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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 精精明明的的土土壤壤
提要:

今年约有50万美国人就医时，会被告知罹患了乳腺癌、前列腺癌或大肠癌。这三
种癌症占了所有新病患的四成，不仅摧残病患的生命，也危害家人与朋友。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苏轼

曹冬娜笑得更猛，花枝乱颤地道：
“好啊，在南州你是大局长，这回尝到
被人支使的滋味了吧？”郑新源反着
说：“我看于局长现在成精了，这种苦
都吃得，这样下去前程可是无量。”于
佑安悻悻的，郑新源的话刺痛了他。

郑新源和曹冬娜带来一个好消
息，吴宁教授答应上手术台，让何大夫
做他助手。“我可是把不该动用的关系
都动用了，将来要是提不了官，这笔账
你得算给我。”到底是聪明女人，知道
给男人留点脸面。曹冬娜调侃的口气
一出，于佑安不自在的表情就扭了过
来，人也坦然。曹冬娜又说：“我帮你拿
吧，看你累的。”于佑安说不用。郑新源
说：“你就别装了，西瓜拿来，我们空手
走不仁道。”

“你本来就不仁道。”于佑安挖苦
了句郑新源，郑新源还击了一句，刚要
伸手接西瓜，后面有人叫他，郑新源一
分神，于佑安手里的西瓜就掉到了地
上。院子里响起曹冬娜惊讶的叫声。手
术前一天晚上，章山请于佑安出去喝
茶，说忙活了这么多天，终于要手术
了，她该谢谢于局长。于佑安推辞说：

“不必了吧，你也这么累。”章山执意要
请：“局长您就别客气了，再客气我可
要哭了。”见于佑安还不答应，章山红
脸道：“去茶坊吧，正好有件事想跟局
长您说说。”于佑安其实也没想真的推
辞，这几天生活过得太无味了，喝茶轻
松一下也好，就说走吧，我请美女。

这是于佑安第一次管章山叫美女，
在北京这些天，他一直装得稳稳当当，轻
易不敢放下局长的架子来。事实上他也
知道，这种谱摆了白摆，可不摆他又觉
得自己真成了李西岳雇来的高级护
工。章山抿嘴一笑，那张脸好看了许
多。医院不远有一家叫一壶醉的茶社，
位于天桥边一幢写字楼下。于佑安跟章
山来到里面，刚要了一壶大红袍，手机
响了，是办公室主任杜育武打来的，于
佑安也没回避，当着章山的面接了。

杜育武先是问了问北京的情况，
说局长辛苦了。于佑安说不辛苦，又问
家里都好吧？这家就是指南州的文化
局。扯了一会闲淡，杜育武道：“局长，
最近听到一个消息，不知是真是假。”

“说吧，什么消息？”
“梁积平可能要升副市长了。”“什

么？！”于佑安倒在沙发椅里的身子一下
直了，拿着电话的手猛抖几下。章山看
见了，以为出了啥事，脸色也跟着变
了。杜育武又说：“这两天传得很凶，我
昨天跟市里一号秘书在一起，他亲口
讲的。”一号秘书就是陆明阳的秘书安

小哲。于佑安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梁
积平算是他的冤家对头，两人的摩擦还
是因规划局长的位子而起，当年为争规
划局长，他跟梁积平都使过些阴暗手段。
梁积平也知道于佑安并没死心，一直虎
视眈眈盯着他屁股底下那把椅子。

“小哲真是这么跟你讲的？”过了一
会儿，于佑安还是忍不住问。“不只是安
秘书这么讲，我听市医院的同志讲，梁局
夫人已经在请医院的同事们喝喜酒了。”
又是叶冬梅！于佑安长长哦了一声，闭上
眼睛不说话了。杜育武那边也不敢挂电
话，将不安的喘息声送过来。章山抱着杯
子，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目露胆怯地看着
打电话的于佑安。

半天，于佑安冲杜育武说：“那就
这样吧，我知道了。”压了电话，于佑安
的情绪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进门前他还是情绪高涨，热情勃勃，这
个电话一下把他打到了地狱，感觉身
体像是让人捅了个洞，极不争气地瘪
了下来。

章山见他脸色难看，怯怯地问：
“局长没事吧，是南州来的电话？”于佑
安勉强笑笑：“没事，没事，申遗出了点
问题，这个杜育武，怎么干工作呢？不
提他，来，咱们接着喝。”其实进门到这
会儿，茶还没喝一口呢。尽管章山小心
翼翼，想把气氛找回来，想努力让于佑
安忘掉刚才那个电话，可梁积平这三
个字在于佑安脑子里始终挥之不去。
怎么可能呢？梁积平当副市长，简直是
天方夜谭啊，可杜育武说得又那么逼
真，好像组织部马上要下文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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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提要：
靠着精打细算的筹谋策划，潘

家的人都活了下来，潘诗麟“全家人
不饿死”的最大愿望实现了。如此严
苛的生存环境，多半是造就潘石屹
天生精明的土壤。

提要：
曹冬娜问谁折腾他了，于佑安说还

能有谁，我这次遇了一个比部长还大的
官，慈禧老太后也没她难侍候，遂将章静
秋的“恶行”简单说了一番。

他还动脑筋做一点小生意。他
买来两元钱的木料，做成椅子能卖
七元钱。木料剩下的边角料还可以
当柴火烧，特别是刨花，用火一点就
燃起来了。为了节省柴火，他还将灶
改造了一番，用很少的燃料就能把
饭做熟。

连路边一块不到一分地的空
地都被潘诗麟充分利用起来。他在

《农村日用大全》上看到如何种植
一种长辣椒。当时大家都吃大辣
椒，个头大，辣味淡。潘诗麟打算种
的长辣椒则很辣。书上说长辣椒开
花长小辣椒的时候，不能施肥，一
施肥花就掉了。当时队里种辣椒都
是一开花就施肥。潘诗麟照着书
做，到辣椒三四厘米长的时候才施
肥。最后，队里的辣椒又细又短。潘
家种的辣椒足有十多厘米长，弯曲
着，很招人喜爱。潘诗麟举着右手，
把食指勾起来，眼睛笑得眯了起
来，说：“这辣椒又长又弯，有15厘
米长。”他把辣椒挑到天水城，城里
人喜欢得不得了，两角钱一斤，共
卖了1 2 0元。这相当于队里一亩地
的出产，可以管潘家一年的开销。
在当时，一个成年人一个工分是四
五角钱，一年最多能挣360个工分。

当销售金额从几百万变成几千
万、几亿、几十亿，数字在不停往上
翻滚的时候，潘石屹慢慢对数字麻
木了。他印象里最深刻的、最得意的
一笔生意，反而是他12岁卖香瓜。

潘石屹老家，有一块地种了香
瓜。西北干旱，地里长出来的香瓜特
别甜。潘集寨全村人都在打麦子的
时候，正好是香瓜收割的季节。说到
这，潘石屹顿了顿，强调了一句“香
瓜特别好吃”。村里的小伙子把瓜拉
到城里卖，晚上又垂头丧气地拉着
瓜回来，没卖掉。

潘集寨有个放牛的老头，小名
叫巴娃子。他对12岁的潘石屹说：

“要不咱俩出去卖吧？”潘石屹说：
“我们老的老、小的小，能行吗？”老
头说：“咱们不要拉太多，试一试。”
潘石屹和放牛老头第二天用板车拉
了两百来斤香瓜，去火车站卖瓜。当
时没有公路，上上下下的山路，有七
八公里。

到了火车站，潘石屹把瓜摆到
大太阳下卖。他说：“卖瓜千万不能
在阴凉处，再好看的瓜被阴影一遮，
也不好看了。要在太阳下，晒得发
亮、反光，看起来让人感到口渴、有
食欲。”当时火车站也有类似城管的
工作人员维持火车站秩序，但是没
人管他们。因为卖瓜的两人老的老、
少的少。放牛老头50多岁，头发白
了，牙也掉了，看起来特别苍老。潘
石屹12岁，瘦瘦小小的。两人形象很
容易博得同情。

这是潘石屹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经商经历。用卖瓜的钱，他买了冰激
凌。那时候的冰激凌和现在不一样，
没有牛奶，冰特别多。他买了两个，
老头说：“这是什么，能吃吗？”潘石
屹告诉他这是冰激凌。

放牛老头年龄大了，记性不好。
多年后，潘石屹从北京回天水，他还
问潘石屹：“那次我们吃的是啥呀？”
潘石屹讲他少年卖瓜，讲到兴奋处，
探着头，眼睛睁圆，右手轻轻敲了敲
桌子：“这是我第一次吃冰激凌。”

我们从一个成功商人的现在出
发，寻找他过去的故事来印证他今
天的成功，难免有穿凿附会的感觉。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潘石屹是个
天生的生意人，他最擅长的正是销
售。他做生意的精明与敏锐在十二
岁卖香瓜的故事里初露端倪。这些
年来，潘石屹在房地产界，销售能力
数一数二，任志强说：“他能把土豆
卖出黄金价来。”

“他的身上有勇往直前、不甘落
后的精神。”潘诗麟评价他的儿子，

“但他也相当小心，走一步也回头看
看再往前走，绝不冒冒失失。”

我的岳母51岁因结肠癌而逝的时
候，我们都对营养认知不多，也不知道
营养对于健康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我们
不关心身边亲人的健康，实际上我们非
常关心。我们只是不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而已。然而，30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什
么改变。很少人会考虑采用全植物素食
改善自己的健康，或许，是他们根本不
知道这些资讯。

事实上，研究机构与提供健康信息
资讯的人，大都不愿意讨论关于饮食的
证据，甚至嗤之以鼻。因为把食物视为
健康关键，严重挑战了以药物与手术为
本的传统医学。营养学专家、研究者与
医生团体，要么是不知道证据，要么就
是不愿意分享，从而使得美国人都被蒙
在鼓里，无法得知能救命的资讯。

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医生
应讨论以改变饮食方式当做癌症预防
与治疗的可能途径，甚至指出美国政府
应讨论错误饮食就是癌症的最大原因。
此外，这些证据也明白证实，各地乳腺
癌协会、前列腺与大肠癌研究机构，应
提供充足的资讯，让各地的美国人都知
道全植物素食是效果极佳的抗癌药物。

若能如此，明年求医时得知自己罹
患乳腺癌、前列腺癌与大肠癌的人，将
不足50万人。后年，就不会有那么多朋
友、同事与家人得到最可怕的诊断，之
后也会逐年减少。未来癌症人数减少的

希望，确实可以成真，而能保证大家健
康的未来，也绝对值得追求。

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是所有疾病中
最会悄悄带来危害的一类，不仅治疗不
易，且最后病患都将逐渐丧失身心功
能。和心脏病、癌症、肥胖与Ⅱ型糖尿病
不同的是，自身免疫疾病患者是人体有
系统地攻击自身，而病患几乎必败无
疑。

美国每年有25万人罹患自身免疫
系统疾病，这类疾病共有40种，其中女
性罹患的机会为男性的2 . 7倍，且约有
3%的美国人罹患自身免疫疾病，因此病
患多达850万人，更有人甚至认为病患
人数已多达1200万～1300万人。

最常见的免疫疾病研究最多的是
多发性硬化症(MS)、类风湿性关节炎、
红斑狼疮、Ⅰ型糖尿病及风湿性心脏
病，而这些疾病与饮食关联的研究，数
量也最多。其他未列出的疾病还有炎性
肠道疾病、节段性回肠炎、风湿性心脏
病，并可能包括帕金森氏症。

虽然每种疾病的名字听起来很不
相同，不过近来有评论指出：“把这些
疾病视为同一类别是非常重要的。”因
为这些疾病的临床发病背景非常相
似，有时候，一名病患不只罹患一种自
身免疫疾病，而从与病患居住于同一
地区的人口中，也常找得到其他病例，
以多发性硬化症与Ⅰ型糖尿病来说，
种族与地理分布几乎相同。大体而言，
距离赤道越远的地区，自身免疫疾病
也越常出现，这种现象在1922年就已为
人所知，例如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多
发性硬化症发病率为赤道地区的 1 0 0

倍。
自杀性的自身免疫疾病由于这些

疾病有一些共同特征，因此把自身免疫
疾病看成是同一类重大疾病其实并不
算是离谱。只不过，我们一般会因其发
生在身体不同部位而有不同的名称，像
癌症即是以发生的部位来命名。

和癌症十分类似的是，所有自身免
疫疾病都是因为一组作用机制出了问
题，就自身免疫疾病而言，其作用机制
就是免疫系统误伤了自己体内的细胞，
在Ⅰ型糖尿病中，它攻击的是胰腺；在
多发性硬化症中，它攻击的是髓鞘；在
关节炎中，它攻击的则是关节组织。所
有自身免疫疾病都与免疫系统“造反”
有关，也就是说，我们的体内发生了最
严重的叛变，身体竟成了自己的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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