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祖父吴子周（1884—1957）先
生，一生基本上都是在镇江度过的。现
在很多人人对吴子周这个名字已经很
生疏了，因为他去世已经六十多年。可
是我最近发现镇江的媒体上不时出现
吴子周的名字：如2017年1月镇江市政
协编辑出版了一本书《镇江中医药名
家》，第一个介绍的就是吴子周；又如
2018 年 2 月镇江某网站上有一篇文章

《“镇江狗年‘史记’，120年换了人间”》，
记载了 1910 年吴子周、陈邦贤创办了
第一个镇江中医学校。我不经意间浏
览镇江市中医院的《镇江中医文化科普
宣传网》，在“名家荟萃”的专栏内，把名
家分为“国医大师”“省名中医”和“市名
中医”三栏，“国医大师”只有吴子周一
个人的名字。

每当看到祖父吴子周的名字，都会
勾起我对祖父的缅怀。

上世纪上半叶的一代名医

祖父年轻时曾经报考过南洋公学
（上海交大的前身）。录取后被曾祖母
所阻而未能去就读。后来跟随其伯父
吴兰宾学习中医。

祖父从踏入中医大门的那天起，就
把“仁心仁术”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的准
则。祖父说过“仁心仁术”中，核心是

“仁心”。一个医生如果没有“仁心”，何
谈“仁术”？即使有精湛的“医术”，也不
可能解救众生的病痛。

镇江曾为江苏省省会，市内多达官
贵人，商业巨子。祖父不仅给他们中的
许多人都看过病，而且治愈了不少疑难
杂症。病治好了，医生与曾经的患者却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例如国学大师柳
诒徵先生、镇江乡贤陆小波先生、安徽
籍画家杨太晚先生，均与祖父交往情
深。柳老为祖父题写过一副对联：“清
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俱有情”。杨
老为祖父画过一幅雄鸡傲立的中堂。
该画长期挂在我家故居（大刘李巷 1
号，后来因建电力路拆迁）北面的客厅
中。

此外，祖父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患
者群。这个患者群主要是困难群体。
祖父对他们比为达官贵人、商业巨子看
病更为上心。因为在开处方选药材时，
要做到性价比尽量地高，往往要煞费苦

心。对穷困的病人，祖父不仅不收诊
费，而且还赠送药品（丸散膏丹），后来
还办了慈善医院。

抗日战争初期，祖父在上海待了几
年。开的诊所患者盈门，以致候诊室显
得拥挤，不得不把自家的生活面积压
缩，把诊所的面积扩大，成为当时上海
的名医。

祖父被业内同仁尊称为儒医。他
曾说过若是不能熟读《黄帝内经》的原
著，就没有资格称是一名中医。祖父不
仅对《黄帝内经》融会贯通，而且藏有珍
贵的版本。此外他还珍藏了大量十分
珍贵的古代中医典籍。他对这些典籍
进行过认真刻苦的钻研。

中医学校教育的开拓者

在他 26 岁那年（1910 年），他联合
陈邦贤（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医学史专
家）等人创建了镇江自新医学堂，1912
年更名为丹徒自新中医专科学校。他
不仅担任校长，而且兼内科学教授，自
编了《内科学讲义》。任课教员则主要
由自己和当地名医陈泽、杨燧熙等担
任。每期招生 30名,分预科和正科，学

制为四年。这所医校被研究者公认为
清末民初标准的中医学校, 有明确的
办学宗旨和办学方针, 有规范严格的
学制及合理的课程设置。开近代中医
学校教育之先河，而之前中医都是师徒
传承。

镇江中西医结合的先行者

医学院校没有自己实践的附属医
院是难以为继的。因此 1921年祖父又
在镇江宝盖路西段办起了一所卫生医
院，各科基本俱全，有内、外、儿、妇、针
灸科，以中医为主治疗疾病。医院有自
己的中药房，能自制各种中药。而且是
一所慈善医院、一所中西医结合医院。
这所卫生医院，是镇江最早的正规医
院。2010年镇江市文物局把卫生医院
旧址作为医疗事业发展的重要遗存，认
定为“镇江市优秀历史建筑”。

早在 1910 年祖父就联合镇江、扬
州的名医袁桂生、陈邦贤、卜世良、陈泽
等同仁组织《医学扶轮社》，办起了《医
学扶轮报》，袁桂生负责具体编辑事
务。《医学扶轮报》上发表过很多镇扬名
医的文论，例如袁桂生的《论今日医学

界急宜扩张其势力以图自存》、陈邦贤
的《中西医学分科相同论》、吴子周的

《痘科明辨》等。在那个年代该报就倡
导中西医汇通。那时有一个日本的名
医来华访问。祖父利用这难得的机会
与其进行学术交流。

中医药事业的坚定捍卫者
上世纪初，中国曾出现数次歧视、

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论战，其中有1913
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1922年北洋政
府“取缔中医条例”、1929 年国民政府

“废止中医案”几次大论战。几次关键
时刻，祖父都挺身而出，捍卫中医药事
业。

1922 年北洋政府颁发了一个取缔
中医的条例，更是全国大哗。祖父在第
一时间联合上海名医施今墨、陈存仁等
奔走呼号联名请愿，并在报刊上撰文驳
斥当局的谬论。最终北洋政府收回成
命。

1929 年民国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
通过“余云岫等提出废止旧医提案”，企
图废止中医。为了反对这一决议，祖父
联络镇江名中医褚润庭、章寿芝、陈健
侯等以及南京中医邹云翔等奔走于上
海、无锡、常州、南京等地，委托陈健侯
写抗议文章，撰写《镇江中医公会声
明》，刊于《苏报》上。随之上海、南京、
北京等地纷纷响应。3 月 17 日全国中
医药界代表聚集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
医药团体代表大会。镇江的首席代表
就是会长吴子周。大会抗议中央卫生
委员会的“废止旧医提案”，会后推派代
表赴南京请愿。终于迫使民国政府撤
销“废止旧医提案”。设立“中央国医
馆”的提案也获得胜利通过。

镇江乃至江苏省当时中医药界的
领军人物

1922年，江苏省中医联合会在上海
成立，祖父担任了副会长。

上世纪 30 年代初，国民政府建立
了中央国医馆。各省也相继建立了省
一级的国医馆。祖父被推举为中央国
医馆的名誉理事、江苏省国医馆的董事
长。1933年 7月，江苏省国医馆医药专
门委员会成立，确立了“以科学的方法
整理中医药学术及开展学术研究”的宗
旨，由吴子周负责制定学术标准大纲、
统一病名、编审教材，在各省成立分馆，
举办国医医院、国医传习所。此外，还
编辑出版了一批中医药学术著作。
1936年初，遵照中央国医馆的指令，成
立了江苏省国医馆医药改进分会，祖父
兼任了该会会长。江苏省国医馆及医
药改进分会的成立，对全省中医药学术
事业的繁荣，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一直是镇江市
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并一直担任镇
江中医协会的理事长。他在推动中医
事业发展和繁荣的同时，积极倡导中西
医的结合。

现在可以告慰祖父的是我国中医
药事业已经有长足的发展，中医已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国内中医院也遍地开
花，为万千病患送去福音。

国医大师吴子周
□图文 吴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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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我们去影城看电影，对座椅、音响、环
境、效果都有一定的要求。可你能想象三十多年前看
电影的场景是什么样子吗？坐在四周都是玻璃窗、挂
着窗帘仍有些透光的体育馆里，鼓掌声、议论声、叫
好声、嗑瓜子声夹杂着西晒的闷热，以及画面不太清
晰的银幕和沙哑的音效，这种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恶
劣”环境，却被上一辈人珍藏在青春的记忆里，就像
一杯香醇的咖啡，回味无穷。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被禁
锢压抑了十多年的群众文化生活得到解放。由于当时
的娱乐项目很少，电影成了人们释放情绪最适合的载
体和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许多在“文革”中被打成

“毒草”的老电影解禁，大量“文革”后拍摄的新电影
涌现，喜剧片、农村片、爱情片、戏曲片、儿童片、
反特片百花齐放，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观影高潮。人
民电影院和大华电影院，每天门前都人山人海，只要
是部电影，上座率就至少五成，到了晚上和周日肯定
是满座，有时还在过道加座儿。能看上一场电影，算
得上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有人提出了利用刚建成的体育馆不搞比赛的空闲
时间放映电影。起初，是请影剧公司流动放映队。放
映机放在观众席里，嗒嗒直响，光线不强，亮度不
够，画面昏暗。“那时放《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
路云和月》的片子，我记得很清楚，彩色电影票价是
一毛五，黑白电影票价是一毛二。“从体育馆退休的朱
寅生说，他曾经是部队的电影放映员，复员到水泥厂
工作。体育馆开始放映电影后，他调到了体育馆。每
天的电影票总是不够卖。热门的片子，有时会在中午
临时加映一场。这边才贴出加映的海报，那边不到一
个小时票已经一售而空，火爆程度，跟前几年春运时
的火车站售票窗口差不多。

1979年，体育馆第一任馆长王韬海决定购置一台
好一点的放映机，改善放映条件。计划经济下，别说
买放映机，就是买普通的生活用品都很难。正好王韬
海有个战友在轻工业部工作。他专程跑到北京找老战
友帮忙，从东北锦州电影机械厂购买到模仿国外技术
的自动交换放映机。放映员彭钦彦和朱寅生去厂方接
受了一个多月的培训。设备接回来了，体育馆隔出了
一间专门的放映室，终于可以用座机为观众放电影了。

说到在体育馆看电影，1982年李连杰主演的《少
林寺》放映时的火爆场景，深深地定格在了老一辈人
的脑海里。“不得了的人，那简直是人山人海。”有人
回忆说。当时，《少林寺》还没有在各个电影院排片，
仅作为慰问部队的内供片。体育馆跟部队搞军民共
建，部队没有礼堂，便委托给体育馆放映。

“《少林寺》连续几天，从早放到晚，中途最多
休息一个小时，场场爆满。每天窗口排满了买票的
人，两边的铁栏杆都差点被推倒。有些没有票的观
众，想办法进场后没位置，干脆跑到银幕背面去看。
即便影像是反的，也看得津津有味。”朱寅生说，当时
电影票紧张得很，就算有熟人托馆长王韬海的老伴花
钱买票，也不一定能买到。偏偏王馆长的老伴自己也
是个影迷，两人为此没少吵架。为了避免遇到熟人，
王韬海他们有时干脆躲在馆里不露面。

一票难求的盛况维持了好多年。在 1983 年 9 月 1
日，《镇江市报》第四版的报道中就提到，本市有关部
门决定对离休老干部实行社会优待，其中一项就是在
各影剧院、工人文化宫、体育馆等文化娱乐场所可享
受优先购票两张。直到舞厅兴起，电视、录像普及，
人们的娱乐生活出现了多种选择，到体育馆看电影的
热潮才渐渐退去，成为过去人们生活中一份无法磨灭
的记忆，让人唏嘘感慨。

那些年，
我们一起
在体育馆看电影
□ 贺 莺

古典美人之最，公认是越国的西
施。未经选美投票，凭“沉鱼”传说，而获
千年定评。

西施到底是越之诸暨人，还是萧山
人？是苎萝山打柴鬻薪为业，还是在溪
流浣纱洗衣为生？随着旅游文化日渐兴
盛，西施研究专家多年争论不休，口水仗
打得热火朝天。

有一种观点，否定西施是越女。如
俞志慧先生，说：吴王夫差被俘自杀，在
公元前 473 年，至东汉后期（公元 200 年
前后），漫长 670年时段中，中国北方，未
见西施是越女的记载。（见《光明日报》
2013.11.4. 第 15 版，俞志慧《勾践献给吴
王的不是西施》）

在夫差之死（公元前473年），上推至
管仲之死（公元前 645年），有 172年。中
原诸子——管仲、庄周、慎到、韩非等人

笔下，都将毛嫱、西施并称，似乎并列冠
军。只是，西施被提名的频率，比毛嫱要
高。有西施是越女的记载吗？也没有。
那西施是哪里人呢？中原人，譬如齐、
鲁、豫人。到吴越争霸时，西施至少也要
150岁以上了。

根据《国语·吴语》记载，勾践请求缔
结盟约，一个嫡亲女儿，到吴王宫里拿扫
把打扫，在王宫里充数；—个嫡亲儿子，
捧着水盆，随在近臣之后，到吴王宫里当
差。再根据《国语·越语》的记载，敝国国
君派贱臣文种我，向天王报告，请允许勾
践的女儿做天王的女奴，越大夫的女儿
做吴大夫的女奴，越国士的女儿做吴国
士的女奴。越国的宝器全部奉送，勾践
率领越民，跟从天王部队后面，听命效
劳。据此，倘无过硬新证，谁会不信这个
吴、越史料，而否定绝色天姿的越女西

施，入吴执行绝顶妙算？西施被勾践的
太子、公主所取代。哪个太子？哪个公
主？又无法确凿考证或戏说。

西施根本不存在吗？否。西施肯定
是存在的。《庄子·齐物论》认为，万物有
其存在的形态和理由，譬如丑陋麻疯女，
西施大美人；毛嫱与西施，谁见谁喜爱，
但是鱼见则沉水躲，鸟见则高飞逃。美
色的标准，不一样，不统一。《庄子·天
运》，“东施效颦”，学西施的病态美，丑八
怪吓退众乡亲。庄周作了文学、美学、哲
学的创新，从来没有遭受质疑、否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提倡“非攻”“兼
爱”的墨子也在《亲士》中记录，比干之
死，是因为他刚正不屈；孟贲被杀，是因
为他勇力过人；西施被沉江中，是因为她
太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搞变革的
事业。这些人，少有不是死于自己的特
长。既然比干、孟贲、吴起，是实有的男
性历史人物，同唯一女性，作侠义对比，
西施不可能不是实有人物。墨子肯定西
施的崇高美，毫不含糊。

西施之美，容颜、精神兼具，体现美

丽中华的人性特点。墨子第一个发现和
赞扬，西施为“美丽”壮烈献身。西施，因
而被树立为不朽的美丽丰碑。

除上文提及的管仲等高士，还有
同是文化大师的孟子、荀子、尸子、屈
原……仿佛经过协商，几乎异口同声，或
先或后，承认西施可以作他们理想和信
念的形象代表。

西施得到春秋战国诸子中如此众多
大腕权威首肯，荣膺美丽冠军，民望所
归，是无可动摇的。鲁迅批“女人祸水
论”，坚决、彻底否认“西施沼吴”。

后世文学家极有可能从墨子记载的
美丽西施被沉江溺亡的史实，演绎而成
范蠡物色、培训西施、护送西施入吴，顶
多几百里路，竟走了三年，使西施怀孕生
子，灭吴时范蠡再得西施，好生保护西
施，泛舟五湖远遁；或者，鸟尽弓藏，兔死
狗烹，西施被嫉妒得要死、残忍得要命的
勾践，装进皮袋祭奠了伍子胥……或者
浪漫喜剧，或者泣血悲剧。比如西施浣
纱，见于金、元杂剧，到昆曲《浣纱记》唱
遍天下，已经是明朝梁辰鱼的剧本了。

也说“沉鱼”西施
□ 冯士彦

体育馆电影和录像广告

前排左起第三人为吴子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