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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 中药 中药铺
苏欲晓

差一个月三十岁的某日, 一纸化验单忽然

述自身的不适与痛苦。喜欢渲染病情的自恋型

告知, 活蹦乱跳的我已染积年沉疴, 且无特效疗

病人在这里无从夸大其词, 而重隐私的患者却

法。于是好心人 中医调养 的劝告纷至沓来,

在这种低语中颇觉安舒。

自此开始了与中医、
中药、
中药铺频繁、
忠实、
也
懵懂的来往。

二十多平米的客厅内一个下午任何时候都
有至少八九个待诊求医者。因没有挂号次序,

朋友介绍了一个据说堪称 南方一绝 的康

每个就诊者居然都心照不宣认真而公正地记住

老先生。老先生八十岁, 近一米八的个子, 肩
宽, 背直, 步伐稳健, 头发微卷, 花白, 脸庞丰满,

谁先来谁后到。我一进屋总是先迅速打量屋内
所有候诊者, 大略记住他们的面孔, 而后安心落

面色红润, 略鼓的两颊虽有些许老人斑, 看上去

座, 看报, 看书, 等这些面孔中的最后一个走了,

居然感觉有我家三岁儿子皮肤般的弹性, 此乃

便大胆坐到老人跟前, 无须操心有人抢先。偶

生平第一次目睹鹤发童颜的实例。
老人家中客厅坐诊, 既无助手也无护士, 既

有记不清者无意间违反次序, 也只听到轻轻一
两声辩白, 便自行解决事端, 不敢在老先生府上

无挂号牌也无收费卡, 只有座位旁边的架子上

有任何放肆粗鲁。老先生对门诊费不做任何规

落着的一叠叠病人病情记录和药方底稿。老人
无论厅内病号多少, 时间多晚, 每个病人坐到跟

定, 介绍我去的那位朋友兼病友说一般给二十
元, 也有给五十元的, 十元五元的也有, 当然还

前, 问清他的名字和上回问诊时间后, 总是不慌

有上百上千元的, 多是从东南亚来求医的深觉

不忙从那一大摞药方底稿中找出这位病人的记

生命诚可贵 的富商华侨。此外, 不给也行。我

录, 然后再不慌不忙把剩余的病历用那条不知
捆过多少回又松过多少回的已经成须的红塑料

有一回居然就做了 不给者 。那是因为自己过
于专注询问老人自己的治疗方案, 以致最后拿

绳结结实实系好, 放回原处, 然后笑眯眯的用低

起药方, 连声道谢后就告退。回到家中, 一拍脑

得只有近在咫尺的患者本人才听得清的声音询
问病情。这时, 这位病人哪怕被疾病折磨得再

袋, 才记起忘付诊费, 羞愧不已。本是一个月拜
访老人一次, 那回急于还钱, 第二个星期又去问

亢奋或再怨怒, 也立刻像被施了魔法似的, 别无

诊, 除了奉上该次二十元诊费, 还连声赔不是,

选择地以平平静静的表情, 低低微微的声音叙

说上回忘记付了, 补上, 共付了四十元, 卷成一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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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递给老人, 似乎只有这样尽量掩饰钞票的模

盒子中不知藏在哪个角落的那味中药实物。然

样和付钱的动作, 才不碍表达此时医患之间超
越钞票的情谊。当然老人完全忘记了我是谁,

而, 它的存在却执拗刺耳地提醒着人们, 贞洁曾
经是, 在良知的最深处至今仍然是一份值得珍

对我的道歉也恰到好处地以礼相待, 连声 不要

视的品质, 一份于家庭于社会, 于个人操守于人

紧, 不要紧 , 同时同样含蓄地收下了我的付
款。老人总是穿着左胸前带兜的衬衫, 他接诊

类文明不可缺少的美德。女人有幸代表男人和
女人构成的全体人类选择了这个词汇, 正如男

费时从不看钱, 也不去感觉它的厚薄, 接过就往

人选择了具有同一含义的另一词汇 忠诚 。虽

胸前兜里塞, 而每一个患者或他们的家属付钱

然今天

时也从不把钞票展开, 或百元或十元, 量力而
行, 总是叠成小块, 当作 聊表心意 的酬礼递

想, 但我也执拗地相信, 喜欢这个词珍惜这个词
的人不只我一个。

上, 既心甘又情愿, 既谦恭又文雅, 尽管按他们

问得方子后自然是 奔中药铺。今日 的中

的外表气质来看, 平日对钱财交易决非如此忸
怩羞涩。我对老人府上这等纪律性, 这种收驯

药, 无论是药店里的医院里的, 总让我倍生怀旧
之情。一方面电脑开方电脑联网( 谢天谢地, 康

人性之张扬的效力 !! ! 尽管是暂时的 ! ! ! 颇感

老先生府上门诊不用电脑, 是很清瘦的手写圆

讶异, 因之, 沉疴固然未愈, 对上门求医倒一直

珠笔字) 塑料袋兜药的确提高效率无数倍, 对病

兴味盎然。
再看老人的方子。嗬! 第一回药方上全是

人无任何不益; 另一方面, 现代化的中药铺使原
有的文化味儿全然失尽。本来嘛, 看中医的人

吃的。老人说我 阴虚 , 该 扶正固本 。重头药

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 用不着赶 得猴急去拿

是冬虫, 属于名贵药。此外, 多是我平日爱吃的

药。把中医特有的气定神闲分一点与病人未必

东西: 莲子、芡实、苡仁、
淮山。 炒枣仁 让你感
觉一股香喷喷刚出炉的味儿; 北沙参 中的

对他们没好处。小时常陪多病的 父亲去看中
医, 有时就在药铺找一个长着李时珍脸的老先

北 字老先生喜欢把它写得小小的, 藏在 沙

生看( 中医非老没人缘, 这似乎是个铁板钉钉的

参 一词的左上方。据一中药铺老头说, 这 北
沙参 和 沙参 还略有不同, 究竟如何不同我也

事实, 最好还要脸盘清瘦, 一捻山羊胡须) 。特
爱偎在一旁看先生挥笔, 一般是用钢笔, 碰得

忘了, 只觉得躲在角落的那小小的 北 字蕴藏

好, 还能撞上一个挥毛笔的, 那就把我佩服得五

了这味药的所有奥妙。 合欢 、 夜交藤 , 前者

体投地, 回家去悄悄学着药方中一两个看得特

似乎总是在诗歌辞赋中出现的美丽植物, 而 夜
交藤 从药柜中取出毫无枝枝蔓蔓的 藤 样, 但

别入眼, 觉得特别好看的字样在纸上描摹, 这个
癖好至今未减。父亲问完药我就帮着去拿药。

那名字不禁让人想到明月秋窗的夜晚, 枝藤漫

那时最常去的药铺是开在家附近一个叫 兴无

生的园囿, 这份静谧闲适, 怎能不让人酣然入眠
呢? 是以, 夜交藤配合欢, 安神助眠也! 前不久

的百货商店。二十多年过去了, 现在想起这 兴
无商场 里的中药铺仍是兴味无穷。

又到老先生家改方子。不得了! 这回方子上赫

先是这药铺所在商场的名字。三十岁以上

然加了个 女贞子 , 据说也是滋阴补虚的。且

的人一般都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日

不论它药用如何, 这名字已让我爱不释手。盯
着药方仔细端详, 老先生这三个字的字形都已

子还是 兴无灭资 的时代。 无 即 无产阶级
专政 , 资 即 资本主义 。大概既为人民服务

铭记在心。在今天这男性目光注视下女人衣服

又为赚钱营利的商场未免与 资 太接近, 所以

越穿越少, 少妇少女争相 挺好 的岁月, 贞
洁 与女人裹足几近同义, 而 女贞子 一词则如

无 要特别突出, 特别 兴 , 既坚持了 无产阶
级专政 , 又昭告世人本商场实 无 资本之嫌。

天外异音, 孤独, 微弱, 无人迎合, 无所寄寓, 除

政治挂帅的年代商业的尴尬、羞涩乃至矫饰由

了这 滋阴补虚 的药方, 以及中药铺无数个小

此可见一斑。然而, 撇开当年的政治语境,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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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这个词在今天这 商机无限 的岁月居然不

远是歪着的, 他的两片潮乎乎的厚嘴唇永远是

止不过时, 反能引发一连串后现代的联想 !! !
无 即虚无, 无论芸芸众生如何奔波、经营、算

闭着的, 除非万不得已, 他的声音在这个四五个
人的药铺里永远是听不到的。每 回我递上药

计、争斗, 或暴富或赤贫, 或劬劳一生或享乐一

方, 他便把它摊在柜台上, 歪着脑袋掠读一遍,

世, 所兴起的一切不过尽属虚无, 所谓海明威的
获而一无所获 , T. S. 艾略特荒原上的 一把

看方子上的药是否他们都齐备, 然后用一根磨
得溜光的深褐色长方体木块镇住药方一角, 再

尘土 , 圣经∀传道书#里的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

从柜台底下按药方写明的剂数抽出数张黄色的

是虚空 。当商业所催发的金钱与物质的允诺

毛边纸, 一同摊在柜台上, 也用镇纸压好, 每张

在人们心中膨胀得有些失控时, 当 发发发 !
888 成为发财、发达的代表性语符一路吆喝登

纸的中央再搁一同质地的小纸张起加固作用。
然后他拿起那把漂亮的小秤子, 歪着脖子到药

堂入室, 为店名、
厂名、公司名、
电话号、
车牌号、

柜前秤药去了 !! ! 那小秤子跟我在家中爸爸教

房门号争相迎迓时, 兴无 曾有的收敛与现有
的透达未尝不是一剂良方, 让为 发 而迅急的

我做的玩具小秤差不多大小, 但它精致多了, 那
乳白色的秤杆我一直相信是象牙做的, 而我的

心跳, 飞升的血压, 亢奋的斗志稍稍趋缓, 回落,

玩具秤杆只是一截细竹竿 ! ! ! 我一边看着歪脖

稍稍带点踌躇。

子师傅全神贯注来来回回地取药秤药倒药在纸

话说兴无商场的药铺, 它在商场的右侧。
木板地, 高高的屋顶, 夏天十分阴凉。前后各一

上, 一边对他那杆小秤起着明知不得实现的觊
觎之心。不久, 方方正正的毛边纸上就铺满了

方天井, 铺着石板, 是现在已少见的长方形湛青

一小堆一小堆分开放的各味中药。待取完药,

石板。据说整座商场都是由原来一个大资本家

歪脖师傅又把脖歪得更厉害些, 对着药方, 把纸

的豪宅改建的。从商场寒碜的摆设也按捺不住
的商场原址的大气来看, 此说并非虚言。药铺

上的中药一一核对一遍, 然后把纸上的药合拢
包扎起来。每到这时我所有的精神都提起来,

按规矩分作两侧, 一侧卖西药, 一侧卖中药。中

要看歪脖师傅如何打包, 但还是目不暇接, 歪脖

药铺这侧墙上有一幅盖过整面墙的鹿茸燕窝广
告画。当然当时没有 广告画 这一词或这一概

师傅的动作实在麻利漂亮, 不消片刻, 一包有棱
有角的等边梯形的药包就出现了, 药包的正面

念。那幅画不知为何令我非常神往。淡蓝色的

还叠出一点花样, 其他每包的模样也完全同出

画面上黑背白肚皮的燕子在永远往南飞, 燕子

一辙。此后他又迅速地把包好的每包药叠在一

巢画在一个很突出的位置; 更近处是一只眼睛
特别温存善良的梅花鹿的上半身, 鹿角也特别

起, 从柜台底下抽出一段红白相间的棉线, 从上
往下把整捆药一扎, 打个十字, 再一转, 一个死

突出地另画一处, 旁边用好看的篆书写着

鹿

结, 一扯, 顶端一个线圈, 正好让我钩在手指上

茸 二字。画面其他部分有些花儿草儿, 还有一
条小河, 很平 凡的一幅动植物和平共处的情

带回家。这死结这线圈是怎么打的, 至今对我
仍是个谜, 歪脖师傅的动作快得存心要把这项

景。显然, 当时的 广告画 的确是就事论事, 没

小小的技巧变成一桩旷世奥秘, 而今, 现成的塑

有把消费者考虑在内, 不具任何刺激性, 能吸引

料袋、纸袋兜药的高效率时代 ! ! ! 可歪脖师傅

的只有我这个当时不满十岁的黄毛丫头。同一
主题, 今日的广告必定少不了一个唇红齿臼冰

一点不低效呀 !! ! 这 奥秘 更成绝版, 永无从
探知了。

肌玉肤的女人: 燕窝今日最热门的用途岂不是
养颜美容, 女人的第二生命么?
除了墙上这幅画, 我最爱看的就数柜台后

一身顽疾, 两代病号, 生出了这么些闲言碎
语, 闲情闲趣, 也算是为这场未结的无奈找点乐

面一位中年药剂师, 因为他有三个永远不变的

子, 添点慰安。想起时下流行的一句 体己话 :

特征, 如同那画上永远南飞的燕子。他的头永

什么都要就是病别要。 前半句贪得无厌的邀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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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后半句徒劳无功的抵御, 不知这句如此一厢

胡, 拉得臭极了, 有一个夏夜他在满是纳凉人的

情愿愚不可及的告白怎能深得人心, 言者表情
一片赤诚。或许在价值缺失混沌的今天, 只有

禾场上闭着眼睛拉了老半天, 自觉得有些累了,
就把眼睛睁开来, 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坐在他的

对病与死的恐惧是尖锐不含糊的。相形之下,

面前。他感动得一塌糊涂, 唏嘘道他这是姜同

中医、中药、中药铺则像一组直面人生的智者,
温雅坦然地点拨着活人: 瞧, 你是会病的。 而

志碰到了俞同志, 高山流水遇知音哪! 别人听
不懂, 惟有你听得懂; 别人都跑了, 惟有你坚

这, 离古希腊哲人另一智慧训言也不远了: 记

持。声泪俱下, 浑身筛糠。不料那人吼一句: 呸,

住, 你是会死的!

亏你想得出, 我不是等你屁股下头的板凳, 早就

苏欲晓, 教师, 现居厦门。主要著作有译著
英国小说∀天路历程#。

回家抱堂客过文化生活去啦! 所以老牛一到什
么地方, 有堂客的就回去过文化生活, 没堂客的
就背过去好像不认得他。好在老牛因为善良而
不敏感, 也不怎么在意。没人听祥林嫂说她家
里的烂事, 她就跟自己说。契诃夫有篇小说叫
∀苦恼#, 写一个马车夫死了儿子, 他想向别人也
就是坐马车的人诉说, 别人懒得听, 最后他就只
好跟那匹老马说。所以没人说跟自己说或是随
便找个什么东西说, 是中外皆有的事, 一点不奇

散文一束

怪。
老牛的情形略好。因为老牛总是遇到我。

老牛的外国或外国歌

老牛不是姜同志, 我也不是俞同志, 但是我还是
坚持不回去过文化生活, 也不背过身去装不认
得他。人要有同情心嘛。万一老牛性起了, 一家

何立伟

伙跑到蒙古去找马, 你再怎么免谈往事又于心
何忍嘛。
老牛叙旧是要呷酒的, 我于是陪他半斤。
两个人把颈根呷得像烤香肠了, 一般就要唱

人一上年纪, 就喜欢怀旧。我说的不是我,
是说我一个朋友老牛。我上了年纪, 但是还喜
欢扮嫩, 虽然是秃颅, 却爱顶一顶棒球帽, 无发
无天, 仿佛随时提脚就到迪厅里去海一把的模
样。所以跟我免谈往事, 就这么把一大把年纪
藏在咖啡馆的暗影里头了。我们年轻的时候说
谁在白天的阳光里看上去显老, 晚上在夜黑风
不怎么高的地方看上去显嫩, 就说该人是 夜王
心刚 。所以我见女士一般都是在晚上, 当然,
咖啡的单子还是要我这个王心刚来 埋 的。
人家老牛就不一样, 显得很真实。见到你

歌。唱歌并不是我要唱, 是他老牛要唱。因为旧
事已叙了一堆, 高潮马上是击节放歌。这真是
古风犹存呵, 竹林七贤们也不过如此罢。
唱么子? 老牛醉眼瞧定我。
随便。 我亦还他以醉眼。
老牛是文工团里长大的, 从小受艺术熏陶,
老了没甚可骄傲, 除了同人比旧事, 就是同人比
唱歌, 也就是比受过的熏陶。不过在下也未必
蠢到不通音律, 乐器也玩得几样, 还不至于要搞
得别人回家跟堂客玩相扑或者背过身去装面糊
呢, 你要比就比嘛。
那就唱外国的!

老牛兴致澎湃起来。

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 而是叙旧。逮一个叙一

要得要得!

个, 情形有点像民间的故事 ! ! ! 说一个人拉二

我唱上句, 你接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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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必就没得什么可澎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