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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 玾 人 生 九 十 载灿 玾 人 生 九 十 载 医 文 并 茂 誉 杏 林医 文 并 茂 誉 杏 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管管 斌斌

玾，音jiǎ，玉名。
灿玾，灿烂美玉。
张灿玾，“国医大师”，名副其实。
2009 年 5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卫生部等部门评选出 30 位“国医大
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评选并
表彰，张灿玾是山东省唯一获此殊荣者。

济南的千佛山上，春光明媚，翠柏生
发着诗意。在山脚下的一个小区里，伴着
舒缓、深沉的吟唱，记者听到幽幽的古琴
声。循声而去，敲门而入。

“扫了老人家雅兴，打扰、打扰！”记者
连忙致歉。

“欢迎、欢迎，我这是乱弹琴。”张灿玾
甚是平和、热情，一张方正的大脸盘，一头
银发往后梳着，说话还带有胶东口音。

房子很普通，顶到楼板的书架上，满
是书。家具很是简朴，墙角摆了不少奇
石，一盆刚开的水仙花清香弥漫。

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一直没放慢与
岁月赛跑的脚步。生于 1928 年 7 月的张
灿玾，在那乱世只上了 6 年半学，15 岁就
跟着爷爷、父亲学中医了。

到如今，老人整理出版了《张灿玾医
论医话集》等 400 余万字的医学著作，第
四本书《保元堂三世医案》已写完，张灿玾
说：“书中收录了 1200 个病例，其中祖父
的50例、父亲的600多例、我的有500多
例。”

他的家乡在山东荣成市下回头村，村

庄离海很近。小时候，等到退潮，他喜欢
去挖蛏子、弄海蛤、拣小蟹。有一次，他看
到一块光滑的石头，一手盈握，甚是喜
欢。看着石头，他在想，得多少年、多少次
海水的冲磨，才使它这么好看？“我这块顽
石，怎么才能雕琢好？读书，读书，靠读书
的海浪，把暗昧冲去，把偏颇冲去⋯⋯”有
此感悟，他一本本地读着家中的藏书。

“初度临东海，医门育此身。十三逢
乱世，弱冠始行仁⋯⋯”这是张灿玾的诗
句。他不到 20 岁就开始行医了，在乡里
小有名气。

命运总是厚爱有准备的人。1958
年，30 岁的张灿玾被选送到南京中医学
院深造。来到这六朝古都，他站在长江边
上，看着滚滚江水，想到“江河不择细流，
故能成其深”的句子，联想到自己的学习
——要有大江东去、奔流到海的志向，要
汇聚知识的细流，积少成多。那么多好书
没读过，那么多知识没学过，他如饥似渴，
拼命学习。有的星期天，他带上一本书，

到玄武湖畔，找个亭子，坐在那埋头读书，
不觉就是半天。

“侵晓闻鸡舞，灯下笔耕勤。足以扶
困厄，犹可疗斯民⋯⋯”张灿玾用诗句书
写着自己的勤奋。正是点滴积累、系统学
习，为他的教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壮岁金陵去，归住黄河滨。执鞭杏
林下，桃李几度春⋯⋯”从南京学成归来，
张灿玾进入山东中医学院（后更名为山东
中医药大学），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
凡是受业于他的学生，都记住了老师制定
的习业训词：“厚德怀仁，乐群敬业，医文
并茂，理用兼优。”张灿玾培养的 18 名博
士生、4 名硕士生，都成为本学科的学术
带头人。

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让张灿
玾形成了鲜明的治学思想：基本功的培养
和训练是从医的重要基础；临床实践是体
验中医理论和建立中医信念的关键；集临
床、理论、文献于一体是加深掌握中医学
术的需要；医文并重是中医学的一大特

色；博览群书、兼容并蓄，是学术水平不断
提高的源头活水；坚持继承发扬，是立于
不败之地的指导方针⋯⋯

不论是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还是成
为山东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在尽教学、
行政、研究之职的同时，他也在尽给患者
看病之责。他一直强调，中医既要重理论
研究，又要重临床实践。

“中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成长
起来的，包含了人文学在内，体现了‘人与
天地相应’的哲学思想。”他常对学生讲，

“要学好中医，不仅要看专业书，还要多读
文史哲方面的书，以求融会贯通”。

张灿玾还是多才多艺的。当年在老
家，张灿玾参加了村里自办的剧团，导演
了多部话剧、歌剧、京剧，他会吹笛子、唢
呐和拉二胡，还画山水、练书法、搞篆刻。

人们称颂他为“琴棋书画老中医”！
记者看到墙上挂着的京胡，请张老拉

一曲。“爷爷能拉几十出，如《失空斩》《武
家坡》《群英会》《四郎探母》等。”孙子张鹤
鸣边帮爷爷取京胡边说着，“爷爷以前还
登台演出呢！”张灿玾调着弦，谦和地说：

“好久没拉了，手不那么灵便了。”
就像他把手指搭到患者脉上，对脉象

的浮、沉、迟、数等总号得那么精细，他把
手指搭在琴弦上，揉按得轻、重、缓、急，拿
捏得那么精到。悠扬的二胡声，飞扬到窗
外，树上的喜鹊欢叫着、跳跃着，似乎也欣
欣然，歌之、舞之⋯⋯

开栏的话 工艺美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人类文化价值、思想智慧与实践经验，同时以

美的形式服务生产生活。中华大地上有着一大批成就卓著、技艺精湛的工艺美术大师，他们不忘初心，坚守工匠精

神，引领行业发展。为弘扬工匠精神、助力中国智造，本版特推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专栏，以展现大师艺术成

就、事迹风采和时代精神，敬请广大读者垂注并积极提供人物线索。

本版编辑 杨开新 徐 达
联系邮箱 jjrbrw@163.com

蓝凤秀：

“天路母亲”得偿所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童童 政政 周骁骏周骁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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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岁，开山辟路，让村里直通山外；69 岁，钻井
引水，让乡亲们喝上放心水；72 岁，助力贫困村庄改
变面貌⋯⋯作为广西上林县西燕镇岜独村上绸庄农民，
蓝凤秀是有故事的人。

上绸庄是座只有 16 户、80 多人的瑶寨。前些年，
村民出入都要经过一座400米高的山，跟外界联系的唯
一通道是条只能一人行走的羊肠山道。全庄生活用品、
农资，甚至修建房屋的砖木，都要靠人背马驮，由于山
道险峻，发生过人畜跌下山崖的险情。

身为上绸庄村民小组组长，蓝凤秀如同一位“老母
亲”，无时不想着修通道路。2006 年，64 岁的她感到
岁月不等人，凭着自己在庄里的威望，她提出开山修建
盘山公路的建议，得到群众响应。她动员在外打工的两
个儿子给庄里捐助8万元用作修路资金，这个举动感动
了全体村民，大家纷纷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

施工期间，蓝凤秀每天总是第一个出工，最后一个
收工，劳累让她整整瘦了一圈。2006年12月份，一条
长达 3 公里的盘山公路修通了，被称为“母亲的天
路”。然而，这只是一条简简单单的沙石路，山洪一暴
发就能把路基冲垮。她又多次奔走，争取到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支持，并带领村民将“母亲的天路”全部硬化。

路通了，蓝凤秀又开始操心村里的饮水问题。在自
己掏钱钻井取水失败后，蓝凤秀翻山越岭上山找水源，
并到有关部门请求支持，终于在 2013 年使清冽的泉水
流入各家各户。蓝凤秀高兴地说：“把水引到各家各
户，这是我这辈子最后的心愿。”

话虽这样说，70 多岁的蓝凤秀至今依然在忙碌，
并把眼睛盯在庄里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上。在蓝凤秀的
带领下，昔日贫穷落后的上绸庄建成了祖祖辈辈未曾敢
想的文化室、戏台、标准篮球场，吸引了外出务工的村
民返回家乡发展各种产业。如今，全庄家家户户都建起
新楼房，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蓝凤秀（右一）带领群众挖山修路。 （资料图片）

春耕时节，高级农艺师干志
峰和同事一大早便来到甘肃灵台
县上良镇西门村的实验田里，小
心翼翼从地里刨出一簇麦苗，仔
细察看小麦的根系长势，然后又
轻轻将麦苗栽了回去。麦苗返青
很好，已经 59 岁的干志峰嘴角
流露出一丝微笑。

1977 年，干志峰从甘肃平
凉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响应国
家号召自愿报名进藏援藏，被分
配到西藏日喀则地区农业科学研
究所从事麦类作物研究工作。当
地盛夏时节还时常风雪交加，抬
头望去，不是大山，就是高天，
血气方刚的干志峰没有丝毫怯
意，他喜欢与小麦打交道，和来
自全国各地 50 多位专家一起学
习、科研，去过 10 多个省份搞
学术交流。

1991 年，干志峰调回原籍
灵台县的什字镇良种厂当技术
员。看到农民在小麦选种上良种
意识不强，小麦品种选择杂乱，
产量相当低，他急在心里，就主
动与多家科研院所联系，相继引
进了优秀小麦品种，当年全县小
麦就实现了丰产。“我在农村长
大，工作又和农民打交道，对农民有感情，能用学到的
知识帮助像父母一样的庄稼人，我心里才踏实。”干志
峰说。

1994 年，干志峰被调入灵台县种子公司工作，从
此他有了更广阔的天地。他深入了解塬区、山区、高台
地等不同区域的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通过不断地观
察、试验、摸索，先后研发推广了许多小麦品种，这些
种子弥补了复杂的生态区域所需，受到乡亲们的青睐，
种植面积扩大到100万亩以上，他也由此成为陇东大地
上的小麦“名人”。2007年，他调入县农技推广中心工
作，每年到秋播之前，他的手机号常常成为群众争相拨
打的热线，干志峰总会不厌其烦地给出最合理的建议。
30 多年来，他先后承担各类课题研究项目 90 多项，引
试推广60多个品种，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3项。

面对种种荣誉，干志峰仍保持自己内心的淡定。每
到农时，即将退休的他依旧和年轻人一起走进农田，用
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麦地站好最后一班岗”。

①① 王树昌王树昌（（右右））正在雕刻新作正在雕刻新作《《欣赏欣赏》。》。

②② 虽已年过七旬虽已年过七旬，，王树昌仍王树昌仍““刀刀””耕不辍耕不辍。。

③③ 精益求精的王树昌正在对作品进行最精益求精的王树昌正在对作品进行最

后雕琢后雕琢。。

④④ 王树昌细心向徒弟传授雕刻技巧王树昌细心向徒弟传授雕刻技巧。。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中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成长起来的，

包含了人文学在内，体现了人与天地相应的哲学

思想。要学好中医，不仅要看专业书，还要多读文

史哲方面的书，以求融会贯通。

初见王树昌，大师正坐于一隅，默
然无语。老者一袭灰衣，神情宁静，一
眼望去，如一尊未经丝毫雕琢的璞玉。

寒暄间，记者紧紧握住了老者的
手。这是一双饱经沧桑却又无比温暖的
手，这是一双粗糙厚重却又巧夺天工的
手。正是这双手，在 1986 年精心雕琢
出《坐山观音》一举夺得部优大奖；正
是这双手，受有关方面委托承制了周恩
来、鲁迅、李时珍等广受赞誉的名人雕
像；也正是这一双手，将河北曲阳传承
千年的石雕技艺推举到了全新高度。

循着老者的足迹，记者推开了“王树
昌代表作品陈列室”的门，随即置身于一
座顶级雕刻作品争奇斗艳的殿堂：天女
散花的仙子发髻丝丝可见，衣带飘逸灵
动；打闹嬉戏的仕女眉目传神，服饰精美
绝伦；正在耳语的爷孙其乐融融，人物圆
润剔透⋯⋯闲时，这里便是老者最常待
的所在。人与石雕，相看两不厌。

石雕有何秘笈？老者笑答：德在技
先。无论是细腻的发丝、精美的服饰，
还是逼真的神情、独到的气质，这都是
技的层面。若要将人与石雕合二为一，

一定要有德，尊重传统，尊重作品。此
言不虚。在老者从事石雕艺术五十年之
际，他得到了同行的莫大褒奖：先生深
得中国传统雕刻艺术之精髓，以精湛的
技艺传承中国文化，以经典的作品诠释
着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的 辉 煌 ， 实 乃 业 界
楷模。

链接：目前，河北省曲阳县共有雕刻
企业2300家，从业人员近10万人，雕塑
产业年产值达数十亿元，该县雕塑文化
园区被评为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

人 如 其 石 德 为 先
图/本报记者 李景录 文/本报记者 胡文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