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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芬芳
宣传部“好书伴我成长”获奖征文选登

《太平圣惠方》 有云：“为医之道， 尽善尽
美。 ”《中医美学》这本书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
旭东老师所著，该本从美学的角度论述与中医有
关诸多命题，为医学打开了崭新的一扇门。 该书
从介绍一般美学的定义、形态、层次入题，将自然
科学与中医学相对比，找到了美学和中医学的结
合点， 书中列举了大量的中医实例和美学体验，
读完该书，会被他严谨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
感同身受的经验征服，深深地感叹：中医的理论
基础是美的、中医的辨证论治是美的、中医的药
物配伍是美的、中医的语言是美的、中医的道德
观是美的，中医学是一门值得回味的美的医学。

当我回过头来看西医学， 乃至其他医学门
类和整个医学体系，似乎和美学也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我突然发现医学工作者本身就是从事美的
事业，在和疾病、痛楚等丑的因素在做斗争，还给
患者的是“美”的生活。换一个角度发现我们是在
给患者最健康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健康就是最
宝贵的，健康就是最美的。

医学是最古老的学科，这一点相信大家都不
会否认，因为自从人类出现，就会伴随着疾病，既
然有疾病就会有因应之策，这或许就是医学的雏
形，当然蹒跚的医学必然附庸于巫术之上，这也
是可以理解的。当医学长大了，独立了，它就注定
要和巫术分道扬镳，以务实的态度对待患者的病

痛，褪去神学的外衣，回归他科学的属性。我们看
待医学的角度也变得更加理性，医学的从业者也
更加的实实在在， 但是医学的美却始终伴随着
它，我们不妨从两个角度来看待医学的美。

其一，医学的本身就是美的学科。 正如书中
所说，美善是与丑恶相对
的。医学的美又可以从几
个方面来衡量。 首先，看
看一个对称、健全的人是
多么的美，但是他被疾病
夺走了一条腿，或者夺走
了他的功能 ， 那就不美
了， 我们尽量还给他，这
个过程就是塑造美。 其次，
医学的理性也是一种美，理性的剖析、思维的缜
密本身就是美的体验，因为我们一点点从征象入
手去无限度的靠近“真”，寻找导致疾病的“因”，
去还给患者“美”，这个过程进行的顺利就是一种
酣畅淋漓的美的历程。 另外，医学的各种人性化
也体现美，我们对患者的关心是最本性的，不是
服务行业的标准——“顾客是上帝”，我们要遵从
疾病的发展和治疗的一般规律，我们不能被患者
绑架，而是要站在患者之上，疾病之上来看待问
题，当然我们希望获得患者及其家属的配合和理
解，但是医学的关怀始终是与生命相关的，这样

的体贴是人性的流露，是最美的。还有，就是医学
的从业者的道德是美的，医生有时不得不牺牲自
己的健康去换取病患的微笑， 这难道不是美吗？
医德之美，古往今来，不胜枚举，最著名的莫过于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一·大医精诚》中指出医

生应当 “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誓愿普救含灵之
苦”，如有患者求救，“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
蚩……普同一等， 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
若已有之……一心赴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最
后，医学的天然属性注定它是美的，天然属性中
的两点一是“求真”，二是“求全”。真是指，它不会
因为你的或喜欢或厌恶改变，它是自然科学属性
的学科，它有自身的规律，你不服从它，它就会恶
化，你不能像驾驭艺术一样驾驭医学。全是指，医

学的最终目的永远是最大限度的给予患者 “幸
福”， 当然对于幸福的理解有人认为是生命的长
度，也有人认为是生命的宽度和厚度，这也就造
成医学的分歧，我个人是中庸的，长度是个硬指
标，但不是唯一的。有这样的天然属性，医学或许

是生命科学中最灿烂的花朵。
其二，医学的对象注定它

是美的。 医学的成长让我们越
来越理性，但是他的人文属性
虽然淡化 ，却不能忽略 ，因为
对象不是机器，而是人。 这或
许就是医学和工程机械专业

的区别吧。 回顾医学的历史，不乏有
怪癖的医生， 但是出类拔萃的大家

无一不是通达事理的，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大医
治国”的原因吧。人类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医学
也是一门寻找真理的途径，他的对象更加的千姿
百态，人的性格、体质、嗜好、习惯……都是疾病
的原因和干扰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 我们在和
这样的人交流， 真正可以体会希波克拉底所言：
“医学的艺术乃是一切艺术之中最为卓越的艺
术”，所言不虚。医生的言谈举止都应播撒人性的
光辉，医生的美是人性的美，医学的美是理性的
美， 我们是要将理性的科学之光用人性的柔化，
这或许是孙思邈所言的———苍生大医。医学是崇

高的，但医学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医学是务
实的，但医学从来都不是机械的；医学是形而上
与形而下兼备的，不是纯玄幻的。 我们站在医学
之外它是美的使者，我们站在医学之内它是美的
化身。

《中医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看待医学， 或者说提升了一个高度来看待医学，
是一本以现代语言和方法来研究和阐述中医学
这门医学的论著。 因为美学是哲学范畴的，所以
它给了我们一个抽象医学的机会，从哲学的角度
来看待应用性这么强的学科，对于整体的把握医
学的走向大有裨益。作为医学工作者我们带着欣
赏，带着自豪走出繁琐的劳动，重新认识：医学是
美的职业， 医学所追求的是健康而美好的人生，
医学所创造的是健康之美、生命之美、至善之美、
仁爱之美。医学含有伟大、崇高的美学特征，医学
含有人性的美，医学含有理性的美。 一本好书犹
如良师益友，将我们从生活的真实中带到纯洁而
美好的世界，然后荡涤了庸俗与负累，又回归更
加积极的生活。

当我们认识到这些平时被简单的劳动掩盖
的美之后，医生久违的崇高感自然的回归，会更
加洒脱的看待医疗行为，会更加深刻的理解医学
的内涵，会更加注重医德修养，会更加从容的处
理医患和谐。

为医之道，尽善尽美
———从美学看医学，读《中医美学》有感 （一等奖）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金亚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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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和宋词，被誉为我国文学史
上的“双璧”。《唐诗三百首》萃取了近
百位诗人的三百余首杰作， 可谓皇冠
上的明珠。而说到唐诗中的代表人物，
举世公认的就是李白、杜甫二人，后世
并称为“李杜”。他们二人的诗歌创作，
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水平， 其艺术水准
堪称空前绝后。读李杜之诗，常使人感
叹世间的佳句华章竟似已为二人写
尽，后学之辈徒有遥瞻其项背，望洋兴
叹。 而二人诗中之高远意境， 绝妙风
韵，又使人为之倾倒，感同身受，同乐
同忧。其中诗风俊逸洒脱、豪迈奔放的
李白，被后人尊为诗仙；而风格沉郁顿
挫、 厚重苍劲的杜甫， 被后人誉为诗
圣。二人之诗虽风格迥异，但文学成就
各执牛耳，共领风骚，不分轩轾。 但今
天我更想从二人诗歌的不同之处，浅
谈自己对个人修养的一点认识。

2010 年 5 月 4 日，温家宝总理到
北京大学与师生共度“五四”青年节。
有学生蘸墨写下“仰望星空” 欢迎总
理，而温总理则挥毫以“脚踏实地”回
赠学子。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寓意心
存信念和实事求是， 是我们应当持之
以恒的修身准则。可巧的是，这两个词
语，恰好也与李白、杜甫二人的诗歌特
点不谋而合。正如前文所言，李白诗的
特点是潇洒豪放，有神仙之姿，李白脍
炙人口的一些名篇都具备这个特征。
认真研读这些诗歌， 你会发现之所以
这些诗能够轻易地与我们产生共鸣，
关键是它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个人心中
的理想和信念。如《将进酒》中的“天生

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行路
难》中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安
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
颜”；《南陵别儿童入京》中的“仰天大
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类似诗
句还有许多，不一而足。正如刀尔登先
生在戏说李白诗歌时所言， 李白诗歌
的一大功效，就是“使无数普通人，用
不着在形容自己的志向时张口结舌”。
我认为的确如此， 李白在书写个人志
向时的豪迈与自信， 无疑使人们感受
到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这种强大的精
神力量， 也是让李白诗深入人心的因
素之一。而理想终究是一个抽象概念，
对于力争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的我们
来说，它既遥不可及又真真切切，它一
如夜空中指引行路方向的星座，遥远、
明亮而又永恒。所以我要说，仰望星空
既可以看作是李白诗给我们的美学感
受， 也是我们坚持个人信念的必要行

为。 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仰望星空，
才能不迷失方向， 找到自我， 实现自
我。 这是个人修养中关注自身内心追
求的重要部份。

而杜甫诗歌的明显特点是，关注
国事民生，心忧天下。生逢战乱之年的
杜甫，目睹了生灵涂炭的境况，自己一
生又漂零四海， 因此诗歌中多存悲天
悯人之思，意境苍远悲凉。 例如代表作
《登高》中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
病独登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
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中的：“安得广厦
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
动安如山”；《春望》中的“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赠卫八处士》 中的：“明
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和李白更多地
喜欢抒发个人情怀、 描写个人志趣不
同， 杜甫的着墨点更多地是民间的疾
苦、世事的兴衰、漂泊的感伤。如果说李
白的诗歌给人以星空般华美璀璨、飘渺

高洁的审美感受， 那么杜甫的诗一如
山川大地般广袤辽远、厚重苍凉。 这里
要说的脚踏实地， 主是指杜甫诗歌创
作的根基是深植于现实和民众之中
的，它不是个人的无病呻吟，而是与生
俱来的忧患意识的杰出表达。 杜甫的
诗歌提醒我们世界上还有无尽的苦
难，在这纷扰繁杂的人世间，在颠沛流
离的命运里，身为一个人应当珍惜和爱
护什么。 有学者认为，杜甫诗的核心正
是儒家思想中的“仁”字。 我深表赞同，
翻阅杜诗，常常为他所书写的那个时代
蹙眉扼腕，喟然长叹。 而杜甫在字里行
间所流露出来的伟大爱心，正是“仁”字
的不二写照。 所以我认为杜甫诗有一个
或许被忽视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示范我
们不仅要实现自己，更要关注别人，关注
时代，关注社会。 人不可能活在真空中，
每一个人存在的时代都不可复制，都有
着独特的历史意义。 既使做不到与时俱
进，那么力求正确客观的看待时代和社
会，定位自己在时代和社会中的位置，才
不会使个人的理想信念变成空中楼阁。
这也是脚踏实地的另一重意义。

李白，呵气成诗的饮者，不食烟火
的天降谪仙； 杜甫， 诗史合一的行吟
者，身经万难的世间真人。如果我们领
悟了他们，就会更好理解个人与社会、
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就会明白要完成
自己， 正视内心和胸怀天下是如何的
缺一不可。 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或许
不是那么切题， 但正是我所理解的内
外兼修的一种诠释，如何做，也许你已
经有了答案。

脚踏实地
———读《唐诗三百首》 漫谈李杜诗文与个人修养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杨盼

多年来， 一直就想就冯友兰先生
其人其书写点东西。终于有这个机会，
将我阅读先生之书的所思所想写下
来，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下面从三个
方面来谈谈自己阅读的冯友兰先生
《中国哲学史》的一些体会。

其一，冯友兰先生其人其书
从我高中时，开始接触冯友兰先生

的有关中国哲学书籍后， 就伴随着我。
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及《中国现代哲学
史》等，一直是我成长的明灯。

冯友兰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
史的研究。 中华民族不仅以文化悠久，
而且其思想独特更为特色。冯先生作为
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哲学探索为中国哲学史学科
的创立，乃至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 20 世纪 80 年代
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冯友兰先生学术
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已经成为显学。先生
一生致力于新理学哲学体系、人生境界
说和文化观等方面探索和研究，推进了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现代化作出了显
著的贡献。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先生完成
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为其在中
国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在
抗战时期， 中华民族遭受了有史以来
最大的民族危机， 而此时冯友兰先生
怀抱着抗日必胜之信念， 坚信中华民
族一定能战胜困难复兴起来， 先生将
此时的情形称为“贞下起元”（冬尽春
来），并将此时著写的《新理学》、《新事
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
《新知言》，统称为“贞元六书”。“贞元
六书” 构成了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

系， 同时更体现了先生以哲学创作的
方式自觉参与民族复兴大业的努力。

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先生受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之邀请赴美讲学，
在此期间用英文著写了《中国哲学简
史》（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哲学简史》
均为翻译本），该书的语言风格及思想
函蕴别具风采，也是我最喜爱的一本。

建国后， 冯先生先后在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等教授哲学。 在先生 85
岁时， 先生有开始以惊人的毅力和博
学的知识，用 10 年时间著学了七卷本
《中国哲学史新编》（含《中国现代哲学
史》一卷）。

先生一生的著述事业始终贯穿
着强烈的文化信念， 这一信念最终概
括为“旧邦新命”。 冯先生在一篇文章
中曾写道：“《诗经》有一首诗说，周虽
旧邦，其命惟新。我把这两句诗概括为
旧邦新命”，“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
志事，盖在斯矣。 ”

其二，中国哲学史之思考和智慧
中国哲学之思想，同时也是寄托

着中华民族与外力抗争， 力图改变环
境，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念。

中国哲学之思想和精神，宛如银
河众星在茫茫太空之中闪烁， 令人遐
想；阅读和思索中国哲学，常常获得心
灵的平和宁静。

当历史的潮声逐渐远去，怀着崇
敬的心情， 阅读着历代先贤用心血灌
注的文化典籍， 阅读着先民赖以生存
的土地，阅读着贤哲观察自然、思考人
生的探索之路， 不仅是能感受到中华
民族思想长河的深邃， 而且自己的内
心又有一种心潮澎湃、奔腾不息。

人文、人性的价值，中华民族历

史文化的价值是长久的。 在阅读和体
会中国先贤之哲学思想和哲学精神，
反思我们自身，受益匪浅。

我们的教育中最缺乏是一种教
育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生动活泼的、
适合不同年龄人的人性教育， 人之所
以成为人的基本价值观， 做人做事的
底线以及终极信仰的教育理念。

做什么人，培养什么人，这是教育
教学的根本。 人是目的， 不是工具、手
段。作为教师，应该正心诚意，坚守底线
原则，用心去做好人性、心性、性情的教
育教学。 中国历史上儒家教育的传统，
一贯强调以仁、义、礼、智、信、温、良、
恭、俭、让等价值来美政、美俗、养心、养
性，我想这是值得现代教育借鉴的。

在现代的教育教学理念中， 我认
为应该坚持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教
师应该具有道德之勇气、 担当之精神，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始终用理性、正
义、友爱、宽容、人格独立、学术自由等
基本的教育价值理念来贯彻贯穿其中。

其三，学然后知不足
《礼记·学记》：“是故学然后知不

足， 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
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通过阅读冯
先生之《中国哲学史》，关于学然后知
不足，我想到关于学习的五个字。第一
个，是“一”字。一就是“专一”。荀子说：

“好一则博”。这句话是很有精义的。因
为有了一个专一的问题做中心， 从事
研究，便可旁搜广引，自然而然地广博
起来了。 第二个，是“集”字。 集是“搜
集” 的集。 我们研究学问有了中心题
目，便要多多搜集材料，共同探讨、互
相切磋，兼听则明。第三个，是“钻”字。
钻就是深入的意思。 深入学习理论就

是要有要有“钻”到里面去的精神，这
样才能将本质看清清楚楚，第四个，是
“剖”字。剖就是“解剖”和“分析”。学习
理论知识后，进行严格的自我剖析，这
正是不断追求的进步的重要条件，也
是自我修养的终身课题。 经常进行自
我剖析，从中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剖析自己产生缺点、错误的根源，认真
总结教训， 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第五
个，是“韧”字。 韧就是坚韧；即是鲁迅
先生所主张的“韧性战斗”的韧。 学习
是一种长期的过程， 这就要求学习者
要有韧性的精神，在学习中战胜困难，
化除障碍，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走入
新的境界。

或曰：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

草 长 莺 飞 时
节，捧一本《诗经》，
在庭院的槐树下细
细诵读。 有细碎阳
光， 从树荫中投下
光影， 时光仿佛就
此停滞不前。 闭上
眼睛，《诗经》 里的
春天穿越几千年的
时光，款款而来。

金 色 的 阳 光
里，小河静静流淌，
白茅在风里轻轻摇
摆， 菖蒲大丛大丛
的生长， 散发出辛
辣的芳香。 “凯风自
南，吹彼棘心。 ”南
风吹进来的时候 ，
路边的枣树正好长
出细小的嫩芽。 而
杨 柳 是 如 此 的 多
情，随风摇曳，款摆
生姿。 初升的太阳
照着梧桐树宽大的
叶片， 连叶片上的
脉络都清晰可见 。
“苕之华 ， 其叶青
青”。 苕华，就是凌
霄花。 凌霄花攀爬

在墙上，叶子青翠欲滴，那一簇簇桔红色的喇叭花，缀于枝头，迎风飘舞，惹人
垂怜。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早春的桃花在枝头迫不及待的盛放成一片妖娆，
仿佛二八年华的婉约少女，娇艳无双。

田间陌上，葳蕤春光，正是采摘野菜的好时节。“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
喈喈，采蘩祁祁。 ”青衣白衫的窈窕女子挽着竹篮，伸出纤纤素手，一把一把地
采摘着白蒿。 “思乐泮水，薄采其茆”，茆，就是莼菜。 莼菜是睡莲科水生宿生草
本植物，它的嫩茎美味异常，还是抗癌症的佳品。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蕨菜
低垂着头，仿佛不胜谦逊；“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鲜嫩的豌豆苗，是我们餐桌
上的常菜；“采采芣苡”，芣苡，就是车前子，小名猪耳朵菜；“焉得谖草，言树之
背”，谖草，是萱草，即黄花菜……这些田间野地里生长的野菜，即使是现在也
能轻易发现它们的身影，让人不由得对《诗经》产生一种亲近。

这是个万象更新的季节，动物们也开始活跃了。“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两
只燕子，一上一下，翩翩然穿堂入户。“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这个时候，正是狩
猎的好时光。 “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兮驺虞！ ”河边的芦苇随风飘荡，蓬草
在阳光下片片飞出叶子的刀光。 猎人们使足了力气拉弓，射中了野猪，都齐声
欢呼起来。 这是一幅多么生机勃勃的画面啊！

在这广阔的原野上，古老的爱情也滴翠地生长着。 青山如黛，佳人如玉，惹
来无数追寻目光。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采荇菜的姑娘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她偷偷地占据了君子的心房，让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于千万年
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就这样遇见了那个人，
怦然心动，就这样再也无法放开。唯有携子之手，与子偕老。“维士与女，伊其相
谑，赠之以勺药。 ”相恋着的男女相约着出行，芍药，成为了他们定情的信物。
“彼采艾兮！ 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这是怎样纯粹的情感，让人忍不住会心微
笑。 这些美好的爱情，让《诗经》里的春天呈现出浪漫温馨的粉色，清新动人。

《诗经》里的春天，诗中有画，画中有情，是那样的绮美。 几千年后的我，在
这无边春意里读着《诗经》，仿佛连心境都空灵了起来。 我爱这《诗经》里的春
天，我爱这从远古走来的、纯粹的、无邪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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