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蛰龙寺暗露心迹
鸡叫两遍的时候，柴荣醒

了过来，特别地渴，他不忍心
叫醒赵匡胤，自个儿摸到厨
房，抓起水瓢，一连喝了三瓢
冷水，返回客房，倒头又睡。

直到日上三竿，赵匡胤才
醒过来。他一边穿衣，一边喊
道：“大哥，该起床了。”

他一连喊了三声，柴荣不
应腔，忙走到柴荣榻前，俯身
一看，只见他满面通红，双目
紧闭，伸手朝他额头上一摸，
有些烫手。暗道了一声不好，
柴大哥病了。正要去找史延
德，史延德推门而入。

史延德也摸了摸柴荣的额
头说道：“烧得不轻，小弟这就
遣人去请郎中。”

经过郎中诊断，认定是重感
冒，当即开一药方给史延德。

史延德遣一徒弟去药店将
药抓来，用温火煎好,灌到柴
荣口中，约有半个时辰，柴荣
方才醒来。

柴荣感激地说道：“我柴
荣有福，老天爷平白无故地给
我柴荣送来了两个好兄弟。
但愚兄这病，三五日内怕是好

不了，就是好了，也不能立马推
车上路。可蛰龙寺那里，立等
着用炭，愚兄想麻烦一下二位
兄弟，把这车炭送到蛰龙寺。”

赵匡胤当先说道：“小事一
桩，大哥尽管放心，小弟这会儿
就去将炭车推到蛰龙寺。”

史延德又留赵匡胤吃了午
饭，方遣一个能干的徒儿，推着
炭车，随赵匡胤上路，金乌将坠
的时候，二人来到蛰龙寺。

昙云长老闻听有一位自称
来自汴京的红脸汉子前来拜
访，忙道了一声请字，执事僧便
将赵匡胤引到客堂。

“请问施主尊姓大名，仙乡
何处，今日到此，有何贵干？”

赵匡胤毕恭毕敬地答道：
“承长老下问，在下家住汴京，
乃飞捷都指挥使赵弘殷的次
子，名叫匡胤。因到关西投亲，
路经宝刹，冒昧前来拜见。”

一听说他的父亲是赵弘
殷，昙云长老双眼突地一亮，高
声说道：“上茶，上好茶。”

趁喝茶之时，昙云长老问
过了赵弘殷的近况，又问了问
几个老友和一些朝中之事，赵

匡胤就其所知，一一作答。
昙云长老突然将话题一转

问道：“公子这一次去关西投
亲，可是为着避祸而来？”

赵匡胤吃了一惊，颔首说
道：“小侄正是为避祸而来。”遂
将大闹御勾栏之事一一相告。

长老道：“从公子的田宅宫
和疾厄宫来看，公子的灾星还
是很重，不宜远行。能庇护公
子的只有达摩老祖。老衲奉劝
公子，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老衲
寺中，寻一间清净的客房住下，
好好地读一年书，这对公子的
一生会大有补益。”

匡胤想了一想说道：“敬从
前辈之教。但小侄斗胆问一声
前辈，既然您能观出小侄的官
灾，能不能再看一看小侄的前
程？”

长老道：“公子的相很好，
方面大耳，贵不可言。”

匡胤道：“有多贵？”
长老道：“点检做天子！”
匡胤道：“点检做天子这

话，小侄在华山时，陈抟老祖也
曾说过，还不止说了一次。今
日，您又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

思，还请长老明示！”
长老道：“天机不可泄漏，公

子还是自己慢慢地参悟去吧，老
衲还要参禅打坐，失陪了。”

赵匡胤忙起身告辞，被执
事僧引到客房。房中不仅有
书，还有笔墨砚帛。匡胤从书
架上取了一本《汉高祖刘邦》，
埋头看了起来。当他看到刘邦
斩蛇起义这一章时，掩卷思道，
汉高祖未曾当上皇帝，便有当
皇帝的征兆出现……难道我赵
匡胤日后真的要做天子吗？

但“做天子”是犯禁的话，
莫说喊，说也不敢说。他把涌
到喉咙的话，硬生生地吞了下
去。但他不想让自己难受，汉
高祖刘邦能做诗，我赵匡胤为
什么就不能做？

做，做一首像《大风歌》那样
的诗，也叫它来一个流芳千古！

他略思片刻，提笔在墙上
写道：“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
万水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
逐退群星逐退月。”

写毕，他自己默念三遍，觉
得很满意，抛笔于案，上榻歇息
去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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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好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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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来到后堂，在关羽像前，摆设
香案，结为异姓兄弟，柴荣年长，排行
老大；匡胤次之，排行老二；史延德又
次之，排行老三。

结拜之后，史延德重整酒宴，你一
碗我一碗，不到一个时辰，又喝了三
坛，连赵匡胤都有些醉了。

把市长踹倒在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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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才知道，市长夫人被捕
之后，市长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欧阳千
籽，在首都机场下飞机时也被逮捕。
这母子俩被捕的原因是索贿，有人向
省纪委实名举报他们母子索贿90万
元。

大概是第十天的晚饭后，我
准备去找女友聊天。走着走着，
忽然看到在我的前面不远处，被
免职的欧阳万彤市长正在昏黄
的路灯下慢腾腾地向前走着。
因为有几天前和他近距离的对
视，我相信没有认错。他这是要
去哪里？散步？去找朋友？我
改变了找女友聊天的计划，不紧
不慢地跟在了他的身后。

仅从他的背影就能看出，
他精神状态很差，腰探着，肩缩
着，双脚迈得深深浅浅，与平日
在电视上看到的样子相差十万
八千里。

他一直沿街向前走着，直
走到了城外的梡河边上。这儿
已没了路灯，没有了人影。看
到他一个人在黑暗中沿河岸仍
继续低一脚高一脚地向远处
走，我得出了判断：他八成是想
不开了，想找个合适的地方跳
河自尽。得出了这个判断后我
很害怕：怎么办？怎么阻止他
自杀？我一个女孩子，哪有力
气拉住他？那年头我还没有手
机，没法去通知别人，我只能边
跟着他，边在脑子里飞快想着
阻止他跳河的法子。

终于，他停下了脚步，面朝

河面站住了。这儿离市区已
远，四周除了黑暗就只有夜风
吹拂河水的响动。我看见他点
燃了一根烟。我估摸着，他这
时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根
烟吸完，怕就要跳河了。想到
此，我悄悄靠近他，在他毫无防
备的情况下照他的两个腿弯各
猛踹了一下，他随即便“扑通”一
声重重倒在了地上。与此同时
我高叫了一声：欧阳万彤！

我没料到我这声喊叫是如此
大，以至于把我自己也吓了一
跳。被踹倒在地的欧阳万彤显
然也被惊吓住了，半天没有出声。

你不能就这样跳河自尽！
你妻子和儿子的案子还没进入
审判程序，你还有父母！你一
个大男人现在死，是对家人的
不负责任！我继续大声喊着，
还抓住了他的一只手。

足足过了有两分钟，我才
听到他不高的声音：谁说我要
自杀了？

那你为何跑到这黑暗的河
岸上？我质问他。

我只是被免职了，没有人
说要限制我的行动，更没人告
知我不准来这河岸上散心呀！

哦？我有点被他问住了。

你是公安局的？他又开了口。
是的。我只能承认。
负责对我监视？
那倒不是。我急忙摇头，我

是在街边无意间看见你，先是好
奇，后来以为你是要自杀，就跟
了过来。我这时松开了他的手。

嗬，谢谢你的关心，在人们
都唯恐沾了我的晦气的时候，
你还能关心我的死活，我很感
动！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他这时已经在地上坐好。

我叫常小韫。
我们过去认识？
不认识，我是那天跟人去

抓你妻子的时候才见过你。
哦，原来如此。我想起来

了，你是那个最年轻的女便衣。
抱歉，我刚才把你踹倒实

在不应该。
不，不，你这个举动让我心

里很温暖，让我知道，这世界上
还有人真心对待我。你知道
吗？就在今天晚饭前，跟随我
多年，我一直把他当家人看待
的秘书，因怕受我的连累，已经
不接我的电话了。

你要想开些。我只能这样
劝他。

谢谢，一下子想开这些挺

难的。
你要把平日人们对你的尊

重和恭敬，看成是对市长这个职
务的恭敬和尊重，而不要看成是
对你个人的。随着你市长职务
的消失，人们收回尊重和恭敬也
应该。这样想你就会好受些。

你说得有点道理。
现在老百姓对贪污受贿的

人非常愤恨，你家既是有人因索
贿被抓，大家说点风凉话和挖
苦、讽刺的话，也属正常，你应该
有承受的精神准备。如果你是
一个老百姓，听说有人倒卖土地
批文、把公款据为己有或向他人
索要贿赂，你难道不会生气？

对，对。谁受了贿触犯法
律都该受惩罚。

你能这样想最好。我告辞
了。我说罢就转身走了……

这天晚上，算是我俩的第
二次接触。

大约一个多月后，我听说
他同他妻子林蔷薇离了婚，他
儿子被释放。又过了约两周，
他的身影重又出现在天全市的
电视新闻节目里；《天全日报》
的头版上，也开始重又出现他
的照片。他又奇迹般地复职
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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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节气是夏天的最后半个月，
也是最难熬的日子，湿和热夹杂一起，
使人感觉特别的闷热。暑气会“困”住
五脏的机能，而且还伤心气……

每年的 7、8 月有三伏天
气，此时有两个养生重点，一是
补气，二是排毒。

三伏是一年中最热的一段
时间，我们的身体会出大量的
汗，气也随之而泄，人就会亏
气，也就是所谓的“一夏无病
三分虚”，所以这时候要吃补
气的食物。黄芪粥是最佳选
择，补气作用强，还能调理慢
性病。

三伏的第二个养生重点是
排毒。三伏天，人体的阳气与
天地阳气内外呼应，谓之“天
灸”，就像是老天爷在给我们做
艾灸，是冬病夏治的大好时机，
最适宜运用刮痧、拔罐、伏贴等
传统外治法。

三伏分为初伏、中伏、末
伏，每一伏是 10天，一共 30

天。有些年份有闰中伏，那么
就是总共40天。

无论是看公历还是农历，
每一年入伏的时间都不一样。
这是因为三伏的计算方法比较
特别：夏至三庚入头伏，立秋一
庚入末伏。

为何选“庚”日来定伏日
呢？因为庚在五行中属金，配
的脏腑是肺。而三伏，就是我
们通过肺来排毒的时机。

中医所说的“肺”，是一个
系统，包括肺、大肠、皮肤和毛
孔。三伏时，我们用外治法，就
是通过皮肤来引毒外出。

很多朋友喜欢刮痧、拔罐，
这都是“泻”法，即排毒法，适宜
春夏，不适宜秋冬，因为春夏排
毒，秋冬收藏。而最适宜的时
间段，就是三伏。

特别是三伏贴，建议大家
一定要做。三伏贴对于每年冬
季反复发作的咳嗽、哮喘、慢性
支气管炎、关节炎效果都很好，
小孩冬季爱感冒、长期咳喘的，
很多人坚持三年下来就不再复
发了。除此之外，它也是夏季
排毒的一个好方法。

每年一到三伏，医院门口
就排起大长队。其实，如果是
为了保健而贴，可以在家自制
三伏贴。

一、家庭保健三伏贴需要
的材料

基本材料：伤湿止痛膏、生
姜片、瓷勺、香油

二、贴三伏贴的时间
头伏的第一天;中伏的第

一天;末伏的第一天。
三伏贴是在每伏的第一天

贴，也就是每隔 10 天贴一
次。如果要加强效果，可以在
每伏期间贴三次，每隔三天贴
一次。

三、禁忌
1. 贴时不要吹空调。
2. 不能贴在皮肤有创伤、

湿疹、过敏的部位。
3. 感冒发烧，咳嗽痰黄时

不可以贴。
4. 正在生病的人，特别是

急性发作期的人，必须咨询医
生意见。

5. 孕妇及两岁以下的孩子
慎用。

6. 贴伏贴当天忌吃生冷、海
鲜、辛辣的食物。

7. 贴伏贴当天喝玫瑰红糖
茶，效果更好。
（本书授权连载部分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