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文

中国古代文献里， 有不少关于洗
手的记载。 两千年前，《礼记·内则》就
写着：“鸡初鸣，咸盥漱。”所谓“盥”，就
是“洗手”。 而且古人在生活实践中还
逐渐认识到，洗手不宜反复用一盆水。

有记载的第一个掌握正确洗手方
法的人是米芾， 就是北宋大书法家米
元章。

史书记载，米芾这个人有洁癖。若
有客人来看他，待客人走后，必要洗其
坐过的坐榻。头巾帽子也要时常洗涤。
据《尧山堂外纪》等多种资料记载，米
芾在洗手上更是非常讲究。

米芾身边总放着水， 动不动就要
洗手，而且他洗手跟别人大不一样。 他有一个银制
的洗手专用的水斗，斗有一根长柄。洗手时，要让仆
人举着水斗，使清水缓缓流下，流到手上，先用皂搓
洗一遍，再用清水冲刷一遍。 这还没完，洗完之后

“两手相拍，至干都不用巾拭”。
北宋没有自来水，但长柄水斗实现了人工自来

水功能，流水洗手，可以将细菌病毒彻底冲走；洗完
之后不用毛巾擦，避免了二次污染，双手相拍直到
干，这简直就是手动烘干机啊！

并且， 这个洗手方法和现代医生公
布的正确洗手方法几乎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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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典籍中，有
关流行病的记载比比
皆是。 据邓拓在《中国
救荒史》 中不完全统
计， 从周代到清朝共
发生疫灾 238 次，疫
情最严重、 死亡人数
最多的是发生于金朝
开兴元年（1232 年）的
“汴京大疫”，50 天时
间，“诸门出死者九十
余万人， 贫不能葬者
不在其数”。

面对流行性传染
病，古人怎样防控？

成书于西汉时期
的《黄帝内经·素问·
刺法论》 就提出防止
传染需要“避其毒

气”，即避免与患者接触。 于是，严
格的“隔离观察治疗” 应运而生。
《汉书·平帝记》记载，西汉末王莽
掌权时就创建了中国史上最早的
传染病隔离医院。

魏晋南北朝，防控流行性传染
病的“隔离”成为制度。 宋至清，阻
止疫情传播的“隔离”措施更加“冷
酷”，即便父子也不能接触。

除采取隔离措施外，古人也加
强个人卫生管理。 唐代《千金要方》
有“常习不唾地”之说，李时珍《本
草纲目》有“天行疫瘟，取初病人衣
服， 于甑上蒸过， 则一家不染”之
方，说明古人注重保持不随地吐痰
和消毒防控等良好习惯。

预防传染病戴口罩的历史相
对晚一些，《马可·波罗行记》中“元
制规定，向大汗献食者，皆用绢巾
蒙口鼻，以防唾沫污染食品”的记
载，表明中国元代便有使用口罩的
习惯。 在信息闭塞、医药匮乏的古
代，隔离、戴口罩、勤洗澡、洗手、换

衣等措施，对预防和阻止
传染病发生、传播发挥了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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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瘟疫记忆
《水浒传》第二十二回，武松在清河

县打伤了人逃到柴进庄上， 准备回乡寻
哥哥武大，“不想染患疟疾， 不能够动身
回去。 ”

武松这样的壮汉也会患疟疾？ 他患
上的疟疾属于哪一种呢？ 根据《素问·疟
论》记载，疟疾有一定的季节性，所谓“夏
伤于暑，秋必痎疟”。《水浒传》第二十二
回交代，武松在柴进庄上是秋末冬初，算
来，武松所患正是这种“夏伤于暑”所导
致的“秋疟”。

武松青春正盛，一向身体强健，可能
平日疏于保养，盛夏未免贪凉，加之身负
重案在逃，心境未免失落灰暗，免疫力自
然就下降了。 这样疟疾就找上门来了。

他的遭遇启示我们，即使身体健壮，
也要注意加强防护， 避免不知不觉染上

传染病。 同时也要做好自我心理建设。
瘟疫影响《三国演义》战局

历史上的瘟疫多发生于战乱频繁的
年代。 作为描写三国历史的文学巨著，
《三国演义》虽然没有正面描写，但疫情
还是对《三国演义》的情节发展产生了影
响。

赤壁之战是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
名战例。曹操一统北方后计划一举南下，
完成统一，而孙刘联军凭“天时、地利、人
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此役孙刘联军取
胜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有一点很容易被
忽略，即曹军中当时流行起了传染病。

关于这一点，《三国演义》 中只在周
瑜分析形势时说“驱中国士卒， 远涉江
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 但在《资治通
鉴》《三国志》 等史书中对曹军面临的疾
患问题均有提及。

当时在曹营中爆发的究竟是什么传
染病呢？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在
赤壁之战之前的 300 多年， 赤壁一带有

血吸虫病广泛流行。 可以推测由于曹军
将士是北方人，来自非血吸虫病疫区，很
容易感染，而且往往呈急性发作，危害十
分严重。

《西游记》的隐喻
孙悟空的官号“弼马温“这个官职在

历史上自然从未出现过，是作者的创造。
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对其解读，“置
狙于马厩，令马不疫”，“温”实则为“瘟”，

“弼”又与“避”同音，用谐音的方法来暗
示孙悟空“令马不疫”的物种属性。那么，
猴子如何能“令马不疫”呢？

林宪亮先生《孙悟空官职———弼马
温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 年第 1
期）云：“马这种动物神经比较敏感，如果
有猴子这样天生好动的动物在马厩里，
马的神经就可以得到长时间锻炼。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在马厩里养猴
就是为了惊扰马群， 逼着每一匹马加强
锻炼，强健体质，从而增强免疫力。 这或
许是古人尚不了解何为免疫力时总结出

来抵抗瘟疫的朴素之道。
传染病威胁《红楼梦》中人

《红楼梦》第二十一回写凤姐的女儿
巧姐病了，请大夫来诊脉。 大夫说：“姐儿
发热是见喜了，并非别病。 ”

这听起来“见喜”，实际上是凶险无
比的传染病———天花。 天花传染病重症
者常伴随并发症，轻则残疾，重则丧命。

巧姐是《红楼梦》十二金钗之一，也
是凤姐独生女,无论是残疾还是丧命，对
于贾府尤其是凤姐都是残忍的打击。 凤
姐急忙遣医问药， 指挥家人做了全方位
措施：一面打扫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
面传于家人，忌煎炒等物。 外面又打扫净
室，款留两个医生，轮流斟酌诊脉下药。
十二日不放家去。

从中可以看出，《红楼梦》 所处年代
的科技水平虽然与今天相差甚远， 但当
时的人们对传染病还是有整体系统的应
对方式。
（李远达 邢楷 李小龙 张惠）

四大名著里的瘟疫描写

《十日谈》 乔万尼·薄伽丘
《十日谈》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

现实主义作品，它描写了 1348 年，意大
利佛罗伦萨瘟疫流行时，10 名男女在乡
村一所别墅里避难。 他们终日游玩，每
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嘲笑教会传授黑暗
和罪恶，无情暴露和鞭挞封建贵族的堕
落和腐败。《十日谈》写完后，薄伽丘受
到封建势力的迫害和打击，他愤怒至极
甚至想把《十日谈》烧毁，幸好他的朋友
苦苦相劝，这本著作才得以留存。
《霍乱时期的爱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
描写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对男女在 20

多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
了； 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 到了 80
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
了。 在 50 多年的时间跨度中，马尔克斯
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 幸福的爱
情，贫穷的爱情，高尚的爱情……甚至，
“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

透过这些爱情，小说表现的是哥伦
比亚的历史。 传染性霍乱的确降临过平
和的南美大陆，带来诉说不尽的惨痛悲
凉。

《瘟疫年纪事》 丹尼尔·笛福
《鲁宾逊漂流记》作者笛福的另一

部著名作品———《瘟疫年纪事》，可能是

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瘟疫为主题的小说。
这部作品写于 1772年， 描述了 1665年
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城。 那还是一个科
学不昌明的时代， 人们视死亡如家常便
饭， 鬼神游荡于身边， 坟墓就在教堂背
后。 在这本书中，为达到效果逼真，笛福
不厌其烦地描述具体的社区、街道，甚至
是哪几间房屋发生瘟疫。此外，它提供了
伤亡数字表，并讨论各种不同记载、轶事
的可信度。笛福的记述虽然是虚构的，但
详细且有系统。 这部作品没有固定的主
人公，大概是所有“瘟疫文学”
中， 直接把疫病作为主题的
了。

那些因瘟疫而降生的世界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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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去杭州当官时， 正赶
上杭州闹瘟疫， 他是如何应对的
呢？《宋史·苏轼传》是这么写的：

“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
病。 ”准备大量的米粥和中药，派
差役陪着医生去各个社区送饭送
药。“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
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又自掏腰
包， 捐出黄金五十两， 建造隔离
点，名为“病坊”，让症状明显的感
染者去病坊居住，官方供应饮食。

另外一位“唐宋八大家”曾
巩，在抗疫方面也积极果断，条理
分明。《宋史·曾巩传》介绍，江西
爆发瘟疫，曾巩命令各县、各乡、
各村和官道上各个国营招待所，
统统置办药物，供病人取用。 他还
把衙门里的房子腾出来， 让无人
照顾的病人居住， 由官府提供饮

食和被褥，并派医生诊治。 这些医
生可以得到奖励， 谁治愈的病人
多，谁得到的奖励就多。

苏东坡的父亲是苏洵， 苏洵
年轻时为了做官，曾经向枢密副
使田况上书， 而田况有一个侄
子，名叫田昼，曾经在河南淮阳
担任知县。 淮阳爆发瘟疫，人人
纷纷逃难， 连田昼的副手都跑
了。 但是田昼坚守岗位，“日挟医
问病者药之，遇疾卒，淮阳人祀
以为土神。 ”（《宋史·田昼传》）每
天都带着医生去给感染者治疗，
结果连他也染上瘟疫， 不幸殉
职。 淮阳人感激他，爱戴他，瘟疫
过后，给他建了一座祠堂，把他
当成土地神来供养。 用现在的话
讲， 田昼这位亲民官，
属于最美的逆行者。

疫情暴发时，苏轼和曾巩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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