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宵 一 谜

葛幼军说：“在商品大潮的冲
击下，社会上很多人实际上已经不
要脸了。现代竞争有进步的一面，
也有残酷的一面。脸面放在其次，
生存变成了第一位。”

最后，聂风问了一个非常敏感
的个人问题。也许这样问葛幼军
有点唐突，但作为一个记者，聂
风凭直觉感到其中有着某种隐秘。
“葛教授认识麦雪华护士长吗？”
“认识。”

“她是钱教授的妻子。”聂风
说。“是的。”对方似不愿多谈。“葛
教授以前认识她吗？”聂风又问。
“这和聂记者的采访内容无关吧？”
葛幼军的口吻带着嘲讽。

聂风哑然。没料到会碰个软
钉子。他只好把猎犬的鼻子缩了
回来。面前的葛幼军会是那个“刘
庆”吗？

无论他谈钱笑天或是提到自
己导师的态度，聂风觉得都不太
像。他说话的声音和电话里的也不
同，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小心翼翼
的，有点压抑，而面前的葛幼军
声音浑厚，嗓门比较粗。唯一的
疑点是，电话里说话的人好像也有
点口吃。

他会不会是有意在作掩饰呢？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可怕了。

华灯初上。钱笑天家里。麦雪
华窝在沙发里，神情落寞。灯柜上，
一瓶打开的赤霞珠葡萄酒，只剩下
小半瓶。她的脸庞红晕，醉眼迷蒙，
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电视屏幕上
播着枯燥的新闻节目。

这时，门铃叮咚响了两下。麦
雪华搁下酒杯，起身开门。站在门
口的是葛幼军，他穿件牛仔夹克，
领口露出棕色圆领 T 恤。
“哦，是你！”麦雪华一双杏眼

闪出亮光。
“我想找笑天聊聊。”葛幼军说

明来意。一张憨厚的脸看上去永远
未变，笑容有点尴尬。
“他不在家里。”麦雪华说。
“哦，那我改天再来。”葛幼军

说完，欲退出去。
“进来坐坐，陪陪我吧。”麦雪

华殷殷地望着他。
葛幼军兀立在门口，没有动。

“你是不是讨厌我？”麦雪华妩媚含
嗔的声音。葛幼军犹豫了一下，进
门。麦雪华从吧柜取出酒杯，给葛
幼军斟酒。她的动作轻盈优美，手
指涂着银色指甲油，全身都散发着

女性的温柔。
“这叫赤霞珠，陪我喝一杯

吧。”她把斟满红酒的酒杯递给葛
幼军。葛接过酒杯，轻轻呷了一口。
麦雪华瞅着他温柔地一笑。她喝葡
萄酒的醉态，充满诱惑力。

两人谈起了 K 大最近的“剽
窃事件”。麦雪华问葛幼军：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你说吧。”

“你知道谁是‘刘庆’吗？”“不
知道。”葛幼军回答。“真不知道？”
麦雪华一双杏眼审视着他。“是
的。”葛幼军面无表情。
“你们都不知道。可是我知道，

那一定是和笑天很亲密但又妒忌
他的人……”麦雪华语气很痛苦。
“‘刘庆’不是我，你可以放

心。”葛幼军又说了一句。麦雪华望
着他，表情半信半疑。
“你是他的同事和最好的朋

友，你劝劝他吧！”麦雪华央求他，
“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整天
酗酒，也不回家……”

这个不堪一击的绣花枕头，这
个没有出息的家伙，这个不负责任
的男人！葛幼军在心里骂着。他的
心情很复杂。面对自己曾经一心爱

慕的女人，他叹息、同情，忍不住怜
香惜玉，但又不能随便表白。他心
中感叹：嫁给了聪明的钱笑天，究
竟是她的幸运还是不幸？

麦雪华端起酒杯，咕咕地把酒
灌进嘴里。葛幼军夺下她手里的酒
杯，酒洒在她的衣襟上。他掏出纸
巾笨拙地替她揩。麦雪华顺势倒在
他的怀里。

一股法国香水的气味和女人
的气息直沁心扉。他拥着这个美丽
的女人，透过薄薄的衣衫，可以感
觉到她胴体的体温和心跳。葛幼军
不禁一阵战栗。这是他常在梦中渴
望的一刻！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
使他觉得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
来……麦雪华娇憨的身体在他怀
抱里轻轻扭动着，她仰起香腮，朱
唇慢慢凑向葛幼军。葛幼军凝视着
她水汪汪的一双媚眼，激动地俯下
脸庞。他感到温软的气息扑鼻而
来，带着醉人的晚香玉芳馨……就
在两张嘴唇要接触到的一刹那，他
猛地克制住了自己。

葛幼军轻轻推开麦雪华，局促
地说了句：“你醉了，我该走了。”

他红着脸，转身开门，健硕
的身影消失在朦胧的夜色里。

麦雪华倒在沙发上，掩面啜
泣。这一刻，她好像酒醒了，或者说
她本来就没有醉。她哭得像个泪人
儿，有几分伤心、几分失落。

葛幼军会是那个“刘庆”吗

经过初步测算，“鲲鹏馆”总用
地面积大概不下千亩，建筑面积三
十万平方米左右，包括土建、装潢、
内部设备在内总预算应超过三十
亿元，建成后的年折旧与维护成本
也在亿元上下。如此，资金问题首
先突显出来。

廖志国看了报告，在上述几个
数据上一番流连，眉头竟也立时纠
结起来——— 三十亿元，可不是个小
数目哩。至此，他不得不再次冷静
下来，认真审视这个天量工程的利
弊得失。

按理说，从天时、地利、人和诸
方面考量，现在搞这个工程，应该
都是最佳时机。

一方面，来到阳城一年多，担
任市长也快满一年，通过这个“鲲
鹏馆”工程的造势，果真达到了撬
动官场、聚拢人心、站稳脚跟的目
的。尤其是借着工程筹建班子的建
立，虽然动用的只是孙健、姜如明、
徐晓凡、乔维民、于海东等少数几
个干部，却波及并带动了整个官
场，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现在，不再有人刻意保持距
离、敬而远之，观望等待的人也明
显少了。即使偶尔在机关食堂吃顿
便餐，或是在楼下电梯口等电梯，
也会有很多干部主动往跟前凑，千
方百计找机会搭句话、露个脸。凭
借廖志国多年为官的体会，从人气

民望角度看，现在这个时候，正是
他一呼百应成大事的最佳时机。

另一方面，随着洪大光的受
伤，阳城政坛出现了多年不遇的团
结、和谐景象，市委、市府两个主官
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协调一致。

尤其经过廖志国的授意，黄一
平借新华社驻省分社记者的笔，写
了内参呈送省委领导及北京总
社，受到高层关注后批转下发，
效果非常明显。继梁副书记与省
委组织部长第一时间探视之后，
省委龚书记与省长分别前来阳城
看望，说了很多鼓励安抚的话，省
里其他常委、副省长、人大副主任
也都相继来过。省里领导如此密集
来访，表面是看望慰问受伤的洪大
光，实质也是对阳城近期工作的
褒奖，包括冤家对头丁松在内的阳
城人，都看出此次洪大光是沾了他
这个新任市长的光。

个中缘由与奥秘，别人也许还
蒙在鼓里，洪大光本人却是一清二
楚。因此，他多次拉着廖志国的手，
深情且真诚表示：“在阳城，你不必
把我当什么市委书记、人大主任，
只当是你一个可以信任与依靠的

老大哥。你廖老弟想做的事，我百
分之百支持！”

当然，群众对你再热情，洪大
光对你再表示支持，这些也都只是
精神层面、道义性质。说白了，群众
的热情变不来真金白银，洪大光的
市委、人大也不会负责资金筹集，
数十亿元的建设资金还得自己这
个市长来想办法。巨大的资金压力，
一下子就全落到了廖志国身上。

不错，廖志国过去是做过乡
长、县长，经手工程数以千百计。可
是乡长、县长与市长不同，阳江的
情况与阳城也不一样。在乡、县那
样的基层，最大的工程不过就是修
座桥、筑条路，费用顶多数千万。而
且，阳江经济发达，政府财政与民
营资本都很雄厚，筹资十亿八亿不
是个难事。如今身为市长，做如此
一个大工程，又是在阳城这样的经
济欠发达地区，三十个亿可能就是
一座压顶泰山了。

私下里，廖志国也算过细账，
三十亿元的投资，目前阳城财政能
够挤出十个亿，工程建设方垫资一
部分，材料供货商拖欠一部分，实
际缺口大约还有十亿元。

这边资金问题还未想明白，那

边工程选址难题就在眼前。
“廖老弟啊，关于这个工程，别

的事情我都不干涉，只是有一样请
你务必慎重考虑：选址。中阳地产
那边的情况你也都清楚了，当年我
们费了大力气才将储开富从南方
挖过来，说好了请他投资开发江
边，建设一个滨江新城，条件是给
予政策优惠和城市中心南移。刚开
始，那里全是一片荒芜的滩涂，人
家花费了很大的人力财力才把土
地搞平整。可是现在弄成这样，伤
人家投资者的心，我们阳城市委市
府也失信哪！”洪大光一番恳切言
辞，相当推心置腹，说得廖志国心
里也隐隐发酸。

屁股一转，丁松也拉住廖志
国，情真意切说了一番话：“我是卸
任市长，你是新任市长，按说前任
不管后任事，可是有一点我这个做
哥哥的得提醒你：城市中心南移或
北迁，事关阳城百万百姓及子孙后
代，不能因为某些人一己私心的干
扰，就轻易作出改变。否则，对你老
弟的官望、前途都有很大影响，阳
城广大干部群众也不答应啊！”

对于洪大光、丁松话里话外的
意思，廖志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 其他方法
[开四关]针灸中有一个方法叫

做“开四关”，四关就是指手上的两
个合谷穴和脚上的两个太冲穴。经
常揉按或者针刺这四个穴位，具有
疏肝理气的效果。

合谷穴：以一手的拇指指间关
节横纹，放在另一手拇、食指之间
的指蹼缘上，拇指尖下即是。

太冲穴：足第 1 、2 跖骨结合
部之前凹陷处。

I 型——— 特禀体质，过敏派
调体养生——— 让你笑迎春光
【定义】 特禀体质表现为一

种特异性体质，多指由于先天性和
遗传因素造成的一种体质缺陷，包
括先天性、遗传性的生理缺陷，先
天性、遗传性疾病，过敏反应，原发
性免疫缺陷等。

过敏体质是在禀赋遗传的基
础上形成的一种特异体质，在外界
因素(空气中或单位或家里的某些
东西)的作用下，人自己的身体保
护和适应力低下，反应性增强，这
种敏感倾向对不同过敏原的亲和
性和反应性因不同人而不同，往往
还有家族的倾向。

【成因】先天因素、遗传因素，
或环境因素、药物因素等。
【体质特征】
1 . 形体特征 无特殊，或有畸

形，或有先天生理缺陷。
2 . 常见表现 遗传性疾病有

垂直遗传、先天性、家族性特征；胎
传性疾病为母体影响胎儿个体生
长发育及相关疾病特征。

3 . 心理特征 因禀质特异情
况而不同。

4 . 发病倾向 过敏体质者易
药物过敏，易患花粉症；遗传疾病
如血友病、先天愚型及中医所称
“五迟”“五软”“解颅”等；胎传疾病
如胎寒、胎热、胎惊、胎肥、胎
痫、胎弱等。

5 . 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 适
应能力差，如过敏体质者对气候、
异物不能适应，易复发。
【日常生活表现】特禀体质，顾

名思义，就是一类体质特殊的人
群，主要包括三种。

第一种是遗传病体质，指由先
天性和遗传因素造成的一种体质
缺陷，这类人很难治愈。

第二种是胎传体质，就是母

亲在妊娠期间，受到不良影响，
传到胎儿所造成的一种体质。

最后一种是过敏性体质，如各
种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过
敏性紫癜、湿疹、荨麻疹，这一
种属于中医可以调治的范围，我
们称为“过敏派”，也是我们所
要讲述的重点内容。这种体质的
人不感冒也会经常鼻塞、打喷
嚏、流鼻涕，容易患哮喘，容易
对药物、食物、气味、花粉过敏，
皮肤容易出现荨麻疹。

典型案例
巴拿马华侨，男性，50 多岁，

原为福建人，在巴拿马生活了 20
多年，为渔行的社长。每天接触鱼
虾，而且因为收购的鱼要放在冷库
中，所以经常在大热天收购鱼，再
放到冷库里，整天的一热一冷的刺
激，开始还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因
为食用了海鲜，导致手脚出现红色
斑块，只要一遇到外界环境的突然
改变，就会出现全身各个部位的红
色斑块。

在巴拿马怎么都看不好，眼看
因为病情没有办法继续经营下去
生意了，结果从网上发现笔者，特

意坐飞机来就诊，2 年的时间，每
年来中国就诊 1 次或 2 次，后痊
愈。接着，女儿也得了荨麻疹，仍找
笔者治疗，后来儿子长大了也得了
荨麻疹，笔者继续为他诊治。一家
三口都患有荨麻疹，跟遗传和环境
都密不可分。
【体质分析】
过敏原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

东西，过敏体质是导致过敏反应的
身体因素。九种体质中，受禀赋
遗传影响最大的就是特禀体质。
父母的体质特征决定和影响着子
女的体质。我们体质的构成都来
源于父母之精血。当父母是过敏性
体质时，其子女有 70% 的遗传机
会；若只有父亲是过敏性体质，其
子女有 30% 的遗传机会；仅母亲
是过敏性体质，子女有 50% 的遗
传机会。

环境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人
们工作、生活中的有害物质，如化
学及放射性物质、病原体、噪声、废
气、废水等，以及室内尘螨、室外花
粉等都会造成过敏。
【专家开方】 玉屏风散、麻杏

石甘汤。
【调体原则】 益气固表。
【调体养生方法】
1 . 总原则 食宜益气固表，起

居避免过敏原，加强体育锻炼。

三十个亿就是一座压顶泰山

特禀体质的调体养生方法

“绿影一千五百里”（当代作家二） 王麟 昨日谜面 “退之第一唐文人” 谜底 韩·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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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