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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经理

肝病是世界不治之症 !我保证
治好 ! 要不信当面吃药签合
同 !治不痊愈退全费 "

!"#$%&'(&)""#

!

$"*+*()+++)

+*,-.

!"# /012345

!"'"&(('('&

医院牛皮癣科中成药病好后复发免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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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疾病定点医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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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路与红专路交叉口西省科学院大楼

许盛菊主治医师$穴位埋线与内服中药%相结合
治疗癫痫病!用量少&见效快&对症治疗&对症下
药!

$,

小时内全部控制! 专家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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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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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同乐癫痫病研究所东风路西
#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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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矫正器快速治愈急性腰椎
间盘突出滑脱! 椎关节功能紊
乱&神经根受压剧烈性腰腿疼)

对慢性颈肩腰腿痛骨质增生怎
样可靠治愈咨询老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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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贴药 有效后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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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光牌银屑液#权威科技保证!科技项目

奖获得者!国家科委评为全国先进水平*经

韩俊光大夫
")

多年临床验证两万余例!康

复后未发现复发者!纯中药制剂!安全可靠

无毒副作用!是当今完全康复$银屑病%的

最佳产品!同时本所系列产品!对白癜风!

神经性皮炎!各种病毒!真菌!湿疹等!几十

种常见皮肤顽症! 同样保证康复后不复发

'也可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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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一绝神奇脱水排毒疗法 !

治疗烧伤+烫伤&化学物质引起
的疤痕!疤痕体质增生"儿童时
期疤痕挛缩等! 不住院! 无痛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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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无效百分百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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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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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和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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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癣科名医张西山说
?

治病救人疗效是硬

道理$ 有德者居职%无德者失职" 大学路与
航海路交叉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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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石胃肠治疗指南
解放军测绘学院医院!老中医杨主任从事研究消化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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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获国家知识产权治消化病发明专利,专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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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古创新*

特别对治疗胃肠和结石有独到之处!获
'#

中国科技金奖* 主治#各种
胃肠病%胆结石%胆囊炎%肝内胆管结石%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
石%尿道结石%手术残余结石$ 中药制剂增加极易黏附结石药物!不留
残余结石!诚信第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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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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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解放军测绘学院下车%解放军测绘学院门诊部一楼胃肠科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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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夜晚 !刚下过一场雨 !

忽觉窗外有响动!随之窗帘微晃!

已有人进入屋内!立于床头了!身

形甚是轻飘!像个精灵*

$嘿!你好!我们聊聊* %他笑

容可掬地向我打招呼*

深夜来访者是 $失眠 %!是个

久违的朋友了*

我以前见过他几次 ! 虽有个

别时候是兴奋所致! 但大多都是

情绪低落烦闷的夜晚! 所以我对

他并无好感 ! 就不耐烦地回他 #

$聊什么 !老兄 !拜托 !现在很晚

了!不要来烦我!我明天还要上班

呢* %

$好 !你睡 !可你未必能睡得

着* %他冲我笑着!古怪精灵的样

子!$我猜得着你的心思! 你心里

有事* %

我一惊!一下无言以对*

$是工作上的事 ! 怎么样 !中

了吧- %他挺自信*

确实让他说中了 ! 有一个案

子!案情不算复杂!可就是当事人

关系网庞大!受理才几天!已有几

拨人来找了!很让我为难*

$你还记得那次!你当上法官

的当天晚上 ! 我们相见的情形

吗. %他说*

我往床头靠了靠 ! 回想两年

前 #当时我意气风发 !豪言壮语 !

信誓旦旦//兴奋了大半夜*

0你当时自信而坚定 !思想也

没有什么顾忌! 那时的你很值得

我钦佩! 到现在也不过才两年时

间!是现实改变了你吗. %他认真

地看着我*

我没回答他 ! 静静地回想自

己这两年走过的路! 大致没有偏

离自己的信念!但工作忙!也很少

认真提醒自己! 思想有点儿不敏

感!幸亏他这一提!要不还真有点

疏忽了*

0其实!法官在人们心中的地

位是挺高的! 评定是非 ! 惩恶扬

善!老百姓信任你们!他们的生活

是否幸福和你们工作的好坏联系

密切!可不能让他们失望啊- %发

自他内心的声音*

我不由自主地点着头 ! 嘴里

说着0对%*

作为执法者的法官 ! 应该执

著* 我依法定论!公正断处!有什

么顾忌呢.

我心豁然//

我突然想起 0失眠 %来 !该对

他道声谢才是* 我连忙说#0谢谢

了//%转头才发现 !不知何时 !

他已不见了踪迹! 他的动作实在

是敏捷*

睡意升腾*

'作者单位 !郑州铁路运输法

院 (

早上 ! 站在公交车上看挂在

座位上的杂志! 一篇文章在说聪

明人应该做的事情! 其中有学会

放手 +播种善良 +常怀感恩 +学习

承受+勤于学习等!有些观点极为

认同的!但也有些并不以为然!特

别是一点#要学会避开两种苦!一

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重情之苦* 我

却认为! 这两种苦恰是每人都应

该细细品尝的! 如果自作聪明将

这两种苦舍去! 人生还有激情和

波折吗.

得不到之苦是考验 * 也许谁

都有这种时候!遇到一份感情+一

些机遇! 看似触手可及却又无缘

相逢!难免会深受其苦* 但是这也

是人之常情!如若面对每一件事!

你都能处之坦然!失之淡然!那岂

不是死水一潭. 而没有了波澜的

水面怎会有生机! 怎么能有前进

的动力. 所以!得不到之苦是剂苦

药!所能做的不是避开这种痛苦!

而是细细品尝回味! 然后化为自

身的能量发奋改变! 直到最后这

缕苦涩与味觉融为一体 ! 最后竟

能品出一丝甜意来*

重情之苦也是难解的苦 * 那

篇文章说!重情是苦的!所以如果

心底有这种苦恼! 要像删除信息

一样删除掉!不能再相信感情!为

感情所左右* 既然重情!便不会寡

义! 从这方面说重情之苦是上苍

给予的奖励* 重情之人应该是善

良的!也是幸福的!因为还有激情

活跃还有爱心跌宕* 也许你被世

俗的繁杂折磨得麻木了 ! 也许重

情会带来很多伤害! 但是人生的

伤害何尝不是一种阅历 * 重情就

似人生中的枝枝蔓蔓 ! 也许一直

向前走的人会认为! 她会妨碍你

前行的脚步! 但没有枝枝蔓蔓的

人生是何等的干涩*

有时候 ! 成熟会让人失去很

多快乐和感动的能力 ! 可能会慢

慢麻木于两种痛苦!经过了世事!

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记得当年心

动时刻!无论天气多么阴霾!道路

多么曲折 ! 但内心是明媚的 !所

以!这种苦必不以为苦* 但是!如

若连爱心情义都可以回避的人 !

才是有些可悲的吧.

每年春节前!父亲都要给百里

之外的奶奶送米送面* 头一天!父

亲称好
(#

公斤大米+

(#

公斤面粉!

分装在两个布袋里* 第二天早晨!

天还没亮!父亲就用扁担挑起出发

了*

每次! 父亲从奶奶家回来!我

说#0你要走多久! 才能到奶奶家

呀. %父亲说#0太阳还没落山就到

了* %我又说#0担子那么重!你哪儿

来的那么多力气呢. %父亲笑着说#

0想着你奶奶正盼着我! 我就有使

不完的力气!忘了肩上的担子* %

记得有年春节!我回千里之外

的吉林老家!上车前!朋友送来一

袋大米! 说这是中国最好的大米!

一定要带回去!给我父母尝尝* 这

趟车晚点两个小时!到达时!已是

深夜*

我想着父母一定在想念着他

们的儿子!我扛起那袋大米!迈开

大步!好像有使不完的劲!浑然不

觉肩上的重负!直奔
#

公里之外的

家*

第二天!父亲笑着问#0你哪来

这么大的力气呢. %我忽然想起儿

时问过父亲的那句话!我流泪了*

虽然我现在身陷囹圄!每当我

在劳动改造中遇到困难时!我就会

想到这件事!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

劲*

亲人的期待!会把一切负担变

成爱!背着爱上路!谁会感到累呢.

'来稿单位!省豫北监狱(

喜欢是创作的动力!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 工作之余!面对纷繁的

世界!面对灯红酒绿的诱惑!我选

择了写作*

也许有人会说!这年头!写作

连个稿费都捞不到!不如有时间去

练会儿地摊* 的确!现在网络信息

发展很快!人们不用付费就可以阅

读大量的信息!写作是越来越拿不

到稿酬了!偶尔在纸质媒介上发表

个东西!还不够一盒烟钱!自己都

懒得去领* 如今最不挣钱的职业!

恐怕非作家莫属!有时辛辛苦苦写

了一些东西! 只敢传到网络上发

表! 要印成书还要倒贴一大笔钱!

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也许有人会说! 写作这种事

情!多半是语言有障碍的人才干的

事情!因为口头表达不清楚!有很

多话憋在肚子里!骨鲠在喉!不吐

不快!所以才用笔头记下来!或者

敲在键盘上* 这样的情况确实有!

但更多的情况是!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写成书面文字后!更有利于作

者梳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也许有人会说 ! 整天没事写

呀写!还能成名成家吗. 的确!对

于绝大多数人! 就是写一辈子也

许也写不出一个子丑寅卯! 指望

写作来安身立命+ 名垂青史是一

件很奢侈的事情* 但面对高山!虽

不能攀!心向往之!这并不妨碍我

们不停的努力! 思考是整个人类

很高尚的一种行为! 是人类有别

于其他动物的一种高级行动* 思

考中的点点滴滴! 都是在为人类

社会的进步作贡献*还是那句广告

词说得好!人人前进一小步!社会

进步一大步*

写作是辛苦的!同时也是快乐

的* 我越写越觉得驾轻就熟!思路

敏捷!胸中越感到有话要说!不吐

不快*

我写作!我快乐!我将把写作

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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