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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棍？ 还是枪？ （7）

责编:夏措毛 责校:从菲 热线:

在祖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中， 肺脏是一个非常娇
嫩、 不受燥、 不受湿的脏器， 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外邪
侵袭的脏器。 常见的感冒、 咳嗽、 哮喘等都是肺脏不
调引发的疾病。

一位 36 岁的小学老师， 反复胸闷十余年， 近日突
然加重。 同时伴有全身疼痛、 阵发性心慌出汗， 每次
出汗后， 全身疼痛减轻。 既往有支气管哮喘病史， 每
年冬季均发病。 本次发病以来哮喘频繁， 胸闷气急，
上下楼梯均感胸闷乏力， 不能胜任繁重工作， 需要服
用激素， 方能勉强上班。 经检查， 她是胸 3、 胸 4 椎
体后突， 相应棘突右偏， 棘旁肌紧张， 有压痛感。 X
光片显示， 她患上了胸 2 至 4 小关节紊乱症。 经过中
医手法整复治疗， 紊乱的胸椎小关节被复位， 当即呼
吸顺畅。 经过 3 次治疗， 这些症状基本消失， 但上楼
梯及剧烈运动后还会稍感胸闷。 又经过半年的治疗，
全部症状缓解， 恢复正常。

这个故事说明： 肺脏的健康和胸椎有密切联系。
肺的神经来自肺丛。 肺丛的分支随血管和支气管进入
肺组织。 迷走神经的传出纤维（副交感纤维） 支配支
气管的平滑肌收缩和腺体分泌。 交感神经的传出纤维
则使支气管平滑肌舒张， 腺体分泌减少。 迷走神经的
传入纤维分布于支气管的黏膜、 肺胸膜和肺的结缔组
织， 形成呼吸反射弧的传入部分。

从中医角度来看， 第 3 胸椎棘突旁开 1.5 寸正是
肺俞穴的所在。 肺俞穴是肺的背俞穴。 所谓背俞穴，
就是五脏六腑之气输注于腰背部的俞穴， 一方面它能
显示相应脏腑的病变， 另一方面， 还能治疗相应脏腑
的病变。 如果肺脏有疾， 在肺俞穴附近可能出现敏
感、 压痛等反应； 肺俞穴受到伤害， 可能影响到肺的
健康； 当然， 对肺俞穴做点按、 刮痧等， 也可以治疗
肺脏的疾病。

所以， 肺部的保养， 其实就是肺俞的保养。 经常
揉一揉这个穴位， 顺便也把穴位周围拍打 30 分钟， 立
刻就能见到效果。

中医一向讲究药食同源， 很重视通过调节饮食提
高人体的抗病能力， 因此， 通过养肺气来达到提高免
疫功能的食疗效果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 在食用时，
应首先了解清楚食物的药效， 如食用白萝卜， 以痰
多、 咳嗽者较为适宜； 食用百合， 以熬粥、 煮水喝效
果更佳； 食用绿豆， 适宜于内火旺盛的人； 而梨能清

护骨能养肺（8）

便衣都已经到位了吗？ （38）

爽阅读 B11

在昨天的战术部署会上， 尹剑曾
提议让熊原直接把车开到大厦门口，
但是被韩灏否决了： “停车场人多，
危险系数相对较高， 可是这样的地点
也有利于便衣的埋伏。 我们既然张开
了口袋， 如果事先就把袋口扎得紧紧
的， 还怎么让凶犯往里钻？ 必须留一
个开口， 但封口的绳子却握在我们手
里。 大厦停车场就是这个开口！ 我就
不信， 周围十多个便衣， 还有熊队长
贴身跟随， 如果这都保护不了那个女
人， 那我们就只有把她锁在保险箱里
了。”

二十分钟后， 韩灏和尹剑开车来
到了市中心的市民广场。 韩少虹公司
所在的德业大厦便位于广场的东南角。
正对德业大厦的是一座十七层楼的宾
馆。 专案组在宾馆六楼开了一个房间，
通过这个房间的窗口可以把德业大厦
门外的停车场看个清清楚楚。 警方在
窗口架起了监控设备， 这个房间也就
成了专案组的现场指挥中心。

韩灏和尹剑进入房间的时候， 发

现罗飞与慕剑云已先于他们到达。
罗飞正在帮助技术人员调整监视器
的角度， 见到二人到达， 他迎上去
问道： “情况如何？”

“零点的时候韩少虹接到一个
匿名电话， 对方一言不发， 大约一
分钟后挂断， 除此之外情况一切正
常。” 韩灏非常简洁地说道。

慕剑云看了看罗飞： “果然不
出你所料， 这一夜都不会有大的状
况。”

韩灏本来已向窗口走去， 听到
这句话又停下了脚步， 上下打量着
罗飞： “哦， 你料到了什么？”

“凶犯在死亡通知单上给定的
执行时间是十月二十三日， 但我估
计他不会太早动手。” 罗飞解释道，
“他已经把行凶计划透露给警方， 警
方必然会严阵以待， 所以他要等待
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 双方免不了
要先有个相互试探和观察的阶段，
战斗不会立即打响。 所以昨天晚上
我好好地睡了一觉。 当然作为前线
的参战者， 你和熊队长必须在整个
阶段都保持极度的警惕， 不可能像
我这般悠闲的。”

韩灏看了慕剑云一眼， 然后走
到窗口往下看了看 ， 同时问道 ：
“设备都调试过了吗？”

“都试过了。” 技术人员上前递
给韩灏一个带麦克风的耳机， 帮助
他戴好。 这个耳机是可以塞到耳洞
里的， 通过一根细细的电线连接着
接收器， 把接收器藏进上衣的内口
袋， 几步之外的人很难发现这个设
备。

“频段已经调好， 你现在说话，
他们都可以听到。” 技术人员一边
说， 一边打开了麦克风的开关。

韩灏把麦克风凑到嘴边： “我
是 001， 002 请回答。”

耳机内立刻传来铿锵有力的男
音： “002 已就位！”

“003 请回答。”
“003 已就位！”

“004 请回答。”
“004 已就位！”
慕剑云是第一次参加前线作战，

她好奇地凑到了监视器前面， 瞪大
眼睛搜索着： “便衣都已经到位了
吗？ 我怎么没看见？”

此时正是早高峰时间， 广场上
车来人往， 除了上班族之外， 更有
一些晨练的老少男女， 但放眼看去
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

罗飞笑了笑， 接过了慕剑云的
话说： “广场上现在有我们十三个同
志。 大厦边上那个卖报纸的， 靠近路
口的黑车司机， 打扫卫生的保洁员，
东边角落里看自行车的， 在喷泉边上
休息的中年人， 靠在小卖部门口抽烟
的， 西边长凳上谈恋爱的那对男女，
还有那个看起来鬼鬼祟祟、 正在向路
人兜售盗版光盘的家伙， 这些都是警
方的便衣， 还有四个人分成两组， 正
藏在停车场里的小车内， 你暂时看不
见。”

说话间， 罗飞在监视器上指指
点点， 把那些便衣的位置一一向慕
剑云指了出来。 当他讲完， 韩灏恰
好也结束了与手下的命令调试。

“014 请回答。”
“014 已到位！”
除了韩灏的 001 号， 广场上确

实埋伏了十三个便衣， 分毫不差。
慕剑云讶然地看着罗飞， 罗飞知道
对方在想什么， 接着解释道： “我
从那个保洁员身上看出了漏洞———
他扫地扫得太认真了， 你去看看那
些真正的保洁员是怎样工作的。”

韩灏也听到了罗飞的话语， 他
皱眉看着广场上的那个属下， 然后
再次拿起麦克风呼叫： “我是 001，
005 请回答。”

“005 在， 请 001 指示。”
“轻松一点儿， 不要太费力了。

从现在开始， 扫一分钟， 休息两分
钟！”

“005 明白！”
（明日关注： 按计划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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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费城归来， 因为这次走的
地方太多， 所以想在加拿大盘桓一段
时间， 再继续进军美国西部的十几个
州 。 于是在进加拿大海关办手续时
（从美国进加拿大多少次都只算一次签
证） 就对签证官说需要多签几个月，
再回美国。

签证官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她
奇怪地问我： “你们的旅行时间怎么
这么长？ 你们有多少假期呀？” 我告诉
她： “我们已经退休了， 在今后漫长
的人生中， 我们将永远在假期里了。”
旁边的签证官是一位老年妇女， 听了
我们的对话， 扭过头来说： “瞧瞧人
家， 生活得多么惬意。 唉！ 我也快退
休了， 还不知道干什么呢。” 年轻姑娘
接着说： “那我就更没希望了， 还得
干三十年。 唉！” 也是一声叹息。 我一
看很过意不去。 为了我的一句平常话，
竟让两个签证官感慨不已， 于是我忙
劝她们说：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你
们现在的工作已经很棒了， 但是我认
为除了工作， 重要的是做自己的事，
做任何让你真心快乐的事， 而且要尽
力做到最好。” 一席话说得这一老一小
的脸上都有了笑容。 忽然背后响起了
一片掌声， 原来这个小边境城市的签
证厅并不太大， 我们的谈话大家都听
得很清楚。

结束了巴黎的旅行， 我们即将飞
往意大利， 这个令人向往了很久的国
度， 开始从特雷维索 - 威尼斯 - 维罗
纳 - 米兰的旅程。 我们的机票是法国
ryanaIr 航空公司 fr4984 航班。 在巴黎
机场上飞机。 就是这个巴顿机场发生
的事情， 给我们的全球自由行计划上
了第一课： 任何一点的小疏忽都会招
来不必要的麻烦。

过安检的时候， 我们随身携带的
旅行包被拿出来了， 很快过来两名警
察一前一后把我和老伴夹在中间带到
了另一边。 我问他们干什么？ 警察很
严厉地对我说： “你的安检不过关。”
这时旅行包已被送过来了。 一个警察

边带手套边对我说： “打开！” 连个
“please” 都不说， 我心想这有点不
对头。 外国人哪有这么不讲礼貌的。
突然， 正检查旅行包的警察掏出哨
子用劲吹了起来， 七八个警察， 把
我和老伴围在中间， 然后兵分两路，
四个人把老伴带走了， 留下两个押
着我。 我虽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
人， 可也难免在心里嘀咕， 毕竟老
伴给带走了。 我想就一个随身带的
旅行包， 里边的破玩意， 扔到街上
都没人要， 一个煮饭用的锅， 两把
勺子， 一根拐棍， 两包茶叶， 一支
牙膏， 两把牙刷， 一副眼镜， 两本
书， 还有两件衣服， 两双拖鞋， 再
普通不过的物件了。 就是翻上一百
遍也不会查出什么问题来。

我正在心里纳闷， 发现大家围
着看的竟然是我的那支拐棍。 他们
端起来眯着一只眼睛瞄准， 原来把
拐棍当枪了， 我连忙说： “不是枪，
不是枪。” 可他们还是不相信， 也难
怪， 从屏幕上反映出来的就是像枪
的形状一样， 的确像把长柄枪。 外
国人的手杖通常都是一节长棍， 很少
见到折成三截的。 中国人够聪明， 为
了旅行方便， 把拐杖做成了伸缩的，
是女儿特意给我们买的。 本来是件好
事， 现在却成了麻烦的源头了。 他们
拉长了又缩短了， 手里比划着， 嘴里
还嘟囔着。 此时还在怀疑， 是不是他
们没见过的新武器， 真是让人哭不得
笑不得。

生活中使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毕
竟是极少的。 可是今天 ， 就在这
巴黎国际机场发生的事情 ， 用上
这句中国成语实在是最贴切不过
了。 可是拐棍能变枪的故事也真
够让人耳目一新的了。 想想刚才
被吓得够呛却原来是虚惊一场 ，
不由得来了气。

想到这里， 我拿过拐棍拽开后
拧紧， 拄在地上， 然后一跛一跛地
走了几步， 指着腿问警察： “你们

见过瘸子吗？ 你们说是枪， 是手枪
还是步枪？ 扳机在哪儿？ 枪栓在哪
儿？” 我一连串的讥讽和质问， 本以
为他们会觉得尴尬， 谁知人家毫无
反应， 连一句 “sorry” 都不说。 要
不是离登机只有 25 分钟， 我非得再
奚落奚落他们。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
这只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法国警察
不认为他们错了， 只是在例行公事，
排除危险是他们的职责。 你被排除了
嫌疑就乖乖走人， 是用不着道歉的。
所有的一切行为都是他们的工作使
然， 是当成任务来完成的。 这种严肃
认真的敬业精神其实是值得褒奖的。
想到此处我的心也释然了。

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 从此多
了细心， 每次收拾行李， 都是自己
检查一遍。 至于那根拐棍， 不是放
在行李里托运， 就是直接拿在手上，
大摇大摆地过去， 所以， 一直平安无
事。

（明日关注： 原谅我打断你们
的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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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生津， 生吃、 煮水喝均可。 同时， 由于人的个体素
质差异较大， 服用时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对症选食， 同
时忌食过于辣、 咸、 腻的食物。

肺脏不喜燥， 就尽量减少能够令它伤津动火的饮食
和行为习惯， 比如少吃辛辣容易上火的食物、 勿过劳
过疲、 熬夜通宵等， 一年之中， 秋季是属于肺脏的，
古人认为， 这时候天地间的气息正与肺脏相通， 所有
与肺相关的疾病都可以在这时补养和调理。

再来说说胃。
从解剖学上来说， 胃所在的位置是胸胁部季肋处，

约相当于第 12 胸椎和第 1 腰椎之间， 当人体直立吸气
时胃下移， 胃下部幽门可降至第三腰椎水平。 这决定
了胃与胸背部存在着重要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首先，
当胃部出现问题和毛病的时候， 在胸背部会有相应的
反应点， 表现为在胸背部出现痛点和压痛点。 其次，
主要受迷走神经支配的胃部， 其神经纤维从胸背部的
脊椎发出， 进入胃内， 支配胃的功能活动。 如果胸背
部的脊椎出现问题势必会影响和刺激到胃内的神经，
导致胃肠神经功能紊乱。

我接诊过一位老太太， 几个月前常感觉胃脘痛， 常
常想流清口水， 稍微吃点东西， 胃就酸、 胀痛， 还爱
打嗝。 我发现她第 5 至第 8 胸椎有错位， 并有明显的压
痛和双侧肌肉紧张。 我为她制订了松弛背部软组织、
调整胸椎关节错位， 再配合中药等以治疗和纠正胸椎
错位为主的手段方法。 一个疗程下来， 她胃脘部的症
状有了彻底的改善和好转。

可见， 胸背部的健康和保养对于预防和治疗胃脘部
疾病的作用。 尤其对于女性来说， 胸背部不光对于肠
胃， 甚至对整个身体系统都有重要的调节和平衡作用，
因为女性的胸部乳腺是分泌雌激素的重要部位。 爱生
气的女性重视胸背部的保养， 不仅可以缓解肝气郁结
引起的胃疼、 胸闷症状， 还可以预防乳腺、 卵巢等妇
科疾病。

(明日关注:有一种高血压与颈椎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