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宵 一 谜

11 月 14 日，毛泽东在接见参
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
“二月逆流”平反：“你们再不
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
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
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
王、关、戚。”

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
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
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
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
外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
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
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
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
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尽管毛泽东在处理林彪问题
上表现出临难不惊，泰然处之的态
度。但真的天下了雨，娘嫁了人，他
的内心也是无法平静的……

林彪固然死于非命，葬身异
国荒漠。但他是写进党史的接班
人，也是史无前例的驾机叛逃
者。毛泽东无法接受这枚落在他
心灵上的重磅炸弹，这场事变事
实上宣判了“文化大革命”理论
与实践的双重失败。

毛泽东面对“文革”无可挽回

的残局，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
终于，他病倒了！
1972 年的新年是寒冷的，严

冬侵袭着中南海。曾经郁郁葱葱
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
谢、飘零……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
水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
离日趋衰老的自然规律。他的精
神受到林彪叛逃的极大刺激，身
体健康状况日渐下滑，各种病症
开始显现。有时可能一点诱因就
能导致大的疾病出现。

一年多前，也就是 1970 年庐
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因游泳受了
风寒，加之“批陈整风”并不顺
利，林彪一伙攻守同盟，很难突
破，心力交瘁的毛泽东觉得身体
很不适，三步一喘，五步一咳，
因为咳嗽剧烈，侧卧床榻，常常
一夜无眠到天明。

到了 1970 年 11 月下旬，毛
泽东的病情越来越重，持续高烧
不退，医生怕转成肺炎，赶紧找
来专家给他看病。专家们一致诊
断他得了肺炎。在此之前毛泽东
身子骨很硬朗，几乎不生病，不
要说肺坏了，就是头疼脑热也很

少出现。所以他对待疾病的态度
就像对待帝国主义一样，认为那
是只纸老虎，你不怕它它就会怕
你。

毛泽东既不相信“病来如山
倒”，也不信“病去如抽丝”。
他一听医生说自己得了肺炎，立
刻就火了。他不仅拒绝治病，也
拒绝医生靠近。

毛泽东就这么一连发了两天
高烧，也一连发了两天的脾气，
导致病情持续恶化。

办公厅主任看见毛泽东病情
万分危急，赶紧把跟随毛泽东多
年的保健大夫紧急召了回来。深
知毛泽东脾气的保健大夫为毛泽
东检查后，故意轻描淡写地对他
说：“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
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
就好了。”

毛泽东听了保健大夫这一番
话，觉得这才符合他身体的真实
情况，心病没了，神情也放松
了，开始同意接受治疗。

针药跟上，毛泽东的病很快
有了起色。

最终肺炎是治好了，但是这
场重病已经累及心脏和肺腑。很

长一段时间，他的身体都十分虚
弱，行动困难，走起路来，双腿
只能像两条木棍子似的拖动……
他的体态高大，心血管循环负担
非常重。而心血管疾病又是人类
的“头号杀手”，如果这个潜伏
危险不被发现不去排除，那么人
的生命随时会被这个“杀手”夺
走。

林彪事件发生后， 78 岁高龄
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对
“林彪集团”的揭批查工作。

“批陈整风”改为“批林整
风”。一字之改，却惊天动地，
震魂荡魄…… 1970 年以后，“文
革”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显
露出它致命的缺陷。当举国上下
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
情欢呼时，毛泽东所看到的前景
却不容他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
林彪集团的覆亡客观上宣告了文
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也
意味着毛泽东的精神再次遭受更
猛烈的重创……

因为“揭批查”过程也是
“剥竹笋”的过程，一笔一笔地
清算林彪的历史老账，一层一层
把内幕剥开。林彪自井冈山以来
所犯的十六条错误在政治局内部
进行传达，接下来《“ 5 7 1 工
程”纪要》作为批判林彪的罪行
材料也印发全国。

毛泽东不仅拒绝治病，也拒绝医生靠近

遗憾的是，白舟的手气依然
不佳，虽也小赢过几次，但剩下
的三千美元最后还是悉数还给了
赌场。

“回去吧。不管怎么说，咱
们还赢一万呢。”艾米丽将他拉
离赌桌，找一个僻静处劝他。

他不吭声，低着头，绞着双
手，思绪一片混乱：丢了赢来的
一万美元，这让他既懊丧又茫
然，但更不甘心。

“再去试试老虎机吧。”他
终于抬头说。

艾米丽拗不过他，只得又随
他去寻找合意的老虎机。也是天
意，走过赌场的中心位置，他们
见到人造的蔚蓝色的天空下，有
一台差不多两层楼高的老虎机静
静地矗立在那里，仿佛越过了几
百年的时空，正耐心地等待着他
们的光顾。

“对不起，这老虎机能用
吗？”他问擦身而过的一位西装
革履的赌场工作人员。

“当然。不过，还从来没见
人玩过。”那人耸耸肩。

两人对着老虎机上的说明仔
细研究了一番，知道这台老虎机
只吃五百美元一个的筹码，每次
最多五个。白舟决计再在这里碰
碰运气，于是又从贴身的衣袋里
摸出另一扎一万美元的钞票，去

筹码兑换处换来二十个沉甸甸的
筹码。

重回到老虎机前，他深吸了
一口气，然后拈起一枚筹码悠悠
地“喂”进老虎机的“嘴巴”。
随着“咔嗒”一声，老虎机上方
忽然爆发出一阵饿虎扑食般的吼
叫与嘶鸣，引得四周的玩家和游
客纷纷聚拢过来围观。但遗憾的
是，“老虎”尽管叫了，却没有
吐出任何钱币作为回报。他于是
狠狠心又一下子塞进去五枚筹
码。这回“老虎”的“吼叫”声
更响了，身边的人也越聚越多，
还有照相机的镁光灯在前后左右
不住地闪烁着……可惜又是一次
“肉包子”打“虎”，有去无
回。白舟心里虽然有些窝火，但
感觉着周围注视的目光，摸摸手
中尚剩下的十四个筹码，心头突
然平添了一种类似武松打虎的英
雄气概——— “钱嘛，不就是几个
钱嘛，反正都是赢来的，大不了
再送回去就是了……”于是，沐
浴在闪光灯的照耀下，纠缠在人
堆里，沉浮在一阵阵的叫喊声
中，白舟忽然觉得手中握着的已
不是筹码，而是一块块坚硬的石

头。他以最果敢、迅速、有力的
方式，不断地将这些石块，一个
接一个狠劲地砸向面前这只巨大
的“饿虎”……

然而，“石头”很快砸完
了，“饿虎”依然挺立在那里，
甚至都没有回吐出哪怕一丁点财
富的唾沫星子。

围观的人群也很失望，甚至
还传出叹息声，渐次作鸟兽散，
空留下“打虎英雄”和夫人呆立
在当地。

白舟忽然觉得浑身的血呼地
一下直往上涌，忍不住随手抓起
身旁一张椅子，就朝那老虎机一
下一下狠命地砸去。“乒乒乓乓”的
声响很快惊动了附近的保安，几
乎是片刻间，他手中的椅子便被
人夺下，双手也被扭绞到身后。

“实在对不起，他刚才输了一
万块，情绪有些失控。实在对不
起！”经理办公室里，艾米丽急急地
向赌场经理解释，并赔礼道歉。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输
钱。但是，夫人，我要告诉你，
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我们完全可
以将他扭送到警察局去。不过，
念他可能是一时失态，我们可以

原谅他这一次。但他从今往后不
得再在我们赌场出现，他在我们
这里已是不受欢迎的人。”经理
义正词严地说，继之又摇摇头，
叹一口气道，“真想不到，早上
我还主动为你们提供过免费总统
套房，晚上却来砸我们的老虎
机 。 真 是 搞 不 懂 你 们 东 方
人……”

在五六个赌场保安的簇拥
下，白舟和艾米丽像是两粒不小
心被人踢进赌场的足球一样，又
被大脚开出门来，径直滚落到灯
火辉煌的拉斯韦加斯大道上。但
他们再也无心观赏这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童话般的赌城夜景，心中
唯有一片失落和愤懑。

“咱们还有一万块本钱呢，
换家赌场再试试，好不好？”白
舟用少有的商量口吻对艾米丽
道。

她深知他牛一样的执拗劲儿
上来了，此时再怎么规劝也是没
用的，弄不好还得大吵一场，只
得麻木地点点头。

然而，他和她那时都还不知
道，他们的噩梦这时候才真正开
始呢。

老主任接着说：“有的乡下
人，有时候你觉得可憎。可你们
想过没有，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
识是直来直去的。你治好他们的
病，他们感谢你；你治不好，还
收他们的钱，他们不理解，自然
要来闹事。一万块，对我们城里
人来说，不是个大数目，但对很
多穷乡僻壤来说，得干多长时间
才赚得出？他们过激，是因为他
们心疼。他们不懂礼数，是因为
我们不够温和体贴。”

“也许你们觉得我不帮你们
说话。其实不是的。我是想，冷
漠是一种传染病。别人对你冷漠
了，你心情不好，就把这种冷漠
传播出去，这个社会就越来越
冷。其实相反的，温暖这个东
西，也是传染病，每个人都对别
人好一点，社会也就温暖起来。
这个人，还是要救的。这个手
术，我做。但我现在年纪大了，
需要两个帮手。”

两个教授组长站起来说，我
帮您吧！

主任看了一下说：“我自己
点吧！我希望霍思邈和郑艾平做

我的助手。”
我俩无话可说地站起来，跟

他走。
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他脚下

混，不得不低头。
一声叹息。

4 月 5 日
老主任站起来说：“找个有

经验的人跟家属谈话，我想其实
不用谈很深他们也知道救人的难
度很大。”

我和二师兄默默切开患者头
皮不说话。

老主任消完毒走上手术台，
他站一边看我们干活，边看边
说：“带情绪做手术和带情绪开
车一样，都是不好的。其实带情
绪做任何事情，都有偏颇，都容
易失误。”

二师兄没好气地说：“朱伯
伯，你不要老给我上课，我从上
你研究生起就听你讲人生大道
理，讲到现在。我是人，不是
神，我既然是人，就有脾气，有
想法，我可以给这个人开刀，但
你让我心情愉悦地开，我做不
到。你知不知道小郑的女朋友小

蕾就是给这个家伙打走的？”
“我知道。这也是我叫小郑

一起的原因。小郑，我相信你也
不情愿对吧？”

我不敢说话。
“邈邈啊，我是看着你长大

的。所有人都觉得，你上医科大
学是因为家里有背景，祖上世代
行医，爷爷以前又是这个院的院
长，爸爸现在还是局长，我不收
你不行。其实邈邈，大家都想错
了，你是我要来的。”

“哎呀朱伯伯，你害我一辈
子！”

“呵呵，其实你妈妈也不希
望你做医生。但你要相信你爸爸
和我的眼光。信不信由你，你骨
头里是钻石，迟早有一天你会意
识到，你这一生，除了医生，什
么职业都不适合你。”

“朱伯伯，你说得太正确
了。我家一个房间里除了医学的
书，没有任何其他书籍。人家小
孩知道的是肖邦、莫扎特、达·芬
奇，我知道的就是黄帝、李时
珍、张仲景。人家小孩从小玩飞
碟、游戏机，我三岁就能把骷髅

模型的骨头一块一块拼回去。我
认识的人，不是医生就是护士，
连工人都是医院食堂的师傅。我
实在是想不出这个世界上谁比我
更合适在医院呆着。为什么我爹
不是导演啊，这样的话，我也不
用现在一看到女演员就这样地仰
慕，愿意献身了。”

主任笑了，说：“听说你谈
了个女演员？终于满足了你母亲
的愿望，不找医生，不找护士，
不找同学，不找同事。四不找，
对吧？”

“本来她是这样坚持的。现
在她知道以后，跟我说：找女演
员，还不如找女护士呢！她又不
同意了。”
“你家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儿

子，你找谁她都觉得配不上你。你
喜欢就好，不用听她的意见。”

主任拿出最后一个血块，
说：“该做的我都做了，下面就
看我们运气好坏了。”

4 月 7 日
早上大师兄开了个大客户，

如果按新闻联播的说法，那是百
年不遇的瘤霸霸。

比瘤霸还大的瘤子，我们叫
瘤霸霸。今天一天，组里就开这
一台手术，搞不好一大早进去开
出来到晚上。

“肉包子”打“虎”，有去无回

找女演员，还不如找女护士呢！

两人一聚兴头来（字） 马恩业 昨日谜面 “打起背包就出发” 谜底 卷铺盖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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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最后七年风雨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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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
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再现
了 1970 年到 1976 年共和国
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
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
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发
展与结局，也曲折反映了毛
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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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术》

◆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六六

《心术》以上海某知名医
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的第
一人称视角切入，刻画了一
群努力成为好医生，而又不
得不面临社会现实考验的年
轻医生形象。揭示出在当代
中国医患关系中，无论是患
者还是医生，都不能简单地
用白纸黑字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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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如水》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卢新华

《财富如水》一书是中国
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伤痕
文学”运动的创始人，著名作
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作
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
高度，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
点，细心审视、考察、分析和
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
的特征和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