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青档案!为下乡岁月作证
付中州

这几天的阴雨天气着实让人心里

多少有些郁闷!汛期虽然已经过去!但

是我所在的淮阳县档案馆有七个档案

库房和几万册藏书! 每道库门的后面

都藏着厚重的历史! 档案馆的防潮问

题!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今天!依照惯

例对库房进行维护! 我们先把除湿机

里的水清理干净! 然后打开档案柜擦

拭卷宗上的灰尘" 我随手拿起一盒!上

面清晰地写着 #知青档案 $!一页页发

黄的纸张如同历史的画卷! 那场浩浩

荡荡% 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在眼前浮现"

!"#$

年!毛主席提出&农村是一个

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

的' $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着手组织农

场! 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

%"&'

年
%(

月
)*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

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

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

有必要**$的指示!全国开始有组织

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他们满

怀着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雄心壮志奔

赴农业第一线! 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

设!&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奏响了一首长达十

几年的青春之歌'

这份&知青档案$记录+从
+"&&

年
!

月
,

日开始!截至
%"'-

年
!*

月!淮阳共

接收下乡知识青年
$*&,

人' 除本县青

年外!还有来自郑州,开封%漯河等地的

外地知青-

!"&&

年!淮阳县成立安置城

市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财政先后共拨

知青下放安置费
!*&,'$*

元!生活困难

补助款
*.&.-%

元! 知识青年下放劳动

锻炼为当时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咣%咣%咣$!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

我从历史的回忆中拉回现实" 我还没回

过神儿!办公室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一丝缝隙! 在缝隙中我看到一位老人"

我忙说+&大爷!您快进屋" $老人推开

门!走进办公室" 这时!我才看清站在我

面前老人的模样!黝黑的脸庞堆积着数

不清的皱纹!一身非常朴素的着装但是

干净整洁"

我说+&大爷! 您今天来这里有事

吗. $大爷说+&我叫吴德安!我来查我当

年知青下乡时的档案- $

我说+&大爷! 您还记得您是哪一

年!下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大爷说+

&我记得是
%".%

年!当时响应国家号召

下乡!县里把我下放到周口许湾林场- $

这时! 我看到老人的眼里闪着光!

老人的记忆回到了从前! 话多了起来!

不紧不慢地述说他曾经战斗并快乐着

的青春年代-

知青点的生活离不开烧火做饭!烧

火做饭就离不开木柴- 知青点如果拥有

一张自留地林权证!是很&资格$的事-

吴德安说!领到林权证那天!感到自己

终于成为当地人了-

%".%

年!知青吴德

安到许湾林场!和四个女孩划分成为一

户!成了&一家人$-他们拥有一块
*/,

亩

的林地!烧柴生火不用愁!由于他是唯

一的男劳动力!就基本把&一家$的砍柴

活包干了-

林地里树多!柏树,松树郁郁葱葱-

逢着需要柴火的时候!吴德安就起个大

早!腰间别一把砍柴刀!上路了- 吴德安

喜欢选择直径
*-

厘米左右的树木作为

&下手$对象!这种树木&经烧$!能撑上

两三个星期- 有时!绕过低矮的灌木丛!

还能看到鸟窝和野鸡!这样的惬意自在

城里可没有- 有时!吴德安会叫上当地

的农民!搭手搬运- 特别是下雨天!山路

泥泞!一不当心就会人跌跤!柴散架- 农

民们有经验!脚上功夫好!嘴上也会&吼

号子$- 有时遇着对面林子里也有人在

砍柴!朝着他吼过来!回音荡漾!吴德安

的心一下就暖了-

砍柴回来!同屋的女孩子们就会殷

勤地来&卸货$!端茶递水!帮着磨柴刀-

对于吴德安来说!那是一天最快乐的时

候- 等待着姑娘们烧火做饭的空当!他

会拿出那把钟爱的小提琴!拉起悠扬的

(梁祝)(红色娘子军)- 琴声飘扬!炊烟

袅袅! 大家都沉浸在各自的情绪里!隔

壁的社员也闻声而来- 他们从未见过这

样优美的乐器!好奇,羡慕!也会情不自

禁地跟着音乐唱起来- 知青生活的艰苦

与劳累!在此刻化为乌有-

木柴多了 ! 吴德安还打了几件家

具!送给帮助过他的当地农民!也给自

己留了一件-

几十年过去了! 那片林地还在!但

吴德安早已返城-

*--"

年!吴德安把林

权证捐赠给了淮阳县档案馆- 一张小小

的林权证!诉说着过往!诉说着跟许湾

林场有关的故事-

听着老人的诉说!知青下乡的生活

场景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我感谢老人分

享自己的青春岁月!让我的心也随之澎

湃!好似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把老人下乡的档案证明材料交

到他手中的那一刻!老人脸上堆积的皱

纹瞬间舒张开了- 老人握着我的手说+

&小伙子!你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你不

只是帮我找回了几年的工龄!更是帮我

找回了曾经逝去的青春岁月- $

像吴德安这样的老人很多很多- 从

*-!.

年
!

月至
!*

月初! 到淮阳县档案

馆办理知青证明的有
$.

人- 我们出具

知青证明材料
,"

份! 为办理退休人员

计算工龄和退休金提供了重要依据!更

为全县的安定团结,化解矛盾,构建和

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知青档跟其他历史档案一样!都是

中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

给予珍视和保护- 这些档案可以让今天

的年轻人了解父辈并体会他们坚韧的

品格和自强的豪情! 更能追溯时代芳

华,历史变迁-

艾草挂在门两边
王天瑞

一种草!一种普普通通的草!因

为与一个节日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

每当讲起这个节日或欢度这个节日

的时候! 总要不由自主地讲起这种

普普通通的草- 这!岂不是这种草的

幸运吗. 是的!是这种草的幸运- 这

种草!叫艾草- 艾草紧紧地与每年农

历的五月五日端午节联系在了一

起!于是被千千万万人喜爱 ,热议 ,

赞美**还被万万千千人采集 ,使

用,珍藏**

艾草!又叫艾蒿,艾叶,艾蓬,艾

绒,野艾,陈艾,大叶艾,五月艾**

艾草!不追求优越的环境!不妄想舒

适的温床!不贪婪安逸的享受!只是

默默无闻地生长在贫瘠的荒野 ,坡

地,路旁,沟沿,土岗,河边**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文化节日-

战国时期 !楚国 /今湖北 0爱国诗人

屈原!五月初五抱石投汨罗江自尽-

闻讯之后! 楚国人立即划船追赶拯

救!当追至洞庭湖时 !仍不见踪迹 !

知道屈原已经溺亡- 这时!楚国人又

立即以糯米做粽投入江中! 诱散江

中之鱼!防止鱼群吞噬屈原遗体!并

把艾草挂在门两边!表示追思悼念-

后来!当政者为纪念屈原!将五月初

五定为端午节! 人们也以开展划龙

舟,吃粽子,挂艾草为纪念活动- 从

*--'

年起! 端午节被列为我国法定

节日-

为什么五月初五的节日叫 #端

午节 $. 许多年轻人虽然也过端午

节!却不知道为什么叫端午节- 先说

说#端$字吧- 端!是/东西的0头!如

笔端 ,尖端 ,两端 ,开端 - 在古汉语

中!端!就是开始,初始的意思- 再说

说#端午$- 农历每月有三个带五的

日子!即初五,十五,二十五- 古人习

惯把五月的前几天分别以端称呼 !

五月初一为端一! 初二为端二**

初五为端五- 古人还习惯把#五$与

#午$通用- 所以!端五也就是端午!

端五节也就是端午节- 古人纪年!通

用天干地支!按照地支推算!每年的

第五个月为#午月$!而午时又为#阳

辰$!所以!端午节也可说成端阳节-

在豫东! 江河湖汊很少而且很

小!很难划船行舟 !很难龙舟竞渡 -

再说!豫东农田不产大米!人们也很

少吃粽子- 但是! 端午节还是要过

的!而且活动丰富多彩- 不过!端午

节!豫东人家不叫端午节!也不叫端

阳节!而是叫#五月当午$-

五月当午! 黄村家家户户都要

挂艾草-艾草挂在门两边-有的年轻

人问! 挂艾草与纪念屈原有什么联

系呢. 不但有联系!还联系紧密哩-

据传说!艾草能避邪除魔!还能为屈

原招魂- 人们明白了这个意思!就在

五月初五前!家家户户都要扫屋子,

扫院子, 清理垃圾! 人人都要洗衣

服,洗床单 ,拆洗被褥 !来一个彻彻

底底,干干净净的大扫除- 五月初五

凌晨!人们天不亮就匆匆起床!拿起

提前磨快的镰刀!踏着露水下地- 哪

里有艾草!谁心里都有数- 人们赶到

荒野!赶到坡地 !赶到路旁 !赶到沟

沿!赶到土岗!赶到河边**割下嫩

翠的艾草!打成捆!当太阳刚刚露出

笑脸! 便已背着欣喜和满足愉愉快

快地回家了**

艾草是一种中药!具有避邪,除

疾和防病的作用- 这里所说的邪!不

是社会学中的邪说, 邪教, 邪道之

类!而是中医上所说的邪!即大自然

中的邪气111不正之风111侵害人

体的病理之气- 按照时令!端午节处

于小满及夏至之间! 自然界的阴阳

交错!万物萌发!多种疾病抬头- 古

人插艾避邪! 也是巧妙利用纪念屈

原的端午节进行一次广泛的防治疾

病活动- 再从植物生长状况来看!端

午节正是艾花未开,艾叶茂盛,艾草

药效高的时段! 新艾的强烈芳香气

味中含有大量植物杀菌素! 这时采

艾,用艾!正好可以把一些大自然中

的邪气111不正之气111侵害人体

的病理之气消灭杀死-

村民们采艾回到家! 把艾草洗

干净!扎成小把 !拴上红布条 !挂在

门两边!挂在厅堂前 !挂在院子里 !

挂在大树上**黄村里! 家家户户

飘浮着浓郁的艾草香**

艾草!是天然的驱蚊材料- 它那

特有的馨香气味! 蚊子们却享受不

了!只要闻到!立马就头重脚轻根底

浅!或扑扑楞楞逃窜!或晕晕乎乎倒

下!或迷迷瞪瞪睡去**

端午节! 最忙的就是黄村妇女

了- 她们无论拙巧!都要拿出平时积

攒的花布头! 为小儿小女或孙子孙

女做香包!做成鸡鸭鹅兔形!做成猫

狗牛虎形!里面塞上棉花裹艾叶!戴

在孩子们脖子上- 香包玲珑夺目!不

仅有避邪之意! 更显点缀之风- 当

然! 妇女们还不忘把艾草晒干揉碎

做枕头- 这样的枕头!枕上一年!仍

然清香四溢- 如果有点咳嗽,哮喘小

毛病的人!枕上这枕头!小毛病就溜

之大吉了- 当然!妇女们还知道!嫩

翠的艾叶还可以做出多种多样的美

味佳肴+艾叶饺子 ,艾叶饼子 ,艾叶

青团,艾叶肉圆 ,艾叶茶鸡蛋 ,艾叶

煎鸡蛋,艾叶鸡蛋汤 ,艾叶炖小鸡 ,

艾叶红糖水,艾叶清明果**

端午节! 诗人屈原把爱国精神

传给后人-

端午节! 艾草艾叶把情深意长

留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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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近代朝鲜
范闽杰

完胜日本
一"外忧内患

+"

世纪之前的朝鲜!一直被西方各

国视为最神秘的国家!&隐士之国$/

415

657894 :;49<=

0- 外交上!朝鲜奉中国为

上国!相互频繁来往- 除中国外!朝鲜仅

和日本存在有限的通信和商务往来 -

&直至
+"

世纪中叶为止!西方对朝鲜的

了解都是模糊不清- 除去壬辰战争时期

少数随日本侵略军进入半岛的西方传

教士!

+.

世纪以前到过朝鲜的西方人全

部是罹难水手- 最初!李氏朝鲜*要求

他们全部归化!拒绝遣送回国- $

!甚至

发生过荷兰罹难水手被朝鲜政府送入

汉城!编入朝鲜军队服役的事情-

在大院君执政的十年中! 朝鲜实行

的是更加严格的锁国政策-这一时期!大

院君成功抵制了外族入侵! 勇敢地捍卫

了国家主权- 首先!有效地抵制俄国-

+"

世纪!俄国大肆侵略中国领土-

+'&-

年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俄国将中国乌苏

里江以东
,-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俄

国版图! 同时把自己的陆路领土扩大到

了朝鲜的大门口- 朝鲜北方有了与俄国

相连的陆路通道!俄国的威胁迫在眉睫-

大院君针锋相对地在边境地区派驻军

队!&实行屯田!禁止与俄国通商交往!并

加强对中朝边境的贸易管束- 从而建立

起严密的对俄大陆封锁体制- $

"

其次!抗击法国入侵- 法国传教士

是较早进入朝鲜进行活动的西方人!所

以!法国也就成为最早对朝鲜半岛感兴

趣的西方国家- 法国政府十分忌讳俄国

势力南下入朝!便鼓动信奉天主教的朝

鲜人劝谏大院君!与英,法建立反俄同

盟!共同抵制俄国南侵- 大院君开始表

示同意!但很快反悔!并颁布严格的(禁

压邪教令)! 以查禁邪教的名义开始对

天主教徒实施严厉打击- 法国政府大为

震怒!委派亚洲舰队司令罗兹组织军事

讨伐- 朝鲜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先

后取得文殊山城, 鼎足山城战斗的胜

利- 罗兹知难而退!被迫撤兵-

第三!击退美国进犯- 美墨战争后!

美国区位优势改善!进军日本,朝鲜的

欲望也随之变得愈加强烈- 法国入侵朝

鲜前的一个月!美国装备重型武器的商

船&舍门将军$号!由天津抵达朝鲜大同

江口!不顾朝鲜官方阻拦!逆江而上!深

入朝鲜腹地- 朝鲜地方官对&舍门将军$

号劝阻的同时!慷慨给予给养!而&舍门

将军$号绑架扣押朝鲜官员!随意向岸

上的朝鲜军民开枪射击- 民间勇士朴春

权潜入船上救出被扣押官员! 朝鲜民

众!发动火攻!&舍门将军$号船毁人亡-

借口&舍门将军$号事件!

+'.-

年
$

月
)+

日!美驻法公使镂斐迪!美国亚洲舰队

司令罗杰斯率领
$

艘战舰!

+)--

名陆战

队员!向朝鲜发起全面进攻- 朝鲜军民

殊死抗争!在广城堡战斗中!给敌人以

重创!朝鲜中军鱼在渊在战斗中壮烈牺

牲!美军被迫撤兵-

两次抗击&洋扰$的胜利!极大地鼓

舞了朝鲜人民! 也使大院君的排外主义

思想更加膨胀!他下令在全国多地立&斥

和碑$! 主文为+&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

和卖国$!副题&戒我万年子孙$- 朝鲜的

排外政策达到顶点-客观地说!大院君主

政的十年!朝鲜各个方面都很大改善-政

治方面!大院君努力强化王权!消除朝鲜

由来已久的腐朽之至的势道政治! 他还

关闭各地书院!限制儒生干政议政2朝鲜

军事实力有所增强! 接连取得抗击外扰

的胜利2政府财政收入明显增加'但他强

硬的排外政策很快引发与日本的外交争

端!一时间日朝关系剑拔弩张'

民族的危亡!并没有平息野心家对

权势的渴求!并没能使朝鲜内部各派势

力团结起来!同仇敌忾' 相反!闵妃集团

适时地利用日本入侵的危机!和由此引

起的民众恐慌!大肆攻击大院君闭关锁

国的外交政策' 闵妃还策动国内各股反

对大院君的势力! 联合打击大院君!并

最终将大院君挤出权力中心! 失意下

野! 大院君长达十年的统治宣告终结'

闵妃集团组建伊始! 就主动向日本示

好!企图以示弱讨好换取和平' 据(高宗

实录)记载+新政府领议政李裕元直白

地说+#我国与日本结邻通信!三百年无

一衅端!有百年和好!忽于三年之间!无

辜隔阻!今则无异闭关绝约' $为讨日本

政府欢心!亦借机排除异己!闵妃政府

将负责对日外交的庆尚道观察使和东

莱府使郑显德革职!之后更以#欺蔽朝

廷$的罪名将倭学训导安东唆#枭首警

众$' 新政府对日政策软弱无力!加之闵

妃集团等衮衮诸公缺乏谋略, 不谙外

交!日本各种势力迅速在朝鲜全方位渗

透'

但闵妃的退让与讨好!并没能让日

本政府消除侵朝野心!恰恰相反!更助

长了他们逞强凌弱的气焰'

+'.$

年
"

月

+)

日!日舰#云扬号$闯入朝鲜领域到处

游荡!蓄谋制造事端'

)-

日!#云扬号$在

永宗岛附近抛锚! 舰长井上良馨率
)-

多名士兵乘舢板驶向朝方炮台' 炮台为

军事重地!朝鲜守军鸣炮警告' 井上见

目的达到!遂返回舰艇!下令升起国旗

日章旗和信号旗!并开始对朝鲜炮台猛

轰!随后占领永宗岛' 日军进入永宗镇

后!#大肆烧杀掠夺!以致民家,公廨3十

室九空4!3火焰烧城廓!民家烧残尽4' $

+".&

年
)

月
)&

日! 朝日两国代表

在江华岛练武堂签署(朝日修好条约)!

即(江华岛条约)' 朝鲜的国门被近邻日

本用武力撬开'

'

月
),

日!朝日代表又

在汉城签署(修好条规附录)和(贸易规

则)' 在贸易谈判中!昏昧无知的闵妃外

交官员! 竟和日方达成无关税贸易协

定 ! 将国家最重要的主权和经济命

脉111关税权!拱手让与日本' &无关税

贸易日后成为朝日两国争执的焦点之

一' 朝鲜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失

误!并采取补救措施' **这引起与日

本的正面冲突$'

#

(贸易规则)签署后!朝鲜米谷无限

制地出口到日本!加剧了本土的粮食短

缺和饥荒2无关税贸易既损害了国家主

权!又弱化了政府的财政实力' 迫于此!

朝鲜政府派遣礼曹参议金弘集为修信

使!率领使团出访日本!试图改变被动

局面' 日本舆论对朝鲜使团的使命深表

理解和支持2 但日本政府则态度强硬!

拒绝让步' 屡屡受挫的金弘集多次找清

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公使参赞黄遵宪交

换意见!寻求帮助' 黄遵宪撰写(朝鲜策

略)的小册子!为朝鲜提出+&亲中国!结

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的外交主张'

金弘集未能完成与日本政府谈判的外

交使命!悻悻地离开日本回国!但他带

回的黄遵宪(朝鲜策略)和自己纂写的

(修信使记录)!得到李熙和内阁诸大臣

的强烈共鸣!开放国门!联合美欧成为

朝鲜政府高层人士的一种共识' 大清国

内!敦促朝鲜与泰西各国立约也成为共

同的呼声' 日本强行改琉球为冲绳县

后!福建巡抚丁日昌敏锐地觉察到来自

日本的威胁!他上书总理衙门!警惕地

说+&朝鲜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

与泰西各国立约2 日本有吞噬朝鲜之

心!泰西无灭人国之例' 将来两国启衅!

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致无

所忌惮' $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在倡导

朝鲜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明方面确有

积极意义! 但其也有一个致命的失误!

那就是黄遵宪没能清醒地看到日本政

府对朝鲜的领土野心!其所倡导&结日

本$!必将引狼入室!为祸更大' 这也正

是他的建议和丁日昌建议的高下之处'

丁日昌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和李鸿章

的强烈认同' 总理衙门命令李鸿章&查

明丁日昌所陈各节!设法转致朝鲜/政

府0' $

+'."

年
'

月
)&

日!李鸿章在给朝

鲜领议政李裕元的信中说+&劝以密修

武备!慎固封守!与英法德美诸邦逐渐

立约! 籍以牵制日本! 即可备御俄罗

斯$'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李鸿章为朝

鲜制定出 &联美欧 !拒日俄 $的外交框

架'

与此同时!朝鲜的底层官员和儒生

基于自己的眼界和认知标准!发动了一

场规模浩大的&卫正斥邪$运动!他们以

给国王上疏为形式! 坚决反对元山,仁

川开港2反对与西方列国立约!甚至出

现数万人联合签名给国王上疏抗争的

事情' 但开放已成为潮流!&联欧美!拒

日俄$ 也无疑是当下最明智的选择!李

鸿章一再敦促朝鲜国王李熙派员到天

津与即将返回的美国公使薛斐尔商谈'

鉴于国内政局不稳!反对之声此起

彼伏!软弱但不乏政治智慧的李熙就坚

持一个观点+朝美两国的立约商谈!&请

由中国代为主持$'

$一下把皮球踢给了

清政府' 李鸿章则认为+大清与泰西各

国所签条约! 是被武力打开国门后!无

奈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有违国际公法!

已须适时改变和扭转' 他天真地以为!

朝鲜是主动与美国商谈开国!只要处置

得当!就可以避免签订不平等条约' 如

果由中国代替朝鲜与美国谈判!美国势

必要求援引中美条约的内容签订!对朝

鲜不利' 所以!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始终

坚持只任调停人的角色!不愿&代为主

持$!为了朝鲜的利益!他们甚至主动答

应条约可以不提及中朝两国的藩属关

系!朝鲜以独立国家的名义签订' 其实!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鸿章和总理衙

门对朝美谈判前景的好心规划是根本

不可能实现的主观愿望' 因为!在西方

列强眼中!东亚各国/包括明治维新初

期的日本在内0! 完全没有资格和他们

平等地坐在谈判桌前' 薛斐尔在给
>/>/

萨金特的信中就曾傲慢地说+对弱国的

谈判者来说!&唯一受到重视的呼吁和

辩论就是武力$!&因此! 我们的政策应

该*专以美国利益为标准!并以他们所

懂得的论证111武力,压力!而不是劝

解!来予以推行' $

%

+''+

年春天! 薛斐尔返回中国!谋

求解决朝美协定问题' 他要求朝鲜派出

全权代表赴天津谈判!甚至赤裸裸地威

胁!&如果朝鲜不同美国签订条约!那么

日本就会使朝鲜彻底地屈从于它的统

治' $

&在李鸿章的一再敦促下!当年
+-

月!朝鲜政府委派顺天府使金允植除授

吏曹参议,领选使!率领大量留学生以

学习洋务名义赴天津!秘密使命则是负

责与美国会商立约'

+-

月
"

日!金允值

率使团浩浩荡荡离开汉城!直到第二年

的
+

月
+&

日才到达保定' 由于金允值

不是全权大臣!没有资格和美国大使直

接谈判!&李鸿章不得不在与金允值保

持密切协商的同时!开始与美使进行预

备性会谈' $

'中朝双方共进行了六轮谈

判!取得初步成效!李鸿章再次敦促朝

鲜政府派全权大使赴天津与美国作进

一步协商'

?

月中旬!鱼允中,李祖渊作

为考选官!共赴天津' 等他们溜达到天

津时! 中美天津预备会谈已经结束!李

鸿章已经为他们完成了所有使命'

+'')

年
$

月
)-

日! 朝鲜全权大臣

申
!

与美国全权代表薛斐尔正式签订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 及 (附续通商章

程)!清朝官员马建忠,丁汝昌参加签字

仪式' 这个正式条约!朝鲜方面仅增补

一个条款+禁止仁川港出口米谷!其余

内容基本维持了天津协议的原样' 之

后!英,德,意,俄,法,奥,比,丹等西方

列强也先后与朝鲜签署 (修好通商条

约)及(附续通商章程)' 朝鲜实现了对

世界的开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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