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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芬芳

夜色渐深，卸下一身的疲惫，仰
望暮色下的月亮，独享一个人的世
界， 夜晚的静谧舒缓了一天的疲
劳，高楼重重，自己的影子被拉得
老长。 不知李白写下“举杯邀明月，
对饮成三人”时是否跟我此时是一
样的心情？

目光穿过楼宇向外探去，中秋
的红灯高高挂起，一串串红条似一
处处跳动的火焰， 浓烈而炽热，妆
点了城市， 也牵动了无数人的思
绪；或大或小、形式各异的月饼在
家家户户翘首盼游子归来。

谈及中秋的来源，据明朝《西
湖游览志会》有载，“八月十五谓之
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
义。 ”是以，漂泊在外的游子，不远
千里也要与家人团聚，亦或寄月思
乡，一如我当前的状态。 古时的人
们对酒当歌、笙歌起舞、吟诗作对，
尽情欢乐。 而今，望着这霓虹灯彩，
万家灯火， 城市处处喧嚣着繁华，
却不知何处是归途。

最无情的莫过于岁月，不知不
觉中蹉跎了多少光阴。 还未惊觉，
便已过二八年华。 算算日子，不曾
想， 有七年光景未与家人同庆中
秋。年华渐长，相聚却成奢望。中秋
二字，只剩儿时的记忆。 那年中秋，
是小竹林下， 父母遥首企盼的目
光，弟妹一惊一乍地呼喊，月下我
们的木头房子，点滴都是回忆。

那年代的中秋夜，大人们会给
每个小孩发一个月饼，说是对着月

亮姐姐照过面才能吃，否则要肚子
疼。 吃过晚饭，一大群孩子结伴寻
月而去， 僻静的乡村没有路灯，有
伴才不害怕，暮色沉沉的夜充满欢
声笑语。 弟弟每次游玩回来都不高
兴， 小孩间流行比谁的月饼更大，
他的月饼最小，哭哭啼啼叫嚣着要
换个大的， 家里没钱给他换个大
的， 妈妈每年一整夜一整夜地哄
他，年幼的弟弟很是难缠。 可见小
孩子们也是争强好胜的。

如今，有能力买大的，月饼倒
是越做越小了，甚觉惋惜，然小时
的趣事却成如今有趣的谈资。 想
着，也不觉得寂寞。 孩子们都长大
了，妈妈不再买月饼，却总是在电
话里叮嘱着吃月饼，也算是过了中
秋，可惜如今的月饼，大多失去了
曾经的味道。

世事变迁， 回忆不过感慨一
声，浅笑而逝。 改革开放的浪潮叫
穷人们分了一杯羹，贫穷的村落正
发生着巨变。 衣食不丰之人少之又
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矩
也废了， 人们解放自己的双手，也
解放自己的思想，农村的三亩良田
再留不住人心。 儿时的记忆早已远
逝， 在历史的浪潮中挣扎生根，也
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无情。

月亮的节日，不知还有多少人
还赏月、祭月、拜月。 异乡的中秋有
多少热闹，便有多少寂寞。 独一人
遥寄相思，只愿岁月静好，许下来
年回家团圆的心愿。

那年中秋
2012级康复治疗班 王蕊利

这个学期学习了吴老师讲
授的《历代名家治病方略》受益
匪浅，但其中感触最深的，就是
中医文化的包容性。 所以趁此
机会浅谈一二。

说道“包容性”，马上就会
联想到蔡元培先生曾经用“思
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理
念， 把北京大学打造成了中国
一流大学。 纵观我们中医，能源
远流长的发展到现在， 也证明
了中医文化本身必然具有无限
的优越性。

中医起自《三坟》，上古有
黄帝、 岐伯发明至理， 余教后
世。 中古有长桑、 扁鹊切脉望
色、听声写形。 中医历代一脉相
承发展至今。“整体观念”和“辨
证论治”仍是中医的两大精髓。
那么， 是什么东西让中医发展
数千年来，仍然生机勃勃，而不
是面目全非的呢？ 我想这就是
中医文化的包容性所在。

在此我以几个事例说明：
首先， 中医文化多种矛盾甚至
对立的观点同时存在。 金元四
大家中，“滋阴派” 代表朱丹溪
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而
到了明代，“温补学派” 张景岳
又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
很明显他们的学术思想是相互
矛盾的。而到了近代。火神派大
医家祝味菊先生更是有一句名
言：“吾人仆仆终日， 万事劳其
形，百忧感其心，有动必有耗，
所耗者阳也。 物质易补，元阳难
复， 故曰： 阴常有余， 阳常不
足。 ”如果说张景岳和朱丹溪的
观点只是相互矛盾的话， 那么
祝味菊和朱丹溪简直是相反对
立。

再看看我们现在对三者的
看法吧， 很显然他们三位都是
我们中医史上的大家。 我们不
能因为朱丹溪的先入为主而否
认张景岳、祝味菊的新思想：反
之， 也不能因为祝味菊的与时
俱进而否认张景岳、 朱丹溪的
伟大。 而对于我后来的中医学
习者来说， 我们不仅仅是要学
他们某一个的一家之言， 而是

都要学习借鉴。 因为他们的各
种思想， 在中医文化的包容性
面前是没有孰对孰错的。 有的
只是这种百家争鸣的思想竞
争，铸就了我们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的中医！

中医如是， 反观我们现代
医学就不是这样了， 几种矛盾
的观点在现代医学中是不可能
同时存在的。 古罗马时期，现代
医学的“医圣”盖伦横空出世，
他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
的第二个医学权威， 是西方的

“张仲景”，很长一段时间，他的
医学理论被奉为经典， 他的学
说被提升为“盖仑主义”，成为
医学的教条， 他的著作成为医
学教材。 但是在现代医学史上，
即使是盖伦这样“叱咤风云”的
人物， 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现代
医学的进步。 他的许多论述被
一次又一次的否定， 他的名字
渐渐被历史埋没。 在今天提起

“张仲景”可谓家喻户晓，他的
《伤寒论》、《金匮要略》 仍然是
中医永垂不朽的经典。 而提起

“盖伦”，恐怕现在已鲜为人知。
究其原因， 我认为是现代

医学缺乏中医文化的这种包容
性。 中医更重思想理论，而现代
医学则更重结果。 在现代医学
中，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种
理论如果被另一种理论推翻，
那么它就会被完全否定。 即使
这个理论的提出者是希波克拉
底、是盖伦。 在现代医学里只有
对错，只有一个“标准”；而忽视
了“思想” 和思想背后的“精
神”。

我们不能说中医的“包容
性”和现代医学的“标准性”哪
种更好。 因为“包容性”让中医
一脉相承的发展到数千年后的
今天：而“标准性”则让现代医
学与时俱进、 站在了时代的最
前沿。 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
殊途同归吧， 因为医学发展只
有一个目的：维护健康，治疗疾
病。

浅谈中医文化的包容性
2012级中医（定）班 周贵权

在我们的校园里，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朴实，看起来与我们无异。 但是除
了每天拿着课本奔走于教室，他们还会
在开学之初提供便宜舒适的棉被、棉褥
方便新生购买，在平常的日子利用课余
时间摆摊卖质量上乘、 价格实惠的瓜
果，他们就是“云中合伙人”。

和他们交谈时正值傍晚，彩云即将
退下帷幕，天边亮起了万家灯火。 站在
他们的瓜果售卖棚边上，我们发现生意
真的很不错，来往的学生只要停下来看
看，都会买走些水果。 云中合伙人之一
的龙册一边熟练的剥着柚子，一边跟我
们聊起他当天参加招聘会的经历，即将
走向毕业的他们，也更多的要去考虑学
业之外的事情，以及近在咫尺的将来。

云中合伙人的元老级成员都是制
药工程专业的大四学生，他们分别是姚

朋，龙册，杨明翔，李伦宇。 其中姚朋是
09 级学生，这个在大一去当兵，历经两
年荣获三等功后返校的大男孩正是云
中合伙人的发起者。 最初他一个人尝试
售卖昭通的苹果，却亏了本，但这次经
历却让他发现了卖水果这个创业的好
方向。 这四个喜欢一起打牌的男生，在
聊天中知道了姚朋的经历，一拍即合便
组成了团队。

这个新组成的团队做的第一件事
是卖西瓜。 为了保证新鲜度，他们放弃
了去市场批发这条捷径，而是选择去安
宁找瓜田，找瓜田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
顺，连找了两天去了两次，才总算是找
着了瓜田。 瓜田不好找，而西瓜也不是
想要就可以买， 由于购买量不够大，瓜
农相应抬高了价格。 这也印证了“万事
开头难”这句话。

经过不懈努力，在学校已小有成就
的他们并不安于现状。 去年暑假，他们
没有回家，在外租了房子，开始了云中
合伙人在校外市场的尝试。 那段日子他
们每天 6 点起床， 直到傍晚才能回家。
在农贸市场这个果摊济济，到处都是竞
争的地方， 他们只能勉强不赚不亏，而
且经常是忙的团团转。 这样疲惫艰辛并
超乎想象的生活却并没有让云中合伙
人失去信心，他们反而在一天的忙碌结
束后，四个人聚在一起做顿好饭，犒劳
自己与兄弟。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沉淀，当大
部分事情都有了头绪之后，云中合伙人
开始吸收新鲜血液， 培养自己的接班
人。 而在选择之前定立了一条“家规”：
新老成员都不得挂科，要妥善处理学习
与创业的关系，在学习与创业中合而兼

得，是云中合伙人不变的原则。
在与云中合伙人的聊天中，他们始

终强调一个词：“梦想”。 作为大四学生，
毕业是十六年漫长学习生涯的终点站，
下一趟列车开往哪里仍是未知数。 在追
逐梦想的道路上， 不论是获得别人赞
同， 还是面对现实与梦想的不平衡，只
有坦然面对的淡然之心，才能让“继续
创业”和“稳定工作之间的矛盾渐渐缩
小。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而一群人可
以走得更远， 人生的旅程才刚刚启程，
即使现实和梦想的距离遥远，但是只要
朝着一个方向，终会到达终点，云中合
伙人就是最好的典范。 在这里我们祝愿
云中合伙人越走越远。

一轮明月记载着数不清的记忆， 或好
或坏，或长或短。 伴着一个月的阴晴圆缺，
日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过，有点虚浮，有
点空洞，甚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心中生起
一股莫名的遗憾和失落。

逝去的往事， 如过眼云烟， 如昙花一
现。 在昨日的天空中漂移过，留恋过，但终
归要沦为记忆， 在漫漫岁月的河流中与奔
流不息的时光一起消逝，一起铭刻。所有记
忆里的人都已离去， 分散在世界每一个可
以停泊的角落， 所有的拥有都已失去，永
远，在脑海里找不到一丝痕迹。

当一切荣耀都结束在黄昏的那一霎，
当一切无助都在夕阳西下时蓦然蒸发，这
与生俱来的孤独与寂寞就只有一抹余晖
了。

总是在月缺之后才发现月圆的美好，
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 人不知为什
么而活着，又不知为什么而四处奔波，也许
是为了生存，也许是为了享受，也许是为了

能够看到明天的旭日。 然而谁也不明白谁
的心思， 谁也猜不透这世间一切的恩怨情
仇，许多事情该发生时就会发生，许多人该
离去时就得离去，谁也无法阻挡，谁也无法
挽留，哪怕只是一天，哪怕只是一瞬，哪怕
只是一个深情的拥抱。

生活在这个世界就会遭遇数不清的月
圆和月缺，甚至风雨和泥泞，有时我们信手
许下的诺言根本就无法实现， 但倔强的我
们却一次又一次的举起右手喃喃自语。 许
多与儿时有关的记忆都那么纯净，快乐，没
有一丝矫揉造作， 无论何时回味都荡漾着
昔日的光芒。 可是，人总要长大，总要走入
鱼龙混杂的世界， 然后奔波在养家糊口之
中，忘却了曾经的青涩，磨灭了最后一丝天
真， 在喧哗闹市中沦为一粒随风飘荡的尘
埃，如海面上起伏的浮萍，如天空中游走的
云朵，在人群中跟随别人的脚步，一步一步
走向城市的深夜。

几米在《月亮忘记了》中这样说：

“生命中，不断地有人离开或进入
于是，看见的，看不见了，
记住了，遗忘了。
生命中，不断地有得到和失落。
于是，看不见的，看见了；
遗忘的，记住了。
然而， 看不见的， 是不是就等于不存

在？
记住的，是不是永远不会消失？ ”
看不见的，不等于不存在。 上周的农历

十五夜， 我独自站在高楼上看那轮眼瞳一
样的月亮。 那些在我生命中离开或进入的
人，“于是， 看不见的看见了”，“遗忘的，记
住了”。 我写下一段文字，说天上有一轮圆
月，地上也有一轮圆月，我们心中也有一轮
圆月。当我们的心空升起皎洁的月亮时，那
些遗忘的，都记住了。

月亮没有忘记， 它的每一个月圆、月
缺，它都记住了……

2013 年 8 月 23 日梦醒时分，在
K337 次列车进站长长的鸣笛声停止后，
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跨越 5 个省，
行驶 38 个小时超过 2500 公里。 如果不
是中秋，没有月圆，我丝毫不会注意到
这些细节。 然后理所当然，有一种异乡
漂泊人的自觉，然而记忆脱线，涌现的
画面无关风月，只是细数流年：

无论何时回忆起那些日子，都觉得
像是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忽然忘记
它是一个怎样的开始，所有的人都像是
在一根长长的管道里爬行，四肢被狭小
管壁磨得生疼，不见天日的的管腔里是
无边的黑暗，只有远方有一个隐隐约约
的亮点，那是出口也是自由。 终于有一
天，我们爬到了终点，不再是最初相遇
时的模样。 毕业了，在那个奇妙的夏天。

全班一起离开，大家高声阔语里藏
着一笑泯恩仇的肆意和决绝。 月色清泻
如水，露从今夜白。

整装出发， 奔向我认为很棒的城
市，大学里第一个教师节，给高三的语
文老师发短信说我在昆明，她很文艺的
祝福我来到了如此浪漫的地方，我也为
那片蓝天白云感到不虚此行；大学里的
第一个中秋节，是开学后的第 27 天，印
象真的不够刻骨铭心，是有收到祝福短
信和电话，但我不觉得这和往年有什么
不一样。 后来，渐渐融入新的环境，我想
尝试做点别的什么，用身体里的每一个
细胞去感受传说中的大学生活：比如说
当志愿者，出现在各种活动现场，要么
幕后，要么台前，受到过肯定，也接收过

不友好的信号，但这些都不重要；再比
如说学着做一名记者，去采访，去尝试
着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最后学会重新
倒空情绪， 用简单的笔触描述事实，去
通讯。 在这个不断学习不断重建的过程
中，渐渐稳住阵脚，不再轻易慌张失措。

再到后来， 是加班后的失语综合
症，考试前的焦虑后遗症，上课也已经
变成一场拉锯战，晚上一个人走在回宿
舍的路上，抬头就是大圆月亮，以前的
中秋节都无心赏月，那个时候却能看上
好半天。 脑海里关于月亮的诗词上蹿下
跳，有一次我拿出手机拍下一段马路和
一串路灯， 镜头里有几点微醺的亮，我
觉得这会是我以后的路， 虽冷却明亮。
吹着袭袭晚风，一路走回去，月色苍凉，
想到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当年明月今
犹在，故人难乘彩云归。 ”是的，朋友再
多再美好，家里再暖再贴心，我都回不
去。

后知后觉这种措辞也只有在“月上
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场景比较适用。
一年的时间也许不够让人学会成长，但
是发现自己后知后觉还是可以被原谅。

离开一年，最开始的时候，家里每
个星期给我打两次电话， 每次最多 20
分钟， 后来忙学习忙兼职忙社团工作，
改成了每周一次通话， 每次时间不定；
离开一年，因为太远，只回家两次，每次
都不超过两个月， 乘坐不同的列车，踏
上不同的月台。 时空旋转切换，人群穿
山越海，背井离乡之下唯一不变的是有
人送我离开、等我归来。 我是不是错过

了什么，比如爸爸妈妈的生日，他们
只差两天，所以都是一起过；比如考
到本省同一个城市里老同学的聚
会，离得近，一声想念一呼百应，什
么也阻挡不了他们相聚。 我开始觉
得遗憾， 其实我很少会有什么失落
感， 然而手机那边传来举杯相碰发
出的清脆声的时候， 我竟然会有一
点点纠结， 我知道这是梦一样自由
的筹码，我接受，但我无法笑着说：
这不重要。

人生难得圆满， 当我决定山水
一路赶来， 就不得不选择挥手告别
曾经的温暖。 从离别到适应再到无可抑
制的思念， 所有该经历的一切如约而
至。 我说服自己学会习惯，也深知所有
的考验和无奈并不是让我用幼稚的口
才去埋汰不可变更的现实，但我忍不住
埋怨，甚至往里添加遗憾。 也许是这样，
在某一个瞬间，所有的青春热血都会被
突如其来的思念催化成绕指柔情，所有

的想飞少年都会因为那一点微光想到
家里忙碌的厨房……

人有悲欢离合，夜晚，天边亮起万家
灯火，雨滴，打湿离人疲惫的梦。

月有阴晴圆缺， 孤独的玉桂撑起整
片天空，树下是谁徘徊的身影？

夜色飘渺如烟，月，是故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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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梦昊 左笑菲 邓昊旻 李丽旋）

月圆，月缺
2012级公共管理班 李娟

中秋， 很久以前开始就是用来团
聚的节日。“中秋团圆，过年回家”已经
成了融入到中华民族血脉里的约定俗
成。 多少文人骚客借它来抒发自己独
在异乡的孤独，远离家乡的落寞，思念
亲人的哀伤，“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
娟。 ”明月成了交通不发达年代里唯一
聊以慰藉、寄托相思的信物。

老人们常说“中秋即秋天的中期，
因为地里的果实都成熟了， 一年的辛
劳也获得了丰收。就要把得来的瓜果，
拿出来祭拜月亮， 感谢一年的风调雨
顺；与全家人分享收获的喜悦，交流一
年的收获；与朋友相约葡萄树下，谈天
说地，吟诗作赋，增进感情……”多么
有内涵又有诗意的一个节日！

“每逢佳节倍思亲”，找不到归宿
的“异乡人”此时往往会感到无限的落
寞和孤独， 于是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不
能排解的孤独与落寞。 他们自称“旅
人”，觉得自己“客居他乡”，那是因为
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现有的环境
中的一份子， 积极融入到当下的生活
中，和身边人打成一片，不孤独才是没
有道理的。

渡边和子说，“就在你所在的地方
生根开花”，这与中国有句老话“既来
之，则安之”异曲同工。 可能，“远离家
乡，不胜唏嘘”，是人之常情；可是在佳
节的时候， 把自己沉浸在无尽的孤独
和落寞中不也是白白辜负了佳节带来
的欢乐的意义？就算不能回家，大可以
给家里打个电话， 表达自己对亲人的
思念和牵挂， 同时和身边的人在一起
团圆岂不也很好， 这样你的相思就不

会化成无尽的无人陪伴的哀怨， 反而
成长为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根发芽
的乐观， 和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相处融
洽的随和，对生活积极适应的向上。

此心安处即吾乡。 无论我们来自
哪里，都不用事事提醒自己“外乡人”
的身份，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无论
处于哪一个节日， 也不要把自己关起
来不开心， 在孤独寂寞中错过了节日
应有的开心。至于离家千里的思念，那
就寄与明月吧，“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
此时”。只要我们在同一个月亮的银辉
下幸福的生活，就是“千里共婵娟”！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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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