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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荣梅

寻迹张仲景

长沙城北湘雅路上的原湖南医
科大学老校区内，立有一尊张仲景雕
像。我特意去寻访。按照一位知情朋
友指点，我在摊贩拥塞、油烟四起的
小巷里左冲右突，寻到了那个逼仄的
小院里。

两人高的白色雕像，被两棵高大
浓密的塔松左环右抱，胸前手握一卷
打开的书，那应是张仲景的代表作

《伤寒杂病论》，手里还有一枝植物，
那是药草。

“长沙张仲景，医学溯先贤。泱泱
乎流风千载，湘雅树中坚……”长沙
的湘雅医院创立于1902年，现为中南
大学湘雅医学院，这是学院1941年的
院歌，学院一直尊崇张仲景为医学先
贤。其实，湖南各地中医师收徒弟，都
必行“拜仲景先师礼”，这是传承很久
的仪式。

我要寻访的下一站——湖南省
中医院，门前立有“张仲景祠旧址”的
石碑。我在中医院楼宇间转悠，想寻
找一点张仲景祠的遗迹，但一点也没
觅得旧址的断垣残壁。

开“坐堂医生”之先河

“汉时长沙大疫，治法杂出，太守
张仲景作《伤寒论》《金匮方》行世，全
活无数。”这是《长沙府志》的记载。

张仲景(公元 150 年-219 年)，南
阳郡涅阳(今湖北南阳市)人，年轻时
饱读经书，后迷上医术，师从同郡名
医张伯祖，后遍拜名师，精通经方。汉
灵帝时被举孝廉。

张仲景在东汉末年任长沙太守，
任期内病疫流行。当时官箴规定，太
守不得擅进民屋，他摒弃官场戒律，
以自己名字冠以“坐堂医生”四字，择
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日，打开衙门，
坐在太守堂上为病人诊脉处方，“坐
堂医生”之名由此而来。

张仲景被后世尊为“医圣”，在医
学临床与理论上都为“上手”。他创立
了六经辨证与脏腑经络病机辨证的
诊疗方法，开创了后世制剂学发展的
先河。他根据自己的行医经验撰写了

《伤寒杂病论》，被推为“众方之祖”，
成为中医经典。后人多次编纂这本医
著，并把杂病部分析出，改名《金匮要
略》。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医药
的发展影响深远，历代医家多服膺其
书，笺疏、阐述著作者多达数十种，其
中对《伤寒杂病论》的注疏，近代吴考
磐的百家注收录有420多种。

祠宇香火很旺
正史少有记载

长沙自明末以来都建有张仲景
祠。《长沙府志》载：乾隆八年张公祠
建在城中贤良祠之西；嘉庆二年因

“祠宇倾圮”而重修，并委僧人看守。
民国时张公祠旧址办过育英小

学，原祠焚毁于“文夕大火”。1946年，
长沙中医界捐建新祠三间，改名为仲
景堂，两年后改建为湖南国医馆，
1952年更名为湖南省立中医院，延续
至今，为今湖南省中医院。

让人纳闷的是，张仲景曾为长沙
太守的记载，除长沙地方志外，其他
正史里少有记载。最早的记载出自唐
代甘伯宗《名医录》：“南阳人，名机，
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
守。”

《后汉书·刘表传》说：“建安三
年，长沙太守张羡叛变，表围之连年
不下，羡病死，长沙重立其子怿，表遂
攻并怿。”学界有种说法，张羡是张仲
景别名，史书忽略，也许这是其中一
个原因吧。另一种说法，张太守最后
并非病死任上。他困守围城数年，后
主动退官隐居岭南一带，潜心著述，
行医民间。张仲景去世后，直到公元
285 年晋武帝司马炎一统天下，他的
后人才将其遗骨迁回家乡南阳。

泽被后世的《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所处的东汉末年还没发
明印刷术，因此他在长沙撰写的《伤
寒杂病论》，只能靠传抄，流传不广，
且传抄过程错讹不少，加之一千多年
的朝代更迭与兵火战乱，著作散失不
全。此书得以保存下来，首先是由于
西晋太医令王叔和的搜集整理，但他
仅整理了其中 10 卷，共 16 卷的原书
不复见。

宋以后的医家多称张仲景为“张
长沙”“长沙公”，称其药方为“长沙
方”，还有《长沙方歌括》一书，被历代
医家推崇。

直至清末，张仲景之原本《伤寒
论》忽然浮现于世，据说长沙一位叫
蔡三的医生寓所与一古庙毗邻，他打
理古庙时，见庙中有旧砖和一张几
案，认出是古物，就用新几案与之调
换。回家细致打量，发现旧砖竟是一
石头匣子，打开后现出15册书，是张
仲景的《伤寒论》15 卷。此后，这本医
学经典得以更广泛流传并泽被后世。

张仲景利用自己精妙的医术，拯
救了众多黎民百姓，在长沙方志与唐
宋以来诸多学者著作中，都传扬着其
医术成就。

“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
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
隋唐间大医学家、“药王”孙思邈晚年
才得见《伤寒论》，编入其《千金翼方》
的九、十卷，他大肆点赞张仲景“特有
神功”，并说“未有不验”。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小说对病毒进行了介绍，也描述了如
此高致死率的病毒为何没有在全世界蔓
延的原因，人类在埃博拉面前的脆弱渺小
和抗击埃博拉时的勇气都令人难以忘怀，
科普性与可读性兼备，连恐怖小说大师斯
蒂芬·金都为之感叹。作者系美国非虚构作
家，《纽约客》撰稿人，师从著名的非虚构作
家约翰·麦克菲，擅长以非虚构手法处理科
学题材。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巨大成功，长
踞《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达61
周。他因此获得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是有史以来唯一以
非医师身份获奖的得主。

《病毒来袭》
[美]内森·沃尔夫 著 毕一灵 编

沈捷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从非洲丛林的黑猩猩，到婆罗洲雨林
的猎人追踪，作者将自己研究的亲身体验
写成文字，带领读者一起踏上科学探索之
旅。途中充满生物学奥秘，又常常险象环
生，不仅逐层揭开医学史上最致命的病毒
之一艾滋病毒的起源面纱，而且从病毒与
宿主相互作用的角度探索了病毒在人类进
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疾病以超乎想像的方
式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病原微生
物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干预了人类文明的进
程。作者提出公众对加强公共卫生能够做
出贡献，每个人都可以从小做起。只要有人
类存在，病毒末日就永远不会来临。在大数
据时代的背景下，人类应对病毒风暴的前
景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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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苏宁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是 1959 年
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英文自传
的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这套由程光胜、
马学博翻译的皇皇巨著分上、下二册，厚
达800余页，逾65万字。

该书是作者历时 7 年而成的人生回
忆。伍连德博士的记忆，展现了近代医学
历史钩沉，使我们有幸了解到鼠疫斗士的
传奇人生。

草根出生的不世之才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
1879 年出生在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
17 岁获女王奖学金赴英国读书，在剑桥
大学意曼纽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游
学欧洲 6 年，伍连德 1903 年返回槟榔屿
行医，1907 年应袁世凯之邀回国。他是
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微生物学、流
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先
驱。

作为草根出生的不世之才，他筚路
蓝缕地创造了现代医学史上无数个“第
一”：

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肺鼠疫概
念；主持了中国首次大规模对瘟疫死者
尸体的焚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
隔离等办法应对城市发生的传染病疫
情；创建中国第一个海港检疫所；撰写
了第一部英文版的中国医学史；他还是
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
要筹办者，创建了 20 余所医疗、检疫及
医学教育机构……

他因“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
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
的作用”，成为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候选人的首位华人（1935）。

1960 年 1 月 21 日，他因心脏病逝
世。梁启超赞誉其“科学输入垂五十年，
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
联博士一人而已”。

临危受命的鼠疫志士

1907年，伍连德应袁世凯之邀，出任
天津陆军医学堂副校长。1910年12月东
北鼠疫暴发，他临危受命急赴哈尔滨调查
并处理鼠疫。

伍连德到达疫区3天后，冒着生命危
险进行了中国第一例人体解剖，从鼠疫病
人尸体的器官和血液中发现了鼠疫杆菌，
同时派人到满洲里查明肺鼠疫的疫源来
自旱獭，从而确定这次流行的是肺鼠疫，
传染方式是直接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
和飞沫传染，因此制定了通过隔离疑似患
者防治肺鼠疫的全新策略。

他采用的措施包括：将病人送往鼠疫
医院；采用列车车厢隔离 3000 多例接触
者；令所有人佩戴他发明的防疫口罩；调
动军队封城，切断交通；及在当时冒天下
之大不韪通过焚烧4643具感染鼠疫的尸
体来消灭污染源。

历时4月，一场数百年不遇的鼠疫大
流行，被彻底消灭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成功防疫流行病的医学行动。

初战告捷后，伍连德没有在荣誉中
陶醉，他敏锐地意识到大鼠疫还会卷土
重来，婉拒担任管理全国卫生和医院事
务官员的任命，回到东北继续从事防疫
事业。

1920年冬天，东北鼠疫果然再起，伍
连德打了一场漂亮的有准备之仗，与 10
年前仅中国境内便死亡6万多人相比，此
次他把死亡人数控制在了万人以内。

鲜为人知的历史钩沉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既有历史的
概述、学术研究的心得、为人处世的思考，
也不乏宝贵的史料。

书中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
实。如孙中山先生曾被诱进伦敦的中国公
馆监禁 12 天；他死于由华支睾吸虫所致
的肝癌。如伍连德曾在实验中险些感染破
伤风杆菌；他曾义无返顾地投入禁鸦片运

动，只身出席国际禁止鸦片会议。他作为
袁世凯等的侍医长达 10 年之久；为了潜
心学术研究，他曾婉拒蒋介石签署的国防
部军医署署长的任命。他曾两度遭受日本
宪兵拘押和审讯；“九一八”事变后，伍连
德拒绝与日本合作，愤然出走。“七七”事
变后，伍连德被迫举家返回马来亚开设私
人诊所。

当成功抗击鼠疫受到政府信赖和国
际医学界的高度赞赏时，功成而不骄的伍
连德坦言：朝廷恩准对瘟疫死者进行集体
火化，并许可为获得知识而进行尸体解
剖，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中是两个标志
性事件。

他医学造诣精深，学术著述颇丰，曾
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涉及公共卫生、
传染病流行病、医学教育、医药管理等多
方面，《论肺鼠疫》和《中国医史》是他留下
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宏篇巨著。

他重视防疫工作，力促发展现代医
学，并认为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卫生制度。
为满足各界防疫之需，1935 年他出版了
厚达547页且图文并茂的《鼠疫手册》。

虽然终身保持英国侨民身份，晚年
远居海外，但伍连德仍眷念为之奋斗一
生的祖国。他在本书序言中写道：“我曾
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古老的中
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
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
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
远幸福繁荣……”

内森·沃尔夫

泰国北碧府境内的庞素
克村与该地区的很多地方并
无二致——气候潮湿，树木繁
茂，野生动物的嚎叫声不绝于
耳。庞素克村位于泰国西部靠
近缅甸边境处，约有 3000 名
村民在此居住，他们以种植甘
蔗和稻米为生。庞素克村是卡
坦·布 马 鲁（Kaptan Boon-
manuch）的家。他是一个 6 岁
的小男孩，也是首批死于一种
新型人类病毒的患者之一。

卡 坦 酷 爱 骑 自 行 车 、爬
树，也喜欢跟他的塑料斑点狗
玩具玩。斑点狗玩具会一边机
械地发出“汪汪汪”的叫声，一
边将3只小狗崽拉进棕色的小
车里。

卡坦常去农场帮家人干
活。庞素克村几乎家家户户都
饲养蛋鸡，有些人家也养用于
斗鸡的公鸡。卡坦的姑妈和姑
父就住在路那头，靠经营一家
露天农场过活，他们饲养着
300多只鸡。每年冬天，村里都
会有几只鸡死于疑似传染性
疾病或感冒，但 2003 年 12 月
死鸡的数量剧增。那年冬天，
跟很多本地农场一样，卡坦姑
父家农场的鸡出现了严重的
腹泻。所有的鸡要么自然死
亡，要么因病被宰杀。卡坦则
帮忙处理死鸡。据新闻报道
说，元旦前一两天，这个小男
孩带了一只叫个不停的病鸡
回家。

元 旦 刚 过 ，卡 坦 就 发 烧
了，他被村里的一家诊所诊断
为感冒，但 3 天后病情未见好
转。他父亲强南是位富裕的农
民，也兼职当司机，把儿子送
到了一家公立医院检查。医院
的 X 光检查显示卡坦得了肺
炎，他被留院观察。几天过去
了，卡坦高烧至 40.6℃不退，
情况危急。他父亲支付昂贵的
费用联系了一辆救护车，把儿
子火速送往曼谷的希里拉医
院，进行更好的治疗。

被送到医院时，卡坦呼吸
急促并伴有高烧。检查结果显
示他得了严重的肺炎，两肺都
被感染了。卡坦被转至儿科重
症监护病房，并戴上了呼吸
器。一系列的细菌培养检测都
呈阴性，说明感染可能是由一
种病毒引起的。医生用一种叫
作 聚 合 酶 链 反 应（poly-
merase chain reaction，简称
PCR）的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
的深入检测显示，卡坦可能感
染上了一种非典型流感。这种
流感此前也许还没有在人类
身上被发现，或者未被大范围
发现。

11 天后，卡坦退烧了。尽
管一直住在重症监护病房，他
的呼吸窘迫症状却越发严重。
2004 年 1 月 25 日，卡坦成为
泰国已知的第一位死于 H5N1
的患者，不久全世界都将该病
称为“禽流感”。

尽管卡坦之死令人悲伤，
而且新闻报道继续以悲伤的
笔调详细描述其葬礼及家族
的吊唁仪式，现实却是发展中
国家儿童死于此类疾病的事
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20 世纪
60 年代，科学家们预测传染性
疾病短期内就会被消灭，但直
到今天，一些传染性疾病仍被
称为“最重要的人类杀手”。

从全球风险的角度来看，
死亡事件的影响程度不尽相
同。大多数传染性疾病导致的
死亡都是地区性事件，虽然对
受害者及其家人来说是灭顶
之灾，但从全球范围来看，这
些传染性疾病所显现的风险
是有限的。卡坦之死却预示着
一件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事
件：它是由动物病毒引发的第
一例人类感染。这种病毒有可
能摧毁全球数百万乃至数亿
人群，从而永久地改变人类社
会的面貌。

（选自《病毒来袭》内森·
沃尔夫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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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斗士的传奇人生
——近代医学历史钩沉

沈科

2019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发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并有蔓
延之势。

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
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
制疫情蔓延势头；要全力救治患者，尽
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加强病例
监测，规范处置流程；要及时发布疫情
信息，深化国际合作；要加强舆论引导，
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坚决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为此，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本着服务大局、服
务社会、服务群众的宗旨，以高度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从科学、易懂、实用的角
度，组织专家和出版社相关人员加班加
点，昼夜奋战，迅速推出《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问答》科普图书。

全书聚焦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
点，采用问答的形式，从疾病基础知识、
个人预防知识、公共预防知识、场所控
制知识、发现治疗知识、消毒处理知识
六个部分，引领公众正确认识新型冠状
病毒及其感染所致的临床表现、传播途
径、易感人群，并采取规范有效的防护
措施。同时，对一些高风险场所如何开
展防控给出了专业、可操作性强的指
导。旨在拨开笼罩在公众头上的疑云，
扫清因不明真相而产生的不必要的恐
慌和误解，从而科学认识疾病、积极防
范疾病。

本书内容规范，图文并茂，深入浅
出，力求为广大人民群众和有关单位提
供及时、权威的防控指导，为保护群众
身体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应有
的贡献。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知识问答》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
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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