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2021年8月18日 星期三文学评论/新闻责任编辑：行超 黄尚恩

林那北在创作谈中这样形容《南北货行》
的主人公陈酒月：“他不是具体的谁，而是站在
人群里特别不起眼的某类人，有点迷迷糊糊，不
善察言观色，不想迎合谁，也不懂为了多分一杯
羹而调整此刻的笑容。”中短篇小说集《双十一》
呈现了8个这样颇具钝感的平常人物，无论是
离婚后帮前夫养宠物的玉茗、与丈夫假扮兄妹
不断相亲的亚静、自发为老板远行讨债的陈酒
月，还是想为受男朋友欺负的妹妹报仇的工厂
保安曲东喜、扮着张飞卖猪肉脯的男孩杜奇，这
些人都资质平平，颇有些没心没肺、安于现状，
在人情练达方面不及平均值。小说依然是极具
林那北个人特色的晓畅明快、轻盈俏皮，当这样
的语言被用来呈现不够伶俐、略显笨拙的人物，
让人感觉到叙事美学的特殊张力。

《双十一》叙事美学的更大张力存在于传
奇元素与日常生活和这些小人物之间。林那北
擅长在普通人的故事中引入传奇元素，呈现平
凡人生的高光时刻。热门的话题、曲折的情节、
激烈的冲突、戏剧性的突转，林那北的小说往
往利用这些套路虚晃一枪，她的真正目的是借
此展开被各种耀眼光芒遮蔽的普通生命，让这
些人物的内在人性光芒真正浮现。

《双十一》选择用节制且节约的叙述来呼
应中短篇的体裁容量。比如《家住厕所》中的厕
所保洁员豆子，工作和吃住都在寺院最角落的
厕所里，每天说的话仅限于卖卖厕纸，一个星
期出不了一趟寺院大门，人际关系简单，父母
去世、姐妹不亲、儿子跟着离婚的前妻，唯一的
朋友也已经20年没有联系。相比之下，他的发
小米伟仓的故事就跌宕起伏得多，部队大院出
身，大学去了北京，生意做得很大，与合作伙伴
起冲突后杀人潜逃，投靠住厕所的少年玩伴。
作者偏偏就写了一事无成的豆子，对米伟仓发
迹、杀人、潜逃的跌宕人生只是作为侧写略略
带过，小说叙事聚焦于普普通通的豆子，体现
出作家对历史变局中小人物命运的一贯关注。
林那北冷静而克制的书写把读者带离波澜壮
阔的事件，跟她一起沉浸于人物的内心世界，
去追随他们情感状态的纤毫变化。《美弟》也是
如此。主人公玉茗离异索居、以狗为伴，独来独
往，得过且过；前夫吴鼐平则完全不同，在官场
上力争上游官运亨通，离婚后马上娶了年轻漂
亮的电视台主持人，“官当得好好的，孩子又快
来了”，这个时候却莫名其妙地失踪。通常来
看，后者更值得一书，林那北却反其道而行，所

有叙述都围绕玉茗展开，对发生在吴鼐平身上
的事情不做过多解释，直到小说结尾也没有交
代吴鼐平究竟怎么了。没有交代，只是因为对
玉茗来说，原因如何、结果如何都不重要，她也
不想追究。显然，小说聚焦的不是事件本身，事
件只有撞进主人公的内心时才值得一提。这种
沉浸式的日常书写营造了小说的氛围感，主人
公的茫然、困顿像密不透风的云雾将读者层层
包裹。于是，那些微弱的、改变现状的努力一下
子就攫住了读者的心神。在以普通人为中心的
日常叙事中打入某些传奇的元素，这是林那北
小说叙事的一大特点。叙事的日常性、凡俗性
与传奇性的矛盾与融合，使小说成为作家构建
价值世界的美学形式。

小说集《双十一》是一种现实向度的、与现
实相互对话的传奇。8篇小说多为当代现实题
材作品，即便是讲述数十年前故事的《蓝衫》和
《南北货行》，也设定了真实的时空背景，是在
丰富考证的基础上进行的历史书写。小说叙事
的展开回避绚丽与夸饰，也不设置复杂的矛盾
和极端的险境，事件和人物性格淡化处理，故
事的节奏不疾不徐，作者的切入面仅仅是有些
憨傻惰怠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值得注意的
是，在这些日常生活的书写中，大量细节的连
缀没有落入对“生活流”的复制，而是以传奇性
的引入与生活拉出一个足以审视的距离。《蓝
衫》结尾的处理便是一个例子。小说用大量篇
幅描述了文英追赶红军大部队的艰辛，当她终
于找到队伍却发现自己并不受欢迎，丈夫以及
战友们都以为她是出卖同伴的叛徒。一个本本
分分的农村妇女遭受如此暴击，文英此时的选
择不是逆来顺受，也不是为自己辩解，“就在这
一刻，她决定走。……她向前走，步子迈得很大，
客家女人的大脚在青石板上啪啪啪响着，然后
她就出了土楼，出了县城”。此刻，她的革命事业
才刚刚开始。没有环环相扣的情节推演和详尽
铺展的前因后果，文英的前后转变是小说集《双
十一》中少有的极富戏剧性的一幕，生命的能量
在叙事的结穴中骤然迸发，纪实与虚构交织，
在一个小人物的生活成长史中注入传奇的力
量，凸显了这位普通妇女的坚韧和信念。与张
爱玲式传奇的悲剧色彩不同，我愿意称林那北
的传奇是强烈的生命乐章，具有一种提振人心
的清明和通透。

《双十一》和《张飞老师》从不同角度探寻
网络化生存时代中复杂的人性和人际关系。这

两个故事更加写实，人物与环境之间的紧张、
生命的变幻无常，经典传奇的理念和技法在这
里被用来拓展小说中日常的疆界。《双十一》
中，丈夫青兵让亚静与各色人等不断相亲，企
图以此牟利，夫妻二人平淡的生活由此变得险
象环生：青兵让妻子去相亲，却又不愿意让其
他男人占了便宜，还要手忙脚乱地安排好20多
个人的见面时间；亚静在与相亲对象的独处中
同样小心翼翼，要时刻提防是否露馅、是否安
全……人物与环境之间的紧张感扑面而来。
《张飞老师》的传奇性更多是通过人物前后的
转变，以及主人公和其他人的对照，彰显生活
平静表象下的变幻无常。猪肉脯店摄像头所记
录下的老板常天兵和姐姐杜薇的私下情事成
为小说的爆发性细节，让男孩杜奇的生活脱离
了一成不变的轨道，人物的多面性由此揭开：
常天兵是唯利是图的商人，也是杜薇的爱慕者
和资助者；凭借优异成绩走出乡镇在大城市落
脚并结婚的姐姐，却原来也要不择手段往上
爬；相形之下，涂着黑脸扮成张飞卖猪肉脯的
男孩杜奇似乎是小说中唯一的清明澄彻之人，
这桩情事的发现让杜奇羞愧不已，下决心离开
小镇。杜奇从小说开头安于现状的得过且过到
结尾毅然决然的离乡远行，他的转变在细水长
流的日常描写中一点一点地堆砌，却始终未及
成形，直至那个节点的到来，仿佛画龙点睛，小
人物身上隐藏的生命的无名能量在瞬间爆发，
小说内在的生命逻辑由此才得圆满。

林那北笔下的传奇内敛而节制，内蕴于世
事人情，依附于主人公单纯心性所支撑的一往
无前的天真，寄托着提升世界精神质量的价值

诉求。《南北货行》最直观地体现了这一点。在
陈酒月的冒险中，作者没有任由故事信马由缰
地奔驰，她不过分堆砌讨债过程中的紧张刺
激：酒月被日本人抓住，有人以身相护，救他出
逃；酒月被认为出卖了同伴，但很快就重获信
任；老板给酒月穿上的夹袄里藏着地图，让他
去桔州讨债其实是以他为媒介向革命者传递
消息，但酒月在这个过程中一无所知；甚至鬼
子上门来，比酒月还小的女孩被打死，酒月却
毫发无伤……酒月的幸运无疑带有传奇色彩，
然而这份传奇却是作者有意为之，毕竟，“酒月
啊，你这样的人要是都不能过上好日子，这世
道能好吗？”《双十一》的主人公们都或多或少
具有陈酒月的一些性格特质，但是，只有在陈
酒月这里，作者才直白地坦陈写作用意所在。林
那北不是看不到生活洪流背后强大的支配力
量，但是，她愿意用小说向愚钝致敬，予世故圆
滑以冷厉的凝视，这是献给小人物的生命礼赞。

日常与传奇在林那北节制的书写中交相变
奏。她没有一味地描摹现实，追求日常的真实
感，《双十一》的现实性集中体现在对日常生活
氛围的塑造上，呈现充满烟火气的市井人间，以
及人情世故的厚重包裹。她也没有任由传奇攻
破现实，在保持叙事现实感的同时，引入传奇元
素帮助主人公脱离险境，展现普通人的不普
通，这恰恰是对人性之光的呵护。毋宁说，传奇
书写保护和强化的是“忠诚、信义、仁慈、厚道”这
些善良品性的生命力。因传奇元素的加入而产
生的与现实的距离，开辟出对时代的精神质量
进行反省的超越空间，使作品成为对现实世界
进行美学重构和价值建设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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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林那北小说集林那北小说集《《双十一双十一》：》：■新作聚焦

《双十一》选了我的8个
中短篇，除了《家住厕所》外，
其余是近几年陆续写，又零
星发表的。把它们聚拢起来
重新瞄一眼，发现自己的趣
味一直稳定：略过官员、商
人、明星等华丽喧哗中的人，
目光直抵卑微的民生。这不
是预设的，也不曾给过自己
界定，只是彼时某刻，小说在
某个瞬间，因了某种机缘出
发时，存在心底那些细致的
尬或幽微的痛突然泛起，并
汪洋荡开，水流汩汩有声。衣
着光鲜的人没有痛吗？出生
落地，他们也同样以哭宣泄，
然后几十年的时光里一路跋
涉挣扎，寸寸成功都被汗与
泪浸透，熬至鲜花在左掌声
在右时，已经有很多被聚光
灯打中的机会了。

我曾在县级与省级机关里工作了十几年，阅尽
一切，也写过几篇与官场有关的小说，却都是那些混
得艰难、被一堆鸡零狗碎现实所困顿的小人物，他们
局促的呼吸里有不息的欲望，也有丛生的无助，无论
所栖身的机构权力多么强大，他或她却仍只是一个
被日常烟火所吞没的人，必须在春来冬往的普通日
子里，承担起生命的全部重量。这个集子收的短篇

《美弟》里也有官员，但他没有直接走到前台，只是
作为前妻玉茗的背景。与前妻寡淡无欲的生存理念
不同，这个叫吴鼐平的男人一直活得竭力，东奔西
突，节节上升，看似繁花似锦，却突然抛下一切孤身
离去。为什么？我当然知道，却没有写出。男主人公
在职场上的纷争、忍让以及种种不堪也都没写。当
故事太接近世俗逻辑时，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小说
就危险了。前妻不问世事，专心爱狗养狗，前夫的
所有生活图像却无一不清晰折射到她身上。

中篇小说《双十一》写了一对打工夫妻的荒唐
际遇，不甘窘迫，却无力挣脱，于是生出邪念，男主
上征婚网为妻子征婚，试图谋利，却身心都遭意外
暴击，原本贫穷却平静的生活从此失衡。“双十一”
这个人造的节日，近几年诡异而荒谬地嵌进我们
的生活，并且不遗余力地试图撬开每个人的欲望
之门，一步一步地我们也在入坑，漫天飞舞的买买
买，变得比空气更理所当然。等到快递从世界不同
角落次第抵达，会忽然一怔。网络时代，生活的许
多日常正被打破与重建，这必然也将导致人的情
感温度与纹理渐渐从传统模式中剥离变异。哪些
路径已悄然纵横？哪些悸动正暗流涌动？细想起
来，这些问题都意味深长。科技产品不可能颠覆过
往的一切，底层的困顿和疼痛、情感的幽微和复
杂，这些都不会一夜之间被带走，反而在当下社会
生活反衬下显得格外纠结不对称，人与人之间新
的博弈方式也因此滋生狂长，呈现另一种迥异的
图像。这是一篇我自己喜欢的小说，写作过程试图
抓住这种变化，在眼花缭乱的生活表象之下，重新
考察人性的质地，探究这一群体的坚忍、跋涉、挣
扎、渴望以及他们的无奈、无序、茫然、麻木。

集子中的《南北货行》和《蓝衫》写的不是当
下。《南北货行》写抗战时期，货行伙计陈酒月为报
恩，主动替老板去讨债。他智商不高，资质平平，却
秉执最质朴的理念，穿越生死，吃尽苦头，终于完
成讨债（实际是传递重要情报）之责。这小说写得
一般，但我非常喜欢陈酒月，他是站在人群里特别
不起眼的那类人，迷糊，不善察言观色，不想迎合
讨巧，也不懂为了多分一杯羹而调整此刻的笑容。
他懂什么呢？懂诚实宽厚、知恩图报、与人为善、尽
职尽责、一诺千金、忠义孝仁……这些词语都具有
传统质地，在这块土地上已被当成美德褒扬了几
千年。但生活中已很难找到陈酒月，他呆头呆脑地
站在洪水般汹涌的人群里，似乎又憨又傻，没有任
何光芒，既兴不起风也作不了浪。在经历一次次被
坑被骗被伤被辜负被出卖被践踏被亏待后，他得
以成长，但初心不改，他还是原来那个忠诚、仁慈、
厚道的小伙计。一个无害的、充满善意的人，他生
活的质量不正是检验这个世界质量最好的标杆
吗？《蓝衫》写的则是闽西女红军的故事。身处险
境，又得不到丈夫的爱，与部队失散后，她竭尽全
力寻觅追赶队伍的过程，也可以看成她对自己女
性角色的重建与再塑。

这世界绝大部分人都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
小尘埃，在几十年光阴里背负命运竭力向前，有痛，
但也有深藏心底的隐约光芒。保持骄傲，尊重常识，
守住底线，我们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

日常日常、、传奇与小说的生命逻辑传奇与小说的生命逻辑
□□郑海婷郑海婷

林那北不是看不林那北不是看不
到生活洪流背后强大到生活洪流背后强大
的支配力量的支配力量，，但是但是，，她她
愿意用小说向愚钝致愿意用小说向愚钝致
敬敬，，予世故圆滑以冷厉予世故圆滑以冷厉
的凝视的凝视，，这是献给小人这是献给小人
物的生命礼赞物的生命礼赞。。

潜得越深 收获越大
□何向阳

■新作快评 许晨、臧思佳中篇报告文学《深海“奋斗者”》，《北京文学》2021年第7期

《北京文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专栏头题发表了许晨、臧思佳合写的中篇
报告文学《深海“奋斗者”》，这是一部值得关
注和推介的海洋题材纪实佳作。两位作家以
饱满的激情、扎实的作风、诚恳的态度、科学
的精神，及时而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建设海洋
强国的又一重大成就。

众所周知，2020 年 11 月 10 日，我国自主
创新、自行研制的万米载人深潜器“奋斗者”
号在地球第四极——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
载着三名潜航员下潜至10909米，创造了同类
型深潜器的新纪录。中央电视台向全球直播，
引发强烈反响，国人振奋，世界瞩目。事实上，这
不仅是一次海洋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也是华
夏儿女迈出了进军深海未知领域的坚实步伐。

《深海“奋斗者”》的作者之一许晨，曾写
过反映第一台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的报告文
学《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深获广
大读者好评，荣获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其独
特而内含丰富的书名“第四极”，现已成为大
家公认的地理概念，因为这次“深入生活”的
写作，他也与我国深潜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对
海洋文学的热爱、执著与努力，使许晨连续写

出了《一个男人的海洋》《耕海探洋》《山海闽
东》等作品，被誉为中国新时代的“海洋作
家”。此次与基础扎实、积极进取、富于诗情的
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臧思佳合作，起到了以老
带新、培养新秀的作用。

从百米浅海到万米深海，中国载人深潜
事业劈波斩浪几十年，科研人员先后突破了
多项核心深潜技术。与十年立项、十年研制的

“蛟龙”号不同，我国第二代载人潜水器“深海
勇士”号，从研制立项到海试交付只用了短短
8年，且国产化程度更高，实用性更强。而“奋
斗者”号2016年立项，也是由研发“蛟龙”号、

“深海勇士”号的科研团队承担，融合了之前
两代深潜装备的优良血统，完全采用了我们
中国人自己研发生产的、更加先进的控制系
统、能源系统和定位系统，以及更加耐压的载
人球舱和浮力材料，一举打破了外国人在核
心技术上的垄断与封锁。

《深海“奋斗者”》充分体现了中国科学家
团结奋战、百折不挠的创造精神。实际上，这
就是从第一代“蛟龙”号研制历程中提练出
来、被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的中国载人深
潜精神：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
高峰。虽然作品重点讲述的是研发、海试“奋
斗者”号万米载人潜水器的传奇故事，但全面
回顾、总结、讴歌了中国深海事业的不凡历
程，宣传赞颂了我国深海开拓者们的先进事
迹、坚强意志和高大形象。看得出来，两位作
家在采访写作中，时时处处被那感人的故事、
英雄的人物所震撼、感动，以“奋斗者”精神来
塑造“奋斗者”形象、传达“奋斗者”事迹，为我
们奉献出了一部无愧于时代的佳作。

报告文学与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
要写人性，写人的感情世界和心路历程。同
时，它还有自己独特的功能——传递丰富的
信息，具有思辨色彩和知识性。而要写好一篇

报告文学，更需要扎实的采访体验，要在“脚
力”上下大功夫。作家、文艺家只有深入人民，
扎根生活，才能写好这个时代的人民和生活，
才能反映出这个时代人民的创新与创造。报告
文学写作如同深海潜水一样，潜得越深，收获越
大。此前，作家许晨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脱贫攻坚
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的承担者之一，为写《山海闽
东》多次前往福建宁德，登山跨海，不辞辛劳，在
深入采访基础上写出了反响极佳的作品。如今，
他与臧思佳又合作写出《深海“奋斗者”》，其创作
成果令人欣喜。这是一种作家自觉融进时代进
程中的写作，读后令人扬眉吐气，精神振奋。

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曾发出宏愿：可上
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如今我
们可以欣慰而自豪地说：这些高远目标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迈向新征程的时
代，经过中国科学家的辛勤努力与全国人民的
不懈奋斗，已经成为现实了！在深空、深海、南北
极地都有炎黄子孙的身影，他们作为“奋斗者”，
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基础，也
为人类探索未知世界打开了一道道大门。记录
时代一向是文学家的责任和使命，期待在这样
一个大时代中推出更多的精品佳作。

本报讯 近日，由诗人慕白主编的
第六届“铜铃山杯”全国诗歌大赛获奖
作品集《山水文成》由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共收录100位获奖及入围诗
人的诗歌作品。

第六届“铜铃山杯”全国诗歌大赛
由中国诗歌网、《诗歌月刊》杂志社、中
共文成县委宣传部、文成县文联、文成
县铜铃山镇人民政府、浙江省铜铃山
国家森林公园联合举办。大赛征文历

时半年，受到全国广大诗人的关注，组
委会共收到来自全国28个省份的有效稿
件1869份，共计有5276首诗歌（含散
文诗）。经评选，最终辽宁的王爱民等
20位诗人获奖。

据介绍，从2007年起，文成县与《诗
歌月刊》杂志社、《星星诗刊》杂志社、
《江南》杂志社、《诗林》编辑部等单位连
续举办六届“铜铃山杯”全国诗歌大赛，
每届推出了一部获奖作品集。（浙 文）

《山水文成》以诗吟咏美丽山河

本报讯 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李林
的中短篇小说集《真水无香》日前由万卷
出版公司出版发行，收录了作者在不同时
期创作的2篇中篇小说和5篇短篇小说。

李林的作品既具有敏锐的现实主义
品格，又富有浪漫情怀和青春理想。他的
小说很好读，讲的都是普通人的人生况

味与追求理想的飞扬与挣扎，还有在这
过程中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坚守。作品内
容叙事平静，温润入心，哲思频现，语言
质朴，渗透着浓浓的“中国味儿”，透出对
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的挚爱。其散文化
的语言令小说充满了烟火气，特别是方
言的巧用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欣 闻）

《真水无香》记录追求理想的飞扬与挣扎

本报讯 8月18日晚，“2021湖南卫视818全球汽车夜”
将在湖南卫视现场直播。今年的“车晚”以“头号引擎，成就完
美爱擎”为主题，以人车情感诠释为主线，将聚焦我国汽车产
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发展过程，结合虚拟现实等
视觉技术，全方位、立体化地生动展示当下汽车行业顶尖的技
术成果，用一系列丰富多彩、科技新潮的文艺节目带领观众畅
想汽车行业未来发展新方向，打造沉浸式、极具未来感的光影
视觉体验。

作为一档聚焦汽车垂直领域的专业电视晚会，湖南卫视
自2019年起每年连续举办818全球汽车夜，用科技实力与人
文情感的交融，直观呈现中国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激发广大
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在今年的晚会上，除了顶尖
科技的成果展示外，一个个平凡的故事也将娓娓道来。各行
各业不同身份的“汽车人”将暖心集结，分享自己与汽车之间
发生的真实而温馨的故事，以及他们对汽车行业新发展的感
知，传递建设科技强国的自信心。作为“中国骄傲”的代表，前
不久在东京奥运会上为祖国赢得荣耀的乒乓球运动员许昕与
击剑运动员孙一文也将“云亮相”晚会现场，讲述奋力拼搏的
燃情故事，弘扬奥运精神，致敬蓬勃发展的中国力量。

主办方表示，湖南卫视作为主流媒体平台，在电视文艺创
作中时刻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用创意化的表达、科技
化的呈现、生动化的演绎，努力赋予晚会更多深刻内涵。

（湘 闻）

展
现
行
业
成
就

致
敬
中
国
力
量

广告

官
方
微
店

官
方
微
信

精彩阅读·2021年第九期要目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
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5.00元，全年12
期定价180.00元。本刊2022年杂志开始征
订，每期定价20.00元，全年定价240.00元，请
读者们及时到当地邮局订阅，也可到《北京文
学》微店或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
订阅或购买本刊。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
国外邮发代号：M428；地址：北京前门西大街
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邮编：100031；
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作家人气榜
筑园（中篇小说）……………………… 计文君
老故事，新故事（创作谈） …………… 计文君
我们该如何获得现实感（评论）……… 李 洱
现实中国
探路者——爱奇艺，一张有爱有艺的国家名片

（报告文学）……………………… 沙 林
好看小说
莫拉哨所·狼牙（短篇小说） ………… 石钟山
钻戒（短篇小说）………………【美国】张惠雯
红门十二钗（中篇小说）……………… 李 御
何葆国小小说两篇…………………… 何葆国
存亡之战（小小说）…………………… 叶 骑
新人自荐
婪尾春（短篇小说）…………………… 叶滴绿
婚姻抑或第二性的围城

——评《婪尾春》（点评）………… 刘 颋
天下中文 北京的山（散文）………… 李青松

私语空间（散文）……………………… 柏 川
与天堂为邻（散文）……………【美国】杨 超
古渡屐痕（散文）……………………… 王杏芬
真情写作 从此哀相绝（散文）……… 老 骥
等时光来敲门（散文）………………… 李小坪
荤素人生（组诗）……………………… 晓 弦
我所不能接触的事物（组诗）………… 顾彼曦
文化观察
【“文学经典，怎样影响你的人生”征文选登】
诗样情怀，从童年开始 ……………… 王海霞
品读《蒲柳人家》……………………… 穆雨彤
经典对我事业的影响………………… 全秋生
重读胡适，再看经典 ………………… 矢 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