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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中医古籍形神相交半个世纪

有余!每当面对已然存世数百年乃至上

千年的珍籍时! 虔诚的心绪油然而生 "

随着年岁的痴长! 这一心绪有增无减 "

脑际每每萦绕着一个问题#中医学频遭

战乱而传承有序 ! 横受挤压而我自巍

然!叠经数千载!花叶递相荣!如此顽强

的生存力从何而来$曰来自于天地" %周

易&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 (中医学是

一门精湛的学问! 秉承着天地的大德 !

在防治疾病的长期过程中!不断汲取历

代中华文化的精粹!形成了人文与生命

科学交融的知识体系!成为炎黄子孙生

生不息的重要保障!并与全人类的健康

福祉紧密相关" %汉志&所言)方技者!皆

生生之具(!就是对中医学奉行)天地大

德(的扼要解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

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 是中国古

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

的钥匙" (这把钥匙深藏在浩瀚的中医古

籍之中!需要仔细地阅读梳理*这把钥匙

掌控于历代名医的指掌之间! 需要认真

地传承授受+ 而中医古籍是中医学的载

体!是中医学术传承的径途!也是弘扬中

华文化的重要内容" 值此之由!有选择地

影印出版中医古籍! 让亟盼获取宝库钥

匙的有志者一睹中医古籍的本貌! 汲取

中医学术的精髓!涵泳中医临证的意藴!

返本开新!踵事增华!传承发扬医脉!便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 年 ! 月 !!

日!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

要,!%&$-!%'% 年.&!提出)抢救濒临失

传的珍稀与珍贵古籍文献(+ 由于自然与

人为的原因! 古籍包括中医古籍正面临

着不断消损的窘境+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此套丛刊的出版也具有保护与抢救珍稀

中医文献的重要意义+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经过几代人

的辛苦搜集!承蒙陆渊雷/陈存仁/陈心

珠/张耀卿/梅中荪等名医以及沪上相关

大学的慷慨捐赠! 馆藏资源得以大大丰

富!现有善本特藏 &&%% 余种/$%%% 多册!

普通中医古籍 $$%% 余种/!(%%% 多册"其

中不乏傅山/方功惠/王文韶/盛宣怀/萧

蜕庵/章炳麟/刘承干/巢念修等名家旧

藏!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之一"

古籍收藏!良非易易" 藏之一地!不

如藏之天下* 藏之一时!不如藏之百世"

有鉴于此!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拟分

辑影印出版馆藏医籍善本!成立%上海中

医药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古籍丛刊& 编纂

工作委员会" 工作团队根据)版本早/内

容足/校勘精(的原则!甄选馆藏珍贵古

籍!付诸影印!不作描润!为学界提供仅

)下真迹一等(的再造善本" 每种古籍!首

列影印说明文字! 在充分汲取前人学术

成果的基础上!简介撰者行实!概述文本

内容!考辨版本源流!揭示递藏过程" 鉴

于中医古籍的医用价值与文献价值 !我

们不仅希望影印成果可以扩充丰富中医

研究的文献材料! 也期待它能够推进疾

病史/医疗社会学/中医古籍版本学等泛

医学领域的研究" 因困于识力! 谅夥欠

周!尚祈海内外专家学者赐正"

!%#) 年 $ 月 #) 日 !责任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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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哲学

的关系!提出"重建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

的主张!并从十个方面展开了具体论述!既

深入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形成$ 主体

内容$研究范式$人学前提$存在形式等!又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劳动哲学本体论$人化自然辩证法$科学技

术观等维度深化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

诗灵浴火而自由
&&&读万燕诗集!起风的时刻"

!王越凡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如诗!是

灵韵的碰撞与偶合"在诗集%起风

的时刻&后记中!万燕写道#)当我

彻底不写诗时!一定是灵魂死了"

所以!从 !%%& 年到 !%&& 年!整整

&% 年 !我空白无诗 " (我是幸运

的!与万燕相识于 !%&& 年" 那一

年! 她的诗灵在 &% 年后浴火重

生*那一年!她重拾沉淀多年的长

篇小说%猫&!为主角风娘写下第

一首诗%冰点未名湖&"

人与诗的相遇! 亦因偶然与

巧合而充满惊喜"读诗的间隙!我

与好友相约! 一起去上海中心观

赏敦煌文化艺术展" 许下约定的

当晚!我从床头拿起诗集!翻至夹

有书签的那一页! 继续前一天的

阅读*而下一首要读的诗!竟恰好

是万燕写于结束敦煌之行途中的

%青刺00白刺00&#)空心格格

的水!从唐代地荒流走*茶的玉露

如期而至" 此刻!阳关起伏*的脸

分外和颜悦色!有美人*优雅细致

之风!春意昆曲!撩人的弥陀寺"(

万燕在诗中观照伫立于砂砾岩层

的古迹! 也观照行走于大漠戈壁

的骆驼*她分辨了白刺与青刺!前

者会在枝条上长出绿叶! 硬得骆

驼也不爱吃! 后者则会从根上长

出新叶!骆驼喜食!便被本地人唤

作)骆驼刺(" 青刺!白刺!那是她

想象了千遍的敦煌! 也是等待了

她千年的敦煌"

按照不同的书写时期!%起风

的时刻&分为四个部分!收录了万

燕从 &) 岁至 <% 岁的诗作" 最早

的写于 &=)< 年至 &==% 年的作

品! 营造了一个晶莹剔透的诗歌

世界!那里有如歌的车铃/阳光下

的沙丘/黎明的月亮/冰花般的仙

人掌/融化成水的雪花/南方山谷

边的修竹/ 远天一际的神光和淅

淅沥沥的笑语"

再年长些! 万燕在书写自然

与寄情自然的过程中! 逐渐为自

己的诗情染上金红色般的炽热色

彩" )在我纯白的身躯里*奔流着

红色的瀑布*有一部分是为了*追

逐你的欢歌(#!水仙花的血脉"$!

)我日日干渴的双唇*翕动着红色

的*说明(#!我是耶稣"$!)女心有

一段泣血的喜悦*余音绕梁的房

屋背面*是通往回来的路(#!女心

无限"$ 00这一时期的万燕!虽

然尚未到达)识尽愁滋味(的年纪!

但也绝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

是在对时间/ 死亡与永恒的反复

思量中!探寻着生命的意义"

在 &==$ 年至 !%%& 年的五年

间! 万燕的诗作开始走向更多样

的题材与更广阔的意境! 她善于

赋予生活的细节以抽象性的想象

与哲理性的阐发! 从而为诗作染

上斑斓的色彩! 使得这些作品回

味无穷" 看到鱼衔扁舟! 她写下

)我把歌声放进去*它们弥漫成一

张漏洞百出的网(#!错位"$*置身

电梯!她写下 )忽然 门无声地开

了*无人的空间交出*有灵魂的险

境*世纪的没落 选中了我(*身处

都市!她写下)无情的流言伪装成

脸谱*脸谱和脸谱演戏 脸和脸 (

#!野游"$"

此后!万燕沉寂了 &% 年" 在

这 &% 年间!她丰厚着人生的深度

与广度! 用心尖上的凝血滋养诗

人的灵魂" !%&& 年!当诗灵终于

从寒冰中觉醒 !)生命中*那些不

安*砌成了绿野地*稚气的红砖危

房模块(#!何所思"$!万燕的心中

依然存有孩童般的澄澈 " !%&'

年!她还能够写出)回忆自由窜向

树顶的曾经!即使不能飞!即使摇

摇欲坠 ( #!为恶人善人同时开

门"$这样的句子!充满了她早年

青春时期作品中的热情"

在这些由浴火而自由的诗灵

所创造的诗作中! 最令我印象深

刻的是写于 !%&$ 年的那句)侧脸

比完整更耐人寻味(#!独自' 或不

独自的女人"$"这句诗让人不由想

起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小说%情人&

的经典开头#)我已经老了" 有一

天!一个男人主动向我走来!介绍

自己! 那是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

厅里" 他对我说#1我认识你!永远

都不会忘记" 那时你很年轻!大家

都说你美丽极了! 现在我特意来

告诉你!在我看来!现在的你比年

轻时更美! 你现在这张备受摧残

的面孔比年轻时娇嫩的面孔更让

我热爱" 2()侧脸(与)备受摧残的

面孔(之所以令人迷恋!是因为在

它们不甚完美的轮廓下! 铺陈着

光阴的故事! 这些故事以时间为

背景!晕染出旧照片般的昏黄!牵

绊着人与人的交汇! 维系着人与

景的相托!故而生长出绵长的情!

轻轻一引!便挽住了读者的心+

最后一首诗 %有些风像是我

的生育&写于 !%&( 年!当读到)背

着你!拿着盒饭衣服挎包水果!越

走越慢 !宝贝 !妈妈*实在走不动

了!草原的尽头全是回声(!霎那

间!我泪流不止+读者与诗若太过

切近! 或许容易被抑制想象与诗

情!但就%有些风像是我的生育&

而言!正是这)语语都在目前(的

)不隔(#王国维 !人间词话"$!反

倒使我觉得熨帖而温暖+ 我尤其

钟爱那句)无论怎样!你从胎儿舒

展! 躺成自然的山河岁月! 是真

实*而不是幻觉 (+ 于慈母而言 !

)山河岁月(是崖边之树!是漠上

绿洲! 是从颤颤巍巍到坚实稳健

的生命历程!是令人欢喜的真实+

细观之! 我们可以发现!在

!%&&年至 !%&(年的诗作中!万燕

有意识地不断将矛盾与冲突并置!

以自然实体彰显虚化的命运张

力+ 所以这一时期的诗作!不仅具

有她青年时期作品的柔和气韵与

明丽色彩!而且因诗人的)人间落

难(而呈现出了生命的韧性!以及

对于生活之困顿的深切思考与乐

观态度+ 她望向深渊!发现深渊也

正望着自己!于是她与深渊对视!

即使气力不敌!一度被深渊吞噬!

也是以 )无限俯冲而去的洛神仙

姿(!任)阳光和阴影同时洒落*在不

可知的高度(#!玉龙雪山"$+

重新提笔!灵魂未死+有一只

燕子在起风的时刻再次展翅!她

<% 岁时的诗韵比 &) 岁时更深 /

更醇+

!起风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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