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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不仅是一代文坛巨擘，

还是一位治疫能手。 特别是在黄
州、杭州任上，相关经历、经验充分
展现了其统筹治疫的理念和系统
治疫的智慧。

元丰二年七月，苏东坡遭奸佞
构陷锒铛入狱， 后被贬至黄州任
团练副使。尽管官阶卑微，但苏东
坡在这个位置上干出了一场抗疫
伟业。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东坡来
到“僻陋多雨，气象昏昏”的黄州。

此时，一场可怕的瘟疫正在当地肆
虐，“目之所见，白骨遍地”。

瘟疫的阴森与恐怖使得黄州
百姓不敢外出活动，只能待在家里
烧香拜佛、祈求上天佑护。与此同
时，当地官员慌张躁乱、一筹莫展，

眼看疫情猖狂而无所作为。

刚到黄州的苏东坡于镇定之
余，想起了故友巢谷送的抗疫药方
圣散子。圣散子专门用于治疗由阴
冷寒湿引发的各种疫病。 但是，巢
谷赠送药方时一再叮嘱不要传于外
人，苏东坡也当面对天发了誓。可看到备受瘟疫摧残
的黄州百姓大量死亡，他只能选择“背信弃义”了。

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多有“不为良相，便为
良医”的使命担当，以儒通医者亦不在少数，一代文
豪苏东坡便是其中之一。违背承诺的苏东坡迅速组
织人手，将圣散子熬成汤水，将绝大部分患病者从
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在这场斗争中， 苏东坡始终保持一种从容与
淡定， 以一种泰然自若的精神状态和章法有序的
作风指挥抗疫。借用其偶像陶渊明的诗来评价，那
就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
独多虑”。

元祐四年三月，苏东坡出任杭州太守。这与他
第一次到杭州担任通判时， 已过去了 18年。 与 18

年前不同的是，包括杭州在内的苏浙一带连年发生
水旱灾害，引发瘟疫滋生与繁衍。瘟疫的流行又导
致粮食歉收、米价飞涨，食不果腹的百姓不久死于
非命。

苏东坡到达杭州后，首先拨出公款，又带头捐
赠黄金，在杭州众安桥兴建安乐坊，邀请远近郎中和
懂得医术的人在此坐堂诊治， 并要求每年从地方财
政中拿出一定资金，用于维持安乐坊的日常运营。

与此同时，苏东坡部署当地官吏和寺庙僧人
到各地大量购置中药材， 以圣散子配方制成药
剂， 要求衙役们在大街小巷架起铁锅进行熬煎。

无论男女老幼还是尊卑贵贱，无论杭州本地人还
是外乡人，只要有疫病症状均可免费服用，绝大
部分患者服用数日后疫症逐渐消失———病情严
重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守完
复”，症状较轻的感染者“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

百疾不生”。

鉴于年代久远加之医疗水平所限，苏东坡在黄
州、杭州究竟遇到的是何种瘟疫，正史和野史上均
无明确记载与说明。但从历史资料对圣散子功效的
记述来看，其对治疗天花、霍乱、黑死病等烈性瘟疫
未见得有特殊作用。因此，圣散子可能是一种治疗
普通疫病的民间药方。

但是，物以人贵，物以人传，“子瞻以谷奇侠而
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方”。作为一代奇才，

苏东坡既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到某种极限的化身，

又是一位把功名写在大地上的表率。他在黄州、杭州
的抗疫实践，充分彰显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养生观。

（作者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非常希望尽早地把这些山炸平”

外公出生在浙江义乌分水塘，16岁时由
父母包办与外婆张六妹结婚， 生育两男两
女。不幸的是，两男早夭，只剩下两女，我是
次女陈次莲的女儿。1949年下半年， 外公将
弟弟的儿子陈振新收为养子。

1919年 5月，外公在日本留学。他从《朝
日新闻》上得知北平发生抗议不平等条约的
新文化运动， 便毅然决然地中止学业回国，

来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即现在的杭州高级
中学）任国文教员。在三尺讲台上，他积极宣
讲新文化，支持创办进步刊物，引导学生们
追求科学、民主。

“一师风潮”使外公深刻认识到，不进行
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
益的。此时，他收到了邵力子的来信，得知戴
季陶要他翻译《共产党宣言》。接受任务的外
公便回到了老家， 在一间简陋的老房子里，

一盏油灯、一块木板，花了比平时多几倍的
时间和精力潜心翻译。

外公的母亲张翠婠思想开明，虽然不知
道儿子在做什么， 但总是默默地给予支持。

“误把墨汁当红糖吃”的故事，就发生在外公
母子身上。

几个月后，《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
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火种从此点亮了古老
的东方大国。它影响和培育了无数先进分子
投身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1920年 8月， 外公
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成立中
国共产党发起组。

外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终身不变
的。他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脱党，但仍
然积极为党工作，共产主义信仰也始终未
变。他不仅参加“红色学府”上海大学的工
作，支持学生运动，为党培养大量生力军，

还继承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提倡妇女解放
和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倡导白话文
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公表达了回到党内
的愿望。毛泽东同志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
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久，外公正式
回到了党内。

外公还是资深的教育家、 语言学家，对
语文教育、修辞学、新闻学有开创性贡献。作
为复旦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他深知
教育乃一国之本，并以追求真理的务实态度
治学，为复旦大学成为一流大学作出了重大
贡献。

外公和我的丈夫不仅是祖孙关系，更因
都爱读书而成为忘年交。 记得外公曾经感
叹：（家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孩子们每
天都要走几十里山路翻山越岭地去上学。

年轻时，我非常希望尽早地把这些山炸平，

那样村民和孩子们就不用那么辛苦， 也可
以接触到外面的新事物而不至于成为 “井
底之蛙”。

外公还对当时家乡落后的教育面貌感
触良多。

比如，孩子们看书不会断句，也不懂得

标点符号。“标点放的位置不一样，意思完全
不同，不懂得标点符号就无法正确领会文章
和句子的含义。”

再如，孩子们不懂得修辞，不懂得如何
使用一些虚字，从而也就不会正确地表达内
心想法。为此，外公特意编了一些“教材”，一
个个教，一个个纠正。这就是他日后致力于
研究中国语言的一个最初动力。

“这是天大的善事，要坚持做下去”

外公在对旧婚姻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

大力倡导妇女解放运动。他认为，恋爱是道
德观的融合；真正婚姻的结合，当然应该是
直接的内心的结合。

1921年 6 月 21 日，外公在给好友刘大
白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近日的悲观，大半
是为吾妹因婚事夭死，你晓得我的泪是不
肯轻易流泻的， 这次我竟几次啜泣呢，我
满身浸着我也在其中的婚姻制度的罪恶
的悲观。”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外公对自己女儿的
恋爱和婚姻持开放的态度。

我的父母年幼时就互相认识， 一起玩
耍。1927 年至 1933 年，母亲随外公去上海
读书， 父亲季鸿业则于 1930 年底至 1935

年在上海政法学院预科和持志大学法律
系学习。两个年轻人异地重逢，共同的理
想和价值观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可是，因
为父亲还有一个童养媳留下的女儿，所以
外公家族里的人都不太同意这门婚事。只
有外公力排众议， 最后我的父母于 1935

年结婚了。

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大学毕业后在
上海教书转而当律师的父亲不愿当亡国奴，

在外公的支持下回到义乌积极参与抗日救
亡运动。

由于父亲既有“傲人”的学历，又是陈望
道的女婿，因而声名远播。一方面，他得到了
思想进步、赞成抗日的国民党义乌县县长吴
山民的看重；另一方面，中共义乌县委的地
下党员也纷纷接近他。

1942年 5月 21日前后，浦江、义乌、金
华、兰溪县城先后被日寇攻陷，中共义乌县
委号召组织敌后武装进行抗日。 因当时正
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 中共义乌县委
特别重视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 党领导的
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第八大队即由民
主人士担任队长。“八大队” 的活动区域涉
及金华、义乌、浦江和兰溪四地，因抗日战
绩卓著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父亲
在 1943年 9月至 1944年 3月期间担任“八
大队”队长。

抗战期间，环境艰苦。母亲不仅是父亲
生活上的伴侣，更是出生入死的战友。因为
同时还要照料孩子，母亲更多的是从事后勤
保障工作。

由于日本鬼子丧心病狂，谁家住过游击
队就烧谁家的房子， 吴山民家就被日寇烧
了三次。外公为了不让村民的房产被烧毁，

便耗尽家产建了一座“九间头”房屋，供游
击队员驻扎和休整。为了方便放哨、观察敌
情， 还特地在房子的东西两头各开了一扇

大大的窗户。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八大队”随新四军
北撤至苏鲁根据地，父亲奉命在原地坚持斗
争。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父亲和战友们数
度重建“八大队”，恨得反动派到处张贴布告
悬赏 1000大洋捉拿。

1948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任
命为浙赣线 “路北县政府” 的县长。1949年
后，他先后任兰溪县县长、金华专署法院副
院长、浙江省高院民庭庭长。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 母亲带着我和
年幼的弟弟妹妹与敌周旋、 坚持斗争。她
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父亲和战友的安危，最
终积劳成疾， 于 1950 年 10 月 2 日撒手人
寰。所有熟悉的人都称赞她“不愧是陈望
道的女儿、季鸿业的知音、一位真正的革
命者”。

父亲曾经为母亲写下一首词： 明知此
味难消受，偏是愁人后，红枫港下够伤人，

何苦还求莲叶两相亲？ 将来春去年华走，

痕迹徒然有。若将往事吊伊人，不过两行
血泪透衫衿！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母亲的
深情。

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回到老家务
农。外公经常给父亲去信，鼓励他要坚定信
念。信上，字迹工工整整，没有一个潦草字：

“虽然你现在觉得委屈， 但是你还是应该相
信组织、相信党……听说你自学中医，不计
报酬为山区人民治病， 解除他们的痛苦，这
是天大的善事，要坚持做下去。”父亲能够在
那个年代始终坚持信仰、 努力为百姓服务，

与外公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外公曾经多次对我和丈夫说：“我们
这个家庭里有两个胆大的人，一个是季鸿
业。有一次在山上，他看见一只老虎刚进
前洞口， 就迅速跑到后洞口迎着老虎，趁
着老虎张开大口扑向他的时候，朝着老虎
喉咙就是一枪。”实际上，外公是在夸赞父
亲敢于参战打击日本鬼子和反动派的英
勇行为。

另一个是蔡希陶。 他是蔡葵的弟弟。外
公在 1930 年与蔡葵结婚。1932 年， 蔡希陶
深入人烟稀少的云南原始森林寻找植物标
本， 冒着生命危险采集到植物标本 21000

余号，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揭开
了“植物王国”的神秘面纱，为云南植物学
研究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多年前，著名作家
徐迟曾经为他写过一篇报告文学《生命之树
常绿》。

以关心国事、校事的态度关心家事

外婆蔡葵是一位有学识的女性，毕业于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35年，她赴美留学，获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硕士学位，是积
极倡导妇女解放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翻
译家。她对我们视若己出，无微不至地给予
关怀。

在父亲被打成右派等艰难时刻，她用亲
情温暖我的心。 她说：“只管念好你的书，其
他的事情交给我们。” 我在他们身边健康成
长，一直到大学毕业。

每当临近假期时，他们都会问我：“什么

时候放假啊？一放假就过来上海啊！”一开
始，我都照实说哪天放假，于是他们就会在
那一天一直等着。如果日程有变，就会非常
着急，生怕出什么事。后来，为了不让他们
担心，我就故意把放假的日期往后说几天。

这样，每次我都会“提前”到达上海，给他们
惊喜。

20多年来， 我每年假期几乎都会去上
海外公家。生活在外公身边，就有更多的机
会去深入了解他。 他一生敬重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常说：“我要向他们学习，过家
庭关、 亲戚关、 朋友关， 你们都要自力更
生。”那时，外公有专用的轿车，外婆有时候
出去办点事想叫他顺便带一路， 可常常是
等外婆拿好东西赶出来时， 他的车子早就
开走了。

1957年的一天，我在学校的布告栏里看
到 “著名教育家陈望道先生将于×月×日来
我校讲学”的通知，便找外婆确认，得知她
“获准”将随外公一同前来后，我非常高兴。

可当那天到来时， 左等右等都不见他们的
身影。跑到校长室一问才知，那天早晨外婆
突然生病，外公的讲学取消了。听后当场我
就大哭了起来，校长这才知道原来我是陈望
道的外孙女。

新中国成立后，外公身居高位，却从
来没有为家人谋过私利，包括我们夫妇大
学毕业分配时， 学校都根本不知道我有
这样一位外公。

我和丈夫在嘉兴工作期间， 外公常常
写信给我们，询问生活情况，更关心我们的
思想。

他在 1968年 5月 9日的来信中说：“我
向来关心国事、校事比关心家事为多，直到
蔡先生病重乃至病死之后， 家事无人管，才
稍稍注意一点，但仍以关心国事、校事的态
度关心家事。对于亲戚朋友或自己家中的青
年人也都当作接班人看待。希望他们超过自
己，特别是希望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超过
自己。我对于他们的言行，往往只看其大节，

而略其细目。对于细目，又往往着眼于他的
好处方面。”

1971年， 我的丈夫带队下放到农村。外
公知道情况后立即来信：“知道银生同志作
为领导干部带头下放农村， 你俩的思想上
都是通的，心情也都是愉快的，尤为高兴。

两人骤分两处，自需稍作安排，今寄上一点
藉资弥补，请查收。希望银生同志下去之后
加强锻炼。”

杭高不仅留下了外公当年追随共产主
义信仰的光辉足迹，也是我青春梦想启航的
所在。我在杭高的三度春秋是世界观、价值
观形成的重要时刻。它赋予我的除了知识和
师生情谊，更有永远的怀念。

2019年， 在杭高 120周年校庆之际，我
在这所对我有着特殊意义的母校设立了“望
道奖学金”，学前辈精神，讲前辈故事，希望
年轻的学子能从前辈的光荣和梦想中牢记
苦难与辉煌的历史岁月，用红色的激情和脉
动去拥抱我们的时代、事业和人生，将红色
基因融入血液中并一代代传承下去。

外公等人用他们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
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藏！

（作者为陈望道先生的外孙女）

名人
轶事

今年是外公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发表 100 周年。再一次回忆祖辈铸就的辉煌业绩，再一次迈入祖辈

留下的故居，再一次面对祖辈的音容笑貌，再一次打开祖辈书写的历史篇章，无不深切地为之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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