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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我们儿时盼年的那种心
情吗钥 殷切尧期待袁纯真的童心绽放
在浓浓的年味里遥
那时候袁我们住在乡村老家遥一
过腊八袁母亲就忙着洗洗刷刷袁为新
年做准备遥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袁纯朴
的乡亲们都会在这天找出香炉洗干
净袁然后装上糜子米袁燃三炷香祭灶
王爷遥我们迈着轻快的步伐袁跑进跑
出袁对所有事物都充满了好奇遥腊月
二十四袁 正式进入迎春日遥 吃过早
饭袁 母亲就把厨房里的东西搬到院
子里袁 然后用鸡毛掸子细心地掸掉
墙壁上的灰尘遥屋顶太高够不着袁便
用竹竿绑了笤帚来打扫袁 所有的蛛
网和浮尘都能一网打尽遥 经过母亲
的擦拭袁 所有的瓦缸和瓶瓶罐罐焕
然一新遥我们的心袁随着母亲忙碌的
身影袁升起难以掩饰的激动遥
逢集的日子袁 我们十分乐意跟
着大人去赶集遥已近年关袁集市用人
山人海来形容毫不过分遥 人们肩挨
肩袁脚跟碰着脚跟袁到处是喧闹声遥
街道上水泄不通袁 来往的车辆不得
不响着喇叭袁缓缓蠕动遥大人忙着置
办年货袁 我们的注意力则被卖各种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袁 我居然喜
欢上了白菜遥
从小在白菜堆里长大遥 记忆中
每年的冬季袁 父亲总会花上一天的
时间袁从不知什么滩上袁拉回来一架
车子的白菜遥有一年冬天袁刚刚取得
了好成绩的我袁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袁
在饭桌上开始了我青春期唯一的一
次叛逆遥
那时袁红薯饭刚刚端上袁我看看
盘里还是清一色的白菜袁 竟然筷子
往碗上一搁袁扯起尖利的嗓子喊道院
野天天都是白菜尧白菜袁都不会换换
样儿浴冶这一声喊出来袁父亲愣了袁我
也愣了遥不料弟弟乘机起哄院野就是袁
天天都是白菜袁不吃尧不吃浴 冶
这下糟了袁 只见父亲脸憋得通
红袁一向温和的他袁竟也发出了令我
震惊的吼声院野愿吃就吃袁 不吃拉
倒浴 冶我强忍住眼眶里打转的泪水袁
心里说袁 不就是想吃上一口炒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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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拉起大人的手袁 向卖炮仗的地方
挤过去遥
大年三十袁 我们心中的期盼可
以说达到了巅峰状态遥早饭后袁母亲
用面粉调好糨糊袁给我们贴春联用遥
春联要么是提前从街上买回来的袁
要么是我们练笔写的毛笔字袁 红纸

白
丝袁至于吗钥发这么大的火浴其实袁我
已到邻村的初中上学袁 偶尔从老师
的门口闻到了炒萝卜丝的香味儿袁
竟然惹出了这么一股子邪火遥自此袁
白菜在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遥 在
视觉上袁我排斥它的少颜无色袁在味
觉上袁我抗拒它的寡淡无味遥
直到某一天袁 在姹紫嫣红的蔬
菜堆里袁 再也翻不出什么新味遥 突
然袁就有那么一股酸酸的尧辣辣的尧
爽爽的白菜香袁 悄悄地泛上了我的
味蕾遥这滋味来自一个乌乌的尧亮亮
的尧裹着些岁月气息的老菜坛子遥那
是我第一次看到白菜可以被切出那
么美的线条袁 第一次尝到白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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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字写满祝福袁显出喜庆遥大门上的
门画通常是最后贴的袁秦叔宝尧尉迟
恭的形象威严庄重遥 震耳欲聋的鞭
炮声开始在村落里响起袁 一阵接着
一阵遥下午袁家里的男丁都要到祖坟
和摆放家谱的祠堂去祭祀袁燃了香袁
烧过纸钱袁 我们才回到家里准备年
夜饭遥如果说袁白天的爆竹声是一首
歌曲的开端袁 那除夕夜绚烂的烟花
就是高潮袁 夜空被五颜六色的花朵
映亮了袁我们的心也跟着闪耀起来遥
嗑着瓜子袁吃着水果袁然后揣上压岁
钱袁在电视机前看春晚袁或者去邻村
看戏遥 我们在这样的欢乐气氛中
野守岁冶到凌晨袁等待着新年的钟声
敲响遥
春回大地袁万象更新遥从大年初
一开始走亲访友尧拜年尧赶庙会袁年
味伴随着淳朴的乡情袁 在热闹的鞭
炮声中袁一直持续到元宵节结束遥
长大后袁我们住在城市里袁年的
味道也淡了许多遥都说小孩盼过年袁
大人怕过年袁 我们这才有了深刻的
体会遥但每每萌发童心袁念起我们的
根袁 又何尝不是在领略一种永恒的
年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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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腌出那么爽的滋味遥 吃完那爽爽
脆脆尧白白嫩嫩的一盘袁我曾经请教
过婆婆袁 只见她老人家漾起了一脸
菊花笑袁淡淡地说袁这要什么配方袁
不过是放些姜和醋就妥遥
近日袁 我按捺不住此种滋味的
诱惑袁 在爱人特意买来的青花瓷坛
内袁 却怎么也鼓捣不出婆婆腌制的
那种酸辣爽脆滋味遥如今袁婆婆已离
世三年袁 女儿也成长为和我当年一
般的初中女生遥 看到在各种美味中
长大的女儿袁 对清纯甜润的白菜情
有独钟袁我豁然领悟院人间喜恶乃随
境遇而定袁 那白菜何曾更改一日初
衷钥

缘
某日袁家中无菜袁我叮嘱逛超市
的儿子袁记得买棵白菜遥 回来一看袁
好家伙袁 白白净净尧 英姿挺拔的一
棵院帅儿子买帅菜浴我突然就宽宥了
儿子平时酷爱挑拣的毛病袁 抱起那
棵白菜袁置放于明亮的案头袁拍下照
片见证这爱心泛滥的时刻袁 并附打
油诗一首院 白菜长得帅袁 也会惹人
爱遥 不忍举刀箸袁权作朋友待遥
我爱白菜那宠辱不惊尧 清白坦
荡的襟怀袁仿若世间的一个老朋友袁
不论有着多么久远的相隔袁 始终不
离不弃袁招之即来浴
光阴荏苒袁 岁月不再遥 感谢白
菜袁让我读懂了父亲袁学会了爱遥

玉 米 须 煮 水 有 五 大 奇 效 ：除 湿 疹 护 心 脏
玉米是很多人喜欢吃的一种食
物袁其甜甜的味道袁跟黄亮的外形都
很独特遥 而玉米本身也是一种比较好
的食材袁它富含纤维素袁能增加肠胃
刺激袁排粪速度更快袁有帮助改善便
秘的效果遥 另外还能防治肠炎尧肠癌
等疾病遥 而我们在买玉米或者清洗玉
米的时候会把它的外皮剥除跟玉米
须也一并丢掉遥 这个过程是对的袁不
过其中丢掉的一个东西比较可惜袁那
就是玉米须遥 很多人认为玉米只有里
面的玉米粒是可以吃的袁但是玉米须
可以用来煮水袁并且还有很多有利于
身体健康的作用遥

口臭虽然不是大病袁 却使人不敢
与人近距离交往袁从而产生自卑心理袁
影响正常的人际尧情感交流遥相信很多
人都有过口酸或口苦的经历吧浴 可能
个别人会认为这很正常袁 大概是因为
吃了一些东西吧浴其实袁真正的原因是
身体有疾病而不是食物遥
一尧口苦
1尧 胆经内有郁热或肝热移于胆袁
胆气上逆遥
2尧外感风寒邪气化热进入少阳胆
经遥
3尧内分泌失调的女性袁或进入更
年期的女性袁或会出现口苦的症状遥

玉米须煮水对身体有这 5 个好处
1尧治湿疹院湿疹的表现症状是我
们的皮肤出现红疹袁 颗粒样的皮疹或
者疱疹遥还会伴有渗出液体袁等干了之
后会变成灰白色或者黄褐色的痂皮袁
是夏季一种比较常见的皮肤病遥 用玉
米须煮水喝可以帮助改善袁 这是因为
湿疹的起因多是湿邪导致的遥 玉米须
的性平袁味甘淡袁能清利湿热遥 故而有
辅助治疗的作用遥
2尧降低三高院玉米须含有维生素
K袁 因为对维生素 K 缺乏引起的凝血
功能障碍有治疗效果遥 并且能对抗肾
上腺素的升压效应遥 而高血脂尧 高血

压尧 高血糖的降压机制是以中枢性为
主遥 所以玉米须煮水对降三高有帮助
作用遥
3尧保护心脏院这是因为玉米须含
有类黄酮袁 能抑制有害的低密度脂蛋
白产生袁可以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遥此
外袁新鲜的玉米含有的纤维素是精米尧
精面的 6-8 倍袁能降低血中胆固醇的
浓度袁 继而起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
作用遥
4尧利胆院利用玉米须可以帮助胆
汁分泌跟促进胆汁排泄的效果袁 让胆
汁内的渣质减少袁 降低粘稠度跟胆红
素含量遥 可以用于没有并发症的慢性

胆囊炎或者胆汁排出障碍的胆管炎袁
做利胆药用遥
5尧利水消肿院玉米须对人有利尿
的效果袁并且增加氯化物的排出量袁它
的利尿作用是宵外性的袁 所以对消水
肿也有一定的作用遥
值得注意的是院 因为玉米须是有
降血糖尧降血压的作用袁而平时就有低
血糖跟低血压的人最好不要喝袁 因为
可能会导致症状加重袁 而有基础疾病
的人也要适当饮用袁 不能一次就过量
反而不利于健康遥 此外袁因为有利尿效
果袁 所以尿量增多的同时也要及时补
充水分遥
据院家庭医生在线

嘴里 4 种味是疾病的征兆
4尧紧张尧压力大尧情绪波动大的时
候很有可能会导致口苦遥
二尧口酸
口酸由肝胆之热乘脾所致袁 多见
于胃炎尧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病遥胃火上
炎袁可致胃气上逆袁可见恶心尧呕吐酸
苦黄水等症遥
应对策略院应设法消除诱发因素遥
如彻底治疗慢性胃炎袁 避免对胃有刺

美编院黄春妙

激的辣尧硬的饮食及药物
三尧口咸
中医认为袁 口味与身体健康相关
联袁而咸味和肾的关系最为紧密遥肾的
五行属水袁而咸味也同样属水袁二者的
五行属性相同遥 有些朋友平时会出现
口味变咸的现象袁 如果这一现象经常
出现袁就要考虑是否是肾脏出问题了袁
因为无缘无故的口咸袁 很有可能是肾

虚造成的遥
四尧口臭
胃肠疾病尧 糖尿病也可以引起口
臭遥 大多数糖尿病患者都伴有不同程
度的免疫功能障碍袁 导致口腔中的致
病菌增多袁因此引起牙龈炎和牙周炎袁
产生难闻的气味遥病毒性肝炎尧酒精性
肝炎尧肝癌尧肾功能不全等疾病也会表
现出口腔有异味遥 据院凤凰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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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来的樱花
干净利落的枝条
用漫画的手法向天空伸展
枝条上的花蕾
像无数闭目养神的眼睛
待一阵春风过
就会齐刷刷地红了白了
沿着曲径走进樱花林
仿佛自己是一棵行走的樱花
站在春天耸起的肩膀上
踮起脚尖或张开手臂
就能比所有的樱花先开放
忽然听见
有人说每朵含苞欲放的樱花
都是一个有情节的故事

在山顶上
我在山顶上
与一棵树站在最高处
不知名的树开着不知名的花
白色的小花不声不响
我揣测它该有灵性的名字
仿佛是多年相约的遇见
深深地给它鞠躬
它伸出双手把我的身子扶直
有风吹来
一树白花像千万只铃铛
丁当丁当清脆作响
此时想起

故乡的小花猫脖上的银铃铛
它跑起来清盈明亮的铃声
俨然把乡音调成熟悉的曲子
让人不由自主跟着哼起来
我站在山顶上
朝着故乡的方向深深鞠躬
不敢对它太念想
抬脚跨过春天的额头
像故乡的树那样自然地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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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仰起头
花儿开了树木绿了
循着春天的脐带溯回胚胎
还原一粒种子
仿佛我是这粒种子
它是一滴雨水
落入河流涨高渡口的船
它是一阵风
穿过云的身体缓缓地盛开
它是一枚鸟啼
倒挂在桃花的唇旁摇晃
静默的土地呵一呵气
就遍地自由地绿起来了
那些约定的秩序井然的日子
一个衔接一个地走来
在季节新鲜的路上
远归的列车啊回家的人啊
微笑是最美的乡音
满含春天的音符和气息

增加受孕机率
的五大方法
有的夫妻备孕很久袁却迟
迟未怀上袁 到医院进行检查袁
发现并没有不孕不育的疾病遥
那么袁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受
孕困难的呢钥最大的原因是因
为他们没有把握好受孕时机袁
错过了受孕几率再想受孕就
很困难了遥增加受孕机率的五
大方法院
一尧准确掌握排卵时间
排卵期是通过女性的生
理变化来确定的袁有的女性在
排卵期间会出现小腹疼痛的
症状遥 有的女性则没有遥 备孕
期间袁女性除了可以根据自己
感觉来确定排卵期以外袁还可
以通过排卵试纸来测试自己
是否处于排卵期遥也可以通过
推算方法来结算袁 一般情况
下袁排卵期会在下次月经来前
的 12要16 天左右袁 但这仅对
于月经周期正常的女性遥
二尧增加精子数量尧提高
精子质量遥受孕成功的重要方
法就是提高女性体内的精子
数量和质量遥男性为了提高精
子数量和质量应戒烟戒酒袁不
要穿紧身裤遥在备孕期间可以
补充锌硒袁有利于提高精子的
质量遥
三尧每 3 天同房一次

精子在女性子宫颈内可
以存活 3-5 天袁 因此建议备
孕夫妻 3 天同房一次袁确保体
内有足够的精子袁在女性排卵
的时候就能够受孕遥 建议夫妻
双方在女性排卵期同房袁卵子
一般存活的时间为 12要24 小
时遥
四尧合理饮食
合理饮食袁增强体质对于
受孕也是非常重要的遥 但营养
也不要过盛袁过盛反而会影响
到受孕遥 这是因为体内蛋白
质尧脂肪过多袁会造成体液偏
酸性袁 太酸的环境会杀死精
子袁同时袁如果宫颈粘液过稠袁
也不利于精子的进入袁自然就
不利于受孕了遥
五尧保持心情舒畅
在备孕期间袁夫妻双方也
不要给自己心理上太大的压
力袁 压力过大也会影响受孕
的遥 因此袁建议夫妻双方尽量
保持舒畅的心情袁增加受孕的
几率遥
孕育并没有想象中的那
么简单袁但也没有太难遥 提高
受孕成功率的方法有很多袁只
要掌握了方法就能够快速受
孕遥
据院新浪育儿

引进意大利吉特乳腺机袁为广大女性朋友竭诚服务
乳腺癌发病率逐年上升袁 已成为严
重 影响 妇 女 健 康的 常 见病 和 多 发 病 袁 其
发病率已跃居女性恶性肿瘤首位遥 因目
前尚无有效预防乳腺癌的措施 袁 因此惟
有依靠乳腺普查尧 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
来降低乳癌对死亡的威胁 袁 早期乳腺癌
的治愈率在 90%以上袁 应受到广大女性
朋友的重视遥 在目前诸多诊断方法中袁乳
腺 X 线成像是乳腺癌早期确诊的最有效手段遥 专家建议院40 岁以上
妇女需每一到两年定期作乳腺 X 线检查袁尽早发现尽早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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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网络图片冤
零食和玩具的小摊吸引过去遥 糖果
摊是最受欢迎的了袁 因为在那儿我
们都能免费品尝到一块甜丝丝的洋
糖遥不知谁燃放了一串鞭炮袁噼里啪
啦的声响让集市由活跃转向沸腾遥
浓浓的火药味在空气弥散袁 更叩击
着我们焦急的心灵遥 我们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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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乳腺癌的发展趋势及广大女性的健康需求袁市妇幼保健院最新引进意大利吉特
乳腺机袁为广大女性朋友服务遥 该乳腺机为世界最高档的乳腺机之一袁具有独特的圆形臂
设计袁采用体位更为轻松的倾斜投照袁可以看到更多的乳后组织袁避免投照盲区袁确保诊
断的精确性并保证无漏诊曰 吉特乳腺机还采用了特殊的 S.C.S 自感应压迫技术使压迫过
程轻柔袁实现了无痛乳腺 X 线检查曰吉特乳腺机整机均采用最高档的配置袁以最优秀的图
像支持准确的诊断遥

市妇幼保健院愿您早查早治袁远离乳腺病痛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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