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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州 老 中 医
□ 许若齐

爷 爷 的 怪 病
□ 袁良才

徽州这方水土古来即有“不为良
相、即为良医”之说，历代名医辈出，遂
成新安医学一脉。

一
城南有玉几山，山上有明代古塔，

山边有碧水，山下有白墙黑瓦的村庄。
村里有“南荪先生”，系老中医父

亲。
族谱排下来，祖先为河北高阳大

族，唐代“安史之乱”时避难，衣冠南渡
徽州。

南荪先生乃大清末代举人，生不逢
时，光宗耀祖自然无望。先生颇有学
养，办起私塾，号“熙春轩”。

老人家喜酒贪杯且又古道热肠，性
情中人。每每在村中小酒店喝酒至微
醺时，便摇晃桌子，说桌子不稳；于是掏
出银元要店小二去垫桌脚，非得把四个
脚都垫上才罢休。然后一步三晃地哼
着戏文回家。一有穷苦人叫“南荪先
生”，就从长衫里排出一把银角子撒将
过去，众人快活地满地捡，他亦抚掌大
笑而去。

二
老中医幼时就读自家私塾，在《三

字经》《古文观止》的朗读声中发蒙。十
四岁拜城北程先生学医，做杏林弟子，
侍诊几度春秋。

程先生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大户
有钱人家看病用一乘青布小轿接去，好
茶好饭自不待说，白花花的银子也没少
给；小康之户是两根木杠上绑着藤椅，
抬着上路的；穷苦百姓看病，即便是远
乡僻壤，翻山越岭，先生二话不说，夹着
油纸伞就急急走人。末了，分文不取，
且留两块光洋聊做药钱。

老师英年早逝，他曾作悼念恩师诗
一首：缥缃编就君何在？清泪频添落卷
中；克己半生身殉道，活人千万口镌功；
呕心见血犹强起，著手回春层不穷；寿
世多能偏不寿，从今无复问苍穹。

如此仁心仁术，老中医潜移默化，
心领神会。学成以后，自己悬壶开业，
未及而立之年，四乡八邻已闻名遐迩。
老宅里，陋室一间辟做诊所，窗明几净，
字画数幅；案桌占去三分之一，一角常
年有清供。屋外天竹一丛茂盛生长，雪
天接雪厚洁；老中医唤家人取雪于陶罐
中，化水煮茶。

三
中医能否称老，年龄固然考量，医

术精湛更为至要。诊治疑难杂症已炉
火纯青，无需髯须飘拂，众患者岂能不
闻名毕至而盈门乎？

不惑之年，人便称“老中医”。每天
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皆是慕名而来的
求诊者，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走卒
贩夫，达官贵人，有的根本不知来自何
方。家中几张长凳，常常坐满候诊之
人。

他好脾气好耐心，看病总是从吃睡
谈起，拉家常似地问病开方。末了，交
代哪家药店药材最好、煎药用何器皿、
水置多少，下药孰先孰后。然后欠欠
身，端杯呷口浓茶，接诊下一位。

有病家抓药后疑惑：医院里那么多
钱都治不好，这几块甚至几角钱的树皮
草根之类就能搞定？几帖服完，竟痊愈
了，不由不叹服：真神仙也。

四
一位来自深山村子里的患者，发现

与他挨着坐一条长板凳候诊的竟是本县
的县长。在父母官面前，男子局促地手
脚不知怎么放了。县长掏出“大前门”香
烟递过去，自己也点了根吸起来。男子
接烟的手在簌簌发抖，下意识地夹在耳
根处；县长问今年的收成怎样、日子如
何，男子嗫嗫作答，词不达意。

老中医招招手，让男子先看病，先
来后到。

男子惶然。
老中医对县长笑道：农时也耽误不

得。
男子乃患怪症，求医数年无果，苦

痛不堪。服药半月，竟痊愈。无以为
报，跪地磕三个响头。老中医躬身扶
起：不必，不必。

五
老中医免费诊治。看病时从容淡

定，笑容可掬；一旦色正言重，必是坚拒
患者表达谢意之举动，经常说的一句话
便是：东西拿走，下次不要再来了。弄
得掏钱送物的尴尬无趣，嗫嚅而退。有
的实在过意不去，就悄悄放于房里屋外
角落处，诸如一篮鸡蛋一刀腊肉几条鱼
之类。缺油少肉年代，绝对奢侈品！

发现后无奈，只好打发子女上门送
还。孩子可怜，馋得不行，还要挨家挨
户去问去找，力求物归其主。

昏暗的路灯下，拎着东西，大街小
巷地转悠。找到了，又是一番口舌一番
推搡。放下就跑，算是完成了一件大
事。

有两次病家送的东西没有推辞。
一是治愈了一村妇的妇女病，她终于怀
孕生子。送来一摞子玉米饼，内里是腌
菜的，俗称“苞芦粿”。老中医笑纳，全家
也乐呵呵地就着稀粥，吃了一段时间。

另一次是部队的一位首长，坐吉普
车来看病，途经山里用猎枪打了一只野
鸡送来。老中医亲自动手，合着冬笋
丁、蘑菇丁、五花猪肉丁烧了一锅。其
味之香，家人至今念念不忘。

六
徽州人家，规矩大，礼数重，老中医

尤甚。
数十年来固守生活习性：几点起

床、泡茶、吃饭、服药、午休、洗浴、如厕
……精确到分钟。

晨起一杯茶。铜壶肚大嘴长，满身
黝黑，唯把手一段黄澄澄铮亮。它沉稳
持重地踞于灶上，一任激动的火舌颤抖
地舔弄。滚水泡茶，叶片漾开。老中医
浅浅一口茶，吃刚从铺子里买来的油
条；余温尚在的油条折成两段置白底蓝
边碟中，微微蘸点酱油。

酱油非老街“程德馨酱园”不买，百
年老字号。

大年三十年夜饭的菜肴一成不变：
山粉圆子、炸春卷、炒二冬（冬笋冬菇）、

腌笃鲜、红烧划水……皆徽州土菜，上
菜的顺序亦不变；甚至连每人坐的位置
也不变，老幼尊卑，男女长次。

每顿饭小碗平平一碗，从不添加，
碗 为 雕 花 瓷 碗 ，模 样 古 拙 ，已 用 几 十
年。菜肴荤素搭配，讲究“君臣佐使”；
节庆日必吃一回炖菜，砂锅文火，腌笃
鲜为多；偶尔木耳红烧蹄膀，肉近糜，入
口即化。

七
刀板香乃徽州一道名菜，实为腌肉

也。老中医以为晒的日头对其口味起
决定性作用。包括何时起缸、晨起几点
晒出，下午几点收回；晒好后须放家中
阴凉通风处，晾多少时辰方可开刀食
之。

某日切蒸一盘刀板香，全家上下皆
喜悦，齐曰好吃。唯老中医夹一块浅尝
辄止：有股热晒气。

何为“热晒气”？只可口会，不能言
传。

蔬菜质品亦有讲究。
菠菜，他特别喜欢饱满茁壮小棵，

称为“肉头厚”，不屑那种高杆大叶型
的，谓之“吃草”。

辣椒要薄软且有皱的，四月上市，
用五城豆腐干煸最下饭。

南瓜长到拳头大小用蒜瓣炒。
打了头遍霜的黑棵青（白菜一种）

炖豆腐时须用腌猪油中之花油……
八

老中医每天定时服用自家配制的
养生丸药，撮一把，用茶水慢慢送下。
丸药平日置放密封锡罐中。

家中另有煎熬汤药小砂锅一只，专
门用来煎熬中药的。那时家中多人生
病，小砂锅文火生生不息，药味袅袅不
散。砂锅经久岁月，里外通体发黑，即
便放清水煮煮涮涮，喝了病也自好了三
分。

九
每年腊月二十三，老中医都要用半

天时间，裁纸研墨润笔写春联。虽未焚
香浴手，但老人家之严谨庄重，足以昭
展旧式徽州人家的遗风作派。子女研
墨，砚浅水清，墨过留声；再三反复，渐
次黑润，且透发出淡淡的松烟香。

他告诫子女：此事虽小，做时也要
心静如水，运力指头；切不可浅划辄止，
敷衍应付。

对墨的质品亦有怨言，感叹今不如
昔。顶级好墨里须放些珍珠和麝香，还
有藤黄、皂角、巴豆等等。亦是药材，

《本草纲目》皆有介绍。用此种墨写的
字，多少年后都不会褪色的。

春联内容大抵为淡泊明志宁静致
远一类，鲜有孝悌福寿财，体现其雅士
风度。子女如同书童小厮，将写好的春
联双手恭恭敬敬地端至八仙桌上。

张贴春联亦有章法。门上的位置，
上下左右间距，老中医都用木尺一一量
丈；糨糊的稀稠，也有讲究。往往要忙
到日暮时分，方才告一段落。冬天夕阳
余辉，斜斜地洒在贴着春联的门上，泛
出几抹金黄温馨。

十
彼时家里经济相当窘迫，每月十五

日工资发来，扣了借款，仅三四十元耳，
却要维持一大家人一个月的开销。

于是再借。
算账的时刻总是在昏黄的白炽灯

下艰难进行，老中医不沮丧，说起当年
祖母带儿携女过日子，最难的时候，灶
上的水烧开了，还不知道米在哪里！

即便如此，过年孩子大抵都要做一
套新衣服的，年初一有模有样出门。刚
进腊月，就去巷口的裁缝店量体裁衣。
店里的歙县鲍姓师傅，裁缝世家，一点
不敢马虎，因为老中医出了名认真，一
件衣服不合身，可以让你改四五次。

鲍师傅每每头疼不已。
十一

徽州人笃信天下第一等好事便是
读书。

早年没有电灯的夜晚，家中一盏罩
子灯，灯芯挑高，灯油添足，子女围着读
书写字。灯是祖上传下来的，中间是黄
澄澄的镂花铜皮，被摸得铮亮。玻璃罩
子每天都要擦的，可以省些灯油。

纸窗虚白，灯火可亲，外面偶有几
声狗吠。

孩子们在灯下围桌写写画画，老中
医则在看古医书，线装竖写的，时不时
地督促一下，教几个字；先左后右，把笔
画的顺序写对；描红要注意握笔、身姿；
敬惜字纸，写过字的纸不能乱丢。

手把手教孩子用牛皮纸包课本，整
整齐齐，有棱有角。

十二
中医的传承讲究带徒师从。岁月

如梭，年复一年，老中医愈发老了，一手
绝技总不能带进坟墓！长子从小喜吟
唐诗宋词，有点古文功底，似可造就；但
迷恋文学，要做当代鲁迅。志存高远，
目标坚定，八匹马都拉不回。

每每与人言及此事，老人不以为
然：周树人先生也不希望儿子做空头文
学家啊！夜深人静，环顾满架医书药
典，叹息再三，总为一大憾事也。反复
思量便也释然：后代自有自己的路走，
勉强不得。为人端正，身体康健，自食
其力，亦不枉人生一回。

十三
老中医嗜收藏字画。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徽州黄山名书画家踪迹多多，与之
有交往，搭脉开方看病亦是常有之事，彼
时名家们不吝送画（字）；逢酒酣微醺，挥
毫泼墨掷大作于地上，拣取了便是。

晚年点检财产，无钱钞屋房可泽被
子孙，唯若干字画可传之，于是立遗嘱
密不示人。每每与子女生隙口角，老中
医勃然作色：不日将修改遗嘱！子女立
马唯唯诺诺，大气不敢出也。

遗嘱两层绢纸包裹。仙逝九十天
后，打开展读。老中医言之凿凿，用蝇
头小楷写于信笺上，交代滴水不漏：

字画均分时，须关闭门窗；遗像高
悬正中，焚香一支；在场仅两子一女，婿
媳孙辈均需回避；日后生活再窘迫，不
得变卖……

老家的大姐突然打来电话，焦急
的声音里明显带着哭腔：“弟啊！你快
点 回 来 一 趟 吧 ，越 快 越 好 ！ 爷 爷 他
……”

“爷爷怎么啦？我春节回去老人
家不是挺好的嘛！”

“他怕是得了什么怪病，八成是老
年痴呆，弄不好是精神病！”

“不会吧？姐，你说具体点。最近
我忙得昏天黑地。”

“瞧你这德性，爷爷可是最疼你！”
大姐“啪”地挂断了电话。

我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立马向单
位领导告了假，匆匆赶往高铁站。坐了
五六个小时动车，又打的跑了一百多公
里，黄昏时分才回到老家疙瘩寨。

一进门，就见大姐偷偷在那抹眼
泪，见到我像抓到了救命稻草，急慌慌
地冲上来逮住我的双手：“弟啊！我晓
得你会回来，爷爷最疼的是你，良心还
能让狗吃啦？”

“爷爷呢？天都快黑了……”
“又出去转悠去了！我让你姐夫

去找了。”
“大姐，你说爷爷得了怪病，到底

啥情况？”
大 姐 欲 言 忽 止 ，眼 光 扫 向 门

外，——我见姐夫随着爷爷走了进来，
确切地说，爷爷是“倒走”了进来。

大姐一努嘴：“还用我说，晓得啥
情况了吧？”

我不禁哈哈笑起来：“爷爷，在我
印象中你可是个老顽固，啥时这么前
卫起来了？练上倒走功了！”

爷爷剜了我一眼，脸色明摆着透
着不满：“这不年不节的，不好好工作，
溜回来干嘛？公家人忠孝不能两全，
要为国尽忠为主。”

我和大姐殷勤地伺候爷爷吃了
饭，爷爷咕哝一句“早睡早起身体好”，
进房睡觉去了。

我压低声音埋怨大姐：“一惊一乍
的，爷爷不是好好的吗？”

“还好好的，连路都不会走了，倒
着走了！”

姐夫问：“你说，这是啥倒走功？”
我点了点头：“城里的退休老头老

太就兴这个，据说倒走对慢性腰痛和
腰椎间盘突出康复作用不错，另外还
能活跃大脑，锻炼人的平衡功能。”

大姐和姐夫像听天方夜谭似的，
瞪圆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城里人就

是搞怪，怪还怪得有理！”
我卖弄道：“倒走功有双手叉腰

式、动肩摆臂甩手式、屈肘握拳式，花
样不少呢！”

姐夫瓮声瓮气道：“后脑勺又不长
眼睛，让车撞了咋办？”

“就是，让车撞了咋办？老胳膊老
腿摔倒咋办？”大姐气鼓鼓地声援丈
夫。

我一下子蔫了下来：“这确实是个
问题。倒走能健身，练习须谨慎。”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爷爷就在堂屋里

咋咋呼呼起来：“差点忘了，今天我要
参加县城的一个比赛！快送我进城！”

大姐、姐夫和我慌忙爬了起来，撞
了鬼似地问爷爷：“您参加比赛？九十
岁的人了，参加啥比赛？”

“就是！还上县里？”
爷爷火了：“九十岁怎么啦？别废

话，快送我！再耽搁就迟到了。”
姐夫只得出去发动了他的面包

车，我和大姐无奈地把爷爷扶上了车，
一左一右拱卫着。

赶到县城才知道，爷爷是参加社
区的一个老年人倒走比赛，他无疑是
最年长的选手。

运动场上设置了一些障碍物，发
令枪响，只见爷爷倒走得又快又稳，后
脑勺真像也长了一双眼睛，灵巧地避
开路障，一路领先，毫无悬念地斩获了
冠军。

全场欢呼起来，我们也高兴得拍
红了巴掌。

爷爷登台领奖，奇怪，爷爷脸上严
肃得可怕，一点高兴劲儿也没有。主
持人让他发表“获奖感言”。

爷爷颤抖着声音说：“马上就到共
产党百年华诞了。我自知日子不多
了，越来越怀念那些牺牲的战友，我恨
不 能 倒 着 走 回 去 ，再 见 上 战 友 们 一
面。那时我还没步枪高，跟着大哥大
姐们在深山密林里打游击。就怕大雪
封山，敌人循着我们的脚印追剿我们，
首长教会了我们倒着走路，不知摔了
多少跟头，有人还跌下了悬崖……革
命胜利来之不易啊！我决定，把毕生
的积蓄一半留给儿孙，一半作为特别
党费！”

爷爷情动于中，一时老泪纵横。
掌声如海啸。
大姐、姐夫和我，都泪如涌泉。

一 个 人 的 花 园
□ 刘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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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里很静。
白色的姜花在阳光下显得十分

耀眼，从斑驳的木门望过去，它们像
一群白鹤戳在绿草中。墙是有些老
了，从青色的古城砖可以辨别出它的
年代，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它生命的延
续，因为，这是历史。更何况还有许
多草，它们长在墙根下、墙缝里、墙头
上，给灰色的墙注入了绿色，带来了
生命。

花园里还有许多树，我叫不出它
们的名字。正当我想象着它们的年龄
时，就冷不丁听到一声鸟叫，抬起头才
发现，鸟儿不是一只，而是两只，它们
在树上亲昵地交叉着脖颈，或者梳理
着羽毛，或者东张西望，或者蹦蹦跳
跳，然后一起啾啾啾地鸣叫，那是呓
语，那是撒娇，其实那是鸟儿们在树上
谈着自己的恋爱。

顺着小径继续往里走，阳光就顺
着树冠间的空隙漏下来，洒在身上，浑
身上下顿时觉得暖暖的，洋溢着暖冬
的气息。今天的天气真是有意思得
很，早上还下着如丝的细雨，这会儿已
经晴朗得像春天了。我就一个人暗
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走走，实在是一
件很美妙的事情。

这个时候，从拱形门庭里闪出一
个老人来，他非常瘦小，一件毛衣几乎
裹了全身，趿着的一双绒拖鞋的两个
大脚趾处，分别都烂着一个洞。这个
老人像北方人过冬一样将双手插进袖
筒里，脸上泛着幸福的笑容。他三两
下就走了过来，问我们从哪里来？问
我们是干什么的？又问我们等会儿还
到哪里去？他很健谈，双手时不时从
袖筒里抽出来做几下比划，然后再插
进去。走近了我才看清楚，他的脸和
那些墙一样了，头发却不像墙上的草，
都已花白了，但仍觉得他很是年轻，慢
慢才发现，那全是因了他的笑容，他的
乐观态度。

正说着话，这个老人突然一声不
吭地走了。我看见他飞快地走过一片
绿地，一闪身就不见了，我正纳闷着，
他却又一声不吭地出来了。他手里提
着一把锃亮的菜刀，只见他顺着老墙
走到那片姜花前，手起刀落，将那绽放
的姜花砍了好多抱在怀里，之后，他又
顺着老墙飞快地走到我们跟前，将手

中的姜花分发给我们，刹时，我们被笼
罩在香气扑鼻的姜花里。老人说：它
们早都开了，清早起来，满园子都是香
味。他还说：从北方到南方，我见过许
多花，只有这种花的香味最怡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人早年曾
就读于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去了
安徽，在当地的一所大学任教。他会
说粤语，会说英语，但最爱说北京话，
纯 粹 地 道 ，字 正 腔 圆 。 后 来 我 还 知
道，他是个混血儿。动乱年代，他那
复杂的身份也给他带来无数复杂的
灾难。但老人没有倒下，老人在沧桑
的人世间见到过许多种花，香的或者
不香的，开放的或者不开放的。老人
七十多岁了，是老了，可他又很年轻，
像姜花。

我把目光从老人的身上转移到他
身后的房子上，那是些颇具欧洲建筑
风格的老房子，西式的屋顶、窗子，还
有门，几缕轻烟从甬道里漫出来，空气
里立即有了些许烧干草的味儿。从屋
顶看上去，是一方蓝天，还有几片白
云，它们一直就这么存在着。微风吹
过，不留一丝痕迹。这时已是深秋了，
树们照样在绿，花们照样在开，不知是
时间改变了空间，还是空间改变了时
间，反正这就是年月日，这就是水火
土。

偌大的花园里依然寂静无声，可
以想象得到，这个老人守护着自己的
花园，就是守护着自己坚强的灵魂。
那两只鸟儿飞走了，或许它们明天还
会再来，但它们永远不会明白，老人小
的时候离开了这里，老了为什么又回
到了这里。

这是一个梦！
我们要告别了，老人依依不舍地

把我们送到门外，送到巷道口，然后挥
挥手，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离去，不说一
句话，脸上却一直挂着笑容。我们都
走好远了，他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回来后，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
我仔细翻阅着当地的资料，从书中得
知，那个花园叫共乐园，那个老人叫唐
鸿光，他是中华民国成立时的首任内
阁总理唐绍仪的侄孙。

外面的雨瞬间大了起来，哗哗作
响，不知怎么，我突然牵挂起那个守着
一个偌大花园的老人来。

春风从汤沟起身，在京台高速汹
涌

将我推了再推
推下高速，省道，县道，村路，山径
又拎到休宁，急急抛向屯溪和呈

坎
扔进老街，雨声。深陷江南之南
门泊方塘，溪水循环高问
要面苍壁，面深巷，面马头墙
每一片小瓦都是岁月的创可贴
木窗暗示久未愈合的伤口
由此进出的人影，一年一次夜奔

石潭春天
在黎明的山顶，让百千亩油菜花
一朵一朵对你反复求证初见或久

别
不厌其烦，直到云裹雾缠，彼此泪

眼婆娑

安徽深藏了一座后花园
在城市的后边在传说的里边
在山中也在水湄
很大又很小
在小桥，流水，深宅的大门边
在江南的南字上边
我等你
你要是来了
我会递给你一枝汉代的桃花
一枝唐代的牡丹花

一枝明代的芙蓉花
一枝清代的茉莉花
一枝民国的丁香花
一枝现代的幸福花
如果还不够，再递给你一身春天

请放上几叶木排，棒棰声，相望的
马头墙

岸边浮动的青菜叶。那就证明，
你还在

脚踏深巷，头顶小瓦，身穿青布褂
临水声而居。手扶青竹，口含红

纸
如果你唱歌，徽州将晃一晃
如果你梳妆，屯溪就起身而出，我

会远远看见

四百多年的徽调常常惊醒一个人
的江面。

尤在梅雨季节起伏。
那些遁游多年的江南鱼群，
在马头墙上倏忽，
瞬间消失在曲巷的转弯之中。
它们衔住的桃红和往事，
月光一览无遗。
遗忘还需要些时日，
在屯溪的方言层面，
那凌空的倒影，
被新安江紧紧搂在怀里，尚未放

手。

徽 风 遗 韵 （组诗）
□ 刘东宏

无 梦

徽州

新安江

屯溪老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