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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做做梦梦梦的的的沙沙沙子子子
我静静地躺在海边，抬头

看着蓝蓝的天空上那薄纱似
的白云轻轻地飘过，看着海
鸥、海燕在天空上自由自在地
飞翔。我好羡慕，羡慕白云的
轻盈灵巧，羡慕海鸥、海燕有
一双可以搏击风浪、翱翔天空
的翅膀。而我却只能躺在这
里，看向远处的小山村，看着
那条宽阔的马路伸展到远方，
那远方的远方肯定有一座我
未曾见识过的繁华的都市。偏
偏我只能躺在这里，因为我只
是一粒普通的沙子！

海浪涌来，我和小伙伴们
随着海浪和小鱼、小虾嬉戏游
玩；潮水退去，我又静静地躺
在岸边，温暖的阳光照得身上
暖洋洋的。我跟小伙伴们说，
我想像海燕那样在天空上翱
翔，我想到远方的大都市，看
看那是怎样的一番繁华景象。

“别做梦了！你有翅膀吗？
你有脚吗？你不过是一粒不起
眼的小小的沙子！”同伴们都
嘲笑我，“好好做一粒沙子，不
好吗？”

“我是一粒沙子，难道沙
子就不可以有梦想吗？”我一
遍又一遍地思考着我的问题。

一对小情侣从不远处经
过。哇，这是个好机会！我借助
海风，飞到女孩的身上，跟着
他们我不就可以到城市里去
了吗？小情侣一路情话绵绵，
听得我都有些面红耳赤了。

“宝贝儿等等，你衣服上
粘上沙子了。”

男孩儿的手温柔地抚过，
我再次回到地面，眼睁睁地看
着他们的身影离我越来越远。

一对夫妻带着他们的一
双儿女来海边捡海鲜，兄妹俩
大概是第一次来海边，他们兴
奋地在海边追逐玩耍。趁小男

孩儿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偷
偷藏进了他的鞋子里，这样他
就可以带我回家咯。

“哇，好疼，什么东西硌我
脚了！”

小男孩儿脱下鞋子磕了
几下。无奈，我又回到了地面。

一只海鸥落在沙滩上觅
食，我趁机藏在他的羽毛里。
海鸥起飞了，它扑闪一下翅
膀，把我无情地摔回地面。

我一次次尝试着，却一次
又一次的失败；每次的失败，
都引来伙伴们更猛烈的嘲笑。

“笑吧，笑吧，总有一天，我会
让你们看到我的成功！”

我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加
油鼓劲。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了，我，却还是那粒小小的沙
子 ！蓝 天 、白 云 、城 市 、乡
村……一切都好像近在咫尺，
却又那么遥不可及。

海水又一次退潮了，一只
巨大的蚌停留在我的身边。

“飞不上天，那我随着海
蚌去看看海底世界总可以
吧？”

没有多想，看到蚌再次张
口呼吸，我随水流进了她的身
体。蚌感受到了我的入侵，疯
狂的喷水，用力狂甩，想把我
甩回岸边。我用尽全身的力气
紧紧地吸附在蚌肉上。蚌急
了，吐出珠粉，一层一层包裹
在我身上，我仿佛被关进了一
个密不透风的牢笼，什么也看
不到了，耳边只有海浪的轰鸣
声······

时间悄悄过去了，不知道
过了多久，终于有一天，蚌再
次回到了海滩。

一群海鸥飞过来，用尖锐
的牙齿拼命啄击的蚌壳，想品
尝鲜美的蚌肉。不知道这里面
是否有那只曾把我抖落在地

面上的海鸥？
“哥哥快来，看，好大的一

只蚌！”一阵脚步声停在我身
边。

“好像还活着呢，我们把
它砸开吧，看看里面里面的蚌
肉能不能吃？”是个男子的声
音。

一阵剧烈的撞击，蚌壳破
碎了，我的眼前一下子敞亮
了 ：蓝 天 、白 云 、海 鸥 、大
山……还有那对曾经和父母
一起来赶海的小兄妹。

“哇，好大的一颗珍珠
啊！”

随着女孩儿一声惊呼，她
已经把我捧在了掌心，她惊喜
地叫喊着 :“好漂亮的珍珠
啊！”

珍珠！是在说我？
我这才回过神，细细的打

量自己:天哪，这是我吗？我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颗又大
又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珍
珠！这是我，一粒小小的沙子？

是我，这就是我！
海滩上的人全都围了过

来，对着我啧啧称奇。
“伙伴们，大家好，是我、

是我、是我呀！”我拼命地对着

沙滩喊道，但小伙伴们谁也没
有认出我。他们羡慕地看着被
人们捧在手心里的我，感叹着
命运的不公平：为什么自己只
能是一粒被人踩在脚底的沙
子？

一位富商花高价从兄妹
手里把我买了下来，做成了一
个漂亮的项链坠子，送给他的
太太。太太把我带在胸口，一
时一刻也不舍得摘下来:坐飞
机去旅游，遍游各地名川大
山；参加各种豪华酒会，让我
见识了人间繁华；乘坐游轮，
在大海里劈风斩浪…… 可
是太太，你还记得当年海边
上，你丈夫——— 当时的男朋
友，帮你抚掉的衣服上的那粒
沙子吗？

无论在哪里，人们见了
我，都会把我捧在手心观赏，
都在夸赞我的漂亮、我的珍
贵、我的不同凡响！有谁会想
到，曾经的我只是一粒被伙伴
们嘲笑、被人嫌弃、天天坐着
白日梦的毫不起眼的沙子
呢？！

所以啊，小伙伴们，记住
那句话:梦想，还是要有的，万
一有一天他真的实现了呢？！

荣海鸿，女，山东省青
年作家协会会员，威海市
作家协会及诗歌协会会
员，文登区作家协会会员，
曾在《故事会》、《散文中
国》、《两岸联合报》、《中国
劳动保障报》等各类报刊
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诗
歌、剧本等各类作品四百
多篇，有多篇 (部 )作品获
奖。长篇小说《单身女人
街》获第四届“威海文学艺
术奖”三等奖，第四届“文
登学奖”特别荣誉奖。刚刚
完成的长篇小说《家教老
师和她的孩子们》，以一个
家教老师的视角写出了当
代教育的现状，具有一定
的社会意义。

文/荣海鸿

出生缺陷早预防 健康中国我行动
本报文登9月18日讯(通讯员

李宁) 为了提高出生人口素
质，搞好优生优育，降低出生缺陷
发生率，9月14日,龙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开展了以“出生缺陷早
预防，健康中国我行动”为主题的
宣传活动。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

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

是导致早期流产、死胎、婴幼儿死

亡和先天残疾的主要原因。出生

缺陷预防要从婚前孕前开始，重

视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

通过本次面对面宣传，使他们了

解婚前保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孕期保健、产前筛查和诊断、新生

儿疾病筛查的重要性，应主动采
取相应措施进行干预出生缺陷及
其预防,并指导孕前三月至孕后
三月的妇女补充叶酸等营养素，
进一步降低先心病、神经管畸形、
唇腭裂的发生率。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让大家
充分认识到出生缺陷给家庭和社
会带来的危害，尤其是使育龄妇
女了解出生缺陷的发病原因及其

如何掌握防治措施，提高育龄妇
女自我保健意识，并呼吁大家积
极关注和大力支持防治出生缺陷
工作，为下一代的健康保驾护航。

过敏迁延不愈

抓紧检查过敏原

本报文登9月18日讯(通讯员 苏佳) 过敏源
检测是为了找出身体过敏的真正原因，然后进行针
对性的预防和治疗，因而建议经常过敏的患者一定
要做一下血清过敏源的检测，查清楚到底是接触了
什么或者是进食了什么还是吸入了什么而引起的
过敏。

文登区皮肤病医院是威海地区唯一一家专业
治疗皮肤病的专科医院，院内检验科采用免疫印迹
法，快速、准确对患者血清中的过敏源特异性IgE进
行检测。
在临床上很多皮肤病的发生与发展都与接触了过
敏原有关。做不到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导致病情
反复加重、迁延不愈。因而建议经常过敏的患者,一
定要做一下血清过敏原检测,查清楚到底是接触性
的、食入性的还是吸入性的过敏原引起的过敏反
应,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把过敏当成
小毛病而忽略了检查和治疗,最终导致严重的后
果。

血清过敏原的检测项目包括：
1、吸入性过敏原过筛试验检测；
2、血清总IgE检测；
3、食物过敏原试验检测。

过敏反应的症状包括：
1、绝大多数过敏反应发生于接触变应原30分

钟内,尤其是注射药物或昆虫叮咬,可在数分钟甚至
1分钟内即发生晕厥和休克。经处理后多数病人症
状在数小时内可得以缓解。

2、食物依赖性运动性过敏反应,多发生在进食
敏感食物(贝类、小麦、蔬菜、水果等)2小时以内。患
者通常在进食后3小时以后运动比较安全的.

惠民送药 邮递到家
本报文登9月18日讯(通讯员

王新红) 9月1日起，泽库镇卫
生院在辖区范围内开展惠民送药
邮递到家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了
百姓看病难，取药不方便的问题。

为进一步解决农村百姓看病
难、取药不方便的问题，尤其是解
决孩子不在身边、行动不便的慢
性病患者取药难的问题，区卫健

局联合文登邮政局，率先开展“惠
民送药、邮递到家”便民服务。泽
库镇卫生院高度重视，经过前期
充分的宣传、准备，本月起在全镇
开展此项服务。

据了解，有需求的慢性病患
者只要一个电话，将病情告诉给
自己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就会
根据病情及患者既往用药情况，

将患者需要的药品连同发票、健
康处方一起打包邮递给患者，无
需担负快递费用，并且，在患者接
到药的同时，家庭医生将再次电
话联系患者核对药品，叮嘱患者
服药剂量、注意事项，给予个性化
健康指导。自开展惠民送药工作
以来，共有20多位患者享受到了
该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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