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宵 一 谜

麦雪华搁下话筒。她犹豫了一
下，拨通了魏功德的手机。“魏校长
吗？是我，小麦，笑天和你在一起
吗？”
“没有啊，剪彩的宴会中午就

结束啦。”
“哦……”麦雪华欲言又止。
“怎么，小钱还没有回家呀？”

魏的声音透着关切。
“没有什么。”麦雪华挂上电

话，若有所失。
蓝海娱乐广场。空瓶子酒吧，

灯红酒绿，轻歌曼舞。
钱笑天与教研室几个年轻同

仁正在这里聚会。七八个经济学界
的新秀，围坐在回廊内一张深色厚
木长条桌四周，神采飞扬。钱笑天
常来这里泡吧，和女侍们很熟。一
杯啤酒下肚，钱笑天的本性此刻彰
显出来了，显得狂热而浮躁，略带
神经质。
“今天我请客，大家一定喝尽

兴了！”
在豪放粗犷的男低音中，众人

举杯向钱笑天敬酒。
“为钱兄获得‘亚当·斯密’奖

干杯！”“干！”“谢谢！谢谢兄弟们捧
场！”钱笑天喜形于色，脸泛红晕。

“这一次钱兄晋升教授和院长
职位，肯定是胜券在握啦。”
“凭我的智商，应该没有问

题。”钱笑天拍拍发亮的脑门，得意
地说。

坐在他对面的一个黑脸汉子，
端着酒杯，不动声色地瞅了他一
眼，眼神里透着一种超然。他就是
刚才赶到的葛幼军，一身墨绿色圆
领衫、牛仔裤。因为刚出差归来，模
样有点灰头土脸的，与在座的大伙
儿显得不大搭调。

大家的话题转到上午的庆典
仪式。实权派人物庞副校长成了众
人调侃的中心。
“庞校长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哦！”“以前他当文学系系主任时，
只能写一些小影评小文章。”“魏校
长说他是个不可多得的经营人才
嘛。”
“你们看到没有，庞头儿现在

的坐骑，已经换成了奥迪 A6 咯！”
“听说光是新配的高级丹麦音响就
值几万！”
“司机也换了吧？”有人问。暧

昧的笑声。“好像还是那个黄美
丽。”

替庞明聪开车的是个女司机，

名叫黄丽，三十出头，人长得有几
分姿色。大伙儿背地里叫她黄美
丽。聘用女性做司机，这在 K 大也
是独一无二的。黄丽的来历不是很
清楚，听说是庞明聪的一个远房亲
戚的女儿。

大家继续说笑。桌上的空啤酒
瓶堆得像座小山。钱笑天已有点醉
意，端起啤酒杯，一个劲地嚷着：
“喝！喝！”

这场豪饮聚会结束时，钱笑天
已经微醉。夜幕下，蓝海街区的霓
虹灯闪烁明亮。葛幼军开车送钱笑
天回家。掠过的路灯映着钱笑天的
脸，他的脸显得更红了。
“幼军，我要托你帮我……办

一件事。”突然，他侧过头，煞有介
事地说。
“说吧，什么事？”葛幼军不经

意道。
“你觉不觉得，雪华她是个绝

代佳人……”钱笑天说得含含糊
糊。
“她的确很有魅力。”葛幼军应

了一句。
“你是配不上雪华，你身上的

土味太重了……她需要的是像我
这样的才子。只有我钱笑天，才能

给她幸福！”
葛幼军不知该说什么。“但是，

我总有个奇怪的感觉……”钱笑天
的眼神游移，脸上露出黯淡的微
笑，喃喃说道，“她从一开始……就
不属于我……”

葛幼军发觉他像是完全醉了。
“所以，我要你帮我调查一下，”钱
笑天像小孩似的央求道，“究竟谁
是雪华的……第一个相好。”
“你老兄是开玩笑吧？！”葛幼

军瞅了他一眼。
“真的……”钱笑天嘴里嘟噜

着，“你要不帮我，我就去找私家侦
探！”他的两眼迷蒙，脸色潮红，分
不清是酒后吐真言，还是喝醉后的
戏语。

但在葛幼军的心中，有种莫名
的预感，仿佛钱笑天将要遇上什么
不祥之兆。

博世楼剪彩十天之后， K 大
出了一件事。

9 月 19 日，在“西部财经论
坛”网站上，有人发了一个帖
子，披露钱笑天的获奖论文《试
论中国市场经济与政府的经济职
能》，剽窃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萨 缪 尔 森 的 一 本 专 著 《 经 济
学》。

网文的署名为“刘庆”。帖
子贴出后， K 大经济学院一片哗
然。

葛幼军有种莫名的预感

市委书记洪大光突然摔了一
跤。这一跤不仅摔得蹊跷，而且使
阳城官场的权力格局迅速产生了
微妙变化。

时值中秋，那天，黄一平正随
廖市长在省城参加一个经济形势
分析会，由省委梁副书记主持，省
长作主题报告。冯开岭和廖志国两
位市长，分别代表全省发达与比较
发达地区，做了个典型发言。

午饭过后，会上照例有三刻钟
左右的午休。

黄一平刚刚安排廖市长躺
下，手机就响了。一看，是妻子
汪若虹，黄一平赶紧回到自己房
间接听。
“喂喂喂，你知道吗，洪书记受

伤了，伤得不轻哩。哎呀，摔得好奇
怪哟。”一上来，汪若虹就有点语无
伦次，语气里有抑制不住的慌张，
似乎也夹杂着些许兴奋。

黄一平听了，一头雾水。早晨
来省城的路上，廖市长还和洪书记
通了话，相互通报了各自行程，并
商定省里会议结束后，回到阳城也
抓紧召开一次全市经济形势分析
会。这才过去短短半天，怎么忽然
就伤了？
“不要急，慢慢说。”黄一平尽

量语气平和，意在暗示那边的汪若
虹冷静。

听得出来，汪若虹也在努力镇

静，希望能让自己的叙述尽量言简
意赅，条理分明，只是效果不甚明
显。不过，黄一平终究在一堆乱麻
里渐渐理出了头绪。

原来，中午十二点左右，也就
是一个小时前吧，阳城市第一人民
医院仲院长忽然接到洪书记秘书
的急电，说是洪书记在阳城大酒店
不慎摔了一跤，整个身体不能动
弹，疼得浑身大汗淋漓。

仲院长接电话时，正在陪卫生
局长吃饭，地点就在第一人民医院
小食堂。当天，局长带领包括汪若
虹在内的一帮人，来医院调研行风
建设情况。其时，医院还没到上班
时间，仲院长赶紧调度救护车，安
排院内急诊、骨伤、外科、CT、核磁
共振等各部门做好急救准备。卫生
局长听说洪书记受伤，哪里还敢再
坐下吃饭，拉上身边的汪若虹，说：
“正好，你是护士长出身，我们一起
到现场看看。”

汪若虹心想，我一个卫生局机
关的工作人员，早就不在医疗一线
了，跟你跑个什么劲儿呀。可想归
想，还是跟着局长上了车。

前边救护车拉着警笛一路呼
啸，卫生局长的小车紧随其后，很

快就来到阳城大酒店东北角的二
号楼下。

关于阳城大酒店的情况，前边
已经多处交代过，这里是当年市委
市府招待所，也是接待包括国家领
导人在内中外贵客的迎宾馆。前些
年，迎宾馆在护城河边辟了地方重
建，国有性质的招待所也都进行
了改制，但这里仍然是市里日常
性接待、招待、会务的主阵地。
廖志国调来阳城，选择了酒店东
南角的一号楼做宿舍，那里原先
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下榻之地。
洪大光受伤的这幢二号楼，也是
迎宾馆的一部分，专供省部级官
员入住。当年，每逢党和国家领
导人来阳城，都会有此类官员全
程陪同。眼下，这幢楼还是宾馆
性质，平时却很少安排客人，主
要用于市委重要的小型会议，洪
大光也经常在此办公、休息。

医护人员到达时，洪书记正
躺在大厅的三人沙发上，脸色苍
白，牙关紧咬，身上的衣服几乎
湿透。看得出来，伤者身体的某
个部位相当疼痛。

护士按照仲院长的指令，马
上打了止痛针，然后七手八脚将

洪书记搬上担架抬上车，紧急送往
医院。

这个过程，汪若虹亲自参与，
所见所闻皆第一手资料。
“说是从楼梯上摔下来，我看

不像。”汪若虹压低声音。
“哦？”黄一平有些惊讶。
“摔伤能看不出来？身体没一

处红肿青紫，更加没有破损断
裂，看样子应该是扭伤。还有，
衣衫不整，浑身散发出洗发液、
沐浴露的味道，明显是刚刚洗过
澡，草草穿了衣裳。另外，那个
公关部的女经理也在旁边，头发
凌乱，神态明显不对。”汪若虹
道。

黄一平闻言，浑身一紧，立即
本能警觉起来。他捂住电话，习惯
性地向周围看了一圈，确认房间里
只有自己一个人，同时门也从里面
反锁了，这才小声问：“你旁边没有
别人吧？”

汪若虹说：“我又不傻！这么重
要的事，我能不知道保密？嘁！
放心吧，我现在躲在护士更衣室
里给你打电话，身边一个人也没
有。他们都在病房里围着洪书记
转哩。”

这位患者毕业工作后，就没有
在大学那么自由了，要按时上下
班，对他来说每天工作简直就是一
件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断断续续
工作了 2 年之后，实在无法继续坚
持，就只得自己在家开网店，即使
这样也很难坚持。
【体质分析】这是一种气虚的

体质类型。“气”可比作我们身体的
能力，是生命活动的动力，循序
渐进地支持我们的身体从早到晚
的活动，直至生命消亡。那“气”
是怎么来的呢？肾为气之根，肾藏
先天之精，其所化生的先天之气，
是人体气之根本。脾胃为生气之
源，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吸收
的水谷之精及其化生的血与津液
皆可化气，统称为水谷之精气，
此乃人体之气的主要来源。肺为
气之主，肺司呼吸，吸入自然界
之清气，呼出浊气，保证气的生
成。其中，脾胃和肺与后天之气
的生成关系密切，更与我们的生
活习惯密切相关。

长期不活动、不接触大自然或
饮食不节制，损伤了我们的脾胃和
肺，中医有讲，“久卧伤气”、“久坐

伤肉”，时间久了，气就不够用了，
全身乏力，因脾主四肢肌肉，所以
会出现四肢肌肉松软，酸软无力，
动辄气喘吁吁，汗出不止。抵抗能
力也下降了，三天两头感冒。

生活颠倒不规律会导致气虚，
过度劳累的工作狂也很容易气虚。
中医讲“劳则气耗”逐渐衰弱。很多
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这段时
间工作繁忙，或精神压力大，身
体状态不佳，感冒就会乘虚而入。
现在“房奴”一词很流行，房奴生
活压力大，每天奔波，身心俱
疲，很容易就导致气虚，抵抗力
下降。

还有一个需要特别强调的类
型，就是现在的减肥，减肥成了女
孩子们的必修课，不管真胖假
胖，都一定要减肥。但是你发现
了吗？减肥后的女孩子，特别是
“饥饿疗法”减肥后的女孩子，脸色
发白，说话的声音变轻了，行动起
来羸弱了，看上去轻飘飘的。楚楚
动人却成了气虚体质。气不足，
自然没有办法对抗来自外界的病
邪，于是感冒变成了家常便饭，感
冒了还老不好，柔弱的美人，变得

更加柔弱。
当然也有另一类型的人，先天

元气就不足，生下来就体弱多病，
柔柔弱弱，如同林妹妹一般。

久病气亏的人，得了一场大病
或者做了一个大手术，就再也爬不
起来了，即使疾病已经痊愈，也很
难恢复到病前原有的状态。

对于气虚体质的人来说，就是
要补中益气。“中”指的就是脾胃。
无论是后天生活不规律导致的气
虚，还是先天就柔弱，补气的途径
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水谷之道补充
进去。
【专家开方】补中益气汤。
【调体原则】补中益气。
【调体养生方法】
1 . 总原则 食宜益气健脾，起

居勿过劳，运动宜柔缓。
2 . 生活起居 起居宜有规律，

夏季午间应适当休息，保持充足睡
眠。平时注意保暖，避免劳动或剧
烈运动时出汗受风。不要过于劳
作，以免损伤正气。

3 . 形体运动 避免剧烈的运
动，可做一些柔缓的运动，如在公
园、广场、庭院、河畔等空气新鲜的

地方散步、打太极拳、做操等，并且
持之以恒。不宜做大负荷和出大汗
的运动，忌用猛力或做长久憋气的
动作。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掌握好
度，既不能竭尽所能，也不能养尊
处优，要“形劳而不倦”。就像家里
的电器或者一辆汽车，老开或老不
开都不对。老不开就容易生锈，老
开它就会产生过度损耗。

4 . 饮食调养 多食用具有益
气健脾作用的食物，如黄豆、白扁
豆、鸡肉、香菇、大枣、桂圆、蜂蜜
等。少食用具有耗气作用的食物，
如空心菜、生萝卜等。

(1)推荐食物
[山药]补肺脾肾之气，又具有

润滑、滋润的作用，故可养肺阴，补
脾阴，因此非常适合气虚体质的人
食用。

[大枣]性味偏温，补中益气。因
此偏有热象的气虚体质的人可适
当食用，但不可过多地食用。

(2)药膳指导
[黄芪童子鸡]取童子鸡 1 只洗

净，用纱布袋包好。生黄芪 9g ，取
一根细线，一端扎紧纱布袋口，
置于锅内，另一端则绑在锅柄
上。在锅中加姜、葱及适量水煮
汤，待童子鸡煮熟后，拿出黄芪
包。加入盐、黄酒调味，即可食
用。可益气补虚。

市委书记洪大光这一跤摔得蹊跷

“气”是生命活动的动力

语出惊人（汽车品牌） 阮风友 昨日谜面 梁祝化蝶 谜底 终是一双飞

《白色巨塔》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松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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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专家话健康》

◆出版社：人民军医出版社
◆作者：王琦、王新陆等

本书由中华中医药学会
组织 11 位首席健康科普专
家编著。王琦、王新陆等 11
位专家长期从事中医药临
床、教育和科研工作，对中医
药文化和中医养生保健有着
深刻独到的理解。本书从生
活中的日常小事入手，解读
中医养生智慧精华，读来倍
感亲切，在轻松的感悟中学
习养生调病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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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以中国西部一所高
校 K 大为背景，名记者聂风
再次登场和警方联手，通过
调查经济学院青年教授钱笑
天离奇坠楼自杀事件，层层
剥笋，最终揭开了隐藏在博
世楼这座白色巨塔内的黑
洞。故事曲折，悬念迭起，案
中有案，其透视社会和人性
的深度更加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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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秘书 2 》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丁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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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秘书》中，秘书
黄一平为替常务副市长冯开
岭顶罪，因此被踢出市府，在
党校里过上了平淡的生活。
《中国式秘书 2 》中，新任市
长到来不久，黄一平又被重
新起用，再次成为市长秘书！
重新回到权力核心的黄一平
处处小心，但还是再次卷入
了黑幕交易……

揭露了中国学术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