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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丫”生于二月二

糖尿病是怎么得的？

你对得起今天牺牲的弟兄吗？

光绪帝三年，即1877年。
二月。正是初春的季节，虽

然还有料峭的春寒，但挡不住冰
消雪融、莺飞草长，辽阔的中原
大地早已是绿意盎然，到处一片
生机，温暖的春风和阳光沐浴着
千万个被冬日的寒风和饥饿摧
残得憔悴的脸，使一双双疲惫的
眼睛开始焕发对生存的渴望的
亮光。

二月初二，是中国人说的
“龙抬头”的日子，是中国人信奉
的“上上大吉”之日。这天早上，
在河南安阳蒋村一座豪宅大院
里，当朝阳的第一缕五彩霞光从
天而降普照大地时，从这座豪宅
大院里传来了一阵清脆的婴儿
的哭啼声，一个女孩从此来到了
人世。

她，就是刘青霞。一位中国
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伟大女性，
一位与秋瑾并驾齐驱的英雄女
杰，一位生于官宦之家、嫁于豪
门巨富，曾被光绪皇帝封为“一
品诰命夫人”的传奇女性，一位

不惜千万家财，叛逆封建社会，
追随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
被孙中山称赞为“巾帼英雄”的
女中豪杰。

刘青霞本姓马，后嫁于刘
家，始改姓夫姓称刘马青霞或刘
青霞，以刘青霞之英名传于当时
和后世。

马家乃安阳的名门望族，书
香门第，官宦之家，祖上历代为
官。青霞的父亲马丕瑶，曾官至
两广总督，二哥马吉樟，曾官至
翰林院编修、湖北按察使、袁世
凯总统府秘书、北洋政府总统府
秘书。

青霞上有四个兄长，两个姐
姐，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七为
最小，乳名“七丫”。青霞出生
时，父亲马丕瑶已年近五旬，乃
老年得女，将青霞视若掌上明
珠。

阳春二月龙抬头，青霞的出
生给马府这座深宅大院带来了
无尽的喜气，马府上下，忙忙碌
碌，喜气洋洋，张灯结彩，大宴宾

客，热热闹闹，持续数日。
三日后，青霞的生母杨氏催

促马丕瑶为“七丫”取名，此时马
丕瑶恰接朝廷圣旨，命他速赴山
西解州任职。想到爱女出生数
日尚未取名，便决定圆了杨氏夫
人为“七丫”取名的心愿而后赴
任。

马丕瑶抱过女儿，看了看，
亲了一下，又用手抚摸了女儿的
小脸，而后送回杨氏，捋了捋自
己的长须，在屋中来回走了两
圈。停下步子，马丕瑶坐在椅子
上，说道：“‘七丫’生于二月初二
早上，二月乃阳春时节，万物复
苏，百草吐青，天地一片生机。
老夫据此为爱女取名字的第一
字，就叫‘青’字最佳。我闻‘七
丫’降生时，恰逢朝霞初映，老夫
据此为爱女取名字的第二字，就
叫‘霞’字最好。‘青霞’之名，
寓意深远，《荀子·劝学》曰：‘青，
取之于蓝，而青于蓝。’霞，乃太
阳之光，宇宙之光，‘七丫’取‘青
霞’之名，他日必能借圣人之吉

言、天地之灵气出类拔萃、超凡
脱俗。”

马丕瑶说罢，不禁哈哈大
笑，深为自己为爱女所取的名字
满意。

青霞的母亲杨氏听了马丕
瑶的话，也十分满意，高兴地连
声说道：“老爷起的名字好，老爷
起的名字好。”

马府的上上下下听了马丕
瑶给“七丫”取的名字，也都说
好。

马丕瑶为此心花怒放，中午
时特意命家人摆了酒菜，与夫人
杨氏共饮。席间，马丕瑶微有醉
意，对夫人杨氏说道：“上天佑
我，他日小女必巾帼不让须眉，
成就非凡。”

马丕瑶望女成凤，万万想不
到数十年后，青霞果真超凡脱俗
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功
在国家，名扬天下，应了他当年
乘兴之时脱口而出的几句戏言，
这真是冥冥天意与人生命运的
精妙巧合…… (1)

许山豹的声音有些慌了：
“秀才！……秀才你吱一声，别吓
老子……”许山豹四处寻觅，突然
有所发现。他努力扒拉出掩体中
的一条腿，那人的身体还嵌在夹
缝中，看不出是谁。许山豹笑说：

“秀才你小子可真会躲。躲这鬼
地方什么炸弹都炸不着，不愧是
燕京大学出来的四只眼，眼神毒
啊！……哪里安全就往哪钻！不
过我说秀才，大敌当前的，你这形
象也太难看了，影响士气啊……
老子真想不明白，师长怎么会把
你当作宝呢？不过你放心，只要
你小子以后别老唱反调，老子是
不会把这事说出去的……”

许山豹的话音突然停住
了。他看着那个拉出来的尸体
的脸，眼神一下子变得黯淡。很
显然，扒出土的人不是他许山豹
想要的。忧伤的许大团长颓然
坐在地上，喃喃自语：“不是，秀
才这小子，躲哪儿去了呢？”

好在许山豹眼毒，最终还是
在另一堆土里扒拉出了面如死
灰的刘文彬来。刘文彬看上去
没一点儿活人气。一个士兵大
煞风景地说：“团长，政委好像不
行了……”

许山豹怒喝：“闭嘴！政委
是大知识分子！命硬，阎王爷不

敢收他……”他拍刘文彬的脸，
后者却毫无反应。许山豹道：

“他奶奶的，阎王爷也太不长眼
了，连秀才这样的人都收……你
们，谁会人工呼吸？”

战士们面面相觑，纷纷摇
头。许山豹叹息一声，突然一咬
牙，俯下身去，嘴对着刘文彬的嘴
大吸一口气，却猛地咳嗽着起身。

许山豹眼泪都呛出来了：
“奶奶的秀才，嘴里装了多少土
啊，呛死老子了……”

奇迹出现了。刘文彬打了
三个喷嚏，终于活转过来，却第
一时间捂住鼻子：“怎么这么
臭？我说老许，你几天没刷牙
了？嘴跟大粪缸似的，未经允许
就给我人工呼吸上了……”许山
豹骂：“少废话，你小子那张嘴，
也没香多少……你那管破牙膏，
三个月前就挤不出东西来了，还
装模作样每天在那挤……挤什
么哪？都是大老爷们，不刷牙怎
么了？不刷牙照样打胜仗……”

许山豹说到这儿突然顿住
了，拿眼扫身边的战士。战士们
纷纷低下头，面露羞愧。刘文彬
毫无察觉，只是一个劲地摸索：

“眼镜……我的眼镜呢？你们谁
见我眼镜啦？”许山豹趁机转移
话题，大喝一声：“全体都有，帮

政委找眼镜！”
战士们立马散开，在土里到

处扒拉，摸出树枝、石块若干。
刘文彬没心没肺地哭了：“没眼
镜我就是个瞎子，以后怎么办？
该死的战争！”

许山豹不耐烦了：“哭什么
哭？炮弹飞来老子替你挡着！
我说秀才，你也别扯什么报国梦
了，先照顾好自己吧……”有战
士偷偷捂嘴笑。许山豹瞪他一
眼，战士不敢笑了。

好在世上的事多以圆满结
局。不久之后，刘文彬的眼镜就
找到了。虽然眼镜片已经破裂，
一条镜腿也摇摇欲坠，但聊胜于
无。刘文彬叹一口气，抹抹镜
片，戴上：“这下好了，世界又清
晰了。只是世界出现了重影，是
世界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
题？你们知道吗？”

战士们听了这话，面面相
觑。许山豹拿手去探刘文彬的
额头：“我说秀才，你没发烧吧？
温度不高啊，要不脑子被炸弹震
坏了？那麻烦了，得去野战医院
开刀才能治……”刘文彬不理：

“别打岔，我是在思考。思考战
争，思考人生。思考我们为什么
在这里，为谁而战……”许山豹
笑：“这还用费脑子吗？谁吃饱

了撑的想那么多？打仗就是你
死我活的事，想多了没命……”

刘文彬严肃地说：“不对，这
里面学问可大了。你听我给你
说说《孙子兵法》。哦，还有你们
（他一指其他战士），也一起听
听。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不
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你们学了这个，那就等于给
理想装上了翅膀！”

刘文彬从怀里掏出一本线
装繁体的《孙子兵法》，吹了吹蒙
在上面的一层土，笑嘻嘻地说：

“这可是本好书啊，我研究它十年
了，每每都有新收获，可谓常读常
新。记得以前燕大的老师告诉
我，所谓学问，就是从司空见惯处
看出新鲜奇崛来……”刘文彬深
吸一口气，陶醉地往下说，“精辟
啊……至理名言啊……”

许山豹绝望地抱头蹲下：
“哦，秀才，你又纸上谈兵了。能
整点有用的吗？”刘文彬眼睛一
转，突然大喝一声：“独立团团长
许山豹！”

许山豹本能地站起来立正：
“有！”

刘文彬也站起来，面对面、
鼻子对鼻子地盯着他：“我问你，
你对得起今天牺牲在这个战场
上的数百名弟兄吗？ (2)

有些人认为糖尿病是吃糖
吃出来的。这是一个误区。虽
然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
今尚未完全搞清楚，但是目前研
究认为，引起糖尿病的原因有两
个：第一是遗传因素，也就是说
糖尿病是有遗传性的，遗传的是
容易得糖尿病的基因。第二是
后天因素，或者是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是怎么造成糖尿
病高发的呢？我觉得有三个方
面的原因。

1.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水
平的提高直接导致的一个结果
就是肥胖者越来越多。而目前
认为肥胖是糖尿病的一个重要
诱发原因，有60%～80%的成年
糖尿病患者在发病前身体较为
肥胖，尤其是腰、腹部。过度肥
胖还可能引发多种疾病，比如高
血压、血脂异常等。脂肪含量增
加，加大了患糖尿病的风险。

2.平均寿命延长。虽然糖尿
病患者日趋年轻化，但相对来

说，老年人更容易患上糖尿病。
因为老年人胰岛素分泌不足，胰
岛素抵抗加重。

3.医疗条件的改善。大家关
心糖尿病，愿意了解糖尿病，糖
尿病的检测手段也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普及，所以只有你想不到
的，没有查不出来的。血糖很容
易检测，一查血糖就清楚身体到
底正常不正常。

虽然我们明明知道有这三个
原因，但是我们无法改变，我们不
能为了不得糖尿病而降低生活
水平，缩短平均寿命，恶化医疗条
件。我们希望生活水平又好，活
得又长，同时还享受比较好的医
疗条件，而不得糖尿病。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个
呢？这就要关注造成糖尿病暴
发性流行的因素，即不健康、不
科学的生活模式。我认为不健
康、不科学的生活模式包括以下
四条。

1.对糖尿病无知。我们看到

很多人，实际上已经得了糖尿病
很多年，甚至都有了并发症，却
完全不知道糖尿病是怎么回事，
这都是为无知而付出的代价。

2.热量摄取过多。现在生活
水平提高了，想吃什么、喝什么一
般均不难实现，但是吃得不健康
就会使糖尿病发生、发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
了“吃货”一族，“吃货”们常常饮
食过多而不知节制，再加上现代
人的生活节奏快，常常是早餐不
吃，午餐应付，晚餐胡吃海喝。
吃得不健康加上不健康的吃法，
结果导致营养过剩，从而诱发糖
尿病。于是，就出现了“生活越
富裕，身体越丰满，糖尿病就越
多”的局面。

3.运动太少。我看过近十几
年来中国人的热量摄取量的调
查。结果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
中国人的热量摄取比十年前少
了，那么为什么少了还会变胖，
还会得糖尿病呢？我想，因为热

量摄取虽然少了，但运动更少
了。比如，自从有了电视，有了
网络，有了便捷的交通工具，宅
男宅女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现
代人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
绝不站着；能坐车，当然不会骑
自行车或者走路了。

4.紧张焦虑。我们管这种情
况叫作心理应激增多，老是处于
紧张、焦虑、不愉快的状况，内分
泌科的大夫就知道，人处于这种
状况，身体里面有些激素就会分
泌增多，这些激素很多都是升高
血糖、升高血压的激素，所以人
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容易血压高、
血糖高，容易罹患糖尿病。

糖尿病有遗传性，我们不能
选择和改变。环境因素的前三
条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也
无从改变。我们能做的，也必须
做到的，那就是改变不健康、不
科学的生活模式，采取健康的、
科学的生活模式，才能使我们远
离糖尿病。 (1)

推/荐/理/由

本书由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
权威专家向红丁根据他首创的
“三五防糖法”理论，结合在糖尿
病防治领域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
撰写而成。通过饮食调养、运动
调养、病情监测、并发症防治、日
常宜忌等问题，对糖尿病的防治
进行系统、通俗的讲解，并提出安
全有效、操作简单的实用方法。

上/期/回/顾

一阵凄厉的炮弹呼啸声由远
及近，在掩体旁爆炸，炸出的浮土
四处飞扬，重新将许山豹掩埋。
硝烟弥漫中，许山豹再次爬起来，
口里连连吐着被呛进去的尘土，
然后骂骂咧咧道：“还有完没完，
老子找人呢！狗娘养的搞什么破
坏！明跟你说啊，炸死老子不要
紧，要是秀才少一根汗毛，老子跟
你祖宗十八代没完！秀才！秀才
你没死吧？”

推/荐/理/由

出生于古都安阳的刘青
霞，是辛亥革命时代与秋瑾并驾
齐驱最杰出的妇女活动家、教育
家、政治家，她不惜千万家财，投
身辛亥革命。本书采用纪实文
学的手法，以宏大篇幅和文字，
演绎巾帼女杰侠骨义胆的传奇
生命，再现辛亥革命跌宕起伏的
历史风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