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爱是温暖的外衣!时时关
爱着你的身体"父爱则是贴身的
背心!刻刻包围着你的心# 父爱
母爱是子女身上两重衣!无时无
刻不围绕在你的前后!不管你在
千山万水之外!还是在海角天涯
之涯!父爱母爱都在你身上柔柔
缠绕#

在家时!每天早晨揪你耳朵
起床吃饭嘴里还念叨着$不吃早
饭会伤胃%的肯定是母亲"追着
你让你加件衣服说$别看你年轻
不在乎老了看谁受罪%的也肯定
是母亲"天天在你耳边唠叨赶紧
找个对象!生怕你找不来爱人的
肯定还是母亲&父亲至多会说一
句 $看你那头发长得像个流氓!

赶紧去剃了去%& 出门在外往家
打电话! 接电话的往往是母亲!

母亲总是说'$你爹身体也好!家
里一切都好!只要你在外面好好
的!娘就放心了&你胃不好!别喝
恁多酒!媳妇和孙子都好吧&%父
亲偶尔接一次电话! 也就一句
话'$有啥难事给爹说!别自个儿
扛& %

我生性是个懒散而少言的
人!又不善于表达感情& 在家时
就不爱和父亲多说话!而且总是
嫌烦母亲的唠叨!很多次都是母
亲正$唠叨%起劲时我抽身就走!

剩母亲一个人在屋里爱恨交加!

走出好远还能听见母亲的声音
追着说$路上慢点儿%&

每次外出回家!母亲都会拿
出预留的好吃的!坐在旁边目不
转睛地看着我一口一口吃完!无
知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让母亲也
吃点儿&年轻的我曾经是多么的
自私和无知(记得我上大学的一
个深秋! 父亲去学校给我送钱!

回去的时候我竟没问父亲路费
够不够& 于是!在那个深秋的夜
晚! 父亲最后的

!"

里回家之路
是用双脚一步一步走回去的&每
每想起父亲在黑夜里蹒跚的背
影!那沉重的脚步都一下一下在
我心坎上疼痛&

而今!我年迈的父母在遥远
的关外! 为着他们的子女在辛苦
地劳作着&今夜月光美丽轻柔!我
双手合十!用心祈祷!愿我的父亲
母亲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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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河南人感动中国,一书由河南文
艺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一本展现中
原儿女风采的作品!是以新时代群英
的精神激励和鞭策我们的文集#

书中的人物任长霞- 李学生-

靳伟杰-席栓柱-郑飞-单晓霞-李
隆- 武文斌..我们都不陌生!是
亿万中原人民的缩影!他们用自己
最真挚的爱心震撼着这个社会!用
自己的微薄力量诠释着一个中国
人应该担当的责任& 每一种感动都
是中华民族的财富!每一次感动都
是中原儿女的壮举&

正像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
在本书的序言中所写'$这些中原
儿女的壮举!来自于他们内心深处
牢牢遵循的处事准则!来自于他们

雷打不动的做人信念& % 这种精神!

是民族精神的一次大洗礼-爱国主
义精神的大弘扬!是在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征程上中华民族面对困
难奏出的时代强音&

本书作者李群杰是一位资深
新闻人!采访足迹遍及全国 "他同
时又是一名作家!写过很多脍炙人
口的诗歌-散文& 他视野独特!笔触
细腻!语言驾驭能力强 !怀着对中
原儿女的推崇和敬重!历经

&

年多
时间查阅大量资料!多次深入事发
地对英雄以及英雄的亲人进行多
角度-深层次的挖掘和采访 !才有
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集聚作者
心血和热情的新书& 问及出版这本
书的冲动和初衷!李群杰不无感慨
地说'$面对这些鲜活的灵魂!这些

催人泪下的英雄事迹! 我想拿起笔
来述写的欲望就越来越强烈& 出版
此书! 一则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之正
气!倡导中华民族之精神!增强民族
之凝聚力" 二则可以重塑河南人形
象!再展中原雄风!激励鼓舞中原儿
女之斗志& %

为了此书的出版发行!中国记协
名誉主席邵华泽先生欣然题写了$扬
民族之魂!展中原风采%!河南省原常
务副省长-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全国人大农村与农业工作委员会
委员王明义即兴题词 $时代楷模%!河
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撰写序言!中国
书协主席张海题写书名!中国美协著
名画家刘淑琴女士绘制封面!特别是
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先生在弥留之际
还为此书题写了$黄河儿女%的题词&

十月怀胎! 终于等到瓜熟蒂落的那一
刻!一个新的生命呱呱坠地了& 这真是
一个奇迹( 生命来得如此不容易!叫我
们如何不珍惜/

生命是美丽的& 天真烂漫的童年
是美丽的! 十六岁的花季是美丽的!

青春的梦依然美丽!缠绵的爱情更加
美丽!生命的点点滴滴都用美丽书写& 生命
如花!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
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奋斗着& 尽管岁月也
会给我们留下痛苦!但希望总是我们美丽的
期盼& 为了这份美丽!我们要去拼搏-要奋
斗-要不断追求..

生命如此美丽!叫我们怎能不珍惜/ 从
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已经注定不仅
仅属于我们自己了!我们的生命已与我们的
亲人朋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要做人
子-为人父-为人母!还要担当社会上的各种
角色& 我们生命的逝去!会给我们的亲人朋
友和所有爱我们的人造成痛苦& 所以!我们
才应该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可在现实社会中!总有些人漠视生命!他

们为了权-为了财-为了一些身外之物!不拿
别人的性命当回事& 还有的人!为了功名利
禄!拼命地加班加点!提前透支自己的生命"

更有的人!不注重学习!因为无知在意外来
临时丢了性命&

生命是如此珍贵( 生命因爱护而丰富!

因珍惜而精彩& 我们还要好好享受阳光和
煦-山花烂漫的春日!领略骄阳似火-暴雨倾
盆的酷暑!感受秋风瑟瑟-满目萧条的深秋!

体验银装素裹-寒气逼人的隆冬!品味亲情-

友情-爱情的甜美-甘醇!又怎能轻易抛弃生
命的列车呢/

)作者单位!省周口监狱*

!"#$% &'()*

#河南人感动中国$隆重出版

平安茶座

!

张继涛

!"#"$%&

西安长乐医院新建医院是陕西省规
模最大的民营医院之一!占地

%"

亩-建筑
面积一万余平方米- 设计床位

#""

张!环
境幽雅-设备齐全&

院长杨医明经过四十年呕心沥血的临
床研究!积累了治疗癫痫-失眠-精神病及多
种脑病的丰富经验和科研成果! 在治疗癫
痫-精神病方面为人类医学事业作出了更大
突破和贡献& 目前!西安长乐医院是全国乃
至全世界医界同行治疗癫痫-失眠-精神病
及多种脑病领先医院!打破了医学界多年以
来认为癫痫-精神病难以彻底治愈终身服药
的难题!打造出$刀药并用%治疗癫痫-失眠-

精神病优势品牌&

癫痫!俗称$羊角风%"精神病!又称精神
分裂症&这两种病是难以根治的顽症&古今
中外!多少医生为之呕心沥血"大千世界!多
少患者被它折磨得愁肠百结!甚至被夺取宝
贵的生命&杨医明!这位多年来研究癫痫-精
神病! 如今已经降服这两个恶魔的医生!只
需用一把小小的手术刀在病人背上轻划几
下!就能让正在发作的癫痫患者马上平稳下
来"他开几味中药!就能把癫痫-精神病的恶
魔压在药山下永世不能翻身&

癫痫是一种突发-短暂性大脑功能失调
疾病!发病率较高!可发生于任何年龄!青少
年中尤为多见& 癫痫发作之时!病人往往大
叫一声!昏倒在地!表现出四肢抽搐-两眼上
翻-口噤咬牙-口吐白沫-小便失禁等症状&

西医认为!癫痫分原发性癫痫和继发
性癫痫两种& 原发性癫痫与遗传因素有
关" 继发性癫痫则是因由大脑先天性异
常-颅脑损伤!脑肿瘤-脑血管疾病-脑寄
生虫-脑部感染性疾病等引起脑局部疤痕
和脑萎缩等造成的!或是由全身性疾病如
各种中毒-感染-缺氧及代谢性疾病造成
的& 继发性癫痫最常见的原因是产伤-颅
内感染-脑循环异常等!如脑炎后遗症-小
儿高烧-惊厥等!都易造成癫痫&

杨医明汲取西医之精华!从西医上认清
病理!总结认为该病是多种致病因素导致脑

部微循环梗塞!梗塞病状导致脑神经细胞痉
挛!引起全身和局部抽风症状!体外抽搐!脑
部血管神经也抽搐& 这种抽搐伸缩!伸则畅
通!缩则堵塞& 脑部血塞!人必失去知觉跌
倒& 如梗塞症状长时间发炎感染!脑神经血
管长时间痉挛收缩-堵塞!这时癫痫必持续
发作& 因此!治疗癫痫发作!先要改善脑部神
经痉挛-梗塞症状!减少诱发因素&

精神病中医称$癫狂症%!$癫%是抑郁
型精神病!是精神病慢性发病!其病因在
于心脾两虚!属$虚火%!由费心劳神所致!

也有急性狂躁转成慢性! 病情逐渐加重
者& 其表现为神魂颠倒-痴痴癫癫-反应迟
钝-头脑不清& 病久仁弱者气虚血少!乏困
懒散!表现为没精神-做事没兴趣-悲观厌
世-自言自语-无故发笑-怕出门-怕与人
交往-怕见人-睡懒觉-不讲卫生!甚至连
饭都不想吃& 严重时头脑空白-意识丧失&

$狂%是狂躁型精神病!是精神病的急
性发病& 其病因在于肝阳上亢-肝火旺盛-

口苦口干"胃腑实热 -痰火结聚 -大便秘
结-属肝胃$实火%& 热气盛行-上托脑部-

脑气受阻-气滞血瘀 -头疼头晕 -头脑不
清-不识人-不知好歹-不知羞耻-不穿衣
服-焦虑急躁-心慌-哭笑无常-打人毁物-

狂跺狂奔!$狂%也& 患者家属及他人-医务
人员随时都有被袭击的危险!所以也是医

疗行业风险最大的疾病之一& 有时狂躁抑
郁症状同时出现反复发作! 属半实半虚
症&总的病情分虚火-实火-血虚-血瘀&其
发病原因主要是热! 是患者精神受创伤
后!饮食不慎!思虑过度!体内产生一种内
热& 内热灼煎体内津液成疾!痰火结聚脏
腑-气滞血瘀!导致脏腑功能失调& 热灼血
液浓缩!形成血瘀-大脑气血凝滞-脑气脉
络不通!导致脑功能障碍失调!是身体气
血阴阳!脏腑功能失调的一例综合性脑功
能失调的疾病& 患者发病时脑子里是朦胧
状态!头脑似清非清!如同醉酒做梦一般&

患者狂躁-抑郁-焦虑-多疑-恐惧-幻视-

幻听-幻觉-头痛-头晕-脑胀-失眠-多梦
等症状都是上述病因所致&

癫痫和精神病密不可分!所以杨氏疗
法同时适用于精神病和多种脑病& 癫痫-

精神病只要早发现!治疗方法正确!除颅
脑占位性病变- 颅脑损伤外是极易治愈
的& 西医对精神病的分类!是根据患者发
病的症状表现而分类!对病因的认识和用
药治疗很单一!达不到整体综合治疗的效
果& 基于从西医上对癫痫-精神病的认识
)及大脑暂时功能障碍失调*!杨医明充分
利用中医的经络学说!在患者的背上用手
术刀轻割有关穴位! 从而刺激脑神经!使
脑神经恢复应有的正常机能& 许多癫痫-

精神病患者! 被他的手术刀轻轻一割!症
状竟奇迹般地消失& 临床实践证明!割穴
与内脏中药是治疗癫痫精神病的独创!是
极为有效的方法!这也是杨医明院长治癫
痫-精神病的一绝&

老年脑萎缩- 帕金森综合征是由脑部
功能退化-脑营养退化萎缩造成的&多数患
者首先记忆力减退后出现痴呆! 部分患者
有全身震颤-头摇-手抖-癫痫和精神病症
状&小儿脑瘫多数为新生儿颅脑损伤-脑缺
氧窒息所致! 发病表现智商低下! 发育缓
慢!说话很晚!语言表达能力差!严重不会
吃饭!不知大小便&肢体瘫痪轻重和发病时
间长短与颅脑损伤有关! 多数抽风症状和
癫痫病相同&对小儿脑萎缩-脑瘫最佳治疗
时间是

'

至
'!

岁&此阶段小儿身体及大脑
发育迅速!脑细胞容易复活!治疗较容易"

年龄偏大治疗比较困难& 脑血栓-脑出血-

脑中风后遗症-瘫痪!治疗方法基本和小儿
脑瘫相同&小儿多动症是内热心烦所致!也
是小儿精神病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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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刀药并用&治疗失眠'癫痫'精神病的专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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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跟随法庭两个女法官下乡对一起赡养案件进行回
访& 在回来的路途中!竟无意中发现路边几棵大榆树下有几个
老太太在捋榆钱& 看着树枝上那绿莹莹的榆钱!顿时勾起我小
时候吃榆钱的快乐!一股诱人的榆钱清香沁人肺腑!简直要让
人流出口水&

在我的老家豫东平原!榆树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树木& 每到
清明节前!在几场春雨的滋润下!一朵朵肥硕诱人的榆钱仿佛
在一夜之间偷偷长出!一串串-一树树在春风中摇曳着& 这个时
候!也是我们孩子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有榆钱吃& 每到这时!孩
子们就会提着竹篮!奔跑着-欢呼着!成群结队来到村外!$哧
溜%几下就爬到高高的榆树上& 找一个合适的树杈!骑在上边!

将竹篮挂在树枝上!而后小心翼翼地伸手扳过一枝榆钱!用手
轻轻捋下!来不及放到竹篮内!就迫不及待地塞进口中!狼吞虎
咽地嚼上几口&

等竹篮的榆钱装满后! 我们就会开心地拎着回到家中!让
奶奶给做着吃& 奶奶将榆钱用清水洗干净!在竹筐内晾干!拌上
白面!在锅内进行蒸& 待蒸熟后!掀开锅盖!一股说不出的清香
就会扑鼻而来!馋得我和妹妹在一边直流口水& 奶奶就会笑着
对我们说'$别急!一会儿就好& %奶奶将蒸熟的榆钱倒入瓷盆
内!将早已砸好的蒜泥拌进去!再滴上几滴小磨香油!整个蒸榆
钱的工序就算是完成了&

随着离乡多年!整日为工作和生计而奔波忙碌!很少回到
家乡& 慈祥的奶奶也早已离开人世!再也吃不到她老人家亲手
为我和妹妹做的榆钱饭& 好几次在梦中见到奶奶!她慈爱地看
着我和妹妹吃榆钱饭&想念奶奶!想念那诱人的榆钱饭&梦中的
榆钱香啊!让我回味!令我难忘& )作者单位!杞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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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群杰"河南太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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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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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进入法制日报从事新闻

工作$现为中国记协所属媒体社长助理%主

任记者$北京工商大学法学系研究生导师#

近年所著作品有!&橄榄情'%&都市乡

情'%&跨阶层行走'%&生命盾牌'%&河南人感动

中国'$主编作品有&刑事执法全书'%&民事执

法全书'%&行政执法全书'%&中国工会常用政

策法规汇编'%&跨世纪党员素质教育'%&中国

土地常用政策法规汇编'%&全国第一%第二届

新闻界书画作品展文集'等$合编作品有&法

学辞源'%&人民警察三项教育'%&中国私家藏

书'%&中国省情市情县情大典'%&银行业务实

用全书'%&当代中国法学名家'%&国家安全生

产论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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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广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