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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家庭悲欢离合 感受人间温暖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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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双胞胎姜山与姜河。

听说孩子找到了，姜河的母亲嘴唇

不停地颤抖， 眼泪不自觉地滑落下来。

二十多年来骨肉分离的痛苦，已经在这

个母亲的心底深深地扎根。 她不停地要

求姜河给弟弟打电话，可弟弟的号码始

终无人接听。 原来，听说亲生父母与哥

哥想见自己，姜山恨父亲当初不该狠心

将他送人。 更重要的是养父母对他的恩

情同样血浓于水，他怕这样会伤害到两

位善良的老人。

今年国庆节过后，在朋友们的劝说

下，姜山才答应回来见母亲一面。 11 月

18 日，姜山（现名李雄辉）回来了，谁也

没有想到打开房门的人，竟是生父亲姜

四毛。 听朋友介绍，这个老人正是自己

的生父时，姜山扭头就走，只剩下父亲

一个人站在房间里， 半天没能挪动脚

步，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

姜河告诉记者， 得知姜山要回家

的消息后， 他便带着姐姐和母亲马不

停蹄出门迎接， 阴差阳错和姜山错过

了，只剩下父亲一个人在家等待。“23

年前，他被父亲手送走，一瞬间从姜山

变成了李雄辉；23 年后， 他回家却意外

和生父相逢， 难以消融的坚冰和隔阂，

不是一天两天积压下来的。 ”

第二天一早， 姜山跟姜河约好，在

蓉家湾单独碰面。 从见面的第一秒开

始，兄弟俩便紧紧握住彼此的手，一刻

都不曾分开。 他们看看照片，又望望彼

此，眼神里写满了默契。 一番倾心交谈

之后，姜河拉着姜山回到了他们曾经共

同生活过的那块土地。 一块杂草丛生的

平地上，一个旧的水壶、家里的小卖部、

当地的那个瘸子，这些是只属于这对双

胞胎兄弟的童年， 也是他们分别 23 年

来， 历经岁月的洗礼后珍藏的共同回

忆。

爱的力量绝对比恨大，真爱终究能

够融化内心的恨。 最后，姜山对生父的

态度渐渐转变，后来主动提出想和亲生

父亲好好谈谈。 面对儿子，姜四毛心存

歉意，二十多年过去了，老人说他没有

想过要儿子原谅自己。 如今，只要儿子

过得好， 他甘愿继续承受所有的压力。

这一刻，姜山的心里终于谅解了父亲当

年的行为。

11 月 28 日，在欢声笑语中，姜家为

失散 23 年的儿子办了一席团圆饭， 23

年的等待，姜家人终于寻回千里之外的

亲人。

哥哥找弟泪花流

2010 年岁末，岳阳县荣家

湾的一个农家小院里， 欢声笑

语， 双胞胎哥哥姜河终于找到

了失散 23 年的弟弟姜山，全家

围在一起吃上了团圆饭， 气氛

其乐融融。 23年前，不到五岁的

双胞胎弟弟姜山， 被父亲瞒着

家人偷偷送出了家门。 23年后，

母亲因为想念儿子过度卧病在

床，父亲却守口如瓶，双胞胎哥

哥姜河带着思念和怨恨踏上了

寻亲之路。 父亲当年的举动究

竟有着什么样的苦衷？ 双胞胎

弟弟又是怎样找到的？

12 月 24 日，记者走进了姜

家， 听姜河讲述了这一家离奇

的寻亲故事。

27 年前，岳阳荣家湾的一个小山

村里，一对双胞胎兄弟呱呱坠地，长辈

们为他们分别取名为姜河、姜山，希望

兄弟俩如同河山，永不分离。可是谁也

没有想到， 就在兄弟俩不到五岁的时

候， 父亲姜四毛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

动， 瞒着所有人偷偷送走了小儿子姜

山。 从那以后，母亲思念成疾，双胞胎

兄弟更是天各一方， 姜河再也没有得

到任何关于弟弟姜山的消息。

姜河的母亲回忆说：“他（姜四毛）

那天挑着两个孩子出去，一根扁担，一

边一个。 我问他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出

去， 他说带出去打针， 结果就被送走

了。我到处找，找遍了，急疯了，这些年

每天晚上我都在想儿子从来没有间断

过，我后来得了心脏病，真的害怕哪天

就见不到儿子了。 ”她拿着姜河、姜山

童年时的照片坐在床上默默落泪。 她

说她恨自己的丈夫：“我恨孩子的爸

爸，一对好好的双胞胎儿子，却将他们

兄弟俩坼散，作孽啊……”

姜河与姐姐都清楚地记得， 当年

父亲送走弟弟后， 遭到了当地所有人

的谴责。姜河的姐姐说，当地有一首歌

是专门唱她爸爸的， 唱他没良心：“姜

四毛，狠心狼，送走儿子没心肝……”

姜河告诉记者：“弟弟当年被爸爸

送给了别人，从那以后，全家人都非常

思念和牵挂弟弟。 ”所以，从小时候懂

事起，姜河发誓一定要找回弟弟姜山。

可 23 年过去了，他找遍了整个岳阳和

周边县市， 仍没有姜山的丁点蛛丝马

迹。

2010 年 5 月，在姜河的苦苦哀求

下， 妻四毛才向儿子交代了当初送走

姜山的原因：原来姜家当年家境清贫，

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他才瞒

着所有人送走了小儿子姜山， 也因为

这样的举动而饱受家人和邻里的非

议。 这些年来姜四毛其实都在在默默

地寻找儿子， 然而当年送走孩子的地

方早已经人去楼空， 姜四毛内心非常

痛苦。

“姜四毛，狠心狼，

送走儿子没心肝”

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姜河目睹着母

亲疯狂地寻找弟弟， 如今眼看着母亲的

身体越来越差，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却

连想见弟弟一面都不能如愿， 姜河越发

觉得揪心。

姜四毛告诉姜河：“当时在场的一共

三个人，其中两个是中间人，另外一个是

个裁缝，后来他们都搬家不知去向了，唯

一的线索是还有其中一人的电话号码。”

原来父亲当年送走弟弟时， 竟然连收养

人的面都没有见过， 也不知道他们的姓

名。

按图索骥， 姜河通过电话找到了当

时在场的一个中间人， 称自己母亲生病

想迫切见儿子一面。中间人告诉姜河，当

初收养姜山的人，正是李裁缝的亲戚。打

听到对方的住址后， 姜河赶紧领着父亲

找到了李裁缝所在的小区。

在荣家湾县城火车站的职工宿舍，

邻居们告诉姜家父子， 李裁缝的丈夫确

实是车站的职工，二十多年前，李裁缝家

曾抱养过一个小男孩，跟姜河年纪相仿，

可是他们早已经搬到汨罗火车站去了。

离开小区之后， 姜河的内心却久久

无法平静。 23 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弟

弟姜山离自己如此接近。

可第二天正准备出门时， 姜河发现

父亲的态度变得有些反常， 他推脱着不

愿出门。于是，姜河只好独自出门寻找弟

弟。

姜河来到汨罗火车站， 在好心人的

帮助下，姜河见到了李裁缝的女儿。李裁

缝的女儿告诉姜河， 她无法确认舅舅抱

养的小孩，是不是姜河的弟弟姜山，也不

敢自作主张让姜河跟舅舅碰面。 她建议

姜河把手机号码留给自己， 等母亲回家

之后再给答复。

就在双方准备交换号码的时候，李

裁缝的女儿发现舅舅正巧骑着自行车走

过来了， 于是， 向舅舅说出了姜河的来

意。 这个男人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 许

久之后， 他终于承认自己抱养的孩子确

实是姜河的弟弟。于是，他领着姜河回到

自己的家，一路上他告诉姜河，孩子当年

抱过来之后跟着自己姓李， 现在叫李雄

辉。

进门后， 男人就给姜河看他儿子的

照片。 照片里，二十多年前的小姜山，如

今已经落成了一个结实的年轻小伙。 老

人说：“他快要结婚了， 现在在广东做铆

工，其实这些年他也在寻找亲人，他还记

得家里是开小卖部的，还有一个瘸子，说

起来他就哭。 我们都知道， 只是没有挑

明。 ”老人告诉姜河。 他把儿子的联系方

式给了姜河， 要姜河直接跟儿子本人沟

通。

失散 23 年的弟弟终于有了下落，那

一刻，姜河突然痛苦失声，哭过之后他觉

得心里踏实了许多。

母亲病重，寻弟团聚迫在眉睫

儿子憎恨父亲不愿现身，好心人劝和终得大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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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 本报记者 黄海文 通讯员 李孟春 金婷

23 年前，岳阳县一户农家，男主人迫于生活压力将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偷偷送人，从此亲情

分隔，音讯全无；23 年后，长大成人的双胞胎哥哥苦苦找寻失散的亲人……

牛皮癣被当今医学界称为“不死的癌症”是因为

它的康复始终是医学上的难题，牛皮癣如影随形，使

患者用药好转———停药复发———再治疗———再复发

的恶性循环，给患者造成沉重的思想负担。

万物相生相克“河北国防现代医学院牛皮癣治疗

中心与中国生物基因研究院” 针对牛皮癣的发病机

理和气候与环境等原因，以祛风止痒、扶正固本、凉

血养血、清热解毒、调节免疫、调、治、养深层护理的

中药制剂，治疗牛皮癣并抑制复发的最新药物。“奇

草克银丹” 的新药问世从此结束牛皮癣不能治愈的

历史。 无论患病时间长短，病情多重，服药 5———8 天

达到明显效果，一般三疗程左右即可痊愈。

本院为让这一科研成果造福于民，特举办“献爱

心，送健康”大型免费送药活动，特为外地不便前来

就诊的患者开设邮寄业务。 只需来信、写清病情、年

龄、地址、邮编、电话，我院收到信件后即可免费为您

邮药，病好再付款。

如有不明之处请拨打 24 小时专家咨询热线：

联系电话 0311-87691120���13582363616�（可发短信）

来信地址：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 18 号（河北国防现代医学院）

邮编：050000���联系人：林新(收)

网址：www.gfnpx.com

治愈牛皮癣 病好再付款

在近日中华预防医学会召开的“2010

年全国流感防控会”上，专家指出：今冬明

春流行的主要病毒是甲型 H3N2 流感病

毒，同时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

病毒也会比较活跃，造成三种病毒混合流

行的局面，所以今年流感防控的形势比较

严峻。

从中医的角度看来，流感属于中医“瘟

疫”的范畴，历史上中医不可能知道传染病

是由病毒感染引发，更不可能知道是哪种

病毒，但是中医中药对治疗病毒引发的传

染病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历史上我国发生

过无数次的传染病流行，那时的治疗就是

靠中医中药。

连花清瘟胶囊的药名中就有一个“瘟”

字，“瘟”其实就是传染病。 在中医治疗传

染病的历史上，出现了三个经典方剂，第一

个是汉代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用于治

疗发热性传染病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 第二个是明代名医吴又可擅用泻下的

大黄让毒邪从大便排出；第三个是清代吴

鞠通的“银翘散”，用于治疗温热疫病已有

二百多年的历史。 连花清瘟胶囊的组方就

是在这三朝经典名方的基础上创制而成，

既有很好的清瘟解毒、宣肺泄热功能，又有

让毒邪从汗发散，从大便排出的特点，可以

消除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流感症状。

近年来， 国内多家权威机构对连花清

瘟胶囊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证明具有良好的

广谱抗病毒作用， 体外实验对 H1N1、

H3N2、H5N1、H9N2、SARS 等多种病毒

均有抑制杀灭作用。在预防甲型 H3N2 流

感病毒的研究中，连花清瘟胶囊对病毒的

活性和增殖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预防

效果明显优于抗病毒药利巴韦林。 另外，

连花清瘟胶囊还可有效抑制多种细菌，有

利于治疗流感病毒引发的混合感染、肺部

炎症。

专家认为， 连花清瘟胶囊具有整体调

节、多靶点治疗流感的特点，不仅能退热消

炎抗病毒， 而且具有提高人体免疫机能的

作用， 比较单一抗病毒药物治疗感冒或流

感，全面地退热消炎，减轻上呼吸道症状更

具优势。

中药防治流感疗效确切

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 袁国强 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