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湘文化坐标

闲话

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
发的时刻， 日本舞鹤市医疗支
援物资抵达大连机场， 包装箱
上印着“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
何曾是两乡”，这是出自唐代诗
人王昌龄的一首诗。 这句诗迅
速传播，掀起讨论无数。 而在此
之前， 日本援助物资上写着的
其他几句话，如“山川异域，风
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
枝，共盼春来”等，也都贡献了
不少热点。

只是一句唐诗， 让不少人
在铺天盖地的所谓“硬核”的口
号中，看到了一种文明感。 这种
文明感，在乎语言的体面、情感
的深刻、行为的得体。 这种文明感，又恰
是疫情发展到当下，急需强调之事。

诗终究是诗， 标语也终究是标语，
只是背后的思维模式与文明感，更发人
深省。 可见，美好的事物自有它的韧性
与穿透力，在疫情仍在持续之际，我们
一定不能放松文明社会必须
坚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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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耕社会来说， 江南是一块福
地。 然而，也正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使得江南成为细菌和蚊虫天然的滋生
地。 自秦汉至魏晋时期，中原王朝屡屡在
南方布武， 而瘟疫也在金戈铁马中对意
气风发的将帅们“还以颜色”，如汉征南
夷之战、诸葛恪围新城之战、侯景之乱后
都迎来了大疫。

江南“抗疫”制度萌芽于唐朝，兴盛
于两宋，沉淀于明清，先人们用经验与智
慧让中华民族在一次次灾难中越挫越
勇。

唐朝：江南抗疫制度的萌芽
《新唐书·五行三》所载，宝应元年大

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元
和元年大疫“死者太半”。

面对瘟疫唐朝官方医务队伍建制逐
渐成形，贞观三年，唐太宗于地方各州设
置医学博士和学生，也即官方医务人员；
开元年间， 唐玄宗更进一步强化医学建

制，10 万户以上州里需置医学生 20 人，
10万户以下置 12人。 至唐代宗时期，更
形成了上、中、下州依级分置不同数量医
学博士、助教、学生的体系。

唐朝应对突发疫情时主要有送医送
药、抑制传染、减免赋税三类机制。 医学
博士的建制主要为应对日常医疗救治任
务而设，而一旦疫情发生，朝廷便会派出
使者送医送药，以加强疫区医疗力量。

两宋：古代抗疫史的高光时刻
相较于唐朝， 宋朝江南经济发展更

为迅速，而其瘟疫也更为频繁。 据《宋史·
五行志》 所载， 两宋三百余年间大疫 30
余次，约合“十年一疫”，其中 20 余次发
生在宋室南迁之后。 这些瘟疫中大多发
生于江南， 其中尤以临安居多， 真可谓
“江南疫，最疫是杭州”了。

宋朝医疗机构大致分为御药院、太
医局、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 御药院
及太医局分别主管皇室医疗及医学教

育、考核医官等事务，与百姓相关的医疗
机构主要是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 翰
林医官院主要供奉医药， 平时为皇家提
供医疗服务，遇瘟疫则奉诏至地方视察、
医治瘟疫。

惠民和剂局则类似于官方平价药
房，广泛设于京城及地方府州，主要职能
是“藏熟药，价货以惠民”。 据宋人周密
《癸辛杂识别集》所载，当日惠民和剂局
药剂售价仅为时价的 2/3。

明清：润物细无声的抗疫事业
至明朝后，朝廷医疗政策转入消极，

但惠民和剂局与漏泽园依然得以保全。
明朝后期， 朝廷无力支撑各级常设医疗
机构，往往在瘟疫发生时才临时设置。 明
清易代后，朝廷政策似乎更为消极，甚至
连在各地设立惠民和剂局的诏令都没下
达。 后世史学家通常认为清朝对抗疫一
事不甚关注， 然而通过对当时江南各省
历史的考察，却发现另一番天地。

清朝未如宋朝一样建立从中央到地
方统一的医疗机构， 但地方大员往往在
职权之内设立医药局， 这一政策贯穿清
朝始终。

宗族、行业的会馆公所则自发包含
了医疗救助功能，如常州王氏的《参改
义庄规条》便有此规定：“庄内则有名医
生， 议定每季薪俸若干， 择诚实药房
……如册内有名病重者，查实后请医诊
视……到店付药。 贫苦难堪，酌给钱若
干，以备零星等费。 族中贫病相连者，通
融酌济，以寓贫病相扶之意。 ”民间还出
现了乡贤举办的善堂，创设者由朝廷走
向民间。

江南最早的善堂数顺治年间建于杭
州的悲智社，至清末善堂数量明显增多，
如元和同仁堂、常熟广仁堂、上海同仁辅
元堂、江阴杨舍堡同善堂等。 同治以后，
还发展出经营模式更为先进， 专门救疗
疾疫的医药局。

江南抗疫两千年
□ 江隐龙

20年如一日，将生命融入三尺讲台，
把教书育人当成是人生最幸福的事业，
激情满怀，硕果累累，却从不向组织提任
何要求。 她就是洞口县文昌街道城关中
学教师张素芳。

1999 年 6 月，张素芳从武冈师范毕
业后，分配至洞口县从教。 多年以来，她
坚持自学，每年自费订阅《中学语文教
学参考》等报刊杂志，每年记有学习笔
记 2 万余字。 在教学过程中，张素芳将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放在首位，始终坚持
潜心备课、精心施教、积极探究、细心批
阅作业。

备课时，她注意备学生，即根据每个
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基础情况认真设计教
案；注意备教材，深入钻研教材中的重点
和难点，以便在教学时做到“有的放矢”；

注意备新课改方法，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
式吸引学生，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同
时， 张素芳还特别注重个人专业素养的
提升， 她撰写的多篇教研论文在省级以
上教育媒体发表或在各级评比中获奖。
从教 20 年，她所教学生成绩多次位居全
镇或街道前列。

在张素芳眼里， 在班级微信群和家
长、学生互动是幸福，节假日家访或教育
扶贫是幸福， 找潜能生谈话给他们免费
辅导功课更是幸福。 学生生病了，她亲自
带他们去医院治疗；学生家庭有困难，她
带着班干部上门走访慰问。

林同学的家庭比较特殊，是特困学
生。 张素芳刚接手时，林同学的成绩位
于班上 30 多名， 还经常偷偷上网，不
思进取，也不服从母亲的管教。 在张素

芳的爱心感染下，林同学进步非常大，
学习成绩进入班上前 10 名，成功竞选
为副班长， 还考上了梦寐以求的洞口
县一中。 肖同学是一个性格内向的留
守儿童，成绩中等，潜力非常大。 在张
素芳的关爱和培养下， 他的成绩一步
一步上升到班上的前 5 名， 性格也越
来越开朗活泼了， 参加县里的演讲比
赛还获了奖。

从教多年， 张素芳把潜能生转化为
优等生的事例还有很多。“当教师虽然辛
苦和清贫， 但只要一看到学生和家长给
我发的问候和祝福，我就有成就感，感觉
很幸福！ ”张素芳兴奋地说道。

当笔者问她有没有职业倦怠期时，
她笑着答：“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当成一生
的事业时，就会干劲十足、幸福满满了！ ”

做一个幸福的教师
———记洞口县文昌街道城关中学教师张素芳

通讯员 谢商君 龙江

不管是唐代的进奏院
状，还是宋代的邸报，都是
官方报纸。 明代中叶以后，
政府默许民间自设报房，公
开出售报纸。 这种报房类似
今天的报社， 如公慎堂、荣
禄堂、聚升、聚恒、同顺、同
文等。 大多设在北京，所发
行的报纸通称《京报》，开始
印有报头。 这种报纸的核心
追求就是牟利，所以报房出
版的报纸，可以公开叫卖和

接受订户，而且以订阅为主，读者所
付报纸费是它的主要收入来源。 读
者主要是官吏、士绅和商人。《京报》
刊登的主要内容大同小异， 主要有
三类：皇帝的谕旨、大臣的奏折和宫
门钞。 其中，宫门钞就是朝廷内部传
来的，张贴于宫门外的新闻。

而中国民办报纸最早出现于北
宋，盛行于南宋，是由部分进奏官和
书肆主人私自发行，其实是一种非法
出版物。 南宋时，这种民间报纸被统
称为“小报”，有时也称之为“新闻”。

据新闻史学者研究，小报的材料
来源于在宫廷内部和省、寺、监、司等
政府机关通报新闻的“内探”“省探”
和“衙探”，这是当时的小报记者。 其
内容主要是政府没有公开的“朝廷机
事”、 官报不准备发表或尚未发表的
皇帝诏旨、 大臣表疏和官吏任免事
项。

在《宋会要》中，记载了不少关于
北宋时期小报的材料，大都是官员们
请求查禁小报的奏折，理由大都是编
造新闻，影响舆情。

根据《靖康要录》记载，南宋时，
小报上还常载有北方军民抗击金兵
的消息和主战派官员反对议和的奏
疏。当时有人在大街上专门售卖这种
报纸，类似后代的报童。 甚至在南宋
的都城临安， 还有专门卖报纸的店
铺，正类似于今天的“卖报亭”，根据
南宋时期《武林旧事》的记载，这种店

铺叫做“供朝报”，店铺名字
叫“朝报”，实际上售卖的是
小报。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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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江书院

渌江书院，位于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始建于宋淳熙二年。株洲所辖各县市
历来有重教兴学传统，其中办学最长、影响最广的便是渌江书院。

渌江书院三面环山，面向渌水，占地近 7000 平方米。 渌江书院早年从东正
街青云山下迁至西山，宋明皆为学宫，清乾隆十八年正式命名渌江书院。 李立
三、程潜、陈明仁、左权等都曾在这里求学。 1986 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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