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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日本考察实业

“三多一少”等于糖尿病吗？

你别绑架民意好不好？

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
秋九月初三日，刘青霞携子

刘鼎元与二哥马吉樟、侄孙刘恒
泰及同盟会员张钟端等一行人，
从北京乘火车来到天津。九月
四日，一行人来到天津大沽码
头，坐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

正是秋阳如金的时节，一轮
灿烂的太阳将金色的阳光从蓝
色的天空上洒下来，映照着码
头、轮船、海面和那一张张兴奋
的脸，让人感到一种如梦如幻般
的温柔和美妙。

轮船的汽笛响了，船慢慢从
码头驶向大海。望着一点点离
去的祖国，青霞突然有了一种离
别的感觉，那秋阳下的码头、房
屋、海岸和那每一朵浪花，此时
都让青霞无限留恋。

海面上起风了，吉樟和张钟
端劝青霞不要再站在甲板上看
远处的天津了，青霞却说要看、
要看，直到轮船驶入大海的深
处，天津望也望不见影子了，青
霞才与吉樟一起回了船舱。

轮船在大海中行了十天，于
九月中旬到达了日本的下关码

头停泊靠岸，青霞等人从这里下
船登岸并暂找了一个旅馆休息。

马吉樟告诉青霞，下关就是
1895年李鸿章被迫与日本签订
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的地方。

马吉樟愤愤地说：“我大清
国的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就是在
这个地方被割让东洋人的，而且
还赔日本两亿两白银啊。”

张钟端说：“留得青山在，不
怕无柴烧，总有一天，我四万万
同胞要重新站立，如雄狮一般猛
吼，雪此国仇。”

青霞的一腔爱国之情被兄
长马吉樟和张钟端的话感染，望
着远处的大海和周围的高楼大
厦，她不无伤感地说道：“国家衰
亡，令人痛心，但我华夏儿女，历
来英雄无数，豪杰辈出。当此国
破山河碎之悲惨岁月，定能孕育
前无古人之圣雄，挽救我泱泱大
国危亡之命运。若当此时，青霞
虽一女子，亦当奋然而挺身，勇
做男儿，为国献力。”

听罢青霞的话，大家深为感
动，想不到清廷诰封的“一品夫
人”竟有如此一般的雄心壮志。

张钟端十分钦佩地竖起大
拇指，赞道：“闻青霞夫人一席
话，内心如沧海之波浪，激动不
已，我辈男儿，为救国难，从此当
以夫人之精神为动力，为中国之
复兴而献身。”

马吉樟此时说道：“我等之
言论，如在大清国，当是大逆不
道之惑言，在日本亦不能乱讲，
我毕竟为朝廷命官，虽对时局心
知肚明，亦有救国之心，然终是
不能言语过度，好在此时无有别
人，方能一泄心中之郁愤，我等
救国之心，但愿苍天可鉴。”

青霞与吉樟和钟端说话之
时，刘恒泰3人已将去往东京的
火车票购回，众人提了行李，乘
车前去下关火车站。

当日下午，青霞一行人登上
了开往东京的火车，向日本的北
部驶去。

数日后，青霞一行人到达日
本东京火车站。大清国驻日公
使派人在车站迎接马吉樟和刘
青霞，张钟端等人便在车站与青
霞、吉樟留下通讯地址后告辞赶
往学校，青霞与兄长吉樟乘车前

去大清国驻日本使馆。
次日，刘青霞在驻日公使的

帮助下，在东京一片繁华地带租
下一套房屋，安顿下来，马吉樟
则作为大清国钦命赴日考察学
务之官员，驻入大清国驻日本东
京的使馆。

为了便于在日本考察实业、
学务，青霞在东京找妥住处后，
又将四岁的幼子刘鼎元送入一
所幼稚园学习。然后换上从商
店买回的入时服装，一下子变成
了一位看上去既有东方美女典
雅仪态又有西方女子浪漫气质
的绝世佳人。

二哥马吉樟前来看青霞时，
青霞正在房间的玻璃镜前欣赏
自己有些新潮的打扮，见吉樟入
室，兴奋地走到二哥面前，说道：

“二哥，小妹这样打扮可好？”
马吉樟点点头，竖起大拇

指，赞道：“小妹原本天生丽质，
气韵高雅，今脱去旧服，换以新
装，更是出水芙蓉之美，堪为绝
世佳人也。”

吉樟之言，令青霞满面通
红。 (2)

刘文彬以为，独立团数百名
战士在许山豹的一意孤行下送
了性命，许山豹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这是很危险的。此刻的战场
上尸横遍野，树桩余火尽灭，只
剩黑烟缭绕。空中三两只秃鹰
久久盘旋着，不肯离去。不远
处，残阳如血。春生倚旗而立，
形如雕塑。许山豹向团旗缓缓
敬礼，春生回礼。众士兵也庄严
敬礼。许山豹向刘文彬吼道：

“数百名弟兄为国捐躯，死得值
了！”刘文彬眼里像冒出火：“别
转移话题，我问你，你，许山豹，
对得起今天牺牲在战场上的数
百名弟兄吗？”

许山豹满不在乎：“这有什
么对不起的？！老子自从投身革
命，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
问问弟兄们，他们是不是跟老子
一样，也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许山豹大手一挥指向在场的士
兵。士兵们齐声答：“我们都把
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刘文彬：

“许团长，你别绑架民意好不
好？我是很严肃地跟你谈军事
问题。”许山豹：“绑架什么？我
说秀才，你别整那些酸溜溜的词

行吗？老子是大老粗一个，听不
明白。”

刘文彬叫道：“别叫我秀
才！”许山豹挑战他：“你戴着副眼
镜，怀里见天揣着本书，不是秀才
是什么？”刘文彬看着他：“我怀里
揣本什么书？”许山豹不假思索：

“《孙子兵法》啊。”刘文彬又问：
“你见过读兵书的秀才吗？”许山
豹想了一下：“没见过。”刘文彬再
问：“那我是什么？”许山豹又想了
一下：“还是秀才。”刘文彬尖叫：

“什么？”许山豹悠悠回他：“纸上
谈兵的秀才。”

众人想笑又不敢笑。
刘文彬怒喝：“许山豹许团

长，你可睁大眼睛看好了，站在
你面前的是独立团政委刘文
彬。要是对这个身份有怀疑的
话，我们可以一起去请教李师
长。”许山豹软下来了：“哎呀秀
才，哦，政委，跟你开玩笑呢，还
当真了呀。你这个政委可是响
当当、如假包换的。我认，我们
都认还不行吗？”

众士兵频频点头。
刘文彬掏出《孙子兵法》：

“那好，那我们就现场学习一

下。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亡羊
补牢，犹未晚也。现在，你们洗
耳恭听吧！”许山豹看了一眼西
边的太阳：“我说大政委，太阳马
上下山了。你的眼镜又破又架
不住，能看清书上那些字吗？我
提个建议啊，咱先打扫战场，让
牺牲的弟兄们安顿下来，明天再
抽时间学，你看咋样？”刘文彬一
字一句地说：“不行。”

许山豹顺着他：“好好，政委，
刘大政委，您老就给我们上课
吧。”刘文彬摇头晃脑地念起了
《孙子兵法》：“孙子曰：兵者，国
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
可不察也……”

许山豹听着听着睡着了，打
起了响亮的呼噜。

刘文彬摇醒他：“醒醒，醒
醒，许团长，你站着也能睡着
啊？佩服佩服。我给你讲一个
故事吧。我在燕大的时候，教我
们英文的欧阳老师经常对我们
说，‘我的课你们想睡就睡吧！’
但是偏偏他的课一个人也睡不
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上
课时旁征博引，经常穿插些小故
事、小笑话，声音又来得大，教室

里便常常哄堂大笑。跟恩师相
比，唉，我是自愧不如啊。”

许山豹听傻了，不知如何是
好。刘文彬问他：“许团长，告诉
我一句实话，是不是我讲得不够
好？”许山豹摇头。刘文彬高兴
地说：“这么说，我讲得还行，你
们都听懂了？”许山豹依旧摇
头。刘文彬感叹一句：“我明白
了，你们是不认真听讲。我再给
你们说一个故事，也发生在燕京
大学。我的一个同窗，名字就不
说了，天天揣着蛐蛐葫芦上课，
老师讲得兴致勃勃之时，这位仁
兄怀里的蛐蛐响了，老师很不高
兴，把他赶出了课堂。可即便这
样，他后来还是以优异成绩毕了
业，甚至拿到硕士文凭……我想
问，这个故事给你们什么启发
呢？”

许山豹毫不犹豫地说：“不
认真听讲也能取得好成绩。”刘
文彬摇摇头：“错，应该是不认真
听讲的天才也能取得好成绩。
傻瓜蛋就不在此列了。”许山豹
怒：“你……”刘文彬若无其事：

“我骂你了吗？没有。我应该是
在表扬你。”(3)

糖尿病的症状主要是糖、脂
肪、蛋白质、水、盐、酸碱代谢紊
乱及血管、神经并发症所造成的
结果，糖尿病的表现，习惯上被
称为“三多一少”。“三多”指的是
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一少”
是指体力和体重下降，这已经是
大家的共识。我同意这种观点，
但是我的排列次序跟一般人不太
一样，我的排列次序是尿得多、喝
得多、吃得多、体力和体重下降。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
因为糖尿病患者尿得多、喝得多
比吃得多更常见，大概是这种样
子。尿得多、喝得多在糖尿病患
者中占三分之二，吃得多一般占
二分之一，所以我把尿得多、喝
得多放在吃得多前面。

为什么要把尿得多放在喝
得多前面？这有个因果关系。
糖尿病是尿得太多脱了水，所以
他才喝得多。也就是说糖尿病
是尿得太多，不得不喝，而不是
喝得太多不得不尿，尿得多是
因，喝得多是果，所以我把尿得

多放在喝得多前面。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种现

象，我们有必要具体解释一下。
什么叫尿得多？顾名思义，

尿量多而且频繁，一两个小时就
可能小便1次，有的病人甚至每
昼夜可达30余次，而且尿量很
大，并不是尿的次数多，但每次都
尿不了多少的所谓“尿频”。糖尿
病患者血糖浓度增高，体内不能
充分利用，不能完全被肾小管重
吸收，以致形成渗透性利尿，出现
多尿。血糖越高，排出的尿糖越
多，尿量也越多，而且尿液的泡沫
较多，尿渍发白、发黏。

什么叫喝得多呢？一般来
讲，一个人在天气不是特别热，
锻炼也不是特别激烈的时候，
600毫升一瓶的矿泉水，一天喝
4瓶差不多够了。如果你超过一
倍，或者超过50%，那你可能就
是喝得多。

什么叫吃得多呢？就是比
你原来的食量增加了，或者比你
同年龄、同性别、同运动量的人

吃得多，反而体重维持不住。原
因主要是血液中的糖分不能进
入细胞，被细胞所利用，从而
刺激大脑的饥饿中枢，造成了
多食，而且进食后没有饱腹感，
从而导致进食的量和次数增
加。而且大量的尿糖丢失会让
人处于半饥饿状态，所以要吃个
不停。

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体力、体
重下降？如果说不是所有的病
人都有“三多”，那么几乎全部患
者都有“一少”。这“一少”不见
得都是消瘦，但一定是体力和体
重的下降。差不多所有的病人
在发病初期都感到疲乏无力，特
别是腿没劲儿，下班回来或者稍
微活动就觉得全身困乏，恨不得
赶快上床躺一会儿。最怕上楼
梯，爬楼则腿软。同时，如果病
人比较仔细地测量体重的话，就
会发现虽然整体看起来不见得
瘦，但体重确实比最重的时候下
降了。也有些糖尿病患者一开
始就出现明显的消瘦。

造成“一少”的主要原因是：
（1）糖利用得不好，身体得

不到足够的能源。
（2）因为身体不能很好地利

用糖分，所以只得动用肌肉和脂
肪来补充能量，造成肌肉消耗，
脂肪减少。

（3）有时因为多尿造成无机
盐特别是钾的丢失，而低血钾也
可以造成疲乏无力。

（4）糖尿病的自主神经病变
使支配肌肉的神经功能发生障
碍等。

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得到
良好控制后，“一少”症状会明显
减轻。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自己身
上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有，
一定要引起注意。但是要明确
的是，糖尿病表现除了“三多”

“一少”，还有皮肤瘙痒、视力下
降、手足麻木、心慌气短、腹泻便
秘、阳痿等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
表现。但是不是患糖尿病还应
以血糖检测为准。 (2)

上/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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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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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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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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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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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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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