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徒求情不認錯

從「長賜」到「天賜」
「賜」在很多的層面
都算是個好字，往往意
指尊長把好東西送給下

級或晚輩。但前不久，有個「賜字輩」
事件卻給人們添了大麻煩——那就是
由日本今治造船株式會社建造、台灣長
榮海運經營、懸掛巴拿馬國旗的「長賜
號」擱淺蘇伊士運河從而影響全球的
「爆款事件」。
大概任誰也沒想到，一艘船的擱
淺，竟能產生如此強烈的蝴蝶效應。上
個月21日，世界最大集裝箱貨輪之一
的「長賜號」在埃及蘇伊士運河擱淺，
比巴黎鐵塔還長的船身橫卡在河道裏，
一下子就把這條窄窄的交通命脈「拿揑
得死死的」。一船當關，萬船莫過。
「長賜號」的這種「橫刀立馬」一直維
持到上個月29日才終得脫困，而蘇伊
士運河被堵9天又意味着什麼？
1869年開通的蘇伊士運河全長190公
里，連接紅海和地中海，是歐亞海上交
通咽喉。12%的全球貿易和25%的全球
集裝箱經由這條運河流通。在「長賜
號」被困的9天裏，累積共有437艘船隻
等待通過，若合計之，每日總損失高達
100億美元，即每小時損失4億美元。
而連鎖反應並沒有結束。受蘇伊士
運河癱瘓影響，好望角船舶運價同步攀
升。石油方面，據石油分析公司
Vortexa數據顯示，俄羅斯和沙特阿拉
伯是通過蘇伊士運河輸出石油的前兩
名，而印度和中國則是通過該航道進口
石油的最主要國家。僅截至上個月25
日，因該事故造成延誤的油輪就至少有
16艘，共載有87萬噸原油和67萬噸成
品油。國際市場油價隨之飆升，其中上

個月24日布倫特原油和北美原油雙雙
上漲6%。至於被困在船上的集裝箱延
誤送抵，那更是不言而喻。專家們說，
「長賜號」事件不僅推遲了疫情後常態
經濟到來的日期，更尖銳地告訴我們，
現有的商業模式是多麼可疑，全球的強
韌經濟是多麼脆弱。
另一個角度則是，地球除了狹窄而
擁擠的蘇伊士運河，還有連接大西洋和
太平洋的巴拿馬運河，亦有位於波斯灣
口的霍爾木茲海峽等咽喉要道，它們同
樣令太多太多的集裝箱貨輪和油輪難以
繞道而行。換言之，好像「長賜號」的
風險也一樣存在。
對於中國而言，在「長賜號」事件
中，中鐵股份有限公司貨運部門收到的
查詢和訂單激增，內地各地工廠和各個
歐洲節點之間的鐵路貨運線路上的空間
和貨盤迅速被填滿。據悉，去年即2020
年，中歐班列開行量同比增長50%，是
2016年的約7倍。今年頭兩個月，從中
國到歐洲的貨運列車已經超過2,000
列，是一年前新冠疫情時的兩倍。最近
有一家英國報紙網站說，中國出口商日
益青睞「鋼鐵駱駝」。但這次「長賜
號」堵塞蘇伊士運河從而造成全球交通
大動脈遇險並導致全球經濟幾近癱瘓的
教訓，卻絕非中國一家之事，也絕非幾
匹「鋼鐵駱駝」就能解決。
「賜」字輩的詞語中，頂級一詞為
「天賜」，即上天格外青睞。其實，
「長賜號」事件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天
賜，給驕傲的人類潑一盆冷水，看一
看以為強的其實有多脆弱，最終賜予
人類在安逸中時刻保持警醒的經驗和
智慧。

清初詩人鄧漢儀《題
息夫人廟》有「千古艱
難唯一死」之句，此時
此地似乎「千古艱難唯

認錯」比較貼近社會實況。青少年為了
雞毛蒜皮的小事結束自己寶貴的生命，
是當代發達社會常見的現狀。個別傳媒
和社會工作者常會按自殺現場輕下結
論。死在學校，該是老師有些事做得不
夠好！死在家中，則是父母沒有了解到
子女的實際需要！這「小事」極可能是
成年人的「主觀想法」。「寧死不認
錯」的小孩，卻視之為「生命中無法承
受的重」。於是「小孩無錯」，都是
「大人不好」！
香港過去近十年的動盪歲月，由
「反國教」事件開始。廣義的「反對
派」要反對的「國教」，全稱是「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然後，我們經歷了
「雨傘革命」、「魚蛋革命」、「時代
革命」，一系列的「革命」都是有人要
奪權。展開序幕的「反國教」就是有
「幕後」的成年人將中學生推上舞台，
鼓煽中學生奪權。奪什麼權？奪取中學
教育應該教什麼的決定權。然後企圖以
暴力革命手段，奪取「行政長官的任免
權」、「選舉特區政府公職人員的立法
權」等等。
這十年可以說是「十年一覺香江
夢」，奪權夢碎，廁身其中的「奪權
者」要為過去的所作所為負上刑責。一
批又一批干犯刑事罪行的暴徒（或他們
自許的「民主鬥士」），終於陸續被送
上法庭，接受法律裁決。畢竟鐵證如
山，許多人先是嘴硬，終於還是乖乖地
認罪。死硬不認罪的，只是極少數。
近日法庭新聞常見怪現狀是許多被
告在深明無可抵賴之後，向法官求情以

減免刑罰時，竟然沒有片言隻字涉及
「認錯」！為被告辯護的大律師頂多是
推說被告受「社會氣氛影響」才會有一
時衝動犯案，然後就是一大堆被告過去
是如何品學兼優，又或者遭遇家庭不
幸、惡疾纏身，甚至智力低下之類的
「標準答案」。
在普通法，又或者宗教教條通行原
則的框架之下，向法官或上帝求情，不
是該以「認錯」和「懺悔」為最為重要
的先決條件嗎？被法庭判定有罪的被
告，希望法官大老爺減免刑罰，不是應
該先要表達出有真誠的悔意嗎？
今時「暴徒求情不認錯」的怪現

狀，實是耐人尋味！
潘某人活了這把年紀，深知「諉過
於人」可能是在法庭上求情的利器！何
解？你一個中學生只說自己受了「社會
氣氛」影響而跑去堵路、縱火、襲警。
為什麼不說得清楚明白一點？明明是學
校的老師、社工帶領一班同學準備好武
器和裝備走上街頭，為何不講？明明是
宗教團體的高層傳教士，鼓勵一班信
眾，說在暴動現場時「上帝與我們同
在」，為何又不講？出發前有「大人」
胸膛拍得老響，應承這、應承那；出事
後只剩下「小孩」孤身「自求多福」，
這是什麼的道理？
「我一個小孩，得到最信賴的師長

鼓勵，這才跑去示威呀！我現在知錯
了！我後悔了！」這才是更像個樣的求
情理由吧？
難道辯護大律師與「幕後黑手」有
一腿，沒有為他當事人謀取最大利益？
學生暴動罪成後求情，卻拒絕認錯，法
官大老爺豈能相信你有悔意？大狀要保
護幕後的教師、社工、傳教士，還是為
未滿20歲的暴徒謀取最大利益？

我們這一家，是怕蟲蟻的城市現代人；自從1997
年10月1日搬上山村的村居住下來，屋外山路蟲蟻
多，不時被蛇、蟲，甚至蜘蛛、野豬嚇怕了。
後來，我大伯一家也搬上山村居住。他喜近弟弟，

兩兄弟手足情深，住下來常在假日圍爐燒烤活動，一起吹水談天，
打成一片。兩兄弟都愛看足球賽，不時消夜睇波，不愁寂寞。
大伯人緣極好，事無大小，以親人、朋友為先，又樂於助人，常

為他人服務，受村民愛戴。年前我家搬來妹妹贈我的舊電視，大伯
二話不說，就幫我安裝天線，可收內地多個台，豐富節目令我大開
眼界。他是萬事通好好先生，由象牙匠式微轉行駕的士，退而不休
喜助人，我們怯懼於見蛇蟻蠕行，他毫不猶豫把他家用的那硫磺水
拿來，教我如何應付；尤其是平日我家廚渠淤塞，當我一籌莫展之
際，他為我這蠢弟婦逐一解決，清理水渠喉管，又幫忙我換光管，
修理及更換各種老化電掣等，忙得一頭煙，毫不在意，那豁達大度
使我們銘感動容。我們真太有福氣！
山村四季有蟲，甲蟲、毛毛蟲、蜂蝶、蜻蜓、飛蛾、蟬、蟑螂、

蚯蚓，無孔不入，幸好無鼠患。大伯教我用蟲蟻粉，甚至硫磺粉，
要一物治一物以求絕其蹤跡，免災情似磁場，持續惡化。
一次夏季下雨，鄰居多人起哄，原來在路邊發現了一條十來尺長

之蟒蛇，在村屋前徘徊。大伯囑咐大家，蛇冬眠已醒，神出鬼沒地
出來搵食，蛇非人人會捉，小心勿亂用棍掃，這非勇猛，不小心則
極度危險！野生蛇出沒，碰上了具有經驗的大伯，他即急召漁護
署，或同時急召「蛇王」捉蛇，幸而大蛇卒被蛇王技術制服，之後
給漁護署人員抬走了。
大伯樂觀開朗， 好人形象深入鄰居、親友心中。山上颳風下

雨，掃葉搬石，常可看到大伯勞碌的身影，他為了山村交通勿被颳
風、暴雨連累，常積極帶頭掃泥搬石，並不怕辛苦，幹的工作是那
麼具體瑣碎；這和他的陽光性情很有關。
山村由於村車蝕本而停辦一年了，沒村車上落山，上學返工頓成

重要難題；他為解決此民生難題，與居民商討，為大家成立互助順
風車群組，呼籲有私家車的鄰居們，奉獻力量助人，免費抽時間幫
忙須上下山而無私家車的鄰居們，一人力喊，各人響應，村民稱
便，敬重他功德無量。經歷年來的疫情，大伯這種如此為人着想的
服務精神，更見難得。我們向他衷心致謝！

樂於助人 致敬大伯
時間過得真快，

4月五天假期轉眼
已過了。內地和港
澳同胞齊齊過了一

個豐富的清明節。春暖花開的日
子，孝子賢孫在這清明節紛紛扶
老攜幼往賞花、踏青、郊遊和掃
墓。其實，較為對中國傳統文化
習俗認識的朋友，一定會記得清
明節之前連着的是寒食節，亦稱
禁火節，其習俗與清明節相若。
竟然有人傳說寒食節是最早的春
祭，其後漸被清明節所替代？
近年，環球受新冠疫情打擊，

紛紛封關，中國卻能在極短時間
控制了疫情，因而在清明假期
內，全國各地同胞都紛紛走出家
門春遊賞花去。桃花、杏花、梨
花等綻放，眼前萬紫千紅總是
春，令人心花怒放。
事實上，我們的日子一天一天

地好起來，活在幸福中。不少同
胞不忘感恩，紛紛自覺地前往各
地烈士陵園，拜祭為和平作出貢
獻的英雄烈士們。亦有扶老攜幼
的親子紅色遊，緬懷歷史，上了
一堂愛國主義課。
思旋回想起年輕時的我，曾往

廣州黃花崗烈士陵園拜祭，也曾
到過陝西黃帝陵作公祭等。遺憾
的是，我老了！只能在家中作
「雲祭祖」以緬懷先人了。
講了很多似乎比較嚴肅的清明

故事，其實，我國著名詩人亦有

應景寫上浪漫的詩句：「去年今
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
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
風。」這是詩人崔護在年輕時的
桃花艷遇，令人陶醉不已。
滿以為復活節過後港股便將復

活了？殊不知儘管環球股票市場
都轉強，然而在執筆之時，港股
並沒有跟隨環球股市走勢轉強。
雖然貨幣基金預言環球經濟在今
年第二季起漸漸復甦，年底更將
強勁，並預計資金會相繼流入股
市。當然，每個人都有夢想，都
有期望。但是，世上不明朗的事
常有，突如其來的風險不可不
防。市場估計在美國的帶動下，
貨幣量寬政策將持續。美國將推
出數十年來最大的基建計劃，甚
至是3萬億或4萬億美元出台？
以刺激經濟復甦。不過，我以為
無限量的貨幣量寬一定如雙刃
劍，通脹一定加劇升溫，如此一
來，利息必然飆升，亦會打擊企
業的發展。金融市場必將步入大
起大落的風暴中。投資者如坐過
山車，有運者順勢者則昌，反之
必亡。 與此同時，投資者一定
要順應新時代新思維，對待投資
邏輯亦如是。要知道牛市不會天
天有，及時的調整是合理的。投
資者遇到調整時，不要慌了手
腳，不宜急於入市。當大獲全勝
時，亦應不要過分貪勝不知輸。
切記！切記！

萬紫千紅總是春

電影《浪跡天地》
中，女主角因相伴半生
的丈夫離世，鎮上主要

經濟命脈的工廠結束，一時心無所依，
選擇駕着改裝的小貨車到鄰近的州郡流
浪。流浪可以治癒傷痛想通問題嗎？女
主角最後仍一臉落寞！曾浪跡天涯的
人，相信都會同意，無論人走多遠，遠
至天涯海角，躲到世界哪一個角落，悲
傷和問號都緊跟着自己，依在心中而不
去，只有時間和生活才能化解一切。
我年輕時也曾帶着滿腔的人生問題
遠走他方，環繞寶島，想不通；後來到
了西歐，找不着答案；再獨自到東歐
去，還是迷惘於人生的路途裏。我也曾
在《聖經》中遍尋答案，看不到；在
《佛經》中去領悟，卻欠慧根。
在流浪的日子裏，我遇到不少交叉
相遇的人，大都年輕。好些像我一樣沒
有計劃，火車停在哪一個站，興之所至
便下車，住下來，隨心情而遊走，漫無
目的地在天地之間前行。逐漸，我愛上
那種在陌生地方生存的感覺，我聽不懂
四周人的說話，他們沒人認識我，是偷

生人世的孤單與神秘，有一份無負擔的
輕鬆，但離開人群時，人生的困惑依然
同行，內心更為仍舊傷痛。
最後，我帶着滿身疲憊，惘然的心
情，更多的問題，回到現實中。營營役
役地生活，接受時光的磨練，體味命運
的無奈，累積的經驗，像給了我答
案，逐漸心中一個又一個的結像是解
開了，沉積的感受淡化了，這期間已
經過了無數的日月星辰流逝……距離
我年輕時浪跡天涯尋找人生答案的日子
經已十分漫長，原來沒有一處地方藏有
消除憂傷和解答人生問題的秘笈，這一
切都在生活中！

心之所依

南師大有兩個校區，新的在
仙林，和南京大學一起，都遷
居到了一個已經規劃了的，但

還沒什麼人煙的地方。但它的老校區不一
樣，是原來金陵女子大學的舊址。旁邊有秦
淮河，校內的建築多是朱牆青磚，一水兒的
老房子。更妙的是，由於整個學校的地勢起
伏不平，各個學院都佔據了一個山頭。有些
門前還有一大片草地，再在學院周圍種上各
種樹木，把整個學院隱藏起來。想像一下，
這些學院都相互臨近，又不打擾，偶爾串個
門子，就有點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了。
沒有比在這種地方做學問更讓人愜意的

事。我曾經也去過一些學校，只有海德堡大
學有這種「隱」身於時間的感覺。它們整個
學院都在海德堡市外，比整個海德堡地勢都
要高，與這座城市一河之隔。站在哲學家小
路上，你可以俯瞰海德堡市的尖頂教堂。但
你並不在其中。與塵世的關係就變得既接近
又淡然。
南師大也有這種感覺，深處市區，卻十分

幽靜。但它最理想的地方還不僅僅是這些建
築與植物。它的幸運在於沒有被整個地圈起

來，變成一處僅供觀賞的古建築群。「保護
起來」，這個詞就意味着把這裏的人都挪出
去，讓它成為一處純粹的景觀。每日定時開
放，然後接待一些慕名而來的遊客。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做的，但這樣做未必是

保護古建築最好的方式。遊客經常到此一遊
之後，就翻過這一章，去尋找別的什麼古
蹟。看得多了，也都是一樣。就像很多去歐
洲旅行回來的人，經常感嘆歐洲教堂太多，
令人十分疲乏。但是你不知道，蒙馬特教堂
固然很有名，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也許是某
一日，一個十多歲的小朋友在第一排虔誠禱
告的樣子。或者文藝復興時期就存在的
Saint-Eustache教堂，2011年6月10日，演奏
了莫札特安魂曲。平日裏管風琴發出的空洞
聲音，居然在莫札特的音樂當中表現出孩童
般的單純，就像是在對着上帝撒嬌。這一
日，這教堂與別處不同。
南師大有這樣的故事，在我們去到的那個

中午，文學院的高峰院長吃飯的時候談及吟
詩，便即興用古韻唱了幾段。晚上，新聞與
傳播學院的幾位老師殷勤地勸了幾輪酒，酒
酣人興奮。這樣的詩酒，配着這建築，讓人

有了十二分的好印象。這印象與性情有關。
建築是有性格的，它的性格在於居住其間
的人。一直以來，我們都在為保護古建築發
愁。一旦聽到哪個古建築被損毀，我們便氣
惱。比如一把火燒了阿房宮的項羽，此人乃惡
賊也！然而，古建築的保護，也許不是使之被
保護，而是使之被還原為建築的本質，即居
住。所以，德國在二戰當中被毀滅的房子現在
都重新建起來了，和原來一模一樣，照樣是一
般的居民樓。法國人出了個政策，誰要想住進
法國境內的古堡，只需要一個歐元即可。因為
住進去的人，建築自然就會得到維護。對於國
家無力承擔的那些林間古堡，每年的百萬修繕
費用都由居住者承擔。也許現在它們不能開
放，但是至少被保留下來了。
南師大是這種古建築保留最理想的典範之

一，就像歐洲那些最有名的劇院，都是正在
上演劇目的劇院。歐洲最讓人嚮往的鬥獸
場，不是羅馬鬥獸場，而是小城維羅納的鬥
獸場。因為在夏天，這鬥獸場會上演各種歌
劇。觀看者坐在那些石砌的台階上，感受着太
陽光儲存在石頭裏面的熱氣。看向遠遠的那個
舞台。那種感覺，是建築這一瞬間的永恒。

南師大

親親的外婆
外婆家在城郊的沙崗村，離我家

有2公里左右的路程。在我童年的
記憶裏，那是一個山清水秀，富饒
神秘的小山村。 去外婆家要出
城，城門一出，路上都是稻田和綠
油油的菜地。走了約1公里左右，
就到了外婆居住的村莊口。

村莊前有一條小溪，小溪周圍綠樹成
蔭，瓜果飄香，呈現一片生機勃勃的景
象。溪水清澈見底，溪中有許多五顏六色
的鵝卵石、小蝌蚪及很多說不上名字的
魚。到了晚上，小溪在夜色朦朧中換上了
新裝，伴隨微風輕輕地搖曳着她美麗的身
軀、歡快地唱着歌一路奔跑着。
每次去外婆家最開心的就是到小溪裏打

水仗、捉蝌蚪、捉魚、趕魚，口渴了就喝
小溪水，肚子餓了就摘菜園裏的瓜果。外
婆在溪旁的石塊上洗衣服，外公在岸邊的
菜田裏種菜澆水，看着我們在小溪裏玩得
歡愉，他們的臉上笑開了花。
一踏進外婆家，滿公、滿婆看見我就眉

開眼笑地叫着：「乖子，乖子。」舅舅、
舅媽親切地喊着我的乳名：「飛兒來了，
快喝些水，肚子餓了吧？」然後就對表哥
表姐們說：「城裏的表妹來了，你們要好
好地陪着她玩，不許惹妹妹生氣，不許欺
負妹妹。」表哥、表姐每次都用羨慕的眼
神看着我，我滿滿的小得瑟和驕傲不由自
主地掛在了臉上。外婆每次看見我都唸叨
着：「乖子，乖子，寶貝來啦，外婆抱
抱……」還時不時從口袋裏掏出幾顆糖給
我和表兄妹。看着我嘴饞的模樣，外婆又
偷偷地塞幾顆糖給我：「乖子慢點，乖子
慢點，小心，小心。」滿公、滿婆、舅
舅、舅媽就會笑着說外婆偏心。
閒暇時外婆就領着我在村裏走一圈，村裏

的都是宗親。「乖子這個叫太公、這個太
母、這個舅，乖子這個舅媽、這個哥、這個

姐，乖子、乖子……」我小嘴兒甜得好像抹
了蜜一樣，甜甜地叫着，讓外婆掙足了臉
面。有時外婆還擔心她們記不起我，反反覆
覆地特意說着：「我城裏的外孫女，城裏
的外孫女，聰明漂亮。」我有些得意，又
有些害羞，不經意間就成了外婆的開心
果。外婆有1個兒子，5個女兒，22個孫
輩，我的母親排第三，外婆和外公用勤勞的
雙手養育着兒女，精心侍奉着太公太婆，我
們都是外公、外婆心頭的肉、掌心裏的寶。
上世紀八十代初，農村結束了集體所有

制，實行了土地承包制，村民的生活開始轉
好。我們家有農活的時候，外婆外公心疼母
親，擔心母親忙不過來，就會來田裏幫忙。
外婆每次來我們家都會帶很多好吃的給我
們，看着我們歡快的模樣，她就會抱着我笑
着說：「飛兒，做人如蓮，做事如水，愛笑
的女孩是光陰最美最貴的花，努力活成自己
喜歡的模樣就是世間最美姿態。」外婆孝
敬父母，熱心鄰里，廣施善緣，方圓幾里都
留下了她的美名。外公從小習武，擅長甩大
刀、弄長矛、舞獅子。在外婆的支持下，外
公有空時就教鄉親們習武強身，村民在外
公的帶領下還成立了一個舞獅隊，逢年過節
時給家家戶戶拜年，送去祝福，送去吉祥安
康，那獅子隊到現在還是村民們的驕傲！
在我14歲的那年，外婆因病離開了人
世，享年64歲。那天爸爸紅着眼睛到學校
來接我說：「外婆去世了，你回家吧，先
請幾天假。」說真的，那時的我第一次面對
親人的離去，也真不懂生離死別對我意味着
什麼，看着媽媽和舅舅，姨姨外公，表哥表
姐，還有其他人哭，我都沒咋傷心難過！
外婆出殯的那天，村莊口跪着黑壓壓的

一大群人，外公、母親和舅舅，還有七大
姑、八大姨等哭成一大片，看着她們撕心
裂肺地哭喊着、哀嚎着，我和弟弟，還有
幾個小表弟、小表妹跪在那裏鬧着，不懂

得發生什麼事。姨姨發現我們在那鬧着，
走過來狠狠地把我們捏了一把，還罵了
我：「飛兒，外婆這麼疼你們，你們都沒
外婆了，沒外婆了，外婆白疼你們這些娃
了喲，你們這些白眼狼喲……」姨姨一邊
抹着眼淚一邊罵着捏着我們幾個，忽然間
我大聲哭了起來，表弟表妹也跟着哭了起
來，分不清我們到底是在哭外婆，還是被
姨捏疼哭的，反正那會兒就哭得有模有
樣，把村民都惹哭了。過後大家還誇我最
懂事，外婆沒白疼我，這女娃子有良心，
長大了有出息，長大了肯定是孝女。
不知不覺外婆離開我已經37年了，外

公、滿公、滿婆也去世了。時光深處，總
有一簾清風輕輕吹過，悄悄來到我窗前，
隱約中我知道，那是外婆、外公、滿公、
滿婆的眷愛輕輕拂着我的眉眼，我無數次
期盼着能在我夢中與他們相見，我盼望在
夢裏能見到當年愛我、疼我的外婆、外
公、滿公、滿婆，我想她們再叫我「乖子
乖子，寶貝寶貝」。我想外婆的糖，我想
外婆抱着我時的暖，我想做他們永遠的乖
子寶貝，我想讓外婆她們還記得她有一個
外孫女是如此地想着她們！「生如夏花般
璀璨，逝如秋葉般靜美」，外婆的一生，
是簡單平凡的一生，她的一言一行，為我
樹立了良好的典範，深遠地影響着我，多
想時光能倒流，還能夠再感受她的溫暖！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孝而親不

在」。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遙望着滿
天的星星，淚水伴着思念不禁悄然滑落。
飛兒再也見不到您慈祥的面容了，飛兒再
也聽不到您諄諄的教誨了。多少回飛兒虔
誠祈禱上蒼，如果真有來生，下輩子我還
是您最疼最愛的飛兒，您依然是我最親最
愛的外婆，我們還是相親相愛的一家人，
您在天之靈，一定會永遠保佑我們這個大
家庭生生不息、繁衍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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