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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抚伤的写作为了抚伤的写作
□何镇邦

福建作家吴玉辉长期从事党政领导

工作，10年前携长篇小说《守护》登上文

坛，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陆续有长篇小说

《援疆干部》、长篇报告文学《谷文昌》问

世，而且连续摘得两届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的桂冠。近日，他的长篇小说新作

《平安扣》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小说落笔于东海渔村将近70年前的

一场兵灾：1950年5月10日晚上，位于闽

粤交界、东海与南海分界处的铜山岛（东

山岛）月牙湾（马銮湾）畔的钵头村（铜钵

村），溃败的国民党军队一夜从村里抓走

147 名壮丁，造成全村三天三夜断了炊

烟。小说据这一史实，描写了这场兵灾悲

剧，村中三对正在办婚事或正在热恋准备

办婚事的青年（阿海与阿螺、水旺与阿巧、

阿生与阿娇）中，阿海、水旺、阿生均被抓，

老渔民余满舱和他那刚17岁的儿子余添

贵父子也一起被抓，村民谢番薯为了躲避

抓壮丁，用菜刀剁掉可以扣枪板机的食

指……一场兵灾悲剧就这样发生在这个

东海渔村，并绵延了半个多世纪。被抓

到金门当兵的阿生为了兑现对阿娇许下

的“第二年回来插秧”的诺言，趁夜色下

海准备逃回铜山不幸被抓回，当作逃兵

被枪决，阿娇闻讯消失于望夫崖；余满

舱、余添贵父子被抓到大担岛当兵，经过

比较周密的策划，找到两个可作漂浮工

具的篮球选择适当的时机下海，但游到

半途中一个篮球被海浪冲走，余满舱把承

载着生存希望的惟一的篮球让给儿子，葬

身于大海，余添贵回到家，在家翘盼的母

亲婉儿婶难于承受这个巨痛，一个月后病

逝；水旺和阿巧的故事可以说是悲喜交

集：1953年 7月，水旺随“反攻大陆”的国

民党兵回到铜山，曾偷偷回家和阿巧相聚

一夜，有了女儿明月。后来，他在台湾数

十年不能回来，回到铜山时，阿巧垂危，不

久即病故；小说的男主人公许阿海的经历

更为跌宕曲折，他也曾于 1953年 7月随

“反攻大陆”的国民党兵回到铜山，但由于

种种顾虑，夜过家门而不入，只把阿螺临

别时送他的信物平安扣挂在门上。回到

金门后，在实弹演习中受伤，转台治疗后

退伍，流落台湾数十年，他先到阿里山落

脚，为逃避高山族姑娘阿彩的爱情，又跑

到台北的妈祖庙当义工，最后还是回到阿

彩姑娘的身边。而阿螺却只能留在钵头

村“红妆守空帷”，虽有过几段感情，却终

未成家。最后，阿海携阿彩回到钵头村探

亲，三方达成谅解，遂成“一道海峡，两岸

是家”的风景。

小说以铜山钵头这个东海小渔村三

对青年男女由于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而

分隔两岸的命运为主线，讲述了他们多达

半个多世纪悲欢离合的故事。当然，小说

还以相当的篇幅讲述了以许阿海的弟弟

许阿义为代表的铜山党政领导反特以及

制定、执行“兵灾家属”政策的故事，还有

关于妙山妈祖庙菜姑林月乡在海峡两岸

不通邮的情况下奔走于台湾、新加坡与铜

山之间，为两岸传递信息的故事。小说终

卷时，代号“章鱼”的暗藏特务白修德被破

获后经改造成为研究谱牒的专家和政协

委员，在阿海携阿彩回乡探亲时出现于渔

村，当年在金门宣判阿生死刑的军事法庭

法官陆子明捧着阿生的骨灰盒到铜山谢

罪，这两处笔墨也堪称意味深长。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山岛寡妇

村的素材曾被许多作家艺术家关注过，也

出现过不少以寡妇村为题材的各种样式

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但像《平安扣》这样

具有较高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长篇小

说还是第一次读到。对于发生在将近70

年前东海渔村的这场兵灾，小说不是为了

展示和撕裂这段伤痕，而是为了抚平这段

伤痕，为了展现海峡两岸那隔不断的亲

情。因此，我们可以把这部讲述半个多世

纪以来东海渔村兵灾故事的长卷看作是

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呼唤。仅就这一

点，《平安扣》就值得广大读者的关注。

除了上述生活切口小、主题开掘深且

放射大这一特色和长处外，《平安扣》另一

重要的特色是虚实结合，作者善于把纪实

与虚构两种写法融合在一起。如何从纪

实走向虚构，并把虚构与纪实两种笔墨

融合在一起，一向是依靠采访进入虚构

性的小说创作的一个难题。吴玉辉虽然

是东山人，但铜钵村的兵灾发生时，他尚

未出生，后来又外出工作，他也是靠大量

深入的采访进入《平安扣》创作的。他在

创作中比较好地处理了纪实与虚构的问

题，小说的大框架和背景是纪实的，诸如

1950 年 5月 10 日晚发生于东山岛的溃

败的国民党军队抓壮丁事件，1953 年 7

月中旬痛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的东山战

斗，东山党政领导改“敌伪家属”为“兵灾

家属”等等，都是纪实的。而关于钵头村

三对青年男女由于受兵灾之害遭受长达

半个多世纪分离之苦和家破人亡之痛的

故事，其人物、情节都是作者在大量深入

采访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虚构的。就

这样，纪实的大框架和背景、虚构的人物

与情节，再加上动人的、耐人寻味的细

节描写，为我们讲述了一段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兵灾故事，当然，也为他的同行

积累了解决由采访纪实进入虚构创作时

所面对的虚构与纪实融合这一难题的艺

术经验。

我还十分赞赏小说中关于东海小渔

村生活氛围和民俗风情的描写，以及通

过插入歌谣、俚语和适当运用方言表现

地域文化这一鲜明的特色。小说开卷时

描写阿海等青年渔民在月牙湾拉山网，

阿螺躲在沙丘的龙舌兰后窥视的生活画

面；小说终卷时写阿海携阿彩回到渔村

同阿螺团圆，阿螺登上妙山把平安扣扔

进大海而妙山上钟声悠扬的场景，不仅

充满生活气息和诗意，也表现了人民对

美好的和平生活的企盼和赞美，深化了

作品的主题。小说中关于婚庆礼仪的描

写，诸如新娘“挽面”、坐花轿、“新娘桌”上

的十二碗、“说四句”等等，还有婉儿婶唱

“歌册”，都有浓浓的闽南民俗色彩；小说

中插入的不少歌谣，诸如阿巧唱的《五更

鼓》、何水旺唱的《望春风》、阿螺唱的《阿

兄》，都是用闽南话唱的歌谣，它们不仅强

化了作品的民俗色彩和诗意，而且深化了

作品的主题。而无论是民俗风情的描写，

还是歌谣俚语的插入，又都可以表现东海

渔村的乡愁，强化作品的主题与艺术魅

力，是值得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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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辉的《平安扣》写了一群年轻男女

的生死恋。虽然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读过大量

生死恋的故事，但吴玉辉给我们讲述的却是

非常特别的，因为它发生在一处特别的地

方，这就是福建沿海的东山岛。小说中是铜

山岛，但稍有历史和地理知识的人一看就

明白，铜山岛其实是以东山岛为原型的。东

山岛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矗立在台湾海峡

两岸之间，背依大陆，远眺台湾宝岛。宛若

镶嵌在海峡两岸的一颗明珠。如果在网上

搜索“东山岛”三个字，几乎全是关于旅游

的页面，诸如“东山岛，一个备受电影导演

青睐的地方”、“东山岛，一个被人狂点赞的

地方”等标题无非都在证明东山岛风景秀

丽，是一个热门的旅游胜地。但是，东山岛

只是在今天才呈现它美丽的一面，在过去

的岁月里，东山岛的秀丽风景一直笼罩在

战争的浓云密雾之下，当时东山岛最有名

的是寡妇村。寡妇村的来历与战争有关。那

是1950年，全国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东山

岛成为国民党军队的最后据点，他们在溃

逃到台湾之前，在岛的最南端的铜钵村实

施扩充兵源的“抓壮丁”，村里仅有的 200

来名男丁被强行掳走了147人，其中已婚

者 91 人，留下一大批活活守寡的年轻女

子。而后，东山岛作为海防前线阵地，始终

绷紧着一根战争的弦。直到1979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实现

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海峡两

岸的形势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东山

岛才由寡妇村慢慢转变为一个众人瞩目的

旅游胜地。吴玉辉正是将生死恋的故事放

置在东山岛的这一转变过程中来展开的，

是发生在海峡两岸的特殊的生死恋，因此

别有一番深意。

小说一开始就是从1950年的那场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写起

的。阿海和阿螺，阿生与阿娇，何水旺与阿巧，这三对年轻人还沉浸

在新婚的喜悦里，却遇到意想不到的“兵灾”，三个男人被抓进开往

台湾的船只，从此他们与恋人只能痛苦地隔海相望。更重要的是，

他们不仅要承受分离之苦，而且还因为两岸处在敌对的情势中，使

得他们的团圆愿望变得难上加难。阿生趁夜色偷偷下海欲泅渡回

家，被抓住后以叛逃的罪名被处死。阿海跟随国民党军队潜入铜山

岛，走近了家门，却担心给家人带来灾害竟不敢推开家门。何水旺

悄悄与妻子有了一次相见，妻子却因为怀上了孩子被村里人歧视

和怀疑。岛上的日子失去了往日的温馨，被抓走壮丁的家庭成为了

“兵灾家属”，尤其是那些女子，不仅要扛起生产和生活的重担，还要

提防着潜伏下来的敌特进行破坏。

小说真实地再现了那一段历史的艰难和紧张。但小说最成功之

处还不在此，而是作者吴玉辉能够紧紧扣住东山岛转变的时代意义

来写这段历史。他将自己对其时代意义的认识转化为一个美丽的物

象：平安扣。平安扣是中国玉饰中的一种，造型圆润简洁，大小如同

一枚扣子，平安扣的外圈是圆的，象征着辽阔天地混沌，内圈也是圆

的，象征着人们的内心平静安远，因此它被人们称为平安扣，人们常

常将平安扣系上一根红线，挂在胸前，认为可以祛邪免灾，保出入平

安。小说中出现的一枚平安扣是阿螺的生母留给她的。这枚平安扣

反复周转在亲人之间，折射出历史风云的纷繁复杂。在那个战乱年

代，阿螺的生母也许无法养育自己的孩子，只好将她“放生”在渡头

边，并将这枚平安扣放在她身上，显然母亲是祈愿平安扣能够保佑

孩子一生平平安安。当阿螺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军队要将阿海押送到

去台湾的船上时，快速取下平安扣，戴在阿海的脖子上，也是希望平

安扣能保佑阿海去了台湾平平安安。阿海在一次随国民党军队偷袭

铜山岛时，来到了自家门前，但他不敢进家门，只好将这枚平安扣小

心地系在门环上，既是用平安扣向家人报平安，也是愿平安扣能保

佑家人平平安安。终于等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探亲，阿海回

到了铜山岛的家，但此时的阿海因为种种原因已在台湾娶妻生子，他

只能与阿螺双双捧着平安扣相互祝愿，愿平安扣保佑着两边的家。最

后的结局是，阿螺将这枚平安扣抛向碧波万顷的大海，“她默默祈祷

着海峡风平浪静，祈祷着两岸亲人平平安安。”当阿螺将平安扣抛向

大海时，她的胸怀一下子变得很大很大了，她胸中装的不止是家人和

亲人，而是生活在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

我猜想，当吴玉辉决定以平安扣的物象为寓意来写这部小说时，

他已经在自己的内心系上了一枚很大的平安扣。这枚平安扣就是中

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海峡两岸虽然

因为政治原因处于分离甚至敌对的状态，但热爱和平的文化精神已

经溶入两岸人民的血液之中，这就决定了海峡两岸有着隔也隔不断

的生生不息的血脉亲情。这是最大的平安扣，既系在吴玉辉的心上，

也系在所有中华民族儿女的心上。吴玉辉在小说中就充分展现了这

枚平安扣的风采，这种风采是由民族情和血缘爱组成的。于是，我

们就读到阿义在出海捕鱼时毅然斩断渔网营救遇险的台湾渔民，

自己却牺牲了性命。我们也读到曾经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章

鱼”后来成为了研究谱牒的专家白修德，他热心于两岸族谱对接，

强调海峡两岸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同谱同牒。正是这些充满同

胞亲情和爱意的情节，烘托出一枚象征两岸和平的“平安扣”。

铜山岛上发生的生死恋故事浓缩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

的变化，虽然有悲伤有痛苦，但因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这枚“平安

扣”是海峡两岸所共有的吉祥护佑神，它会带我们走出悲伤和痛

苦，迎接阳光和希望。我想，读者从《平安扣》中一定会得出这样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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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问题一直是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必须解决

也必然会解决的问题，这是从政治的大局看。从人

伦的基本逻辑出发，从唇齿相依的台湾海峡两岸民

众的日常生活出发，战争的残酷以及人为的对抗隔

离给生命的基本需求所带来的不便和痛苦是巨大而

深刻的。包括白先勇、陈映真等在内的一代台湾作

家和知识分子，用痛切的文字记录历史变迁，描述

离愁别恨，成为关于20世纪中期因战争而导致的人

口迁移的珍贵文字。20世纪后期以来，一些大陆作

家特别是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作家，对于台海题

材写作比较用力，最近出版的吴玉辉的长篇小说

《平安扣》便是其中一例。

与同类题材相比，《平安扣》这部小说最吸引我

的当然是对于台海题材的正面强攻。1949年中国共

产党解放全中国，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后自立中

央。其间，从战争、对抗、不通音信，到对话、三

通、台独抬头，两岸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之所以说

《平安扣》是正面强攻，比较起我们通常看到的台湾

作家写两岸题材注重描写乡愁，注重描写个体或家

庭因历史大形势的剧变而引起的命运变化，这部长

篇小说更注重书写历史的“大”，比如大形势、大局

观和大的命运的变化。通过写大的命运的具体表

现，特别是军事形势和国防形势的变化，包括因为

大时代的变化而导致的矛盾的变化，写出历史发展

的逻辑。这些历史的信息，通过合理真切的书写，

才能成为历史共有的经验。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

普通人对台海斗争信息其实是模糊和不了解的，甚

至是怀疑的。比如，对于两岸斗争的复杂性并不是

很清晰。对于从界限分明的对抗到统战这个方向性

的变化所带来的具体反映，也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对于对台政策和战略战术

也是不了解的。政治是历史的大义。一个有雄心为历史立传的书写者，一定

会写出历史的大义。《平安扣》表面上是写台海两岸的离愁别恨，其实是写

政治，这是很高明的。人为的隔离带来的苦难，最终敌不过九九归一人心向

统的大势。作家之所以能够正面强攻，在于他掌握了丰富的现实生活材料，

同时站位高，站位准。小说选取去台的国民党老兵许阿海的弟弟许阿义这样

一个忠诚机智又仁义的公安干部、共产党员的独特视角，写出了在维护国土

安全和祖国统一的大业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40年的作为和努力。这

个作为和努力的样本就是福建最南端、最靠近台湾的铜山岛。写到与国民党

留守特务的斗争，写到与国民党登岛部队的战斗，具体、翔实、可信、有张

力。也写到“兵灾”家属政策，写到铜山岛生产自救，实事求是，有地域特

点和历史阶段性特色。这些信息总量，这种大胆和智慧，确实是之前同类题

材作品不曾有的。

当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写出文学性，才有文学价值。《平安

扣》以政治站位见长，同时书写有个性，包括语言和结构。小说的语言特色

一目了然，闽南方言和普通话交替使用，特别是福建南部地区歌谣的频繁使

用，使整个文本的语言具有明显的识别性。在普通话已经广泛影响书面用语

和日常用语的今天，少数地区，包括东南地区，一些福建作家还能较完整地

保留方言，确实特别值得研究。这与文化的在地性、内生性有很大关系，作

家对于结构谋篇是下了功夫。整个结构可以看作是线性叙事，结在这条线的

是个体的命运，是个体和大时代的关系，比如开篇从福建最南端小岛——铜

山岛上三对恋人的美好生活起笔。他们是阿螺和阿海，阿娇和阿生，阿巧和

何水旺。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三个小伙子。从此咫尺天涯，生离死别，三对

恋人美好的生活一去不复返。新婚之夜被抓走的阿海，若干年后在台又结了

婚，阿螺孤守一生。平安扣，就是阿螺临别赠送给阿海的信物，在小说的结

尾被阿螺抛向了碧波万顷的海峡，祈祷整个海峡的平安。没有大时代的和

平，哪有个体的平安？平安扣的寓意或正在此。阿螺和阿海的命运，是许多

台湾老兵和家属的真实命运。同样是新婚之夜被抓的阿生，偷渡回家被抓，

被处死刑，阿巧闻讯后殉情投海。年迈的水旺回乡时，阿巧已经生命垂危。

这三对恋人的命运是缩影，贯穿作品始终，也是小说的故事线。但作家志

不在写三个人的故事，而是写一群人的命运，因此，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这里面又穿插了阿海这些国民党老兵在台湾的生活。写他们的乡愁，无奈，

以及随遇而安。这些场景描写，也是符合时间的逻辑和人性的逻辑。但作家

在结构时安排了诸多线索，在过程推进中，顾此失彼，个别线索的交代稍欠

完整。

作家是时代生活的记录者，以台海关系为素材的创作，理应成为文学创

作的富矿，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复杂性，而复杂性恰是文学的宠儿。写出复

杂性，同时又写出历史感，确实需要有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正因为这

些要求对写作是一个挑战，我们需要更多作家来挑战这一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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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钟声
□吴玉辉

《平安扣》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家乡东山

岛。1950 年 5 月，国民党军队撤离东山时大

肆抓丁，造成了许多家庭的骨肉分离。有一

个叫铜钵村的偏僻的小渔村（故事中钵头村

的原形），仅 1950 年 5 月 10 日一夜就被掳走

147 名壮丁，其中年幼者 17 岁，年长者 55 岁，

已婚者 91 人。劫后的铜钵村三天三夜断了

炊烟。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多次来到建在铜钵

村的“寡妇村”纪念馆。让我震撼的是纪念馆

那面挂着“寡妇”照片的墙壁，墙上每个“寡

妇”都有年轻和年老时的对比照，一个是美丽

清纯的村姑，一个是满脸皱纹、饱经沧桑的老

阿婆，这强烈的反差让人感到一种发自心底

的痛。她们本该拥有属于自己美好而平凡的

人生，1950那场兵灾却改变了她们的命运。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写它，以

什么角度切入？立意是什么？

在采访中，我了解到，东山岛解放后，人

民政府对这些饱受骨肉分离之苦的女人予

以极大的同情，为她们创造了一个暖心的

名称——“兵灾家属”，在政治上不歧视，经

济上一视同仁，困难户还给予特殊照顾。这

项德政使得这些原本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

人有了尊严，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她们义无

反顾地用自己的行动捍卫新生政权，满怀

热情地投入家园建设，带着希望等待亲人

归来。

我还了解到，由于历史原因，多数老兵在

台湾重新建立了家庭，而家乡的结发妻子却

大都没有改嫁，她们“红妆守空帷”，从村姑熬

成阿婆，苦苦等待着亲人的归来，从而出现

“一道海峡，两岸是家”的状况。

然而，“两岸是家”的意含不止于此。追

溯远古，闽台陆地曾数度连接，在一万年前，

我的家乡东山岛就有一条通往台湾的“陆

桥”。我国古人类就是通过“陆桥”进入到台

湾，成为当地的先民。宋元至明清，福建汉人

大批移居台湾，与当地人一道披荆斩棘，开发

建设美好家园。福建民众渡海移居台湾，既

建立了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还传

播了中华文化，两岸同宗共祖，血脉文脉紧紧

相连。

我记得自己曾经参与并见证的一场海上

焰火晚会。

1989 年春节前夕，漳州市委宣传部和厦

门市委宣传部共同策划在厦门、漳州、金门举

办一场海峡两岸海上焰火晚会。厦门选择曾

厝垵为焰火燃放点，漳州则选择最靠近大担、

二担的浯屿岛为焰火燃放点，时间定在大年

初一晚上 7 点整。很快，消息发布出去了。

然而，对方会响应吗？燃放烟花的时间会和

我们默契吗？

1989年2月9日晚上7时整，由浯屿岛燃

放的第一颗烟花打破寂静，绽放在海峡上空，

特别耀眼。烟花徐徐落下，夜空恢复了平静，

对岸一时没有动静。正当大家着急的时候，

距离浯屿岛最近的大担、二担的上空也绽放

了绚丽多彩的烟花。接下来是厦门岛，紧接

着是大金门、小金门，相继燃放起朵朵烟花。

一时间，海峡上空双方燃放的烟花交相辉映，

姹紫嫣红。从绽放的朵朵烟花中，我看到了

两岸同胞一家亲的情感交融，看到了两岸同

胞祈盼祖国统一的共同心愿。我的眼眶湿

润了，“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月圆、梦

圆、家也团圆”，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心

声啊！

于是，我明确了创作的定位。我写《平

安扣》不是为了展示苦难和伤痛，尽管必然

涉及苦难和伤痛。我着重描写新中国成立

后党和政府对“兵灾家属”的深切同情与关

怀，同时也书写了来自两岸民间的慈悲与善

良，展现寒冬过后人性的真善与暖意；通过

描写阿螺、阿巧、阿娇、阿海、何水旺、谢阿生

等人物的命运，让读者在悲悯、同情、痛惜中

感悟到和平的可贵；我还着力描写了海峡两

岸隔不断的生生不息的血脉亲情。而贯穿全

书的平安扣，也寓意着两岸骨肉同胞的团圆，

祖国的和平统一。

为了创作《平安扣》，我先后阅读了几百

万字的历史档案和资料，多次深入闽台缘博

物馆、漳台族谱馆、“寡妇村”纪念馆调研座

谈。同时努力在田野调查上下功夫，采访了

东山岛的老人、当年从金门游回来的老兵、闽

南文化的专家学者。我还结合两岸文化交

流，走访了生活在台湾眷村的老兵，到阿里山

体验民俗风情，到当地的宫庙考察两岸香火

的延续。我觉得自己像一名矿工，如饥似渴

地挖掘着闽南这方热土丰富的文化矿藏，正

是这些矿藏的挖掘和提炼，支撑起这部具有

浓郁闽台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

一部作品，只有感动作者自己才能感动

读者。为创作《平安扣》，我投入全部的情感

和心力，为书中的人物命运而动容，为故事中

的感人情节而落泪。当写到阿生怕喝了酒，

灵魂找不到回家的路时，当写到阿娇消失在

望夫崖时，当写到水旺站在阿巧坟前用洞箫

吹着《望春风》时，当写到陆子明带着骨灰盒

跪在钵头村前时，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在书的最后，我写道：

老兵们走了，钵头村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阿螺登上望夫崖。她一步一步走到悬崖

的末端，停了下来，像一尊伫立在风中的雕

塑，眺望着台湾海峡。

阿螺眼前再现了当年躲在沙丘后面，偷

偷看着裸体的阿海哥在月牙湾拉山网的情

景，再现了夕阳下，坐在阿海哥身旁，听着他

用树叶吹着《行船歌》的情景，再现了结婚那

一天，“吃十二碗”时婉儿婶一边夹菜一边“说

四句”的情景……

阿螺慢慢取下戴在脖子上的平安扣，抛

向碧波万顷的海峡，抛向茫茫的大海。她默

默祈祷着海峡风平浪静，祈祷着两岸亲人平

平安安。

妙山那边传来阵阵悠远的钟声……

《平安扣》故事在悠远的钟声中结束。我

想，这钟声是来自心灵的钟声，是祈福的钟

声，是期盼祖国和平统一的钟声。

愿这钟声在两岸读者朋友心中产生共

鸣。

创作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