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平原出去转了一大圈，救了个
人，捡了块玉，回来时比去之前还要郁
闷。古平原踏进自己住的屋子，门口有
人叫“古大哥。 ”

是寇连材，他一直在担心古平原，
见他平安无事回来，这才放了心。寇连
材压低声音：“古大哥你现在是不是
最怕那姓张的跑了？告诉你，京商被困
住了。 ”

“哦？ ”古平原向前倾了一下身
子， 立时机警起来，“你不是跟我说
过，许营官这一趟来公私两便？公的是
接军马，好处咱就不说了。 私的，他暗
地弄了一批私盐来， 用这批盐抵了军
马钱。 ”

古平原想了想，叹了口气，“他们
的军马是劣马，这不是正经买卖，所以
许营官要黑他们，他们也不敢吭声。这
就是不按规矩做生意的结果。 其实论
起来， 这批盐运进关的收益倒是在卖
马钱之上， 只不过运不出去也是白
搭。 ”

天边已然放了白， 古平原索性不
睡了， 一翻身爬起来， 轻手轻脚走出
客房。 他心事难平， 一想的全都是如
何让张广发如实招供。 此刻天蒙蒙
亮， 门前已有大车队奔往关前， 准备
赶早出关。 古平原见那车队上插着盐
旗， 便想起昨日在海边救的那个山西
商人， 不知是否已然准备妥当安全出
了关。 自己呢？ 依旧流放关外不说，
好不容易遇到了仇家， 却仍是无可奈
何。

想着想着， 他心中忽然一动， 想
起小时候在徽州家乡听过的一句
话—————“钱是救命药 ， 亦是杀人
刀。 ”

“一事两面，既然我能用这个法
子来帮人，那我何不……”古平原喃
喃自语，眼神中忽地放出光来。

京商投宿于“连福”客栈，本地京
里人混得穷困潦倒， 来告帮的也有几
个，围在门外进不去，等着大掌柜出来
诉诉苦情，搞得客栈门前很是热闹。古

平原急匆匆赶过来， 见客栈的伙计
正在门口轰人。

古平原见那几个店伙计也是一
副仗势欺人的样子， 只得暂时退到
一旁，打算等在门外伺机而动。等了
没多一会儿， 从门里又出来一位穿
绸裹缎之人，此人走出门左顾右盼，
显见得是没想好往哪儿去呢。 古平
原一见这人眼睛顿时就亮了， 高喊
一声：“李钦！ ”

出来的正是那位“钦少爷”，他
是出来遛早的，一出门就被人叫住，
他还纳闷呢，关外我没熟人哪？他冲
着来声的方向看去， 脸色顿时就变
了，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

古平原含笑迎上来， 店伙计喝
斥着要拦，古平原一指李钦：“我跟
这位爷说两句话， 你们问他想不想
听？ ”

店伙计都是人精子， 早就从商
队众人的口中得知， 这一趟来的京
商中， 最有来头的就是这位“钦少
爷”， 谁敢得罪？ 都拿眼睛看李钦。

李钦没办法， 走前几步， 一扯
古平原， 低声道： “咱们一边说
去。”

等走到僻静处， 李钦瞪了古平
原一眼：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
字？”

古平原打从口袋里摸出那枚印
章，冲着李钦晃了晃。

李钦下意识地一摸腰间， 这才
发现自己的印章不见了。

“看样子你在京商里有一号，
能帮我安排见张掌柜一面吗？ ”

李钦听了没言语， 重又打量古
平原。二人相互端详了几眼，李钦开
口道：“这位姓古的朋友，你昨儿救
了我，要说帮你个忙也没什么。不过
你和张大叔之间一定有事， 不说明
白了，我是不会帮你的。 ”

古平原拱了拱手：“你说得不
错， 我与张掌柜之间确实有笔账要
算。老实说，我之所以到了今天这个

地步，成了关外的流犯，全拜这位张
广发张大掌柜所赐。 但我一没得罪
过他，二并不认识他，他为什么要害
我，我打算找他当面问个明白。 ”

李钦到底是年少好事， 一听是
这个茬儿，眼里露出一丝兴奋之色。

“行，要是这么说，那我带你进
去弄个清楚。 ”

说话间，正房的门已开了，一个
干瘪老头拧着眉毛摇头晃脑地走出
来， 一指大伙计：“我没什么好主
意，你有主意你进去说吧。 ”

大伙计也是一摇头。 古平原精
明， 一猜他们就是为了那批私盐运
不进关而苦恼， 当下不管三七二十
一，扬声喊道：“我有办法！ ”

在场的几个人都吓了一跳，同
时看向他。房间里传来脚步声，张广
发出现在门口，他一见古平原，脸上
顿时惊诧至极。

他见张广发要喊人， 向前一步
道：“张掌柜， 想不想把盐运进关
去？ 要是不想， 尽管叫人来把我撵
走。要是想嘛，出主意的人已经到了
门口。 ”

张广发轻抽了一口气， 再三端
详古平原，见他没什么恶意，也不像
带着凶器的样子， 考虑半晌才一侧
身。 “请！ ”

（明日关注： 被人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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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办法！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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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系统疾病与情绪有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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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十年，李定国班师云南、贵州，打着迎接永历帝的
旗号，和孙可望兵戎相向。

孙可望也亲自率领十几万人马迎战李定国。 老孙虽然
兵强势大，但毕竟人心尽失。 各位可以想想，他对皇上都是
那么个态度，对手下士兵能好到哪儿去呢？所以孙可望的部
队根本就没怎么交手，大部分是临阵倒戈。 老孙迫不得已，
投降清朝。

开始的时候，清朝给孙可望封了个“义王”。 我觉得这
明显就是故意羞臊老孙，投降的叛徒封了个“义”字，这不
是故意让人笑话吗？ 而且投降过来之后立刻就把孙可望的
兵权解除了，以前的旧部全部重新整编，编入汉军八旗。

顺治十四年，清军在孙可望的带领下，大举进攻西南数
省。李定国寡不敌众，广西、贵州等地相继失守。永历帝逃进
缅甸。

顺治十五年七月， 孙可望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出他失散
多年的弟弟孙可升在上海当兵。老孙马上打报告，请求使用
公家驿站把他弟弟接到北京团聚。 各科道的御史在家光着
膀子写弹劾，说孙可望的弟弟就是个“食粮兵丁，白身无
官”，怎么能动用公共资源将他接到北京呢？ ……这一下孙
可望傻了， 接个弟弟弄出这么多事来！ 他马上上书承认错
误，说今后一定严格要求家人，并且主动请求辞去王爷的爵
位……

顺治还是很高姿态的，下旨保留孙可望的王爵，痛骂了
一顿了事。

真的能这么了事， 那老孙应该还是不错的， 可事实证
明，没有那么容易的事。顺治十七年年底，孙可望突然死了。

具体怎么死的，正史上说是病死的。 但在《行在阳秋》
等书中都记载，他是在随顺治围猎的时候被禁卫军射死的；
还有书里说是被毒死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孙可望是非正常
死亡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孙征淇继
承爵位没几个月又死了，那死因就更可疑了。 再往后，孙家
的王爵被削去，给了个一等轻车都尉的头衔儿就算打发了。
到乾隆三十六年，乾隆帝下旨永远停止孙家爵位承袭。

孙可望虽说最后结局不那么完美， 那怎么说人家也曾
经风光过。可永历皇帝这辈子算坎坷到家了，从来就没有扬
眉吐气的时候。

顺治十六年， 由于李定国兵败， 永历迫不得已逃往缅
甸。 在进入缅甸的时候，有人提出过建议，说皇上现在进入
缅甸是可以的，但为了慎重起见，不能我们大家都去，应该
让太子带一部分人留在国内。 这样万一缅甸有什么风吹草
动，我们还可以有个退路。 进入缅甸之后，一行就滞留在金
沙江南岸，没有深入缅甸的腹地，这一招在关键时刻还真起

一起来看流星锤（74）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消化系
统的各种疾病， 除了饮食不洁（不清
洁）、 饮食不节 （不节制， 包括暴饮
暴食， 进食量不控制， 或者为了减肥
进食过少， 还包括饮食时间的不规
律） 的因素之外， 大量的消化系统疾
病是与情绪尤其是负向情绪密切相关
的。

我们先来看看负向情绪是如何引
发上消化道的疾病吧。

那是在四十多年前， 一个刚满
14�岁的女孩儿， 在初中读书， 既聪
明又勤奋， 成绩优秀， 人极要强。 只
因所在年级第一批入团的名单中没有
她， 就断定是班主任说了坏话， 气得
睡不着觉， 导致吃饭咽东西很不顺
畅， 以致很多时候， 食物还没有咽到
胃里， 就又反流出来， 逐渐出现了胸
骨后堵闷， 后来发展到胸骨后疼痛而
不能忍受。 当地中医诊断为噎嗝， 久
治无效。 她的父亲曾是我中学的学
长， 带她辗转找到我， 我当然首先建

议她到大医院明确诊断， 然后再讨
论治疗方案。

经过某大医院消化内科反复检
查， 诊断为贲门失弛缓症， 医生建
议到消化外科做手术， 把食道下段
纵着切开个口， 横着缝上， 这样一
方面食道会变宽， 另一方面食道下
段括约肌被切断， 即使再痉挛也就
不容易挛缩痉挛到咽不下去东西的
程度了。 很快， 父母带着她到该大
医院消化外科做了手术， 手术康复
后， 她基本能正常进食了。

现在发展起来的食道内窥镜手
术和食道气囊扩张术， 是不开胸，
从食道内给食道壁和食道括约肌造
成多处小的损伤， 这就等于把紧口
袜子的橡皮筋崩断几根， 使它变
松。 还有就是注射肉毒毒素， 使肌
肉松弛而不再痉挛。 但那个时候还
没有食道内窥镜手术这样的技术，
也没有食道气囊扩张术和肉毒毒素
注射这一类的疗法， 只能做开胸的
食道手术。

不料 30�年后因家事生气， 这
位已经年满 44�岁的女士病情复发，
30 年前的食道手术， 已经抵挡不了
这次生气引起的括约肌痉挛， 于是
又来找我。 我问她为什么不去那家
医院做第二次手术呢？ 现在手术方
法已经进步很多， 不用再开胸了，
建议先保守治疗。

她向我询问这病是怎么引起
的， 能不能除根？ 30�年前做手术
时， 医生曾经对他们父女说， 这种
手术是除根的， 结果现在又复发
了， 怎样才能除根？

我回答说， 这种病是她生气后
引发了食管下段的括约肌痉挛而不
能松弛所造成的。 食管是连接咽部
和胃之间的一条肌性管道， 食管还
有两组括约肌， 位于上部的， 叫食
管上括约肌； 位于下端贲门的， 叫
食管下括约肌。 这两处括约肌在不
进饮食的情况下自动收缩， 把食道

关闭， 既可以阻止外部空气进入胃
中， 又可以阻止胃中的内容物返流
入食管。 在进食和喝水的时候， 上
括约肌先松弛打开， 使食物进入食
道， 随后上括约肌关闭， 下括约肌
打开， 使食物进入胃中。 人生气或
其他负向情绪过激后， 会导致神经
调节功能失调， 于是食管下段的括
约肌在进饮食的时候， 本该松弛打
开， 却因痉挛而打不开， 食物咽下
就受阻了， 或者咽不到胃中就又流
上来， 所以称为“贲门失弛缓症”，
中医笼统地叫“噎嗝”。

至于能不能除根， 经常有人问
我同样的问题， 我常常回答“这个
问题不应当问我， 而应当问你自
己。” 我反问她： “难道你就不知
道你的病根是什么吗？ 第一次发病
是因为生气， 第二次发病还是因为
生气。 这就是病根呀！ 这都是生气
惹的祸呀， 生气就是百病之源。 能
不能除掉这个根， 就看你今后能不
能不生气， 能不能养心静心， 能不
能控制自己的负性情绪呀！”

这就是我强调的“解铃还须系
铃人， 心病还要心药医” 的用意。
如果不能调整心态、 控制情绪， 尤
其是控制负性情绪， 这病很可能还
会再度复发。 你已经惩罚过自己两
次了， 难道还不能吸取教训吗？ 她
连连点头。

其实， 生气与发怒是同一类的
情绪。 在丹尼尔·格尔曼的《情商》
中， 就把生气、 气愤、 义愤与愤
怒、 狂怒、 暴怒、 激怒、 恼怒、 易
怒、 怨恨、 刻薄、 敌意等归属为一
类， 愤怒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病态的
仇恨和暴力。

另外我发现， 伴随着吞咽困
难， 她还有明显的焦虑、 郁闷。 于
是我针对她的具体情况， 开了舒肝
和胃、 定志安神的中药。 她服用了
一个来月就基本痊愈了。

（明日关注： 百病生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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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点儿作用。
顺治十八年，缅甸发生政变，缅甸王的弟弟锰白把他哥

收拾了之后自己上台。 这个锰白可就不像他哥当家的时候
那么好说话了，那从心底里就讨厌朱由榔：你说你一个中国
皇上，总赖在我这儿不走算怎么回事儿？！ 这吴三桂可是已
经打到了云南， 天天找我要人， 这不是给我找事儿吗？ 干
脆，把你交给吴三桂就算拉倒，我还大小落个功劳。

他给朱由榔写信，说您想和他会个面，大家一起喝碗咒
水，立个誓。

朱由榔接到信也拿不定主意。 和手下一商量， 最后决
定：皇上肯定是不能去，派几个大臣代表一下算了。 大学士
马吉翔当场提出自己愿意代替皇上去吃饭。

次日清晨， 马吉翔和黔国公沐天波等 42 人起程过江，
前去和缅甸王盟誓。

这个黔国公沐天波需要给大家说一说。 老沐可不是一
般人，当初劝永历把太子留在国内的就是这位老兄。他的祖
上正是朱元璋的义子，被封为黔宁王的沐英。而且沐天波自
己也是猛人一个。 据说他善使一对流星锤，那家伙耍开了，
砸脑袋跟砸西瓜一样。每次他练功夫的时候，旁边都站着一
大帮人围观，尤其以情侣最多。

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 对了———一起来看流星锤。
所以这次马吉翔死活要把沐天波拉着一块儿去。 他觉

得有老沐在，起码生命安全还是有保障的，缅甸王多少要给
老沐家的人一点儿面子。

这二位带着喝符水团刚过了江， 就让缅甸王派的三千
人马给围住了。 沐天波等人一看， 这是要动手啊！ 再想反
抗，来不及了。当然，来得及也没用，三千多人收拾 42 个，那
还不跟抓小鸡儿似的。老沐眼都红了！拼命挣脱开拉着自己
的人，掏出流星锤，抡开了就跟敌人战在一处，当场击毙缅
兵十余名。 可是，被几千人围着，别说老沐使的是流星锤，
就是给他挺重机枪也顶不住。 最后，沐天波浑身是伤，仰天
长叹，力尽而亡。

（明日关注： 最后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