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药就加天达有机硅——— 超级展扩剂、增效大将军。节水、省药、省工、省力。下雨无须再重喷。广泛用于杀虫剂、、杀菌剂、灭生性除草剂、叶面肥等农用化学品的添加喷雾。

大田作物发生除草

剂药害怎么办？

快喷天达 2116 壮苗
专用 600 倍液+2 克 99%
天达恶霉灵原药 6000 倍
液，七天一遍，连喷两遍。

农作物苗弱、苗黄，
发生“僵苗”、
“死苗”怎么办？

快喷天达 2116 壮苗
专用 600 倍液+2 克 99%
天达恶霉灵原药 6000 倍
液，七天一遍，连喷两
遍。

天达 2116+天达恶霉
灵控害保苗，壮苗生根。
被农业界称为作物苗期病
害的临床急救用药，效果
有目共睹。

农产品出口、蔬菜
瓜果进超市“药残
超标”过不了检测
关怎么办？

在作物整个生长期喷
施三到四遍天达 2116 ，
可有效降解药残，并能减
少农药使用量的 50% ，
达到出口标准。

天达-2116 壮苗专
用，加天达恶霉灵，被农
业界称为作物苗期病害、
生理性病害、低温冷害、
冰雪、冻害和除草剂药害
的临床急救用药。

当你的作物发生枯
萎病、黄萎病、根腐
病、纹枯病、灰霉病、
白粉病、疫病及苗期猝
倒病、立枯病时：

快喷天达-2116 壮苗
加天达恶霉灵 600 倍天
达 2116(壮苗灵)一袋 25
克+3000 倍 99% 天达恶
霉灵一袋 5 克。兑水 15
公斤。 1 0 - 1 5 天喷一
遍，连喷两遍。

天达 1+1 是运用我
国中医药理论研发的，
并在植物健身栽培应用
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详细请登录：
www . 2116 . cn

天达 1+1
壮苗生根
培元固本
药食同疗
标本兼治

你可以没有学问，但不能不会做人。

人难做，做人难。

人要有表情、声音、笑容，才会有人情味。

一点头、一微笑、主动助人，都是无限恩典。

母亲和父亲如今都已是快 70
岁的人了。他们一直住在老家的老
屋里，不过有我四弟一家陪着。我
已经离开老家和老人二十多年，在
县城安家也有十四个年头了。

这段时间不知咋的，脑际一直
闪着一个念头，就是不管工作再忙
也要回一趟老家，和母亲一起围在
烟熏火燎的灶火旁，一边说着话
儿，一边往灶膛里送一把柴禾，做
一顿我小时候常吃的农家饭，或是
手擀绿豆面条，或是糊糊面条，最
好再炸个辣椒，美美地吃上一顿。

产生这种想法的根源，首先
是源自冬天，因为在冬天里吃上
一顿糊糊面条，再配上炸辣椒的
话，一定会叫你吃得满头大汗，
暖暖和和的很是惬意。糊糊面条

也叫糊糁面条，就是用玉米糁熬
糊糊粥一样，里面加上白萝卜
缨、红薯叶的梗等干菜，再补以
花生米、黄豆等，熬好稀粥再丢
些面条，放上适当的盐和佐料，
这糊糊面条就做成了。记住，吃
得时候再配上油炸辣椒或老葱花
儿，会更出味儿，这是北中原人
们冬春常吃的一种饭，很多人都
是欢迎的；再就是我的嗜好吧，
从小就喜欢喝怪味儿的面条，比
如绿豆面条、杂面条，都是我的
偏爱，绿豆面条吃起来，有一股
浓浓的绿豆味儿，比起白面条来
别有一番感受。当然，我想和母
亲一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
因，那就是母亲身体不好，有肺
气肿、气管炎的老病，一到冬天

常好犯病，弄得我和妻子冬天就
怕接老家的电话，特别是关于母
亲病情的电话。我知道这是一种
无名的牵挂。

记忆里，我很小的时候，家里
的人口不少，平时八九口人，一日
三餐多是奶奶料理，那时年轻的母
亲必须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只是
下晌后要到厨房里给奶奶帮厨。后
来奶奶年纪大了，特别是后来跟了
在外乡工作的我的三伯父一家后，
我家的“厨房总理”当然由母亲接
替了，尽管她是奶奶最小的儿媳，
因为母亲的三个嫂嫂、我的三个伯
母，都已分家过活，按当地习俗，
上边老人一般是随最小的儿子生
活，而三伯母比我的母亲大不了多
少，又是国家干部，平时在外忙

活，年节时回到老家，奶奶自然又
到了我家——— 我们一大家的“总
部”，三伯父一家和我家除了住不
在一起，其余的就“搅”在一起，
所以三伯母就和我的母亲她们妯娌
俩一起，来料理这一大家儿的伙
食，也是其乐融融。

等我慢慢长大，能为家里做些
事情时，比如利用假期外出做点小
生意，或是到十八里外的一个乡政
府驻地接奶奶回家，或是到县城拉
趟煤什么的。这些家里的“公差”
任务是艰巨的，也很累人，于是母
亲总是起早或搭黑为我做饭以示
“犒劳”。每次，做的多是我最爱
吃的手擀绿豆面条，有时生病胃口
不好，妈也会以征询的口味问我
“妈给你擀绿豆面条喝吧？”当我

听了母亲温暖的话语，病就好似轻
了一半。当然，每次满足我的胃
口，一般都是有特殊情况的，我很
少在家吃偏食的。每当炊烟升起，
每当锅里咯咯哒哒开水翻滚，每当
饭香从锅里飘出，我即胃口大开，
呼噜呼噜美美地吃上一顿，那个高
兴劲儿就别提了。母亲每次给我单
独做饭，我差不多都要陪她蹲在灶
火里，替她烧把火、送把柴，她一
边嘱咐着出门应注意的事项，我一
边和她搭话聊天，我们母子俩的影
子，被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厨房的墙
上，一闪一闪的，就像放电影一
样，叙述着一对母子平淡而又富有
诗意的故事。但我知道，此时不管
母亲还是儿子的心里，那份母爱有
多重的分量，有多么朴素的滋味，
是不言自明的，我的感觉，母爱就
像面前的炉火那样的火红，像锅里
开水那样的滚烫，因为我那一顿饭
虽算不上奢侈，也是母亲特意或精
心料理的，为的是让我吃饱吃好，
顺利完成任务……

未完待续(文来自《看书坊》)

佛光普照菜根谭
智慧星云漫海山
大师济世传佛法
苍生诵读饮灵泉

君子交友，先交而后友，故少怨尤；
小人交友，先友而后交，故多怀恨。

安分守贫，何等清闲；
不争人我，何等自在。

繁华热闹的生活，过后则感凄凉；
清淡朴素的做人，历久犹有余味。
言谈最大的罪恶，莫大于诬陷妄语；
行事最大的罪恶，莫大于刻薄寡恩；
做人最大的罪恶，莫大于损人利己；
心术最大的罪恶，莫过于贪欲邪见。
做人能圆融，别人自然少怨尤；
待人少怨尤，做人自然会圆满。
以随喜代替忌妒，自然事事欢喜；
以随和代替孤傲，自然处处祥和；
以随缘代替执着，自然时时自在；
以随份代替勉强，自然人人交心。
凡事往好处想的人，快乐满怀，

因为好心自然想好事；

凡事往坏处想的人，痛苦不堪，
因为坏心自然想坏事。
栽花种树、积谷防饥，
等待中有无限的希望；
器官移植、捐血救人，
延续中有无限的希望；
修桥铺路、开发土地，
建设中有无限的希望；
选贤与能、整顿吏治，
革新中有无限的希望。

福德因缘如银行的存款，除了应用外，
更要培植福德因缘；

1 、治咽喉痛 牛蒡 6 克，桔梗、甘
草各 3 克，水煎去渣，频频含咽。

2 、治心烦：牛蒡根 120 克，捣汁服。

3 、 治 乳 腺
炎：牛蒡根 60 克，
煮汤服，药渣捣烂
敷患处。

4 、治急性中
耳炎：鲜牛蒡根捣
汁用汁滴耳，每日

数次。
5 、治老年性血管硬化，预防中风：牛

蒡根适量煮粥，常食。
6 、治甲状腺肿大：牛蒡根洗净去皮，

取适量，水煎服。
7 、治胃痉挛疼痛：鲜牛蒡根捣烂绞

汁，温饮半杯，一天服 2-3 次。

【夏天发汗治病】

中医认为，在病变局部促进人体出汗，
可活血通脉，达到祛除中老年人胃寒疼痛、
足跟痛、腹痛呕吐等疾病的目的。

中医出汗治病的方法，早在《黄帝内
经》中就有记载。由于人体受到风寒湿等各
种病邪的入侵，导致经脉不通、气血不畅，
才会引发各种疾病。发汗就是通过开泄腠
理、将病邪随汗排出体外的一种冶疗方法。

这里所说的发汗，不是指全身出汗，而是根
据发病部位和病情需要，运用特殊的治疗手
法，在某些特定部位促进出汗，使邪从汗
解，达到疏通经络，恢复气血正常运行的治
病保健目的。适用于治疗中老年人常见的颈
僵、肩周炎、腰痛、膝关节痛、风寒头痛、
腹痛等病症。

在发汗治疗期间，要注意及时更换汗湿
的衣服和鞋袜，避免受凉风吹袭或者马上接
触凉水。宜吃一些性质温热、配合发汗治疗
的食物，如茴香、香菜、葱、姜等。而有收
敛作用的金银花、苦瓜、糯米、绿茶等，则不
宜多吃，否则就会影响发汗效果。（曹佩华）

算计一件事能不能赢，中国人爱论天时、
地利、人和。

比如说魏吴蜀三国，魏得天时，吴占地
利，蜀有人和。三国能在群雄混战中割据一
方，各有立国之本。

其实，得天下的战略表面看来有天地人各

种因素，说穿了只有一条：人和。
集团核心竞争力看似有技术之争、成本之

争，说穿了也只有一条：人才之争。
曹魏集团能统一北方，势力最大，不过是

人才最多而已，而在知人善任、笼络人才方
面，刘备、孙权与曹操相比，都不是一个等量
级的。

孙权最喜周瑜，那陆逊本是孙策女婿，启
用他时还需下属以全家性命保之；刘备三顾茅
庐传下美名，但也只能是文用孔明，武用关
张，心胸有限，人才也有限。蜀国伐魏不成，
先主攻吴丧师，均是人才战略上出了问题。

而曹操一生败袁术、破陶谦、平张邈、杀
吕布、灭袁绍、定乌桓、降刘琮、走赤壁、克
马超、收张鲁、封魏王。

戎马四十载，多胜少败，究其根本，乃是
人才济济，你看谋士方阵：荀攸、程昱、郭
嘉、刘晔、贾诩、华歆……武将有：乐进、李

典、于禁、张辽、许褚、徐晃、庞德……文武
群臣中，先事他人再降曹操者多矣，曹操不以
为疑；刘备、孙权不行——— 刘备要讲哥们义
气，孙权要讲来路出身。

曹操大宴铜雀台，曹氏宗族是嫡系王公贵
族，穿红，其余将军俱穿绿，老曹亦穿绿袍；
孙权、刘备不似老曹奸诈，自然也不会如此收
买人心。

曹操困住关羽，关羽降汉不降曹，曹允
之；关说待打听到刘备去处，就跳槽，曹再允
之；关过五关斩六将，曹不究；知刘备乃枭
雄，也几度容之，还与其煮酒论英雄(没在酒
里放些毒药). . . . . . 老曹如此大度，是真潇洒。
当然，曹君也是真奸雄，真有许多手段，才能
如此大度。

事业是人做起来的，天时、地利均是辅助
条件，而惟有人和才是根本。人气为王，人和
为王。

【译文】
一个志节坚贞不二的君子，虽

然不想追求自己的福祉，可是上天
却在他无意之间来引诱他内心想要
得到的福分；一个行为邪恶不正的
小人，虽然用尽心机妄想逃避灾
祸，可是上天却在他巧用心机时来
剥夺他的精神气力使他蒙受灾祸。
由此可见，上天对于权力的运用真
可说是神气无比变化莫测啊，人类
平凡无奇的智慧在上天面前实在无
计可施。

【赏析】
常言道：“生死有命，富贵在

天。”又说：“恶有恶报，善有善
报。”事实上，生死富贵并不能由
天命决定，善恶因果报应不能靠祈
祷而获得，但古人迷信天命，认为
一个人的善良与邪恶，每时每刻都
在受到上天的监视，希望好人得到
幸福，坏人遭受灾祸，在这种落后
的天命思想中反映了一种朴实的民
意、善良的愿望。

灶 间 ，那 火 红 滚 烫 的 母 爱

佛 光 菜 根 谭
(部分内容举隅)

《三国》茶座 之 人和为王

【牛 蒡医疗用途偏方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