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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等李雨潺明确表态，哥哥就调动方方面面关
系，给她在政府里面落实好了工作。李雨潺十二个不
情愿，却还是留了下来。父母一辈子不容易，老来需
要陪伴和照顾，做儿女的不尽尽义务，哪天子欲养而
亲不待，就悔之晚矣。也是人各有志，别人觉得做机
关干部神气，她却从没这么想过，心情灰灰的。她的
印象里，机关里压根就没什么好人，要么是打着官腔
的权贵，道貌岸然，颐指气使；要么是低眉顺眼的奴
才，唯唯诺诺，蝇营狗苟；要么是趋炎附势的小人，
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欺上瞒下，见利忘义，为朋友
两肋插刀，为好处插朋友两刀。流落到这样的地方，
荒废学业不说，天天跟一群伪君子打交道，想想都可
怕。再可怕也得硬着头皮上，先工作一阵，以后有机
会再另谋去处。却想不到遇上乔不群这样不俗的同
事，李雨潺颇觉意外之余，又深感幸运，原来机关并
非那么阴森恐怖，也是人待的地方。巧的是乔不群不
仅幽默随和，好打交道，连相貌声音、走路姿势，都
与父亲有些相似。有时两人走得稍近些，还能隐约从
他身上闻到只有父亲身上才有的特殊气息。这种好闻
的男人气息，简直让李雨潺陶醉、着迷。

李雨潺记得来研究室报到的那天，最先认识的就
是乔不群。当时乔不群正在处里上网查资料，忽闻一
阵清香飘至，有人懵懵懂懂撞进来，噼里啪啦做完自
我介绍，才停下问对方贵姓。乔不群眼瞧这个皮肤雪
白、漂亮灵性的女孩，鼻翼悄悄歙动着，捕捉着从她
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那份潜藏多年的记忆就这样被
唤醒了。乔不群就是在这种芬芳的馨香里长大的。每
年春夏，老家小镇前的山坡上百花盛开，其中有一种
栀子花开得到处都是，浓郁的花香弥漫在小镇上，让
乔不群终生难忘。闻香识女人，乔不群生出幻觉，好
像很久以前就认识这个有着栀子花香的女孩。彼此之
间的陌生感顿时消失，乔不群故意逗趣道：“我贵
姓，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有车可当步，有木可过
河，有人在国外，有草可做馍。”这并没难住李雨
潺，她转转水灵的大眼珠，说：“原来咱们都是木本
植物。”说得乔不群乐起来。第一次见面这么开心，
以后的交往，两人说话也就比较随便，只要不是正规
场合，免不了要开些小玩笑，逗逗对方。

乔不群知道李雨潺故意逗自己开心，将软盘插入
软驱，开了激光打印机，要自己动手。李雨潺嘻嘻笑
着，抢过鼠标，人往电脑旁的椅子上一坐，麻利地操
作起来。

打印机开始往外吐材料时，蔡润身进了档案室。有
说有笑的李雨潺收住笑容，不怎么吭声了。蔡润身望一
眼李雨潺，对乔不群说：“我就估计不群在这里，果然不
出所料。”乔不群说：“你在找我？”蔡润身说：“不是我找
你，是刚才碰着袁秘和吴主任，他们叫我问问你，材料
写得怎么样了。去敲你的门，没有动静，就知道你干什
么去了，这不正好被我逮个正着？”乔不群说：“我又没
做什么坏事，有什么可逮的？”蔡润身笑道：“孤男寡女
的，谁知道你们做没做坏事！”

李雨潺青着的脸拉得更长了。干脆扔下电脑，到
一边继续装订她的文件去了。也许蔡润身的玩笑开得
没水平，惹恼了李雨潺。乔不群想说句笑话，蔡润身
拿过输出来的材料，一边故作欣赏，一边给他戴起高
帽来：“乔处真不愧政府第一笔杆子，材料来得又快
又好。若轮到我，就是有人拿枪在后面指着脑袋，这
样的大材料也是没法拿出来的。”

明天请看：像个哲学教授

得了便秘，胡萝卜汁加蜂蜜
症状：排便困难，腹胀，腹痛，

食欲减退
偏方 1 ：将胡萝卜洗净榨汁，对

上蜂蜜服用，每次 80 毫升，早晚各
1 次

偏方 2 ：将新鲜马铃薯捣烂，加
适量冷开水榨汁，每天早晚各喝 1
杯，连喝 2-3 个星期

便秘是指排便次数明显减少，常
伴有排便困难的病理现象。有些人好
几天才排一次便，但是并没有不适
感，这不属于便秘，便秘的临床症状
是，大便次数减少，间隔时间延长或
正常，但粪质干燥，排除困难，或粪
质不干，排出不畅，伴有腹胀、腹
痛、食欲减退、嗳气反胃等情况。

引起便秘的原因很复杂，中医学
认为，其基础病因都是由于燥热内
结、气机郁滞、津液不足以及脾肾虚
寒导致的。

一次在公交车上，我旁边站着两
个青年人，他们都在抱怨工作太累，
生活太艰难。其中一个个子较高的说
自己这几天已经得了便秘，难受得不
行，回家后要买点润肠通便的茶喝
喝。见此情况我主动和那个青年打招
呼，问起他的情况。

高个子青年说，他们两个是同

事，都在会计事务所做财务审核工
作。最近是年底的账务核查阶段，他
们每天都要跑不同的单位审核账目，
忙得团团转，加班熬夜是平常事。

对于他们来说，每年的这几天都
不会好过，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
好，财务的事情从来都是很严谨的，
容不得半点差错，所以他们心里也着
急。这几天也不知道是不是饮食的问
题，就便秘了。

饮食不当、生活作息时间没有规
律的确很容易导致便秘，像这个高
个子青年，平时可能一切都好，
但 年 底 工 作 忙 时 打 乱 了 生 活 节
奏，身体一时不能适应，加上情
绪急躁，内热滋生，自然会有便
秘的情况。我告诉高个青年，回
家买几根胡萝卜就行。

将胡萝卜洗净榨汁，对上蜂蜜服
用，每次 80 毫升，早晚各 1 次。中
医认为，胡萝卜味甘，性平，有健脾
和胃、补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
可用于肠胃不适、便秘等症状。而
且，胡萝卜含有植物纤维，吸水性
强，在肠道中体积容易膨胀，是肠道
中的“充盈物质”，可加强肠道的蠕
动，从而利膈宽肠，通便防癌。这个
方子我常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效
果一直很棒。

如果是习惯性便秘，可以用马铃
薯来治疗。将新鲜马铃薯捣烂，加适
量冷开水榨汁，每天早晚各喝 1 杯，
连喝 2-3 个星期。马铃薯具有很高的
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其味甘，性
平，能补脾益气，缓急止痛，通利大
便。

马铃薯富含柔软的膳食纤维，膳
食纤维是植物细胞的坚韧壁层，吃进
人体后，不被吸收，可以帮助排便。
中医临床常用马铃薯作为治疗脾胃虚
弱、胃气不和之腹痛、大便秘结等疾
病。

如 果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想 预 防 便
秘，多吃苹果就行了，但一定要
连皮吃。苹果味甘酸而性平、微
咸，具有生津止渴、益脾止泻、
和胃降逆的功效。中医认为苹果
具有养心益气、润肠、止泻等功
效 。 苹 果 中 的 果 胶 是 个 “ 两 面
派”，未经加热的生果胶有软化
大便缓解便秘的作用；煮过的果
胶却摇身一变，具有收敛、止泻
的功效，而膳食纤维又起到通便
作用。

果胶通常在靠近果皮的果肉中，
这就是为什么要连皮一起吃的原因。

明天请看：菊花粳米是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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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这种好闻的男人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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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萝卜汁加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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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姞梦兰故事说的是：春秋时郑
国的国君郑文公(前 672 年—前 628
年)，在位 45 年，他的贱妾燕姞，总
也得不到文公的宠幸。朝思暮想，日
夜苦闷。一天，燕姞梦见天使与己兰
(香草)。不久，燕姞见郑文公，讲述
了梦中的故事。郑文公就御幸了燕
姞。燕姞说：妾不才，受到宠幸，倘
若怀孕，如果不信，应有凭证，是否
能以兰为证？郑文公诺。后来燕姞生
下一子，取名兰，这就是后来的郑穆
公。郑文公有好几个儿子，彼此内
讧，明争暗斗。郑文公生气，便驱逐
诸公子。燕姞生的公子兰逃奔到晋
国。后来，公子兰随从晋文公伐郑
国，获得大胜。公子兰就继承郑文公
的君位，成为郑穆公(前 627 年—前
606 年)，在位 22 年。这个故事说
明：贱妾也会有机会受到君王的爱
幸，所生之子，“必将为君，其后必
蕃”。燕姞梦兰的故事给那些被冷落
的妃嫔一个希望：会做好梦，会有好
报，会受宠幸，会生儿子——— 会做君
王，会多子孙。乾隆帝很会做心理安
抚，细雨润物，教化无声。但更多后
妃不如燕姞那样幸运。

景仁宫里住过的后妃，明朝宣德
帝的胡皇后和清朝光绪帝的珍妃两人
都是不幸的。

胡皇后，名善祥，山东济宁人。

永乐十五年(1417 年)选为皇太孙朱瞻
基妃。后朱瞻基为皇太子，她为太子
妃。宣德帝朱瞻基继位，则被册为皇
后。这时，宣德帝身边还有孙贵妃和
胡皇后争宠。胡皇后为人宽厚，但未
有生子，身体多病，孙贵妃乘机逐渐
占了上风。

孙贵妃，山东邹平人，幼有美
色，机敏聪慧。她的父亲在永城(今
河南永城市)做主簿(副县级)，和洪
熙帝张皇后是老乡。经张皇后娘家来
人介绍，孙氏十余岁就入宫，由张皇后
养育。后来，张皇后的儿子朱瞻基成
婚，诏选济宁胡氏为妃，邹平孙氏为
嫔。洪熙帝死，宣德帝(朱瞻基)立，册
胡氏为皇后，孙氏为贵妃。与胡皇后相
比，孙贵妃颇工于心计：第一计是求
宠。孙贵妃利用美色和娇媚，得到宣德
帝的宠爱。第二计是求宝。明制：皇后
既有金册，又有金宝(玺印)；贵妃则只
有金册，没有金宝。宣德元年(1426 年)
五月，孙贵妃既已受宠，宣德帝便出面
向皇太后请示：赐给孙贵妃金宝。皇太
后虽觉得违制，但还是勉强答应了。明
朝贵妃有金宝自此始。第三计是求子。
孙贵妃自己没生儿子，宣德二年(1427
年)十一月十一日，却在心腹宦官、宫
女参与下，暗里取宫人生的儿子(朱祁
镇)为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后来的明英
宗。然而，明英宗朱祁镇的生母是

谁？《明史·后妃传》说：“人卒无
知之者。”孙贵妃就更加受到宣德帝
的眷宠。第四计是求后。胡皇后请早
定朱祁镇为太子，主动表示退位。孙
贵妃虽心里暗喜，却假意谦辞地说：
“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
耶？”(《明史·后妃传》卷一百一十
三)皇后您病好后，自然会生儿子，
我的儿子哪敢先于您的儿子呢？宣德
三年(1428 年)三月，宣德帝令胡皇后
上表辞位，就是写辞职报告。胡皇后
被迫“辞去皇后”，从坤宁宫退居到
长安宫(景仁宫)居住。宣德帝安抚辞
位的胡皇后，赐号静慈仙师，而册孙
贵妃为皇后。这一上一下，虽然诏书
说是皇后力辞，贵妃谦让，最后贵妃
迫不得已才就位皇后的，但宫内外许
多人都知道皇后辞位并非自愿，而是
被迫的。史书记载：“皇后无过被
废，天下闻而怜之。”

宣德帝的母亲张太后，怜悯“退
位”的胡皇后贤惠，常召她到清宁宫
居住。在后宫的宴会上，张太后命胡
“皇后”位居孙皇后之上。孙皇后常
为此怏怏不乐，但也毫无办法。后来
宣德帝为废后而后悔，尝自解说：
“此朕少年事。”泼出去的水，已无
法收回。

明天请看：光绪帝的宠妃珍妃

景仁宫里住过的后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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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故宫 2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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