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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独龙族心上的中国梦
长篇报告文学《独龙春风》节选

梦想：中国国籍

正当独龙族实现全面小康、走向乡村振

兴，实现独龙族的美好中国梦之时，隔着97.3

公里的国境线，和中国独龙江接壤的邻邦缅

甸，却突然发生了重大意外，开始了一场噩梦。

2021年2月1日，各大媒体以及微信朋

友圈在报道和转发一则消息：缅甸政局发生

激烈动荡，这让当地群众生命财产和生产生

活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新冠疫情肆虐，14

万多人感染确诊，死亡人数接近4000人……

对于缅甸人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根据“老县长”高德荣介绍，全球20多个

国家有独龙族，缅甸境内约有13万独龙族人

（缅甸称为日旺族）。很多缅甸日旺族人和独

龙江独龙族人是亲戚朋友，更有不少缅甸日

旺族人通过中缅边境到独龙江乡打工、求学

等，还有一部分姑娘嫁到了中国独龙江乡。

中国独龙族和缅甸日旺族，原本同是一

个民族，但由于在不同的国家，却有着天壤

之别的命运。那么，生活在中国独龙江乡的

独龙族和生活在缅甸靠近独龙江边境的日

旺族，究竟有着怎样的差别呢？

出生于1991年的独龙族小伙双建平，家

就在独龙江巴坡村，是党和政府新盖的易地

搬迁房，在挨着独龙江的一块平地上修建。

他的妻子尼伞生于 1994 年，正宗的缅

甸日旺族。2016年尼伞到中国独龙江乡客

松旺饭店打工，两人相识相恋，结为夫妻。

双建平比较腼腆，说话少，是典型的独龙

族人性格，不过，他的汉语说得挺不错，这得益

于党和政府在独龙江的教育政策。他说他这

一代的独龙族人，基本都受到过正规教育，并

且和外界多有接触，和外来人用汉语交流没有

任何障碍。当我问起他，咱们独龙江独龙族和

缅甸日旺族的状况时，他的眼中忽地闪烁过

一种光，一种年轻人特有的颇感自豪的眼光。

双建平和我说，2018 年 2 月份，他和尼

伞准备结婚，便去缅甸提亲。

“现在路都修好了，从巴坡到41号界碑大

约用1个小时，然后再徒步到缅甸葡萄县德九

洛村。这个村子的路不好走，破烂泥泞，都是

竹子茅草房，看着很贫穷落后，有几十户人家，

都是日旺族，尼伞家就在这个村子里。平时

村里的人只能靠董棕粉、少量水稻、芋头、野香

蕉等充饥，基本上都吃不饱，经常会有自然灾

害，还有野兽出没破坏。村里的人穿得很差，

小孩基本上没有鞋子穿。整个状况大概和这

边的上世纪80年代的状况差不多，落后独龙

江几十年……”双建平的描述，印证了之前我

采访其他人，说到两边独龙族情况的对比。

我向双建平提出能否采访下他的爱人

尼伞。

他有点不好意思，笑笑说可以。

我问尼伞会不会说中国话。

双建平说不会，她只会说缅甸话或者日

旺语（独龙话）。

我让他帮我做翻译。

双建平说没问题。

就在双建平起身出去叫他爱人的时候，

我扫视了这间单独隔出来用作厨房的宽敞

屋子，采光特别好，屋内亮堂堂的，除了有一

个独龙族传统的火塘生着火烧着水外，各种

厨房用具比较齐全，甚至在墙角边，还有一

台白色的电冰箱。

这哪里还能找得到独龙族以前贫苦生

活的痕迹啊！

就在我感叹独龙族新一代生活的巨大变

化时，双建平带着妻子尼伞进门来了，同时进

来的还有一对穿戴干净整洁的可爱的孩童，

那是他俩爱情的结晶，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尼伞见到我们有些害羞，脸红通通的，

落座后，微微低着头。

我问一句，由双建平用独龙语转述，尼

伞也用独龙语回答，再由双建平用普通话告

知我。

交流时，尼伞不时抬头看看我，又看看双

建平，两个孩子分别依偎在她和双建平怀里。

我问尼伞：“怎么答应嫁给双建平在中

国安家的？”

她说：“开始还是有点犹豫，但双建平特

别好，这边（独龙江）交通便利，生活各方面

都很好，比自己的家乡缅甸葡萄县好多了。”

“为什么选择来中国打工？”

“因为家里7口人，没有经济来源，兄弟

姐妹还小，自己需要操持家里的生活，在缅

甸没法像在中国这样可以打工赚钱。”

“像你这样嫁到独龙江来的姑娘多

不多？”

“有的，包括其他村也有，我的小伙伴耶

娜，2019年也嫁到了三乡孔当一组。”

“你嫁到中国来，对比你自己的国家，有

些什么感受？”

“感觉缅甸落后，交通不便，很贫穷，做

什么都需要自己出钱，包括读书都得自己出

钱，不像我们这里（独龙江乡），有国家扶持，

国家什么都给。”

“嫁到中国，你自己愿意吗？”

“愿意，只要父母同意，就可以。”

“父母同意吗？”

“父母同意。”

“开始就想过在中国安家？”

“刚来打工时没想过在中国安家，刚来

人生地不熟还不太适应，现在习惯了，感觉

很好，衣食住行都很方便。”

“你现在还有什么梦想？”

“我的梦想，是能在中国获得一个国籍。”

……

我想当然地以为，尼伞嫁过来便可以自

动获得中国国籍，然而细问才知道，从缅甸

嫁过来的姑娘，要获得中国国籍，还需要符

合不少条件，走不少程序。

眼前的尼伞，心中一直有这么一个愿

望。这个愿望，是真诚、美好而强烈的，因为

她在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深情而激动的。

这不由得让人产生颇多感慨，生在中国

独龙江的独龙族，真的是非常幸福，因为有

一个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做支撑，而这个强大

的祖国，正是中国共产党历经 100 年风雨，

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建设起来的。

采访结束前，我特意和双建平、尼伞一

家四口合影，背景是他家厨房一面被阳光照

得明亮温暖的墙壁。

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跨国婚姻结

成的独龙族家庭，在独龙江乡新一代独龙族

年轻人中有不少，以后或许还会更多。无需

过多言语，这一家子幸福美满的生活现状，

已足以说明一切。

就在我们出门离开时，双建平家饲养的

一大群独龙鸡扑棱着翅膀，在相互追逐觅食

嬉戏，旁边就是奔腾不息的独龙江，发出一

阵阵欢快的流淌声。

或许独龙江水也有梦，这个梦，是远方

和希望，在独龙族心里奔流不息的远方和

希望……

抖音号：独立松

说起独龙江年轻一代的独龙族，生于

1989年的白忠平知名度很高，不仅仅是因为

这小伙子以勤劳能干的多面手被大家熟知，

更是因为他拥有一个抖音号：dulisong（独龙

族 独立松）。

自 2018 年 11 月注册，截至 2021 年 3 月

31日，白忠平的抖音号共发布143条视频，粉

丝量为2.3万人，获赞31万次，关注197人。

这在外界来看，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如

果把它放在云南最边远闭塞的独龙江，放在

人口仅有几千人的“直过民族”独龙族，那可

就大不一样了。

外面大多数人玩抖音，无非就是为了消

遣，看看热闹，看看稀奇。但白忠平的抖音

号，是用来维系“生存”和发展“产业”的。

此话怎讲呢？

还得从 2020 年 9 月 11 日，我和他在独

龙江乡迪政当村，他开的辛梦缘客栈木楞房

里的火塘边，深更半夜进行的一次长谈说起

（他一直在忙着做抖音直播等事，所以采访

只好等到深更半夜）。

当时在场的，还有贡山县文联主席丰茂

军（傈僳族，驻迪政当扶贫工作队员）。

“说实话，我没有料到，到了你这一代独

龙族人，也时兴玩抖音了，和我具体讲讲

吧。”我因为身体原因，只抿了一口小白（白

忠平的小名）特意招待我们的自酿酒。

“新媒体没人做，自己就想尝试做一做，

不过刚开始只是觉得好玩，后来想法变了，

一是想用自媒体方式，宣传独龙江和独龙

族；二是家乡的风景风光，也想通过抖音传

出去；三是独龙江的土特产、工艺品等，通过

抖音，也可以卖到其他地方。”小白一口气喝

下一大口自酿酒。

“小白抖音号的粉丝可多着呢。”丰茂军

笑着插了一句，也跟着小白碰一下杯，一口

喝下一大半。

“哦，那有多少粉丝量？”丰茂军的插话，

让我更来了兴趣。

“已经有2万多人了。”小白说这话时语

气变得有点小心。

可以明显感觉得出来，小白身上还有着

独龙族人羞涩的另一面。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小白时

的情景。那是在当天中午，我们的车（同行

的有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陈浩东、编

辑熊凌、驾驶员陈应顺）因为独龙江公路塌

方，不得不停在刚出隧道口不远处的断头路

那边，而小白则开着他的面包车来接我们，

停在断头路另一边，冒着细雨，踏过泥泞的

塌方段，走过来帮我们搬行李。

“下午坐在这里喝茶的好像不是本地人

吧？”我突然想起有一位胖胖的、皮肤比较白

的男子（已去睡觉），一直待在小白的这间木

楞房里，和小白过往甚密。

“你说他呀！湖南来的，付相学，来了一

段时间了，每年都要来。”说到付相学，小白

似乎来了兴趣。

“他是来玩的吗？”我有些不解，如果纯

粹是来玩，这个地方待几天应该就差不多

了，但付相学似乎待的时间更长。

“他每年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我和他

一起做事。”小白又和我们碰了一下杯，一口

喝完杯中酒后，又斟满了杯。

“哦，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在做什么

事？”这下子，我似乎预感到有些故事。

“大概是2015年，我小舅陈学龙（1996年

出生）带他过来吃饭，就认识了。当时他来考

察蜂蜜，后来谈到茶叶，就一起做这个事情。

2017年，试验了3亩左右（大叶茶），当时没地，

向村里的60多岁的老大娘李秀兰借地种茶。

种出来感觉还行，就开始挨家挨户推广，茶苗

免费发放，还带上技术培训，并按照市场价统

一进行收购。到今年，已经有70多户种植了

300多亩，人均2亩多，明年还会增加200~400

亩。目标是用4~5年时间，达到1000亩，要做成

独龙江品牌。资金主要由付相学提供，我具体

操作，但投入越来越大，困难重重，还需要再引

进外资做……”小白一口气摊出了这个计划。

“那你的抖音号可以派上大用场了嘛。

再给我讲讲你的这个农家乐，我看还有一部

分正在建设施工，是吗？”我和丰茂军也为小

白高兴，三人又碰了一下杯。

“2014年（独龙江新隧道打通那年）开始

做的吧，觉得新鲜好玩。那时独龙江公路隧

道贯通，外来人渐渐多了，觉得旅游业很有

潜力，便和老丈人商量了下，摆了几张床，但

来玩的人特别多，不够用，后面就想做好一

点，但投资大。另外，还买了一辆面包车（中

午接我们的那辆）拉人。现在这个农家乐只

完成50%的建设，资金是个问题，只好慢慢

来。整个农家乐大概占地 4 亩多，客房 11

间，以后准备建20多间木楞房，这几年收益

不大，像2020年5月25日发生泥石流灾害，

道路阻绝，一晃就是大半年，影响很大。现

在贷款了 40 多万元，压力比较大。但党和

政府的政策对独龙族好，还是给了我们年轻

人很多机会。”小白用树枝拨了拨火塘，端起

酒杯，我们三人又碰了一下。

“那在这之前，你，或者像你这样留在独

龙江的‘80 后’‘90 后’独龙族年轻人，主要

做些什么呢？”我也用一根树枝，挑了挑火塘

上的柴火。

“做向导带人到山里面探险，比如到迪腊

腊卡、白马措湖、41号界碑等；和哥哥白忠新

一起打鱼，有一种扁头鱼（俗称‘十八子’），有

老板来收购，一斤可以卖200元；上山挖药也

是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有时候得走到缅甸那

边，还有到丙中洛、察隅、中印边境等地。有一

次和哥哥他们10多个人，来回三个月，挖野生

重楼、黄精、三七等，7月出去，9月回来，收入

大概1.5万元，但是非常辛苦。还有一次，五

六月份到缅甸，天天下雨，只看到过一天太

阳，绕着山挖重楼，翻越了5座大雪山，当时背

着120斤炒面作为干粮，收入1.6万元……”小

白说起这些事情，既兴奋又有点感伤。

“走那么远，你们路上一定碰到很多困

难吧，你们又是怎么找得到路的呢？”我有些

好奇，在茫茫群山中根本没有路，小白他们

是如何做到的？

“确实没有路，有时候过河得自己砍树搭

桥，遇到水流大的地方，还得等水位落了才能

过得去。辨别方向，完全靠自己对河，找目标，

对山峰，对自己设置的点……路上困难多，不

时还会遇到野兽，比如说熊、野牛等。只有自

己亲自上了山挖药，才知道自己的前辈们有

多艰难、有多辛苦！”小白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我听说政府组织过独龙族年轻人外出

打工，你有没有出去过？”我换了个话题，想

多角度了解小白。

“去过，2016年去过山东威海，种海带割

海带，待了几个月，发现开销太大，再加上自己

还是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就回来了。”说到这里，

小白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端起酒杯朝我

和丰茂军敬了一下，便又将满杯的酒全饮下。

我突然感觉到，这个独龙族小伙子身

上，有着与前辈独龙族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是什么呢？我有些说不清楚，因为他和我

又说了下面这段话：

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照实在是太多太

多，但我反感自己的民族被国家养着，我们有

自己的勤劳心，独龙族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

能独立完成自己地区的生产生活，要自己养

活自己，虽然艰难，但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话，不正和“老县长”高德荣说的“一

个贫困的地方最大的贫困是思想观念的贫

困”背后所指向的思考一脉相承吗？

深夜，当我和丰茂军返回不远处的房间

时，发现门上“站”满了不下一二十种飞虫，

我们相视一笑，拿出手机来咔嚓拍下，然后

迅速打开各自房门，又赶紧关上。

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有火塘、飞

虫、45 度自酿酒……还有小白在抖音号上

做直播时的画面，这个精瘦略显矮小的独龙

族小伙子，披着七彩的独龙毯，那些独龙江

特有的宝贝，变戏法似的，一件一件，一个一

个，从独龙毯里蹦了出来……

第二天，因为还有其他采访任务，我们

起得较早，谁知小白起得更早，他和他媳妇

早就把早点做好等着了。

看着这对独龙族小夫妻忙碌的身影，我

似乎感受到了某种更大的希望。经过党和

政府的持续帮扶，在这个已经实现整族脱贫

的民族身上，依然有一股难以言说的力量，

扣动着人的心弦。

文面女：以前时间很长，现在很快

色松（独龙语，新年出生之意）又在梦中

见到丈夫李文正打猎了。

李文正一弓弩，就射翻一头大熊；李文

正再一发力，一头野牛也应声倒地……

要知道，年轻时候，李文正可是村里数

一数二的捕猎高手。

李文正比色松小 3 岁。色松说起丈夫

时，脸上总是泛起一种自豪的笑；色松笑起

来时，她脸上的文面图案，就像一丛独龙江

大地上最美的花朵开放一般。

1944年4月，色松出生在独龙江乡最北边

的迪政当村雄当村。1956年，12岁的她在龙

元小学上学，由老师取了一个汉名：李文仕。

可惜的是，第二年因为家中劳动力不

足，她不得不辍学，为此，她哭了好几天。

李文仕的妈妈当巧格仍，是村里有名的

文面师，不但村里的姑娘找她文面，而且其

他村里的女孩也会找上门来。

当巧格仍对李文仕说过，文面是独龙人

的传统，文了才好看，不文，老了就不好看了。

李文仕当然听妈妈的话，等她到 13 岁

时，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准备文面。

头天，当巧格仍先在火塘上架一口大

锅，用松木烧柴火，之后，把刮下的锅底灰

（独龙语称“哒斯麻”）放在一个土碗里，倒温

水搅拌，并将烧红的鹅卵石放入此碗。第二

天，用竹签打刺（刺藤，独龙语为“琼桂绑

呵”，其刺每年春夏之际长出，呈倒钩状，至

秋末初冬成熟后便成直刺，可将其加工成约

15厘米长的刺藤棒；竹签，一头稍粗另一头

稍尖，长约20厘米），点在脸上……

“很疼，文面后肿大，一个星期才恢复，

妈妈一天可以文两个。”70多岁的李文仕回

忆起当时的情景和感受，仍似昨日般清晰。

此时，是2020年9月12日早上，我们正

在雄当安置点，李文仕一家新的搬迁房里，

进行采访。

由于李文仕老人不能说汉语，全部谈话

内容由白忠平帮忙翻译。

李文仕曾经感叹道：“家里经济条件差，

自己什么也不懂，也听不懂别的民族的语

言，一生就这样过去了，感到很遗憾。不过，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很想到外面走走看看。”

这样的机会，终究还是来了！

2015年1月的一天早晨，乡长和村支书

来到她家中，兴冲冲地请她准备准备，作为

独龙族文面女代表，过一天要接她到省城昆

明参加一个重要活动。

从雄当到贡山，从贡山到六库，从六库

到保山机场，一路上，李文仕心中十分喜悦，

她根本没有想到，都70多岁了，还有机会在

保山第一次乘坐飞机飞往昆明。

1月19日中午，李文仕随着独龙族代表

团下了飞机，又有专车来接。她第一次看到

如此繁华的大城市，用她自己的话说：“走到

哪里都是房子，看得心都是慌的。”

1月20日，早早就有人来把独龙族代表团

一行7人接到了一间宽敞的会议室。这间会

议室专门布置摆放着独龙族的弓弩、恰卡、木

刻、手工马褂、独龙毯等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

还有草果、笋干、野蜂蜜等诸多独龙江特产。

李文仕和另一位文面女代表董寸莲，穿

着独龙族妇女传统衣服，身披色彩鲜艳的独

龙毯，和“老县长”高德荣，贡山县委书记娜

阿塔、县长马正山，独龙江乡党委书记和国

雄、乡长李永祥一起，等候着独龙族的恩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紧张和兴奋的心情，让李文仕坐立不

安，她实在是没有想到，有生之年竟然能够

见到习总书记。中国共产党在独龙江做的

好事，她从小就听闻，也切身感受着，正是有

了中国共产党，独龙族才有了今天这般幸福

的生活，如今就要见到习总书记，心中真是

无限感激和感动啊！

当李文仕第一眼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到

来，微笑着朝大家挥手致意，并亲切握手时，

她心中一颤，没想到习总书记如此慈祥和平

易近人。

“老县长”高德荣也相当兴奋，忙着给习

近平总书记介绍独龙族的生产生活工具。

习近平总书记了解情况后，说了一句：

“真不容易啊！这些东西，可都是文化啊！”

并主动拉着高德荣坐在一张长藤椅沙发上，

观看了一部反映独龙族巨变的短片。

李文仕记得，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问独

龙族的情况，问了很多，问得很仔细，这让她

感觉到无比温暖。

问到关键处，高德荣按捺不住激动的心

情，说：“在习总书记的关怀下，隧道去年就

全线贯通了。如果不贯通，今天我们怎么可

能坐在一起呢？要知道，现在正是大雪封山

的时候，独龙族虽在边疆，但会永远跟着共

产党走，把边疆建设好、边防巩固好、民族团

结好、经济发展搞好。”

李文仕和董寸莲也被此情此景感动，不

约而同站了起来，要用独龙语给习总书记唱

一首自编的感恩歌，以表达独龙族人民对中

国共产党的深深感激之情！

党的政策好

独龙族的日子不用愁

独龙人民感党恩

永远跟党走

……

“好！”习近平总书记带头鼓掌，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开始了宛如亲人般的谈心。

李文仕说：“在党的光辉照耀下，独龙族

人民的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已

经70多岁了，还第一次坐上了飞机，见到了

总书记。今后要教育子孙后代听党的话，一

定要好好读书，跟着共产党走。”

在讨论独龙族的事情时，李文仕半开玩

笑式地提出了一个请求：“能不能给我们民

族安排一架飞机？”惹得大家开心一笑。

习近平总书记也跟着笑了笑，说：“我们

这个国家民族比较多，要给的话，每个民族

都得给啊！”

紧接着，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道：“我

今天特别高兴，能够在这里同贡山独龙族怒

族自治县的代表们见面。独龙族这个名字

是周总理起的，虽然只有6900多人，人口不

多，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的一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骄傲

地、有尊严地生活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同各民族人民一起努力工作，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奋斗。你们生活在边境地区、

高山地带，又是贫困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以

前生活在原始状态里。新中国成立后，在党

和政府关心下，独龙族从原始社会迈入社会

主义，实现了第一次跨越。新世纪以来，我

们又有了第二次跨越：同各族人民共同迈向

小康。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全国各族人

民会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帮助独龙族。”

习近平总书记接着指出，独龙族和其他

一些少数民族的沧桑巨变，证明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前面的任务还很

艰巨，我们要继续发挥我国制度的优越性，

继续把工作做好、事情办好。全面实现小

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你是县长？你是乡长？”习近平总书记

指着来自独龙族的县长马正山和乡长李永

祥，语重心长地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独

龙族兄弟姐妹自身能力也要增强，县长、乡

长就属于独龙族自身培养的人才，我们要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

总书记对高德荣亲切地说：“您是时代

楷模，不仅是独龙族带头人，也是全国的一

面旗帜。有你们带动，独龙江乡今后一定会

发展得更好。”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说：“我来见大家，

就是鼓励你们再接再厉，也是给全国各族人

民看：中国共产党关心各民族的发展建设，

全国各族人民要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

奔向全面小康。”

整个会见，李文仕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

幸福。

让李文仕感动的还有，当时“老县长”高

德荣是带病去见习总书记的，他已有 60 多

岁了。在李文仕的眼中，高德荣一心为独龙

族服务，各个方面都想得到，特别是交通，有

了他，独龙族的改变真大。

谈到自己村子里的变化，李文仕脸上的

笑容特别灿烂，文面的部位也显得特别美好。

她动情地说：“有了共产党，我们民族才

能过上好的生活。特别感谢党，现在的生活

真是太幸福了！感觉村里卫生非常好，心里就

特别高兴。老乡长还帮助扩建了厨房，考虑到

经常会有人来采访，所以比一般的厨房大了三

分之二。以前猴子都走不动的地方，现在都

修了公路。以前下雨的时候都要干活，生产

生活非常不方便，房子也漏水，现在房子又大

又明亮……感觉以前时间很长，现在很快。”

“以前时间很长，现在很快。”这是一句

多么朴实而深刻的话，从 70 多岁的独龙族

文面女李文仕口中自然地说出来，更是饱含

了无限深意。

采访快结束时，我请李文仕合一张影。

老人家紧紧靠着我，一脸善良纯朴的笑

意中，那异常美丽的文面，多像是无数条隐

秘而幸福的水流。它或许是独龙江的一个

梦，也是独龙族的一个梦，能解这个梦的，依

然是那轮在温暖和煦春风中，已冉冉升高，

正散发出万丈金光的东方红太阳……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性精神品质的作
品，全书以宏阔的视野，全景式地描写了一
个世居祖国西南边陲、人口只有数千的少
数民族——独龙族命运的两次跨越。第一
次跨越，独龙族从原始社会直接迈入社会
主义社会，获得了民族平等的地位，获得了
民族的尊严、人的尊严；第二次跨越，独龙
族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脱贫致富，迈进小
康，奔向乡村振兴。该书以报告文学的形
式，通过作家数次实地采访和调研，以翔实
的史料和生动鲜活的故事，讲述了独龙族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摆脱千年苦难命
运，与整个中华民族共同迈向伟大复兴之
路，抒写了一曲独龙族民族命运的壮丽史
诗。从此，这个民族有了一部详细记载自己
整个近现代历史的生动厚重的文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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