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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军史座谈会上，开国将领、军

委工程兵副司令员贺光华听说我是浙

江义乌人，便跟我说起他解放战争末

期的一段经历。

百万雄师过大江，二野十二军从

安徽贵池方向强渡，为截断浙赣线，堵

住国民党汤恩伯部南逃，割裂与白崇

禧部的联系，形成关门围歼之势，过江

后，部队从皖南直奔浙西，1949年5月

6日解放兰溪，7日解放金华。三十五师

师长李德生接军长王近山急电：“沪杭

线残敌正沿浙赣线南逃，你部尽快占

领义乌、东阳地区，堵截该逃之敌。”李

德生决定乘火车直取义乌。8日，全副

武装的部队上车待命，副师长贺光华

命令金华火车站电话通知义乌火车

站，佯称“今天有国军乘列车到你站，

你们提前做好接车准备”。下午3时左

右，满载解放军的专列缓缓驶进义乌

车站，突然间，从车上冲出一队军人，

将来迎接国军的县长、参议长和党、

政、军、警人员全部俘获，不费一枪一弹智取了义乌。

作为在贺光华身边工作的工程兵司令部办公室

一员的我，听了革命前辈的这番叙述，倍觉亲切，更

是敬佩。

就在李德生、贺光华部解放义乌的三个月后，有

个男婴哇哇地降落在义乌北部山区的一间普通老屋

里。这稚嫩的啼哭声与一个月后欢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的鞭炮声、锣鼓声一样，令年轻的父母兴奋、

喜悦。

这个男孩，就是我。

裹夹在会稽山余脉中的小山村，可种的田地很

少。在我的记忆里，小时我家分得的田地在山外，父

亲和叔叔起早带着午饭出门，天色暗沉了还没回来。

母亲把菜端上桌，饭、汤还焖在锅里，缕缕的菜香让

我的肚子咕咕地叫。我跑到村口大樟树下翘首张望，

眼神沿着迷蒙的弯弯山路伸向溪滩，伸向板桥，伸向

沉沉的夜色。

1958年，板桥下方筑起一道水库大坝，明代时

从义乌城西迁徙到山区已繁衍为30来户人家的村

民，从此就投亲靠友搬迁到山外的十几个村庄。

那时，农村走的是集体化道路，像我家仅有父母

是劳力，7个子女大都上学，家境困难，生产队就允

许我父亲搞副业。在山区时，漫山遍野茂林修竹，村

民多是篾匠能手。父母重拾这套手艺，每月按时给生

产队交纳由社员们商议决定的副业款，多赚归己。在

政策比较刻板的那个岁月，这种富有人情味的宽松

举措，既解救了困难户，又增添了生产队现金的收

益。我们兄弟姐妹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父

亲与我们商议好的编织箩筐的只数。家中的老祖母，

满清时期生活了18年，又经民国战乱，她深情地说：

“要不是共产党来了，哪能养活我们这么一大家人，

更谈不上你们个个都进学堂啦！”

“文革”时期，已在高中念了两年的我学业中断，

就在百里之外的金华一中报名应征入伍。头一回探

亲时，我有些歉意地对家人说，那时我没来得及征求

你们的意见就当兵走了。老祖母微微笑道：“你们兄

弟四个是国家养大的，你这个老大去保卫国家，应

当！”我至今还记得她一袭青衫，稀疏细柔的白发飘

动，已经掉了牙齿的嘴唇有所收紧，长年划篾让她过

早地消褪了视力，但温和且富情感的话语，仍深深地

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从此，我一身戎装，在部队待了

近40年。

当时，我们淳朴的理念就是：“听毛主席话，跟共

产党走。”在火热的军营，除了军事训练，大部分时间

是在深山里执行繁忙的施工任务。“深挖洞，广积粮，

不称霸”，在战略上防御性的准备中，我们施工更为

紧张，有时在坑道里拄着铁锹稍站一会就睡着了。就

在这般苦和累的日子里，从工地上回营，晚上还常趴

在床铺上写点小文章。连队因这批“老三届”学生的

加入，平添活力。在老兵的激励中，再忙我也没放下

手中的笔。

1969年，我国三北地区的形势极为紧张，苏军

在那侧屯兵百万，随时有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我们团

队昼夜轮班施工作业。备战是军队的常态。而这时，

更是刻不容缓。我在连队当文书，看到指战员激昂的

求战情绪和随时可能奔赴反侵略战争的战场态势，

就以全连指战员的名义写了一篇表态性的文章，几

天后在报纸显著版面刊出，指导员极为兴奋，晚饭后

叫司号员吹号集合，他站在荷枪实弹的队伍前，抑扬

顿挫地诵念了能够表达大家心声的这篇文章。这是

连队组建以来第一次在报纸上集体亮相，大伙别说

有多激动啦，振臂的口号声久久在山谷间回荡。

就在这年，我的几篇小文章在部队所在地的地

区报、省报上与读者见面，这些幼稚的文字表达了我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坚定信念，坦露了我这位入伍

一年多的新兵为保卫祖国甘于献身的真切情怀。

也许是这种精神与情怀感动了大家，连队指战

员推举我入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

我的心中好像燃起了一把火。

质朴、纯正的思想与情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在宣誓中表达

的理想与信念。

1970年2月，我被宣布为排长，8月调团机关，

后又返回连队当指导员。在深山老林的坑道口，机械

的隆隆声与溪流的哗哗声交响起伏。老指导员用结

满厚茧的双手铁钳似的握住我，语气庄重：“好好干，

大家期待你！”

不用说连队的几位干部，就连四位排长，年龄都

比我大。我们党支部一班人，各负其职，充分发挥专

长，可以说，工作有声有色。我年轻，凭

的是一股热情与一身朝气，主要的还

是向他们这些老同志学习。

大山寂静的夜晚，连队自己用竹

子编扎泥糊的架子棚里，战士们坐在

通铺上看书看报写日记，有的在棚外

微弱的路灯下三三两两地谈心。有位

老战士面容忧虑，找我说家里给他物

色了一位未婚妻，前年探亲时见面约

定，双方都没意见。可现来信催婚，如

果不回，就拉倒了。老兵知道近期执行

的是一项特殊任务，不可能离队回家，

可自己又不知该用怎样的话来劝慰

她。我很同情老兵的处境。部队在封闭

的大山深处，别说找对象，几年里连个

女人也见不到，战士们调侃，这里飞过

的鸟都是公的。他们回家探亲，短短的

时间里能找到一位女朋友，那是莫大

的幸运啦！

我珍惜这位老战士与未婚妻的情

分，对他说，我以连队的名义给你未婚

妻去封信，说明情况，待这项任务完成一个阶段，一

定让你回家喜结良缘。同时，我又为他起草了一封给

未婚妻的信，征求他意见后让他抄好。老战士将盖有

连长、指导员红色印章的信和他誊抄的信一并寄出。

一段时间后，老战士满面喜色地拿着未婚妻的回信

来找我。

第二年，我们被评为全团的先进连队，我作为全

师指导员的唯一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工程兵政

治工作座谈会。这并不说明我干得有多出色，连队的

建设，是全连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但有一点，我可以

无愧地说，我为战士代写过几十封情书，这些情书

因人因事、各有特色。上世纪70年代，部队战士的

文化程度不高，当他们的女朋友收到千里之外军营

的来信，看到信中既现实又有些浪漫色彩的话语，

觉得自己的心上人还是有文化有情趣的。这些情

书，帮助他们牵住了女朋友的芳心，也坚定了他们在

部队服役的决心。我离别连队调往北京时，战士们抹

泪相送。在艰苦的环境中结下的战友情谊，至今仍珍

藏在心底。

机关与火热的连队相比，单调，寂寞。夜间，可独

自在房里看书，写下一些念想，便成为我初浅的文学

印记。

或许我的出生年份享有一个“9”字，人生的一些

较大变化，往往与这个“9”字有着奇妙的关联。1989

年，我在军艺文学系毕业时，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

《援越抗美实录》，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

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人，却是有幸于这个时代。

当年由李德生、贺光华率部解放了的义乌，改革

开放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冲破思想禁锢的农民，

硬是在缺乏资源、缺乏资金、缺乏便利交通的境况

下，开拓小商品市场，拉动了周边数县的商品加工产

业，创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创造了“无

中生有、无奇不有”的人间奇迹。

远在京城的我，时刻关注家乡的变化。这种变

化，恰是祖国日新月异的一个缩影。我将对家乡和父

老乡亲深情的思念与牵挂，转化为文字。我不是历史

的记录者，但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我们家乡，有着保家卫国的悠久传统。早在北宋

时期的宗泽，在那种错纵复杂的环境中，致死都不忘

“渡河”抗金。明时的戚继光，率领义乌的矿工、农民

组建的军队，荡平在东南沿海危害多年的倭寇，打出

了戚家军的威风。随军的徐渭赋诗赞曰：“帐下共推

擒虎将，江南只数义乌兵。”明朝的北方疆域，经常遭

受败退大漠的元朝贵族部落的侵扰，已经遣散回家

的戚家军，又分批重组，北上修筑长城，守卫北疆。

更令我感动的是，当年我们家乡北上的这批“南

兵”，按照戚继光的部署，修筑长城后，又分散长期镇

守从山海关至居庸关西的每座敌楼。400多年来，他

们的后人世世代代守卫长城、保护长城。深入长城脚

下采访时，我寻找到了众多当年“戚家军”的后裔。他

们久远的故乡情结和世代守卫长城的故事，深深地打

动了我。在现代军营中熏陶了几十年的我，在他们的

热炕上盘膝长谈，泪水像窗外的雨水那样，长流难止。

长城脚下义乌兵后裔居住的自然村落，大多地

处偏远，经济滞后。富有情义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包

括义乌商贸城的领导，先后组织数批民营企业家到

长城下对接，帮助他们发展经济。长城东线的义乌兵

后裔，组织了600余人，在秦皇岛会合，乘专列到义

乌参观学习。我有幸参与策划，并与他们同车前往。

义乌市政府和义乌兵后裔已经寻找到祖籍的村落，

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欢迎镇守长城将士的后人回归

故里。从此，义乌与秦皇岛结成了互帮互学、共谋发

展的友好城市。

我将多次只身到长城沿线和义乌各村落采访所

得的素材汇总，又请教多位专家，对历史与现实的一

些情况作纵深的探讨，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千年守

望》，刊发于《中国作家》杂志，又以《千古长城义乌

兵》为书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将出版的新

书，第一时间送到长城沿线的被采访者和他们的乡

亲——义乌兵后裔的手上。我们成为倾心叙谈、相见

恨晚的兄弟。

如今，这段历史，在我家乡和长城沿线的许多乡

镇村庄，作为传统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大家觉得，这当中阐发的可贵的义乌精神、长城精

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实现中国

梦的伟大征程中，有责任发扬光大。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我，业已退休脱下戎装，但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仍将以手中的笔，履行保卫祖

国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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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1日，荆永鸣为奔赴一场文

学活动突然在外地辞世！得知消息后，我一

时不能承受，非常痛惜！4月12日，我在河

北安平孙犁先生故乡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期

间，陈建功兄长深夜给我打电话，问永鸣是不

是真的走了？拿起手机，我哽咽了一会儿才

说：是的……是的，永鸣走得太意外了，太让

弟兄们受不了！那几天，我一跟妻子说起永

鸣，就喉头发哽，眼里涌满泪水。

我和永鸣认识很早，我们有着30多年的

交往和深厚情谊。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

我在《中国煤炭报》“太阳石”副刊当编辑。他

1985年起给我写稿，第二年初冬，我踏着北

方的第一场雪，就到平庄矿务局的元宝山矿

找荆永鸣去了。他先是在元宝山煤矿中学当

老师，后来调到矿宣传科当宣传干事。他所

出的第一本书是散文集，叫《心灵之约》，是我

给他作的序。在序言的最后，我建议他转向

写小说，因为小说可以扎上想象的翅膀，飞得

远一些。永鸣听从了我的建议，一转向写小

说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98年，荆永鸣成

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的首批签约作家后，就

携妻子来到了北京，一边在王府井街道开饭

馆打拼，一边忙里偷闲写小说。他以外地人

在北京讨生活的深切生命体验，先发性地写

出了“外地人”系列小说。这个小说系列，以

独特的感悟、丰沛的细节和悲悯的情怀，很快

在文学界产生了影响，并为他的创作赢得了

声誉。2002年，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

高级研讨班开班。鲁院通知我，希望我去参

加学习。我考虑到自己当时已年过半百，不

好意思挤进中青年行列，就推荐同是煤矿系

统的作家荆永鸣去鲁院学习。对于去不去鲁

院学习，我记得永鸣是犹豫的，他当时正忙于

和妻子同心协力地开饭馆，不想把饭馆的生

意交由妻子一个人打理。我劝他还是慎重考

虑一下，学习的机会是难得的。永鸣想了想，

还是报名参加了学习。通过在鲁院学习，荆

永鸣如虎添翼，创作上产生了新的飞跃。他

随后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北京候鸟》《北京邻

居》《北京时间》等，纷纷登上了北京一些文学

刊物的突出位置，连续获得了包括老舍文学

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全国煤矿

文学乌金奖等多种奖项。

作为一个从矿区走出来的作家，荆永鸣

不仅自己取得了扎扎实实的创作成就，成为

北京作协的金牌签约作家，他还影响和带动

了内蒙古平庄矿区一批作者投入文学创作，

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平庄作家群体。煤矿作协

在平庄矿区挂牌建立了文学创作基地，中国

作家协会还专门就以荆永鸣为代表的平庄作

家群现象召开过研讨会，以推动工业题材的

文学创作。

荆永鸣的创作内涵是丰富的、深刻的，我

没有能力对他的创作进行整体性的梳理和评

论。就我自己对他的作品跟踪阅读的感受而

言，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我认为他的所有

作品就是一个善的磁场。一走进他的作品，

我们就会感到弥漫其中的浓浓的善意，不仅

为善所吸引、所滋润，还能源源不断地汲取向

善向上的力量。

人品决定着文品，文品反过来又完善着

人品。荆永鸣的人品更是无可挑剔。有人说

永鸣就像一块优质的煤炭，内里蕴藏的都是

热量。有人说永鸣本身就是一团火，熊熊燃烧

温暖别人，照亮别人。我还是愿意用善来评价

永鸣的为人处世，觉得他是一个极度善良的

人，简直就像是一块善的磁石。凡是和永鸣有

过交往的人，都会感受到他以善为核心价值的

人格所散发出的经久不衰的磁性魅力。永鸣

风趣、幽默，爱召唤朋友们聚会。每次聚会，

他都跑前跑后，左顾右盼，细心关照每一位朋

友，生怕任何一位朋友受到冷落，不愿让哪位

朋友有小小的不开心。有时他不惜把自己喝

多，也要保证每个朋友都能得到聚会的快

乐。煤矿的作家朋友们聚会，永鸣是不可缺

席的，有永鸣在场，气氛才会活跃，快乐才会

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如今永鸣走了，再

聚会时再也看不到永鸣好兄弟了。我悲观地

想，没有了永鸣参加，聚会还有什么意思呢！

近年来，永鸣的心情不是很好，他的一双

原本明亮的大眼睛出了问题，不能看书，不能

写作。我送给他一本长篇小说《黑白男女》，

他说他很想看，但他眼睛前面像隔着一堵墙

一样，硬是看不见。试想想，一个靠眼睛观察

世界、描绘人生的作家，眼睛却被眼底疾病生

生地蒙蔽住了，那是何等焦虑，何等痛苦！还

有，荆永鸣用一年多时间，费神巴力地写了一

部长篇小说，因题材问题，迟迟不能发表和出

版。这个事情也让他颇为郁闷，几乎成了他

的一块心病，对他的身体健康很是不利。

荆永鸣1958年6月出生，辞世时还不满

61周岁。对于一个不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

说，这个年龄是退休的年龄。而对于一个作

家来说，由于人生经验的丰富、世界观的成

熟、思想力量的增强，或许正是创作的好时

期。永鸣多次跟我说过，他父亲在日本侵华

时期当过劳工，曾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他打

算以父亲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这部长

篇永鸣酝酿已久，可以说呼之欲出。然而，他

的长篇尚未动手，却撒手而去。永鸣的众多

读者再也没机会读到他的新作了。

永鸣热爱人生、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

爱家人，是一个有情有义、爱意绵绵的人。他

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相信自己前面的路

还很长，会持续拥抱这个世界。在四川宜宾

的李庄突然辞世，恐怕连永鸣自己也万万没

有料到。

荆永鸣临走前，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来

得及说。永鸣老弟，你要是有机会最后说几

句话，你会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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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冬至傍晚的那一抹

霞光，似乎一直照到今天，现在

回想起来还是那么耀眼夺目。

表姐夫是县医院放射科主

任，关系很广，我想考研究生，教

育局不允许，只能去找他。研究

生报名结束前一天的下午，我从

100多里外的荒地乡中学带了

两瓶当地名酒玉宴琼浆，赶到表

姐家。表姐夫是不支持我的，他

说：“你是一个连高中和大学都

没上过的‘小中专’毕业生，怎么

可能考上北京名牌大学的研究

生呢？你要是考上，我在县城整

条街上给你摆酒席！”表姐是个

文化人，比较同情我。表姐夫禁

不住她的嗔怪和唠叨，答应去找

他认识的一个教育局副局长。

第二天早晨，表姐夫提着我

那两瓶酒出去了，快到中午时，

空着手回来，不耐烦地告诉我

说，酒送给了那个副局长，他做

不了主，答应下午帮着去问局

长。中午吃过饭，他叫我在家里

等，他去教育局问。没过多大工

夫，表姐夫提着两瓶酒回来了，

冷冷地告诉我：“局长说你这是痴心妄想要跳

槽，全县3000多教师都去考研究生，谁来教

学？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感觉自尊心受到

伤害，一肚子怨气没处撒，就大声说：“不用你

管，我自己去找！”说完，像牛一样，头也不回，

直奔教育局，气得表姐夫在后面一阵乱吼。

到了教育局那个小灰楼，还没到上班时

间，办公室门全关着，楼上楼下转了好几圈，

一个人也没碰到。正在二楼最东头的楼梯口

徘徊时，一个老大爷提着大铝壶走过来，他在

给办公室送开水，一个一个地轻轻敲门，笑呵

呵地进去，点着头，弯着腰，慢慢地退出来。

他从我身边经过两回，看出我焦躁不安的样

子，就问我找谁，我说找局长，有急事。他问

我约好了没有。我说刚刚从乡下赶过来，没

来得及约。他便给我递了个眼色。我明白他

的意思，就跟在他的后面，沿着二楼逼仄的楼

道一直往西走，快到尽头的时候，他朝靠南边

的一间没有门牌的办公室努努嘴，又凑近我

的耳边低低地叮嘱：“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

的!”说完，便提着大壶向楼道东边走去。一

缕冬日的暖阳从楼道西边那扇斑驳迷蒙的窗

户斜斜地射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从壶嘴里冒出的水汽随着他蹒跚的

脚步缓缓地漾在阳光映射的空气

里，使那些散乱飘浮的尘埃显出淡

淡的色泽。

我转过身来，站在局长办公室

门前，定了定神，鼓了鼓勇气，轻轻

地敲了一下门，仔细听了听，没动

静，又鼓足了勇气，再敲了一下，还

是一点反应都没有，门里面是一团

厚厚的沉默，那种沉默叫人越发紧

张。我不知屋里有没有人，便又鼓

起了最大的勇气去推门，没想到门

居然很容易就推开了。猛然映入眼

帘的正是传说中的局长，我在一次

大会上远远地看到过他。他坐在靠

窗子的办公桌后边，见我突然闯进

来，很不高兴。先是射过来一道凌

厉阴冷的目光，接着就是一串夹杂

着权势的训斥。我争辩说，国家有

政策，鼓励教师学习深造。他问有

文件吗？我掏出几个月前从中央党

校要来的招生简章，递给他说，“这

个算不算？”那时候中央党校理论部

招研究生的计划是和其他主体班次

在同一个招生简章上，并且是和中

组部、中宣部联合发文。他用眼角

在中组部、中宣部的两个红红的大章子上瞟

了一眼，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看招生条件那

一块，突然大声地说：“你看看，你看看，堂堂

的中央党校，文件上居然有错别字，怎么能把

学历写成学力，真是笑话！”我战战兢兢地说：

“局长，同等学力的‘力’就是力量的力。”我话

音未落，他便勃然大怒，啪的一声把文件摔在

桌子上，站起来大声说：“我一个堂堂的教育

局长，在高中教了那么多年语文，难道连这个

还不知道吗，你一个从小中专刚毕业的乡下

老师有什么资格教育我？”我吓得连连赔不

是，并一个劲地说是中央文件搞错了。他稍

稍平息了一下怒气，接着问：“你说你具备大

学本科同等学力，怎么证明？”我把报名表拿

出来，上边列满了我自己填的大学哲学课程

和哲学著作。他轻蔑地翻了一下，接着说：

“这不行，这都是你自己填的，我怎么知道你

学过，怎么知道你有这个水平？”接着又是两

声反问的“嗯”，后一句比前一句更重，像要把

两颗钉子钉在我心里。我说，那你可以考考

我嘛。他于是打电话把招生办主任叫来。招

生办主任是个50多岁面容和善的老头，听完

局长对我的训斥，又把材料看了一遍，面带难

色地说：“局长，我没搞过研究生招生，那是地

区招办管的事，他列这些书籍和课程我都不

懂，他到底有没有大学哲学本科水平，我考不

了。”局长见状，又把声音提高了一大截，嚷着

说，“不管怎么说，就是不让你报，符合条件也

不能报！”我想起兜里揣着的从中学和乡政府

开出的报考证明，直愣愣地说：“那要是我自

己直接到地区招生办去报呢？”他似乎又被激

怒了，腾地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点着我

的鼻子说：“没有我教育局人事股的证明，地

区招生办不可能给你报，就是报了你也考不

上，就是考上了，我也会以组织的名义给中央

党校写信，把你取消！”接下来就是连推带赶

把我轰出了办公室。

当局长呯的一声把门关上的一刹那，我

感觉被永远地关在了另一个世界的外面。一

切希望都破灭了，一切往前的路都堵死了，我

的心只有朝无底的深渊退缩，沉陷，湮灭。

出了教育局的楼，往哪里去呢？表姐夫

家是无颜再回去了，住下来再找门路也无指

望，还得花十几块钱住宿费。表姐夫那句话

在我的耳畔不断响起，“还是回荒地老老实实

教你的中学吧！”

塞外冬天的日头很短，已经快到傍晚了，

太阳一点一点往西边落，坝上吹来的寒风一

阵紧似一阵，光秃秃的树枝上蹲了几只麻雀，

好像在看着我，却一声也不叫。我失魂落魄

地走到长途汽车站。那年月，长途客运刚刚

放开，通往各个乡镇的私营客车都有，很多中

巴正在不停地拉客，叫喊声响成一片。我站

在那里看着车一辆一辆地开出县城，任由售

票员询问召唤，一语不答，心绪却如江河汇

流，激荡盘旋，任意西东。时间在一分一秒

地消失，已经是末班车了，“承德，承德！”“荒

地,荒地!”两辆车的售票员都冲着我大声叫

喊着，催促着。一阵冷风吹进脖颈，像一瓢

凉水灌了进来，我拉了拉领子角，向风来的

方向看了一眼，蓦然发现灰茫的天空中泛起

了一抹浅浅淡淡的霞光，冬日的暖阳隐隐地

传送着无声的温情和爱怜。我知道承德就

在那个方向，地区招生办就在那个方向，去

承德的末班车也已缓缓地朝那个方向启动

了。向着有霞光的方向去！“承德！”这两个

字咔嚓一声在我心里落下如石坠谷，我一步

迈上了去承德的冬至的末班车，和她一起沐

浴在越来越灿烂的晚霞中。

后来听地区招生办公室给我报名的马老

师说，我是那年承德地区最后一个报名者，也

是那年整个地区唯一一个考上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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