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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九年（1530 年）冬，祁门县
内痘疫盛行，死亡过半，哭声载道。当
地一位医生十分着急。他一方面倾囊
购药布施，免费为民诊治，救人不可胜
记；另一方面认真将疫情的暴发和诊
治情况详加记录，探索群书，篆成《痘
治理辨》一书，刊梨广布，“以备仓卒，
易为检阅，免致临病而慌忙失措”。这
位医生，便是明代中期祁门诸多名医
中最为突出的医学家汪机。

汪机（1488-1539年），字省三，因
世居祁门县小石山，故又号石山居
士。《明史·方技传》载：“吴县张颐，祁
门汪机，杞县李大可，常熟缪希雍，皆
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由此可以看
出，汪机当时已是誉满天下的名医。

汪机出生在一个世医之家，祖父
汪轮，父亲汪渭，均以医为业。但少年
汪机并没有萌生子承父业的打算，而
是怀抱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发愤攻读
儒学。初时果不负众望，很快就考取
秀才。汪机信心大增，在科考的路上
继续往前冲，可惜怎么也跨不过乡试
这一关。看到儿子在科考的路上一再
受挫，父亲便劝解儿子说：昔范文正公
尝自誓曰，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意谓
仕而不相，泽之所及顾不若医之博
耳。父亲说这段话的意思是希望他继
承家业，弃儒业医。汪机听从了父亲
的建议，遂立志肆力医学。初承继家
学，随父悬壶乡里，又勤读医典，遍访
名师，多有发挥，医术日精。其母头痛
呕吐 10 余年，其父屡试方剂，久治不
愈。汪机拟方用药，调理得法，竟起沉
疴，行动如常。《祁门县志》载他“治病
多奇中”。于是“遐迩以疾来，请者无
虚日”。

中医最重要的优良传统是具有高
尚的医德医风，以施展仁术济世为本，
故有大医精诚之说。早朝习儒的经
历，濡染了汪机“仁义”的品行。他尝
告诫子弟曰：民有四业，皆不可离“义”
之一字。他平时为人谦和，乐善好施，
粗衣粝食，甘守穷庐。可每当有瘟疫
流行时，施医舍药，济施广布，“至义之
所当为，视弃百金如一羽耳”。汪机强
调“不可轻视人之生死”。他行医不但

医术高明，更在医德高尚，以仁术济世
为己任，对患者有请必应，诊病细心尽
力，不求回报，尤体谅贫病的穷人，对
高官贵人则时有矜持。对危重病人，

“至力救之，至忘寝食。”“行医数十年，
活人数万计”，受到百姓敬仰。《石山医
案·程曾序》中说：“夫病之见于石山
也，如饥者得食而充，渴者得饮而解，
弱者得援之而登颠，危者得扶而安。”

汪机一生，手不释卷，谦虚好学，
精研医典，博采众长。花甲之年，得知
歙县石门翰林学士朱升在南京抄有
《脉诀刊误》一书，但“视为经典，不轻
易示人”。汪机“遂备重资，往返数百
里，往拜其门，手录以归”。诊余，汪机
不辞辛苦，将研读经典文献的心得体
会，收集到的大量资料，以及自己临床
丰富的实践经验认真归纳整理，以著
作的形式传于后人，一生著作丰富，主
要有《医学原理》《续素问钞》《运气易
览》《痘治理辨》《针灸问对》《脉诀刊误
集》《推求师意》《外科理例》《本草会
编》《医读》《伤寒选录》《石山医案》等
医学著作十数种，在阐发中医理论方
面多有独到见解，有一些理论，如其关
于“新感温病”一说，都属于前瞻性开
创性的学说，补前人之所未备，为后世
医家所公认。

汪机私塾丹溪之学，推崇李东垣
之说，但又不拘泥其间。他欣赏丹溪

“阳有余阴不足”之论，却不赞同其养
阴而泄火之治法。他既重视东垣脾胃
之气说，又不采纳其升阳辛散之治
则。他撷取朱、李两家的学术精华，把
丹溪与东垣的学说融为一体，又对丹
溪学说进一步作了阐发，改变了过去
丹溪养阴泄火的成规，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滋阴法”随丹溪，升阳治从东垣
的临证特色，提出了“调补气血，固本
培元”的学术观点，临床上善用参芪温
补。汪机主张参芪不仅补阳，亦能补
阴，补充和扩大了培补元气在疾病治
疗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奠定了新安医
学培补元气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从
而开创了新安医学中的“固本培元
派”。“固本培元派”强调治病防病要重
视元气的培补，努力激发患者自身正

气的愈病能力。其核心是以参芪为主
药，重在补益后天之本脾，惠及先天
肾，大大拓展了“杂病法丹溪”的治疗
思路，有力地改善了难治病治不如法
的被动局面，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

明代以前的医家，对温病病因主
要以“伤寒伏邪”为说，源于《内经》“冬
伤于寒，春必病温”和王叔和在《注解
伤寒论、伤寒例》中将其阐释为“伏寒
化温”。汪机在总结历代医学经验论
述后，首次明确将温病分作伏气温病，
新感温病，新感引动伏邪三类，并强调
指出：“有不因冬伤于寒而病温者，
此特春温之气，可名曰春温，如冬之伤
寒，秋之伤湿，夏之伤暑相同，此新感
之温病也。”这一见解，弥补了伏气学
说解释温病病因和发病机制之不足，
提出了“新感温病”这一新概念，为温
病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对
明清时期温病学派的形成有重要影
响，因此，汪机被视为温病学派的先
导。

汪机在行医中善于从脉象的细微
变化中抓住疾病的本质，从而达到各
种疑难杂症迎刃而解的良好效果。他
认为专持脉诊不可能洞见疾病症结，
因为一脉所主非一病，且有脉病相应
不相应之殊。他主张四诊合参，以脉
参病。他的《脉经》一书，“拳拳示人以
诊法，而开卷入首，便言观形察色，彼
此参伍，以决死生，可见望闻问切，医
之不可缺一也，岂得而偏废乎？”

汪机的《针灸问对》内容广泛，重
视辨证，敢于质疑，见解独特。他否认
了《内经》中关于“针家不诊”的观点，
提倡针灸之前必先诊脉。他继承了丹
溪“针法浑是泻而无补”的观点，认为
针灸应用于实证，若论补虚，则针不若
药，并反对用针灸保健防病。针刺手
法上，主张针刺深浅应遵照《内经》“病
有浮沉，刺有深浅”之原则，“惟视病之
浮沉，而为刺之浅深”。对某穴主某病
说，汪机持批评态度，主张“治病无定
穴”，需“审经与络，分血与气，病随经
所在，穴随经而取”。

痘科方面，汪机强调“治痘必本气

血”，气血旺正能压邪，气血一败邪反
胜正，所以要以调养气血，托补为先，
采用魏桂岩十六方以保元汤扶阳助气
为主，力陈用寒凉药剂、以毒攻毒、妄
汗妄下等之弊。《痘治理辨》曰：“痘毒
非气弗领，非血弗载，使气不盛则何能
逐其毒？血不荣则何能任其毒？气血
领载之功不前又乌乎能解？”

外科方面，汪机明确提出了“外科
必本诸内，知乎内以达于外”的独特见
解，并以实例阐发的方式，提出了“外
病内治”的方法，同时强调外科必须诊
脉，且需知常达变，灵活机动。他佩服
薛己的《外科心法》和《外科发挥》。薛
己擅长温补，论外科以治本为第一要
义，首先注重的是补脾土，滋化源。汪
机赞其“论治亦皆一本于理，而予窃喜
暗与之合”。他在《外科理例》中强调，

“外科必本于内”。“治外遗内，所谓不
揣其本而齐其末，殆必己误于人”。而
治内首先要调解元气，固其根柢，“填
补脏腑令实”，“内托以补药为主”，不
轻用寒凉攻利之剂。

纵观汪机悬壶济世的一生，他刻
苦学习钻研，对中医古典著作极为精
通，并将所学理论付之于临床实践，
医术造诣超拔，在桑梓之地树立起了
新安名医的良好形象。他深思熟虑，
勤于著述，直至年逾古稀，仍握管不
辍，留下了一卷卷闪耀着熠熠生辉的
医学著作。他因材施教，诲人不倦，
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弟子。正
是这些弟子和再传弟子，构成了新安
医学学派的中坚力量。凡此种种，都
在不同层面推动了“新安医学”的产生
和发展。汪机作为一名明代杰出的医
学家，也成为“新安医学”最重要的奠
基人之一。

汪机：大医精诚 外灸内本
【文化徽州】

□ 刘伯山 叶成霞

文 博 游 戏文 博 游 戏
【连载】

□ 程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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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之影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好吧，我尽力而为吧。我想啊，
这么巨幅的黄宾虹，本来就没有可信度，
我们只能在其他方面下足功夫，来增加
它的可信度。这两张宣纸确实是上好的
旧纸，没问题，可惜没有上好的旧墨，要
知道黄宾虹用墨很讲究，一般都用嘉道
以前的上好老墨，这样的墨才能表现出
他焦墨和宿墨的特殊效果。可是，我们
到哪里去搞到上好的老墨呢？”

方有根听了，忽然想起他在基坑村
得“鬼围腰”的时候，汪老伯送给他的那
半锭老胡开文的“超顶漆烟”，于是说：

“我那里有半锭老胡开文的‘超顶漆烟’，
清代的，不晓得派不派得上用场？”

叶之影眼睛一亮，说：“清代老胡开
文的‘超顶漆烟’，是上上好墨，用它再好
不过。看来这也是个机缘，你还有这等
好墨。唉，本来我家里还有一盒民国时
期的旧颜料，化开来还可以用的，可惜被
我老婆丢到臭水沟里去了。不过就算它
没有被丢进臭水沟，我也不敢回家去
拿。”

方有根说：“也不用太讲究，黄宾虹
画画用彩不多，我看用当下最好的颜料，
也能过得去。”

叶之影说：“也只好将就了。还有，
我还需要几支好的大毛笔，还有一张大
画桌和一张大画毯。”

方有根说：“好的大毛笔好办，我明
天就给你送来。大画桌嘛……你可以请

村里的木匠用大五合板给你拼一张简易
的出来，只是这大画毯……对了，我明天
再给你带两张大毡子过来，做画毯用。”

叶之影说：“这个主意好，说不定还
能画出特殊效果，你的脑子就是聪明。”

方有根说：“你别夸我，我这也是被
逼出来的。还好我当时为你租了这栋大
房子，不然还没有地方画呢。”

一听这话，叶之影忽然又想到一件
事，说：“1948 年，黄宾虹 85 岁，应聘到
杭州国立艺专做教授，居住在杭州西湖
北岸栖霞岭，一直到终老。我去看过他
的居所，小得可怜，根本画不了这么大的
画儿。”

方有根不耐烦地说：“你又来了，真
是迂腐！谁规定黄宾虹一定要在他的屋
里画画？他凭什么不能到一个大堂里画
画？你什么都别想了，安心画画，只当你
就是黄宾虹，一心要画一幅巨幅山水。”

叶之影又叹了一口气，说：“没办法，
拗不过你，只好画了。可话要说在前头，
画这幅画，我最少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方有根为了减轻叶之影的压力，就
说：“你花一年的时间都行，我就只当这
是闹着玩的。”

叶之影无奈地说：“看来只能这样
了，我还是没有多大把握。”

方有根一挥拳头说：“这事就这么
定！我有把握就行！”说完方有根就提出
告辞。叶之影想留他下来吃晚饭，让他
第二天再走。 （未完待续）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

——传统徽州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价值与意义

□ 胡胜虎

【文化视界】

长三角地区乡村的共同性
长三角地区至少从宋代以来除了

外来战争的影响外，自身曾保持了千
百年的稳定与繁荣，经济社会与文化
事业获得极大发展。这不是无缘无故
的，而是由诸多内在因素决定的，乡村
社会本身的稳定并具有极大的共同性
当为关键。

传统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长三
角地区特别是苏杭一带，尽管自宋代
以后，商品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市镇
大量出现，但其本底还是乡村，市镇的
建设也是在乡村基础上的建设，乡村
的力量仍然很强大，更何况传统意义
上的“乡村”从未消失，在新时代的今
天仍然占据重要份额。所以，十九大
报告中就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现实来源于历史，研究当代必须
要把握传统。在谋求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今天，探究长三角地区传统乡村
社会的结构与性质，可以发现它们原
本就具有极大的共同性，至少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1.乡村社会构成上具有同质性
——注重血缘关系的宗族社会。传统
长三角地区的乡村社会是由一个个的
宗族构成的，其中既有唐宋之前就世
居的原住民宗族，也有唐宋以后外迁
来的宗族。如江南重地无锡一带，吴、
周为最早的姓氏，接而有顾氏、陆氏、
孙氏、钱氏、高氏等皆为世居的原住
民；唐末之后陆续又迁来了胡氏、司马
氏、侯氏、赵氏、荣氏、薛氏等号称有

“十五大名门姓氏”。吴郡苏州，晋代
张勃所作“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

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
焉”，加上潘、王、吴、徐号称苏州“八大
姓”，另有沈、程、周、钱、翁、彭、袁、贝
等望族。根据叶梦珠《阅世编》卷五
《门祚》的记载，松江府一带名门望
族多达 60余家。吴仁安先生梳理上海
地区有 300多家姓氏，发现其中门祚达
三代者有 51 家、四代者 98 家、五代者
48家、六代者 36家、七代者 23家、八代
者 15 家、九代者 6 家、十代者 2 家、十
一代者 1 家、十二代者 3 家、十三代和
十四代者各2家、十五代和十六代者各
1 家。浙江的望族中，青田刘氏、临海
王氏、西安余氏、余姚王氏、山阴沈氏、
德清余氏等皆为闻名海内外的文献之
家，余姚孙氏、钱塘于氏、山阴朱氏等
为忠孝之家。古徽州地区更是名族林
立，明修《新安名族志》里综录有名族
84 个，其中最有名望的是程、汪、吴、
黄、胡、王、李、方、洪、余、鲍、戴、曹、
江、孙等，号称“新安十五姓”。

长三角地区的宗族大多是聚族而
居，注重血统。如上海嘉定葛氏,“自思
萱公而下，迄今凡八世聚族而处”，苏
州洞庭东山葛氏自明初分为南北二支
后，“其留武峰者迄今数百载聚族而
居，子姓蕃衍为洞庭山望族”，浙江萧
山来氏家族,“自有宋南来卜居越滨左
江右湖，环族而处，生齿日繁，人文日
盛，颇称为两浙巨宗”。徽州的宗族,清
初休宁进士赵吉士写道：“新安有数种
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
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
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
肆焉。”这些都非常重视宗族的管理。
为了敬宗,各宗族都建有祠堂，所谓“举
宗大事莫最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
无祖”，“创建宗祠上以奉祀祖宗，报本

追远；下以联属亲疏惇叙礼让其晟典
也”，如上海曹氏家族中,“巢南先生昔
与其兄赣县君既创建为祠堂,设立规
条,聚族人而严春秋之享祀矣”，浙江的
宗族有的十分庞大,下分几个、十几个
支派，拥有大宗祠、小宗祠、支祠、分祠
等多个层级的祠堂，浙江顺溪陈氏所
建的祠堂已成为其宗族文化的大展
厅。在徽州,“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
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
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黟县西递村
曾有明经胡氏祠堂 20 多座,至今保存
完整的还有 3 座;歙县的呈坎（现属黄
山市徽州区）历史上曾有祠堂 15座,始
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罗东舒祠至今保
存良好，系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等。上海著名的祠堂，有始建于明嘉
靖年间位于浦东陆家嘴的陆氏宗祠,

“陆家嘴”的地名也因陆氏而来;有始建
于清道光年间的“陈公祠”,1985年 7月
被松江县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有建于
民国七年（1918 年）位于静安区闸北
公园内的钱氏宗祠“春晖堂”,2014年 4
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
位;有建于民国七年位于上海闵行区荷
巷桥的金氏宗祠（金氏义庄）,2016年 9
月 5日被闵行区政府列为文物保护点;
有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位于浦东
新区陆家堰的杜家祠堂,为上海闻人杜
月笙之所建等。江苏也是祠堂林立,仅
无锡市的惠山镇就曾汇集自唐代至民
国时期的 80 个姓氏,建有 108 处祠堂
建筑体数量之多、密度之高、类别之
全、风貌之古朴，为国内所罕见;2006
年 5月,惠山古镇祠堂群被国务院公布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无
锡惠山祠堂群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录”。

为了收族,各宗族都修有族谱,所
谓“夫人之一生莫大乎纲常之事，纲常
之大莫过于谱牒”。“家谱之作，由来尚
矣。古之人虑后世支分派别，不克联
宗姓、笃恩谊也。于是有谱以纪其世
次，使数传、数十传以后一披览而知有
水源木本之思，且以知某也修德，某也
惰行，某也赫赫流芳，某也没没无闻，
观者莫不油然兴悚，然动思贻身后令
名，以光前烈而启后昆，则谱之所系，
岂不重哉”。“族谱不作，人伦之道不
明，尊卑失序，礼乐攸斁，揆之风化，非
小失也”。由此，江南地区遗存的族谱
甚巨，如苏州钱氏家谱，现存有清同治
抄写本《吴越钱氏宗谱》、民国二十三
年（1934年）刻本《钱氏族谱》二卷、民
国三十七年（1948年）铅印本《堠山钱
氏丹桂堂家谱》不分卷等计 19 部；上
海朱氏族谱，仅《中国家谱总目》里明
确收入的就有清乾隆抄写本松江《朱
氏家乘》1册、清嘉庆七年（1802年）刻
本《上海朱氏族谱》六卷、清嘉庆二十
一年（1816年）刻本崇明《朱氏家乘》不
分卷 39册、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宝山
《罗阳朱氏家谱》四卷等计14部。至于
徽州谱牒遗存的数量，《中国家谱总目》
中收录的是 1568部，而据笔者的研究
与调研，《中国家谱总目》里收录和已作
为公藏机构公藏的徽州谱牒当属已发
现的徽州谱牒；作为徽学研究者与爱好
者私家藏的徽州谱牒为可发现的徽州
谱牒；还散存于民间由谱牒的拥有主人
保存的自己家族的谱牒属于尚待发现
的徽州谱牒。它们皆为存世的徽州谱
牒估测其数量将超过5000部。

有着唐宋遗风的血缘性宗族，是
长三角地区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对
此，它们是具有很强的同质性的。

【文化广场】

新华书店：世界读书日“阅读推广榜样”颁奖

【核心提示】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不仅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上意义重大，在区域本身的乡村共同体建设上也大有作为，尤其是在乡村
社会治理上，可望构建出一个既内在传承历史、又获得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常态模式，以此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这其中，传统
徽州乡村社会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4月 24日，黄山新华书店举行“开局
新征程 开卷新力量”——2021 皖新读
者节阅读推广榜样颁奖典礼。据了解，
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营造良好氛围，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进一步促进全民
阅读，全面推动“书香安徽”建设，皖新传

媒为读者筹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阅读活动。黄山新华书店于4月 23日至
5 月 5 日围绕“庆祝百年华诞 阅读美好
时代”主题，开展“4·23 世界读书日”系
列阅读活动。

·陈 昊·

黟县：开展“革命老区行·走进黟西北”文学采风

占 川 书 局 ：“ 黄 山 作 家 专 柜 ”揭 幕

4月 25日，占川书局举行“黄山作家
专柜”揭幕系列活动，数十本文学作品集
中呈现黄山文学的繁华与丰厚。同时，
近 30位黄山本地作家、诗人齐聚占川书

局，开展“文学黄山”文学座谈会，并举行
诗人方长英“开往春天的列车”诗歌朗诵
会。

·阿 月·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4
月 18 日，在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之
际，黟县作家协会联合黄山市作家协会
深入黟西北美溪乡，共同开展“革命老

区行·走进黟西北”——庆祝中国共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大 型 文 学 采 风 活
动。

·吴凌光 汪建武·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为弘
扬黄山红色文化，值“世界读书日”来临
之际，黄山迎客松第六党支部创新党史
学习方式，于 4月 22日开展“红色经典”
诵读活动，来自支部 7 个党小组代表畅

谈学习体会，在光明顶上诵读了《可爱的
中国》《看看黄山有多美》等经典文学名
篇，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对美
好家园的爱护与保护。

·汪永霞 吴蒙蒙·

黄山：光明顶上诵扬红色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