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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常州的弄堂
徐澄范

! ! ! !

龙城常州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古朴

的街巷，幽幽的弄堂，屋宇栉比；窄窄

的街沿，廊檐相啄；朴实的民宅，黛瓦

鳞次……仿佛，让人浸润在古城的悠

悠吴风之中。

常州城规模虽不大，但大小弄堂

倒是不少。弄堂是小于街道的屋间道，

多用于居民行走，是民宅建筑的延伸。

弄堂更是一种生活状态和文化状态，

走进弄堂，总会让人读出一些古城文

化的痕迹。

常州弄堂的命名方式有很多种。

以传说中皇帝亲口赐予弄堂的名称，有

篦箕巷。有一次乾隆皇帝走到怀德桥运

河北岸沿河滩，当时已是非常热闹的花

市街，听了旁人的介绍，乾隆信口说道，

哦！南门木梳街上长于做木梳，西门花

市街长于做篦箕。好啊，那么这里就不

叫花市街，应该叫篦箕巷。从此，篦箕巷

的名称一直沿用下来。以生意兴隆命名

的弄堂名称，有斗巷。常州有个姓屠的

人，为清廷采办木材建造宫殿，生意越

做越大。人们看到这木行生意兴隆，便

编了首民谣：“源丰木行，生意兴旺。日

进斗金，送入库房。”由于弄堂里市场繁

荣，百姓就把沟巷改成“斗巷”，以喻生

意兴隆、日进斗金的盛况。以弄堂所处

的地理位置来命名的，如前后北岸。据

史料记载，明末清初时，前后北岸称为

顾塘尖，其南面临顾塘河，因为居住在

此处的人家，都是名人府第和世代簪缨

的仕宦之家，其住宅大门都是南向朝着

顾塘河，后门通到白云溪河边，前后门

沿河均筑有驳岸，故这些大户人家的前

门所在地称前驳岸，后门称后驳岸。

常州的历史街巷，融汇着建筑、历

史、宗教、民俗等丰富的文化元素。从

弄堂的名称，就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历

史痕迹。有的以集市作坊为名称，如三

堡街、西瀛里、木匠街、铁丝巷；有的以

民间传闻为名称，如十子街、打索巷、

鲜鱼巷、马元巷；有的以祠堂寺庙作为

名称，如大庙弄、药皇庙弄；也有以历

史人物作为名称，如中山路、王孙巷、

孙府弄。这些弄堂现在大部分都不存

在了，但名称仍然保留着。听“老常州”

在一起谈论本地弄堂，就像是在看一

部关于常州的历史纪录片，常州老城

的巷子、墙门、水井、天井等，都仿佛浮

现在脑海里。

从外观上讲，常州弄堂的建筑形

态延续了传统的江南特色。木制门框、

木门板，铜或铁的圆形门环，黑瓦白

墙，都显示了中国传统建筑特征。迂回

曲折的弄堂将两旁稠密的民居宅第勾

勒成多角、多弯的建筑风格，总给人以

清新、幽深、古老的感觉。虽然时代的

变迁使得弄堂文化在岁月长河里受到

不断的洗礼，但无论如何改变，常州弄

堂文化依旧，弄堂的韵味依旧，弄堂的

故事依旧，弄堂的不老记忆依旧。

生活在弄堂里的百姓人家，闲暇

时欣赏锡剧、评弹等地方戏曲，喜爱养

鸟种花，下棋打牌，也有吟诗作画的。

他们有的人做着小本买卖，如自家酿

制的米酒，小作坊做的麻团糕点，还有

手工制作的棉鞋和编织物等。弄堂里

居民朝夕相处，形成了世俗却又和谐

的文化氛围。过去民风淳朴时，居民晚

上睡觉门是敞开着的。在弄堂里漫步，

随处可见本地的习俗。弄堂里的歌谣

音律简单，通俗易懂，不加任何修饰，

却广为流传。只是现时的居民中有许

多从外地迁入本市的新常州人，对于

过去的悠久历史知之甚少，一些歌谣

也渐渐失传停唱。眼下弄堂的住户大

都是一些老人，这也为弄堂增添了一

份古老感。或许他们可以发誓守

一辈子，可这一辈子终究不过百

年，那么百年之后呢？所以，我们

在感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不能忘

记常州的角角落落里，砖缝泥隙

里，历史在深深地凝望着你、注视

着你。有时候需要回眸沧桑，关注

这些积淀历史的弄堂生活，也许

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常州的弄堂，确也传闻过，曾

经有人在街巷中“彷徨”。———那

是在上世纪风雨如晦的一二十年

代，常州有一批青年从古老的弄

堂里迈步走出深宅大院，悄悄地

传阅《共产党宣言》、《布尔什维克

的胜利》，在一起研讨争论，直抒

胸臆。他们撑着油纸伞，在弄堂中

“默默行着”。他们没有“彷徨”，没有冷

漠，也没有“惆怅”，而是呐喊着“天下兴

旺，匹夫有责”的壮言，唱着“起来，不愿

做奴隶的人民”，走上革命的道路，远赴

瑞金苏区，寻访列宁的故乡，投身广州起

义，他们融入了荡涤旧世界的滚滚洪流，

最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常州许多弄堂，诞生了无数名流大

家和革命先驱，譬如延陵西路前北岸走

出了苏东坡、赵翼，延陵东路西狮子巷走

出了洪亮吉、洪深，马山埠神仙观弄走出

了黄仲则，化龙巷十子街走出吕思勉，清

凉路子和里走出了张太雷，庙沿河瞿氏

宗祠走出了瞿秋白，和平南路走出了史

良，湖塘镇东村走出了李公朴，青果巷走

出了盛宣怀、恽鸿仪、李伯元、刘国钧、赵

元任……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今天我们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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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制高点上，时常会感到，人类文

化的累积与现代文明的进程，有时候它们

之间的冲突是那样的凸显。如果说，弄堂

可以算作常州文化的一个代表，那么，近

年来，弄堂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碰撞却

来得那样激烈。有数据显示，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为了配合城市化进程和现

代化大潮的推进，常州已经陆续被拆、改

掉了百余条弄堂。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

“元老级”的一批弄堂亦概莫能外。

如今，走在这些熟悉而又难忘的弄

堂里，闭上双目，虽然明清以来繁华景象

似乎还会浮现在眼前，然而，仔细看去，

历史的风尘其实早已远去，弄堂的古貌

也如烟般逝去。柏油路、砖墙面所带来

的，只是机动车的呼啸而过，现代人的身

影匆匆……

面对这种形势，社会各界人士纷纷

呼吁：“请保护常州文化的根脉，保护常

州弄堂。”有的专家表示，很多弄堂都有

极其浓厚的文化底蕴，将它们保留下来，

其研究价值、旅游潜力都将远大于拆除

后的经济效益。以青果巷为例，蜿蜒的长

街伴着一条长河，组成了常州城仅存的

江南原生态“小桥流水人家”的名胜形

制，给常州人留下了一处发思古之幽情、

寻觅祖先生活轨迹的地方。青果巷如果

能够妥善规划，重点修缮，则必将有效带

动这一街区的综合发展。

漫步在古城仅存的大小弄堂里，人

们依然体味到并不浓烈的悠悠古风，依

然感受着家乡母亲的脉脉温情。那满街

的屐声，也许越来越远逝了，然而，弄堂

依然像一首流淌着的诗。她，是那样的悠

长和温馨，有时又是那样的壮怀激烈。

常州人民已经把深情的依恋、深切

的感怀深深地刻印在这一条条古朴、厚

重的弄堂里了。走在弄堂里，谁都能觉得

出这一切就像是生活在诗情画意里，就

像唱词里那样“姹紫嫣红”，怎能不令人

心生爱怜！此刻，你是否有了第一千次回

眸常州的理由呢？

普罗旺斯情结
亚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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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法国，并不是缘于那一席

流动的盛宴，不是因为迷恋羊角的

酥香，也不是由于对海风、棕榈、沙

滩的贪恋，而是心中始终的一个情

结，一个深爱着普罗旺斯的情结。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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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天暖阳，一丛丛矮壮

的葡萄树，满目的紫色，石块砌铺

的小巷……如果说地中海地区是

旅行者的圣地，那么普罗旺斯则是

隐士们的天堂。不同于英伦乡村小

镇的规矩，普罗旺斯隐隐透着一股

慵懒。她的天气，她的美食，她的芳

香，她的风光，怎么读也读不真切，

怎么看也看不腻厌。如彼得·梅尔

那般，应该已经融入了普罗旺斯地

区，以至这个地区所有的颜色在他

笔下都变得生动起来。突然想起了

梵高
(

那种鲜艳的色调暗喻着他在

普罗旺斯这片土地上挥洒的全部

激情，他的爱恋在此地萌发，却始

终未果，悲怆的灵魂于是将一切的

感情倾注于手中的画笔。人们称他

是疯子，而在我眼中，正因为有了

普罗旺斯这个大背景，他的疯、痴

竟显得情有可原，甚至是必然。也

许这就是我的普罗旺斯情结，一种

近乎于信仰的崇拜。

普罗旺斯是蓝色的———蓝色的

天空，蓝色的海岸线，蓝色的窗户，

蓝色的泳池。而我心中的普罗旺斯

却是明丽得发光呢。

若寄出一张普罗旺斯的明信

片，上面一定开满紫色浪漫，香气满

溢。一说到普罗旺斯，就令人想起薰

衣草。我一直不觉得薰衣草的香味

好闻，总觉得跟肥皂一个味儿，对她

的爱怜却挥之不去。小小的花苞簇

拥在一起便成就了那大片的浓紫，

单朵花开得含蓄并不热烈，一丛却

能表现一种坚强，一束便足以将蓝

色幻化成紫，神秘、优雅、干净，像爱

情，或者说是理想中的爱情。这也是

我的普罗旺斯情结，相信在某一片

薰衣草田，会演绎如此一段浪漫。

慵懒，不是懒惰，而是一种心

境。世界在眼中慢了半拍，生活便

多了一份安静和谐。我向往这种感

觉，于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普罗旺

斯，心中亦是种下了这么一个馥郁

的情结。

平常的日子
绘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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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为我们设定了许多节日，使平

淡的岁月平添了不少欢聚、喜庆和热烈。

与此相对，那些非节日的平平常常的日

子就显得有些暗淡无光了。

%

月
!)

日，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

我的父亲西装笔挺地准备出门。我好奇

地问：“爸，这么漂亮，干什么去呀？”父亲

喜气洋洋地说：“今天是我和两个好兄弟

的‘平均生日’，我们三人要好好地庆祝

一番！”我不解地再问：“什么叫‘平均生

日’？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父亲解释，他和两个好兄弟的情谊

已经延续了多年，为了纪念共同走过的

春秋岁月，他们三兄弟突发奇想要过一

个共同拥有的平均生日。于是，三人把各

自生日的月份数和日期数分别相加再除

以
&

，就得出了平均生日，
%

月
!*

日就是

这样算出来的。父亲说：“‘平均生日’的

特点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融

合、相互交汇，很能表达我们三兄弟的心

愿。”

我是一个爱较真的人：“可是求平均

数时或许会出现一个问题，除以
&

后的

结果未必得整数，总不能说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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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吧？”父亲笑了：“这好办，四舍五入

嘛！”父亲说他们三兄弟的生日分别是
!

月
$$

日、
&

月
!-

日和
-

月
!"

日，在求

平均数时，月份数和日期数分别约等于

%,&

和
$',.

，四舍五入后，平均生日遂定

在
%

月
!*

日。

在父亲的日历牌上，
%

月
!*

日被加

注了红勾标记，父亲意味深长地说：“在

我看来，
%

月
!*

日这个平平常常的日子

也是一首歌啊！”

我感到无比新奇，指着
&

月
/

日旁

边的红勾问：“爸，这个平平常常的日子

是什么歌呢？”父亲脸上洋溢着幸福：“这

是我和你妈妈相爱第
$**$

天纪念日，我

们还希望能一起迎来相爱的第
$**$

年！”父亲的快乐感染着我：“哦，是这样，

祝福爸妈爱到地老天荒！”

在日历牌上，我惊喜地发现
$$

月
&

日旁边也有一个醒目的红勾。父亲告诉

我，若干年前的那一天，我长出了第二颗

新牙，洁白似玉石，细小如米粒，逢人就

露齿招摇，高兴地满地乱跑。生命抽出了

新芽，难道不该讴歌吗？“当然！”我响亮

地回答，仿佛回溯到幸福的童年时光。

这个
'

月
!$

日的红勾唱的是什么

曲目？我急于知道答案。父亲说：“那一

天，我在互联网上发送了第一封电子邮

件，
012345

为我的生活翻开了崭新的一

页！”“爸，提醒您，可千万不要网恋喔！”

父亲说提醒无效，他已经网恋啦！我大惊

失色，父亲让我别急，他的网上恋人不是

别人而是我的母亲。父亲还兴致勃勃地

带我参观浏览了他和我母亲在网上共建

的“浪漫小筑”，风花雪月的，好美哟……

在精美的日历牌上，父亲把诸多红

勾标记慷慨地赠给了一个又一个平平常

常的日子。是的，平常的日子也是歌啊！

我跟着父亲很快学会了这支歌，唱着这

支歌，我不再烦恼；唱着这支歌，我激情

满怀；唱着这支歌，我勇创未来！

太阳花
程中伟

! ! ! !

往年，阳台上满墙、满窗、满衣架的

喇叭花令邻友称羡。那些喇叭花的枝蔓

似乎长了眼睛，一个劲地往上爬，一旦爬

到制高点没地方爬了，才吹起了别在它

们腰间的红色、粉色、黄色的喇叭，吹开

了窗户，吹到了阳台外墙上，整个景象煞

是美丽。今年，阳台上又多了一种花———

太阳花。很快太阳花与喇叭花、含羞草花

等争相开放，更显出了它们平分阳台的

优越感，并且太阳花像人一样，有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阴雨收工的习性和特点。

太阳花的学名是
6789:53;3 <83=>4!

?5783

，别名为半支莲、松叶牡丹、大花马

齿苋，俗称太阳花，原产地南美洲。多年

来，我国各地也均有栽培。太阳花为一年

生肉质草本，株高十到五十厘米不等；茎

圆，直径有两三个毫米，喜欢朝阳斜生；

节上有丛毛，白色，如人的发丝；叶长一

厘米左右，为细条状，像美女细眉。花顶

生，形如梅花花瓣，基部有叶状苞片，花

瓣颜色鲜艳、明亮，有粉白、浅黄、嫣红、

泛紫、湛红、绛红、中国红等颜色。蒴果成

熟时盖裂，种子非常细小、玲珑，棕黑色；

花蕊分布在中间，呈现出棕红色，像密布

的十几根小柱子，顶着花粉球，中间一根

高高耸起，向人们吐露花香、花思。

太阳花如小麦一样，到了春天会分

蘖，神奇的是枝蔓上还会生出枝蔓。

今年春天，从朋友家剪了几根太阳

花花枝，插到了我家阳台花盆里，没想到

到了七八月里竟然分蘖，分支成几百枝，

只恨没有插在大的花盆里。

据记载，太阳花有单瓣、多瓣、重瓣

等之分，而我每天来到阳台上看到的多

为五瓣。

每天清晨，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太

阳花花苞会裂开它们的各色小嘴。如果

你洗漱回来，它们就开始绽放了，从花苞

到绽放，整个过程用的时间不会超过半

个小时，所以你只能静静地在那里观察，

不得离开，不然就会错过开放场景；到了

中午时分，太阳花由早上斜对太阳变为

竖起正对太阳，各色花瓣向下倾斜，花蕊

向上增长；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花

花瓣会自动收拢、合闭，包上花蕊，剩下

一撮收缩在一起的暗红色的花，五六天

后，里面将有十几粒针尖大小的黑色种

子。

令人最为兴奋的是，今年我家阳台

上插种的太阳花大多每枝的顶端都生出

两个花苞，而朋友家的却都是一个，这是

比较奇怪的。因为，太阳花如同莲花一

样，能开出并蒂莲花的为万分之一，属于

稀有品种。难道，太阳花也来个并蒂太阳

花不成？这可是极其稀有的啊。然而，等

了一个多月，也没有见它们同时开放两

朵的，都是今天开一朵，第二天再开放另

一朵。这多多少少有点令人失望，因为太

阳花的花期也只不过两个月，并蒂太阳

花或许只是一个幻想吧。

前天早上，来到阳台时，我惊呆了，

并蒂太阳花开啦！并蒂太阳花开啦！我兴

奋地叫了起来、喊了起来、嚷了起来。兴

奋之余，我拿出相机，准备给并蒂太阳花

来个写真，留住它们的青春、留住它们的

美丽、留住它们的细语。

于是，横拍、竖拍、正拍、斜拍、远拍、

近拍，这还不够，我把花盆折腾来折腾去

拍，搬进屋内书桌上、地板上拍……最

后，把照片拿给老师看、朋友看、同事看，

并通过网络，传递给众多的网友，以共同

分享我生活中得到的快乐。

另外，据《农村百事通》介绍，太阳花

全身都是宝，枝蔓、叶、花、种子等都可以

用来入药。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痛的功

能；还可用于风热感冒、咽喉肿痛、烧烫

伤、跌打肿痛、外伤出血、疮疖、婴儿湿疹

等症的治疗。

现在细思冥想，太阳花不是什么名

贵的花草，为什么它们能分布在农村、城

市的各个角落？是容易栽培，还是成活率

高？是它们的争奇斗艳，还是美观大方？

是不需要精心照料，还是其他？我琢磨着

啊，最重要的是它们有一种神奇的能催

人上进的不可阻挡的向心力，一心朝着

给予它们阳光、给予它们生命的太阳。

春天的秉性
朱凤俊

! ! ! !

就在人们尚未察觉之时，春天已从

冬的背后猛然窜出！不是吗，原本还是板

着面孔的样子，可是经过一场细雨的挑

逗，立刻就融化了满脸的冰霜，一个诗意

盎然的季节由此徐徐展开……

不想对春天的万千景象做费力地描

述，因为那会使人才尽词穷；也不想对春

天的风韵情致做刻意地形容，因为那会

让人自惭形秽。那就让我们伴随着春天

铿锵的脚步，以一种尝试的心态，对其深

不可测的秉性做一点审慎地品读吧。

春天是热情奔放的。二月的北方，依

然留守着严寒退却的阴影。而春天的种

子，已经在南国孕育成熟。乘着风这匹肆

虐的快马，春天开始北上。她吟唱着田园

牧歌，不顾路途崎岖遥远，一路攻城掠地，

解救被冬天囚禁的草木，同时也在动物冬

眠的血脉里注入了生殖的热望。于是，在

春天所经之处，嫩绿的柔香被肆意挥洒，

很快，连整个大地都成了春的牧场。

春天是浪漫温馨的。当温暖的阳光

触发了萌动的春情，粉红的笑意便开始

在枝头绽放。大地一旦回春，所有的美丽

也都从这里启程，人们放浪脚步的每一

次迈动，即可激发出活生生的灵感来。放

足原野，一草一木无不饱含新鲜的诗意，

视野里更是锦绣的文章，那满山遍岭的

植被，分明就是在招惹风情，因为它们争

相插上了彩色的旗幡。

春天是开朗欢快的。燕子作为春天

的使者，它带来的不仅是歌声，而且还有

欢动的绚丽。“鸟啼芳树丫，燕衔黄柳

花”，整个季节由此显得灵性十足。蜂蝶

翩翩起舞，在桃红柳绿的底板上，将春天

演绎得异彩纷呈。醒悟的万物更是以成

长、向上的快乐，感动着明媚春光，激发

出滚滚春潮。

春天是深沉稳健的。枝叶扶疏，赋予

夏的茁壮；爱情花开，孕育秋的丰盈。春天

的每一步，走得都是那样沉稳踏实，就像

一位胸有城府的智者，总是在该萌发的时

刻萌发，在该娇艳的时刻娇艳。春天是一

个季节，更是一种心情，她往往藏在人们

的心灵深处，悄悄酝酿着生命的芬芳。真

正地品味春天，就需要敞开心扉，贴近春

天的胸怀，倾听那豁然宽广的心声搏动！

夹缝中的困惑与迷茫
葛安荣

! ! ! !

校园不是世外桃园。

校园并非天地一色，无限晴朗。

校园是一潭流动的活水，流淌着

奔腾跳跃的生命。

我一直想写一部表现校园生活的

长篇小说，因为我做过八年中学教师，

校园里的事五彩缤纷，至今每每浮雕

叠影般出现在脑海里。然而一直未能

如愿，至今仍是我的小说创作的一大

遗憾。当文友徐云峰把《青色》交给我

时，我欣然应允写几句读后之言。因为

云峰与我同为人师，且又是“半个老

乡”，是文友。

读完《青色》，我的心弦一次又一

次被拨动，我甚至被书中的人物和情

节所震撼！掩卷深思，我总感觉到被一

种遥远而清晰的感伤与疼痛笼罩着，

结结实实在心头挥之不去……

《青色》表现的是一群少年，在经

历高考的一轮选择被淘汰之后，背负

着沉重的心理包袱来到补习学校复读

的故事。

避开血腥、暴力、艳情等低俗的情

节，作家选择了自己熟悉的环境———美

丽的校园。虽然对不尽人意、流水式的

枯燥复读生活表现出忧虑，表现出深深

的寂寞和感伤，但字里行间依然流淌着

一种对教育的挚爱，对青年学生一种深

刻的人文关怀。小说的情节波澜不惊，

亦无惊天动地的冲突，然而细细品读，

其中的生活之味、文学之味兼容并蓄。

《青色》传输出作者的思考和心声，其忧

患意识与文化情怀随着情节的展开、发

展、发生而碰撞。《青色》历尽艰难完成

了，他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应该

是处于一种缓慢的状态，是一种半自觉

的状态，甚至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徐云

峰是一位有良知和责任的教师，他放弃

节假日，放弃了许多休息时间，付出了

比一般作家更多的辛勤与艰辛。

青春的痛苦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作

家在《青色》中发出的心灵拷问和深情

呼唤，是对青春少年的深刻理解与呵护。

青春意义和现实生活是矛盾的。站

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分析青春少年，缺

乏了宽容与厚爱，是责备求全，很难认可

他们的独特情感体验和表现方式。《青

色》把“青春少年”的心理色彩、语言色

彩、环境色彩、行动色彩等表现得绚丽多

姿，生机灵动，因而，阅读它不会感到单

调和苍白，不会因缺乏“小说滋味”而产

生障碍。作家选择的典型环境是职工补

习学校，它与一般全日制中学不同，两种

不同的学校承载的意义和责任也有区

别，这是“环境色彩”的差异；再看环境中

的人物，有不同层次的复读生，其中有考

上二流、三流大学心怀不甘，想在这里

“东山再起”，冲刺名牌大学。

这群复读生，在如此复读学校中经

历了太多的生活苦痛和精神折磨。他们

没有感受到最终希望的温暖和喜悦。他

们的繁忙生活与精神行走表面上热热闹

闹，实际上内心里蕴藏着恐惧与忧虑，形

成了生存漂泊到内心漂泊这样的怪圈。

《青色》表现了复读生们潜在的时代情

绪，喧闹中的一份深刻的厌倦，他们试图

突破生活的围困，却以尴尬甚至灰色的

结果令人一声长叹！作家无论写周彬，还

是宋婷婷、万郁芬、孟起凡等，都写出了

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一个个体的内心生

活，包括焦虑、疼痛、憧憬与向往。

《青色》超越了青春少年复读求学的

生存表象，进入了一个生命存在、人生意

义的哲学高度。这是一般校园小说所不

能思考到的，所不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从

多种角度分析，徐云峰的《青色》不只是

“青春”人读，它的阅读范围应该是“青春

人”、“成年人”、“成熟人”，或许，作家并

没有刻意顾及阅读者层次，主观上没有

意识到《青色》的阅读意义；或许，作家以

《青色》在向某种不堪回首的规章和制度

发出挑战。他真实地表现了一群夹缝中

的少年的难言之隐与诸多思考，并把现

实和困惑、迷茫与虚构的文学话题勾连，

出现了校园环境表现不了的丰厚性和多

义性，使之具有另一层文学意义。

《青色》多彩多义，好看，耐看。期待

着云峰写出更加精美的校园小说，献给

青春少年，献给关心青春少年的人们！

!徐云峰长篇小说"青色#已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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