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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头材料当紧，乔不群也顾不得那么多，提着
笔记本去了办公室。

材料很快拿了下来，也算做了一件看得见、摸
得着的事情，乔不群心头生出一分小小的成就感
来。他也知道，给领导写材料，算不得真正意义上
的创作，说是劳动，应该是不争的。劳动光荣，这
句话已有些过时，却也不是妄语。禅宗就有传统，
哪天不劳动，就没有资格端碗吃饭，只能饿肚皮。
这几天乔不群劳动了，劳动成果也出来了，也该对
得起每天吃进肚里的粮食了。

政府领导还不怎么习惯用电脑，材料得打印出
来，才好交他们审阅。综合处的电脑没配打印机，
乔不群只得拷了盘，去了兼管材料打印的档案室。

推开档案室的门，档案员李雨潺正开了电钻，
在装订文件。别的单位，负责档案工作的，都是一
些年高而级别不高的妇女，政府研究室有所不同，
不是有学历的，就是有级别的，把谁放到档案室，
好像都不太合适，只有李雨潺大学毕业分来研究室
不久，年纪轻没级别，本科学历不算低也不算高，
到档案室负责文秘档案，外加打字复印，没话可
说。

见了乔不群，李雨潺忙关掉电钻开关，说：
“乔处今天想起到档案室来指导工作了？好几天都
不见你露脸，也不知躲在综合处里搞的阴谋还是阳
谋。”

“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得有同谋跟你一起
谋，下次你做我的同谋吧。”乔不群扬扬手上的软
盘，说，“不过做同谋前，你先把我的文件打印出
来再说。”

李雨潺眨眨那双幽亮的眼睛，说：“真是不凑
巧，打印机早有墨，迟有墨，偏偏你一来就没了
墨。”乔不群说：“你跟我耍滑头没什么，跟政府
领导耍滑头，可没你好处。你知道吗，这是袁大秘
书长亲自布置的材料，他正等着审阅哩。”李雨潺
侧侧脑袋，说：“打印机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它
要没墨，领导的材料来了，也同样没墨。”乔不群
说：“你要与我过不去，我实在拿你没法。我再申
明一遍，这可是革命工作，你最好别与材料过不
去。”李雨潺说：“你以为我骗你不成？再骗不能
骗领导嘛。”

李雨潺是研究室最年轻的女孩，为人大方，工
作热情，加上人长得白净漂亮，很讨同事们喜欢。
她出生于桃林下面的小县城，母亲是一家街办企业
的工人，父亲却在桃林城里当中学教师，父母过着
两地分居的日子。她还有一个哥哥，母亲一人照顾
不过来，只好把李雨潺的哥哥送到桃林。可哥哥受
不了父亲管束，在桃林没待上几天就逃回县城，再
不肯就范。李雨潺从小与父亲就很亲，乐意生活在
他身边。顺利读完幼儿园和中小学，直到考上大
学，才离开父亲。这时母亲厂子倒闭，只好来到桃
林，跟刚退休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哥哥也在广东打
下一片天地，想接父亲到那边定居，老人故土难
离，哥哥只得拿钱将学校分给父亲的房子装修一
新，两位老人衣食无忧，倒也安宁自在。转眼李雨
潺大学毕业，本想留校读研，以后做个大学教师，
假期背个行囊，闲云野鹤，畅游天下。不想父母突
然双双病倒，回家守护父母期间，哥哥劝她别读研
了，就在桃林找个事做，两位老人也好有个照应。

明天请看：这种好闻的男人气息

凡士林极具防水性，是一种非常
好的保湿用品，可以调理肌肤。

当然，痤疮虽然好治，但生活中
一定要注意饮食，保持面部卫生和心
情愉快，多喝水，多吃果蔬，保持身
体代谢正常。

生姜食盐泡泡脚，脚气脚臭全治
好

症状：脚气，脚臭
偏方 1 ：碱面水洗脚
偏方 2 ：生姜 100 克，食盐 50

克，加入 2 碗清水，煮沸 10 分钟，
用于泡脚

足癣又称脚气，是发生于脚掌与
脚趾间皮肤的浅部真菌感染，致病菌
主要有红色毛癣菌、须癣菌和絮状表
皮癣菌。症状通常为脚趾间起水泡，
脱皮或皮肤发白湿软、糜烂或皮肤增
厚、粗糙、开裂，可蔓延至脚底及脚
背周边，剧痒。如果伴有继发感染，
会导致局部化脓、红肿、疼痛、腹股
沟淋巴结肿大，有异味。

社区废品回收站承包给了一对外
地来京谋生的夫妻，两个人都三十来
岁，带着个三四岁的孩子，每天靠收
取小区里的废品为生，十分不易。一
次，我去卖废报纸，这对夫妻中的丈
夫看见我的报纸里有不少中医药报，
便问我是不是医生，我回答说是。他

听了特别高兴，忙问我，有没有什么
治疗脚气的方子。原来，他们夫妻两
个都患有脚气。

这对夫妻，常年和废品打交道，
起早贪黑地只知道干活，也没有太多
的保护措施。而且，他们来自农村，
没有太多的卫生意识。如今城市环境
不是很好，他们的工作性质又特殊，
身体清洁如果做不到位，就很容易感
染真菌，引发脚气。

这位丈夫说，他最先患上的脚
气，自然就传给了妻子。夫妻两个还
算小心，将孩子的生活用品和自己的
区分开了，这才没有传染给孩子。这
几年来，他们一直靠治疗真菌的软膏
来治脚气，抹几天，脚气好了，一旦
停止用药，马上复发，夫妻两个都很
烦闷，不知道有没有根除的方法。

我问这位丈夫，你们平时吃什
么？他说，他妻子自己做饭，擀面
条、蒸馒头。我笑着告诉这位丈夫，
他们做馒头的碱面就是一服好药。取
一汤匙碱面，每晚睡前加适量温水溶
化后泡脚，每次 20 分钟，连用 2-5
次，脚气就好了。丈夫不相信，我便
向他做了详细的解释。

碱面俗名苏打，易溶于水，具有
盐的通性，通常我们见到的碱面是小
苏打，这是一种食品疏松剂和肉类嫩

化剂，能使干货原料迅速涨发，软化
纤维，其大量应用于食品加工，如面
条、面包、馒头等。通常，在发面的过程
中会有微生物生成，面团会变酸，加入
碱面可以起到中和的作用。

两个星期后，我再去卖废纸，丈
夫乐呵呵地向我道谢，说他们夫妻两
个的脚气都好了，不痒也不疼了。我
告诉他，脚气是由真菌感染引起的，
平日里一定要注意卫生，要勤洗脚。
即使是夫妻，也不要共用脚盆、毛
巾；鞋子要多晾晒，袜子最好勤换勤
洗，多暴晒。

用生姜食盐水泡脚也能治脚气脚
臭。生姜 100 克，食盐 50 克，加入
2 碗清水，煮沸 1 0 分钟，用于泡
脚。生姜和食盐都具有杀菌的功效。
科学研究发现，生姜能起到某些抗菌
素的作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效果更
好。生姜提取液具有显著抑制皮肤真
菌和杀来头阴道滴虫的功效，可治疗
各种痈肿疮毒。食盐味咸，性寒，入
胃、肾、大小肠经，具有清热解毒、
凉血润燥的功效，《神农本草》记
载：“食盐宜脚气，洁齿、坚齿，治
一切皮肤诸症”，可使皮肤健康，增
强抵抗力。

明天请看：胡萝卜汁加蜂蜜

在肖仁福这部超级长篇小说里，作者以原生态机

关生活为背景，以乔不群起伏跌宕的仕途人生为主

线，客观真实地再现了权力场内外大官小吏、豪商富

贾和芸芸众生对于权力、金钱、美色的不同态度和欲

求方式，将一幅幅生动有趣的机关生活和人生世态图

呈现在读者面前，读来令人大呼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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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你做我的同谋吧

《歧路·密径》

甭管你有坐出来的小肚子、颈椎腰椎疼，还是有熬夜加班出来的

胃痛、熊猫眼，天津中医药大学及附属保康医院医学博士李春深教我

们利用身边最常见的食材，用最简单的操作步骤、最省时间的方法缓

解你的病痛，让我们轻松成为自己的专属保健师。

生姜食盐泡泡脚

《最灵老偏方》 18

妃嫔的最大利益来源，是皇帝的
宠爱，因为只有皇帝宠爱才有可能多
生育儿子，也只有皇帝宠爱才有可能
多受封赐——— 晋升级别，多得赏赐。
在一夫多妻制度下，受到皇帝的宠爱
更加来之不易。为此，历代后宫，都
演绎出不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以后三宫为主体、东六宫和西六
宫为两翼的帝后生活区，众多后妃、
太监、宫女，她(他)们生命的圭臬
是：唯以一人治六宫，皆以六宫奉一
人。嘉靖帝祖母兴献后说：“女子入
宫，无生人乐。”在这里上演了一幕
幕后宫的悲喜剧——— 虽有后妃的丰衣
足食，更有她们的孤灯长夜；虽有妃
嫔短暂的青春欢笑，更有她们无尽的
悲苦泪水。东西六宫既是帝制时代君
主的天堂，更是高墙之内妃嫔的炼
狱。

景仁宫是东六宫之一，位置在东
一长街东侧最南边，距离乾清宫最
近。这里曾经住过倒霉的后妃，如明
宣德帝的胡皇后，还有光绪帝的珍妃
等，也住过几位有福分的皇妃，如顺
治帝佟妃在本宫里诞生皇子玄烨(康
熙帝)、雍正帝熹妃(乾隆帝生母)、
嘉庆帝贵妃钮祜禄氏也曾在景仁宫抚
育幼年旻宁(道光帝)。

景仁宫同其他十一宫一样，建成
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它初名长

安宫，嘉靖十四年(1535 年)更名为景
仁宫。皇帝希望居住在景仁宫里的后
妃，能仰慕和修养大仁、大爱、大
慈、大善的精神和品格。景仁宫的名
称，清沿明旧，没再改动。

景仁宫基本保持了明永乐初建的
格局，前有宫门，以围墙和建筑围合
成两进四合院。前院，正殿五间，东
西配殿均为三间，整齐庄重。后院，
后殿五间，殿的两侧，各有耳房，东
西配殿，也各三间。

与其他宫院不同的是，在景仁宫
门内，有一座石屏，基座和边框均为
汉白玉石雕，屏心为天然大理石，只
有两厘米的厚度，两面图案却不同，
一面雨雾缭绕，一面山川沟壑。这座
石屏风格古朴，相传为元代大内的遗
物，极为难得。

景仁宫的前殿，东西两壁，原来
没有挂图，也没有匾额。但是，永寿
宫有匾额。乾隆六年(1741 年)，乾隆帝
命依照永寿宫匾额的式样，制作了十
一面匾额，并亲自题写匾额。于是东西
六宫都有了本宫匾额。乾隆帝谕旨：

“自挂之后，至千万年，不可擅动，即或
妃嫔移住别宫，亦不可带往更换。”乾
隆帝这话说得过满，大清国怎会有千
万年呢？但他的意思还是明确的，就
是他的后世子孙不可移动东西六宫的
匾额，要长久悬挂，勿随意移动。

乾隆帝又大发兴致，命在东西六
宫前殿悬挂《宫训图》。前殿东墙
壁，挂《宫训诗》；西墙壁，挂《宫
训图》。《宫训诗》由乾隆帝亲自
作，命大学士张照、梁诗正、汪由敦
分别题书，《宫训图》命画师作。

乾隆帝还规定：这组精心绘制的
《宫训图》，在每年腊月(十二月)二
十六，在东西六宫张挂春联、门神的
同时张挂。到来年二月二收门神之
日，将各宫的《宫训图》收贮于景阳
宫后的学诗堂。景仁宫张挂的《宫训
图》是什么内容呢？

景仁宫的东壁，悬挂张照书乾隆
帝的《圣制燕姞梦兰赞》。乾隆帝御
制赞词曰：“乙始启商，兰亦征穆。
吉人在宫，天使诒榖。国香扬扬，掌
梦其卜。嘒彼小星，三心五噣。椒聊
远条，爰昌七族。郑多君子，宣尼所
录。”这段文字，不太好懂。文化素
养不高的后妃，可能是看不大懂
的。为了后妃能理解“燕姞梦兰
赞”的含义，西壁张挂《燕姞梦
兰 图 》 。 赞 与 图对应，文与画匹
配，既有装饰作用，又有教化功能。
“燕姞梦兰”出自一个历史典故。这
个典故来源于《春秋左传·宣公三
年》的记载。

明天请看：景仁宫里住过的后妃

一幕幕后宫的悲喜剧
《大故宫 2 》延续第一部精彩内容，首次深入内廷禁地，真实

再现后宫风云，透彻解析皇室君臣政治博弈，生动讲述三千佳丽兴
衰宠辱，为近年来首部正说东西六宫的历史著作。著名清史专家阎
崇年曾以《正说清朝十二帝》掀起正说历史的热潮，此次正说后
宫，以人为鉴，以史为镜，真实的后宫历史，比虚构作品更惊心动
魄，更发人深省，更有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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