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狮迷路游荡林间

日前，有一只“迷路”的雌海狮，在美
国华盛顿州考立兹郡的乡间小路游荡，州
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和郡警闻讯赶来，费上
好一番功夫才把它哄进板条箱，并且把它
带回了水源地。当地媒体称，这一只雌海
狮重约 600 磅(约合 272 公斤)至 700 磅
(378公斤)，被发现时距离最近水源考立兹
河(Cowlitz River)超过3.2公里。

大象车里找食物

近日，斯里兰卡亚拉国家公园的野生
动物参观期间，一头名叫Gemunu的印度
象迫使一辆吉普车停下，并在车里的垃圾
箱翻找食物，吓坏了车上的游客。据报
道，这头大象把自己的鼻子伸进汽车，开
始寻找食物。视频显示，一名乘客跳过自
己的座位挡住孩子。然而，这头大象只发
现了塑料瓶和餐巾，还将它们放到嘴里，
不过之后就吐了出来。当大象把鼻子伸
出汽车后，工作人员马上加速离开。另一
辆吉普车也在现场到处躲避大象。

狗拉雪橇比赛

近日，全球知名的爱迪塔罗德狗拉雪
橇比赛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举行，有57队参
加，系过去 20 年来参赛者第二少的一
回。然而，仍有5位前任冠军参赛，为比赛
增加悬念。报道称，近年来，人们对这场
一年一度越野狗拉雪橇比赛兴趣下降，部
分原因是现金奖励变少，参赛者很难持续
参与这项昂贵的体育运动。为吸引人气，
该比赛2020年将首度添加博彩元素，下
注10美元，即可一赌谁是赢家。

（本报综合）

和 平 前 言
○ 陈敬黎

（长篇小说连载之三十一）
献给祖国七十华诞

湖北长篇小说重点选题

过了一会，于魁武和余北海到门口来
了。龙三菊轻轻推了牛黑皮一把，牛黑皮连
忙把屁股挪到靠门口的那根木头上，离二太
太远了一点。看见他们走进棚来了，连忙又
往门口挪了挪屁股，把里边让给他们坐。

“振瑜呀！我有话对你说，你要好好
听。”余北海坐在牛黑皮身边，声音沉重地对
他说。

“余先生有话尽管说。你还是叫我牛黑
皮好听些。”牛黑皮连忙回话。

“现在你师傅，也是我们的老东家有难
了，弄不好马上就有可能家破人亡。到你报
恩的时候哒！”余北海把话说到这里停了下
来。

“你老人家说一句话，要我牛黑皮么样
做，如果要我去跟疤脸汉拼命，我现在就走。”
牛黑皮边说边起身，有些激动地要出门。

“不！”余北海一把抓住他的手，拉他坐
了下来，接着说：“现在跟疤脸汉拼命没得
用，只要大太太不死心，二太太的命随时都
要丢。刚才东家跟我商量了，打算把二太太
交给你，把小少爷一起交给你，你把她娘儿

两个想法送到你的老家龙马去，不能让任何
人晓得。”

“好！余先生放心，老东家放心，我一定
把二太太和小少爷保护好，就是我丢了命也
不会让其他人动他们一个指头。”牛黑皮连
忙压低声音，信誓旦旦地说。

“你以么名义带一个女人，一个娃儿回
去？你家里人问他们是哪个，你么样说？”于
魁武紧接了一句。

“我就告诉他们是我老爷的二太太和小
少爷，叫他们不要对外人说。”

“不！”余北海连忙打断他的话，认真地
说：“这个人世没得不透风的墙，坛口封得
住，人口封得住吗？振瑜呀！要想保住三菊
的性命，保住小少爷的命，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你娶三菊为妻，认小少爷为亲生儿
子，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两条人命！”他不再叫
龙三菊二太太，而直呼其名，是有意去掉强
加在她身上的枷锁，还她自由身，好让牛黑
皮接纳她，接纳她的儿子。

“不！不！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对不
起师傅。我保证对二太太好，对小少爷好。”

牛黑皮突然吓得连连摆手，双脚发抖。
“只有这样了！”于魁武用肯定的语气，

不容质疑地说：“振瑜，你跟我这么多年，虽
然我年长你不少，但我们两个情同手足。”

“不，师傅！您是我师傅！古话说一日
为师，终身为父。”牛黑皮又连忙起身，连连
摆手叫师傅不能这样说，让他无地自容。

“你先坐下，听我把话说完。”于魁武压
低声音吼了一句，看见他坐了下来，又接着
说：“我已经六十多哒，明天天亮我家里还不
清楚要发生么事，需要我用这条老命去挡。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我把三菊和娃托付给
你，你娶三菊为妻，把我的娃儿当亲生儿子
养大成人，对任何人也只能说是你在外边娶
的老婆，生的儿子，现在才带回家去见亲
人。不能漏一丝风，漏了风就要送她娘俩的
命。三菊是个好女人，长像配你有余，你要
好好对待她。”于魁武说到这里收了话，想再
听牛黑皮怎么说，如果他再不答应，他再迅
速另想办法安顿三菊母子。

牛黑皮低头想了想，也觉得师傅确实无
路可走了，抬头对他说：“么话也不说了，我

听师傅的。”
“好！”于魁武高兴地一拍大腿，脸上有

了喜色，接着说：“这是我没得办法的办法，
也是保全三菊性命，保住我唯一血脉的办
法。我是将死之人了把我的命根子托付给
你，你要对得住天地良心。”

“师傅放心，我答应您，说到做到。您这
么多年对我那么好，我没得本事报您的恩，
我一定把小少爷养大成人，报您的大恩大
德！”牛黑皮说完话，“扑通”一声跪在于魁武
面前，对他重重磕了一个头。

“你有情有义，我看在眼里，我才把我的
根脉托付给你。”于魁武站起身来，扶起牛黑
皮，又拉起龙三菊，叫余北海从龙三菊手上
接过娃，把于振瑜和龙三菊拉到门外，对他
们说：“振瑜、三菊，现在我与余先生为你们
两个作证，你们跪拜天地吧！马上成婚，好
接伴上路。”

龙三菊也被于魁武感动了，哽咽着对他
说：“老爷放心，我再苦也要把娃养大成人。”

“不说了，我晓得你做得到！”他以肯定
的语气赞赏她的人品，给她以信任。

“快拜天地吧！天不早了！”余北海站在
旁边催了一句。

“跪下”于魁武又对他们轻声吼了一句。
龙三菊先屈膝跪了下去。
牛黑皮也慢慢跪在地上。

“好！一起对天地磕三个头，也算对你
们的祖人和父母磕了头。”于魁武语气平和
的说。

“一叩首！”余北海接着号令他们磕头，
“二叩首！三叩首！平身！”

龙三菊和于振瑜按着余北海的号令，一
起对天地叩了三个头。

于魁武连忙伸手拉起龙三菊。
余北海也伸手拉起了牛黑皮，把娃儿递

给龙三菊。
“好了！恭喜你们！你们从现在起就是

拜了天地的夫妻了。”
“多谢老爷！多谢余先生！”牛黑皮长长

吁了一口气，向他们道谢。他一万个没想到
他的命运从此改变了。

“来，余先生，把你带来的钱都交给振
瑜，叫他们赶快走。”于魁武对余北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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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中药::数千年中华智慧结晶数千年中华智慧结晶

明清迎来
成药生产大发展

北京明初人口不过数万，嘉靖时
（1522年－1566年）已增至百万。加上
皇宫消费，北京已形成巨大的消费市
场。各地药材源源不断运进北京，药业
兴旺。后又建立了行业组织药行商会，
药业成为15个大的行业之一。著名的
大药铺，有永乐年间的鹤年堂、万全堂，
万历年间的永安堂、王回回膏药铺、马思
远药锭。在频繁举行的各种庙会中，也
有药商参与交易。在傍晚和黎明前交
易的小市，亦有小贩地摊售药。

在中国医学史上，明代李时珍编著
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内容丰富、论述广
泛、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李时珍
(1518 年-1593 年)14岁考中秀才，17
岁、20岁和23岁时，三次赴武昌参加乡
试，但均未考中。从此之后，他放弃再
考科举而决心跟父亲学医。由于他刻
苦钻研医理，在短短几年之中便获得了
声誉，被荐举到北京“太医院”任“院
判”。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任职一
年多便托病辞归。李时珍在行医过程
中，发现以往的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
误、重复或遗漏，决心重新编著一部新
的本草专书，从34岁起开始着手进行
这项工作。经过27年辛勤努力，至万
历六年（1578年）60岁时，终于编著完
成《本草纲目》这部巨著。《本草纲目》全
书五十二卷，记载药物一千五百余种，
附有药图一千余幅，药方一万一千余
个，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大力发展成药生产，是明代药业进
步的重要标志之一。生产成药的场地
制剂室，当时称为药室。明代人屠隆对
此曾有描述：药室的选址要安静，远离
生活区，不用时关门上锁，防止意外事
故发生。各种设备和制药工具共 20
种。其中粉碎工具5种：石磨、铁碾、乳
钵、斫筒、桩臼，适用于不同性质的药材
粉碎。大、中、小3种不同孔径的药筛，
可以获取不同细度的粉末。煎煮药物
使用铜锅，以丸、散剂为主。

清代北京的人口已超过100万，南
北药材源源不断运进北京，城内药铺、
药行林立。著名的药铺，首推康熙八年
（1669年）开业的同仁堂，此后有万锦
堂、同春堂、玉和堂、仁一堂、包太和、千
芝堂、一小堂等陆续开业。它们经营饮
片，更重成药开发，使北京成为中国北
方成药生产的主要基地。尤其是同仁
堂成药闻名全国，在外地也设分店拓展
业务。而明代留下来的西鹤年堂，则以
汤剂饮片和养生药剂闻名京城。

近代以来，随着西医西药传入中
国，中医中药在与之竞争中，也吸收了
很多有益的养分，获得了新的更大发
展，而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本报综合）

古代药铺想象图

民国时期出版的《黄帝内经》

清代出版的《本草纲目》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

神农采药图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中医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药，是中国医药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药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一

起发展成长，为中国人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说起中药，肯定少不了神农尝百草的传
说。西汉《淮南子》书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
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
一日而遇七十毒。”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主要
目的是为了寻找可用的食物，但中国一向有药
食同源的思想，很自然地，在神农尝百草的过程
中，一定也会发现百草的药用价值。于是后来
的人们直接把这个传说推演为：神农尝百草，始
有医药。因而神农又被誉为中国的医药始祖。

传说在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演绎：神农尝
百草，日遇七十毒，这是他不能忍受的，于是有
了由一头形似狮子的神兽代尝的传说。据说这
头神兽全身透明，五脏六腑、经络骨节清晰可
见。神农将采集到的草药喂给神兽，观察药性
在它体内如何运行，在哪个脏腑发挥作用，并把
它记录下来成书传世。神兽为民寻找药物而献
身的精神，受到药业崇敬，于是将它制成雕像予
以供奉。

除了神农以外，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
认为伊尹是中药汤剂的发明人。据说商王汤的

奴隶厨师伊尹，十分擅长煮汤，他把煮汤的经验
用于煎煮药物，从而发明了中药汤剂。与神农
不同，伊尹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甲骨文中
多次记载，殷商王室为伊尹祭祀。根据现代史
学工作者的研究，伊尹是夏末商初杰出的政治
家、军事家。

然而传说毕竟是传说，根据现代文字学家、
史学家们的研究，商代的甲骨文中没有“医”字、

“药”字，治病主要靠祈求鬼神的巫术。因此在
伊尹时代，是否已有成熟的中药汤剂发明，还有
待证实。

“药”字最早出现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西
周初期的《周易·无妄卦第二十九》中，有“无妄
之疾，勿药有喜。无妄之药，不可试也”的告
诫。西周时期的《诗经·大雅》中也出现了“不可
救药”的诗句。这些史籍材料证明，“药”在当时
的人民生活中，已经是常见的元素了。在《周
礼》中，则记载了当时的西周王室中，已经有了
一个人数达52人的王室医药院。

《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初至西汉初的
300年间，主要反映春秋时代的地理、物产、神
话，也是最早记载了大量药物的书籍。据统计，
书中记载了124种药物，其中动物药66种，植
物药51种，矿物药2种，水类药1种，土类药1
种，未详者3种。各药有简单的性状、产地、疗
效记载。用药方法有服、食、佩戴、坐卧、洗浴和
涂抹。

《论语》中也有关于药的记载：孔子的学生
季康子向他献药，孔子说对药性不了解，不敢
吃。这一方面说明，药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常见
的事物，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药性还不稳
定。《礼记·曲礼》篇中也讲到：“君有疾，饮药，臣
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
服其药。”说明当时的医药还很不成熟。

《庄子·逍遥游》中则记载了春秋末期一种著
名的药物——“不龟手”药。文章中讲到，宋国有
个善于制造防治手冻裂药（不龟手）的人，世世代
代以漂洗丝絮为职业。一个外来客人听说后，请
求用百金的高价买下他的处方和制法。这人召
集全家商量说：我家世世代代漂洗丝絮，只得到数
金的小钱，今天把处方和制法卖出去，可得到百金
的大钱，请大家同意卖了吧。客人得到这个药方
后献给吴王，在吴军与越人的水战中，此药发挥了
作用，于是吴王对献方的客人进行了划地封赏。

神农被誉为中国的医药始祖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的
《五十二病方》，这是中国第一部医方书。该书
被认为写成于战国时期，记载了治疗52种病症
的283个医方，使用了247种药物。医方多是
简单的复方，有剂型规定，药物有剂量和炮制要
求，是战国时期临床医学的经验总结，在很大程
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药业水平。但是，《五十二病
方》中也夹有许多巫术，医、巫并重十分明显。

被认为多半写成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
经》，是中国第一部医学理论经典著作。它是在
引入战国朴素唯物辩证法阴阳五行学说后，对
战国医学知识的总结，分为《素问》和《灵枢》两
部分。《素问》主要总结中医学的生理、病因、病
理、诊断及治疗原则。《灵枢》专论用针灸治疗疾
病的原理和方法。《黄帝内经》主要讲中医学基
础理论，只记载了13个处方，涉及25种药物。

李悝是魏国魏文侯时的国相，率先在各国
中变法。他主持制定的《法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
比较系统的法典，其中专门制定了有关医药方面
的法律条文。其中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这样的：

凡医生为人配制药物、开药方、施针刺，因

违背处方要求或医药技术的基本原则而出错
误，致人死亡者，判2年半徒刑。因疏忽而出以
上错误，致人死亡者，以故意杀人论处；虽未造
成人死亡，也要罚打60棒。就是卖药出现以上
错误，致人死亡者，亦按此治罪。

这大约是关于医疗事故最早的法律规定
了。

在秦始皇的时代，药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
以至于他十分渴望获得这样一种药——吃了以
后能长生不死。为了获得这样的药，他一方面
在宫中令方士炼丹，一方面派人到外面寻求仙
人仙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
219年，秦始皇即位第三年，他巡行至东方齐国
故地（今山东东北部沿海）时，齐国方士徐福上
书说：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上有
仙人仙药，派童男童女可求。秦始皇大喜，遣徐
福出海求之。但数年毫无音信。9年后，公元
前210年，徐福在琅邪再遇见东巡的秦始皇，谎
称前次出海已看见仙山，因遇大鱼阻挠而未至，
求派射手同去。后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大量
农具、种子和工匠出海，却再也没有了下落。

战国时期出现最早的医药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