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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中医观
■刘佳欣

胡适日记中，有关疾病的记载不胜枚

举。前期主要是伤寒、腹泻等小病。迈入中

年后 ，肛周疾病 、肾炎 、心脏问题开始出

现。 其中，胡适的痔疾格外出名，在 1922-

1923 年的日记中曾反复出现，十分仔细连

贯。 作为文坛名人，胡适的痔疾几乎人尽

皆知。 以至于 1930 年郁达夫身患痔疮时，

向胡适去信，询问求医的地址。 胡适对此

不甚避讳， 显然与当时的时代风气有关。

而其诊疗时中西医法的选择与疗效，也可

一窥民国时复杂的中医形态与矛盾的中

医观念。

关于痔漏的记载 ， 胡适日记首见于

1922 年 7 月，次年 5 月复发，1925 年底在

上海根除。 其中的中医参与可分为三类：

亲友提供的 “家庭医疗 ”、北平名医陆仲

安的诊看、痔漏专家潘念祖。

1922 年 7 月间首次发作时，胡适就觉

得 “坐如针毡 ，吃完饭匆匆回家 ，面已失

色，痛得很厉害……”因晚间无法就医，只

好接受江冬秀大姐江润生提供的偏方：将

生男星 、生大黄 、冰片三药捣碎 ，用醋涂

上。 这些药材有清热止痛、攻积导滞、散结

消肿之效。 另外，江冬秀也多次提供药方

给胡适服用，包括黄连、黄芪等泻药。 这些

家庭中医疗法，内服药似不起作用，外用

药虽能暂时软化脓肿、缓解疼痛，面对复

发也无可奈何。 因此胡适使用这些药方

时，多是事发突然、疼痛难忍的无奈之举，

不乏试验的成分。

名医陆仲安与胡适渊源颇深 ， 早在

1920 年，胡适即因脚部浮肿，于协和医院

诊治无效后，请陆仲安开方，诊为“脾肾两

伤”。 胡适痊愈后， 于次年 3 月为其藏画

《秋室研经图》 题跋表示感谢：“陆先生有

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

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

又在日记中称：“送四件衣料去谢陆仲安

医生（此君即治愈我的病的医生）。 ”此后，

陆仲安几乎成为其家庭医生。 因此，1922

年痔疾突发时，陆氏作为第一位上门诊看

的医生，诊为痔疮。 但陆仲安未参与此病

的疗愈，至多在日常护理中略起作用。

1925 年，胡适在上海宝隆医院再次开

刀后，经一位西医介绍，请痔漏专家潘念

祖治疗。 有关潘氏的记录有限，其人也并

非陆仲安一类的职业中医，还是“吃鸦片

的 ，上午不看病 ，下午才门诊 ，晚上才出

诊”。 医费也颇高，好像是“一百五十块银

圆”。 或许碍于潘家秘方，胡适未记述其诊

疗方法。 但此后 36 年不曾复发，可见潘氏

诊疗的有效。 参考另一民国痔漏专家黄济

川写作的《痔漏治疗法》，潘氏的医法可能

采用了外科的“挂线”法，结合多种内外用

药，兼以药熏等日常护理。

胡适在协和、宝隆医院接受的两次手

术，都是西医的切开引流法，容易复发。 陆

仲安及家庭医疗不起作用，是由于这些药

方不完全对症。 而参照黄济川的行医经

历，潘氏秘方应是一种民间行医经验所得

的“手艺”，因此屡试不爽。

胡适对中医始终持基本的批判立场，

提倡“废医存药”。 观察其痔疾的诊疗，这

一立场也很鲜明。 对中医药方，胡适始终

持怀疑的试验态度。 向潘氏求医，也是由

西医推荐。 而潘氏虽治好了胡适的病，胡

适文中却无记载，也未因此转变对中医的

批判。 相比之前对陆仲安的酬谢，潘氏的

功劳显得微不足道。

现在来看，潘氏等痔漏专家应属中医

外科。 但直到现代医学教育建立以前，正

骨、治疮乃至拔牙等医疗活动，多由赤脚

医生从事， 与内科为主的儒医有根本区

别。 这些外科医生的疗法大多是经验积

累，在父子、师徒间代际相传，形成一种特

殊手艺，社会地位远低于儒医。 如潘氏依

靠家传秘法，行医安排很随意，要腾出半

天来抽鸦片。 尽管这些医生的疗法中也包

含一定比例的内服药，但药方的有效性依

靠长期专门操作中的试验，与全科医生的

药方有本质不同。

因此 ， 尽管潘念祖根治了胡适的痔

疾，但其系“江湖郎中”里的专科医生，不

属于胡适、鲁迅等人探讨的“中医”范畴。

胡适的谢意也不过是“一百五十块银元”，

与剃头匠、裁缝等从业者待遇相同。

由于中医的概念界定，胡适讨论的中

医药主要指全科儒医，“铃医”并非其讨论

对象。 与概念的模糊相似，胡适的中医观

也是暧昧的，体现着其思想的矛盾。 一方

面，胡适作了许多号召全面西化、批判中

国传统的演讲， 又在另一类演讲中强调

“整理国故”，弘扬“国粹”。 面对这种矛盾，

胡适自述为“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

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

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

脚时代的血腥气”。

痔漏的诊疗也为这种矛盾作注。 主动

寻求西医无果后， 胡适曾试验地服用中

药 ，并最终求诸 “中医之外 ”的 “江湖郎

中”，由此可见民国中医问题的双重矛盾。

从实际情况来看， 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

是以充分认识中国传统医疗为前提，中西

互补达成的。

那封来自 1980年代的情书
■徐 丹

亲爱的读者， 你们将要看到

的书信写于 1980 年代，作者是诗

人骆一禾。 在那个以诗歌为先锋

为光荣的时代里， 他曾经是北大

校园诗歌的领航者， 也是那十年

里中国诗坛最好的诗歌编辑与诗

歌批评家；当他的生命与 80 年代

同时终结时，年仅 28 岁，被看作

是那个时代最后的抒情诗人，而

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向史诗

性长诗所发起的冲刺， 至今鲜有

人能及。 在他为诗而祭献青春热

血的 30 年后，再版他的诗集以及

整理集结他未发表的遗作， 既是

因为骆一禾作为诗人在中国当代

诗歌中的特殊意义和特别存在，

也是因为我们更深地领悟到了

80 年代的精神生活于我们今天

的珍惜与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不仅是一份个人感情生活的纪

念， 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生活之纯

之密的一个见证。

以上是骆一禾的妻子张玞在

《骆一禾情书》的序言里所写的一

段话， 我以为这是对骆一禾本人

及其成就最恰切的总结， 毕竟这

些情书是他写给她的， 毕竟她比

任何别人都要了解他。如题所见，

这是一部私人书信集， 但若仅凭

字面信息，把这本书归为庸常、单

一甚至浅薄的言情作品， 那就着

实埋没了它的存在， 也辜负了它

的意义。我想说的是，这部作品的

纯真、丰富、深切和奥义，早晚会

被时间证明。

骆一禾没有等到属于他的最

好的时代，但可幸的是，这份爱情

给了他创作的出口、 灵感的寄托

和内在的骄傲。 在这部交织着个

人思绪和命运写照的书信集里，

骆一禾不仅叙写了与妻子相知、

相恋、相守的爱情故事，而且也在

信中对诸多文人、 文章和文事进

行了独到的评论，文笔生动，感情

深切，征引广博，学养丰富，从中

可以瞥见他作为一个独放异彩却

不幸早夭的青年诗人的文思和才

智。作为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诗坛

的代表性人物， 骆一禾在史诗性

长诗上的执着、抒情与天赋，在整

理海子遗作时的坚持、 投入与远

见，都在书中详尽呈现。因而在骆

一禾逝世 30 周年之际，出版他的

这部遗作， 既是对他本人最好的

纪念， 也是对那一段远去难再的

燃情岁月的深刻追怀。

骆一禾的浪漫主义

说到浪漫， 不得不折服于骆

一禾的方式，在与张玞交往伊始，

他便借着对她一首短诗的精彩评

析，成功引起了她的注意。这是他

们之间第一次非正式的通信，也

是《骆一禾情书》的第一封信，在

就诗论诗的间隙， 骆一禾很自然

地表露了自己的情感态度：“我们

在世界上原是有限的， 我们的心

得到爱也容易，一些简单朴素，始

终在用自身的形态、 举止说明着

生活的事物， 就可以使我们的情

感得以依附， 得以寻找到一个寄

托……” 这并不是他有意为之的

暗示，而事实上，在这封信之后不

久， 他们因为机缘巧合的交际而

最终走到了一起。

确定恋人关系之后， 骆一禾

依旧保持着与张玞通信的习惯，

其实他们住得不远， 每天见面也

是易事， 但这是骆一禾热衷的交

流方式，也是他的浪漫主义。这些

书信从 1982 年 11 月开始， 一直

持续到 1988 年 10 月， 其内容已

经不仅仅局限于恋人之间的互诉

衷肠和表白情愫，生活细节、工作

日常、看书体会、文人逸闻甚至是

大篇幅的文学评论都夹杂其间，

尤其是他对诗人、 诗歌和现代美

学的论道， 让这些书信集显现出

了一种文学的厚重感和神圣感。

骆一禾始终认为诗歌是发自内心

的爱和美学光辉的融

合， 在写给张玞的信

中， 他总会不自觉地

提及自己的观点：“诗

需要一种强烈的爱 ，

需要这爱去尽宣传口

号，政治教条，美学的

陈词滥调等的矫饰 ，

而发自一己的内心 ，

真诚的对外界的感受

（独特的）； 这爱应达

到一种饱满的和谐 ，

就像亚当和夏娃是和

谐的那样，古怪的、不

美的东西不应杂入其

中。 而且诗需要有光

的聚合点， 诗不是一

篇一篇的， 是一点一

点的总合， 它是内心

感受那些独特结晶的构合体。 而

最后， 它需要一种美词美象的光

辉。”这些言辞中闪耀的魅力，或许

正是张玞欣赏骆一禾的地方吧。

骆一禾与 1980 年代

在这部私人书信集里， 骆一

禾言及的范围可谓丰富， 不只是

恋爱中人程式版的抒情， 也包含

对当时文坛人物代兴和文艺动态

的一些私见和预期。彼时，骆一禾

在《十月》的小说编辑部任职，在

编辑校对诸多文稿的同时， 他也

能以一名局内人的身份去发掘和

鼓励文坛新人， 那些他写给作者

的回信， 短则千百字， 长则十数

页， 由此可见他的尽职敬业和良

苦用心。因为过于投入和专注，他

在给张玞的书信中， 也会不自觉

地聊到自己的工作， 提及一些自

己已经表达过或是还来不及抒发

的意见和看法。故而，我们不仅可

以窥见骆一禾的个人素养和文学

态度， 而且也能感受到他与那个

盛产文学的 1980 年代有着何其

紧密的交际和关联。

“我觉得现在： 张承志、汪曾

祺、史铁生、王安忆、邓友梅，可能

留下一些比较好的、 为一个大时

代文学打基础的小说来。 这个名

单还可以包括谁呢？ 它可以再延

伸一些，但不会太长。 ”这是骆一

禾在书信集里写到的一段话，在

30 多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些作家

的表现和成就已经完全验证了他

的敏感、睿智和断言。尽管当时骆

一禾很想跳出小说组去管他更有

把握的诗歌， 但他还是在小说领

域显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智识和远

见， 其对小说创作和文人潜能方

面的看法也是客观独到的， 由此

也足可见骆一禾在催生 1980 年

代文学风貌上的微妙作用。

通过书信中的内容可知 ，在

1986、1987、1988 这三年中，骆一

禾相继创作并发表了多首抒情长

诗，同时也在自己负责的《十月长

诗》上先后推出了海子、西川等诸

多后来蜚声文坛的诗人。 骆一禾

曾在自己的诗里这样表达自己的

决心和态度：“长诗于人间并不亲

切，却是精神所有、命运所占据。”

在宏大构思与写作长诗这个问题

上，骆一禾与海子是惺惺相惜的，

即使在海子因写作长诗而面对外

界诸多的怀疑、嘲讽和批判时，骆

一禾始终都是最理解他、 最支持

他的那一个。及至海子去世，骆一

禾为整理海子的遗作、 纪念宣传

海子而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

力，甚至在离世前的最后两年，他

仍为了弘扬海子的诗歌生命而苦

苦挣扎着、坚持着。 今天，当我们

想起骆一禾时， 不由得会想起海

子；而提到海子时，我们也不能绕

开骆一禾。 他们先后在点亮诗歌

生命的同时燃尽了自己的生命，

无论如何，我们都该记住他们。

▲《骆一禾情书》

骆一禾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荩骆一禾与妻子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