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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富敏《春风吹绿太行山》：

一幅描绘中国农村改革的生动画卷
□邢军纪

作家徐富敏创作的80万字长篇报告文学《春风吹绿太行

山》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入选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

项目，获第十三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对

于我们相对落寞的报告文学和丰饶繁芜的社会生活来说，都

具有令人振奋的强力作用和象征意味。读者们也许不大关

注作者浓墨重彩所描慕的南太行山深处一个山村的历史变

迁反映了什么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上的深意,只会对甫一展

卷就生发的万丈豪情和英雄史诗般的英雄主义所感染,全部

文本都充满着令人振奋的浩然之气。

《春风吹绿太行山》通过前南峪的沧桑巨变，描绘出了一

幅真实动人的关于我国农村改革的绚丽图画，为读者报告了

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深刻反映了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无比威力，堪称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英

雄史诗。作者以战士的姿态，写出了独特的太行人的农村改

革，于是作品就具有了非同寻常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读过《春风吹绿太行山》便会强烈感知，作者是一个领略

过农村社会主义改革绝妙风景的人，是一个身在此山中，与

大山发生血肉联系休戚与共的参与者，而不是“他者”。最

要紧的，是他洞悉了主人公改革成功的秘密，发现了达到成

功彼处的隐密路径。我们阅读的时候会深切地感到，作者

所追求的、确信的、以全身的力气来肯定和歌颂的，就是农

村社会主义改革者的成功之路以及主人公身上所表现出的

改革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前南峪村同全国广大农村一

样，打破旧的生产管理体制，艰苦创业，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农

村社会主义改革。党支部书记郭成志带领全村干部群众高

举科学种田的大旗，从根本上解决了山区人民过去几十年治

山治树都无法解决的温饱问题；为大力建设高标准的生态经

济沟，因地制宜实行“集体专业承包责任制”，终于使昔日荒

山变成了林茂粮丰的花果山，被誉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所有这些事实完全证明，党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

当时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

的。在这史诗般的主题面前，作家的创造性当然不是表现在

被动地服从事件的外表的真实上面，而要着力表现的是如何

真正掌握事件的本质及根本的、重要的精神上面。

中央一号文件中指示农村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分

田到户。对于平原地区的农村来说，这应该是一个福音，但

对地域特殊的山区来说，若要脱贫致富，就不能不另辟蹊

径。于是，郭成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专业承包责任制”的新路

子。在中国盛行“一刀切”“大呼隆”的思维模式下，有独立见

解和独立思想的人寥若晨星，而郭成志则是太行山上为民立

命而屹立的“消息树”。作者提供了一组数字，在分还是不分

的三次“全民公决”中，前南峪全村338户人家，主张分山的第

一次为37户，第二次为24户，第三次仅有17户。这组数字

足以说明郭成志的抉择是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这也是他

“不唯上，不唯书”精神的思想基础，是党的群众路线发挥了

无比重要的作用。在娓娓道来、层层剥茧的叙事后面，显现

的是太行山人的精神特质。这些正是郭成志改革走向辉煌

的隐密路径。与别处相比，他们或许是小众化和私人话语，

是涓涓细流，但这一切得来，却是他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锐意进取的思想大飞跃的结果。正是拥有了这个

强大的思想武器，前南峪人才焕发出换天改地的英雄气概。

徐富敏正是把握了诸如此类的至关重要的思想脉络，才

使自己的抒写不仅栩栩如生，且充满大山般的力度。

作品描写了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革有关的各种人，但都统

一在一种精神里，统一在必须克服任何困难，必须使农村社

会主义改革成功的精神里。在这幅如何达到成功的图画中，

从党中央，一直到农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一直到太行山

区的妇女和儿童，都有自己的地位和任务，都为成功所不可

缺少；同时，力量和作用虽有大小之分，主要和次要之分，又

因为统一在一个意志里而各人都显得突出和鲜明。

作品中作者将掌握和描写人物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史诗

精神，贯彻到对每一个人物的描写中。使这部作品成功地、

辉煌地塑造了郭成志、郭明耀、郭俊刚、王世平这样的人民英

雄典型。对省委第一书记高扬的刻画，是传达了人物的真实

精神的生动的肖像画，是我们文学上一个重要的成就。

省委第一书记高扬是忠实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

而又能创造性地运用于实际改革的高级领导之一。要把这

样的高级领导的精神和性格，全面地充分地描写出来，作者

以端正的、老老实实的，但也是深刻而有概括力的笔法和清

楚明确的线条，画出了这一幅肖像。

作者的直接描写，主要是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和党支部书

记郭成志与“老房东”孟永平接触时的场面。一方面，描写了

他对于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革中，如何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特别针对前南峪村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

冷静、全面、精细地分析和正确的判断，然后果断地指出，前

南峪因地制宜实行集体专业承包责任制符合中央一号文件

精神等。同时，也描写了他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革中的沉着、

从容以及平实无奇得像一个普通农民的那种神情。又一方

面，描写了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和普通人民群众的关系，他和

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普通农民结下深厚友谊的故事，

展现了他诚心诚意地关心爱护劳动人民的精神。

作者画出了省委第一书记高扬的肖像，使这部英雄史诗

更生动，更有重量；同时，这个成就对于我们当代的文学事业

也是极有意义的。

作者对于郭成志是集中地描写的，是把他作为一个农村

基层干部的代表来描写的。在农业集体化后，党和农村的教

育以及一次一次的艰苦创业把他逐渐炼成了具有钢筋铁骨

和钢的意志的人。他的成长也可以说明：他是那种除了自己

的农业集体就没有另外的家的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除了

党、人民、祖国、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就再没有别的什么

了。这样的人，当山洪暴发，冲走了全村仅有的340亩保命田

时，自然带领前南峪人，治山植树，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样的

人，当“包产到户”在整个中国农村全面展开的时候，无论在

怎样的闹分山人的恶毒攻击和疯狂暗算中都坚持“集体专业

承包责任制”，没有稍露怯色，无论受了怎样的伤害，甚至陷

于昏迷状态中，也不会失去战斗的意志。这样的人，是时刻

能够接受党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革的教育，时刻在提高自己，

时刻在成长中。在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中，作者全面地写了郭

成志的这样的性格和他在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改革中新的结

结实实的成长。

所有人物在作品中都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脉

搏而跳动，同时都有自己生动的面目和个性。由这些人物和

全部作品所反映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是具体的，最

富于实际精神的，它是普通人所不可企及然而却是普通人在

农村社会主义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因而它也最能感动人和

鼓舞人。

以这部作品所达到的史诗精神而论，我以为它是我国农

村社会主义改革以来优秀的长篇报告文学之一，是一部在

党领导下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革的鸿篇巨著，无论是在思想

和艺术上都取得了成就。它的问世，是我国当代文学的重

要收获。

李云《水路》：

水路水路 心心路路 诗路诗路
□李训喜

我与李云虽相识时间不长却似神交已久，不多

的几次煮酒论诗，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儒雅、隐忍和悲

悯。及至读到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水路》，

这种印象更加深刻。这是浪花湍急而又静水流深的

水路，呈现了河流两岸、大千世界的生活万象和内在

底蕴；这是悲天悯人而又净化灵魂的心路，抒发了诗

人与焦虑搏斗后的心灵慰藉；这是追本溯源而又披

荆斩棘的诗路，展现了严肃诗歌写作的伦理原则。

《水路》是世界和历史的镜像。它的题材包罗万

象，既有咏物（《屏风》7首）又有抒怀（《心墙》7首），既

有述史（《紫气》9首）又有写实（《童话》7首），物之梅

兰竹菊、青铜淬铁、沉舟锚冢、虎狼豹鹰、鸣虫穴蚁、

飞鸟鲟鱼、细雨初雪，史之大唐追梦、渡口寻踪、虢国

玉殇、霓裳羽衣、汉砖断壁、中原史迹，抒怀之独白、

冥想、追忆、拷问，写实之行旅、醉酒、看戏、独坐……

宛如一条绵延东去的水路，有源头水声淙淙，有险滩

激流跌宕，有两岸乱花啼猿，有中流深水旋纹，有河

口宽广气魄，因此，诗人以组诗《水路》作为诗集的题

名，确实是别具深意。在这亦真亦幻的水路上，贯穿

其中的是物我交融的精神共鸣、传统与当代的相互

辉映，尤其是对儒释道三者的糅合，对侠义古风、剑

胆琴心的抒发，对仁者宅心、纯净品质的追慕，赋予

《水路》深沉的传统源流和开阔的时代镜像。诚如霍

俊明对《水路》的评价：“自然之物、现实细节与生存

的整体象征和历史想象、内心生活以及精神愿景彼

此开合时时共振，其抒情气质与理想精神在感性和

知性、经验与想象中得到了融合与贯通”。

《水路》是诗人的心路历程。词与物的关系究其

实质不过是人与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水路》中纷

繁杂陈的现实拷问和历史回风，深刻地诠释了诗人

在这个时代的炼狱般的心灵升华过程。在开篇的组

诗《中国屏风》里，诗人对菊竹兰梅的讴歌，体现了诗

人对高洁人格的持存与坚守。“把无畏的行动/寄托

在纤细的菊上/伟大且高洁的先人啊/这是怎样骇世

的明志方式/接力棒的传来/举着如炬的菊/我是秉承

你衣钵的受益者”（《菊》）；“而每亲近你一次/都使我

变得/虚心而正直”（《竹》）；“插兰为香/我要和他们

拜天叩地”（《兰》）；“梅以及她的一树姐妹/粲然绽放

如灯的光芒/照亮我们/来路和去途”（《梅》）。然而，

在社会快速转型期里，持守精神的美德并非是一件

容易的事。诗人不回避内心的困顿与焦虑，而是用

诗歌来加持和助予。在组诗《隐疾》里，诗人说出了

“心痒的难言之隐/无药可治/我该挠哪里止痒/才能

使自己心静如水”（《心痒时我该挠哪里》）；又以诘问

的方式写道：“看《本草纲目》/自己给自己开药方/医

自己的心病/你信这是我真实生活的全部供词吗/反

正，我不置疑”（《我总怕干出让人耻笑的事》）；在压

轴组诗《仁者的光泽》中，诗人从打铁者、破冰者、摆

渡者、独舞者、持灯者、采药者、漆船者、夜行者身上，

投射了自己的理想人格和内心归宿。这一点，诗人

曾经夫子自道，“我爱诗、写诗最根本的目的是用诗

来洗濯尘世给予我的灰垢，保持思想维度和精神向

度的纯正和清洁”。诚哉斯言！诗人“借助诗的小

径，走出混沌和荒芜，走向澄明和纯真”。（李云《韧

劲：坚守底线及有难度的写作》）

《水路》是有难度的写作。自上世纪90年代以

降，一方面，以反抒情、冷叙述为鹄的的诗歌充斥诗

坛，诗歌成了语言的修辞游戏；另一方面，口号式、宣

言式的假抒情、概念化写作沉渣泛起，诗歌成了平淡

无奇的分行书。李云认为严肃诗歌写作的学术伦理

底线是向难度写作，他追求三种境界：一是“寂然凝

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二是“从俗世中

来，到灵魂中去”；三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能够达到

这三种境界，应该就是“有难度的写作”。所谓有难度

的写作，在处理写作题材上，能够做到在细节上、细微

处呈现宏阔视野和幽深历史，而不仅仅是顾影自怜式

的无病呻吟或凌空蹈虚式的大而无当；在处理物我关

系上，能够以我观物、以我化物，赋予对象以通灵属

性，而不仅仅是浮泛于事物的表层之上或者沉湎于自

我的喃喃独语；在处理诗歌语言上，能够做到点石成

金，做到情与理、词与物、外在与内在的巧妙化合与有

机统一。通读《水路》，我以为诗人是实现了他的追求

的。在组诗《青铜四叠》《中原行》《水路》《锚冢》《仁者

的光泽》等诗歌中，诗人的语言点金术令人惊奇。比

如《锚冢》起笔写道：“你没有衣冠，只有筋骨”，一句作

为一段，凸显了废弃铁锚的内在品质，为该诗定下了

基调。紧接着，诗人以“我此时，陈述这些干吗/我是泄

密者，我浅薄”这样的反讽方式开启了对锚的礼赞。

而在《抛锚的锚》这首诗中，“我摸着锚/如同抚摸当年

那支猫的脊背/我好想让锚尖/刺痛/我麻木的中年/

如同那支猫挠破我的手背”，通过锚与猫的同音联想，

“刺痛”和“挠破”的动词对举，生动形象地揭示了诗人

战胜麻木人生的内心渴望。尤其应该一提的是，诗人

处理抒情的方式令人称道。他既不像一些诗人那样

兜售廉价的滥情，又不像一些诗人那样抛弃诗歌的抒

情性，而是以有节制的抒情达到情意物的圆融胶合。

他喜欢用长句短句交错的方式构建行云流水般的内

在节奏和韵律，这样一来，他的诗歌不仅适合于吟，

也适合于诵；不仅适合心读，也适合倾听。

总之，《水路》是一本值得再三吟咏的诗集，正如

何言宏所说的那样：“他的写作，不仅是在为自己，也

是为我们和我们的时代重新召回走散的灵魂”。

读王松新作《烟火》，确然

扑面而来的都是天津老胡同串

子里的烟火气，它们从字里行

间的胡同故事里升腾起来，氤

氲在小说构建的氛围里，顿时

让人觉得，“烟火”这个篇名令

人叫绝。这不禁让人想到当

年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

生活》，似乎是近现代与当代

两个迥然不同的故事，联袂展

现着胡同文化的百年变迁和

百姓哀喜。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里，人物语言是最出彩的部分，

对话中闪现出来的民间智慧和

人物情绪，成就了“张大民”在

那个世纪之交的历史时点上的

幸福与苦闷，也成就了一个极

具时代性的来自胡同里的典型

人物形象。但在《烟火》里，作

者把以天津侯家后这个地方为

代表的胡同文化像撕面包一样

拉扯成无数的小人物、小角色、

小故事，特别是在小说的前半

部里，这些人物总是在不经意

的地方出现，或者独立成章地

进行着墨，或者随着正在铺陈

着的事件人物牵丝带絮地拽出来，从来子到刘大头，到杨灯

罩儿、保三儿，从老瘪到王麻秆儿到老疙瘩，看起来每个人

物的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但是又都适可而止。然而就是

在这样的似乎是杂乱不清的丝团里，就在这些互相攀扯着、

勾连着的叙述里，一幅相互连缀着、命运交错着的老天津胡

同景象鲜活地成形了。

“烟火”并不是一个具象的词汇，它所带给人的往往是

一种融汇了各种生活情味的全景。小说恰如其分地切入

到天津胡同市民的生活，化整为零，由零汇整，从胡同里

不同户门中走出来的人物陆续出场，他们的生活互相补

充又互为映衬，成为整条胡同历史演变的“抬轿人”。在

这其中，来子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核心命运人物，但作家又

不仅仅聚焦于他。围绕来子生活周边的人物个个都是丰

满的、鲜明的。保三儿因为来子想尝试拉胶皮（即拉洋

车）而跟他结下交情，只一个小章节，保三儿的乐善好施

就跃然纸面，为后面他给杨灯罩和老瘪当保人以及保下

来子的鞋帽铺铺垫下了人物性格和关系的暗线。杨灯

罩儿一出场就是个爱占便宜的街头混混，到后来与来子

的一辈子都产生着理不清的恩怨，作为小说里的反面

典型，虽然最终的命运让人唏嘘，但即使偶尔出场也让

人觉得他始终是悬在善良人们头上的一柄利剑，让人

恨得牙痒。有了这些丰满的人物形象，也才最终填充

了小说的丰满。就像是各处山凹里涌现出的晨雾，这

一团那一块，看似是朦胧一片，待得太阳一出，光线一

刺晨风一挥，浓雾散去，清清爽爽，便是小说的大好河

山了。《烟火》的味道，就是这么一字一句、一章一节地出

来的。

天津胡同民俗成了小说最具特点的内容。在王松的文

字里，能看到老瘪卖的烧煤球炉子用的拔火罐儿，知道拉胶

皮光有一膀子力气还不够，鸡毛掸子也有好坏之分，打帘子

还有各种讲究，从人人熟知的狗不理，到鞋帽铺、棺材铺、水

铺，嘎巴菜、豆腐丝儿，你有你的生活技巧，我有我的谋生门

道。当然，整理挖掘民俗文化只是小说的附属功能，所以不

要指望通过一部小说能管窥一项民俗的全貌，尤其《烟火》

又汇聚了这么多的民俗内容。但从小说创作和阅读的角

度说，这是属于知识性和基础性的那一部分，它的丰富性

把蜡头儿胡同里人们的生活情境夯打得更加瓷实。正因

为有了这些还原生活原型的内容，胡同里人物的命运才

更加丰富，才为小说的展开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正

因为有了它们，小说才更具有贴近胡同底层的生活味

道。从这一点来说，可以看出作者为小说写作所投入的

大量精力，所有这些准备，都是为了呈现一个几近真实的

小说场景，都是为了让每一丝飘动的烟火气都能唤起读者

对天津胡同的临场感。

小说的烟火气里，除去人物情节和民俗内容的“零”与

“整”，还有叙述方式的“正”与“反”。叙述方式与小说结构

需要的是紧密呼应。在小说营造的阅读氛围里，读者就如

在胡同里摸索着的一个旁观者，胡头尽头忽然走出来一个

为生计奔忙的人，他一定与这胡同有关，而你却一时并不

知道他是谁。正是这样的人物出场，看似随机没有刻意

规划，但却总是拖拽着小说的主线，绝不游离于小说主要

人物的命运之外。与此相适应，对人物出场的背景交代，

作者采用了很多插叙和补叙的方式，就像是街头天津老

人闲谝杂聊之间的插科打诨，也像是在故事讲述的间歇

给端上一杯润嗓的清茶，比如来子和杨灯罩儿关于称呼

洋人“爸爸”的恩怨，比如小闺女的生世来历。看起来，每

一个人物都自成章节，都可以沿着时间的脉络探向另一

个同样精彩的故事角落。而采取插叙与补叙，保证了小

说故事主线不受这些枝节的侵扰与损伤，始终在故有的

节奏里娓娓道来，又显然得到了这些枝节故事的补益与

充实。也正因为这些穿插的故事和人物细节，小说的架

构更加丰盈茂盛，时代和人文气息更为浓烈动人，作者的

真实意图伏脉千里又并不刻意生硬。在这方面，作者似

乎并不吝惜笔墨，比如傻四儿去拉冰的细节，存在有无其

实并无关系，但作者却交待得不遗余力，没有进行功利化

的取舍，使得傻四儿这个人物形象在十分有限的篇幅里

就灵动起来，使来子与他在生活轨迹上的交错显得自然

可信。不过终究无论是傻四儿还是刘大头，无论是高掌

柜还是老朱，他们的故事终归要回到以来子一家为主的

命运漩涡里，就如同无论他们在家里干什么活计，一出门

仍就是那个千姿百态的蜡头儿胡同的人，即使只是把一盆

废水倾倒在街面上，或只是拎着一个刚用过的拔火罐放在

街角，他们也与这个胡同的变迁发生着在某个节点上尤其

重要的命运关联。小说的更多的“舍”，其实埋在了它的“不

舍”之后。

由此想到当下现实主义方向的文学创作，首先就是要

有现实根基，有不脱离现实生活的人文生态，其实不就是要

有能撩动人心绪的“烟火气儿”吗？当然，《烟火》从创作来

说也存在一定的缺憾，比如最后的章节和前章情节衔接上

有断裂感，转圜过于突兀，而且李香香寻亲这个情节发生在

70多年之后，在时间和情感逻辑上也确有可供商榷之处。

但是从总体上说，《烟火》浓烈的天津地域文化气息，无论语

言还是写法上对本土生活极具写实性的关照，都为写作者

们提供了一个堪称优秀的榜样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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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当属于意气之事，心生意，气凝神。诗，

是心灵的隐约显影，关乎诗人的意气，以及日积月

累的文化。杨清茨的诗，有其心灵与文化相互浸

染所汇聚的意气,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绘画艺

术为场域，讲究生活与意境的映衬，以禅性牵动人

生哲学。她的诗重古典情怀蕴人间哲理，又十分

好读，能够自在轻松地进入，又有探寻可感的幽

径，有举重若轻之感。我们在读杨清茨的诗，同时

也在读我们内心的图景。如此的画意诗情，是杨

清茨诗歌的气质所在，也使她的诗辨识度很高。

诗歌自然来源于激情和灵感的策动，具有独

特的情绪。在杨清茨的诗歌里，我们发现这样的

策动和情绪多半是深藏不露或经过了理性的淘

洗，是一切尽在尘埃落定之后的重新叙述、梳理情

理的步伐、回响灵魂的音节。可以想见，在创作

中，她总是会先将自己置放于某种画面感很强的

情境之中，而我们也被她引导入其中。绘景入境，

为的是更为丰盈和精确的表达。在她的许多诗章

里，心意是墨，一点点洇开，轻轻勾勒，云淡风轻，

诗的重量恰恰在这“轻轻”之中或背后。这样的

洇，从诗歌的标题就已经开始，诸如《流沙劫》《南

风起》《江南惹》《画荷》《云山入画》等。这样的标

题，其实是整首诗的基调，更是类似药引子一般的

诗核。她的“气”以古典气质润泽当下呼吸，让我

们可以感受到从传统一路走来的足迹和形神。新

诗要突破，回望是必不可少的。真正的传承，当是

“气”的贯通。比如古典的情怀、高蹈的精神，以及

对于文字的敬重等等。对此，杨清茨找到了在当

下与远古对话的方式。“功夫在诗外”，杨清茨喜爱

古典文化，对书法和国画有理论上的见解和具体

的创作，还涉足古体诗的写作。这是她的文化积

淀，也是她诗歌创作最为重要的背景。这也说明，

一个优秀的诗人，或一个向往优秀的诗人，除了诗歌天赋外，全方位地强

化和提高文化修养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要点出杨清茨诗歌的一个关键词，我认为是“润”。她的语言是现

代性的，但是将古意化入后的现代性。思考也是现代性的，同样也是以古

典酵发的现代性。如此一来，她诗中的传统之力既无张扬的踪影又无孔不

入。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水之润，光泽中有水之气性又有阳光闪现。水润

之功，在于隐含之下，看似平和，却张力强大。这样的力量，以低调的韧性

为主，润物细无声。杨清茨的诗，少有极强的对抗性或大悲大喜，内敛的同

时，十分注重气息均匀，就像一条大河，看似平静，涌动的暗流无处不在、

生生不息。显然，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极为重要的品质。坐而论道，坐

而品禅，无限的静之中拥抱无限的动。杨清茨将生命体验、内部思考、现实面

貌、历史向度、文化精神等等泽润于心，泽润于写作，不是为了呈现而呈现，

丰富思考的手段、提升思考的质量，才是她的用心所在。在她诗中体现的

“禅性”，其实是一种我们身边的人生哲学。诗人将日常生活诗意化，诗意

地栖居于日常生活，在这双向互动中，彰显美的细节，探索存在的意义。杨

清茨对人与物、当下与历史、文化与心灵等诸多的关系很清醒。她的清醒，

还在于对自己诗歌理想的认识和努力。这一切都艺术性地统一于她的文

本之中，难以分割，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圆，相对完整，自给自足。

可以说，杨清茨《玉清茨》集中的诗歌创作，颇有江南之韵、古风之力、

现代之象。这样的诗歌一直亲切地储存于我们的血液之中，也是我们所

希望看到的。让诗与心灵、与文化一起回家，怀揣家的温暖和营养再动身

踏上征程，这样的创作，其意义已经远远大于诗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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