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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旅途

伊耳舒耳健康中心
应用祖国医学六经辨证，专业调理耳聋、耳鸣、耳痛、耳痒、耳眩晕、中耳炎听力减退

等耳亚健康者。根据中医典籍，偏方秘籍法，经过不断研究实践总结，找到了耳鸣耳聋的
源头，就是耳内经脉堵塞，日积月累了大量毒素，使神经受损，耳道耳鼓耳神经得不到滋
养，导致耳朵传导声音能力大大降低，耳朵分泌耳毒越来越多，就会出现耳道干涩、痛、
痒、肿胀，引发耳亚健康，耳毒超标，耳神经就因堵塞而萎缩，出现各种幻听，耳神经细胞
就会干瘪坏死，留在无声区。为了让更多耳鸣耳聋亚健康者早日摆脱耳困扰，决定进行推
广只需9.9元耳亚健康者可调理3天，报名热线:0471一5276685

去看黄河水
桃花一白，二万里黄河就绿

了。似乎是一夜醒来，草木就回

到了河流两岸。疏朗自不必说。

鸟声也还给了酥软的山冈，春风

放手发动大地，到鄂尔多斯时，

春天其实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

了。昭君出塞时，潸然泪下的地

方，黄河水已变清多日。择了一

个晴日，出发时，云朵也赶来了。

于是，便带上一天的好阳光，向

黄河出发了。去看黄河水，去看

一段历史。可能是诗浸润过一阵

子，总感觉几万年奔流，又几万

里放歌，这河是从《诗经》里流

出。清澈应该是万物的源头。这

样想着就到了豹子塔，内蒙古南

部一个山环水绕的地方。

翠嶂千重，碧水蜿蜒。这样

的山水佳境在黄河上并不多见。

豹子塔的山水，也是最鲜活的黄

河历史。深峡幽谷，河川交错。傍

山依水生活的人们，总会自然而

然地产生对山水的崇拜与信仰。

豹子塔是黄河大峡谷的要冲之

处，碧绿的黄河水萦绕而过。避

风聚水，一个古村落的营建，带

有太多不可知的神秘色彩。明代

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苦心

经营，最为人称道的豹子塔石寨

落成。高高的石城墙蜿蜒起伏，

跨山越沟，自成一方水土。先人

们的意愿自然是锁住风水，聚敛

财气，凭险守安。但在不经意间，

却给后人留下一处居高拒远，临

河抱山的景致。寨外风云变幻，

寨中依然耕织传家，一派处变不

惊的模样。几经修缮，利用地形

修建起来的石寨门和厚厚的石

城墙还是泄露了豹子塔居民的

忧患意识。便是今天进寨，也只

有一条野草覆没的古道，城门正

在山脊悬崖之处，岸断千尺，河

沉万仞。而那一道高约5米，以石

砌筑的古城墙横贯东西，作为守

御村庄的屏障，也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势。村中的老人还

会说起百年前的几番激战。天然

的屏障，加上人民的骁勇善战，

让围剿者吃尽了苦头。清光绪三

十三年（1907年），抗垦英雄丹丕

勒率部来到豹子塔，拒险以守，

为的只是保护田园的宁静与传

统，土地不受到侵占。清军来剿，

豹子塔的一派好风光沦落在一

片烟雪烽火中。在岁月的磨砺

中，豹子塔也几番重建。

是夜，宿于豹子塔。吃过黄

河鱼，踏了岩石赏月，草木幽静，

三面环山。惹来几声犬吠，不忍

打搅这月色，便转回屋。银盘献

雪，仙人承露，月色极好。凭窗而

立，蓝夜深澈无垠，清气瞬间贯

彻周身，肺腑清凉。看去，星汉低

垂下来，几乎触手可及。清亮的

云朵晶莹剔透，濡染开来，一袭

白练却从星云的边际弥散下去，

天女散花般，游弋着，直挂天宇

而去。整个天空晴玉一般温润，

远处的星汉仿佛袅娜的烟缕，似

乎正被清风摇曳着，漂浮去，洇

开来，仿佛晕了淡淡的青雾，氤

氲成一幅透明的水墨画，似乎还

有一缕暗香袭来，又捕捉不住，

辨别不出。天籁迢迢，万家安睡。

月色似乎发出清越的铮铮声，轻

轻地撞击着，面上若有水。再看

时，河汉垂髫，星光似在手边，由

不住拂拭了一下，仿佛真的被擦

亮了，而光絮似乎被触动了，弄

碎了，瞬间有一些凌乱，缓缓浮

开去，仿佛从掌上弥散开的烟

岚，迷离而清晰。忽然觉得不忍，

落下手臂时，气流滑过手掌，指

尖上似乎缠绕着月色微微的幽

凉。掌上星光不知是意象还是

词，从心底蕴上来，萦绕着、盘桓

着。分不清是我在山河的梦里，

还是山河在我的梦里……

晨起，再看黄河水，水绿得

深沉。桃花与流水互为倒影，山

也隆重，河也碧落。摸一摸清荣

峻茂的流水，很想掀开这水波，

看一看河水的骨头，到底是《诗

经》还是《春秋》。如果你想知道

谜底，那就去看黄河。也许，黄河

水会在某一天夜里流到你梦里，

告诉你千年前桃花开时的一场

盛会。 文/王建中

永远的思念
我惊喜地发现了几簇红柳，

散乱的枝条并不漂亮，也不显眼，

根本没人注意，在这如烟的柳树

林里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赤裸

裸的枝条不甘屈服这看脸的世

界，一律向上，迎着春风散开了枝

条，在阳光下油光放亮，在这空旷

里，不失一份昂扬的笑意。我蹲下

来端详这渺小却不卑微的低矮的

红柳，经不住怦然心动，一股思念

的热流在胸中涌动，情不自禁用

手轻轻抚摸着红柳的枝条。

春天是个让人勾起思念的

季节。我与老红柳的情爱就有点

童话的色彩。陪伴我长大的老红

柳，不知长了多少年，它有多少

岁了。从我记得事情起，它就印

在了我的心里。这么多年过去

了，我并没有因为时间久距离远

忘记它，不论走到哪里，只要看

见红柳就会想到它。

记得在2013年6月份，我和几

位同学到杭锦旗的呼和木独游

玩。我们来到一个叫东红柳的地

方，真是名副其实的红柳村。这里

没有几户人家，极目望去全是红

柳，荒芜而孤寂。自从家乡补拉滩

的红柳林消失后，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么美的红柳。我爬上一个

沙丘，举目远望，茫茫红柳林与天

际相连。正是红柳花盛开的时期，

红色的、粉色的、梅粉色的……灿

烂的红柳花在这孤僻中自由绽

放，丝毫没有取悦人的意思，天

然、善良、朴实，这种美清清爽爽

地撑开了一片天地。花拥着、挤

着，花气浓成了一层粉红色的雾，

看不透的薄雾锁住了这里的孤僻

与荒寂，却又一丝丝，一缕缕浸润

在轻风中，轻柔的花瓣落在黄色

的沙土上，然后被风吹向远方。

在几亿年以前，红柳生长在

一个美丽的水乡，它身姿柔美娇

艳，和垂柳一样婀娜多姿。好多游

人驻足流连，赞美它的容颜。在一

个春天里，有一个云游的书生来

到此处，看到如此娇艳的红柳，又

是如此热情恬静，被深深地吸引

住了。于是，他不愿离去，整日为

红柳作诗，又满怀激情地为它吟

诵。红柳深深的陶醉了，它不在摆

动纤细柔嫩的枝条，不在扭动枝

端娇艳的花朵，吸引游客的驻足，

招爱慕者的流连。它愿在此静静

地只为他一人艳，被他一人怜。

但春很快就过去了，毫不留

情地走了,红柳脱落了花。秋不

知不觉地来了，红柳飘零了叶。

那位云游的书生不知什么时候

悄无声息地走了，离开了这没有

生机的红柳林。这里再没那激情

洋溢的吟诗声音。红柳伤心极

了，日夜思念，执着等待。不知过

了多少个春，依然没有等来那个

云游书生熟悉的身影。它再没有

扭动依旧柔美的身姿，只是痴痴

地观望那染得它一身血红的夕

阳。破碎的心再也承载不了苍老

了无数春的等待。一天，它决定

沿着日落的足迹寻找那个永远

等不回来的云游书生的身影。它

走啊走啊，在一个天边落寞的黄

昏，它终于走到了夕阳的尽头。

这里一片荒芜，是望不到边的沙

漠，这里是贫瘠苦涩的土地。伤

心的红柳再也无力向前走了，它

毅然留了下来，让自己适应这里

的土壤。它褪尽铅华，远离喧嚣，

和这里的孤寂为伴，它孤傲地生

存着，挺直了身姿，把根深深扎

在这苦与咸的泥土里。多少年

后，它的身体变的鲜红，它变的

坚韧，变的倔强。它更加固执，用

最长的花期，深情遥望远方，期

待那个永远不会再见的书生。

东红柳林也许就是这个凄

美故事中红柳的最终归宿吧，不

然不会有这样美。

今天，我更加思念那棵老红

柳，虽然它没

有白杨伟岸

挺拔的身躯，

没有垂柳婀

娜的风韵，也

没有东红柳

林美艳的花

雾。现在老屋

没有了，周围

长满了杂草,它和几个同伴孤傲

的生存在荒凉寂寞中。尽管这

样，我还是特别喜欢，甚至到深

爱。这种感情源于老红柳伴我从

幼年成长到青年。有人会说草木

无情，不懂人世间的沧桑变故，

也不懂人生的酸甜苦辣，红柳那

凄美的故事也只是个传说。在我

的心中,老红柳不但有情,还有

爱。我把它当做朋友,当作知己,

甚至有种恋人般的眷恋。

小时候我常常坐在老红柳

的枝干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呼吸着最清新的空气，遥望着蓝

天白云。那时经常有公庙飞机场

的飞机，在天空中飞，大多是喷

气式的飞机。坐在老红柳上的我

内心就会渴望自己能长出一双

飞翔的翅膀，像喷气式飞机那样

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能喷出一

道白色的云才神威。

后来在我读初中时，我们军

训野营拉练到公庙实地看了飞

机场，见到了那个肚子里能装炸

弹，尾巴能吐白云的铁家伙，感到

又惊奇又神秘。我这没见过世面

的乡村娃心里又渴望能真正的

坐一次飞机，飞在天空看看穿过

白云的天空是什么样子的。野营

回来，我坐在了老红柳上，把这

个愿望悄悄地告诉老红柳，并写

在了藏在老红柳枝杈的日记本

上。这个愿望实现的很晚了，进入

了21世纪我才第一次坐上了飞

机。在我第一次坐飞机回来后，

心想如果我在老红柳跟前一定

要把感受告诉它，和它分享这美

丽。老红柳缠绕在我生命的天空

里，成为永远的思念。文/闫桂兰

◎◎闲看简说

艾香生葳蕤
在中山公园闲逛，遛到牡丹

园时，天色已是黄昏。正跟先生

讨论着海棠的分株繁殖，远远看

见一个穿工装的大姐正蹲在牡

丹园边摆弄什么。循着思维惯

性，我想当然地以为恰好赶上了

园艺工人在分株，立刻惊喜万分

地冲过去，想跟人家学两手儿。

其实，她只是在那取土，栽

种移植来的两盆艾草。那艾草已

经有半尺来高，肥阔的叶子挨挨

挤挤地，荷尔蒙爆棚一样地浓密

油亮。主人每添一捧土，艾草便

随着新土添进的震动飒飒地摇

摆，青春洋溢、繁茂泼辣。到了一

定的年纪，人的心理活动总情不

自禁地现场直播———没等我问，

大姐就说明了栽艾草的原因：

“我特别稀罕它这个味儿呢！种

两盆摆在窗台上，好闻！”

我简单地应和了几句，看她

兴致盎然地上土、正苗，并没有

说出，我跟她其实是同好。

第一次看见新鲜的艾草，是

在几年前。那时候陪读，暂住的小

区里流行端午节在门上挂艾草辟

邪。我有样学样，也跟着挂了三个

端午。可偏偏是在那三年里，我经

历了人生最惨重的痛———不足一

年间，父亲、妹妹和情深义重的表

姐相继离世。旧伤未合新伤又破，

我无力招架，脱发，耳鸣、半身麻

木、抑郁恍惚……一次次被家人

带去看中医，说是情志郁结导致

的经络淤阻。汤药、拔罐、针灸、

熏蒸……中医的全套治疗手段

几乎用了个遍，才把险些丢掉的

半条命捞回来。

漫长的治疗告一段落，医生

建议，可以在家里自己艾灸，一

来拓展、巩固疗效，二来自我保

健。看着燃烧的艾条，那袅袅升

腾的银白色烟雾、新灰下明灭可

见的红亮艾火，我的心绪翻涌，

满脑子都是逝去亲人的前尘往

事，还有他们弥留之际的痛苦回

忆。日复一日，是艾绒那不动声

色、又不可抗拒的香气，让我渐

渐地生出了片刻的安宁，虽断断

续续，却滋长蔓延，就这样集腋

成裘地拼接起来，不仅身体状况

有了明显的好转，心情也慢慢归

于平静。从那时起，对艾草的喜

爱，似乎形成了依赖，如同可以

托付的知己，隔几天就要见个

面。

一别经年，现在说起父亲，

已经不像当初，痛到锥心刺骨。

前几天去给父亲扫墓，感觉那里

不过是他的新家，花红柳绿、小

榭亭台，是生态园林的“高尚社

区”了，相比我们这一世，住得还

要好。一念既生，心下释然———

所谓“时间是最好的良药”，不是

说时光可以让人忘记过去的苦

难，而是让人慢慢领悟，或者说

接受，那些包括自己在内人人会

讲的道理。

大自然真是神奇，似乎无时

无处不在给人教化，却常常出其

不意，比如这艾绒，明明是筋老

颜黄赴火成灰，“前世今生”却都

是草木葳蕤的气息。袅袅升起的

银白色烟雾里，徐徐燃烧的艾条

一分一寸地消散，身形没有了，

可是它的影响和福泽还在，像挚

爱的亲人，把无尽的关爱和护佑

一点一滴存在于我的血液里，生

生不息。 文/阿 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