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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在哪里
文/谭金芸

三月。
沿河漫步，随自由舒展的空气

缓缓徜徉。
微风，微澜，微言。
波光潋滟，宛如西施清澈、明亮

而迷人的眼眸。
往远处望去，水天衔接，仿佛悬

挂着一张硕大的“水天一色”的名
片，单纯，清爽，洁净，深沉，让人急
欲化为一缕淡蓝，去留住那朵最素
净的白云的脚步，让她不再彷徨。

该不会是抱龙河里栖息的龙醒
了吧——— 太阳把目光一横过来，满
河都是烁烁的金鳞在争先恐后地涌
动。倘若你盯着那一道道不知疲倦
的水纹多看一会儿，你一定会觉得
那是万千根琴弦被无形的仙指拨弄
得思绪跌宕。再看一会，眼睛就花
了，恍若自己游走于水中，挥一根水
草，率一群鱼儿同游……

阳光，愈发地暖了。它非常慷
慨，滑落到睫毛上，面颊上，嘴唇上，
也氤氲到心坎上，让整个人都暖起
来了。

杨树上挂满了一串串慵懒的胡
子。落到地上的，一条一条乖乖地趴
着，像软软的毛毛虫在潜伏着。

今年，我很幸运，与柳同住。每
天的耳鬓厮磨，让我疯狂地爱上了
她。我有一个新的发现——— 即使在
冬天水面结冰泛着凛凛寒光时，她
的黯淡的瘦弱的凌乱的枝条在凄厉
的朔风中仍隐隐透着些许难得的绿
意。她的灵魂深处，隐居着一个活色
生香的春天哩。

多少年，没有听到柳笛的长吟
了？……小时候，村里村外，男孩女
孩，嘴里都含着一根粗细不一的葱
绿色柳笛，在互相比赛谁吹的曲子
最响，竟一直把春天吹到了石头山，
东南壃，西北夼，铁帘子，杨树泊，竹
篱边，矮墙上，小院里，炕头上。

现在，一群群戏水的小野鸭已
把春江水暖的信息“广而告之”了。
柳呢，也好像一夜之间镀了金。那是
一种接近于鹅黄的色彩，其中又渗
出新鲜的草绿，似乎在召唤迎春花

快快绽放。很想够下一枝柳条，仔细
端详一下，她究竟孕育了多少芽苞，
柳絮儿是不是快要冲出芽苞了，然
后再选出最适合做柳笛的一段，折
一根柳笛来吹一吹……可是，翘了
翘脚跟，抚了抚柳梢，看着生命的圣
光喷薄欲出，实在是不忍心毁掉其
中 任 何 的 一 枝 。还 是 顺 其 自 然
吧——— 过几天静静欣赏漫天柳絮编
织的白色梦境，也是不错的选择呢。

听得见鸟雀啁啾，想象着他们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却寻不得
他们的踪影。这些小家伙，精着呢，
连隐身术都学会了。从欢快的语调
里，我猜测他们或许是在聊着什么
笑话，或许是在谈论昨晚一个有趣
的梦，或许是在与知己探讨“说文解
字”的轶事，兴致蛮高。

蓦然回头，但见河对岸一片明
艳。那排正沐浴在阳光下的金柳身
姿分外婀娜，写不尽的柔美妩媚，道
不尽的风姿绰约。那抹璀璨的金黄，
瞬间醉了眸子，也醉了心海。

柳啊柳，你分明就是春天的使
者呀！

那是什么？——— 哦，是一丛鲜亮
的绿色。向阳的背风的沟沿上，满是
绿色的野草。她们是什么时候冒出
来的？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是
不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她们已
不是略带寒意的暗青色，而是神色

张扬的翠绿色了。在料峭的春风里，
她们诠释着什么叫“春风得意”。春
草都这么绿了，春花应该很快就覆
盖着漫山遍野吧……我浮想联翩，
不禁吟出几句小诗：“你蓬勃在小径
旁，只为等我今天偶然路过……”

野草似乎听懂了，心领神会地静
默着。

绿色，真是一种千变万化的颜
色，尤其是在春天里。再过几天，从
山下往山上看，就会看到大自然在
春天的调色板上调出了千万种不同
的绿色：黄绿、草绿、鲜绿、油绿、湖
绿、嫩绿、葱绿、碧绿、红绿、墨绿、翠
绿、灰绿、青绿、苍绿、暖绿……真是
万山“绿”遍，层林尽染。整个世界，
全都融进浓淡相宜的绿意之中……

前面有一小块菜园。过冬的老
白，冬菜，菠菜，芫荽，葱，蒜，韭，一
朵一朵的，摇曳着，汹涌着青春的绿
光。老白炖猪肉粉条，蒜泥拌菠菜，
小葱炒鸡蛋，韭菜虾仁饺子……刹
那间，我把满园春色全部转化为满
口春味。

享受春味，也是我们对春天的
感恩。不是吗？

看来，春天并不遥远。她，已经
悄悄地来了。

春天在哪里？……
我庆幸，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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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金芸，文登作
协会员，威海诗歌协
会会员，威海市人大
代表，山东散文协会
会员。贪恋人间真情，
弘扬身边正能量，喜
欢行走在文字里的感
觉，在各级刊物上发
表散文、诗歌、评论
100余篇，作品偶有获
奖。

夏季义诊中医忙 城市乡村两不误
本报文登7月31日讯 (通

讯员 丁欣欣) 为进一步弘
扬中医药文化，发挥中医药
医养结合优势，文登区口腔
医院在城区和米山镇开展夏
季义诊活动，真正实现了夏
季义诊中医忙，城市乡村两
不误。

7月22日起，区口腔医院
在市中广场开展中医夏季义
诊组织中医专家为市民进行

义诊，并联合米山镇邮政局
在米山镇为百姓开展中医义
诊服务，结合三伏天“冬病夏
治”，推广治未病的理念，提
高民众健康素养。

志愿者们带来了种类齐
全的设备，免费为居民测量
血压、认真细心为群众检查，
中医专家们耐心地询问病
史、分析病情，认真解答诸如
高血压、冠心病、颈肩腰腿

痛、脑梗后偏瘫等常见病和
多发病的预防诊治及愈后疑
难问题，并进行免费推拿、艾
灸、针灸、耳穴压豆等服务，
同时还向市民讲解三分治、
七分养的重要性，推广治未
病的理念。

本次活动为居民送去了
中医健康知识，炎炎夏日中
给群众送去了一份清凉的问
候，受到了群众交口称赞。

健康服务在基层
本报文登7月31日讯 (通

讯员 张华凯) 近日，葛家
中心卫生院内二科收到患者
家属送来的一面锦旗，锦旗
上面写着妙手神技，德艺双
馨。

不久前，内二科收治了
一位患有多种疾病病情较危
重的患者，检查后发现患者
各种指标提示该患者预后不
良，死亡风险大，为有效改善
病情，建议患者到上级医院
就诊。患者及其家属在威海
市中心医院急诊科诊治后，
同样认为该患者病情重，预
后差，建议患者入住重症监
护病房(ICU)进一步治疗。患
者因个人原因，坚决要求回
到葛家中心卫生院继续住院
治疗。

再次入住医院后，医院
为患者制定了详细的诊疗方

案，重点以控制心衰、降低高
血钾危害、抗血栓治疗，辅以
保护脏器功能处理，多次与
患者家属进行深入的沟通；
大夫的精心治疗及护士的贴
心护理，让患者家属紧张的
情绪逐步趋于平稳，患者病
情也一天天改善，10余天后
患者康复出院。

患者出院后内二科的医

生也成为患者的“保健医”，
患者家属十分感激，特意制
作了一面锦旗送到内二科来
表达谢意。患者女儿表示，没
想到在威海市中心医院诊断
重症的患者来到葛家医院后
可以这么快的康复，锦旗里
包含着患者及家属对医护人
员精心治疗、护理的衷心感
谢。

优质服务暖人心
本报文登7月31日讯(通讯

员 高琳) 7月22日上午，文
登区皮肤病医院结核科收到了
一面写有“医德高尚，医术精
湛”的锦旗，这是已经出院的患

者吴先生感谢医院优质服务，

为其解除病痛送来的。
家住文登经济开发区的吴

先生，咳嗽已有两年了，原以为
是抽烟引起的，就把烟戒了，可
没想到，咳嗽越来越重，已经影
响了吴先生正常的工作，于是
他来到文登区皮肤病医院治疗
咳嗽，然而经结核科门诊大夫
细致入微的查体及相关辅助检
查，吴先生确诊为肺结核。

门诊大夫将吴先生收住病
房，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在过
去，肺结核也称之为“肺痨”，是
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肺结核

的死亡率很高，但是现在肺结
核已经是一种可以完全治疗的
疾病。其中，只有痰中带有结核
杆菌的患者才具有传染性，传
播方式可通过咳嗽、打喷嚏或
者大声说话将含有结核分枝杆
菌的飞沫播散到周围空气中，
健康人吸入后，在自身机体抵
抗力下降时，就极有可能会发
病。而且，为保证肺结核病人都
能治得起病，国家也有相应的
免费用药政策。经过积极治疗，
吴先生的咳嗽很快就好了，只
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就可以。

目前，文登区皮肤病医院
结核科是我区唯一的结核病防
治专业科室，承担着全区结核
病人的诊断、治疗和管理工作，
如果您有咳嗽、咳痰两个星期
以上的症状，应及时到结核科
就诊。

本报文登7月31日讯(通讯

员 徐进颂) 近日，王女士因

为面部皮肤瘙痒红肿到文登区

皮肤病医院就诊，经医生询问，

王女士因为经朋友介绍使用了

一款面膜，用完后皮肤有点痒

但没有太在意，第二天，痒感加

重，就去药店买了药膏，到了下

午明显感觉到脸上特别热，并

有肿胀瘙痒的现象，王女士非

常害怕，就来到文登区皮肤病

医院，医生了解了情况后给患

者进行了化妆品斑贴的试验。

化妆品斑贴试验是研究致

敏源对皮肤毒性的实验方法之
一，将受试物原液或稀释液沾
湿纱布后紧贴于皮肤上，48小
时后解开，观察局部反应。

两天后通过王女士进行试
验的皮肤与面膜的成分进行了
对比，有一些成分是呈阳性的，
通过试验的结果，医生为王女
士制定了治疗方案，现在王女
士的脸已经痊愈了。

医生提醒，一定要通过正
常渠道购买化妆品，如果皮肤
有不适症状应该及时去正规医
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影响治
疗效果。

斑贴试验：化妆品过敏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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