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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小孩来说，有两
大“村霸”不好惹：一个是“癞皮狗”，另一个
是“大头鹅”。前者通常是单独行动，把守在
乡间的要道上，在你不经意间，蹿出来对你
狂吠。倘若你因此仓皇而逃，那少不了被它
追 撵 一 番 。但 只 消 备 上 一 块 石 头 或 一 根 木
棍，在其示威时扬手便打，那它多半是要夹
着尾巴逃走的。

后者多是群体行动，千万不要被它们摇
摇摆摆、晃头晃脑的“呆”样子给骗了，只要你
误入它们的领地，那么它们必定会伸长脖子，
扑棱着翅膀，摆出类似战斗机群的攻击队形
向你袭来。这时假若你能逃脱，那就免去了一
顿皮肉之苦。如果你要拿上一根木棍抵抗反
击，那么它们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单方面的欺

“呆”鹅
屠世存

■乡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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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交锋
佟老爷子站起来，神神气气

地朝周围干活的石匠们喊：“喂，
这是我老哥，这是我的侄子！他
可是咱山城的大官啊！你们光嘲
笑我夸海口，你们狗日的这回信
了吧？”石匠们愣着，怎么也想不
到县委王竟明书记会来看望佟
老爷子。

王竟明、王强老汉、王云红
和严秘书进了屋。佟老爷子瞪了
佟永林一眼，佟永林却尴尬地站
着。黄狗福善乖顺地卧在门口的
影壁底下。

“老哥啊，老嫂子还好吗？竟
明回到了山城，你和老嫂子又享
福啦！”佟老爷子哑着声音说。王
强老汉点点头笑着：“老嫂子身
体挺硬朗！这把年纪的人了，哪
也不去了，这要不是您再三写信
邀请，我都来不成啊！”佟老汉望
着王强老汉满头白发 ，感慨地
说：“都老喽！老喽！”王竟明点点
头说：“大叔啥时候回到山地看
看？”佟永林说：“我老爹虽说守
水库了，但他心里总想着大山地

啊！爱吃那里的烤全羊啊！”佟老
爷子咳嗽着点头，哧哧笑了。

王 强 老 汉 指 着 王 竟 明 说 ：
“佟老弟，你知道吗？俺常常跟王
家人说，没有您就没有竟明的命
啊！”王竟明承认，佟老爷子就是
他的义父。

王竟明曾多次听爹娘讲述，
那一年的黄昏。王竟明刚刚出生
就害了怪病，父母派人送进公社
医院诊治，没有办法治疗，王竟
明就昏死过去了，小小尸体放在
停尸房。这个夜晚，佟鸿达牵着
老狗寻夜，听公社医院停尸房里
有婴孩的哭声 。佟鸿达砸门而
入，抱出这个男娃跑到医院值班
室跟医生报喜说 ，孩子死而复
生，竟然缓过来啦。

医 生 们 又 喜 又 忧 ，急 忙 救
助。王竟明真的活了！后来，王竟
明还吃过许多家妇人的奶水。父
亲王强老汉瞧着小王竟明那双
很亮的眼睛，就断定这娃是放羊
的好料子。父亲教他放羊，反反
复复叮嘱孩子，你是西柏坡人，

咱家是烈士的后代 ，你要成人
哩。他还时常把爷爷王大栓的故
事讲得神乎其神。他不让王竟明
上学，放羊是不需要文化的，只
有一身力气就够了。

长到七八岁的时候，王竟明
瞅着那些上学的儿童眼热了。学
校老师也来动员王强老汉，让王
竟明上学吧。佟永林都上学了，
佟老爷子也找王强老汉：“就让

孩子读书吧！”王强老汉耸起弓
一样的眉毛吼道：“上学有屁用？
俺大字不识，不照样上山放羊？”
从这时起王强老汉就开始手把
手教王竟明料理核桃树。

从根本上改变王强老汉的
还是那个特殊年月 ，葫芦公社
书记下令不让他们放羊了 。王
强老汉傻了 ，他一直以为没有
谁能阻挡他养羊 。王强老汉把

心思投向集体 ，一下子当了劳
模 。后来被推举为西柏坡村支
书。赶上全民绿化，王强老汉带
领山民绿化荒山 ，光秃秃的山
坡，绿色如茵。王强老汉当了模
范，常年披红戴花。

佟老爷子进屋来，枯树根似
的坐着。王强老汉和佟老爷子亲
热地说着话。王竟明瞅着佟老爷
子的脸说：“佟大叔，有事您就跟

我说啊！”佟永林凑过来说：“爸，
我跟你说的事 ，快跟王书记说
啊！”佟老爷子嘴巴抖了抖，吼
道：“说啥？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了，你小子的事情我不管！”说完
眯起眼睛，吧嗒着老烟斗。佟永
林被老爸的话说愣了。王竟明望
着也很尴尬。

佟老爷子狠狠瞪了儿子一
眼。佟永林的堕落使父亲寒心，
也使他陷入尴尬境地。佟永林赶
紧解释说：“王书记，我老爹老
了，对他儿子还有成见呢！”他转
脸望着佟老爷子：“爹，别听别人
瞎说，都是望风捕影的事啊！我
佟永林是党的干部，这阵儿也是
劳模啦。”

佟老爷子对王强老汉撇撇
嘴说：“老哥你说，他这阵儿的劳
模跟咱们那阵儿的能比吗？咱们
是拿命换，他们是拿钱买！竟明
啊，你来山城工作，不看我，大叔
也不争你，我就嘱咐你一句，别
跟永林这小子狗扯羊皮，毁了你
的前程！竟明，你要记住！”然后

就咳嗽起来。
王竟明这才感到，佟老爷子

与儿子的积怨很深了，就像这老
烟叶儿，钻进肺叶里去了。他就
转了话题说：“爸，云红，你们在
佟大叔这多呆会儿，我现在到东
水峪村看看。老爸，晚上回家住，
咱父子俩好好聊聊。”

王强老汉说：“这就对了！”
眼神里透着喜爱。

佟 老 爷 子 说 ：“ 竟 明 ，你 有
工作，大叔不留你，不过，别怕
那个牛老茂啊！他要是再跟你
来浑的 ，我就让他老小子吃不
了兜着走！”

在去世的前一天忍着病痛说：“23 年了，我想
俺儿了，我得和他做伴去了。”说着说着，泪水
从眼角里流了出来……

（作者单位：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检察院）

■心湖一泓■

■亲情如山■

■笔下行旅■

再过几个月是我中学母校百年校庆的日
子。参不参加校庆，如何参加校庆，这都成了我
的困惑。

最先转发校庆通知的是我中学时的班主
任。他在微信群里说，百年校庆是个大日子，欢
迎大家都回校参加活动。一开始，微信群里静
悄悄的，三十几个成员没人吱声。

我捏着手机，陷入了沉思：去还是不去？母
校名校友栏里那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成功人

校 庆
伍 平

■世相众生■

奶奶从旧社会走过来，有一双被裹成“三
寸金莲”的小脚。奶奶年轻时梳着两条乌黑
油亮的大辫子，大眼睛双眼皮，可谓是标准的
美女。

平凡的奶奶，是我们姊妹心中一座明亮
的灯塔。奶奶一生经历了太多——32 岁时我
的爷爷因病去世，70 岁时我的父亲在文革中
被迫害致死。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之痛，没让
她倒下，她一直坚信，只要我们姊妹长大了，
一切苦难都会过去，生活不会总是阴霾。她
常说：“人啊，在失望的时候不能没有了希望，
在无望的时候不能绝望，只要有人在，什么也
不用怕。”

奶奶不识字，但识大体。她深知没文化
的苦，所以不论多艰难，她都主张让我们姊妹
上学读书。每逢我们考完试拿着奖状回家的
时候，奶奶总是笑吟吟地从怀里掏出煮鸡蛋
来奖赏我们，那些小小的奖赏以及她踮着小
脚驻足门前的身影，在我们心头留下一段挥
之不去的深情依恋。二姐小时候患脑炎，母
亲担心她读书会吃力，加上家里生活中缺帮
手，不想让她再读书了。奶奶知道后坚决不
同意，对母亲说：“日子再苦再难也得让二妮
上学，咱娘俩这辈子不识字，不能再让孩子走
咱的老路啊！”就这样，二姐得以与大哥一同
读书学习。后来二姐的脑炎后遗症渐渐消失
了，学习成绩还很出色呢。

奶奶是母亲最称职的管家，母亲领回的
抚恤金、卖猪卖粮的家庭收入等，奶奶会一分
不少地放进小钱柜。日常生活的开销奶奶颇
会经营，她每年养一头猪，是供我们上学读书
的费用，养一群鸡主要是为了满足我们姊妹
身体成长的营养，还时不时地换些零花钱来
补贴家用。

虽 然 奶 奶 常 说“娇 惯 出 逆 子、棍 头 出 孝
郎”，但她从不主张打孩子，她的说理教育如
同 涓 涓 细 流 滋 润 着 我 们 姊 妹 幼 小 的 心 田 。
她经常对我们说：“要记着家不和外人欺，你
姊妹五个要团结”，要有“冻死迎风站，饿死
不出声”的铮铮硬骨，并告诫我们姊妹要“清
白做人，不要见物生心，万万不可看见公家
和别人家的东西眼红”，教育我们要“懂得感
恩，不能忘了和你一起哭过的人”，她还用自
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指亲不富，望亲不
饱，过穷了连亲娘也瞧不起，一定要自力更
生。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两口子有还得伸
伸手。”奶奶的启蒙教育和言传身教，使我们
从小对人生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努
力方向。

从记事起，我从来未见奶奶哭过。父亲去
世时，大姐才十四五岁，我只有两三岁，一家子
老的老小的小，奶奶和母亲的悲伤和艰辛可想
而知。她们把痛苦和辛酸埋在心底，从不对我
们姊妹流露。苦了累了，就吸着自己卷的纸
烟，一支接一支。有一次，我看见奶奶眼里噙
着眼泪，我问奶奶为什么不哭出来，奶奶说：

“哭是没有用的，眼泪只会让你变得软弱，挡不
了任何事。”我问过奶奶想我父亲吗？奶奶抿
着嘴半晌才说：“不想，他能狠心扔下自己的老
娘，撇下五个孩子走，我就不想他。”当时，我还
真以为奶奶不想父亲。直到后来，94岁的奶奶

“小脚”奶奶
胡松云

前年仲夏，与几位文友到河北野三坡和白洋
淀走了一圈。

野三坡，位于河北省涞水县境内。与野三坡
初次会面，是一场宏大的文艺演出“印象野三
坡”。听从导游的建议，为占据有利的观看位置，
我们提前两个半小时进入场地。焦灼等待之后，
果然没让人失望，演出以史诗般的手法再现了野
三坡的历史底蕴、文化渊源、人文景观和现代发
展。舞台不大，时间也短暂，却浓缩精练地展现
了从古至今的野三坡。

晚上独自回想演出，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人们旅游所见的山水草木，只有感受和认知了
一地文化内涵和特色，才真正不枉到此一游。

在野三坡游览的景点是百里峡，号称天下第
一峡。峡内有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空城计和曹
操败走华容道情节的拍摄现场。导游介绍这背
景时满脸自豪。

行走百里峡，始终有水相伴。清澈透明，如
丝如缕，时缓时急，若隐若现。至半途，一泓飞
瀑自悬崖峭壁直下，很是壮观。感叹之时却无
意得知，此水是用抽水机抽到山顶又返下来
的。这是自然的“涂脂抹粉”，虽美得有几分失
真，却也不能不承认这是匠心独具。

想水的时候，就去了白洋淀。
其实，白洋淀看上去并不大，非水天一色。

但这水颇是灵秀，柔美中伴着纤细，隐于沟汊，宛
若一汪汪的小家碧玉。船行水上，浪花飞溅，起
起伏伏之间诠释着淀水纯若少女般的心事。

在白洋淀文化苑，我们探访了嘎子村和雁
翎队纪念馆。影视作品中，两个景观的人和事
可谓家喻户晓和荡气回肠，至今还充满庄严和
凝重，时间已将那些过往凝固了，成为文化苑的
重要组成部分，用无声的语言讲述这片土地上
历史的丰厚。

尽管步履匆匆，我还是感受了西淀风荷的
风采。虽无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宏大，但叶叶相
连、花花相竞的场景，却也抒写着豪爽泼辣，野
性十足。幸亏人为划定了区域，才让荷花有所
收敛，而大量的外来品种，又似神来之笔写下几
分文雅和华贵。

（作者单位：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检察院）

沉淀的风景
陆宝华

■桑梓情怀■

老家的村南村北各有一条河，村南的河是
通海的，村里人称为大河，村北的是内河不通
海，村里人称为小河。

大河东去 20华里就是渤海湾，这里是古黄
河的入海口，千年的泥沙淤积后最终形成了家

家乡的河
张泽忠

请允许我，在夏天，在一首诗里
轻轻呼喊你的名字，用一颗柔软的心
用一片灯火和蛙鸣。和一种小剂量的毒药
与你在一首诗里相遇相恋

你说，一只蜜蜂，从花瓣已飞到花蕊
我说，一只蝴蝶，从一丛花，飞到了另一丛花
你说，我的一个眼神就颠覆了你的一切
我说，你就是我一首诗中最温柔最甜美的样子

就像夏天，爱上翩翩起舞的蝴蝶
就像人间，爱上神话中的牛郎织女
就像你的高贵和美，静静地耸立在字里行间
就像我的爱和思念，默默地锦绣在你的江山里

请允许我，在夏天，在一首诗里呼吸爱情
然后请让我轻轻呼喊你的名字，用颤动的心
用贪婪的夜色。用火焰的目光点燃你的词语
与你在一首诗里相遇相恋吧

你说，我们去海边眺望，看飞翔的云朵和海鸥
我说，我们去山中探险，捡遍地的野果和奇葩
你说，我们去天涯作画，用青春的颜色作画
我说，我们去海角写诗，在粉红的花瓣上写诗

就像春天，爱上了夏天和热烈的百合
就像你我，在瞬间成为恋爱的星星和诗行
就像这夏天，我们在火热里放飞爱情的诗句
就像这火焰，我们在这里收获幸福的最美时光！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

夏天，与你在一首诗里相遇相恋
袁同飞

前行 茹雪/摄

乡这片土地。我们这是片泥滩，建海滨浴场不
行，不过，虾蟹倒是远近闻名。

因为与海相连，大河的水会随着潮汐涨落，
潮退时河面宽不过数米，而潮起时，尤其是赶上
天文大潮，那大河之水裹挟着泥沙，沿着河道滚
滚而来，马嘶牛吼般，黄浪滔滔，河的宽度也随
之瞬间增至平时的十倍不止。上涨的潮水携来
不少鱼虾，大人们会在劳作之余到河里撒几网，
打几斤鲜鱼，改善一下一日三餐。孩子们平时并
不太愿意到大河去，因为河堤周边没有一棵树，
风吹日晒，空气中弥漫着咸腥的味道，只有一件
事除外，那就是去河滩照螃蟹镊子。

螃蟹镊子是一种小型的海水蟹，形似河
蟹。夏夜，小伙伴们相约数人，担着铁皮水桶，拎
上几盏马灯，光起脚丫踏进泥泞的河滩地，把
马灯点亮，小心翼翼地平放在泥地上，黄色的
灯光氤氲扩散开来，彼时一只只螃蟹镊子便会
寻光而来，我们只等坐收渔利。赶上收成好时，
每人能分得半桶回家，或盐腌，或油炸，或剁酱，
总之，皆是不错的牙祭。

由于北方河流泥沙含量大，时间长了会淤
塞河道，甚至会泛滥成灾。河道治理只靠筑坝
围堵肯定不行，疏浚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农村
没有机械设备，疏通河道全靠人力。记得每到
入冬农闲，村里便会组织一群壮劳力，推上独
轮车，装上扁担箩筐、铺盖换洗衣服，在锣鼓声
中去挑河。挑河绝对是体力活，一干就是十天
半个月，每个挑河工完活归来，都得掉上几斤
肉。尽管劳累，但人们干劲十足，劳动号子喊得
震天响，许多挑河劳动竞赛的故事在十里八乡
广为流传。有时，我们这群游手好闲的皮小子
也愿意跑到河堤上，远远望着往来穿梭的父兄
们的身影，盼望早日长大，也和他们一样肩有
千钧扛鼎之力。

若把村南的大河比作血气方刚、性格火
爆的小伙子，那么村北的小河便是一位矜持
文静的小姑娘。小河的河道长不过数里，宽不
足 10 米，即使赶上丰沛的雨季，也不及人深。
夏季里小河的河水明澈，波澜不惊，苇草青
青，鱼虾满池，两岸树木庄稼枝繁叶茂，确实
是消夏解暑的好去处。小河对于我们来说就
是游泳池和钓鱼场。三伏天，没有比整天泡在
水里更惬意的事，狗刨扎猛子打水仗，水花乱
舞，泥巴狂飞，淘气的皮小子们总玩得不亦乐
乎。记得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有水球这个体
育项目时，我们也突发奇想，拔来几根向日葵
秆，在河中心分别插成两个球门，再找个破旧
皮球，兵分两队照猫画虎地打起水球比赛，同
样精彩纷呈。

小河里的鱼虾不少，最多的鱼种，被我们
当地人称为“油光鱼”，一个大脑袋，一张大嘴
岔，一嘴锋利的牙齿，一副见啥吃啥的凶恶模
样。因为这种鱼身体会分泌出黏液，有着滑腻
的手感而得名，其实它们的学名是海鲶鱼，与
淡水鲶鱼有所不同的是，少长了几根长须，身
量也短得多。这些家伙虽长相凶猛，其实是最
蠢的。无需准备繁复的钓具，一根自制的钓竿，
一瓶自挖的蚯蚓，你就可以稳坐钓鱼台，只等
甩杆收鱼。

高英培的相声《钓鱼》里有这样一个“包
袱”：我是不钓，我要一钓唉，闭着眼拿个百八
十条！观众哄堂大笑。若是钓这种傻鱼，这极有
可能成为现实。也许正因为小时候钓油光鱼太
过简单，今天，面对正襟危坐，平心静气，半天
不见鱼漂抖动的正统钓鱼方式，我还真没有那
份耐心。

离开家乡整整 30 年，天南海北转了一大
遭，领略过长江的浩瀚，见识过黄河的苍凉，欣
赏过珠江的灵秀，亲历过淮河的张狂，只是这
些壮丽的大江大河都无法让我忘却那家乡的
河，不论我走到哪里，它都在我的心里，我也始
终相信，它一直会在原地等我。

（作者单位：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检察院）

士，他们像耀眼的明星一样，让人仰望，“衣锦
还乡”理所应当。籍籍无名如我者，回去有没
有人搭理是次要的，没有为母校增光添彩，无
颜见江东父老，那才是主要的。可母校是那么
有吸引力，那里曾经有我们最好的年华，有我
们最亲爱的老师，有我们最真挚的友谊，有这
些难道不够吗？

没多久 ，群里有同学回话了 ：厅级以上
的，学校会发邀请函。母校历经百年，培养的
人才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大家就不要指望
母校会单独给你我发一张邀请函了。否则，校
庆会的工作人员不累死才怪。那位同学随后
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我们就在校庆日前
回去吧！这样，既不会给校方组织者添麻烦，
又安抚了我们对母校的思念。此话一出，很快
得到了一些同学的响应。同学们纷纷在群里

“举手”，愿意在校庆前，组织一个由同班同学
参加的非正式校庆。

班主任老师察觉到了大家的尴尬。他在
群里发话了，你们都已经成为了国家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在各行各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母校欢迎你们回来。

此话一出，很快获得了同学的点赞。可是
谁来带头呢？

我突然想到了我认识的两位学长。他们
是亲哥俩，弟弟是教声乐的大学教师，哥哥是
书画家、诗人，都是我们本地的名人。一个偶
然的机会，我与他们结识，在交流中得知，他
们跟我原来是校友，只是他们毕业 30 多年后，
我才走进他们曾经读书的地方，开始我纯真
美好的中学生涯。那对兄弟已近耄耋之年，但
思维清晰、逻辑严密、谈吐风趣，充满智慧和
善意，深得众人的爱戴。

学长知道校庆的事情吗？他们参加校庆不？
我通过微信留言询问他们，很快得到了

答复：都参加。哥哥还告诉我，他还是母校校
友会的负责人，母校百年校庆怎可能不去？
我壮起胆子，小心翼翼地问他们，到时候我
跟你们一起去如何？兄弟俩很爽快地回答，
有什么不可以？内心一阵激动，两个学长的
友好让我抛弃了先前的顾虑。既然两个学长
都这样包容，作为同一学校的校友，其他未
曾谋面的学长、学弟（妹）也该不会嫌弃我这
样功不成名不就的学弟了。我仿佛听到了一
种召唤，“回家”的渴望立即涌上心头。我把
他们兄弟要参加校庆的消息发在了同学群
里，并且告诉大家，校庆时大家不要“自娱自
乐”，仅仅参加我们班人员的小型聚会，大家
要大大方方到现场看盛大的校庆仪式，一睹
那些工作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的光彩照
人的名校友风采。那些名校友既是我们的骄
傲，又是我们未来人生努力的方向。

微信群里骚动了。有人赞同我的提议，我们
快年过半百了，努力了近半辈子，可以做一点我
们想做的事情了。有人说，我们的青葱岁月留在
了那里，为什么就不能去怀念一下？还有人讲，
回去瞧瞧，看看我们能为母校做点什么。

回去吧，回去吧。一瞬间，我听到了好多
类似的声音：走远了，我们需要回头看看，不
仅仅是缅怀，更是一种激励。

先是孙同学在微信群里“举了手”，表示
要在校庆最隆重的时候回去，随后是李同学、
张同学、范同学……

远在他乡的阎同学叮嘱我，到时候，千万
不要忘了提前通知她参加。她还说，此刻，她
的心其实已经飞回了母校。
（作者单位：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检察院）

凌。
小时候的我常常被邻居家的鹅欺负得不

敢出门，这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但长大
后，我逐渐释怀了，因为在网络上“鹅”能作为
战斗力的标准单位，一名标准成年男子的战
斗力可以用“一鹅”来替代。

虽然鹅的战斗力很强，但我不得不说它
们很“呆”。

“大头鹅”不吃肉不吃鱼，就爱吃草和土，
一点也不讲究生活品质。很多农村的院落里
都会养鹅看家，因为鹅不会吃别人投递的带
毒鱼虾，而且它们的警惕性很高，听觉十分敏
锐，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大声“报警”。只要邻居
家的鹅出门吃草，那么经过的道路都会变成
它们的管辖范围，走到哪管到哪，看见骑过的
自行车也要上去斗一斗，十足的“呆霸王”。这
样的特点还曾受到警方的青睐，新疆的一些
派出所在农村的基层治安中，就将“鹅防”纳
入安防第一线，结果它们干得比狗还出色。

“大头鹅”虽然被关在院子中的围栏里，
但它们似乎把整个家都当成自己的领地。家
里来客人，主人还没应声，它们倒是“呃呃”地
叫起来。如果有人在院子里面说话，它们还会
时不时发出几句叫声，让你觉得如果不和它
们说两句都不好意思。假如有人在院子里面
烧水忘记关火，水壶发出“嗡嗡”声响的时候，
鹅还会发出警报的叫声，好像在说你们不管
这院里的水，我可要管了。

“大头鹅”虽然老爱向体形比自己大的生
物炫耀武力，但在自家院落里，反而挺照顾鸡
鸭这些“小弟”，一到晚上还成了它们的保镖。
听邻居说，有一回，半夜他家的院子里溜进来
一只黄鼠狼，很狡猾地想挑鸡下手，因为鸡一
到晚上就没了警惕性。但还是被他家的鹅发
现了，又是一通“呃呃”地大叫，还和黄鼠狼斗
了一阵，一直等到主人赶来，亮起灯一看，几
只“大头鹅”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不过没啥
大问题，没过几天就又“横行”在乡间的小道
上。

“大头鹅”就是这样，又“呆”又值得信赖。
（作者单位：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检察院）

昔日的革命圣地西柏坡，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
下，也面临着环境治理等各种问题。新任县委书记王竟
明勇担责任，赢得人民的信任与爱戴，带领大家打造一
个新的西柏坡。全书始终围绕着“信任”，在结构、叙事、
人物塑造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切入点，是一部具有深刻时
代主题与厚重历史感的精品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