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名：《救命饮食》

◆作者：T·柯林·坎贝尔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33 少少年年时时代代的的野野性性
提要：

或许你已经听过这个消息。也许你曾看过一些可怕的统计数字，知道美国人肥胖
的问题。

或许你只是单纯地发现，在杂货店购物的人中，大腹便便的人愈来愈多。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苏轼

这次于佑安得沉着，得冷静，得先
把陆、李两人的班底探清楚再行动。于
佑安还在怔着，桌上的电话响了。奇
怪，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电话打进来？
于佑安边犯惑边抓起电话，喂了一声，
电话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局长

啊，我就知道你还在办公室，太鞠躬尽
瘁了吧。”

是组织部长李西岳的秘书金光
耀。金光耀跟于佑安关系不错，属于特
能谈得来的那种，巩、王手上，金光耀
也在坐冷板凳。他原是干部一科科长，
王卓群看不惯他，把他调整到干部二
科。干部二科跟干部一科比起来，不只
是科室的区分，悬殊大着呢。金光耀自
知遭贬，也不去争，埋起头来看书，啥
书难懂看啥书，实在闷极了，就跑文化
局跟于佑安天上地下地乱说一通，泄
泄闷气。李西岳到南州，连着挑了几个
秘书，都觉得不合适，最后看中金光
耀。于佑安听说，李西岳对这个秘书很
满意。

“大秘书啊，怎么把我想起来了？”于
佑安心里热热的，这个电话驱走了他的孤
独还有寂寞。金光耀朗声说：“大周末的钻
办公室干什么，也不跟兄弟们联络联络感

情。”于佑安哎呀一声，这才意识到
今天是周末，连忙道：“不好意思大

秘书，我把周末给忘了。”
“大局长废寝忘食，了不得，如果

都学大局长这样，咱南州早就变样
了。”金光耀取笑了几句，道，“出来吧，
兄弟们想你了，金海洋五楼芙蓉厅，一
起过周末。”一番话说得于佑安肚子咕
咕叫起来，边收拾东西边笑自己，真是
糊涂啊，连周末都能忘！

到了金海洋大酒店，于佑安才发现金
光耀不是一个人，陆明阳的秘书安小哲也
在，包房里还有两位美女，一位于佑安认
得，电视台美女主持谷雨，老朋友谷维奇
的宝贝女儿。另一位没见过，一张俊美而
又暗含几分妖冶的脸。

安小哲率先起身，热情地跟于佑
安握手：“局长好，一直想请局长坐坐
的，可惜总也如不了愿。”“你是金牌秘
书，哪有时间坐？”于佑安笑握着安小
哲的手，目光却在陌生美女身上滴溜
滴溜转。安小哲忙介绍道：“秦小姐，大
美人，华洋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

“好啊，俩帅哥宴请俩美女，经典
派对啊。”于佑安声音夸张，借以掩饰
自己在秦小姐和谷雨面前的不自然。
华洋投资公司他知道，旗下有八大实
体，老板华雪曼是海东省十大民营企
业家，全国“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
于佑安在广电局时，还专门派人到省
城做过一期她的节目。

秦小姐伸出手：“早就耳闻局长大名，

今日得见，不胜荣幸。”谷雨也走过来，冲
于佑安叫了声叔叔。安小哲开玩笑道：“谷
大记者嘴真甜，见了谁都叫叔叔。”谷雨
白一眼安小哲：“那我也叫你安叔叔？”

“不敢不敢，受不起。”安小哲说
着，拉了下椅子，请于佑安坐。于佑安
犹豫一下，还是坐在了正中。“你爸身
体最近好吧？”于佑安礼节性地问谷
雨。谷雨微微欠欠身：“托于叔叔的福，
我爸身体硬朗着呢，于叔叔有机会去
省城玩啊，我爸说挺想您的。”

“过两天吧，过两天去看望你爸。”
于佑安一边说，一边揣测这四人的关
系。心想，金光耀虽然次一点，但怎么
也在银牌之列，他们带几个女孩子出
来，还不小菜一碟？问题是谷雨不是那
样的女孩子，于佑安对谷老的宝贝女
儿还是有信心的，认为她不是吃那种
饭的人。

“一来就思考，局长现在真成哲学
家了。”金光耀见他凝着眉不说话，拿
玩笑话提醒，于佑安意识到失态，慌忙
一笑：“我是想当哲学家，可哲学不答
应。点菜吧，肚子快要饿扁了。”说着又
冲谷雨多望一眼，见谷雨一本正经坐
着，就想自己这毛病真是不好，见啥都
乱想，迟早会让思想搞乱自己。

菜早点好了的，安小哲冲服务员
一招手，一会儿工夫，桌上就摆满了。
既然是周末，酒自然少不了，金光耀先
抓过酒瓶，说了一番客气话，开始敬
酒。接着是安小哲。于佑安跟安小哲关
系虽没金光耀那么铁实，但面子上还
是很能过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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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提要：
在童年的记忆中，他的家庭受到

了许多不公正的遭遇，他的童年颠沛
流离，尝尽世态炎凉。“这是谁家的野
孩子？”这是黄怒波一次到同学家玩
时，同学母亲说的话。冰冷的眼光和不
屑的语气，令黄怒波受到巨大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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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吸吸金金黑黑洞洞————肥肥胖胖症症

提要：
外界说得不错，如今求官重在一个“跑”

字，这个字便是官场的精华，不跑绝不会有
收获，但如何跑，从哪个方向跑，文跑还是武
跑，抄近道还是迂回包抄，却是门大学问。

黄怒波曾经和几个同学扒火车流
亡，路上喝井水填肚子；回到家，急坏
了的母亲打了他一顿，邻居塞给他一
个馒头。他掰碎了，用热水泡开一小口
一小口地吃，几分钟后全吐了——— 饿
狠了的胃受不了，本能地抗拒食物。

“电影上饿了就狼吞虎咽，那是假的。”
他说。这是他最难忘的挨饿经历。

当黄怒波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
他和伙伴们到公园里偷果子，躲在树
上看着守公园的人牵着狼狗走过。晚
上去农田偷黄瓜，瓜棚下一团黑，他
伸开手臂，往瓜棚下一荡，摸到黄瓜
就摘下来；他们还偷西瓜，在瓜田里
趴下身体借着月光看，反光比较亮的
就是快熟的瓜。

对黄怒波来讲，人生最大的困难还
是在童年，他弱小、只有些微的力量，什
么人都可以欺负他；他还不够坚强，会
难受，会恐惧，会痛苦。他被名叫厄运的
铁锤反复捶打，才有今天的百炼成钢。
比起饥饿、死亡来，人性的残忍更像梦
魇一样缠着他，令他终生不忘。

他记得，他的母亲一次挖土因城
墙塌了，被土埋了。幸好被早晨捡牛
粪的人救了，送去了医院。从医院出
来，她一拐一拐地走回家。一些无知
的小孩就学着她瘸着腿走路。她有时
在街上哭，哭丈夫的死亡。“我母亲最
惨的就是她作为女人，吃了一辈子
苦。我的同学不懂事，动不动就学我
母亲在街上怎么哭，这对我伤害很
大。”

他更记得，他曾经与一男孩打
架，对方打不过他。男孩的父亲就赶
过来，抱住他，让他挣不脱；男孩拿起
砖砸在他头上，把他砸晕了。等他醒
来，头上流着血，那父子俩已经走了，
围观的人哈哈笑，觉得反革命家庭的
人就该打。如今他的头上还留着当年
的疤。

“我们就是社会的底层，谁都可
以欺负我们。”即使过了数十年，回忆

起当年，黄怒波还是难掩怒气。2010

年3月28日，黄怒波重走戈壁。贺兰山
唤醒了他少年时代的记忆。那时，他
喜欢一个人穿过戈壁去贺兰山，“你
不明白，那个时代，人对人是最狠的，
因为你的出身不好 ,所有的人都可以
打你。只有狗不会咬你，只有毛驴不
会踢你。我十三岁就上贺兰山，晚上
就住在山里，反而觉得更安全。我觉
得我上一辈子肯定是狼，回到山里时
立刻心情就轻松了，山里没有什么能
让我恐惧的东西。小时候的经历，让
我对人的警惕心是比较强的。”

于是在那个年代，黄怒波选择了拳
头。初中的时候他打架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打不过就召集一群人打群架，或者
用砖头砸人家玻璃。一次学校冤枉了
他，旁人鼓噪说，你敢把学校玻璃砸了
吗？他直接拿起砖头就把学校玻璃给
砸了。再也没有人敢惹他了。

因为他像凶暴的野兽。“我玩命
呢，你今天把我打了，明天我一定找
你。你不把我打死，我就一直缠着你，
要不就砸你家玻璃去。”他曾带着人半
夜摸到别人家里用砖头砸玻璃，屋子
里的炕上还有婴儿，就这么直接扔了
进去。“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黄怒波
说。

他回忆起那个年代也说:“我受到很
多欺凌之后，发现打架居然可以保护自
己的尊严。”当年读书，黄怒波总挨批
斗。学校每月开一次批斗大会，进行阶
级斗争，把出身不好的孩子拉上去站一
排，他们的同学拿着木头枪指着他们，
叫他们低下头。底下的同学就喊口号，
批斗这些“坏人”。黄怒波死活不低头。
第二天，黄怒波带着两个伙伴在学校门
口拦住用木头枪砸他的人。他用带金属
扣的帆布腰带抽那人，一腰带抽上去血
就流下来了。虽然心里害怕，他却咬着
牙又抽了一下，“那个时候就这么野蛮，
在一个野蛮的环境里，你只能野蛮地活
着。你被打到极点的时候，命已经很贱
了。”说这话时，他双手比划着，还哆嗦
了一下。

也或许你曾在教室、游乐场或幼儿
园注意到，许多孩子深受体重超重之苦，
跑不了几米就气喘如牛。

现在实在很难不注意到大家的“体
重之战”，翻开报章杂志、打开广播电视，
都可以看到美国人面临体重的问题。事
实上，每三个美国人里，就有两个人过
重，而在成年人里，肥胖人口占了1/3，这
些数字不仅很高，而且上升的速度快得
令人担忧。

那么，到底怎样叫做“超重”？怎么样
才叫做“肥胖”呢？这里有一个“身体质量
指数”(BMI)，是表示身材的标准模式，它
代表体重(以公斤计)除以身高(以平方米
计)的比数。根据官方标准，BMI超过25表
示过重，超过30就表示肥胖，男女的衡量
标准相同。

说到体重超重这件事，最让人难过
的大概是体重超重与肥胖的儿童人数越
来越多了。美国15%的未成年人(6～19岁)

体重超重，另外还有15%陷入肥胖的危
机。

体重超重的孩童会面临许多心理
与社会方面的挑战：体重超重的孩子
不容易交到朋友，也常被认为是好吃
懒做，进而使他们更容易在学习和日
常生活中碰到困难。在青春期则可能
会出现自信心缺乏的问题，影响甚至
相当长远。

体重超重的年轻人，常需要面对

各种健康问题，举例来说，他们的胆固
醇浓度通常都较高，而这正是许多致
命疾病的指标。此外，他们也较容易患
上葡萄糖不耐症，因此糖尿病接踵而
至。Ⅱ型糖尿病原本是成年人的专利，
但现在青少年的罹患比例却正急速蹿
升。肥胖孩童患高血压的概率，是正常
孩童的 9倍；而每 1 0个肥胖的孩子里，
就有1个会发生睡眠呼吸中止，这种疾
病将会导致神经认知系统的问题。最
后，肥胖孩子的身上也不难发现各种
骨骼问题。更糟的是，小时候胖，长大
之后仍可能成为肥胖的成人，这就显
著增加了他终生被这些健康问题所困
扰的可能性。

肥胖的人可能很多事情都没办法
做，因此无法好好享受生活。比方说，他
们没办法尽情和儿孙游戏，他们不能长
途旅行，不能运动，在电影院或飞机上也
不可能坐得舒舒服服，当然也无法拥有
丰富的性生活。事实上，对他们来说，可
能连好好地坐在椅子上、不要腰酸背痛
都是奢望。

市面上的瘦身计划宛如经济黑
洞，吸走大把金钱却没任何回报，但我
们的体制竟容许甚至鼓励此种欺骗手
法。对许多肥胖的人来说，站着会让膝
盖很吃力，而过重的身形也会严重影
响身体活动力、工作、心理健康、自我
看法与社交生活。这些事情虽无关生
死，却会让人错失生命中值得好好享
受的许多乐趣。

当然，没有人愿意变成胖子，那
么，为什么 2 / 3的美国人体重超重？还
有 1 / 3的美国人肥胖？据估计，在 1 9 9 9

年，光是与肥胖相关的医疗支出就有
7 0 0亿美元，而仅仅 3年之后，“美国肥
胖学会”把 2 0 0 2年的这些花费列举出
来，总额竟高达 1 0 0 0亿美元。这还不
止，更糟的是，美国人还白白花费三四
百亿，想要预防肥胖。他们花大钱参加
特殊的瘦身饮食计划，吞下能抑制食
欲或调整新陈代谢的药物，这基本上
已经成了全民运动。

这类瘦身计划宛如经济黑洞，吸走
大把金钱，却什么回报也没有。这就好像
你花了40美元，找工人修好了你厨房里
面漏水的水池。但两周之后，水管又爆裂
了，污水淹没了整个厨房，你不得不再花
500美元对厨房进行彻底的修缮。我敢打
赌你肯定不会再找那个修水管的人来做
这项修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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