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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瘟疫，中国古籍早有记载。《周礼·
天官·冢宰》：“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
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 记载：“季春
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古时对瘟疫的认
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
皆可发生。

几千年来，人们对瘟疫的抗击始终没有
间断。隔离传染源、施以有效药物、保持环
境卫生、佩戴口罩等，是历代总结出的疫情
防控的有效措施，都能在文物中反映出来。
可以说，这些文物见证了古人防疫的历史，
承载着先人防疫治病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
髓，对于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舍空邸第”，强制隔离

隔离是阻断疫情扩散最有效最基本的手
段。秦朝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根据 1975年
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某里典甲
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疠。来诣。’讯
丙，辞曰：‘以三岁时病疕，眉突，不可知，
其可病，无它坐。’令医丁诊之。”就是说，
乡里如果出现了疑似的传染病病例，典甲

（典甲，相当于现在的乡长） 有责任调查和迅
速上报。朝廷根据疫情派医生检查治疗，三
岁的小孩也不能忽视，并对相关人员采取隔
离措施。

《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 中，首次出现
“疠所”一词。“疠所”就是隔离区。《睡虎地
秦简·毒言》还记载，知情者和家人应主动断
绝与“毒言”者接触，不与患者一起饮食，
不用同一器皿。

到了汉代，隔离治疗更加完善，《汉书·
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
空邸第，为置医药。”南北朝时期，则成制
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专门的病
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
人。盛唐时期，官办医疗机构更加发达，朝
廷设有养病坊，在各州府也设置有类似机
构，负责各地医事管理和疾病诊疗，当大的
疫情发生时，也承担临时性收容和隔离救治
任务。宋朝的将理院、元朝的广惠司、明朝
的惠民药局等，都是承担隔离治疗的官办医
疗机构。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
源，该何处理呢？据 《周礼》 所载，从先秦
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
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
的做法，以防止疾疫传染。

“浓煮热呷”，药物救治

面对疫情，药物必不可少。
东汉末年，张仲景著 《伤寒杂病论》 一

书，载方 113 个。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

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
着深远影响。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卫生
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
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
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
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
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
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
痛的栝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
良方。

东晋葛洪 《肘后备急方》 认为：“伤寒、
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
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书中立“治
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
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
治疗、预防的方剂。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 《千金要方》 中，不
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
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
消毒等消毒法。

除了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史
书、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还有不少。

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
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
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

（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
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
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 《梦溪笔谈》 中
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靖
康纪闻》 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
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
色），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
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元军发
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

“洒扫火燎”，环境净化

保持环境卫生，对于防疫至关重要。在
殷商甲骨文中有“寇扫”（大扫除） 的记载。

《礼记》《治家格言》《周书秘奥造册经》中均
强调了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同时指出
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我国古代传统防疫的方法之一是熏烟蒸
洗。《周礼·秋官》 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
熏驱蛊防病的方法：“凡驱蛊，则令之”，“除
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
之，凡庶蛊之事”。根据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
看到，秦时期，凡入城，其车乘和马具都要
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

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
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熏方
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两汉时期是古代瘟
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博物志》中特别讲到有
一次长安大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弱
水西国所贡香丸一枚“以辟疫气”，“长安中

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
《伤寒杂病论》中详细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
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治疗方法，熏香便是其中
一种防抗和辅助疗法。

使用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药组方，以求达
到预防呼吸道疾病和治疗疾病的目的。所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宫廷还是百姓生
活中，熏香成了各种史料和医药典籍中最为
常见的驱瘟防疫有效方法。

空气消毒药方的出现在晋代。葛洪认
为，通过熏烧药物的方式，可以预防疫病。
他在 《肘后备急方》 中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
法：“用以雄黄、雌黄、朱砂等为主的空气消
毒药物制成太乙流金方，虎头杀鬼方等预防
传染病的方剂……”其后，唐代孙思邈继承
和发展了这种防疫方法。明代李时珍常使用
蒸汽消毒法。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
山亭 《仙方合集·辟瘟诸方》 说：“天行时疫
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
过，则一家不染。”

“恐气触人”，佩戴口罩

佩戴口罩能阻挡细菌、病毒、灰尘和有
害气体侵害与传染，而且简便易行，是防疫
中的重要物资。古时候，宫廷里的人为了防
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用丝巾遮盖口鼻，“掩
口，恐气触人”。《孟子·离娄》 记：“西子蒙
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用手或袖捂鼻子
是很不卫生的，也不方便做其他事情，后来
有人就用一块绢布来蒙口鼻。

3—8 世纪时流行一种出行帽子，主要用
来遮蔽容貌及身体，以避免路人窥视，文字
记载最早出现于晋代。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
穿戴，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唐代从
武则天时期开始，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
帷帽具有短小、轻便的特点，长仅至颈部，
面部也能稍微显露，帷帽的帽裙由纱网制
成，也具有透视的功能。它们的功能是遮阳
蔽沙，也具有一定的卫生防护效果。

宋代宋慈 《洗冤集录》 记载：用麻油涂
鼻，或作纸摅子油，塞两鼻孔；仍以生姜小
块置口内。遇检，切用猛闭口。恐秽气冲
入。这是讲验尸官验尸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
护措施，与现代医用口罩防护观念相同。

马可·波罗在 《马可·波罗游记》 一书中
记有这样一条：“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
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
物。”这样蒙口鼻的绢布，也就是原始的口
罩。有人考证说那块布不简单，是用蚕丝与
黄金线织成。

明代医学家万全在 《万氏医书》 中提
出，用雄黄点入鼻窍，阻隔疫病于口鼻之
外。这不是口罩，但意识到了呼吸传染。明
末大鼠疫中，吴又可在六淫之外，提出杂气

（戾气） 致病说。他提出戾气自口鼻进入人
体，对鼠疫防范提供了可操作的规范。

1910 年—1911 年，我国东北大鼠疫中，
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坚持认为这场鼠疫不是腺
鼠疫，而是肺鼠疫，可通过呼吸传染，人际
传播是主要渠道。所以他大规模开展了隔离
防疫，并且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他用两层纱
布包裹着一块长方形吸水棉而制成了“伍氏
口罩”，防疫效果明显。

（作者为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研究馆员）

文物见证抗疫史
陈 昀

上图：敦煌莫高窟壁画——掷象：为了防止瘟疫，太子悉达多把死去的大象举起丢到城外。
左图：清代口罩类丝织品，新疆轮台县博物馆藏。

唐燕妃墓捧帷帽侍女壁画，昭陵博物馆
藏。1990 年，唐太宗的妃子燕氏的墓室被清
理出来，墓室壁画中，宫女手中所捧的帷帽
垂挂着一圈长丝穗，形成一道薄幕，有一定
卫生防护功能。

西汉鎏银骑兽人物博山炉，河北博物馆
藏。1968 年，河北满城陵山二号汉墓发掘出
土。在西汉，人们喜爱焚香熏烟，来驱瘟防
疫，养生祛病。

明嘉靖二十九年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二十四卷，甘肃省图书馆藏。《黄帝内经》提
出对瘟疫要早发现早治疗，治疗后防止复发。

睡虎地秦简，湖北省博物馆藏，1975 年
云梦睡虎地 11号墓出土。竹简记载，若发现
有人感染瘟疫，必须主动保持距离并第一时
间向官府报告，患者一旦被官方确诊后，会
被强制隔离，关进特殊的地方，称之为“疠
迁所”。

我爱喝粥，从小就爱。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三四岁，爸妈工作忙，就让奶

奶照看我。那会儿，村里生活条件不强，火柴还叫洋火，
肉很少能吃上。奶奶早中晚三餐，顿顿给我熬粥，棒子面
粥。后来，棒子面不够了，她就拿淀粉勾芡给我喝。

我爸回家一看我，吓一跳，又黑又瘦又矮，跟难民似
的。后来，我家搬到省城，日子逐渐好起来了。因为爱喝
粥，家里顿顿也少不了，除了棒子面粥，红薯粥、山药
粥、八宝粥、菜粥、大米粥、皮蛋瘦肉粥……不一而足。

我的身体呢，到高三那年已经超重了。同样是喝
粥，为啥小时候喝得营养不足，长大了喝得脑满肠肥？

答案很简单，小时候没条件喝牛奶吃面包，能有粥
喝就不错了。后来生活条件好起来了，吃的种类丰富起
来了，肉蛋奶都跟上了，不光喝粥了。

所以，抛开饮食结构的变化不谈，单讨论粥，是形
而上学，绝非科学态度。前一阵不少人围绕“早餐能不
能喝粥”这个话题而争论，就很有这个意思在内。

反对者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孩子早餐要吃
好，多吃高营养、高蛋白的东西，例如牛奶和鸡蛋，别
喝粥。赞成者说，中国很多家庭早餐都会喝粥，这是传

统习惯，凭啥不让喝？更有人说“早上不许喝粥”是崇
洋媚外、不够爱国。

争论这个实在没必要。首先，现在谁家早餐光喝
粥？相信大部分家庭的早餐都得有个三五样。

其次，喝不喝粥，是个人习惯问题，就跟有人不爱
吃香菜有人爱吃一样，怎么能和崇洋媚外挂上钩？至于
有人说不喝粥是反对传统文化，更是无稽之谈。

明代袁枚的 《随园食单》，论述了中国 14 至 18 世纪
中叶流行的300多种菜式，粗粗区分，荤菜一百七，素菜
一百三，常见的谷物瓜蔬、养殖的家禽水产，样样齐
备。白粥只是1/300，能代表传统饮食文化吗？

建议不喝粥的观点，重点不是反对喝粥——也反对
不了，而是说早餐要营养丰富、均衡，光喝白粥营养不
够。这才是关键。营养均衡是个时代进步后才出现的大
众健康问题，有人囿于饮食偏好还做不到，比如就爱吃
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

因此，与其讨论早餐喝不喝粥，不如大家多想想办
法，怎么把不健康、不均衡的饮食结构扳正了，怎么给
自己的食谱里多加些平衡营养的食材。最起码，别不吃
早餐。

您早餐喝粥了吗
熊 建

2月初，当得知要重启北京小汤山定点医
院时，尽管自己二次复发的肺炎刚刚缓解，
骆金铠仍毅然领命奔赴抗疫一线。

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22 家市属医
院834名护士火速集结于小汤山。作为护理部
的“大管家”，北京友谊医院护理部主任骆金
铠说：“每个人在这里都收获了成长，对护理
专业和内涵有了更深的认识、更新的诠释。
这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边施工、边验收、边建团队、边增开病
区”，是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的工作特性。

“我们要在一周内完成中大型规模三甲医院开
业筹备和护理团队的建设。”骆金铠说，考虑
到护士的经历和培训情况，打散排序，保证
每个病区有综合、有专科；在确诊及重症病
区涵盖感染、儿科及心理精神专业的护士，
并在此基础上成立 5个专项小组。“虽然增加
了管理的难度，但可以充分发挥来自不同医
院护士的专业优势，互补互进，边培训、边
实施、边改进、边落实。”骆金铠说。

在她的倡导下，护理人员扩大工作范畴，
从集束化入院管理开始，实现挂号、自动链接
医嘱套、条码打印、快速采集并转交接标
本；筛查期间及确诊转入后开展专科护理、
专科会诊、质量监控、专科宣教；出院时进
行差异化出口管理、细致对接及转运流程、
入住体验满意度调查、复诊随访，实施以护
士为主体的嵌入式全程、闭环、精准管理，确

保了返京人员快速筛查、快速确诊转入或转
出，将筛查时间从52.3小时缩短至23.7小时。

“在这里，护士与待筛查人员，不仅仅是
提供护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每一次互
动，每一个反馈，都会让护士重新认识护理
的价值。”骆金铠说。

为了缓解境外来 （返） 京人员的焦虑情
绪，增进护患互动，骆金铠提出了“家文
化”的理念：“也许只是一次筛查、一次简单
的治疗、一次匆忙的相遇，但只有护理和护
士，才能在人们面对恐惧、疲累和无助时给
予其温暖和希望。”

开业前，护理部与多部门沟通设立了APP
扫码缴费、购物、订餐等服务举措。根据需
要与超市对接，制定夜间采购流程，并根据
筛查人员性别及个性化需求制定夜间购物套
餐4套；根据航班落地时间，定制5个时段的
中西餐营养配餐；组织护士布置病区环境，增
加中英文沟通交流看板 14 项，筛选懂英、
法、日、韩语的护士与外籍筛查人员及患者进
行沟通；编写漫画版宣教手册，制作手工作
品、感谢卡、温馨提示卡及小礼物 3000余件
等；为筛查人员、患者组织生日会42场。

在骆金铠心中，834名护士都是独一无二
的。“希望疫情结束后，他们能够把对护理专
业的更深刻理解、对患者的更细致关爱带回
去，将在这里的感动和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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