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宵 一 谜

彭飞找安叶去了，直接去了
他们报社，等她下班把她拦住，
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你明天有什
么事？”安叶便也直接：“算了吧彭
飞，我们不合适。”彭飞目光锐利：
“你遇到更合适的了。”安叶矢口否
认：“绝对不是。”彭飞毫不放松：
“那是什么？”安叶字斟句酌：“我们
约了几次，都没能成……”彭飞打
断她：“每次原因我都跟你说了，特
殊情况。”安叶摇头：“彭飞，我有
种预感，特殊情况很可能是你们
的常态。”

彭飞苦笑，许宏进得阑尾炎，
到目前为止，在团里绝无仅有。但
他不想纠缠细节，没时间，没意
义。你不是否认另外有人吗？那
就拿出行动来，跟我约会！明天
星期六，本场训练下午四点结束，
周末晚上允许外出。六点先在江湖
公园中心报亭见面，然后，吃饭；吃
完饭，看电影，彭飞言毕告辞，最后
一句话是：“明天见！”

次日天气多云转阴，二团正常
训练。彭飞跟老刘飞 037，037 是飞
机编号。主训飞起落，即，起飞降
落，飞好起落是飞行员关键。天气
越来越阴，训练快结束时，下起了

小雨。
彭飞所在 037 是第七架。第六

架飞机落地时，小雨明显大了起
来。指挥组成员神情笃定，慢说目
前气象条件仍在飞行标准之内，就
是超出飞行标准，对老刘这种级别
的飞行员来说都不是问题。

团长摸过桌上的烟盒火机揣
兜里，只等 037 落地，收工。不料他
刚把手从兜里抽出，扬声器传出老
刘急促的声音：“1 号！037 左起落
架舱门打不开！”指挥塔所有人霎
时凝定，团长命令再试放一次，回
答还是不行，团长马上命令复飞。

已降落高度的 0 3 7 再度拉
起，呼啸着向天而去。机舱内，
机组成员各就各位屏息静气，等
待机长命令随时执行。老刘亲自
驾驶飞机，高度表从 6000 米迅速
向上，他预备实施“爬高突降”，没
能成功。再试别的方法，还是不
成。最终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
了，就是不成。飞机在天上一圈
圈盘旋，时间一分分过去，三个
小时过去了，油还剩下了不到一
吨，老刘果断请示：“1 号！037 请
求单轮迫降！”

声音通过扬声器在指挥塔回

响，众人刷地扭头，齐看团长，团长
和副参谋长不约而同对视，瞬间达
成共识：单轮迫降！在团长给机组
回复时，副参谋长已拨通电话下达
了另一道命令：“救火车救护车，做
好准备！”

救火车救护车汽笛声响起来
了，刺耳，惊心动魄。等在空勤车里
的飞行员闻声冲下车，仰看天上的
037 ，一老机长迅速做出判断：“他
们要单轮迫降！”此言一出，全体懔
然。救火车救护车就位，备降跑道
的灯打开，雷达开机引导……

机舱内老刘下达命令：“全体
注意：彭飞保持飞行！陈文龙提醒
彭飞保持高度航向速度！老吕去货
舱拉应急起落架手柄，小董协助，
保证老吕不要被吸出舱外！”

彭飞驾驶飞机。因机长要兼顾
指挥，这成为他第一次事实上的单
独驾驶，且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却
无一丝紧张慌乱，从飞行学院到部
队千万次严格训练已化作本能，沉
着冷静心无旁骛。

机械师老吕打开了应急舱
门，机舱内外压差产生的巨大吸
力把他向外吸去，小董不顾一切
拼尽全力抱住他，抱得是如此之

紧，紧到如果有意外老吕被吸出
去，结果便是两个人同归于尽。
机舱内机车声风声震耳欲聋，老
吕冒死拉开了应急手柄。

飞机开始降落，彭飞耳机内
不断传来团长命令：“地面能见度
小于一公里！……方向稍偏右注意
向左修正！……高度 8 米开始拉
平！……向右压一点坡度，好！……
注意保持滑跑方向！”在油量表
油量几乎是为零时， 037 轰鸣着
降落，滑行，稳稳站住。

地面所有人冲了过去，指挥
组成员，飞行员，场站工作人
员。机舱门开，舷梯伸出，老刘
刚刚走下，被团长一把抱住：
“老、老刘……谢谢……”哽咽
得失态，但为所有下属理解。

老刘抹一把脸上的水，不知
是汗水雨水还是泪水，转过身去，
满怀深情厚意与相继走下的、同生
共死的战友一一拥抱：“老吕！谢
谢！……小董，谢谢！……文龙，谢
谢！……彭飞！干得好！”

转过身去面对团长，使劲拍
彭飞肩膀：“团长，这小伙子，
行！这么大事一点不慌，一个人
驾驶飞机，让我能腾出精力指挥
对付险情。这孩子的心理素质，
比我们老机长，都不能算差！”

团长的回答是：“我宣布，
彭飞——— 放机长！”

安 叶 遇 到 更 合 适 的 了 吗 ？

10 月 5 日上班时间，县委办
综合科长刘涛走进了组织部办公
室。老詹反应最快，迎上去，热
情地问道：“刘科长，有什么指
示？”

刘涛指了指侯卫东：“今天
上午到了一批招商团，县委、县
政府非常重视，刚才他们一行人
到开发区逛了一圈，现在正在常
务会议室开座谈会。祝书记让侯
卫东一起参会。”

侯卫东跟着刘涛来到了常务
会议室。

常务会议室摆着一张大圆
桌，围坐了二十来个人。益杨县
里的县级领导大部分在场，每人
分别陪着一位企业家。

侯卫东刚到会议室门口，就
见到庆达公司老总张木山和李晶
都在会议室坐着，他们桌前都竖
着座牌，上面有企业名字和老总
的名字。座牌前还有金边，显示
出东道主的热情与诚意。

这一次岭西企业家座谈会，
是益杨县委祝焱书记一手促成
的。他相当看重这一次座谈会，
一直全程陪同企业家代表团。

岭西庆达集团是实力雄厚的
大企业，也是县政府重点招商引
资的单位。祝焱书记就将庆达集
团老总张木山安排在自己身边，
不时同他亲切交谈。

祝焱道：“这几年沙州经济
发展得十分迅猛，对水泥等建材
的需求量也很大，而沙州地区没
有一家大型的水泥厂，张总的眼
光很独到啊。若你在上青林建
厂，益杨县委一定给予大力支
持。”

“在临江县还是在益杨县建
厂，公司内部有分歧。”张木山
说得并不肯定。

“侯卫东在青林镇工作的时
候，修了路，开发了石灰、石头。如
今，庆达集团在上青林办厂的条件
最成熟。”李晶一直坐在张木山身
边，笑呵呵地道。

此时，张木山已知侯卫东真
实身份。他对祝焱道：“说到底
还是祝书记领导有方，慧眼识
人，才有侯卫东这种人才，我要
亲自到上青林看一看。如果条件
合适，可以考虑上五十万吨的水
泥厂。”

沙州现今最大的水泥厂不过
年产十二万吨，祝焱听到了五十
万吨的规模，不禁眼前一亮。他
满面春风地道：“上青林万事俱
备，就差庆达集团的东风。”

祝焱找了个借口，走到门

外，给县委办主任季海洋打了电
话，道：“你让青林镇的侯卫东
赶紧到会场来。”季海洋有些愣
神，问道：“侯卫东是谁？”祝
焱道：“青林镇那个跳票副镇
长，上青林公路就是他主持修建
的，你直接给粟明打电话。”

于是，县委办主任季海洋很
快就找到了侯卫东。

宴会结束以后，综合科科长
刘涛低声在侯卫东耳边道：“祝
书记有事找你。”

侯卫东跟着刘涛到了隔壁的
一个房间，祝焱靠着沙发看着一
份材料，等到侯卫东进来，他放
下材料，问道：“你已经调到组
织部工作？”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问话，让
侯卫东感到受宠若惊。虽然这只
是简单的一句话，透露的信息量
却相当丰富。侯卫东来不及细细
品味其中的信息，首先简明扼要
地作了一个自我介绍。

祝焱沉着脸半天不说话，无
形中给人一种威压。长时间担任
一方之主，习惯于发号施令，习
惯于一念之间决定他人命运，就
容易有强大的自信心，这也就是

所谓的官威。
渐渐地，侯卫东感到了不自

在。
过了一会儿，祝焱这才重新

开口，道：“庆达集团水泥厂项目
对益杨很重要，从今天起，你全程
陪同张总，尽量摸准其真实意图。
组织部的工作暂时放一放，我会让
县委办给组织部发通知。”

离开祝焱的办公室，原本轻
松随意的侯卫东突然感到一阵压
力。他一边走，一边给李晶打了
一个电话。

“李董，我是侯卫东，木山
老总在什么地方？县委祝书记亲
自给我下达了任务，还安排组织部
给我大开方便之门。如果擒不住张
木山，我真是无脸见江东父老。”

李晶在电话里笑得花枝乱
颤，道：“如果张总不投资，你
恐怕会被祝书记打入冷宫。”

侯卫东在郭兰面前一直言行
谨慎，而在李晶面前，他言谈举
止随便多了，笑道：“这次你要
负全部责任，我的干部身份是你
透露给木山老总的？”

李晶嗔道：“真是好心没好
报，我还不是为了推荐你。”

我国民间向来有冬季进补的
养生习惯，因为冬季万物潜伏、阳
气内藏，人体处于收纳的时节，这
时补充的营养更容易吸收，正是中
医所谓的“万物皆生于春，长于夏，
收于秋，藏于冬，人亦应之”的道
理。冬季调理身体，可改善人体的
阴阳平衡、旺盛脏腑的气血功能、
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从大的方面来说，冬季饮食对
正常人而言应当遵循“秋冬养阴”，
“无扰乎阳”的原则，也就是说既不
要吃生冷的东西，也不能吃过于辛
燥发散的食物，以免伤阳气，同时
又要注意防止温补太过，郁积化
热，而最好吃一些滋阴潜阳，热量
较高的膳食为好，黑木耳等。

又因为冬季是以养肾气为主
的，而肾对应的味是咸，根据五行
相克，水克火，而火对应的是心脏，
对应的味是苦，所以冬季饮食上应
少咸，冬季本来肾气旺盛，多食咸
会助肾之旺，转而为亢，亢盛就是
不正常的了；宜增苦，因为水克火，
所以食苦可以助心气，以防旺盛之
肾水克心火。

另外，冬季进补不但要因人而

异，还要注意地域的差异。地理环
境和生活习惯不同，人体的生理特
点和病理改变也不尽相同。所以，
在饮食和进补方面也要有所注意。

大体来说，冬季一般采用温辛
回阳的食疗方案，在西北严寒地
区，用量宜多；而在东南湿热地区，
用量宜少；在高寒、高湿地区，宜吃
辛温、辛热、助火、补阳类的食疗原
料，忌食有寒凉作用的食物。

冬季进补，还要恪守以下三条
原则。

食物要有保温功能 多吃一
些能增加热能供给、富含脂肪、蛋
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肉
类、蛋类、鱼类及豆制品等。

食物要有御寒功能 医学研
究表明，人怕冷与其体内缺乏矿物
质有关。因此，应注意补充矿物质。
中国人一般以“五谷为养、五果为
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只要不
偏食，就可以保证人体对钾、铁、钠
等矿物质的需求。

食物要有防燥功能 冬季气
候干燥，人们常有鼻干、舌燥、皮肤
干裂的症状，这个时候多吃一些富
含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C 的食物就

十分必要。维生素 B 2 多存于动物
的肝、蛋、乳中；维生素 C 主要存
在于新鲜蔬菜和水果中。

冬季养生的起居调养
冬季养生，主要是应该注意避

寒保暖，守阳养阴。具体来说，在起
居上要早卧晚起，运动要以静为
主，少做剧烈的活动，尽量降低人
体的新陈代谢，减少肾精的消耗。
精神上要平和，使情志藏而不露，
勿大嗔大悲大喜。

避寒保暖，尤其要注意头部保
暖。如果不注意头部保暖，头部血
管会因为天气寒冷而收缩，产生头
疼等症；二是要背部保暖，不然会
出现颈椎、腰椎疼痛；三是脚部保
暖，由于脚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
少且慢，因此脚的皮肤温度最低。
中医认为，足部受寒，势必影响内
脏，可引致腹泻、月经不调、阳痿、
腰腿痛等病症。

守阳养阴，是指起床的时间最
好在太阳出来之后。因为早睡可以
保养人体阳气，保持温热的身体，
而迟起可养人体阴气。待日出再起
床，就能躲避严寒，求其温暖。

运动以静为主，主要是指在冬

天的时候，人们往往因为气候寒冷
不愿意参加体育运动，或者为了让
身体保持一定的温度，不顾自身条
件而做一些超出身体负荷的剧烈
运动，这些都是不足取的。正确的
冬季运动养生要求我们要坚持适
度的体育锻炼，正如俗话所说：“冬
天动一动，少闹一场病；冬天懒一
懒，多喝药一碗。”“夏练三伏，冬练
三九。”在温度适宜的冬季上午，打
打太极拳、快步走都是非常有益于
身心健康的运动。

冬季的面部保养
冬季护肤要注意皮肤脆弱、敏

感的特点，小心呵护，尽量提高皮
肤内在的抵抗力和吸收能力。

面部温灸可以促进脸部毛细
血管的循环，增强肌肤的吸收能
力，黑眼圈、眼袋、眼部细纹、肌肤
暗沉、缺水效果最为明显。具体方
法是：洁肤之后，把艾绒点燃放入
温灸棒中，在脸颊、眼周等部位滚
动，刺激面部穴位，调整皮肤状态。
注意温灸棒温度不要过高，时间
以 15 分钟左右为好，温灸之后再
用面膜或用护肤品，皮肤的吸收
力会有明显提高。

而刮痧就如同按摩，是传统
医学体表浅层排毒的方法，可以
促进体内液体的循环，避免阻
塞。 （完）

县 委 书 记 亲 自 下 任 务

冬 季 饮 食 调 养

人已为僧，莫有凡心（宋代文学家） 辞明 昨日谜面 直达京西 谜底 来的都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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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王海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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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女人
气血养颜经》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作者：郭翠娟 雨琦

如果说女人 30 一枝花，
那么这朵花一定离不开气血
的浇灌。女人所有的皮肤和
身材问题，都可以从气血上
找到原因。养颜就是养气血。
本书结合女性的生理特点，
通过简单易行的中医手法来
调理气血和五脏，达到从身
体内部美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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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官场笔记 2》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作者：小桥老树

《侯卫东官场笔记 2 》
中，侯卫东当上副镇长后，立
刻陷入了新的困境，不断面
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先
是挑战农村殡葬改革，接着
是整顿牵扯多方利益的基金
会，一次比一次艰巨，一次比
一次难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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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家庭婚姻小说第
一人”王海鸰沉淀四年，打造
情感励志小说《成长》。关于
婚姻，王海鸰再次发问：家庭
与事业究竟能否两全？男女
在家庭中应如何分工定位？
小说将父子代沟、夫妻隔阂、
婆媳观念的冲突集中在一家
两代人身上。需要成长的不
仅是孩子，更是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