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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十《岛叙事》
何处是归程

■看小说

“

”

刚刚过去的201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网络

文学不仅在一年间的发展变化是那么的五彩缤

纷，再往远一些回望，20年的风云变幻更是重重

更迭，乱花迷眼。

20年来，科技发展带来的媒介革命，孕育了

一大批网络写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靠写作生

存，在网上筑梦。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

中国作家协会的调研统计，截至2017年12月，网

络作者数量接近1400万人。其中，驻站非签约作

者约1300多万，签约作者约68万。根据当前市

场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强的重点网站发展情况统

计，截至2017年 12月，各网站原创作品总量达

1646万部，其中签约作品达132万部；2017年新

增原创作品233万部，新增签约作品22万部。网

络小说线下出版图书6942部，改编电影（含网大）

1195部，改编电视剧（含网剧）1232部，改编游戏

605部，改编动漫712部。

如上的数字叠加，汇聚成网络文学光彩夺目

的一片蓝海。他们用写作证明的不仅是文学本

身，突破的也不仅是文学的固有模式。从这个意

义上说，网络文学更富多样性，离梦想更近。

致敬·传承

网络文学发轫时期，榕树下还是创始人朱威

廉的个人主页。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平台，让

“文学成为大众的文学”。几经周折，到了盛大文

学收购后，榕树下终成一个品牌标识，保有了网

络原创精神，使文学真正成为大众的文学。许多

怀揣梦想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圆梦，更让许多

“80后”通过网络写作一夜扬名。这是继80年代

文学热之后的第一次网络文学浪潮，来得更大、

更猛。榕树下孵化出来的知名作者创造了一个

时代神话：韩寒、贾飞、安妮宝贝、宁财神、李寻

欢、邢育森、蔡骏、今何在、方世杰、慕容雪村、木

子美、菊开那夜、西岭雪、沧月、郭敬明等等不一

而足。网络写作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是巨大而深

远的。一批批网络作者争先恐后，纷至沓来。他

们从不同的站台在不同的时间登上这列网络写

作的时代快车，朝着同一个方向疾驶。这个方向

叫做梦想。在旅途中，更多的知名作者历练出

来，唐家三少、血红、月关、跳舞、酒徒、天蚕土豆、

耳根、愤怒的香蕉、流浪的军刀、骠骑、烽火戏诸

侯、阿菩、陈词懒调、丁墨、吱吱、希行等，承前启

后，向梦想疾驰。

当年的“80后”大多早过而立之年，甚至已近

不惑。作为其中的佼佼者、网文写作的翘楚，唐

家三少和血红两人有个约定，他们梦想在有生之

年能写到1亿字。在过去的14年中，唐家三少每

天连载，没有一天间断，共创作了近20部作品，超

过4000万字，出版了200多本图书，总计销量过

亿册；血红坚持写作超过15年，写了18部长篇，

共计4700多万字。血红更愿意只管埋头写字，其

他的事情由网站来打理；唐家三少除了埋头写

字，还要时时经营一下自己的公司。这两位大神

基于创作的两种选择，代表了当下网络白金作家

的整体状况。唐家三少说：“如果没有网络的共

享，没有网络文学和读者们便捷的交互，或许我

不会走上创作这条路。”

随着网络创作与文化产业产生市场关联，作

为源动力的网络文学发生了井喷式增值，直到现

在，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在粉丝经

济的烘托下，优秀的网络作家像一颗颗新星，发

出耀眼的光芒。他们发出的那一束光，照亮了他

（她）和他（她）的读者，还有周遭的一片天地。他

们用键盘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文化奇迹诞生在当

代中国。

当年的榕树下一路走来，已经变成互联网写

作的里程碑。到了2017年，特别是见证了网络文

学集团接连上市后，榕树下的价值早已不在市场

效益，它更多地变成了互联网普适意义的精神领

袖，传承了网络文学的原创价值。这精神，便是

从现实抵达理想、又从理想抵达现实的路径。

助力·担当

2017年，适逢十九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兴盛。网络文学是时代的骄子，从本质上契合社

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属性。从网络文学创作的源

头看，东西方神话体系、中外文学经典、中国历史

文化智慧以及当代人民生活体验，这些写作的矿

藏，都是人民的智慧结晶，都是人民的伟大创造

与实践。这一切都是网络写作的素材源泉。因

此，网络文学先天带有“人民”的基因，带有“人

民”的属性特征，这种属性特征存在于网络作家

集体无意识的书写状态。作为网文创作的最大

类型、有最多大神和最多读者的玄幻文，多从中

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灵感。近年来成绩斐然的军事类网文，

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网文，从熔铸于党领导人民

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中挖掘源泉。这一年蔚然成风的现

实题材创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寻

找不平凡的人物。这些类型多元化、主题多样化

的网络书写，彰显了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自信和

文化自觉。

这一年，从国家政策扶持到社会环境氛围，

从国家文化输出战略布局再到整个产业生态营

造，都呈现出利好的一面。国家重视文化发展的

力度前所未有，网络文学从业者的积极性空前高

涨。党政部门对网络文学的领导和引导作用不

断加强，中国作家协会进一步加大对网络作家的

团结、引导、协调、服务，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更

加注重提升文学品质，促进作家创作、理论研究、

版权保护、海外传播诸方面的长足发展。

这一年，网络文学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相关

政策频频出台，行业主管部门措施更加清晰，网

络文学市场环境不断改善，各地扶持办法逐渐落

地。其中，在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

划纲要中，明确了“十三五”期间国家文化产业发

展的总体方向和主要任务。再次明确强调，要

“发展网络文艺”，加强网络文化产品的创作生

产，加大对网络文艺引导力度；同时，提出推进原

创文化作品的版权保护，规范网络使用，加强互

联网文化管理法规制度建设。在《关于推动数字

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提高

网络文学等网络文化产品的原创能力和文化品

位，促进网络文化产业链相关环节的融合与沟

通。这一年的“剑网2017”行动，对重点作品 IP

版权、APP领域等侵权盗版问题进行专项整治。

这一系列政策的推出发力狠、落地准、效力大、助

力强。整个社会对网络文学及其产业的高度关

注和包容形成了良好的正向力量，给了网络文学

写作者更好的发展空间。网络作家的创造精神

空前高涨，正能量写作得到前所未有的拥护。整

个网络空间呈现清明净朗的美好景象。

这一年，中国作协成立了网络文学中心。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和中国网络作家村先后

挂牌；“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和“茅盾文学新人

奖·网络文学新人奖”先后举办；各地不断推出网

络文学奖掖举措。网络文学得到全社会更广泛

的关注和认同。党政部门和群团组织主办的网

络文学活动较之以往显著增多，网络作家培训规

模不断扩大。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编辑

培训，到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的作家培训，到团

中央、统战部联合或独立举办的网络作家培训

班，再到各网站的培训、各地高校的网络文学学

历教育，次第开花，势头健旺。这些举措，聚焦文

化生态，汇聚正能量，培育原创文学，培养作家队

伍，增强了作家的使命与担当意识，孕育了新的

创作力量。网络作家以积极的心态，用写作参与

到新时代的伟大创造中，把为时代立言、为人民

放歌当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彰显了文化工作者

的担当意识。正如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

中国作协联合主办的网络文学优秀原创作品推

介活动发布会上，网络作家代表唐家三少所讲：

“在这个新时代，在网络文学这个崭新的行业，我

们每一位网络文学作家都怀揣梦想之心、道义之

心、创新之心、工匠之心、坚韧之心和永恒之心，

努力创作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

对于网络作家而言，写作已融入他们的生

命。那么网络文学，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

作者用生命铸就的事业。社会各界和网络作家

自身对网络文学的期许不断提升，一些网络作家

开始参政议政，如唐家三少、蒋胜男、血红、跳舞、

我吃西红柿、阿菩、晴了等分别当选全国和地方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成为网络文学主流化的重

要标志。

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意识到，他们肩上负有

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他们从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开始，走向文化自省。他们叩问自我，明了内心，

将内动力与外动力结合起来，调整方向，蓄势再

发。他们坚信，梦想正在变成现实。他们以前所

未有的自豪感、荣誉感和责任感、使命感，以千帆

竞发、百舸争流的奋进姿态，为实现自我价值而

写，为时代而写，为家国而写，为助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而写。

多元·现实

这一年，“精品化”、“经典化”创作观念深入

人心。网络作家形成了思考为荣的创作新时

尚。口水式写作走向式微；精致化创作得到更多

作者认同；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喜闻乐见受到广

大网络作者追捧。作家们开始重视现实元素，改

变了之前过多幻想和架空的内容，更多关注家国

命运与个体遭际；开始注重文学细节，向经典作

品和传统文化借力；不断汲取二次元文化元素，

保持作品形式创新，适应改编趋势，同时面向青

少年读者布局。

在IP助力下，玄幻奇幻修真仙侠类作品社会

影响更为显著，《择天记》《完美世界》《大主宰》《雪

鹰领主》等作品版权运营开发成绩骄人；《奥术神

座》《回到过去变成猫》《原始战记》《紫阳》《太玄战

记》《放开那个女巫》《万古仙穹》等表现不凡。历

史、军事、古代言情、都市言情等主流类型依然醒

目，历史题材迅猛发展成就突出。《诡局》《夜旅人》

《盛唐风华》《汉乡》《君九龄》《写给鼹鼠先生的情

书》《他站在时光深处》等作品倍受瞩目。

网络文学创作主力稳健、异军突起，凸显了

网络文学创作生态的包容性、多样性与丰富性，

昭示着网络文学更多的可能性。一大批优秀作

品文笔娴熟，风格独特，既体现出网络小说写作

技法的延续性，又蕴含了可喜的创新精神，丰富

了内容表现，彰显了主流特征。网络文学类型创

作的固有格局正在打破，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创作

局面正在形成。这不仅是文学高峰形成的必要

前提，也是文学繁荣应有的题中之义。

这一年，现实题材创作成为核心特征。无论

是从政策导向，还是从网络文学行业布局，上下

同心，对现实题材创作空前重视。党的十九大报

告明确要求：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以主旋律为基调的“重大题材、重要主题和生活

写实”创作开始建立生产引导机制。反映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40年历史，以及“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中国梦、“四个讴歌”的现实主义作品，成

为年度创作重点，如《秋江梦忆》《宿北硝烟》；一

批侧重生活写实、赞颂平凡英雄的现实题材作品

崭露头角，如《心照日月》《第三重人格》《朝阳警

事》；一批重大题材创作脱颖而出，如《复兴之路》

《大国重工》《大国重器》。这些优秀作品，成为现

实主义风向标。

中国作协网络小说排行榜对现实题材更为

重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中国作协联合主

办的网络文学优秀作品推介活动上榜书目中，有

一半以上是现实题材作品。各主要网站也加大

了对现实题材创作的规划。更多作家关注现实

题材创作，出现一批思想内涵丰富、价值观正向

的优秀作品，总体表现了青春、励志、热血、激情、

奋斗，在时代大潮中，自强不息积极进取，体现出

与主流文化相契合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

基于社会现实而又试图超越生活日常的现

实元素，成为催生本年度新兴“类型文”潮流的第

一驱动力，如工业强国文、都市异能文的兴起。

《武道宗师》《美食供应商》，以都市时尚生活、特

别是互联网时代的独特“现实元素”，赋能虚拟世

界，将直播、网红、红包、电竞等现实元素，赋能于

非现实类题材，获取“被创造的现实感”。由虚向

实、由实向虚，“少年感”、“少女心”、“少年魂”爆

棚，弥漫整个社会的抗争和奋斗思维，以及孕育

其中的批判精神，为弥合现实和理想的裂隙，提

供了“建构”现实主义的内在动力。

中国网络文学20年，与其说是文学的胜利，

毋宁说是想象力的解放，它拓展出一个比文学更

广阔的虚拟空间。想象的世界越是虚幻，就越是

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文学的意义，在于寻找文字

背后的含义。虚拟的世界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的

正是现实。更可贵的是，在现实与虚拟之间留存

的，是现实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意识、人文关怀以

及精神建构的力量。

中国网络文学创作发展的驱动模式，立足于

幻想与现实，并形成内在张力：因为立足于幻想，

网络文学超越了日常感知，抵达了由现实生发的

奇妙想象；而看似虚幻虚拟的想象，恰恰穿透了

生活现实，成为网络文学现实主义精神所在。就

连网络文学最大门类的玄幻小说，许多作品也具

有现实主义精神品质。

这正是网络文学的奇特之处。它以无限丰

富的想象力，与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紧密关联，

并以它为原型、为起点，映照现实、重塑自我，在

奇异瑰丽的想象中，重新赋予现实以新的秩序、

意义和价值。

中国网络文学创作发展的驱动模式中国网络文学创作发展的驱动模式，，立立

足于幻想与现实足于幻想与现实，，并形成内在张力并形成内在张力。。它以无它以无

限丰富的想象力限丰富的想象力，，与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紧与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紧

密关联密关联，，并以它为原型并以它为原型、、为起点为起点，，映照现实映照现实、、

重塑自我重塑自我，，在奇异瑰丽的想象中在奇异瑰丽的想象中，，重新赋予重新赋予

现实以新的秩序现实以新的秩序、、意义和价值意义和价值。。

20172017年网络文学年网络文学：：

更富多样性更富多样性 离梦想更近离梦想更近
□□肖惊鸿肖惊鸿

■评 论 “他尤其钟爱的是时间里的黄昏晚景”
——曾皓小说印象 □罗伟章

读曾皓的小说，能给人充实的感觉。这是

很原初却也是很高级的阅读体验，某些时候

还构成阅读的目的。曾皓所依赖的，不是读者

的情感共鸣，而是将审美当成自己首要奔赴

的目标，力争把小说写得有趣，写得好读。这

也是现代小说的一般特征。好读的小说当然

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小说，但从接受学的意义

讲，它一定是很重要的元素。曾皓的小说里，

大多有个作者之外的叙述者，那个叙述者也

是一个引领者，有时还是一个观察者，是可以

进退自如的；读者也一样，陷进之后，是可以

出来的。读者和作者一样自由。

因为从容和自由，使曾皓的小说呈现出

一种智性。他从不纠缠，起承转合，都巧妙度

过，且韵味十足。比如在《篝火燃烧的地方》，

表姐和柳公子关于小鸟和鹰的对话，使表姐

明白，柳公子是要做鹰，孤独翱翔，她的爱情

不会有什么结果。情节就这样转过去，没有任

何黏稠和缠绕。在《追赶影子的将军》里，将军

回到故乡，曾皓写道：“他多日不见的影子，婴

孩儿般跌跌撞撞地朝他走来。”那将军14岁

参加红军，在故乡度过了童年和短暂的少年，

当年跟随他的影子，自然也不是苍老的影子。

如果写成“他多日不见的影子，跌跌撞撞地朝

他走来”，没有人说写得不对，但加上“婴孩儿

般”几个字，就多了时光的意味，多了抚触和

关照，就见出作家的情怀、机智和缜密来。这

样的小地方，是作家特别用功的地方。

“自由、轻盈、神秘”，是朱向前对曾皓小

说的总体评价。我想，这是因为曾皓想象跳荡

飞扬，又能删繁就简，加上他对叙事节奏和张

力的有效把控，从而形成的一种美学气质。轻

盈不是轻，曾皓的小说不轻。曾皓对空间不太

感兴趣，也可能是故意割舍了这种兴趣，他的

很多作品，都着迷于对时间的表达。空间是固

定的，时间是流动的，这种对时间的关注以及

将空间化为时间的自觉，成就了他作品的轻

盈。他尤其钟爱的，是时间里的黄昏晚景。他

以“将军”为题的小说，我所见的就有三篇，其

中包括《将军的麻烦》《追赶影子的将军》《会

飞的将军》，这些将军都有八九十岁了，都走

过了漫长的人生，时光本身就是神秘的，就让

人追思或遐想；将军的特殊身份，又会提醒读

者去打量他们经历过的沧桑岁月。轻盈背后

沉实的生命内涵，由此确立。

从另一种角度说，这是高铁的时代、“地

球村”的时代，速度挤压了空间感，小说家再

像以前那样，写一个远方的故事，用异域风情

去打发读者，已经无效；但时间永远在那里，

时间并不因为有了高铁，就把一天变为五小

时（心理上的时间是另一回事）。曾皓顺应了

时代对小说家提出的新要求。

时间既是这样一种存在，就是人人都必

须面对的，你躺着站着都要面对，曾皓写出了

这个，因此他的小说总是越界的。他写了将军

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本质上是人的故事、我

们的故事。一切优秀的小说，写的都是“他

们”，也是“我们”。一些批评家认为，作家与作

品完全没有关系，真正与作品有关系的是读

者，且只有读者，并因此宣布“作者已死”。这

样的观念，的确拓展了阐释文学的空间，但最

终，它在消解作家意义的同时，也可能消解了

文本的品格。这其实是文学的危险。为避免这

种危险，我们还是要回到原点去，承认作家的

合法地位。毕竟作者在读者之先，作品是作家

们通过点点滴滴的艺术手段，来实现了某种

目的，而读者本身并没有提供意义，读者是在

作家贡献的文本基础上建构新的意义。

曾皓是军旅作家，这种符号化身份，让读

者面对他的作品时，会预设一种阅读期待。我

们熟悉的军旅小说，充满了厮杀声，充满了惨

烈的刀光剑影，它与祖国、人民、忠诚、背叛、

奉献、牺牲等等血肉相连，与波澜壮阔、英雄

气概和集体伤痛等等血肉相连。那是因为军

队是用来打仗的，我们把军旅小说理所当然

地简化成了战争小说——是在战争的现场。

但承平日久，几十年没有战争，像曾皓这种新

生代军旅作家，必然面临一种尴尬。尴尬不可

怕，尴尬的地方正是艺术生长的地方。曾皓非

常聪明地让他的主人公活上八九十年，在他

的主人公身上，有残存的硝烟、残留的弹片，

这使他的小说既有时光的烟尘，也自带一种

硬度，我称它为骨力，也称它为正景。他以此

满足了读者的部分期待。曾皓很清楚，他只

能到此为止，要他穿越时光，回到战争的现

场去，纵有泼天的才华，也写不过《静静的顿

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同时也可能写不

过《林海雪原》和《高山下的花环》。对一个小

说家而言，无论怎样拔高想象的价值，也抵

挡不了经验的力量，即便是瞬间的经验。曾

皓清醒，他不会回到那个对他来说并不存在

的现场。但在我看来，他不那样做的真正原

因，或者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那不构成他的

写作理想。他要呈现的是当下，是现实，是让

自己的文字与现实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是

要求证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们：你们有

面对血雨腥风的能力，是否也有面对平淡庸

常的能力？将军们的平淡庸常，正是世界的福

音。他要侦察和思考的是这个。

这一侦察和思考，裂痕出现了，况味也出

现了。《会飞的将军》是一个关于丧失的故事、

关于情义的故事，也是关于英雄的故事。曾皓

叙事流畅，可他拒绝书写流畅的人生。当然世

上本也没有流畅的人生，将军们更不会有。当

将军老了，一样要和衰朽、病痛和死亡正面相

照，而这些平常世事，在将军看来，是不尊严

的。他们要面临断裂般的精神挑战。辉煌已成

过往，但他们停留在那段岁月，他们不自觉地

抹掉了几十年，就像司机低头发条短信，当抬

起头来，踩刹车已来不及了，撞上去了。将军

们的感觉，是从巅峰突然跌落。这有如地震。

地震就会形成裂痕。这篇小说是从裂痕进入

的，那是小说的光，同时也是他笔下人物的

光。他写的几个将军，“我”服务的将军、耿将

军、庞将军、展将军，形成互文的关系，彼此映

照着对方。他们把病痛和衰老，当成一种冒

犯。如果说“军人可以没有朋友，但绝不能没

有敌人”（《追赶影子的将军》），那么他们把病

痛和衰老当成了敌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战胜

敌人。这也构成几个将军最深的欲望。小说是

欲望的探测器，最好的小说，就是探测最深的

欲望。而生命的规律告诉他们，这个敌人是不

可战胜的，在这个敌人面前，尊严很可能是纸

做的。但毕竟他们是出生入死的军人，有着共

同的伤痛、共同的怀想，也有着共同的筋骨，

他们以戏谑、嘲讽和挖苦的独特方式，来表达

彼此间的深重情谊，并以主动选择死亡的方

式，来保有自己的尊严。在人生的最后一场战

争中，他们并没有输，他们依然是英雄。我说

曾皓小说有骨力和正景，就是从这个意义上

去说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曾皓的小说都有个好

骨架，但过于整饬和干净了些，如果能多一些

混沌的、毛茸茸的日常表达，并在日常表达中

去发现、挖掘和塑造军人们的特殊气象，我认

为是可以让小说更加饱满和开放的。

鲍十的中篇小说《岛叙事》（《钟山》2018年第1期）以一座
方圆不到两平方公里的海岛——“荷叶岛”数十年间的传奇故
事，书写了几代岛民命运的变迁和沉浮，叙事宏阔，笔力遒
劲。在社会、经济、人伦、资本等种种力量的作用之下，小岛在
不断发展、变化，也难以避免地被侵扰、乃至被“全岛覆盖”式
地开发，在旅游业日渐发达的同时，原住民却必须面临着背离
故土的遭遇。其中滋味，欲说还休。

荷叶岛上有个荷叶村，村内有一座云公祠，据称是由云氏
后人于明代所建，但现今村上却没有云姓人家，只有一个80
多岁的云姑婆。云姑婆生于岛上的殷实人家，两个哥哥幼年
便出岛求学，后于抗战期间投军抗日，双双殉国。他们的战友
梁久荣带着他们的遗愿来到小岛报信，终成了云家的上门女
婿——云姑婆的丈夫。因为历史原因，梁久荣不得不改名梁
玉昌，一生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的故土。云姑婆的两子一女
都已离开海岛，在广州、上海等地工作生活，老伴几年前也已
去世，她却不肯去和儿女们同住，因为，她总在想：“我要是走
了，祠堂谁打理呢？”岛西有一间酒店，周边还应运而生了一些
小吃店、烧烤店、海鲜店，虽说生意清淡，倒也相安无事。

但是，一个庞大的“全岛覆盖计划”正在加紧运作。岛上
的那间酒店，从最早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大院，变成私人经
营的海产品加工厂、海岛宾馆、海岛大酒店，直到被房地产大
佬收购改造为“海上时光大酒店”，规模越来越大，设施越来越
豪华，俨然就是海岛“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那年在岛西
建宾馆，人都搬到了岛东。这次不知道还往哪儿搬……可没
地方搬了……”这等生死攸关之事，云姑婆的儿女们却有些淡
漠，他们当然知道祠堂和这个家对她意味着什么，可又能如
何？那些掌握了资本的人，“如果他们想怎样做，那是一定会
做成的”。在开发商以各种手段动员、利诱之下，岛上的大部
分人家怀着隐忍和谦卑，也怀着沉重的不甘和不舍，拱手出让
了自己的土地和祖屋。

世事更迭，诀别无处不在，归程却遥遥无期。这一次的诀
别竟成永诀：云姑婆签完合同，在四处耀眼的红“拆”字包围
中，最后一次仔细打扫了祠堂和家，便静静地“睡”去了，只有
大海发出不变的、永无息止的喧哗…… （刘凤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