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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黄帝内经》有感

一朵纯洁的茶花，不幸被污秽沾染，苟延
残喘的继续在黑暗中挣扎， 它只是渴望阳光，
渴望一点点雨露，渴望有个人能对她说：“我依
旧爱你”。

法国作家小仲马在这部小说中为我们展
现了 19 世纪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来自乡下想
到城市讨生活的女孩玛格丽特被诱成为上流
社会公子哥们争相追逐的交际花， 人称茶花
女。 糜烂的生活使她得了肺病，偶然机会她遇
到税务局长迪瓦尔先生的儿子阿尔芒·迪瓦
尔，一场爱情由此展开，但这不是一场王子和
公主皆大欢喜的童话爱情。 尽管男女主角互相
倾心，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场，天人相隔永不见。
阿尔芒曾用真挚的爱情激发了玛格丽特对生
活的热情，却因为嫉妒将她狠狠推开；他曾声
嘶力竭对她说道，“你是我在烦乱的孤寂生活
中所呼唤的一个人”， 却最终还是将怨恨注于
玛格丽特上，让她郁郁而终，如果说是上流社
会阶层杀害了玛格丽特，那么阿尔芒就是刽子
手。

曾有人道，若非这个女子自甘堕落，不愿
放弃奢靡生活，又怎么会落到临终时还被债主
追债的田地。 是的，摩里阿龙公爵收她做了干
女儿，她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公爵答应只要她
能改变自己过去的生活，便负担她的全部日常
费用。 但玛格丽特不能完全做到，公爵便将钱
减少了一半，玛格丽特入不敷出，欠下几万法
郎的债务。 这一切的根本来源在哪里？ 一个原
本不谙世事的乡下女子怎么可能就变成了一
个靠卖笑且生活奢靡的“茶花女”，还是环境的
因素， 如果没有这些上流社会富家子弟的逼
诱，她怎么可能变成今日的酒家女。 公爵知道
后，断绝了玛格丽特的经济来源，她毅然决然
选择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她典当了自己的金
银首饰、披巾和车马来支付生活费用。 此时，是
爱情重新燃起了她的斗志，但也是爱情在未来

把她一步一步逼上绝路。
我一直以为阿尔芒和其他轻浮的情场浪

子是不一样的， 却不曾想他们分明是一丘之
貉。 阿尔芒一次又一次怀疑玛格丽特，他也一
次又一次的以伤害她来让自己觉得“畅快”，直
到玛格丽特死后，阿尔芒才感受到痛苦，“除了
你的侮辱是你始终爱我的证据外，我似乎觉得
你越是折磨我， 等到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
在你眼中也就会显得越加崇高。 ”一语成谶，阿
尔芒怀着无限的悔恨与惆怅，专门为玛格丽特
迁坟安葬，并在她的坟前摆满了白色的茶花。

在我看来，一切的悲剧都有其可追溯的缘
由，玛格丽特的悲剧只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然
而，尽管现代人们的观念渐渐开放，但是这样
的悲剧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依旧屡见
不鲜，门当户对，家世清白，依旧是选择伴侣的
首要要求， 爱情从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情，社
会环境的压力依旧让许多有情人只能赴梁山
伯与祝英台之路做苦命鸳鸯。 而阿尔芒和玛格
丽特还被不信任这一致命毒药所伤害，若阿尔
芒能至始至终都信任她的话，也许他们能逃离
这个世界做一对浪迹天涯的伴侣，但是，没有。

我无法评价阿尔芒是否真的爱她，在我看
来，他并没有想要和她厮守终生的想法，他怯
懦，虚伪，多疑，总是将玛格丽特想得十分不
堪， 就算玛格丽特典当自己的全部身家又如
何，现实社会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情侣之间
一件小事会被无限放大， 成为分手的导火索，
试想如果双方能互相信任，又怎么可能走到那
一步，而真相浮出水面后又追悔莫及，只是这
世上从来就没有后悔药 。

也许就像匡匡所说：“我一生渴望被人收
藏好，妥善安放，细心保存。 免我惊，免我苦，免
我四下游离，免我无枝可依。 但那人，我知，我
一直知，他永不会来。 ”

自古以来， 古代先民就十分重视养
生。 今天，延年益寿依然是人们关
心的话题，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愿

望。想要打造并享受美好人生，就要从当下做起，
从养生开始。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
籍。它分为《素问》、《灵枢》两部分。以皇帝、岐伯、
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主张不治
已病，而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
年。 它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养生名典，长寿的秘诀
可以从《黄帝内经》中找到原形。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故阴阳四时者，
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
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意思是说，养生以强健
命体，需懂得顺应四季的变化，使人体与自然和
谐，是保证人类在自然界中健康存在的根本。 因
此，只有养以自然，才能得道于自然，从而以养天
年，顺其道而长生。

从古至今，养生者莫为长寿或祛病防病。《素
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

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
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
乎！ ”世界上最高明的医者并不是“能治病者”，而
是“会防病者”。 正所谓“良医者，长治无病之病，
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 ”在保证
机体健康无疾病的前提下，顺应天时，以道养生，
必可增长寿命。

《黄帝内经》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
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
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道出
了养生增寿的根本。

以食为养，是《黄帝内经》的经典观点之一。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
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这本从古流传至今的医
学经典对平衡膳食作了精辟的论述，堪称世界上
最早的“膳食指南”。

情志养生，亦是《黄帝内经》所倡导的。《灵
枢·本藏》云：“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
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
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 ”《黄帝内经》认为，

情志是分属五脏的，如心志喜，肝志怒，脾志思，
肺志忧，肾志恐。情志过用或失控容易导致疾病，
甚至是重要的致病因素。 所谓情志养生法，就是
通过调节自身的情绪来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经络养生，彰显了我国古代医学非凡的养生
智慧。《黄帝内经》云：“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
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 ”中医学理
论认为，经络沟通内外，为运行气血之道，而经络
的健康与否，与体内各个脏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
系，两者相辅而成。

身体是一切生命活力的本源。《黄帝内经》集
中华古代医学之精髓，是人类道法自然养生的典
籍。养生的目的就在于防病健体，纵观古今，但凡
是善于养生者，必是少病者，凡是无病无疾长寿
者，也必是善于养生者。

只有通过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
为方式，倡导科学养生，才能真正实现生命的质
与量的完美结合， 才能真正品尝到生命的喜悦、
健康的可贵、生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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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芬芳

毋庸置疑， 他真的老
了。 他消瘦憔悴，岁月在他
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皱纹。
他的双手布满伤痕，它们像
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
的地方一样古老。 海水泛着
深深的蓝， 玻璃一般透明，
太阳升起又落下，只有他走
得太远了。 所以，他要借回
想，比如那场在卡萨布兰卡
的酒吧中，为他赢得冠军称
号的比手劲来增强自己的
信心，他会想与小孩曼诺林
的交往。 作者海明威通过这
种深层无意识的关照与呈
现，来揭示了老人对逝去青
春的缅怀和对死亡的拒绝。

如果我是那月亮，我知道我应该在什么地方
落下。可在浩渺的大海上，一切万古如斯。圣地亚
哥无法预见对手，更不知死神的安排。 他只有坚
持，唯到了筋疲力尽的时候，料想死亡，也可以疲
倦的微笑。

老人圣地亚哥是海明威在 20 世纪创造的那
种桀骜不驯、视死如归的“硬汉性格”的发展，而
且是“硬汉性格”的典型。 在他身上体现了现代人
面对一个异己世界时的“意志力”。 命运对他来说
是严峻的，他时常“背运”，但他并不屈从于命运，
而是以不息的斗志去迎接命运和眼前这个世界。

他明知道自己的反抗不一定有什么结局，但他更
清楚地知道，人之为人，其生活的意义就在于顽
强地表现出人的意志，舍此是没有什么人生意义
可言的。

小说中，海就是世界的象征，它有美丽的外
表，却有凶险的实质；鲨鱼群的到来则象征着厄
运的降临，老人与鲨鱼的搏斗是他不屈于命运的
象征。 诚然，老人所得的一切最后被厄运所虏获，
从表面看，老人失败了，但在精神上，他并没有失
败， 因为只有气馁和颓唐才是失败的真正标记，
而老人是永远不会气馁和颓唐的。 他不断地梦见
狮子，表明他雄心犹存，即使在最严峻的时刻，他
也坚信并高喊：“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
以把他消灭，但就是打不败他。 ”他虽败犹胜，虽
败犹荣。 海明威在这篇小说中以极大的力度证
明，真正的失败是人的意志力的丧失，只要有永
不熄灭的意志，人其实是永不会失败的。

我们都还很年轻，充满活力与热情，在未来
的某一天，会面临永久的选择与别离，或悲伤，或
苦闷，一切都在所难免。 我们都拥有梦想，或大，
或小，或简单，或艰难，却都浸染着时光的期许与
执着。 未来……充满希望和梦想！

海明威曾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仪式上的
《书面发言》中说：“写作，充其量，不过是场孤单
的人生。”圣地亚哥何尝不是这样！他骨子里是害
怕孤单和死亡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那么，圣地亚哥是不是一个懦夫呢？ 在大家
都把他看作一个硬汉子英雄时，请别忘了，他那

柔软的内心。 他一遍遍地背诵《圣经》，抓住信仰，
祈祷依靠。 懦弱，是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每个人
在夜寐的时候都可以看见另一个伤痕累累的自
己。 只不过，月亮下去后，我们又带着面具，继续
扮演各自的角色。

很欣赏老人，不管是他的倔强，还是祈愿，都
让我觉得很有人情味，很亲切。 我希望在未来面
对抉择、困境的时候，我也能表现得淡定坦然。

在我看来，《老人与海》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
示是使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的外在生命即我们的
躯壳是脆弱的，它很容易受伤，甚至会残缺不全，
但是，无论怎样不幸的情况下，我们始终有可能
保有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内在生命。

这个内在生命的通俗名称叫做精神或者灵
魂。 实际上，心理康复的过程就是逐步发现和真
切感受到自己的内在生命仍然是完整的，从而克
服身体残疾所造成的沮丧和自卑。 也正是这个无
坚不摧的内在生命具有在苦难中创造奇迹的能
力，使表面上似乎失去了任何意义的生命又被芒
照亮。

命运总是不如人愿。 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
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中，才使人成熟、坚强起
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
都是欢乐。 乐观勇敢，充实心灵，热爱阳光，于是，
我们的每天都是鸟语花香。 不向命运低头，永不
服输，让平凡创造不平凡，让搏击体现高尚，在追
梦中求卓越，让人生神采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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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内经》，陌生的字眼频频出现，饶舌
拗口的句段，晦涩难懂的注解，总让人心生凉
意。尤其像我这种对文言文一窍不通，悟性又
差的读者来说，无疑会有看天书的无奈感。开
始只是一味地如巫师念咒语一般一遍遍重复
着重复着。

就像所有被誉为经典的书籍一样，《内
经》在我眼中就像一个顽固，迂腐却又高深莫
测的小老头。 尽管学识渊博，才高八斗，却总
让人望而却步。 然而作为一名医学生，若《内
经》都没读过，不免让人笑话了。 于是乎还是
坚持诵读吧，我默默地想。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早早晚晚念咒语
似的诵读，终于让我对它一知半解了。《上古
天真论》篇中写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
百岁，而动作不衰。 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
皆衰，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岐伯对曰：上古
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
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
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阐释了养生的基本
原则：于内，顺应自然，锻炼保养，防避引起疾病
的各种邪气，调养精神，节制饮食，起居作息有规
律，劳逸结合，节欲保精，保养精气，使精神内守；
于外，适应自然，抵御外邪；进而达到形与神俱，
尽终天年的养生目的。

当读到《内经》中关于人体生长壮老矣规律
的文字，将人体生长壮老矣的自然过程分为了三

个时期：女子从七岁到十四岁，男子从八岁到十
六岁，“齿更，发长，天癸至，女子月事以时下，男
子精气溢泻”的生长发育期；女子从二十一至二
十八岁， 男子从二十四至三十二岁，“真牙长，筋
骨坚，体壮盛发长极”的壮盛期；女子从三十五岁
至四十九岁，男子从四十岁至六十四岁，“面憔发
白，发堕齿稿，筋骨解堕，天癸竭，形坏，精少”失

去生殖能力的衰老期。 读罢便开始对号入
座，当我们逐渐进入壮盛期时，我们的父母
却进入了衰老期。 时光荏苒，时常会觉得我
们的父母已不再年轻。 可当你真正去了解什
么是衰老，衰老对于一个人的身体意味着什
么，衰老具体的生理表现有哪些时，内心便
会有些许不安。 任时光匆匆流逝，我们谁都
无能为力。 我们从小依靠的亲人在渐渐老
去，我们必须去学着担当，学着转换角色，学
着让自己成熟起来强大起来，将来有足够的
能力成为他们的依靠。 读《内经》，我看到了
生命的自然过程，明确了自己所处的人生阶
段，并学着身体力行“责任”二字！

“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
无穷”，这是对《内经》的最大感触。 很多生命
规律，疾病的发生、传变，阴阳间的相互转
化，养生的原则，经络脏腑的功能特点等一
系列内容，都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地囊括在
内，且与我国古代哲学、天文历法相糅合，文
化底蕴浓厚。 读《内经》，不仅可以学包罗万

象的医学知识， 还能从中了解到很多古代哲学、
天文历法、物候学、体质学等一系列的智慧结晶。

有的书囫囵吞枣看一遍就够了，而有的书却
是常读常新，读多少遍都不嫌多，读多少遍都读
不透。或许这就是经典的魅力所在吧。书不在多，
经典就好。《内经》不愧为医家之宗！

初读《边城》， 被那细腻真切的文字所感
染。 在那个宁静淳朴的小山城里，外界尘世的
喧嚣与它无关，多少年如一日，它静静伫立着，
似乎丝毫没有时间流淌过的痕迹。 这不是一个
多么荡气回肠、动人心魄的故事，然而细细品
来，一字一句如水般流淌在心间，轻轻牵动着
心弦。

认真回想，《边城》 之所以如此吸引我，吸
引无数像我一样被它打动的读者，或许就在于
它所展现的“人性美”。 用从文先生自己的话来
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
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
生形式。 ”在这本书里，我的确感受到了一个与
世无争， 至真至美的所在是怎样让人神往，体
会到了故事里那些有血有肉，淳朴善良的人拥
有怎样清澈如水的心境。

茶峒小山城里， 年过七旬的老船夫 50 年
如一日地为溪边两岸的人摆渡，无论晴雨。 日
复一日的平淡生活里，小小的渡船占据了他的
大半个天地，似乎他的一生已经无法同这种生
活分离，他从来不曾思考摆渡对于自己本人的
意义所在， 只是静静地在那里忠实地生活下
去。 年少纯真的少女翠翠，在满是青山绿水的
地方度过了一生中的十几个春夏秋冬，从小生
长在溪边的她也有着如溪水般清澈的心，一双
眼眸清明如水晶，惹人疼惜。 当看到这祖孙二
人在这世外桃源般的天地里度过宁静如水的

日子，不为外界所打扰，守着自己的一片净土，
谁能不为之动容？

在这个与世无争的天地里，从文先生所表
达出来的不仅仅是祖孙之间相依为命的真挚
情感，还有小山城里淳朴人民的互相信任和友
爱，更有傩送天保两兄弟与翠翠之间纯真清新
的感情。 在茶峒山城里，人们眼中没有以利益
为先的拜金思想，没有互相猜疑与防备。 在三
个年轻人之间的感情里，两兄弟没有为了所爱
之人而针锋相对，他们以最让人敬佩的互相鼓
励、公平竞争去赢得所爱。 在最后，先生写道："
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
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 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
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 ' 明天 ' 回来！ " 故
事的尾声就这样停在了充满期待和未知的结
局里， 翠翠和傩送之间没有坚定的海誓山盟，
但她凭着自己心中的坚持日复一日地等待着，
相信着。 这种情感正如每一个茶峒人的淳朴一
样，无比清澈干净，那是人们心里最本真最质
朴的爱，也是人性里的至善至真至美。

沈从文先生把这个故事取名叫《边城》，我
虽不知更深的用意，但却暗自思忖，或许在先
生眼里，这样宁静的城，这般至美的人性其实
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你找不到它的时候，它是
遥不可及的边城，你找到它的时候，这座城就
在你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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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级中药专业（2）班 毕春燕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边城
———读《边城》有感

2011级制药专业（2）班 李慧婷

2011级中医专业（1）班 钟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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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级康复治疗专业 段晓倩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
———读《黄帝内经》有感 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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