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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信 ，

中国历史上最
负 盛 名 的 “ 兵 仙 ”、 “ 神
帅”、“兵圣”

★ 淮安 作 家 华 炜 带 您 进
入那段风云际会历史的
同时， 不忘剖析这位胯
下英雄的全部人生和心
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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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懒兔子

★一本会卖萌的中 医
书， 一本 让 你 笑 着 读 完
的书。 中 医 从 来 没 有 这
么有趣过

★ 互联网时代的家庭 健
康指南， 每个人都是自
己的家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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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消息吧。我也说句心里话，如若
刘邦一意孤行， 不纳忠言， 我可断
定，他必将一事无成，老死烂死在南
郑。 到那时，任凭你远走高飞，哪怕
奔到天涯海角。请相信老夫的话吧！
面对萧何， 韩信眼里噙着泪花感动
不已。 韩信何德何能,承蒙萧丞相如
此关怀和厚爱，看在丞相面上，这次
就依了。 随即，韩信与萧何、灌婴一
道返回南郑去了。
清晨， 萧何逃跑的消息像长了
翅膀，很快在军营中传开。
刘邦得到这个消息时， 震惊不
已。 万万没想到，这么多年的朋友，
竟在我最困难的时刻背叛逃去！
萧何是自己的主要谋臣， 倚为
左膀右臂，从沛县起兵，谋划用兵，
调集粮饷，安顿治安秩序，哪样少得
了萧何？不久前，还正是他极力劝我
接受汉王封号， 来南郑等待时机的
呀！
萧何与夏侯婴一样， 跟刘邦也
是未发迹时的好朋友。 与夏侯婴不
一样，夏侯婴是当兵的，他则是当官

的。 在秦朝时，他为沛县主吏椽，相
当于现在县里主管组织工作的一领
导。廉政勤政，每年秦地方官考核政
绩，都名列第一。 刘邦为亭长，他又
时时给予帮助。刘邦起义后，他拥立
刘邦为沛公， 招子弟三千， 组织义
军，专门督促办理军中各项事务，是
刘邦最得力的助手。进咸阳后，诸将
都欲抢夺金帛财物，他却将秦丞相、
御史府中的律令图书全部收藏起
来， 使刘邦得知天下关塞， 驻兵强
弱，郡县户口，民众疾苦。 他还以天
下苍生为己任， 始终不渝忠于刘邦
事业，至于出谋定计，指挥作战，杀
伐攻取，则不是他的强项。曾反复思
考，士卒跟随刘邦来南郑，只是为了
暂时找个栖身之处， 然后终究要打
回去，而军中武将曹参、周勃、樊哙、
夏侯婴、灌婴、郦商等人都不是出类
拔萃的统帅人物， 难以当此重
任——
—
刘邦大发雷霆后， 颓然坐在一
张蜀锦绣垫上， 臂倚着通明锃亮的
漆几， 手托腮帮， 痴呆呆地望着窗

子，怅然若失！
萧何曾几次向我推荐韩信。 上
一次，自己看着他和夏侯婴的面子，
封韩信为治粟都尉。 治粟都尉为管
理粮食部门的长官， 负责生产军粮
和市场供给。这个职位官阶很高，在
秦代相当于治粟内史。 它既不要直
接上战场，手中还握有经济大权，是
个大肥缺。但韩信味口很大，对经济
部门的官员还瞧不上。 可这已经是
破格提拔了。这一次，萧何直接把韩
信领来，我觉得韩信年纪太轻，看看
再说，没想到这小子傲气太盛，我骂
了他几句，你怎么也就受不住了？咱
兄弟又不是相处几天， 你还不知道
我这臭脾气吗？这叫我怎么办？难道
要我跟韩信下跪叩头不成？ 子房不
在，你萧何再走，让我依靠谁？ 即便
我刘三心比天高，力能搏击苍龙，但
没有你们的帮助，哪能上天入地，哪
年哪月才能打回关中去。 都说我天
命在身不是瞎说？ 进关中下咸阳不
是白干？ 这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
（精彩下期继续……）

我们到底不舍什么，拿健康去做了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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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眼中的
“
狂人”

忍者为王：解读兵圣韩信传奇一生
萧何诚恳的话语， 重重撞击着
韩信心房。 又道：不知情者不怪嘛。
汉王还不了解你， 这完全在我推荐
不力！
这时，又传来一阵急促马蹄声，
刹那间， 数十匹战马一阵风似的卷
来。韩信惊惑地扫视萧何一眼，萧何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只听得：
那不是萧丞相的白马吗？ 啊！ 找到
了——
—
萧何以为是追韩信的， 便向韩
信靠拢过来：你放心好了，有我在这
里，谁也不敢怎样你！
转眼间，众人已到渡口，远远地
散开。 为首一将，仍骑将灌婴。 他滚
下马鞍：丞相！我们奉大王之命接你
回去！
啊！除我之外，大王还要你们接
谁？
没有啊？灌婴有点摸不着头脑。
萧何见是来追他的， 又好气又
好笑， 心里一块石头悠然落地。 转
而，他对韩信说：都尉呀，一起回去
帮刘邦干吧！我会尽我最大努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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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朋友，自小就很漂亮，一
直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儿”，享受过美貌带给她的很多“额
外”幸福。 时光荏苒，岁月并没有因
为美貌而对她有所眷顾， 如今已经
40岁出头的她， 同样要面临身体衰
老带来的种种变化。意外地，她绝经
了。她为此特别害怕和着急，四处求
医，不是因为绝经本身，而是因为她
怕绝经后加速衰老， 让她引以为豪
和习以为常的美貌就这么失去了。
她去看医生的时候跟医生说：
“一定要治好我的绝经， 相比之下，
我宁愿有心脏病。 ”与衰老相比，她
宁愿有心脏病。为什么呢？因为她怕
失去她比别人多出的美貌， 她的拥
有反而成了负担，成了魔怔。她不在
乎心脏，是因为她并没有比别人“更
加”拥有，健康的心脏是大多数40岁
人的标配，所以没什么可珍惜的。
当官的人，最怕失去的是权力；
有钱的人， 最怕的是经济破产；学
霸，最怕失去的是高分；美人，最怕
失去的是美丽……那些远比别人更
多的“拥有”， 反而成了人生的负

累——
—我们最怕 的 其 实 不 是 得 不
到，而是失去！
我们常常陷在这种害怕失去的
痛苦中难以自拔， 甚至会献出其他
更加宝贵的东西作为挽留的代价：
当官的丧失了品行、 有钱人不守规
则、学霸的青春孤独、美人各种整形
……
那么现在想想，健康，是不是也
曾作为我们挽留“
拥有”而付出的代
价呢？比如，为了保住仕途整日喝酒
应酬； 为了成绩优异长时间伏案苦
读； 为了保持身材加大运动量和节
食； 为了保持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常
年四处劳苦奔波……
所以很多人都生病了， 因为他
们没有意识到健康也是他们拥有的
东西之一。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别人
也有的，就不算拥有；只有拥有别人
没有的人生，才算成功。
真的太傻了。
如果没有健康， 那么权力、金
钱、分数和美貌……都是幻象。
只可惜，认识到这点时，很多人
已经无法挽回。 心安理得地做个和

大多数人一样的普通人， 在现今的
社会，已经被扭曲为无能。
中医治病，首先是治心，若心不
能静、不能安，治好了头，肩膀会生
病，治好了肩膀，肚子会生病，治好
了肚子， 脚丫子会生病……无穷无
尽。
所以很多人常常抱怨自己身体
不好，那么就从现在开始想一想，我
们当初是为了保住什么， 拿健康去
交换了。然后找到这个病根儿，放下
它，再去调理你的身体，否则你永远
好不了。那些常年生病，反复生病的
人，就是放不下的东西太多了。
本来，我活得特别自在，写自己
喜欢的东西，看自己喜欢的书，无忧
无虑、 无牵无挂， 朋友什么时候找
我， 只要一个电话我就立刻滚出去
见面，吃饭、聊天、喝茶。可是自从我
有了微信公众号， 有越来越多的读
者关注后，我反而不淡定了。常常为
了要写什么苦思冥想， 为了后台的
留言喜怒哀乐。 以前晚上10点之前
肯定睡了的我， 现在经常10点以后
才开始写东西。

朋友的电话、微信，再也不能及
时回复，见面已经成了奢侈的娱乐。
为了留住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为了凭空比别人多出的那些幸福，
我又是拿什么做了交换呢？
没有谁比谁活得更高明。
所以，健康说难很难，说容易也
很容易，就看我们怎么对待生活了。
前一阵子， 我听了一位中医老
师的几堂课， 老师说了一些关于疾
病的观点， 使我深受启发， 感触良
多。他提到，是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
生病了。这话怎么解释呢？就是我们
可以回想一下， 周围很多人是不是
先在体检中被确诊有“
三高”这个结
果，然后回去后才有症状的？
老师说，就拿血压来讲，人每天
的血压值可能有几十种结果， 那么
究竟哪个血压才是你真正的血压值
呢？ 为什么就要认定在医院时测量
的血压就代表了你所有的血压状
态？
（精彩下期继续……）

知道那目光里是什么，但她不能拒绝

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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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许开祯直击
现实的扛鼎之作： 医患
纠纷牵扯出惊天大案
★一出精心布局， 险象
环生， 爱恨难分的悬疑
悲情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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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文韬并没老实， 伺机又搂一
把文霁， 嘴巴险些对过来， 亲住文
霁。文霁仍旧没说什么，像慈善的母
亲对待调皮的儿子， 浅浅一笑应付
了过去。季文韬也不敢太造次，他就
是想占点小便宜， 而且他喜欢当着
大侠的面，文霁似乎拿他没有办法。
季文韬点了头，算是验收合格，文霁
开始装花。
季文韬今天开一辆路虎， 后备
箱虽大，但也装不下几盆。 按常理，
人家订了花，文霁是要送过去的。以
前“四季”有五辆送花车，还不包括
分店，但现在文霁真是养不住车了。
搬了几盆，她回过脸来看季文韬。
“算了，你别搬了，这活不是你
干的，我叫辆车，让司机搬。”季文韬
说着，拨通电话，文霁在一边喘着粗
气。
文霁干活的时候， 总是穿运动
服，上身半截袖，方领，下身长裤，灰
色的。运动服全是修身的，衬托得她
的身材越发错落有致，尤其双腿，格
外修长且弹性十足。 臀部紧紧地包

裹在弹力棉里，性感惹眼。
季文韬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
过。
文霁自然知道那目光里是什
么，但她不能拒绝，目光就是生意，
就是她一家人活下去的路。 她想走
过去喝口水， 季文韬站的地方正好
挡住路，文霁想绕到花的另一边去，
又改变心思， 从季文韬身边硬挤过
去。 季文韬一把揽住她， 文霁僵住
了。
这时候街上行人不多， 商场尚
未开门，跟“星空”紧挨着的“银河
系” 更是要等到下午五点才开张营
业，人家做的是夜晚生意。
季文韬的手不容置疑地搁在文
霁胸上，虽没伸进衣服里，但他还是
感觉到乳房的饱满与坚挺。
文霁没躲，也没推开，只是闭上
了眼睛。
季文韬目光又看向茶室这边，
茶室很安静，大侠一点声息也没有。
他的手滑落到向往已久的美臀上，
在那里有片刻停留。再想深入，文霁

已经挤了过去。
车子来了，是辆皮卡，司机是位
四十多岁的男人，体力不错，很快就
把花搬了出去。季文韬拿出钱，晃了
晃，放到桌子上。 文霁并不点。 价钱
是早就讲好的， 文霁相信季文韬不
会少给她一毛， 他在钱财上是大方
的，至少对她是这样。
“明天再准备二十盆，我还是这
个时间来。 ”
季文韬丢下话走了出去， 文霁
傻站在那里，胸脯剧烈地起伏，嗓子
里面快要起火了。
这笔生意做完， 今天就不会再
有大生意了。文霁站在幽暗的静处，
想歇口气，其实是在极力平静自己。
人的内心是有很多闸门的，必
须闸死许多东西， 不让它们胡乱翻
腾。人有时比的不是多清醒，而是对
自己多狠。十分钟后，文霁回到大侠
这里，大侠坐在轮椅上睡着了，打着
匀称的鼾。
看着蜷缩成一团的丈夫， 想想
这辈子他再也不可能站立起来，不

能跟她逛街不能跟她漫步， 甚至不
能抱着她亲吻她额头， 文霁忽然酸
楚袭心，但也只是抹把眼泪，拿一条
毯子给大侠盖上，转身上了楼。
钟好仍在医院。
这里已经闹得不成样子。 原以
为家属顶多示示威，出出气，跟医院
索要点赔款，便会罢手。没想让于局
说中了，这次有人想大干一场。
到底想干出什么呢？ 钟好感觉
自己被于局拉进了一个黑洞， 他忽
然想，于局急着催他来，难道真是为
了一件医疗纠纷？
那些人在医院拉满了横幅，气
焰嚣张地封堵所有通道，仍不甘心，
又叫来一帮人，三五人一组，分散去
围堵各个楼层，在楼层散发传单，呼
喊口号。喊的差不多是一样的话，无
非就是医院无德，草菅人命。
这势头远不像一天两天要停下
来，也不像跟医院讨价还价。
（精彩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