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宵 一 谜

三分钟后，宋启良第一个来到
集合点笔直站立等候，彭飞随大流
出来的，李伟最后一个，徐东福站
在树荫下静观。半小时吃饭，吃完
饭听哨音集合。再次集合，到俱乐
部的乒乓球室，里面十来把椅子一
字排开，每个椅子后面一个老学
员，汗衫军裤解放鞋，头发短极，人
手一把剃头家伙。徐东福下达命
令：“现在理发。一班学员先上。”

听说明天查体罗天阳大惊，他
身高最终没够一米六五。招飞组放
过了他，这里能不能放？

结果一班第一个走的是康正
直，原因视力。第二个被淘汰者是
八班的张前。

这天，一队学员跟一位叫王雷
的老学员在俱乐部的乒乓球案子
上练习叠被。彭飞被连拆三次，第
三次后，他住了手，再一再二不能
再三，承受力是有限度的，心激跳，
手发凉，血液嘭嘭敲击额头血
管……关键时刻，他想起了父亲。
父亲肯定经过了这个，父亲过了。
父亲过了他就能过，得过！徐东福
一声不响在后头等，似在等他发
作，他不发作，心平气和拿过被子，
重新开始，徐东福这才走开，面无

表情，完全看不出他在想什么，是
满意还是失望。半个小时过去了，
在一次次毫无技术含量的枯燥重
叠中，越来越多的学员失去了耐
性，动作明显懈怠，张前则干脆住
了手。徐东福开口了：“烦了吧？”
“是。”

说话的是张前。张前外貌极普
通，但恰恰是他，刚入学那天引起
了全体的注意。他是最后一个到
的，他到时学员们正在集合，一辆
挂着省委牌照的轿车驶来——— 这
个 地 方 一 般 社 会 车 辆 休 想 驶
入——— 车在队伍不远处停下，车门
开，车上下来了四个人，司机一下
来就小跑着绕到车后开箱取行李，
另外三个人是：张前，张前妈妈，空
军军官。

不久大伙得知，军官是学院机
关的行政干部。那时孩子上大学极
少有家长来送，即使送，像这种军
队院校也只能送到大院门口打住，
张前家人却能驱车直入到宿舍门
口，其家庭背景的显赫不言而喻。
和他家庭背景一样显赫的，是他家
对他的宠爱。他妈妈不仅看了儿子
将要住的宿舍，还在军官的带领
下，将食堂、澡堂、服务社、医院统

统视察一遍。
徐东福看张前，张前也看他，

无挑衅无惧怕。徐东福终于开口
了，“好，有一个说出心里话的了。
那，张前，”他准确地叫着他的名
字，“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你为什么
烦？”张前不说——— 他一向话
少——— 他用表情说，说的是：还用
得着说？
“彭飞，你说。”面对徐东福的

点名彭飞猝不及防，脱口应道：“我
没说我‘烦’。”徐东福紧追上一句：
“但也没说‘不烦’！”

彭飞被逼到了死角。想撒谎很
容易，撒得让人信服不容易，尤其
在这种遭遇突袭时，人本能地会为
品格和习惯左右。彭飞诚恳道：“队
长，我实在看不出叠被子和飞行之
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当然，部队得
讲内务，出门看队列，进门看内务，
这是常识，但我认为不能搞过了头
搞成形式主义。”

学员们在心中点头，徐东福明
察秋毫，说：“看来彭飞说到了你们
心坎上说出了你们的心里话。好，
我来问一个类似的问题，稍息立正
走队列，跟飞行有没有必然联系？”
彭飞不知该如何作答。徐东福环顾

四周：“谁来回答？”没人回答。
徐东福自问自答：“照彭飞的

逻辑，也没联系，不光跟飞行没有，
跟打仗也没有。但事实上，世界上
哪支部队不在进行着这样的训练？
他们练得是什么？是服从，是统一，
是纪律，这是必要的形式但不是形
式主义。”全体静默，其心理活动尽
在徐东福的掌握，他顺势接着说：
“说句实话同学们，飞行和你们，还
有着相当的距离，而且对很多人来
说可能是一段，永远跨不过去的距
离！”话题切到痛处，学员们骚动，
徐东福提高嗓门：“这不是吓唬不
是要挟，是现实。这现实就是，诸位
首先要完成从学生到军人的转变，
然后才是，从军人到空军飞行员！”
眼波一闪，直逼张前：“张前？”他听
到的回答是：“我退学。”

入学第十天的晚点名上，徐东
福宣布了各班班长副班长的任命。
区队长暂仍空缺。彭飞是一班班
长，宋启良是副班长。这个任命让
彭飞意外。他相信在徐东福宣布
前，一班的所有人都认为班长非宋
启良莫属。他表现得多突出啊，被
子叠得好，队列走得好，服从命令
听指挥，大小劳动积极主动，天天
受到队前表扬。在彭飞心中，如果
说宋启良给领导的印象是正数，他
则是负数，零都到不了，他根本想
不到他会让自己当班长。

叠被子和飞行有什么必然联系

最后由赵永胜来分配任务。
“粟镇长主持全面清理整顿工

作，第一步是摸清青林镇基金会的
资产情况，我们的目标就是将青林
镇基金会合并入信用社；第二步就
要考虑如何催收借款。
“钟瑞华协助粟明搞好清理工

作，你把手里所有工作放下，进驻
基金会，把情况摸准。
“侯卫东作为分管综合治理的

领导，你的任务就是维持社会秩
序，防止可能出现的群体性事件，
稳定工作交给你了，出了事情你要
负全责。”

侯卫东知道自己调出青林镇
是早晚之事，只是如今人未走，职
责所在，就必须承担起责任，道：
“我会做好防控预案，维护社会稳
定。”心中却道：“你们拉了屎，还要
让我来当擦屎纸，天理何在！”

将大小事情安排完以后，赵
永胜再次问道：“粟镇长，你还有什
么补充？”

粟明手里玩着笔，表情很严
肃。他以前当副镇长的时候，就曾
经分管过基金会，当时赵永胜和秦
飞跃争权，他的分管权力很小，重
要事情都要由两位主要领导来定。
这句话换一种方式来说，粟明并没
有从基金会的业务中得到多少好
处，算得上干净。

因为干净，所以平静。

“目前基金会账目未清理出
来，我不好多说，只讲一点。钟镇
长，清查基金会的事情你要多费
心，要配合县里派出来的清偿组，
遇到重大事项要在第一时间向赵
书记报告。这事要对上青林上万储
户负责，你千万要谨慎。”

这番话让赵永胜感到很刺耳，
心道：“什么叫做重大事项，为什么
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这个粟明分
明是话中有话！”

整顿基金会的消息一经传出，
立刻引起了极大的恐慌。青林镇基
金会门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
拿着基金会开出来的存单，要求将
手中的存单变成现金。无奈县政府
一纸通告以后，基金会就剩下了几
个苦瓜脸守着门面，里面自然是一
分钱也没有。

侯卫东接受了维护治安秩序
的任务，虽然知道这是苦差事，但
是职责所在，无法推脱。他带着综
治办付江、派出所民警周强等人，
在人群中的任务是维护秩序，防止
群众有过激之处。
“这是我们的血汗钱，还我血

汗钱，政府要讲诚信，不能骗老百
姓的钱。”一位干瘦的教师情绪激

动，挥舞着手里的存单。他长期在
讲台上教授思想政治课，看报纸的
时候就比别人多，对于国家的大政
方针略知一二。在他的带动之下，
群众开始鼓噪起来。

情绪可以互相影响，随着吼
声，在基金会门口示威的群众越闹
越厉害，有人拿着手中的东西朝基
金会丢了过去。白春城往日整齐的
头发已经开始散乱，满脸是汗水。
他跑到侯卫东身边，着急地道：“这
些人就要去围镇政府了，那个老师
闹得最凶，他说要到益杨县城去上
访，如果取不了钱，就要到沙州、岭
西，甚至国务院去上访。”

侯卫东看着人群渐渐向政府
转移，道：“这些人取不到钱，肯定
是要闹的，我们只能暂时维持秩
序，解决问题还得靠钱。”

侯卫东见人群已经转向镇政
府，对付江和周强道：“我们不能让
这些人上楼，把楼梯堵住，只能让
他们选出代表到底楼大会议室。”

基金会与政府不到一百米，侯
卫东带着付江、周强以及党政办的
工作人员，很快从基金会跑到了镇
政府大院，站成一排，堵在楼梯口。

无数的存单伸到了侯卫东的

鼻尖，无数的唾沫飞到他的脸上，
吵闹声如群马奔腾，将政府大院弄
成菜市场，很是热闹。

干瘦的教师辛民站在最前面，
道：“我们要见赵永胜和粟明，让他
们两人来给我们解释，由镇政府盖
章写承诺书。”

他振臂一呼，群情响应。
侯卫东道：“辛老师，你们选几

个代表进来，乱吼一通不能解决任
何问题。”

辛民道：“我们可以选代表，但
是要让赵书记来亲自对话。”

镇政府大院闹成一片，基金会
门前的压力就减轻了。钟瑞华和白
春城赶紧溜回到门市里面，喝水、
休息。他们屁股没有坐热，赵永胜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道：“钟镇、白
站长一起到政府这里来，到底楼
会议室给群众做好解释工作。”

整顿基金会是高层决定，青
林镇哪里有权力做决定，把代表
们请到会议室，只是将沙州市、
益杨县的文件宣读一番。赵永胜
再三保证：“清偿组将基金会的
账查完，就逐步开始兑付，你们
要相信政府，政府是绝对不会骗
你们的。”

改变自己爱生气的坏毛病，就
要学会耐心，温和，可能有的人会
说这脾气怎么改呢？“江山易改，本
性难移”啊！其实，你可以通过外部
方法来降火气。按压肝经和耳朵上
的肝区就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
一种方法。

肝经最重要的穴位，我们在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太冲，这
个穴位除了可以给肝脏排毒之
外，还有调节情绪的作用，中医
把它视为“消气穴”。按压此穴
时，如果你感到明显的疼痛，说
明你的肝气有郁结的症状，生气
的时候按这个穴位也会有痛感。
按摩的作用就是把上升的肝气疏
泄下去，使肝气得以通达运行。
不过这里面有个按摩的小窍门要
教给姐妹们。疏肝气的手法要迅
速用力按下去，再迅速放松，再
按再放松，要点是迅速有力。这
样刺激这个穴位，肝气才能充分
地疏泄出去。

不过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都
需要坚持才能见效，你可以在每天
起床或睡觉前，按照上述方法按压
此穴 20-30 次，坚持一段时间就会

发现，自己的坏脾气真的变好了，
不是一点就着的炸药包了。此
外，肝经还有两个重要的穴———
一个是阴包，位于大腿内侧，屈
膝，在膝(关节)内侧横纹头上方，
胫骨内髁之后凹陷处直上 4 寸，将
此穴和太冲每日间交替按压几次，
效果更好。

还有一个穴位叫阳陵泉，在小
腿腓骨小头的下面。多刺激这个穴
位，像拨动琴弦一样，会有电麻感，
直接传到脚底去，这时效果才最
佳。如果你经常能拨动这个，因为
生气，肝火旺导致的胆经郁结之气
就会被散出来。

如果你不但爱发脾气，而且还
会有突然眩晕的问题，那么就多按
一按“耳尖”穴，把耳朵竖着折叠一
下，最高点的地方就是“耳尖”
穴。有空的时候多揉捏这个穴
位，不但可以帮我们疏肝火，还
能防止红眼病、针眼等一些流行
性传染病。

使肝气顺畅的饮食
另外，肝郁气滞所引起的善怒

也可以通过饮食来调节，可多吃些
具有疏肝理气作用的食物，如芹

菜、茼蒿、西红柿、萝卜、橙子、柚
子、柑橘、佛手等。

肝火上炎所引起的善怒，除应
戒烟限酒、忌食甘肥辛辣的食品
外，要适量多吃清肝的食物，如苦
瓜、苦菜、西红柿、绿豆、绿豆芽、黄
豆芽、芹菜、白菜、包心菜、金针菜、
油菜、丝瓜、李子、青梅、山楂及柑
橘等。

脾虚肝旺引起的善怒要健脾
理气为主，饮食上应多吃一些有健
脾益气功效的食物，如扁豆、高粱、
薏米、荞麦、栗子、莲子、芡实、山
药、大枣、胡萝卜、包心菜、南瓜、柑
橘、橙子等食物。

喝花草茶也是让人愉悦的一
个很好的方式。中医里有句话叫
“凡花皆升”，花的香气可以把人们
抑郁的情绪舒展开。因此建议女性
可以多喝如玫瑰花茶、茉莉花茶等
花草茶，在欣赏花草美态、闻着花
的香气的同时，还可以带来愉悦心
情，为你增添几分好气色。

除了从饮食上来疏肝气、调心
情外，专家表示，女性还可以通过
运动、冥想等方式来舒缓身心，在
心理平衡的同时关注自我的成长。

在外资公司上班的孙女士，年
前由于加班熬夜，通常到半夜两三
点才卧床，结束一天的工作，没几
天，她发现脸上的痘痘像发了疯
似的，在额头上满满地长开了。
本来指望着春节长假期间好好休
息一阵子，让疯长的痘痘减少一
些，但是没想到一个假期下来，
痘痘不但没有减少，反倒连脸颊
两侧都长出了不少，硬硬红红
的，摸起来还很疼。这让爱美的
孙女士愁眉不展，不得不到医院
看医生。

原来，孙女士频繁地生痘痘，
是肝火过旺惹的祸。年前加班熬
夜，肝胆没能得到良好的休息，释
放毒素，春节期间虽然有了足够
的休息时间，但她却大鱼大肉地
吃，再加上吃油炸食品较多，更
是加重了肝胆的负担，导致肝脏
不堪重负，以发痘痘的形式提醒她
注意身体。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把肝
脏视为人体的解毒、排毒工厂，肠
胃吸收的所有物质，都要在肝脏过
滤、解毒，变为无毒物质之后才
能被身体利用。如果肝脏的负荷
太重，或状态不佳，太多的身体
毒素无法及时排解出去，反映到
我们的脸上就是脸色暗淡、色素
沉淀。

解决问题还得靠钱

找到消气穴，为肝脏“出口气”

十二码前，终破球荒（企业家） 李洪生 昨日谜面 刚峰先生，从政廉洁 谜底 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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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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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女人
气血养颜经》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作者：郭翠娟 雨琦

如果说女人 30 一枝花，
那么这朵花一定离不开气血
的浇灌。女人所有的皮肤和
身材问题，都可以从气血上
找到原因。养颜就是养气血。
本书结合女性的生理特点，
通过简单易行的中医手法来
调理气血和五脏，达到从身
体内部美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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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官场笔记 2》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作者：小桥老树

《侯卫东官场笔记 2 》
中，侯卫东当上副镇长后，立
刻陷入了新的困境，不断面
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先
是挑战农村殡葬改革，接着
是整顿牵扯多方利益的基金
会，一次比一次艰巨，一次比
一次难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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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家庭婚姻小说第
一人”王海鸰沉淀四年，打造
情感励志小说《成长》。关于
婚姻，王海鸰再次发问：家庭
与事业究竟能否两全？男女
在家庭中应如何分工定位？
小说将父子代沟、夫妻隔阂、
婆媳观念的冲突集中在一家
两代人身上。需要成长的不
仅是孩子，更是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