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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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云 大 师 语 录
(部分内容举隅)

《三国》茶座 之  才俊何必是狂士

老爸最可爱的样子，就是亲自
下厨的时候，据说这两年连老妈都
没有享受这样的待遇，只有我回去
的时候，爸才这么积极地再显当年
的厨艺，还不放心地问：“爱不爱
吃牛肉？爱不爱吃猪肝？”无论爸
买了什么我总是照单全收，无论最
后上桌的菜咸了淡了我从不挑剔，
我知道三天不练手生的道理。不过
说起当年老爸的厨艺真得是名不虚
传，听妈妈说他还有过打千层饼的
一绝，可惜我没了那个口福，那时
候妈妈工作较忙，爸便担负起一日
三餐筹备工作的重任，所以厨艺便
操练得那般炉火纯青。这两年，妈
妈退休了，爸就极少下厨，最多是

将妈妈的作品重新加工一遍。我和
妈妈回忆起当年老爸的厨艺，并把
那时和现在相比时总爱送给老爸一
个字“懒”爸笑笑，不置可否，于
是我补充道：“这是人的依赖性和
惰性。”所以现在要爸下厨烹制一
两个菜是极其不易，每当我得意洋
洋地看着老爸下厨为我炒菜时，总
有一种满足感，因为，那是一种幸
福，至少让我知道，我回家是让爸
很开心的一件事，也深深地体会，
爸是多么盼望我回家。

我的性格像极了老爸，话不
多，处事低调，而老妈却是非常积
极、外向，很容易适应环境，也很
容易融入环境。所以每次回家我只

好对老爸抱怨，妈妈喜欢跟邻里聊
天，不爱跟我说话，有时还赌气说
下次不要回来了，一回来就影响老
妈的正常活动，老爸便生怕我就真
的不回去似的对我说：“那就不跟
你妈活动，跟我活动。”

是的，我是很爱和老爸活动，
虽然刚上了夜班，我一回去他一定
早早地起来和我谈话，从工作到生
活，到我们共同对未来的计划和梦
想。如果说我们家是一条小船，那
爸一定是舵手。最近对股票有些兴
趣，和老爸作了一项重大决策———
买两支股作为长期投资，我调侃：
“我也是爸的一支股，不知到时候
三支股哪支红利高。”

爸对我的期望很高，也对我很
有信心，爸总对我的事业有着指导
性和决定性作用，因为他丰富的阅
历和经验及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正确
理解和观点，总是让我心服口服。

有时爸也有些纵容我，当然这
只是最近的事，从小爸都是对我严
加管教的。爸很传统很严厉，小时
侯的我特别怕他。记得高中时我们

的语文老师不太有威信，于是大家
就把语文课当成了活动课。有一次
我在语文课上偷偷地吃了一块同学
传来的熊仔饼，被老爸狠狠地骂了
一顿，还吼道：“你要上就好好
上，不上就给我退学！”那一幕直
到现在我还记得特别清晰。如今，
上班没事时我有时会借用电脑之便
上 QQ 和一些老同学叙叙旧，当然
也是偷偷地，避开老板的视线，那
种感觉让我想起当年的那块熊仔
饼，也想起老爸严厉的眼神，但老
爸知道后却只对我说：“你自己有
分寸一点，不要影响工作。”老爸
从何时开始这般纵容我了？也许他
能深深地理解我独在异乡，虽习惯
了独处却永远也不习惯孤独的心情
吧！

工作已两年了，我的很多同学
都有了手机，我迟迟没买是因为希
望节约一笔开支，而且办公室里电
话一天到晚都可以找到我，也觉得
没多大必要，可老妈说不行不行，
太落后了，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
便不容分说地拉着我买了一个。爸

便像小孩似的从此只打我的手机不
打办公室电话，有一天我没开机，
等开机时便接到爸的电话：“你怎
么不开机呀！”我大笑：“爸，我
在充电，没开机你打我办公室的电
话也可以找到我呀！为什么非得打
我 的 手 机 ， 怕 我 的 话 费 用 不 完
呀！”于是那周一回去了，妈妈就
告诉我，爸让她去买张充值卡给我
储上去，他怕我手机里金额太少舍
不得打。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自
己有工资，我知道买卡储进去，但
心里还是特别感动。我迷上了发短
信息，爸看着我开心的样子也特别
开心，全然不管我发出去的那些信
息是否有必要，有价值。当然，我
也不会忘了随时发短信到老爸的手
机里，可一发出去老爸老妈都投
诉：“你发的什么，我们都看不
懂。”我说“ I LOVE YOU ”你
们不懂吗？老爸老妈都说你念出来
我们就懂了。哎，看来光靠发短信
息是不行的，有的电话是必须要打
的，有的话也是必须要说的。

(摘自《看书坊》)

【译文】

当心中刚一浮起邪念，便发

觉有走向物欲或情欲方面的可

能，应该立刻用理智把这种欲念

拉回正路上去，坏念头一产生就

立刻有所警觉，有警觉就立刻加

以挽救，这才是扭转灾祸为幸

福，改变死亡为生机的重要关

头，绝不可轻易放过这至关重要

的一刹那。

【赏析】

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头已百年身”。所以，自觉

地遵守道德伦理规范，控制自己

的私心邪念，是每时每刻的事

情，对自己的心灵不能有半点松

懈，不然一念之差会带来终身的

祸乱。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警惕

这样的伪君子。

刘备遇见诸葛亮之前，虽胸有大志，却似
流寇一般，投东奔西，居无定所，屡吃败仗。

按今天的话说，刘关张三人的合股公司，
没有战略规划，公司无法做大做强。

后来贤人司马德告诉刘备一个商业机密：
卧龙(诸葛亮)、凤雏(庞统)，两人得一，可安
天下。

于是刘备才三顾茅庐，言行谦恭地邀请诸

葛亮出山。
刘备对孔明军师言听计从，君臣合力成就

了三分天下居其一的业绩，孔明也赢得了千古
智圣的美名。

此后凤维庞统也来到刘备帐下，其待遇却
远不及孔明，刘备不怎么重用凤雏庞统，大有
文章。庞统的才智定不亚于诸葛亮，司马德、
徐庶等贤人一再将两人并列齐举。

《三国演义》中庞统巧授连环策，将曹军
船只锁在一起，才有一把火烧尽曹兵所有船只
的第一功绩。

庞统有才，刘备用而有疑，想来不过有
三。一是庞统不像诸葛亮历史清白，庞先生是
不被孙权重用而跳槽到刘备军中的。二是庞先
生经不起组织的考验，初到刘军中，身无寸
功，刘备派你到耒阳作县令，官是小点，但那
也是组织的信任。庞先生到任后百日不理政
事，整天饮酒为乐，钱粮词讼并不理会。后来
刘备不得不收回成命，改任庞为副军师，你以

为刘备没有想法。三是你是副军师，却偏要与
军师孔明争名夺功，你以为孔明军师是吃素
的，人家与你一样才智过人，在公司里还处处
让着元老关羽、张飞，人好，战功多，与他较
劲，有好果子吃吗？

最终，庞先生因要抢功，被人乱箭射杀于
落凤坡，时年 36 岁。有人叹曰：一凤并一龙，
相将到蜀中。才到半路里，凤死落坡东。风送
雨，雨随风，隆汉兴时蜀道通，蜀道通时只有
龙。

其实庞统从孙权处跳槽前是周瑜刚死、孙
权人手正紧之时，孙权重要谋士，鲁肃全力推
荐庞统，称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也深服
其智。权闻言大喜，急招之来面试，不想庞先
生出言不恭，竟称自己比周瑜强多了，孙权平
生最喜自家亲戚周瑜，见统轻之，心中不悦，
对鲁肃说：“狂士也，用之何益！”

刘备、孙权都是一代明主，尚且如此，可
见才智过人也轻狂不得。

9 . 俗语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
岁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
此，一个人如果没有未来，活着就没有
意义。

10 . 一个人对于亲情要能放得下，
不能随侍左右也罢，生离死别也罢，有
合必有分，有生必有死，都能看破放
下，不为情苦。

11 . 有些人以为金钱第一，有了钱
什么都行得通，甚至说：“有钱能使鬼
推磨。”其实，不论财物富有到什么程
度，终归要销毁散失。

12 . 俗话说：“身外财物，生不带
来，死不带去。”一个人空手来到这个
世间，最后也将空手远离而去，纵有万
贯财富，也丝毫带走不得。

13 . 多少人生前节衣缩食，克勤克
俭，分毫也不肯浪费，终其一生，余下
一大笔家产，或放高利贷，或私自保
管，一旦临命终时，来不及处理财物，

或被充公，或被吞没，枉费自己一生辛
劳，终无所得。有些人则拼死拼活，赚
钱置产，给子女留下一笔庞大的遗产，
可是当他死后，子女或为分财动武，或
吃喝嫖赌，挥霍殆尽，丝毫没有体谅父
母生前的劳苦。因此有人说：留给子女
最好的财产，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洋
房汽车，而是道德学问与技能修养。所
以说，钱财是身外之物，不能拥为己
有，也不必为儿孙徒作马牛。

方 1 番泻鸡蛋汤
原料：番泻叶 5_10 克，鸡蛋 1 个，菠菜

少许，食盐、味精适
量。

制用法：鸡蛋打
入碗中搅散备用。番
泻叶水煎，去渣留
汁，倒入鸡蛋，加菠
菜、食盐，味精，煮

沸即成。
功效：泄热导滞。
附注：番泻叶甘苦寒，泻下导滞，清导实

热；鸡蛋甘平，益气养血；菠菜甘凉，润燥通
便。这是治疗实热型便秘的食疗良方。

方 2 芝麻拌菠菜
原料：菠菜 500 克，熟芝麻仁 25 克，香

油 20 克，盐 5 克，味精 2 克。
制用法：菠菜切去根，掐去老叶，用水洗

净。锅置火上，倒入水，烧开，下入菠菜略烫
一下，捞出，用凉开水浸凉，沥干水分。将菠
菜切成 4 厘米长的段，放入盘内，加入精盐、
味精、香油，撒上芝麻，拌匀即成。每日 1
剂，连服 5 天。

功效：补益肝肾，润肠通便。
附注：菠菜性凉味甘，有养血止血、敛

阴润澡，下气通肠等功效。《儒门事亲》谓
其：“凡人久病大便涩滞不通及痔漏之人宜

常食菠菜、葵菜之类，滑以养窍，自然通
利。”芝麻性平味甘，有补益肝肾，润肠和
血等功效。此方对病后便秘，老年肠燥便秘
有很好的疗效。 (曹佩华)

【巧治风湿性关节炎】

原料：木瓜 4 个，白沙蜜 100 克。
制用法：先将木瓜蒸熟，去皮，捣烂如

泥，白沙蜜炼净，然后将二者和匀，放入洁净
磁容器内即可。每日清晨空腹用滚烫开水冲
服，每次 1-2 匙， 10-15 日为 1 疗程。

家 有 老 爸

【治便秘两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