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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龙腾飞》 黄汉波 / 摄

周六上午闲来无事，我便从住处搭乘 7路公
车前往河东骑楼城那家熟悉的凉茶店铺。来梧州
五年了，我不仅喜欢上了这座城市，也喜欢上了这
座城市的凉茶。

刚驻足探望，几位穿白色工装的大叔和大婶
盛情的目光不约而同的向我投来，其中一位师傅
向我温语浅笑：“小伙子，好久没见你来喝茶了。”
“是呀，有一段时间没来了，想念这里的凉茶了。”
于是我选取了一碗凉茶慢慢地品饮起来，我习惯
性的将茶水含在口内片刻后才吞下，慢慢地品尝
这甘甜滋润的味道。

初来梧州念书时，我为梧州有众多的凉茶店
铺而感到惊奇。走在梧州的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
许多的凉茶店铺，凉茶铺摊前摆满了种类繁多的
凉茶，每一家凉茶店铺的墙上都挂满了各种凉茶
的名称及功效，加上店铺古朴的建筑风格，无不透
露着一种古老的文化底蕴，可蔚为梧州一景。

但我并没有想喝凉茶的欲望，因为在我的记
忆里凉茶就是黑黑的苦苦的水。直到来梧州一个
月后，由于水土不服，我出现了持续的上火，整个
人无精打采。于是我的室友建议喝上两口梧州凉
茶就会好了，恰逢此时一室友从街上买回了两袋
福康凉茶，我便跟他拿了一包叽里咕噜的喝了起
来，虽然满是苦味，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把那袋凉茶

喝完了。结果出乎我意料的是没过一天，我的上火
竟然减缓了，整个人也精神了不少。于是在骨子
里，我对凉茶深信不疑。我渐渐的喜欢上了喝凉
茶，喜欢上了室友介绍的这家凉茶店。

第一次到这家凉茶店喝茶时便看见光洁的铝
制工作台上摆放着几排经过集中消毒的搪瓷茶
碗，从其数量看出，销量相当的可观。在柜台的另
一边几个可保温的泡沫塑料大箱盛满了都标明有
不同口味的袋装凉茶供客人选饮。碗装的凉茶 1
元一碗，而供打包带走的凉茶的每袋价钱从 1. 5
元到 5元不等。
之后我也尝试着喝其他家凉茶店的凉茶，却始

终没有骑楼城福康凉茶的味道，每到周末必来这
家凉茶店喝上两大碗的凉茶，才欣然地离去。

来这里次数多了便也跟这里的师傅熟络了起
来。据老师傅讲，这间凉茶铺已经有近一百年的历
史了，而在一百多年前，梧州凉茶便已名声远扬，
传遍珠江三角洲以及东南亚地区。梧州地处亚热
带，气候湿热，人们便把凉茶作为防暑降火的一种
草药，几经民间流传，久而久之凉茶便成为了梧州
独具地方的一种特色饮品。

老师傅说凉茶的种类有很多，生地、雷公根、
菊花茶、罗汉果等，光是“生地”就有“绿豆生
地”、“茅菊生地”等几种，不同的药材煲出不同的

功效和味道。在店铺里摆的每一种凉茶，从采草药
到熬制每一个程序都精心细致，在火候控制上非
常讲究，以求药效。如“生冲雷公根”凉茶是将黑
墨草、雷公根、一点红、车前草这几味药用人工臼
溶，再用冷却了的开水冲进去，不用经过煲煮，以
最大限度保存原料的汁液；“王老吉”是由滚狗
木、山芝麻、两面针等十几种药材煲出来的，而且
时间和火候都要控制得十分准确，要不然药效就
不能完全释放出来。

前来喝凉茶的人络绎不绝，店铺也热闹了起
来，柜台前摆满的大碗凉茶转眼之间已经空了一
半，工作人员也不断的摆出已经消毒的搪瓷茶碗，
往里倒满茶水，补给空缺的位置。

在喝凉茶的人中，有的是熟客，也都互相认
识，大家都微笑点头问候；有的大口的喝着凉茶，
没几下子就把满满的一碗凉茶一饮而尽；有的则
跟我一样慢慢地品尝着凉茶，仿佛在享受一样美
好的事物一样；有的人则那满脸痛苦的咽下茶水，
一看便知是第一次来这里喝凉茶的新客，喝不到
两口便把茶水倒到了地上的水桶里；有的虽然满
脸愁苦，但还是把一碗茶给喝完了，就像在完成一
种使命一样；有的喝完之后还不忘捎上两包用特
殊塑料包装袋包装的凉茶……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看着碗里浓浓的茶
香，我的思绪在凉茶里婉转，这幽幽的百年凉茶，
它虽然苦涩，但我却知道，它历经风霜的洗礼，岁
月的沉淀，承载着一份独特的岭南文化，传递着一
份不朽的人文情结。

凉 茶 店
□ 唐廷杰

亲爱的邓嘉兴院
嗨浴 你好浴 前年 11月份从你啼哭着来到这个

世界的那一刻起袁你的爸爸妈妈尧爷爷奶奶和大伯
就将所有的爱都给予了你遥 无疑袁你是幸福的袁我
们也是幸福的遥因为你袁这个家庭有了更多的笑声
与欢乐袁爷爷奶奶都似年轻了十岁袁而初为人伯的
我袁亦陡然感觉到了那份厚重的亲情与责任遥

邓嘉兴袁你已经一岁半了浴 在这期间袁很大一
部分时间你都在美美地睡大觉遥呼吸均匀尧眉头微
皱袁泛红的酒窝上映着浅浅的笑袁小日子过得是有
滋有味有规律遥但一觉醒来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袁免
不了一阵啼哭袁泪眼朦胧中袁眼睛尧鼻子尧嘴巴很委
屈地抽搐着挤在了一起袁 胖乎乎的手脚挥舞踢蹬
得慷慨激昂,其面部表现之煽情袁肢体语言之丰富袁
堪比好莱坞影帝遥 此时袁 你的母亲在不停地哄着
你院野嘉兴袁不哭不哭袁妈妈在这呢浴呦袁怎么哭得这
么伤心呢钥没有人欺负你嘛浴 冶得折腾好一阵袁你才
能消停袁开始眨巴着双眼袁还是一脸的不情愿遥哎袁
真难伺候袁呵呵浴肚子饿了是吧钥哦袁会哭的孩子才

有奶吃袁 想不
到你小小年纪
却深谙此道 遥
君不见袁 填饱
了小肚子的你
可是惬意地伸
了伸懒腰 袁一
脸坏笑袁 让人
忍俊不禁遥

亲爱的侄
儿袁 大伯喜欢
抱着你静静地
端详遥 时光是如此匆匆袁不禁让人感慨万千遥 我曾
经抱过我的弟弟袁即你的父亲袁现今又抱着你遥 恍
然间袁我仿佛看到了你未来的样子袁看到了在你的
身上有我们的影子袁 看到了你从父辈的身影中走
出袁一路上留下了更为绚烂的背影遥 你的诞生袁不
仅仅意味着血脉的传承袁在你的身上袁更承载着长
辈们莫大的期望遥 期盼着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袁期

盼着你能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袁 期盼着你作为
生活的强者袁傲然挺立遥 成长的道路当然不会一帆
风顺袁但你挣扎着尝试着想站起来的样子袁已俨然
一个小小男子汉遥 我相信袁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顶天
立地的男子汉浴 你会让我引以为傲浴

大伯院 邓 飞

期 盼
———写给侄儿的一封信

□ 邓 飞

在所有人的眼里袁她是个命苦而乐观的女
人遥 中年丧子袁后又丧夫袁儿媳妇改嫁袁她只能
亲手独自抚养年幼的孙女袁似乎人世间所有的
不幸都加压在她身上袁而她总能乐观地面对遥

从我记事起袁我的身边就只有她袁我们的
家袁一直都是我和她遥 小小的我总喜欢丫在她
的身边袁数她额头上像小溪似的皱纹袁稚嫩的
小手时不时地抓扯她那头如瀑般黑白相间的
头发袁更喜欢她那干裂尧粗糙得像松树皮一样
的手在我光滑的脑袋上抚摸遥 平时奶奶沉默寡
言袁只知道干活遥 她勤劳尧朴实袁她的人生袁就是
工厂和菜地遥 严寒酷暑袁风里雨里袁她总是忙完
工厂里的活就马上到菜地干活袁太阳落山了才
带着满身泥土回来遥 一个杖乡之年的女人袁一
把屎一把尿把我抚养成人袁 这其中的辛酸苦
辣袁不言而喻遥 是的袁奶奶辛辛苦苦亲手养大了
我遥

古老的八卦钟叮叮当当的敲响袁仿佛在诉
说一段悠久的历史遥 阵阵凉风吹来袁站在奶奶
房间窗外的我瑟缩地打了个冷颤袁 夜袁 已深袁
然袁灯仍亮袁奶奶亦未眠遥
明天袁就是我的大喜之日遥 透过雪白的玻

璃袁一个瘦弱娇小的身影在夜晚灯光下拉得长
长的粗粗的袁一头短发像罩上一层白霜袁一双
大眼已深深陷进眼窝袁她弯着腰袁带着老花眼
镜袁正一针一线地为我缝制嫁衣遥 她执意要为
我缝制嫁衣袁她说袁我是她一手带大的袁如今袁
她要亲眼见证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袁而她要
在这一刻为我做点东西遥 秋夜袁天高露浓袁中秋
的圆月在天边静静地挂着遥 明天袁我就要出嫁
了袁将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遥 在那里袁再也没
有相依为命多年的奶奶遥 我和丈夫曾苦苦劝她
搬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袁 可她却笑着说院野傻
妞袁长大了袁总要有自己的生活的袁奶奶不可能
一辈子跟着你的袁我还是习惯这里遥 冶
万籁无声的中秋之夜袁钟声每次敲打的数

量不断增加袁终于袁她缝好了袁伸了个懒腰袁拖
着疲惫的身子一趴下就睡着了遥 她就是这样一
个人袁执着袁强势袁不服输遥 记得小时候袁邻居家

的小孩总是嘲笑我没有爸爸袁总是想法欺负我遥
她知道后袁像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袁把我紧紧地
保护在身后袁不让我受到一丁点儿委屈遥我从小
体弱多病袁再加上上学的钱袁是最令她活得艰难
的袁但她咬紧牙关走了过来遥
其实她可以自己一个人过得很轻松袁 其实

她可以改嫁袁组建另一个家庭袁可是她没有这样
做袁而是守着我袁守着我的童年袁守着我的快乐遥
在我很小的时候袁 她的一个同事介绍了一个不
错的对象给她袁她也挺喜欢的遥对方是比她大五
岁的老工人袁膝下儿女成群袁可到了谈婚论嫁的
时候袁 对方明确表示不希望她再带个拖油瓶一
起嫁过来袁 而是建议她把我送到其他亲戚那里
或者是孤儿院袁她二话没说袁果断吹了这门黄昏
恋遥 那晚袁她就抱着我袁哭了一个晚上遥 从此以
后袁一直都是我和她遥 那时候的我袁还不能体会
她的无奈与伤痛遥 而今袁我有了自己的爱人袁才
明白那种被迫放弃的切肤之痛遥
到底袁是什么作为她支撑下去的勇气钥我曾

苦苦追寻遥从平淡中寻找温暖袁从痛苦中寻找方
向袁从折磨中寻找微笑的理由袁从孤独中寻找坚
持下去的勇气遥一路走来袁风雨兼程袁逃不掉袁躲
不开袁跌跌撞撞到最后才发现至始至终袁其实不
曾孤单过袁因为袁有爱袁一切便也明了遥
我悄悄的进入奶奶的房间袁 把从她身上滑

落的被子轻轻地盖上袁蹑手蹑脚的关了灯袁让她
安稳地睡着遥 这个曾经那么骄傲的女人袁如今袁
已是一个需要保护的老人遥她爱我袁却从不纵容
放任我袁我曾一次又一次和她对抗袁和她争得脸
红耳赤遥看着黑白相间头发的奶奶袁即使到我出
嫁的今日也不曾停息过的人袁 这个为了我的幸
福倾尽所有的老人袁我的眼泪忍不住轻轻滑落袁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遥

窗外袁月亮很圆袁夜阑人静袁我却心潮难
平遥 明天袁 我将带着她的祝福走向一个新的起
点袁但是我有太多的事情还来不及为她做遥 野乌
鸟私情袁愿乞终养冶袁就让我用余下的时间慢慢
补偿吧遥

与 奶 奶 相 依 伴
□ 张聪颖

天色黑袁夜幕临遥 餐罢袁沐浴焚蚊香袁开起野吱
呀冶作响的电风扇袁在那只能感受人工微风里袁捧
起我最喜欢的叶路过人生曳袁看李钢怎样游乐人生遥

它不是一本文学名著袁 但会增加我
的文学修养曰 也不是励志作品袁 但能让我斗志昂
扬曰更不是佛家圣文袁但教我大彻大悟曰它像一位

会说书的前辈朋友袁讲着琐碎的陈年旧
事遥
与其说是看书袁不如说是瞧热闹听

故事遥李钢能把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变
成轶事趣闻曰也能把那些苦难往事淡然
扫过袁泡成一壶清茶袁慢慢品味曰还可以
嘲讽社会的黑暗袁痛快骂上几句袁以泄
愤曰又会悲天悯人袁为穷苦人民神伤落
泪遥总之袁读着叶路过人生曳袁是一种别样
的生活遥

书中最能打动我的便是那些亦俗
亦雅的词句袁不高深难懂袁一语就道破
人生袁这一秒钟你捂嘴偷笑袁下一秒钟
你就该被那野真理冶给说服了野虽然一生
中大量的光阴都是白白度过袁但每天总
有一小段时间从来就十分珍惜冶说的是
如厕办大事的那小段时间袁哪个没试过
看着报纸袁玩着手机袁捧着杂志的钥说的
不是珍惜时间袁只是许多人生活一个镜
头的写照袁真实生动遥又有野如果一万只
苍蝇追逐一个人袁 说明这个人臭不可
闻曰如果一万只蜜蜂追逐一个人袁并不
一定因为他香气冲天袁八成是他刚刚捅
了蜂窝冶其中道理袁点到即止袁不道而
破遥
李钢说院野如果有一个地方袁近时你

想离开她袁 走到远处却又要回望她袁在

更远处袁你想她梦她呼唤她袁那么这个地方就叫故
乡冶遥 我读大学的时候离家不算远袁却很少回去袁因
此也时常想家遥 说不上是浓浓的乡愁袁只能算淡淡
的故乡情结袁 恰好书上写到的故乡童年袁叶人立竹
下曳袁叶南方不下雪曳袁叶爆米花曳 让我读了感到一片
温情柔意遥
以前的我也多愁善感袁伤春悲秋遥 当学费贷款

诸多麻烦的时候袁当家庭问题扰心的时候袁当感情
受挫的时候袁 觉得怎么就那么多的不幸发生在自
己身上呢钥 而叶路过人生曳中的一句野幸福是什么钥
幸福就是当一个不幸的人看到另一个更不幸的人
的时候泛起的感觉冶让我忍俊不禁遥 这句话在书中
只是描述众多人的正常心理袁 也有一点讽刺幸灾
乐祸的人遥 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袁世界上更加不幸的
人很多袁自己的不幸与之相比袁就显得微不足道袁
不足以痛苦伤感了遥

野欲找太太麻烦袁 想喝酒壮胆袁 不料却喝醉
了冶袁野男人的伟大在于袁 能把轰轰烈烈的理想袁落
实到平平常常的买菜活动中冶袁野自古以来都是酒
出勇者袁 茶出智者冶袁野当年在乡间听到的驴叫声袁
如今在城市的卡拉 OK厅也偶尔能听见冶袁野开会的
时候无聊至极袁于是认真听发言者念白字袁当他念
了第三个白字的时候袁 我开始对会议产生了兴
趣冶 遥
在这本书里袁 这芝麻绿豆鸡毛蒜皮都是学问

都是人生袁还告诉你袁人生只不过就在芝麻绿豆和
鸡毛蒜皮中遥 在书中读到的袁不仅仅是一段文字袁
一个故事袁更重要的是一种简单自趣的生活态度遥
读叶路过人生曳袁看别人的故事袁却像是说自己的人
生遥

看 书 听 故 事 想 人 生
□ 许文辉

我又一次失眠了。
如果可以选择，对付这类的失眠，我采取的

一向是以毒攻毒的策略。可是今天不行，六小
时三十八分之后还有一辆等着我的厂车，于是
乎我一直在准备，一直在酝酿。
月初过山车般戏剧的日子已不愿再提起，

脑子里记忆的碎片百转千回，想说的太多，指尖
触及键盘却又都一一涣散开了。QQ空间里，多
年前看似随意的涂鸦，惊人印证成为预言，人生
有时就是这么让人玩味。梦醒了，幻灭了，赫然
发现，快乐的衣角从我手心里挣脱已经不知多
少天了。

对于快乐，我有着明确的定义。她源自生
活本身，是一种极富概括性的生存状态。快乐
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喜悦，不足以欢呼，不足以为
人道，但却散发着世上最丰满、最绚丽、最持久
的力量。
自小，每每把当初自觉难以实现的事情变

为现实时，我都会从内心深处涌现出喜悦和自
信。这种自信甚至能够持续到下一次的不满足，

它萌生出的智慧和力量，让我受益匪浅，我更愿
意把它归结于人的潜力，快乐的力量。

渐渐的我喜欢上了心理学的书籍，也开始
试着寻找快乐的根源。佛说，“万法唯心造”。从
某种角度上讲，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而心态
是这个小宇宙里至高无上的国王。物欲横流，似
乎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比较，事业，地位，情
感，家庭……比较的结果会迸发出惊人的潜力，
通过努力改变不满足的现实，从而强化快乐的
感觉；也会由于欲求未满萌生自我的怀疑和否
定，随之伴生出的焦躁和悲伤是快乐的天敌。

古往今来，快乐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比
别人更少地经历困难和痛苦，而是他们拥有一
个健康的心态，这种心态能让他们在确知事不
可为时懂得放下。我想，人性的光辉在他们身上
闪现的是 "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的文人风骨。
写到这，脑子一阵空明，心头一片暖意。距

离早上的那班厂车还剩五小时二十三分，生活
终将继续下去。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人。我
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做 一 个 快 乐 的 人
□韦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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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姚袁是一个容易让人做梦的地方遥
九月的第一天袁我像一只小猫一般轻轻地溜

进了素有野梦境家园冶之称的黄姚古镇袁安静地穿
梭在黄姚古镇的每条小巷要要要我不想惊醒这份
平静袁也不想在这座古城迷路遥
有山必有水袁有水必有桥袁有桥必有亭袁有亭

必有联袁有联必有匾噎噎这就是黄姚遥 进入古老
的街道,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古代袁古镇有
着近千年厚重的文化积淀袁但却无处不流露出精
致婉约尧清幽古朴的韵味遥 青砖黛瓦尧杆栏夯墙尧
断壁残垣尧错落有致地傍水而立曰姚江像江南女
子的裙带般蔓延而过袁仿佛能与溪石合鸣出琴音
淙淙曰 被时间冲刷得光滑透亮的青板石街道袁按
照九宫八卦式结构交织排列着袁行走期间袁让人
容易迷失在这座梦境家园遥
站在郭家大院宅门前袁一只小狗在门前的石

板上横躺着晒太阳袁 可能是听见我的脚步声了
吧袁它微睁了睁眼便又闭上遥 不过袁在我看来袁黄
姚古镇这样幽深的宁静袁更适合光着脚丫子漫步

亲吻袁而不是高跟鞋敲出久久回荡的节奏遥
在这古镇还看到居民用篱笆围着的菜园子袁

在美丽质朴的菜园里看着西红柿那火红的果实
像一盏盏红灯笼袁漂亮极了曰有着地方特色的方
形水井袁那里三五农家妇女在水井旁一边洗衣一
边扯家常袁石砌的矮墙头搭着湿衣服袁就是这样
的原始与静谧的居民生活袁对于很多生活空间被
极度压缩的都市人来说袁这样的田园生活似乎只
存在于文人墨客的诗句中与都市人的梦中遥
黄姚是我所到过的国内第四个古镇遥
与之相比袁中国十大魅力古镇之一的野兴安

古镇冶袁有着太多人工雕琢的痕迹袁除了蜿蜒而过
的灵渠还是千年前的灵渠袁傍溪而建的房子大部
分是仿古的建筑噎噎没有历史痕迹的古镇就是
一座现代小城遥

冠誉野广西四大古镇之一冶的桂林野大圩古
镇冶袁又因久未人居而显得苍凉袁狭长的街道上摆
满各种现代仿制的工艺品袁多彩的地摊与青灰的
屋檐对比出强烈的反差噎噎繁华不再袁 只有落

寞遥
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要要要丽江古城袁布

局自由灵活袁不拘一格袁民居尧集市尧道路尧水系组
织聚散合理袁使古城独具魅力遥走到这里袁其实我
是有点失望的袁 因为丽江古城参杂了太多的喧
嚣袁古朴的院落民居在夜幕中闪烁着霓红灯的炫
目噎噎丽江已没有了小桥流水人家诗情中的那
份宁静袁更多的只是热闹的酒吧和拥挤的旅客遥
黄姚美丽而多情袁婉约而宁静遥 加冕黄姚古

镇的头衔甚多袁什么野AAAA级景区冶噎噎有功利
浮躁之嫌袁唯有野梦境家园冶能给人抚慰遥 时间遗
忘了这座古镇袁同时也成就了它的魅力袁因为没
有那么多因野现代化冶进程而被人为破坏的四不
像建筑袁没有丽江与阳朔的商业化袁这里有的是
让人心灵舒坦的宁静和安逸袁 如果梦没有归宿袁
就把它留给黄姚袁在黄姚这个梦境家园里袁给梦
安一个家遥

黄 姚 寻 梦
□ 严 媛

路还在那儿袁如今袁它变成了水泥路遥 曾经袁
只要下雨袁它就会泥泞不堪袁如果不小心地走袁泥
浆会溅满裤管遥 路的侧边袁每隔一段就是一片池
塘袁潮湿的气息袁盛着水晶珠的荷叶袁在微风细雨
中亲吻水面的蜻蜓袁还有夏天绮丽的波光袁冬天
又黑又甜的火炭子噎噎路的尽头有一株桃花袁每
年三月袁花朵开满枝头袁细嫩的鲜叶闪着油亮的
绿光袁粉色花瓣滚落新鲜的雨珠遥 那些年月袁有个
女孩每天都走这条路去上学袁泥土的气味和路上
缤纷的四季构成她童年最难忘的回忆遥 她曾经在
那个池塘边袁救起过落水的小伙伴曰曾将路上最
美的一棵凤仙花挖回家种植曰她曾经在池塘旁的
菜地里抓闪闪发亮的金龟子袁还曾在花丛中蹑手
蹑脚地扑蝴蝶遥 有次她不慎让新买的篮球落入水
中袁忙拿了竹竿去捞袁捅了几下袁结果篮球越漂越
远遥她急得要哭袁多亏了一个路人跑过来帮她遥那
人捡了好多石子往池塘里扔袁借助荡起涟漪的推
力将篮球推回池塘边来遥 诸如此类袁如此之多的

回忆遥 每一寸土袁每一根草袁每一棵树袁都有了感
情遥
只是不知从何时起袁 泥路被一段一段地铺成

了水泥路袁池塘一个接一个遭遇了灭顶之灾遥 它
们被填平袁密密麻麻地盖满了住宅楼袁以前看上
去深不可测的尧美丽又神秘的池塘袁变成了一块
毫无美感可言的水泥平地遥 不知道为何袁她常常
想起路尽头的那株桃花袁这些年她再也没见过那
样美的桃花袁在春机盎然的野地里袁恣意生长的
一株袁它饮饱了春天的雨水袁色泽饱满尧流光溢
彩遥可惜它没能活过几个春秋遥路如今变得很瘦袁
又黑尧又老袁她几度疑惑自己记忆错乱遥 五个池
塘袁三个被填平了盖房子袁剩下两个早已经没有
水袁不知道是自然干涸的还是人为抽空的袁稀稀
疏疏种着几洼蔬菜遥 浅浅的几抹绿色袁还提示着
这是个春天遥 是啊袁这又是个春天遥 只是袁已经过
了许多年遥

路 之 殇
□ 李林然

■“知恩·感恩·报恩”主题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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