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名：《救命饮食》

◆作者：T·柯林·坎贝尔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1100 人人性性的的贪贪婪婪

提要：
许多书籍都曾提出证据，说明营养对癌症的影响，而且每种论点都有其特性；然

而我也发现，无论是因为何种因素而诱发，或是发生在身体哪一个部位的各种癌症，
营养对它们的影响力几乎都是一样的。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苏轼

“你消息倒蛮灵通的嘛，我看当秘书
糟蹋了，搞特工对你更合适。”“还敢挖苦
我，讲不讲道德啊。”金光耀猛吸几口，坏笑
着道。他们两人既能同仇敌忾又能同流合
污，属于讲话不藏不掖的那种，典型的死
党加同盟。

“不敢不敢。”于佑安从柜子里拿出四
条软中华来，包了放桌上，“走时别忘了
啊。”

“我这瘾就是你惯的，拿别人的身体
不当身体，你们当领导的能不能人道一
点？”

“那好，你把我操作到实权部门。”“让
我操作，有没有搞错，我还指望着你升了
拉兄弟一把呢。”金光耀嬉皮笑脸。

“那没问题，等我当了市长，一定让你
做秘书。”金光耀说了句脏话，嬉着脸道，

“就知道你们没把秘书当人看。”于佑安攻
击道：“秘书原来也是人啊，第一次听说。”
两人斗了一阵嘴，金光耀回过话来，关切
地问：“部长现在是刀枪不入，你的行动方
案靠谱不？甭到时学了华局，枪口咱可撞
不起啊。”

扫兴，哪壶不开偏提哪壶！华国锐现

在成了瘟神，自己又不珍惜自己，有天晚
上杨丽娟给于佑安打电话，说华国锐喝得
烂醉，要跳楼。于佑安赶去后，华国锐倒在
卫生间，于佑安都拉不起来。华国锐本来
是不能喝酒的，肝有毛病，官一丢，就连命
也不要了。

金光耀意识到失言，紧忙又道：“我的
意思是此事千万要慎重，部长瞒得如此
紧，会不会……”于佑安无言地笑了笑，知
道金光耀心里怎么想。身在官场，每个人
心里都有一份怕，金光耀说穿了也只是一
秘书，秘书怕领导，天经地义。

于佑安一开始订的也是软卧，跟李西
岳他们紧挨着，后来一想不妥，部长才坐
软卧，自己怎么能坐软卧呢？于是紧着换
了车票，订一张跟软卧车厢紧挨着的硬卧
票。至于去北京的理由，自然难不住他，他
让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傅处长给局
里发了一份急件，说是南州李家堰篆刻和
石雕文化申遗还有许多要补充的工作，要
他去一趟北京。申遗现在是大事，南州文
化局现在也就这项工作还能引起市里领
导的关注，他去北京，自然没人说什么。

周二下午六点半，于佑安早早来到火
车站，为了不引人注目，他把司机小祁和
杜育武提前打发了回去，一个人提着包，
步态从容地进了候车室。南州艺术剧院院
长尚林枫的老婆龚一梅早就候在那里，看
到他，笑吟吟迎过来，从他手里接过包，殷
勤地问：“这么早就来啊于局长，这才几
点？”于佑安咳嗽一声，这话问得他不好回

答，眉头皱了一下。龚一梅没察觉，依旧热
情很高地说：“我家老尚刚还打电话呢，他
真是想为您送行，于局长不给我们这个机
会。我说等局长出差回来，一定为于局长
接风。”于佑安淡然一笑：“不麻烦了，老尚
他也挺忙的。”目光四下一瞅，不见有熟人，
才落落大方地往贵宾室去。

龚一梅身材胖大，好像比于佑安要高
出半个头，这女人平时就殷勤过分，逢年
过节总拉着尚林枫往于佑安家跑，去年春
节于佑安家的卫生还是龚一梅带着铁路
上一帮姐妹打扫的。这次机会对龚一梅来
说更是求之不得，自从于佑安打电话订
票，她就一直跑前跑后地忙着。

于佑安并不想答理龚一梅，这一家人
有点烦，当初尚林枫从艺术剧院副院长提
升院长，龚一梅就围追堵截了他半年多，
啥东西都往他家搬，差点把他家搞成百货
仓库。

后来尚林枫到了院长位子上，龚一梅
似乎来得不那么勤了，可是今年上半年，
也就是文化旅游分家后，龚一梅的步子又
频繁起来，于佑安知道，文化局现在还缺
个纪检组长，龚一梅想让尚林枫尽快挪到
这位子上来。

位子不是他于佑安定的，于佑安对龚
一梅的热情就有些警惕，但这次去北京，
买票换票什么的，又不能不麻烦龚一梅，
对龚一梅送上的热情，于佑安只好接受。
火车摇摇晃晃驶出了南州，于佑安心里一
阵阵紧张，他是要去为自己的仕途长途跋
涉了，可李西岳呢，怎么望穿秋水还是不
见人？难道消息是错误的，或者李西岳临
时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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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提要：
2003年，中坤开始做长河湾项

目，焦青是负责人。当时，这块地是当
时那边治安最乱的地方，房子非常破
旧，市政设施除了水电其他都没有。
并且，那里鱼龙混杂、三教九流。一千
八百多户人里，有四十多名坐过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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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于佑安说笑着，拿出烟来，敬给金光

耀。于佑安不抽烟，但金光耀是烟鬼，不
过这小子也有过人之处，在李西岳面前
从不吸，一旦到了于佑安这里，立刻就变
成烟囱，恨不得一次把一周的瘾过了。

这不像火车还有时刻表，这里随
时都有开车的，往什么方向走都有。
这块地在中坤进入之前，来了五六
拨开发商，都摇着头走了。这反而激
起了黄怒波的斗志。他说 :“那咱们
就啃这块硬骨头，把这事解决了。”
长河湾拆迁到了最后阶段，还有十
栋房子还僵持不下。黄怒波下了死
命令 :“焦青，这十栋房子我不想看
到，十天后我就想看到平地。”

黄怒波的威权作风也影响了焦
青。很温和地和我聊天的焦青，在工
地上却是“凶神恶煞”，有些人对着
他脑子就空白。焦青说 :“我跟打仗
一样玩命，就喜欢李云龙那个劲。”
他抓大钟寺商业广场这个项目，选
的人都是一个顶一个，“干不成我根
本不会饶恕，也甭给我休息”。他手
下有一位女高管，带着孩子到工地
上班，得到焦青的表扬。

2 0 0 2 年，中坤经历了一场内
乱，让黄怒波对人性的贪婪、残忍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至今未能释
怀。黄怒波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
这场内乱 :“突一日，一位外边的合
作者无意间问我，是否又有一家新
公司，我大吃一惊。仔细查来，差点
没惊掉了牙，气碎了心。原来，这厮
们早就私自联合注册了自己的公
司，还把公司的一层办公楼的产权
也转到了他们的公司名下。几千万
元也被搞乱了账，弄不清去向。

可怜的我觉得自己像猴子被
众人耍着表演玩。被戏弄的感觉深
深激怒了我，那西北孤狼的野蛮和
斗志充斥了心灵。一场酒后，我单
身闯豺窝，踢奸贼，踹碎了门玻璃，
把所有人统统赶出了公司大门，连
夜从外地企业调保安调干部进京
擒猴，封闭了所有人的办公室、电
脑等。清查三天后，战果辉煌得让
人悲痛欲绝。

原来，几年中，那几个厮已完

成了清‘猴’侧战略，财务、人事、重
要部门，包括我的司机都已被洗脑
策反。尽管所有人都是一一投奔我
而来，但几年中，我一是基本不在
北京；二是脾气大、骂人多、哄人
少；三是定的财务报销制度严，那
厮却串通了财务，拿破例报销、额
外补贴迷住了不少员工；四是我采
取的是强硬政策，那些厮运用了怀
柔 战术，往 往是我 在 屋 里 训 斥 骂
人，他们在门外等着安慰。我能训
斥骂的都是关键部门的员工，他们
也就收拢了置公司于死地的党徒。

结果是，公司大量钱物被来了
个乾坤大挪移，一些地产项目被偷
梁换柱以别的公司名义立项运行。
而且，他们开会确定了‘起义’的日
子。老天有眼，就在足以导致我家
破猴困、公司倒闭的当口，这些厮
东窗事发，露出了马脚。我命贱，活
得简单，翻了脸，顾不得羞耻，压不
住怒火。不出几日，这些厮已被统
统扫地出门，而且保留了追究法律
责任的权力。”

黄怒波给我口述了当时的经
过，时隔八年后，他依然十分愤怒，
说到当初酒后一脚踹门时，他的右手
握成一个拳头，猛地往前一击。虽然
黄怒波很细致地解释了内乱原因，但
作为绝对控股和拥有绝对权威的民
企老板，部下这种程度的反水依然少
见。“民企没有一个不分裂的，人在经
济利益面前心态容易失衡，他会认为
凭什么挣这么多你是老板？他不想想
资本是我挣的，项目是我拉来的。我
过于信任人，但我的手段又过于强
硬，他一下适应不了。而且连司机都
是我亲自培养、调过来的，跟我多年，
连他老婆的工作什么都我解决的，也
背叛了我。”

黄怒波感叹 :“我印象最深的还
是，人在金钱面前变得比野兽更残
忍，强盗顶多拿刀枪抢个银行，他
们是从根子上要让你家破人亡。”

有鉴于此，所以我把讨论范围缩小
成3种癌症，那么，本书便能有更多篇幅
来处理其他疾病，并出示更广泛的证据，
说明食物与众多健康问题的关系。最后，
我选择波及数十万美国人的三大代表性
癌症来讨论，其中两种是引起许多人注
意的生殖系统癌症，即乳腺癌与前列腺
癌，第三种则是消化性癌症——— 大肠癌，
这是在美国死亡人数仅次于肺癌的第二
大癌症类型。

10年前的春天，我正坐在康奈尔大
学的办公室，突然有位女士打电话找我，
询问关于乳腺癌的事。“我家族有很明显
的乳腺癌史，”这位名叫贝蒂的女士说
道，“我妈妈和外婆都死于乳腺癌，而45

岁的姐姐最近也被诊断出乳腺癌，因此，
我实在不能不担心我9岁的女儿。她月经
初潮快要来了，真担心她也有罹患乳腺
癌的风险。”她的声音充满恐惧：“我看很
多研究报告都写着家族病史非常重要，
我很害怕女儿也难逃一劫，甚至想要她
动乳房切除术，把两边的乳房都拿掉。不
知道你有什么建议？”

这位女士陷入一种困境——— 该让女
儿走上绝路，或该让她没有乳房？虽然看
似相当夸张，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女性，
每天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且在先前
一些发现乳腺癌基因BRCA1的研究报
告出炉之后，变得更加严重。

《纽约时报》等各种报章杂志，都把
这项发现当做头条新闻，并誉之为一大
进步，而BRCA1连同后来发现的BRCA

2所引起的骚动，都在强调乳腺癌是基
因肇祸的观念，故有乳腺癌家族病史者
人人自危。相反的，科学家与制药公司倒
是大为振奋，因为这表示借由新的基因
检验技术，便可能有效评估女性罹患乳
腺癌，而他们希望能操控基因，进而预防
或治疗乳腺癌；另外，记者们忙着把一些
相关资讯转告读者，这些看法具有浓厚
的基因宿命色彩，也难怪像贝蒂这样的
妈妈们会如此忧心忡忡。

我说：“嗯，首先我得告诉你，我不是
医生，没办法给你诊断或治疗建议。这得
交给你的医生去做。但是我可以用简单
的方式，告诉你目前的研究发现，希望对
你有所帮助。”

“好，”她说：“正合我意。”
于是我告诉她了一些有关中国健康

调查及营养研究的事和营养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并告诉她基因不足以决定一个
人是否会罹癌，许多重要的研究都指出，
能完全归咎基因的癌症仅是少数。在讨
论的过程中，我发现她的营养知识相当
浅薄：她以为癌症风险全由基因决定，却
不知食物亦是导致乳腺癌的重要因素。

这么重要的事，我们只用了二三十
分钟讨论。对话结束时，我觉得她似乎
不满意我们这次谈话，或许是因为我的
话比较谨慎又带科学色彩，也可能是我
不愿给她建议的缘故。我猜，说不定她
早已打定主意要让女儿动手术了。最
后，她谢谢我花时间与她谈话，我也祝
福了她。

我常被询问各种健康问题，但这次
显然是最特殊的一个。但贝蒂并不孤单，
另一名女性也曾和我讨论该不该让她女
儿切除双乳，也有已切除一边乳房的女
性未雨绸缪，考虑拿掉另一边乳房。

很显然，乳腺癌已成为美国社会的
一大烦恼：每八名女性就有一名在其生
命中会被诊断出乳腺癌，比例高居全球
前几位。乳腺癌民间机构为数众多且势
力庞大，比其他疾病，乳腺癌或许最能引
发女性恐慌。

回想起与贝蒂的对话，我想我更应
强调营养对乳腺癌的影响。我可能仍然
不会给她临床建议，但我现在知道的资
讯，或许对她更有用。那么换成现在的
话，我该告诉她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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