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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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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龙舟

艾草在乡下几乎无人不识。
河岸上，
沟渠里，偏僻的荒地
里，遍布着艾草的影子。路过艾
草的身边，稍微的碰触，就沾染
到艾草浓烈的香。那香太过热
情，经久不散。很多人怕了艾草，
远远地躲着它。可它自顾自地绿
着，一如既往地香着，成群结队
地长着。日子太长，沟沟壑壑里，
再深的遗忘也会被岁月记起。
《荆楚岁时记》记载：
五月五日
鸡未鸣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
之，收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
人，
悬于户上，
可禳毒瓦斯。
艾草避
邪除病可嗅、
可熏、
可洗、
可食。
端午节是 艾 草 飘 香 的 狂 欢
日。被遗忘的角落里热闹起来，
默默无闻的艾草在这一天无比
尊贵。所有努力生长的寂寞日子
都有了丰厚的回报。人们记起了
艾草的种种的好，那香贴心贴
肺，那绿无以伦比。人们拿着镰
刀，贴根割起一丛丛艾草，家家
户户门窗上挂起了艾草，村子里
飘着艾草的香。人们闻着艾草的
香，想起端午节里祭奠伟大的爱
国诗人屈原。于是，艾草的香里
又赋予更神圣的使
命，那香是爱国的
魂。魂兮归来，香飘
万里。
《本 草 纲 目》记
载：艾以叶入药，性
温、味苦、无毒、纯阳

之性、
通十二经、
具回阳、理气血、
逐湿寒、
止血安胎等功效，亦常用
于针灸。
故又被称为“医草”
，台湾
正流行的“药草浴”
，大多就是选
用艾草。
艾草全身都是宝，具有很
高的药用价值。
《舌尖上的中国》介绍了艾叶
可以做成蒿子粑粑，艾叶的香化
作美食，
令人垂涎欲滴。取艾叶的
叶尖，
嫩嫩的叶尖用开水焯一下，
捞出切碎，用糯米粉，面粉，加水
和面，
醒一会。把切碎的雪里红和
肉末炒熟待用。揪好的小剂子用
拇指按一个小洞，添上雪里红肉
末，揉平压扁，一个蒿子粑粑就做
成了。
蒿子粑粑绿莹莹的，艾叶的
香隐隐地飘散开来，咬一口，香甜
可口，
真是舌尖上的美味呀！
乡下的老房子久无人住，我
惦记着给老房子挂艾叶，回了一
趟老家。
走进村里，
就闻到艾草的香。
近几年，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离
开村子，
进城谋生，很多人家都成
了空巢。但我发现家家户户门上
都挂着艾叶，我家的门上也挂着
艾叶。
这时，
我看到村里的王大爷
推着小推车，车上还有一大摞艾
草。莫非？
我热情地和王大爷打招
呼。王大爷见到我很高兴，说以为
我不回来过端午节了，他上山割
了很多艾叶，
家家户户都有份。过
节就得有个过节的样子。以前过
节，家家户户挂艾草，现在，家家
户户也都能挂上艾草。
我望着自家门上的艾草，
灰白
里透着绿，那香里又揉进了乡情，
浓烈中流淌着温暖。
因了这一束艾
草，村子活了，人心热了，那香啊，
是端午节的一张名片，
从故乡飘到
远方……

文/宫 佳

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国家税务
局于2018年6月19日搬迁至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成吉思汗西街，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
面
。请广大纳税人互
相转告，
给您造成不便之处，
敬请谅解。

何氏狐臭净

央视7套周一到周日20:30~21:40何氏狐臭净广告请准时关注

选择何氏 一身清爽

（爱町堡国际大酒店西侧）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国家税务局
二0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呼和浩特：
13347125981可夫药店（内蒙古医院对面）蓝
天药店（附院对面）福瑞药店（附院对面）惠丰中联店 铁路店 地王药
店（天元对面）万民微姿店 东领大药房 今古药店（战备路南口）
包头、东胜：15024700444临河、乌海：13088498462

呼和浩特市规划展览馆招聘

军区士兵食堂整修工程及机关西院公寓区
1号公寓楼南侧广场建设工程招标公告

呼和浩特市规划展览馆计划公开招聘合同
制工作人员共15名。
其中，
英汉双语讲解员2名，
蒙汉双语讲解员1名，
普通话讲解员2名，
设备维
护员9名，
办公室文秘1名。
本次招聘旨在广泛选
拔具有了解城市发展、传播城市文化能力的优
秀人才，
提高展馆的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
提升
呼和浩特城市形象和影响力。
报名时间：
2018年
6月13日至6月22日。
报名方式：
登录呼和浩特市
规划局官方网站

（网址：http://ghj.huhhot.gov.cn）。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保障局拟采用公开
招标的方式择优选定“军区士兵食堂整修工程”及“机
关西院公寓区1号公寓楼南侧广场建设工程”项目的
承包单位，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前来报名参
加。资格要求详见内蒙古军区招标网（http://www.
nmgjqzbw.com）发布的招标公告。

注：投标人应同时向张婧和吴超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张 婧
吴 超
电 话：18247130861 0471-658070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保障局
2018年0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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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儿红，杏儿黄，五月初
五是端阳；粽子香，包五粮，剥
个粽子裹上糖；龙舟赛，赛龙
舟，看看哪个好儿郎。
”这是家
乡端午节传唱的童谣，赛龙舟
成了儿时端午节最重要的一
项活动。
一阵鞭炮响后，我们一群
小孩子冲上了围堤，望向河的
对岸，只见对河的魏家、王家
在一群小孩的簇拥下，他们两
村的龙舟下水了。对岸的小孩
见我们站在围堤上看他们的
热闹，都得意的朝我们叫喊：
“我们的龙舟先下水就一定赢
哦！
”我们一群小孩也不甘示
弱，朝着对河一阵乱喊，就下
了围堤，大家都说去报告周四
叔。周四叔是我们周家村赛龙
舟的权威人士，掌龙舟的舵
手。
“周四叔，对河魏家、王家
的龙舟都已经下水了，我们
……”其中一个胆大的小孩向
周四叔报告说，
“去，小孩一边
玩去，没看见我们大人正说事
呢！
”当村长的周四叔的儿子
朝我们挥挥手厉声说道。
“不
要这样对待小孩子，有小孩才
热闹嘛！
”周四叔总是护着我
们。
“不急的，现在他们的龙舟
下河浸水，还没有正式比赛
呢，
到时看你四叔的。
”
等大人商议完毕，就起身
到祠堂里放下龙舟，照例是要
扫尽灰尘，刷上一遍桐油，待
干后，
方可抬到河中入水。
正端着碗吃午饭，一阵锣
鼓声、鞭炮声猛然响起，我丢
下手中的饭碗顾不得母亲的
责骂往外冲。果然见大人肩扛

龙首、划桨朝河边走去。周四
叔照例是扛着尾舵。他们脸色
微酡着，一副兴奋的样子。周
四叔安顿好龙首、尾舵，又仔
细检查一番，接着调整好桨手
的位置。对河的龙舟等得不耐
烦了，锣鼓一声紧似一声的催
促着。周四叔的龙舟这才缓缓
划入河心。
比赛就要开始，原来噪杂
的声音倏然停顿了。
“ 当当当”
一声急促的铜钟敲响，顿时鼓
声响起，随之节奏愈来愈快。
桨手们身体前仰后合，劲往一
处使，顿时水花四溅。船头的
鼓手手执鼓槌，一下又一下的
敲击在皮鼓上，沉闷而刚劲。
而周四叔略微的向前倾着身
子，双手紧紧握住尾舵，全神
贯注的凝视着前方。只见一艘
艘龙舟卷起白白的水花好似
离弦之箭贴着水面向前冲去。
两岸的围观群众随着龙舟奔
跑着。喊声、叫声、车铃声摩肩
接踵，人声鼎沸。
经过一个时段
的比拼，
距离逐渐产生了。
也有
使坏的，
尾舵一摆，
龙舟横了过
来，
把前面的船往河边挤，
两船
遭遇，
竟缠在了一起。
很长时间
才得以脱身，
接着又奋起猛追，
岸上的人们唏嘘一片。
最终，比赛结束了，赛手
们咧着嘴湿漉漉上了岸，比赛
的成绩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一
阵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都
在为自己的队伍喝彩。呐喊声
逐渐弱了，围堤上的人们也逐
渐离去，而那首传唱的童谣和
空 气 中 阵 阵 粽 子 的 香 味 ，这
些，
成了我最美好的回忆。

文/江初昕

（集团）

呼和浩特惠则恒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分行申请办理贷款，金额为人民币2亿元，以我公司坐落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机场
路水岸小镇G5号楼作为抵押物，具体抵押事宜以我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分行签订的编号为“（2018）信银呼最抵字第010604号”的《最高额抵押合
同》为准。
因该房产暂不具备办理正式房产抵押登记手续，现我公司郑重承诺：
一.该房产一旦具备办理正式抵押登记手续，立即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分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二.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授信业务未结清之前，该抵押物不
得向第三方提供抵押担保。

内蒙古名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4日

苑进喜：根据2014年7月1日国务院第652号令《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及国家人事部
《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
的意见》第六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五原县第一中学拟解除与你的聘用合
同关系，请你于2018年7月14日前回到五原县第一中学办理解除聘用合同相
关手续，
逾期不办理视为你自愿解除与五原县第一中学的聘用关系。
特此公告

（2002年7月3日）

五原县第一中学
2018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