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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不群觉得有趣，说：“你好像不太欢迎蔡润
身？”李雨潺说：“凭什么欢迎他？档案室又不是
接待室。”乔不群笑道：“这倒是真话。”李雨潺
说：“我从分配进研究室的第一天起，就有些不太
喜欢姓蔡的。也说不出原因，大概喜不喜欢谁是没
原因可找的。偏偏他有事没事爱往我这里来，说我
如何如何漂亮可爱，如何如何逗人喜欢。”

乔不群不好说什么，只说：“蔡润身没说错，
你太漂亮，想要人不喜欢，确实困难。”李雨潺
说：“我又不是花瓶，用不着谁来喜欢！”乔不群
笑道：“你不是花瓶，你是花。”李雨潺说：“也
不是花，是人民公仆。”

这里两人聊得高兴，蔡润身已噔噔噔下楼，赶往
桃林宾馆。他早就打探清楚了，袁明清在桃林宾馆贵
宾接待室主持一个会议，自然用不着去秘书长室，也
不必找吴亦澹。其实刚才他并没碰见袁明清和吴亦
澹，更不存在两位领导叫他催问乔不群稿子这么回
事，他们跟乔不群约好的送审时间还没到呢。

推开贵宾室的弹簧门，对面主席位置上就坐着
袁明清，他正在凝神听人汇报工作。绕上大半个圈
子，蔡润身来到袁明清身旁，躬身将材料铺到他面
前的桌子上，轻声说道：“乔不群已提前把材料弄
了出来，有几个数据不太拿得准，我给他做了核
实。我正好到宾馆里来找人，顺便带来材料，请领
导过目。”

袁明清瞥了一眼蔡润身，也不细究，从口袋里
拿出老花镜，架到鼻梁上，翻起材料来。蔡润身缩
缩身子，退到后排空着的座位上。

乔不群笔下功夫，袁明清还是很清楚的。这小子
在综合处待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每年全市人代会上
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主题报告，都由
他操刀主笔，领导从没有不满意的，像撰写这种向人
大代表汇报的普通材料，自然更不在话下。袁明清也
就不加细审，只粗略瞟了几眼文中的大标题和小标
题，便在上面签上“请迪声同志审阅”的字样，留下自
己的大名，然后扭过头去找蔡润身。

候在后面的蔡润身早弹过来，双手接住材料，
同时将耳朵送到袁明清嘴边。袁明清吩咐道：“日
新同志有过交代，他要去省里开会，这次省人大代
表视察我市经济工作，就由甫市长代表市政府进行
汇报。这几天甫市长带队外出考察去了，城建处也
去了人，你问问他们，看甫市长什么时候回来，把
材料送他过一下目。”

袁明清笔下的迪声同志和嘴里的甫市长其实是
一个人，说明白些，就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甫
迪声。这是桃林官场习惯，称呼副职领导时，副字
难以启齿，只闻职务，不带副字。习惯成自然，有
时到了书面上，也自觉不自觉地把副字漏掉，副市
长成了市长，副秘书长成了秘书长，副主任成了主
任。耿日新主政市政府后，认为正职就是正职，副
职就是副职，如此正副不分，不够严肃，专门提出
来，干脆统统别称职务，皆以同志相称。毕竟分管
党群多年，耿日新对官衔比较敏感。自己这个市长
人家称市长，几个副市长人家也称市长，实在不成
体统。此后市政府的材料和文件，凡牵涉到领导，
都改成某某同志。只是口头上怎么也改不过来，不
论当面背后，都照呼职务。

明天请看：谁出得了这个口

芹菜根煮水，记忆力不减退
症状：记忆力下降
偏方 1 ：芹菜根 60 克，用水煎

服
偏方 2 ：白果 10 克，水煎后分

早晚服用
健忘症是指遇事易忘而思维意识

仍属于正常的状态，其发病原因多
样，最主要的原因是年龄。但是，
当今社会，健忘症的发病率有低
龄化的趋势，持续的压力和紧张
会使得脑细胞产生疲劳，从而使
健忘症恶化。而抽烟饮酒、缺乏
维生素等，也会引起暂时性记忆
力恶化。

中医研究认为，肾气亏虚是
健忘症的基本病机。大量的实验
和临床研究表明，老年肾虚者大
多脑功能下降，大脑神经细胞减
少，递质含量及递质受体数量均
下降，内分泌功能紊乱，免疫功
能下降，体内自由基的含量及过
氧化物随年龄增加而积累。这些
变化说明肾虚是老年性痴呆的重
要病因，因此中医治疗健忘症以
补肾填精益髓、补气养血为主。

萨女士刚过五十就患上了健
忘症，常常从客厅走到里屋拿东

西时就忘了自己要拿什么，有好
几次锅上烧着菜就忘了，结果烧
煳了菜不说，还差点引发火灾。
萨女士很是焦虑，因此到医院来
就诊，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治
一治。

我给萨女士开了个方子：芹
菜 根 6 0 克 ， 用 水 煎 服 。 芹 菜 性
凉，味甘辛，入肺、胃、肝经，有清
热除烦、平肝、利水消肿、凉血止血
的功效，主治高血压、头痛、头晕、
暴热烦渴、妇女月经不调、赤白带
下等病症。芹菜清胃涤热，通利血
脉，利口齿润喉，明目通鼻，醒脑健
胃。药理研究发现，芹菜中含有一
种碱性成分，对动物有镇静作用，
对人体也能起到安定作用，可以消
除烦躁。芹菜含铁量较高，能够补
血，尤其适合女性食用。

萨女士回去后按此方服用了
一段时间，前来复诊时表示健忘症
已经得到改善，不像先前那样发病
频率那么高了，一天比一天有所好
转。

对于健忘症患者，勤于用脑是
最好的疗养方式。大脑就像一台机
器，越用越灵光。尤其是老年人，不
要因为退休就开始放松大脑，应该

对 周 围事物 继 续 保 持 兴 趣 ，多 看
报、看电视，下下棋，听听音乐，使
脑细胞处于活跃状态，这样有助于
维持记忆力。

经常参加体育运动，运动能调
节和改善大脑的兴奋作用，能促进
脑细胞代谢，使大脑功能得以充分
发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睡眠
有规律，饮食有规律，多吃富含维
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保持良好的
情 绪 ，这 有 利 于 神 经 系 统 与 各 器
官、系统协调统一，使机体的生理
代谢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反馈性地
增强大脑细胞活力。白果治疗健忘
症的效果也很不错。白果 1 0 克，水
煎后分早晚服用，每天一剂。白果
性味甘苦、涩，《本草再新》中称
其有“补气养心，益肾滋阴，止
咳除烦，生肌长肉”的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白果外
种皮水溶性成分能清除在有氧存
在下黄嘌呤氧化酶系统产生的超
氧自由基，抑制化学发光；这证
明，白果能够减少人体内自由基
的含量及过氧化物的沉积，从而
预防患上健忘症。

明天请看：黄芪陈皮去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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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和追求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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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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花瓶，你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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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芹菜根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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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皇太后之所以重惩珍妃，其
原因主要有三：

一、对皇后：慈禧太后觉得，皇
帝结婚五年，对懿旨的皇后，既不亲
爱，也不敬重。皇帝一心喜欢那个珍
妃，太使自己伤心。慈禧太后借此机
会，严厉惩治珍妃，给皇后侄女出口
气。

二、对珍妃：珍妃自恃长得娇
俏，能说会道，深受皇帝喜爱，太后
心里怨愤。特别是慈禧年轻守寡，产
生心理变态。见到别人的甜蜜爱情，
心里总是羡慕嫉妒恨，借这个机会，
来惩罚珍妃。

三、对后宫：后宫应是一片“纯
净乐土”，竟然有人串通外朝，卖官
鬻爵。珍妃也好，太监也好，卖官之
事，确被抓住。于是，慈禧皇太后惩
罚珍妃，名正言顺，处罚太监，诫训
宫女。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七月二十
一，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
着光绪帝仓惶出逃。相传她临行前命
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
(珍妃井)中害死了。这件事情正史虽
没有记载，但珍妃确实是那时死的。
因为从那以后清宫档案里就没有出现
有关珍妃的记载。后来有个太监回忆
录，说到珍妃被慈禧害死的情景。

珍妃自光绪十五年(1889 年)入宫

到死之前共十二年，除被打入冷宫之
外，一直居住在景仁宫。后清室善后
委员会点查物件时，宫里尚存有珍妃
的绸衣、皮服若干箱。

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沉入井中溺
毙之后，宫中盛传此宫为一座不祥的
宫院。相传为此在景仁宫的东南门内
设有镇邪之物，北面墙上设有一面铁
牌，南边夹道地沟石头上也刻着一道
门。然而，景仁宫的悲剧是人祸，是
帝制之祸，岂是“辟邪”所能避免
的。

景仁宫里留下永恒的历史记忆：
这里诞生了中国“千年一帝”和世界
明君——— 康熙大帝。一位伟大人物身
后，必有一位伟大母亲。为什么这样
说呢？康熙帝的生母就是一个例子。

顺治帝的佟妃、康熙帝的生母佟
氏，出身于八旗汉军家庭，清初有光
荣的“家史”。她的祖父佟养真
(正)、祖叔佟养性都为大清开国立下
重大勋劳。佟养性，为皇太极在沈阳
研发成功四十门红衣大炮，任初创八
旗汉军都统(相当于军长)。她的祖父
佟养真和伯父佟丰年，为守镇江(今
辽宁省丹东市镇江古城)而死，是清
朝的开国功臣。她的父亲佟图赖，原
名盛年，任八旗汉军正蓝旗固山额真
(相当于军长)，随同清军在山东攻下
四府、七州、三十二县，在山西攻下

九府、二十七州、一百四十一县，又
随清军定河南、江南、进湖广，后积
劳病死，受封一等公。她的兄弟佟国
纲，受命为全权代表，同大学士索额
图赴尼布楚，与俄国彼得大帝代表谈
判，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后在
反击噶尔丹南犯时，大战于乌兰布
通，“中鸟枪，没于阵”。她的幼弟
佟国维，官一等侍卫、内大臣。吴三
桂反乱时，三桂之子吴应熊为额驸
(驸马)居京师，以红帽为号，谋作叛
乱。

佟国维发现其阴谋，密奏朝廷，
受命率领侍卫三十人前往额驸府捕
治，抓获十余人，械送刑部。吴应熊
被朝廷下令处死。佟国维后任领侍卫
内大臣、议政大臣，被封一等公。她
的侄女是康熙皇帝的孝懿仁皇后。她
的侄子隆科多，在康熙帝晚年任步军
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是向胤禛
传达密诏，帮助胤禛登上皇帝宝座，
而成为雍正皇帝“雍正元勋”。隆科
多说过：“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
将至之时。”隆科多结局悲惨——— 被
以四十一条大罪，“于暢春园外筑屋
三楹，永远禁锢”，后死于禁所。

明天请看：田贵妃很有故事

中国“千年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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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