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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燕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华
夏文库·经典解读系列”，从不同的
角度，将华夏文明史上的种种精彩
不断呈现，令读者在随着文字行走
的同时，一边重新审视被重述和还
原的历史，一边聆听与感受被深藏
蕴蓄的传奇。

上/期/回/顾

如果受了寒，感觉快要感冒
了，这个时候我会喝大枣生姜红
糖水。一般加大枣9颗，红糖50
克，生姜50克切成丝，煮上1000
毫升的水，趁热喝完，再睡一觉，出
出汗，第二天感冒迹象就没有了。

上/期/回/顾

如果酒席上有客人喝倒了，
主人便非常高兴，一是显得自己
热情，诚心劝酒；二是显得自己实
在，酒水准备充足。但现在主家
却发现栽倒的人不是呼呼大睡，
或者吐得稀里哗啦，却是四肢痉
挛、双眼上翻、口吐白沫如惊风小
儿，心知有异，便急匆匆送到医
院，但有些已经没救。

营救大舅子

心事一多，脾运化就差

漆园中的“真人”

人命关天。
现在，不仅死了一个，而且

死了四个，瞎了两个。
结果不用想也知道。范爱

国和大周锒铛入狱。
范淑芝只有这一个哥哥，父

亲又在她结婚的当年因病去世，
范淑芝的娘家除了一个只会哭，
而且眼睛很快便哭得模糊不清
的老妈，一个瘦弱如小鸡的嫂子
和五岁的侄子外，便是两个尚年
轻未出嫁的妹妹，能顶事的爷们
只有家清了。

家清便开始了营救媳妇大
哥的艰难工作。

家清去找了过去有船时认识
的一些酒肉朋友，又托这些朋友
辗转托人，看能不能为媳妇的大
哥减刑。家清甚至去了家明家。

“家清，”俊英眼神严肃，小
嘴抿得很紧，脸板得也很紧，似
块生铁，根本不可能撬开一丝缝
隙，“不是俺说你，你就不该跑这
事！死四个人知不知道？人命
关天知不知道？杀人偿命知不
知道？”嫂子一连几个知不知道，
合辙押韵，一点不像副食店的会
计，倒像一个讲课的老师。家清
想让大哥帮忙的希望如同肥皂
泡，随着那几个问号的打击一个
接一个地破灭了。

俊英的结论斩钉截铁，“杀

人偿命欠债还钱！都死四个人
了还跑啥呀跑？趁早别再跑
了！瞎耽误工夫乱扔钱！”

家明边随着媳妇的话点头，
边对家清说：“你嫂子话说得不
好听，但是实话！都死四个人
了,还能想啥办法？别说还有俩
瞎的！你说所长说只要能找出
证据来,你媳妇的大哥便能不
死，可证据哪儿找去？大周能承
认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大周
如果不承认,你媳妇的大哥咋说
得清楚？本来就是他们两人的
事！回去吧，该干啥干啥，别再
跑这事了，也别找啥人了。没
用！谁也不会帮你忙的。没听
你嫂子说嘛，杀人偿命！”

家清起身走人，既没跟大嫂
招呼一声，也没理大哥的嘟哝。家
清下楼梯时暗自发誓，以后即使要
饭，也绕着青云街26号走！

回到家里，面对媳妇哭肿的
脸，家清认为自己不能不管，吃
牢饭要掉头的是媳妇的大哥俺
的大舅子呀！俺的大哥能六亲
不认，俺不能！俺李家清站起来
六尺高，躺下去六尺长，咋能跟
那些见死不救的人一样嘞！

况且俺也不是胡乱行事。
俺没有王俊英说得那么傻！要
是一点儿希望没有，谁会睁着眼
往沙河跳嘞！俺认识的那位所

长告诉俺，绝对有希望。
“死了四个人是没错，”所长

的话随着嘴里的烟一起往外喷，
显得很有气势，“但法院不会因为
死人就判你哥死。要是跟你哥没
关系呢？要是你哥不是主犯呢？”
所长说着,把右手的大拇指和食
指中指合在一起搓了搓。

家清要求看看大舅子，送点
吃的吸的。家清给了所长一些

“这个”。家清给的时候连连说，
“给孩子买点啥，俺一个老爷们，
不会买也不知给孩子买啥。”家
清说得很真诚，似乎不会给孩子
买东西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大
错，如果所长不接他的“这个”，
他简直没办法再跟所长见面了。

所长很生气，眼瞪得很大。
其实，所长的眼睛并不大，仅是
淡眉下一条细缝，又因为脸上赘
肉较多挤得眼睛更显纤细。

“家清，”所长瞪着眼睛严厉
地说，“俺跟你说点事你就把俺
捎着！早知道俺也不跟你咧咧
这些！俺跟乔三是朋友，要不是
他介绍，俺也不能认识你！现在
大家都是朋友！你这么做不是
成心不把俺当朋友！”

所长刚发火时，家清还有点
紧张，觉得这下是初学裁缝，好
好的面料要裁歪，暗骂自己不会
来事，不如买点烟酒送来了。家

清还在自怨自艾的情绪里没解
脱呢，却瞄见所长严厉归严厉，
不拿烟的左手却紧攥着“这个”，
并没有气恨恨地摔在地上，或摔
在桌子上，或干脆摔在家清脸
上。家清便明白了。

明白了的家清做出一副委
屈的模样，说：“哎呀，所长，你可
冤枉俺了！俺是孩子的叔，叔给
孩子买东西错吗？它就是走到
天边也不能说俺错了不是？”

在家清的兄弟们之间，家清
不能算是个善于严辞的人，但此
番话却似有神助，家清一点嗑不
打便利落地说完了。

家清一番话说完，所长的手
也缩回了裤兜。在手缩回裤兜
的同时，所长的眼睛也缩回到赘
肉里，并亲热地笑着，说：“家清,
你既然说到这份上，俺要再客气
便没把你当朋友！这样吧，你看
看你想弄点啥，只要在俺的管辖
范围内。”

家清说：“先让俺看看俺大
哥吧。”

所长痛快地说：“没问题！
你放心家清，只要在俺这儿,一
天俺就不会亏待他！俺让他呆
在小偷号子里，省得些个混账欺
负他！”

（7）

大约公元前369年，一个姓
庄的孩子在宋国蒙城出生了，父
亲为他取名为周。他，就是后来
被尊称为庄子的道家代表人
物。庄子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
身份虽然不得而知，但从他文
雅的名字“周”、他丰厚的文化
素养和后来的窘迫生活来看，
他可能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
他的少年时代在历史上也是模
糊的，我们从史书上认识的庄
子，已经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
的成年人了。

他曾经做过管理漆园的小
官。漆园是个种植漆树的大园
子，作为一个漆园小吏，庄子收
入微薄，仅足糊口。虽然这只
是个级别很低、待遇很差的官
职，但就连这个差事他大概也没
干多久，因此，他长期生活在贫

困之中。据《庄子》书中的描
写，他住在穷街陋巷，靠打草鞋
维持生活，饿得面黄饥瘦；他身
穿打着补丁的衣服，鞋子磨出了
洞，用绳子绑在脚上。有人讽刺
他是“槁项黄馘”，就是脖子很细
长，像干枯的树枝一样，脸黄黄
的，这估计是营养不良形成的。

庄子处在一个金戈铁马的
功利时代，各国为争夺土地和人
口，彼此连年征战。那时，各国
统治者为达到图强争霸的目
的，都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作用，
于是纷纷招揽饱学之士。有个
穷得活不下去的叫冯谖的人，
去投靠了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
尝君，做了他家的食客，不但自
己吃饭有鱼、出门坐车，还可以
养活父母。照理说，庄子作为
男人，并不是没有才能养活家

人,但他却从未用自己的思想
来谋取饭食。贫困的生活不但
没有使他颓废或改变自己，反
而使他找到了求得身心解脱的
自在快乐。

一次，楚王听说了庄子的学
识，就派两位大夫去聘请他为
相。庄子不在家，正在濮水岸边
钓鱼。那两位大夫找到庄子钓
鱼处，客气地说：我们受大王的
委托来请您，随后大王还要亲自
来请，大王愿意把我们的国家托
付给您。庄子以他的慧心早就
看透了权势威福背后的凄凉和
可怜，清风美日，濮水波光粼粼，
庄子专心致志地看着浮漂的动
静，投钩处似乎有了游鱼的影
子，他根本无暇瞟一眼身后。他
说：我听说楚国有一个神龟，死
了三千年，楚王用布巾把龟壳包

上，用盒子装起来，摆在庙堂之
上，准备用来占卜国家大事。我
们站在老乌龟的立场上想一想，
是愿意死了以后让人家把骨头
供起来呢，还是愿意活着没有人
理睬，拖着尾巴在泥里爬来爬去
呢？那两个大夫说，还是在泥里
爬来爬去吧，那到底是活着。庄
子说：你们走吧，我宁愿做在淤
泥中快活嬉戏的乌龟，哪愿意做
什么宰相受束缚。

庄子之所以是庄子，就在于
他给世人的洒脱、放达、愉悦、自
适的感觉。古代的哲学家都有
理想的人格追求，儒家人格境界
的最高追求是君子和圣人，庄子
的最高人格追求则是“真人”。

“真人”反对人为破坏自然本真
的状态，而尊崇任性自然。（1）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时
候，一天晚上两点多，我被电话
叫醒了，说车已经开到我家门
口，让我赶紧带上医药箱，马上
去一位局长家出诊。

路上我了解到，原来生病的
是一位负责奥运会安保工作的
局长，这位局长那段时间事情非
常多，身体超负荷运转。很长一
段时间一直吃不下、睡不好，因
为一心扑在工作上，也不太在
意。今天晚上突然胃痛难忍，都
快晕过去了。因为现在是特殊
时期，工作需要不方便进医院，
就让我去紧急处理一下。

到了这位局长家里，看他大
汗淋淋，用手捂着胃部，我赶紧过
去号了下脉，发现是心火上炎，脾
胃虚弱。于是，我就在他双脚上
各下一针，同时让人按摩他的胃
部。过了一会儿，他排了一些气，
胃也就不疼了。工作人员说他晚
上已经好久没有睡好了，我就在
大脚趾上给他灸了30分钟，还没
灸完，这位首长已经沉沉睡去。

因为他身体相对比较虚弱，

之后一段时间，我都在给他调理
身体。不久，这位局长胃口慢慢
恢复了，脸色也红润了，到奥运
会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基本上恢
复了。

生活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这
样的问题，遇到一件麻烦的事，
或是工作压力太大，就会感觉吃
东西不香。很多孩子在考试期
间，也会吃不好、睡不香。这个
时候即使吃了饭也不易消化，容
易腹泻，还经常疲劳乏力。

这主要是因为，心为君主之
官，是五脏之主和全身血脉的总
枢纽。心如果不平静，思虑过
多，其中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
脾运化变差。

大家都知道，脾主运化，是
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吃进去的
食物，经过脾的运化，被人体消
化、吸收后才能变成营养，经血
液输送到全身，供给正常的生命
活动。如果人心里装的事太多，
思虑过度，就容易伤及心血，而
心血不足又会影响到脾的运化，
造成少食、腹胀、身体乏力等心

脾两虚的症状。
《黄帝内经·素问》如是说：

“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
留而不行，故气结矣。”意思是说，
一个人如果心里考虑的事情太
多，精神过度集中，就会使体内的
正气停留在某个部位而不能正常
运转，以致“气结”。其实，原本一
个人有点心事，或者是短时间内
思虑较重，对身体的生理活动并
没有什么影响，但是长时间内思
虑过度就不行了，会影响我们体
内气机的正常运行。气一停，血
也跟着瘀结，脾胃得不到很好的
滋养，消化功能当然会减弱了。

一般来说，不管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脾胃虚弱，我都会推荐小
米红薯山药粥。将小米30克、
红薯100克、山药30克一同煮粥
即可。大家别看这几种食材普
通，功效却大大不凡。小米和红
薯色黄，补脾胃、促消化；山药更
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的佳品。
每天吃一碗，连续吃一个月，您
就会发现自己的气色大大不
同。食疗见效没有针灸、药物来

得快，但是作用持久，不会对身
体产生伤害，一般不是很严重的
病人，我都会推荐食疗。

如果脾胃有毛病，特别是一
些胃痛症，按揉公孙穴效果很
好，在给那个局长调理的时候，
我就有意识地在公孙穴上下工
夫。公孙穴在足内侧缘，第一跖
骨基底部的前下方，赤白肉际
处。它是脾经的络穴，也是八脉
交会穴之一，经常按揉健脾益胃
的功效很是不凡。大家不妨在
晚上泡脚后，多用手指捏捏，力
度以感到酸、胀、痛为宜。每天
也不用捏太长时间，每侧5~8分
钟就行了，长期坚持就可以和脾
胃疾病说再见了。

养脾的关键还在于养心，避
免思虑过多，心思重很伤脾。对
于一些生活中喜欢操心、心思细
腻敏感的人来说，要让自己神经
粗放一点。工作时就认真工作，
工作之外要放松自己，不要再想
工作中的问题。生活中的很多
问题都要顺其自然，不能做到的
事不要强求。（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