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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难”频发，省长引咎辞职，山海省成了“火山

口”。煤老板隐瞒“矿难”，副市长充当“保护伞”，代省长

姜军拍案而起。山海省煤矿改革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困

难：官商勾结、欺上瞒下、巧取豪夺；“铁腕省长”凄然泪

下，他的改革之路能成功吗……

她一直认为这是命

他跟她说了自己的事情，她很安
静地听，之后她跟他说了她的事情，
她说得很简单，而且那次她说过以
后，她再也没有跟他说过那些事。她
说她在 17 岁的时候爱上一个男生， 21
岁那年嫁给了他，为此她的父母怒不
可遏。一年以后，有一天她发现自己
怀孕了，惊喜万分地跑到老公的办公
室向他报喜，但是看见的却是自己的
老公和自己最厌恶的女友衣冠不整面
红耳赤。她跑开了，从此再也没有见
那个男人。她说那个时候她贫穷、年
轻、又有了身孕，父母是没有脸去见
的，走投无路，她尝试着卖保险，挺
着肚子一份一份地卖。终于孩子生了
下来，好容易工作上了路，收入稳定
了，但是孩子死了，得了肺炎，送医
院又被误诊耽误了。那一年，她不到
24 岁。

这就是胡高和朱芳华的故事。
我从丁蔓那里听来的，再加上一

点小想象——— 她和我竟然是有过孩子
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相信丁蔓是主动迷上自己的老

板胡高的。这一点，从她跟我讲话的
细节中，我就能察觉出来。

丁蔓给自己写了一个天花乱坠的
简历，发布到网上，附带自己的美女
照片。很快就收到了雪花般的面试邀
请，她是阴错阳差地撞到胡高手里
的，她一直认为这是命。

她原本要去面试的公司在大楼的
21 层，可是，谁想到在电梯上一碰到
胡高，竟然就鬼使神差地跟着他下了
电梯，又跟着他进了公司，直到他穿
过打成隔断的办公区，推门进入自己
的办公室，她还是跟着走了进去。

“你找我？”胡高半天才说出这
么一句。在丁蔓的眼里，胡高挺拔得
像一棵胡杨树，而且不是随便的一棵
胡杨树，是印在明信片上的那种胡杨
树。

“我是来工作的。”丁蔓鬼使神
差少说了一个“找”字。

“你会编程序？”胡高不相信。
“不，我以前做过销售、公关、

市场，我没做过编程。”
“我们正好缺一个做销售的，你

来做吧。”
胡高确实可以说是“手把手”地

教丁蔓，直到有一天……
这种事情其实是早晚会发生的。
胡高和丁蔓说：“我有老婆。”
丁蔓说：“我知道。”
胡高接着说：“她怀孕了。”
丁蔓说：“我懂。”
胡高问：“你懂什么？”
丁蔓说：“你不爱她，但她要为

你生孩子；你爱我，可是你不能娶
我，对不对？”

胡高说：“也对也不对。”
丁蔓认为胡高离不离婚有没有孩

子跟自己没有关系，反正胡高是自己
的男人，只要她愿意她就可以把胡高
关在她的身体里面，而她认定朱芳华
没有这个本事，她甚至认定朱芳华根
本没有让胡高勃起的欲望，更不要提
留住。

而胡高则认为丁蔓就是一个在
他下面的女人，听他的摆弄，迎接
他的到来，为他的每一次拼搏，呐
喊喝彩。他甚至有点沾沾自喜———

丁蔓能够不介意他有家有老婆，老
婆马上要生孩子就跟他在一起，这
说明什么？

丁蔓一口咬定，假如朱芳华没
有得这场该死的病，胡高一定早提出
离婚要求了。她认为胡高之所以留在
芳华身边，完全是出于怜悯，他们在
一开始就没有爱情。

明天请看：有可能和朱芳华旧情复燃

怎么做才可以防治癌症

怎么做才可以防治癌症
人们通常面对的，只有 3 0% 的

事情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剩下来的
6 0 % - 7 0 % 的事情，不那么重要，
不那么紧迫，不需要过分认真 ( 较
真)地对待。

太较真，不是一种好的个性
认识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结果。我们怎样看待一个问
题，就决定了我们会以什么样的态度
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态度决定结
果。由于今天的社会竞争很激烈，所
以有些人工作非常认真，这已经成了
城市里优秀分子的一种行为特征。

我前面讲过，职业女性有一个非
常明显的特征就是特别认真，她会把
很多细节都考虑好。褒义地说，这是
一种有助于成功的好性格。贬义地
说，就是太较真，且往往过分了。

我碰到过一个做财务工作的乳腺
癌患者，给我讲她自己的事。我把它
叫做“杯子的故事”。

她说她跟老公说好，做什么事情

都要讲究规矩，这个东西要放这儿，
那个东西要放那儿。她老公喜欢喝
茶，可是，他的茶杯到处乱放。有一
次，她回家看到老公的杯子乱放，她
就发火了：“我跟你说好的，喝茶时
茶杯要放这儿，你为什么乱放？”因
此，两人就吵了起来。

我就笑着说：“茶杯放这儿、放
那儿很重要吗？茶杯是财务工作吗？
你什么事情都这样要强、这样认真，
你累不累？”

她说：“我真的很累，可是做事
必须有规矩。我是财务，数据搞错
了，行吗？”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你觉得你
这个累，值不值得？”

她想了半天，说：“好像是不值
得。”

我经常诘问有类似个性的患者：
“这种累，值得吗？”

杯子就是杯子，放回去就是了，
犯得着为这个吵架吗？犯得着为这个
愤愤不平吗？可惜，许多人没有明白

之前，往往就是这样认真且固执。
抗癌二八定律
心理学研究有个二八定律：人生

所碰到的事情，只有 5% 的事情是非
常紧要的，非认真对待不可。但非常
紧迫、非常认真的事情，在你的一生
中不会超过 5% 。

另外， 15% 和 25% 的事情，是需
要比较认真对待的，但不是非常紧迫
的。就像平时的财务做账，相对来说
比较重要，所以可以从容一些，因为
还有时间可以调整、修改。

两 者 合 在 一 起 ， 需 要 非 常 紧
迫、非常认真地做的事也就占 2 0%
- 3 0 % 。重任在肩的管理者，或责
任重大一点的岗位，紧迫而需要非
常认真做的事情可能多一点。一般
人可能还会少一点，充其量也就是
30% 多一点。

所以，你首先要学会把问题区分
一下：哪些是重要的，必须认真对待
的。哪些不太重要，可以放一放。哪
些又是无关紧要，可以暂时不管它

的。
就像前文所述的杯子，放这儿、

放那儿有什么区别吗？所以，大家要
学会区分重要和不重要，不要把所有
的事都扛着。

因此，首先要学会“换一种方法
思考”。 30% 的事情认真一些， 70%
的事情糊涂一些、放下一些。

明天请看：不做无谓的错误联想

女主人公朱
芳华在自己还剩
半年的生命时找
到了曾经的初恋
情人许一军，希
望与这个她至今
仍爱恋的人共度
这宝贵的半年。
而偏偏这时候，
许一军正处于创
业阶段，有体面
的职业、收入、婚
姻和家庭，面对
现在依然爱得很
深的朱芳华，他
犹豫了——— 她的
半年，他的一生，
他要如何选择？

现在，恐癌、
得癌的人越来越
多，让很多癌症
病人饱受精神和
肉体的折磨。得
了癌症怎么办？
得了癌症想活下
去 有 什 么 好 方
法？本书着重从
改变人对癌症的
认知入手，分别
从心理、生活方
式、运动饮食、中
西医结合疗法等
诸多方面讲述抗
击癌症的有效方
法、自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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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豫菲拿起照片一看，是她和汤
雁军在卧室里和床上的一些照片。
“无耻！”李豫菲气得拿着照片过去
递给汤雁军，汤雁军拿过照片翻着看
了看说：“你想干什么？”“干什
么？”张升旺得意地说，“我想把这
些照片邮寄给省纪委和中纪委，他们
工作挺枯燥的，让他们调节一下情
绪！”“你——— ”汤雁军气得用手指
着张升旺，张升旺嬉皮笑脸地说：
“汤市长别生气，您要是不愿意我把
这些照片邮寄到纪委也行，我可以不
寄。现在网上流行‘拍客’，就是把
一些能吸引网民眼球的照片发到网
上，我想这批照片要是传上去的话，
我保证您一夜成名！”

“你究竟想干什么？”李豫菲羞
愧得恨不得在地上找个缝儿钻进去，
她说，“阿旺，我就是欠你点儿钱，
你也不能这么对待我呀！你怎么能这
么对待我呢？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怎
么能这么欺负我呢？”汤雁军也不说
话，他怒视着张升旺。张升旺也没说
话，他内心里是不希望伤害李豫菲
的，尽管李豫菲背叛了他，张升旺原
本是想拿这些照片在关键的时候与汤
雁军讨价还价，没想到今天他一激动
就拿了出来。

“说吧，你到底想要什么？痛快
点！”汤雁军说。“我只想要回属于

我的东西！”张升旺说，“到六月三
十号总共应该支付给我一千二百五十
万，三天之内我要在我的账上看到这
笔款！”李豫菲：“阿旺，我一下子
真拿不出这么多钱！你再宽限我几个
月好吗？看在咱们过去的情分上！”

“闭嘴！”张升旺说，“你要是
看在过去情分上的话，你就不应该趁
火打劫、落井下石！怎么筹钱那是你
的事，再说你现在不是有汤市长这么
一个大靠山吗！”汤雁军知道李豫菲
一下子筹集不到这么多的钱，他怕张
升旺真的一时冲动干出什么没有理智
的事情来，他说：“阿旺，我劝你不
要这么冲动，有事好商量。再说如果
你打算在临海做其他生意的话，我也
可以帮助你，大家何必弄得你死我活
的让外人看笑话呢？”

“怕别人看笑话？哈哈哈哈！”
张升旺仰起头来一阵狂笑，然后说，
“现在你怕别人看笑话啦？你逼着我
把煤矿股份转让给菲菲的时候，你怎
么不怕别人看我的笑话？你把菲菲从
我手里抢走的时候，你怎么不怕别人
看我笑话？”

汤雁军知道，现在跟张升旺说好
话也没有用，他说：“阿旺，你可不
要得寸进尺！”张升旺说：“那也是
被你们逼的！我最后说一遍：我就等
三天！”说完张升旺站起来走了。

“怎么办？”李豫菲问汤雁军，
汤雁军说：“只有两个办法：要么给
他钱，要么就把他抓起来！”“把他
抓起来？”李豫菲惊愕地望着汤雁
军，汤雁军说：“‘石嘴沟子矿难’
的事情还没完呢，你看把他给嚣张
的。干脆让市公安局把他控制起来算
啦？”李豫菲说：“那他手里那些照
片呢？”汤雁军说：“那倒好办，抓
他的时候让公安方面顺便搜查一下他
家！”“不行！”李豫菲还是了解张
升旺的，他今天既然敢这么当面和汤
副市长撕破脸，那他就一定会有所防
范，李豫菲说：“他既然敢这么做，
那他就不会把那些照片放在家里，他
没那么傻！”

汤雁军和李豫菲都在琢磨着如何
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汤雁军觉得张
升旺是个祸害，必须除掉，要不早晚
是个事儿！李豫菲也不知道汤雁军此
刻究竟在想什么，她只知道汤雁军应
该能想出解决的办法。李豫菲一直没
有说话，她就这么静静地望着汤雁
军，她也不知道汤雁军想出了办法没
有。又过了很久，只见汤雁军用手一
拍大腿，心里暗自说：“对，就这么
办！我就给他来个：一个煤老板的意
外死亡！”

明天请看：警察开始在张升旺家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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