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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路上又一天
■ 罗光成

凌晨 3 点，闹铃响起。高利萍一骨
碌爬起， 潦草洗漱后， 开着电瓶三轮
车，直奔屠宰场。 三轮车头的灯光，坚
韧地刺破黎明前的黕黑， 仿佛高利萍
明亮的心思。 新的一天开始了。

屠宰场是镇里办的，免费为养殖户
进行集中屠宰。 高利萍的两头牛，昨晚
已提前运送过来。 “每天需要宰几头，都
是按市场需求来定的。 ”她停好三轮车，
边说边走进屠宰间。 两头牛已被屠宰干
净，分割成牛脖、肋条、前腿、后蹄八大
块，堆放在工作台。 高利萍边撸袖子边
上前， 拿起一把弯口砍刀， 熟练地砍、
劈、削、修，汗珠从她的鼻尖、额头、胳膊
上沥沥而出，在灯光的映射下，幻化着
晶蒙。 把修好油、过好称的牛肉，来回几
趟搬上门外的面包车。 车子发动，伴着
“滴滴”的喇叭声，往前开去。

返回屠宰间， 高利萍再把剩下的
牛肉细细分割。 “刚才那是送到阜阳市
区包子铺的，”高利萍说，“喜九幸福里
包子铺，知道吧？ 专做包子，总部在北
京，阜阳市里有 11 家连锁店，一个月
足足需要 8000 斤牛肉！ ”

“哦，这个量不小，你们是怎么联
系上的？ ”

“他们从电视上看到对我养牛的宣
传，说我人贫志不短，善良有爱心，牛肉
不注水、品质好，就主动找上门来了。 ”
高利萍讲得有些兴奋，眉宇间飞舞着得
意，“那天他们来了三个负责人，说听说
我的牛肉好，专门来看看，先试用一个
星期，要是真的好，就订长期合同。 ”说
话间， 高利萍把一块大牛骨剔在一边，
“后来三天没到，他们就和我签了合同，
说用我的牛肉做馅， 包子蒸出来特别
香，卖得特别抢手。 你说我的牛肉怎能
不香？ 我是真正的土法养牛，给牛吃的
是米粉、玉米、蛋白粉、骨粉、中草药、青
饲，还有酒糟，喝的是 100 米以上的深
井水，水质相当于矿泉水！ ”

“那成本是不是高很多？ ”
“成本是高些， 但牛肉品质好，虽

然价格比一般牛肉每斤高出 2 元，顾
客还是抢着要。 反正，我的想法，就是
要让顾客吃到放心的牛肉、原汁原味的
牛肉。 阜阳东颖区的一家牛肉汤馆，今
年也慕名改用我的牛肉，隔几天就跑一
百多公里，自己来拉，每次都是一百两
百斤。 ”

说着话，已是 7 点，所有分割、称
量好的牛肉已被搬上三轮车。高利萍在
街旁早点铺三下五除二地吃碗面条，就
跳上三轮车，向着界首城里开去。

界首是个县级市， 离高利萍养殖
厂有一二十公里路程。 “这些都是零散
的客户，有政府单位的、饭店的，还有
企业食堂的，都在城里。我一家家直接
送到他们手里， 就省得他们一个一个
地都要跑路。 ”

电动三轮车穿行在界首城的大街
小巷，一处一户，不绕弯路。 一袋袋新
鲜的牛肉，在相互的致谢中，交到顾客
手里。 “嗡嗡嗡嗡”，电动三轮车又开跑
起来。

“现在去给‘云淡风轻’送。 ”
“云淡风轻？ ”
“是网名，真名也不知道，就住前

面的小区。不知她从哪里听说我的牛肉
好吃，就联系上了，也算是我的老客户
了，最喜吃黄牛的肋条肉，一年要买一
万多块钱的肉。”高利萍说着，停下车拿
出手机联系对方。 “今天给她送的肉 10
斤略弱，42 元一斤， 应收 400 多元，只
收了 400 元，昨天就微信转账了。 少收
几元不要紧，不能让顾客吃亏。 ”说着
话，已看见一女子走出小区大门，朝高
利萍这边招手，接过牛肉，掂掂，眼里满
是欢喜，连声说“谢谢高姐”。

牛肉送完，已近上午 11 点。 高利
萍拧一把手电门，三轮车“嗡嗡嗡嗡”,
朝着金裕皖酒厂奔去。 “饲料里加上酒
糟，牛特肯吃，肉质更香。 我上个月才
跟这家酒业公司联系上， 双方签了酒
糟供应合同。以前，酒糟都是中间商提
供，每吨 240 至 260 元，现在我和酒厂
直接对上了，每吨只要 180 元，成本一
下子省了不少呢。 ”

“酒糟用量大吗？ ”
“一天要拉五六车，我自己场里用

一些， 其余为我帮助带动的养殖户配
送。酒厂给我什么价，我送给养殖户也
是什么价，不多收一分钱。 ”

“每天都给他们送酒糟？难怪村民
都说你心地善良，不计得失。 ”

“是啊，我是天天送，上午拉一趟，
下午四五趟。 不过不是天天固定送到
谁家，我创建的‘圆梦家庭农家’帮助
带动的养殖户已有 50 多家，我是今天
这几家， 明天那几家， 顶多十天一星
期，就全部轮一遍了。 ”

“那你岂不是整天基本没得歇了？ ”

“没得歇，下午挨家送完酒糟，天
就黑了。 回到场里，工人来喂牛，我给
孩子们做饭、洗澡、洗衣服，再与客户
沟通联络，忙到夜里 12 点，往床上一
躺，倒头就睡着了。 ”高利萍放松电门，
让三轮车缓缓滑向酒厂， 脸上现出一
丝自豪，“现在轻松了。前几天，刚买了
一部‘江淮’小货车，装得多、跑得快，
为养殖户服务更快更方便了， 我下午
也能腾开身，忙忙农场发展、市场扩展
方面的事了。 ”说话间，酒糟已装满了
车斗，散发着浓烈的熏香……

1980 年出生的高利萍，是界首市
田营镇姜楼村人， 命运曾将常人无法
承受的磨难接连降临在她头上。 是脱
贫攻坚的时代战鼓， 唤醒她人生的斗
志，助力她重获新生。

2003年， 还在深圳打工的高利萍
有了第一个孩子， 她为漂亮的女儿取
名“雨鑫”。 可初为人母的喜悦还没来
得及细细品尝， 小雨鑫就被诊断患有
先天性婴儿痉挛症。巨额的医药费，让
贫寒的小家庭雪上加霜， 丈夫瞒着她
把小雨鑫丢弃在深圳火车站， 高利萍
发疯般地报警，寻找了3个多月，终于
在一位拾荒的老婆婆那里找回了孩
子，第一段婚姻就此结束。 2012年，回
到村里的高利萍， 在村人的介绍下组
建了新的家庭， 生育了一对双胞胎男
孩。但没想到的是，她自己因此患上了
慢性肾衰竭。由于长期服用激素，脸肿
得像皮球，走路都要扶墙。 带着3个孩
子和看病欠下的20多万元外债， 第二
段婚姻再次无奈结束。2015年，高利萍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帮扶干部为
她报名参加了养殖管理免费培训，村
里帮助她流转土地， 镇里支持她建起
“圆梦家庭农场”， 镇书记亲自为她的
30万元贷款做担保……2016年7月，高
利萍引进7头牛犊， 流转220亩土地；
2018年，养殖规模进一步扩大，年纯利
润58万元，一举实现高质量脱贫。

午后的阳光，煦煦地照在约 2000
平方米的养殖场， 几十头黄牛分列两
边牛栏，时而悠闲地回味反咀，时而昂
首凝神，似乎顿悟出什么哲思心得。几
十只大耳朵土山羊， 正静静地嚼着饲
草；还有几只小羊羔，眼里露着惊乱与
欢喜，蹦来跳去。高利萍从一口大缸里
捧起满尖的白粉，洒进牛槽，拍拍手上
的粉尘，“这里的牛，有一半是我的，有
一半是为贫困户托管的。 ”

“托管？ ”
“有些贫困户，要么不懂技术不会

养，要么年老残疾无法养，我就为他们
代购牛犊，放到我这儿代管，养殖销售
风险全归我承担。出栏销售后，每头牛
我只扣除 2000 来元饲料成本，其余净
赚的约 8000 元，全部归贫困户。 一户
养上三头牛，就能实现脱贫了。 现在，
已经有 30 户贫困户与我签订了托管
协议。 ”

一头牛抬起头，温柔着眼，伸出舌
头， 轻舔高利萍的手。 高利萍拍拍牛
头：“过几天， 我还要去东北和蒙古大
草原，再进 100 头牛犊。 除了贫困户，
还要带动更多的农户一起发展致富！ ”

“那羊呢？ ”
“羊是贫困户放在这里无偿代养

的。 喏，那边的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
是村头孙玉灵婆婆的。孙婆二级残疾，
走路不灵便，把羊放在我这里，只管每
天割些草来喂就行了， 其余场地、疫
苗、技术、水电，我全部免费提供。这种
土山羊， 一年可繁殖 2 至 2.5 次，5 个
月就能育肥出栏， 一只能卖 2500 元。
2018 年，孙婆就靠着养羊脱贫了。 ”

说话间， 一辆黑色越野车开进了
村。 高利萍迎上前。

来人叫祝德祥，六安市霍邱县人，
人在合肥做生意。在一次志愿活动中，
他被高利萍不屈命运、 自强助人的事
迹深深打动。 自从听了高丽萍人生励
志脱贫演讲， 又在扶贫商店吃过高利
萍统一配方养殖的牛肉， 祝德祥就再
也不吃别的牛肉， 每年要从高利萍的
养殖场买 6000 多元的牛肉 。 假日期
间， 他与还在老家的与胞兄谈起家庭
经济发展，说起了高利萍的故事，于是
建议胞兄发展黄牛养殖 ，“自己求发
展，也带动老家贫困村民发展。 ”双方
通话联系后，高利萍积极支持，愿意无
偿提供黄牛养殖需要的一切帮助。 于
是今天一早， 祝德祥就代表胞兄和老
家渴望致富的贫困村民， 直奔高利萍
“圆梦家庭农场”，参观考察学习来了。

……
天色向晚， 红红的太阳落下远方

的地平线， 习习晚风吹过这个叫做姜
楼的村庄。高利萍的手机又响了：“哦，
是大爷啊，好的好的，我晚上就给你送
过去，一定！ ”李能村朱窑村民组朱大
爷家，喂牛的蛋白粉饲料又用完了。

书不可只“囤”不读

■ 张玉胜

每年的“双 11”，也都是爱书人的狂欢
日，图书品种全，折扣力度大……当当网提
供的数据显示，今年“双 11”开局 1 分钟，即
售出 3145762 册书；“双 11”当日，图书收订
金额同比增长 219%。抢购结束，有人晒出自
己的购书清单，也有人感叹，看见好书就忍
不住“剁手”，但囤是囤了，却不知道何时才
能读完……

近年来，购买书籍的狂欢也搭上“双 11”
的“买买买”节奏，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 无
论人们是由于受图书打折促销手段下便宜价
格的吸引，或出于随波逐流地跟风凑热，亦或
是真心实意地爱书读书， 书籍抢购至少表明
了国人对阅读的关注增多和意愿提升。 这是
构建“书香社会”应有的氛围。 不过，“买书”和
“读书”毕竟是不具必然因果的两码事，购书
热还需谨防只“囤”不读的“形式主义”。

有人用“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来形
容两者的不同状态，这的确反映出购书热背
后的“囤”而不读的窘境。 剖析“囤书”缘由，
无外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 比如，“剁手购
物”、“为了凑单”、“留存资料”、 受电子产品
影响、读书 “没时间 、没心情 、没机会 、没耐
心”等等。不过，“愿意囤书”和“没时间读书”
的现象一直都有，倒也无须过分苛责。

说到 “囤书”， 人们极易联想到清代诗
人、散文家袁枚的那篇人们耳熟能详的《黄
生借书说》，文中所描绘的“七略、四库，天子
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
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的“藏”而不读
情形，与今日的只“囤”不读何其相似。 而作

者经过分析之后得出的 “书非借不能读也”
的名言，更让人们记忆犹新、大彻大悟、催人
深思、教人反省。

书籍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和社会进
步的阶梯，阅读书籍有益于人们励志、增智、
养性和立德。自古以来，中国就不乏“凿壁偷
光”“囊萤映雪”之类的读书故事和“开卷有
益”的社会共识。无论“囤书”还是读书，都不
能是为了装点门面、追逐风潮、追求功利的
徒有虚名，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喜爱、求知
和快乐。

破解只“囤”不读现象，无非“少买”和“多
读”两条。 比如，给“双十一”购书定出计划、列
出清单，只买有兴趣的书、必需的书、有用的
书、工具之类的书；挤出时间读书，远离“手机
控”，把打麻将、斗地主、上网聊天和刷微信朋
友圈等娱乐性时间用于读书， 树立终身学习
理念，养成爱阅读、勤思考的习惯，让读书、学
习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当然，围观“读书如抽丝”，不能只将其
解读为“读书少、读书难、读书慢”的负面之
意，更当理解出“读书精、深思考、细体悟”的
积极意义，这对于矫正一目十行、浅尝辄止
的浏览式、跳跃性和碎片化、快餐式的“浅阅
读”陋习，当不无裨益。

讴歌扶贫攻坚伟大战役

■ 韩进

我省本土作者的新作《大湾赞歌》（湖南
教育出版社，2020），是一部深情讲述精准扶
贫安徽故事、热情讴歌扶贫攻坚伟大战役的
报告文学力作。作者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
的贫困山村大湾村为描写对象，选取四年来
扶贫攻坚战役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新大
湾人’”精准扶贫和“六个老贫困户”精准脱
贫的精彩故事，讴歌领袖的人民情怀和党的
精准扶贫政策，讴歌扶贫干部的奉献精神和
人民群众的奋斗精神，讴歌美丽乡村的生态
美和美好生活的和谐美，真实描绘了大湾人
在党的领导下消灭贫困的伟大壮举，展现了
大湾人 “向着更高水平的小康之路奔跑”的
坚定信心，读来让人感动和振奋。

《大湾赞歌》是一部主题曲，激荡着“一
个不能少”的主旋律。

大湾本是金寨县一个普通的贫困山村，
2016 年 4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湾村
进行专题精准扶贫调研，提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一个不能少，特别是不能忘了老区”的要
求。 总书记的话说到了大湾人的心坎上，激活
了大湾人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坚韧向往，翻
开了给大湾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篇章。

作者深入大湾村创作调研，重走总书记
考察路线，采访脱贫的大湾人，为大湾村立
传，为新时代铸魂。 全书分七个章节，从历
史、文化、现状与未来等角度，讲述大湾村的
原生态环境、徽文化根脉、红色文化热土，以
及刻骨铭心的贫困史、 驻村扶贫队的攻坚
战、“六个老贫困户”的新生活，还有大湾人
追求美好生活的“小目标”，具体而微地描写
了党领导人民消灭贫困的伟大壮举。最后以
脱贫致富后 12 位大湾人的笑脸和总书记考
察大湾村四年来《大湾村扶贫大事记》收束
全书，真实、形象、高度凝练地展现了大湾人
从物质生活到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以及对
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期待。

作者紧抓 2016 年 4 月这个重要时间节
点和总书记“一个不能少”的讲话主题，将总书
记的心和大湾人的心连在一起，将革命老区大
湾村实现脱贫致富“小目标”与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中国梦”连在一起，记录重大事件，
讴歌人民情怀，展示革命老区脱贫致富示范成
果，讲好安徽精准扶贫故事，为重大主题创作
在题材精度、立意高度、思想深度、情感温度等
方面进行探索，为我国决战脱贫攻坚和决胜全
面小康留下一份重要的文学记录。

《大湾赞歌》是一部协奏曲，奏出精准扶
贫美妙动听的乐章，体现党的宗旨与人民愿
望的高度统一。

总书记来到大湾村专题调研精准脱贫，
带来了党的关怀和温暖，也给大湾人莫大的
鼓舞和信心。大湾驻村扶贫第一书记向总书
记立下“军令状”：“大湾村一户不脱贫，我坚
决不撤岗！ ”大湾人的心里装着总书记的嘱
托，人人争先恐后摘掉贫困户的帽子，争取
早点向总书记报喜，为大湾人争光。 贫困户
汪能保说：“共产党救了我，没有国家的好政
策，我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富起来的贫困户

陈泽申老人，现身说法宣传党的精准扶贫政
策，自愿把总书记来访的自家老屋拿出来做
旅游景点，当起免费导游，向游客说一说总
书记来到他家时的动人情景，带游客看一看
大湾村的巨大变化，让更多人知道他现在不
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老人不仅自己“立
志脱贫”， 还常教育村里其他贫困户：“现在
国家政策这么好， 我们贫困户如果再不努
力，就是对不起国家！ ”贫困户袁文厚说得
好：“政策再好，还得自己干。 ”家是最小的
国，国是很大的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
家国连一起，创造人类的奇迹。 大湾人用自
己的行动，谱写了一首《国家》赞歌。

《大湾赞歌》是一部抒情曲，抒发大湾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赞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明天越来越美好。

作者笔下的大湾是一幅多姿多彩的美
妙画卷，即便在极度贫困的岁月里，大湾人
也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整部
作品在简约朴实的叙事风格里，有着清新浓
郁的抒情风味。

大湾是美丽的， 它被四周的大山包裹，
层峦叠嶂之下， 流淌着宽不过 5 米的荞麦
河。荞麦河两岸平坦处，就是大湾人的家，宛
若世外桃源。 作者赞美道：“无论春夏秋冬，
大湾都是美的，这深山的小村，没有惊艳的
美，却很耐看。 ”

大湾是壮美的，它有着“斑斓的历史天
空”。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点上，有记录大湾
500 多年历史的汪家宗祠默默凝望，有象征
红军精神的 500 多岁的“红军松”挺拔在冒
顶山上 。 然而 ， 大湾人记忆最深的是饥
饿———守着生态美，过着穷日子；革命成功
多年，老区依然贫困。如今，这样的现实已经
一去不复返。

大湾是幸福的， 总书记来到大湾村，大
湾村自此蝶变， 张开多彩而勤奋的翅膀，飞
翔在脱贫奔小康的春风里。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愿景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正在大湾村逐步变成现实。

作者对大湾的赞美， 是用心灵在歌唱。
作者既是讲述者也是作品中的人物，饱含深
情的描写极富感染力。 作者到大湾村采访，
“大部分的行程沿着白水河走”。白水河是大
湾人的母亲河，见证了大湾村 500 年来的风
风雨雨， 也见证了大湾人今天的美好生活。
作品最后一段写道：

返程的路上，我们又路过白水河。 河道
里的水丰沛。 水流和各种美丽石头碰撞，奏
起了一首赞歌，有点像我们之前在此听到的
那婉转的歌声， 但旋律还是有些许不同，更
高亢、更优美。我想，或许这是一曲水和石弹
奏的赞歌，赞叹这片红色的土地、美丽的山
乡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这段描写白水河的文字，与开篇相呼应，
是写实，更是抒情；深化了主题，又有象征意
义。 看似漫不经心，信笔写来，却是作者创作
“四力”（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绝好体现，
言有尽而意无穷，以完整的叙事结构书写圆满
的美好生活，让人在诗情画意里，看见远方。

（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水水墨墨奇奇墅墅湖湖 王王运运选选 摄摄

碗里乾坤

■ 钱永广

小时候，我家里特别穷，经常吃了
上顿没下顿， 住的是几间昏暗的茅草
房。 有一次，我因为生病，躺在床上几
天不能动弹。 见我面色蜡黄，母亲用一
只青瓷花碗， 盛了半碗玉米粥送到床
前。 可我看都不看，做梦一样地呢喃：
“米饭，我要吃大米饭！ ”

40 年前 ， 碗里哪能总有大米饭
呢？若哪天能吃上一顿米饭，就真的是
天大的奢侈了。记得有一次，因为争吃
半碗油炒饭， 我还挨过父亲的打。 那
晚，母亲从生产队放夜工刚到家，父亲
将仅有的半碗油炒饭递到母亲面前。
闻着诱人饭香，我立刻跑过去，嚷着肚
子饿。 父亲沉着脸说：“你妈干了一天
的活，给她吃吧。 ”可一心想吃油炒饭
的我，此时哪能听得进父亲的话，我不
容分说就抢过饭碗。谁知，刚才还和蔼

可亲的父亲突然抡起了大手， 朝我的
屁股狠命地揍了两下。我委屈地大哭。
母亲见状，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

1981 年，我家养了五只鸡，鸡蛋五
分钱一只，家用全靠卖鸡蛋补贴。因此，
家中的鸡蛋自然是舍不得吃， 如果真
的要吃鸡蛋，只有等到过节才行。 可有
一次例外 （后来才知道那天是母亲的
生日）。那天我陪母亲下地除草，日头都
偏西了， 父亲才用碗从家里端来三只
诱人的去壳水煮鸡蛋。 “娃子，你妈辛
苦， 这三只鸡蛋两只归你妈， 一只归
你。”父亲吩咐我。我对母亲说：“我饿得
前胸贴后背了，妈，你不是不喜欢吃水
煮鸡蛋吗？”见我满脸充满稚气，母亲笑
了笑。 我走到父亲身边，伸手就要夺他
手中的碗。 父亲正用筷子拨弄着夹鸡
蛋，见我抢夺，大声吼我：“你想饿死你
妈啊！”挨了骂的我，真是比挨了打还难
受，一屁股坐在山芋地里，嚎啕大哭。母

亲立即丢下锄头奔过来， 用脚狠狠地
踢了父亲一下，一个劲地对我说：“我不
饿，我不饿。 ”有了母亲作“靠山”，我端
着碗里的鸡蛋， 揉了揉还溢着泪水的
眼睛， 直直地怒视着父亲， 狠狠地说：
“没听见啊？ 她不饿！ ”

1984年以后，我家养的猪开始不卖
了，留着过年吃肉。 除了过年，一年到头
碗里也没有多少荤。 只有等尊贵的客人
或亲戚来了。 父亲才捏着不知攒了多少
日子的积蓄， 到集镇上割回一刀肉，我
们也才能吃一回肉。 肉下锅时，香味扑
鼻，本来在外疯跑的我们，此时都已站
到了锅台边，眼里放着绿光，谁也不肯
离开半步。 我们对肉的渴望，父母自然
明白，于是等客人吃过之后，余下的就
全部倒进我们碗里。 看我们狼吞虎咽的
吃相，父母的脸上挂满笑意。

1986 年我上了高中，虽然是学校
食堂， 但我的碗里每天中午已有了喷

香的肉丝炒千张。每次吃完饭，碗底子
都能看到薄薄的一层油，亮闪闪的，看
着就让人解馋。后来我上大学，碗里已
经是不缺肉了。寒暑假回家，父母也不
忘杀鸡杀鸭。 1992 年，我参加了工作，
有了工资，父母虽然年老，但政府也每
月给老人发放生活补助。前几年，老家
的承包田转包给种田大户， 家里的收
入不降反升，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善
伙食自然成了我家的第一要事。如今，
妻子每天买菜前总要问我想吃什么，
而此时的我，对鸡鸭鱼肉早吃腻了，还
真不知道自己想吃些啥。

从想吃大米饭、 煮鸡蛋， 到想吃
肉，再到自己不知道究竟想吃什么，这
40 年的历程， 见证了祖国发展强大的
过程，也真是让我的碗底子革了命、翻
了天。 前几天母亲从乡下来看我，我对
母亲说想喝玉米粥。 妻子听了还埋怨
我怎能用玉米粥招待妈妈。 母亲听了
哈哈大笑：“现在天天吃肉，还真是想喝
上一碗玉米粥。”那天晚上，当一家人喝
上又香又甜地玉米粥时， 我心中真是
感慨万千。 玉米粥，小时候我一看见你
就哭，没想到 40 年后的今天，玉米粥
也会被我和母亲奉为至上珍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