
乱挣扎的女游客推上湖边木栈道；春展
和其他人把女游客抬进疾驶而至的救
护车；春展膝盖一软，倒了下去，人们惊
呼。）

刘健继续在说：“这一次寒冬下水救
人，张春展的风湿病更严重了。祸不单行，
这时他的爱人又查出得了血癌，连妻子娘家
人都劝他放弃了，他却不顾债台高筑，拖着
残病之躯带爱人四处求医、化疗。春展家
因病致贫，好在被及时递补进建档立卡贫困
户，健康脱贫兜底‘351’和‘180’工程给他家带
来了希望……”

孟老板、侯媛等几个人一下子停止
吃饭，惊愣、沉默了。

孟老板喃喃道：“知道吗，那个女游
客就是……我的女儿。我此行还有一
个目的，寻访恩人……”

6.同上。日。
几个人吃完饭，刘健送他们出门。
走到门口的孟老板突然转回身，从

钱包里掏出一叠百元钞票，不声不响放
到吧台上。

“老板，已经算过账了，您是不是喝
多了？”刘健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那个孩子、对，石头，他想吃
什么，你就给做什么……”孟老板头也
不回，走出了农家乐。

侯媛也默默地掏出两张百元钞票，
硬塞到刘健手里，赶紧出了门。

刘健愣住了：“你们……”
7.农家乐门前。日。
孟老板和侯媛一起向轿车走去。
孟老板：“侯作家，刘老板的农家乐

还真有点味道！”
侯媛：“那你说，还来不？”
孟老板：“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

来不看岳。日啖三餐农家饭，不辞长作
黄山客！”

侯媛打趣道：“没想到，孟总的便便
大腹里，还装了不少学问嘛！”

刘健还站在门前，向他们挥手道别。
8.太平湖摩托艇上。日。
孟老板：“我的投资项目，选好了！”
侯媛惊喜地：“什么项目？”
孟老板：“我要投资太平湖的生态

农业、生态旅游，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做一份贡献。”

侯媛鼓掌：“好！石头有弱智和多
动症，没法到学校正常上学，我就利用
节假日，为他送学上门。”

摩托艇箭射而去，犁开朵朵浪花
……

（合唱声起）
太平湖水浪逐浪，
人间有爱心连心。
黄山高啊！高不过党的恩，
湖水深啊！载不动干群鱼水情。
——剧终——

在东京十个月，见识了久违的乌
鸦。街头巷尾，天上地下，随处可以发
现它们的黑影。

在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社、寺院（墓
园）的碑顶、枝头，都栖息着三三两两
的乌鸦。它们在这里，被虔诚的人视
作神鸦，礼拜和供品，都有享受的份，
简直是神灵和祖宗当之无愧的代表。
其实，在中国，早就如此，辛弃疾《永遇
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佛狸祠下，一
片神鸦社鼓”，日本不过是延续了中华
民族的这种民俗而已。

乌鸦在我们那里，历来不被人看
好。元人马致远写道：“枯藤老树昏
鸦”，我说，马老认为这乌鸦也是老糊
涂。你可别和我争论——家喻户晓的
狐狸和乌鸦故事，可以为证：乌鸦如果
不昏，嘴里的肉，怎么会被狐狸骗走
了？古希腊人写的《伊索寓言》说得明
明白白的。东京街头的乌鸦又当别论，
简直和当代日本人一般聪明强悍。常
见 XX 区清扫事务所收集可燃性垃圾
日，居民在指定的人行道分类存放的塑
料垃圾袋，往往被乌鸦若无其事地撕
开，津津有味地啄食着肉骨、面包渣，
旁若无人。被人牵着路过的狗，想来
沾点光，可是，一看乌鸦那张牙舞爪的
样子，赶忙识趣地离开。这霉头，我可
是亲身经历过。前天，我带小女儿到
附近的上野公园不忍池畔散步，看见
树丛中一只小乌鸦扑腾着翅膀跳，可
能是从窝里掉下来的，枝头三只大乌
鸦，在“啊，啊，啊”地叫，显得焦急和无
助。我灵机一动，掏出手机，想拍下这
一幕。先朝树上摁了二三下，再追逐
小乌鸦，近距离拍。谁知犯了鸦怒，它

们居然从高处直扑下来攻击我，吓得
不远处的女儿嗷嗷叫。我赶忙离开小
乌鸦，双手狂舞，差点没有把手机撂进
不忍池，驱逐这三只体躯庞大的发狂
的猛禽。我有个随时随地拍照的职业
习惯，在公交、地铁上也一样。为此，
我那日本通儿子还提醒过我，说日本
人不喜欢别人照相。想不到东京的乌
鸦，都这样近乎野蛮地维护它们的肖
像权。这一次，让我长了记性。

乌鸦叫，祸来到。在中国民间都
有这样的成见，喜欢喳喳叫的喜鹊，厌
恶“乌鸦嘴”。乌鸦还有叼小鸡和啄食
嫩玉米的害处，遭人嫉恨，情理之中。
曾几何时，在中国大地，之所以几乎灭
绝，有一种原因可以解释——那一年，
我结束探亲假回新疆，53/54 次直快列
车，路过陕西宝鸡站，通常是晚上。列
车停时，照例有提篮小贩上来兜售土
特产，宝鸡的烧鸡有名，有些人买了。
列车开动，开始欣赏美味时，突然有人
惊呼：“乌鸦！”大家一看，果然如此。
在破口大骂缺德的同时，车厢里，可能
有熟读鲁迅作品的读者，记得历史小
说《奔月》中，有“乌鸦炸酱面”一说，于
是乎，他表示可以试试。结果出人意
料，味道还可以接受，并不是传说中的
酸。一列车旅客，来自五湖四海，奔赴
天南地北，宝鸡的经验，一传十，十传
百……乌鸦，也像许许多多野生动物，
因为众口嚣嚣 (借用)，很快成为珍稀
动物，以至灭绝。而巧舌如簧人见人
爱的喜鹊，这些年也不多见了，我可是
百思不得其解。

2018 年 ，是 我 国 改 革 开 放 40
周年。为广泛宣传改革开放四十
年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
成就，充分展示新时代黄山人的良
好精神面貌，引导和激励市区广大
干部群众为建设“更美丽更富裕更文
明的现代化新黄山”集聚新的力量，
黄山日报社根据上级部署并经研究
决定开展“这座城?这些年”纪念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文学征文活动。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围
绕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主题，通过
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微电影微戏
剧剧本等各类文学体裁，回顾 40 年
来我市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展示
黄山广大建设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敢于拼搏、奋发有为的良好精神面
貌和伟大壮举，激励全市上下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扎实工

作，为阔步现代化新征程做出更大
贡献。

二、活动主题 回 眸 改 革 开
放 激励共赴前程。

三、时间安排 6 月初部署组
织 发 动 刊 登 征 文 启 事 、公 布 邮 箱

（hsrbzk@163.com）接受作者投稿；8
月份根据稿件征集中情况，邀请部
分作者参与，确保推出一批有质量
的作品；9 月邀请有关部门专家参
与评奖，所有获一二三等奖的作品
在黄山日报副刊版面刊登，并结集
成册。其余应征作品择优在黄山日
报新媒体平台推送。

四、奖项设置 一等奖 1 篇，二
等 奖 2 篇 ，三 等 奖 3 篇 ，鼓 励 奖 4
篇 。 奖 金 各 为 800 元 、600 元 、400
元、300元。

五、颁奖仪式 10-11 月择日
举行。

黄山日报社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文学征文活动启事

湖 边 人 家（微电影）
□ 袁良才 侯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