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语念慈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是国际护士理
事会为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弗洛伦
斯·南丁格尔于 1912 年设立的节日。其实，
护士这一职业在医院出现的时间并不长。19
世纪初，英国虽然设立了许多较大规模的医
院，但还没有专门的护士，只是由仆役兼管
一些护理工作。1836年，德国一位青年宗教
人士开设了一所医院，并训练了一批年轻的
姑娘专门负责病人的护理工作，这就是最早
的护士。

在我国古代，也有一些女性从事类似护
士的职业，或者干一些医疗护理方面的工
作，只不过她们最早的名称不叫护士。

居家“侍疾、侍亲”的女眷

我国古代没有专门的医疗护理人员，医
生一个人要身兼多职，既要负责看病又要管
护理。由于受到儒家“男女授受不亲”等封

建礼教的影响，女性难以在社会上从医或做
医护管理。但对家庭成员的医疗护理方面，
儒家礼教却要求女性家眷发挥主要作用。儒
家提倡礼仪和孝道，孝道的核心在于“侍
疾”“侍亲”，所以我国古代的家庭医疗护理
工作，大多数时候是由家庭成员特别是由女
眷完成的。

从秦汉到唐宋，护理家中病人都是儒家
礼仪规范的重要部分。唐代贞元年间的《女
论语》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女子训诫书
籍，书中详细规定女子的言行举止和持家处
世事理。其中有“父母有疾，身莫离床，衣
不解带，汤药亲尝，祷告神祇，保佑安
康。”北宋司马光在 《居家杂仪》 中要求：

“凡父母姑舅有疾，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
尝药饵而供之。”南宋朱熹在 《朱子全书》
的《家礼》里，把子、女、儿媳照顾家中患
病长辈的分工予以明确。在其后历代出现的
各种《家训》中，更是详细规定了女眷如何
做家庭疾病护理，把此列为居家礼仪的重要
事项。古代这些“侍疾、侍亲”的女眷，可
以说从事的就是家庭护士的工作。

有一定医疗技能的“药婆”“稳
婆”“医婆”

元、明、清时期，社会上有所谓的“三
姑六婆”，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在其编纂
的 《辍耕录》 一书中说：“三姑者，尼姑、
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
婆、虔婆、药婆、稳婆也。”其中的药婆、
稳婆就是具有实际医疗技能的女性医护者。
清人褚人获解释“药婆”为：“捉牙虫，卖
安胎堕胎药之类”。她们身处街巷，为人疗
病、卖药或帮助妇女堕胎，以此谋生。在明
清士人笔下，她们有时也被称为“女医”。

“稳婆”也称产婆，即为人助产者，是旧时
民间以替产妇接生为业，以及在生育方面提
供医疗辅助的人，因历史时期和南北地域不
同，“稳婆”还有“产婆”“收生婆”“接生
婆”等多种称呼。

另外，明代还有“医婆”，医婆就是在
宫廷中供职的女医务人员。明朝蒋一葵在

《长安客话·三婆》中记载：“民间妇有精通
方脉者，由各衙门选取，以至司礼监御医会

选，中者著名籍以待诏，妇女多荣之，名曰
医婆。”可见医婆即民间的女性精通方脉
者，因为宫廷有专门的御医，医婆很多时候
只是用来护理宫廷有品级的嫔妃们。所以医
婆与其说是女性医生，不如说是女性护士，
是对御医的一种补充。

医院最初的护士多为男性

中国医疗护理事业兴起于清朝鸦片战争
前后，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开设教会医院而
传入中国。

1887年，美国妇女联合会的护士麦克尼
奇在上海妇孺医院开办了一个护士训练班。
1888年，美国的约翰逊女士在福州医院开办
了我国第一所护士学校，当时社会风气未
开，年轻女性不被允许在公众场所出现，因
此医院招收的护士多为男性，首届只招收了
3名女生。

1906年，北京协和医院开办了护士训练
学校，正式招收男护士。1920年以后又开办
护士专修科，停止招收男护士，逐渐改招女
护士。1921年，协和医院联合燕京、金陵、

东吴、岭南大学创办高等护理教育，学制
4－5年，并授予毕业学士学位。1932年南京
创立了我国第一所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
学校。

随 着 国 内 这 些 正 规 护 士 学 校 的 开
办，中国女性逐渐成为医疗护理队伍的
主导力量。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
作家协会会员）

漫 话 我 国 古 代 的漫 话 我 国 古 代 的 ““ 护 士护 士 ””
□□ 嵇立平

工业革命之后，欧美各国在科
学道路上发力狂奔。当更早的那些
文明古国醒悟过来时，却已经成为
科学道路上的后发国家。直到今
天，仍然没有在整体上追赶到位。
然而，这些国家也有本民族的科学
伟人可以宣传，传记电影 《拉马努
金》讲的就是印度的天才数学家。

讲述这位数学天才的传记电影
有两部，另一部 《知无涯者》由英
国人创作，使用英国人的视角，主
演也是英籍印度人。而这部印度人
自己的电影，服饰、化妆、道具各
方面无疑更加到位。十九世纪末泰
米尔人的服饰和发型，浓厚的宗教
气氛等等，都是印度版的特长。

不过，印版 《拉马努金》 有个
我们熟悉的主题，就是“外国人能
做到的，我们印度人也能做到”。经
常出现的情节就是人们不相信一个
印度人也能在数学上有所作为，结
果被拉马努金打脸。

但是，电影无法回避一个根本
矛盾。当时印度本土还没有科研环
境，拉马努金是靠英国剑桥三一学
院院士哈代的赏识才登堂入室。所
以，电影经常出现的桥段就是某个
印度人嘲笑拉马努金不切实际，而
某个英国人站出来为他辩护。

到十九世纪末，先发国家已经
成为全球科学平台。后发国家中即
使有科学天才，也需要西方国家这
些平台才能出头。拉马努金去世十
年后，印度人钱德拉塞卡拉·拉曼获
得亚洲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他完
全依靠印度本土的实验条件，发现
被称为“拉曼散射”的光学现象。
不过，拉曼的成果属于量子理论的
一部分。这个领域当时正在兴起，
空白点极多，相对容易出成果。

从那以后，只有若干名印度裔
学者在西方国家获得过自然科学领
域的诺贝尔奖。而在印度本土，拉
曼之后只获得过一次诺贝尔经济学
奖和两次和平奖。这些事实充分说
明，科研条件虽然不能从微观上束
缚一个天才，却能在宏观上制约一
个国家。

如果把民族视角换成科学视
角，拉马努金的传奇性更能得到体
现。按照今天的标准，他完全是一
个“民科”。由于过度偏科，拉马努
金连高中文凭都没有。他的数学发
现很大程度上靠天赋，缺乏严格的
数学论证。拉马努金只活到 32 岁，
要花很多精力为生计操心，甚至没
时间把成果系统整理出来。

拉马努金去世后，不断有人从
他的手稿中发现有用的成果，再通
过严谨的数学论证完成它们。拉马努金更像一个神
秘的武林宗师，留下难以破解的武林秘籍。如果我
来加工这个题材，干脆就不拍他本人，而是虚构一
段各国数学家追踪拉马努金手稿的故事。这样更有
传奇性，更能反衬他的伟大。

以拉马努金之天才，势必与当时落后的环境格
格不入，电影自然也要在这方面有所表现。拉马努
金不是科二代，父母都不懂数学。他工作在会计师
事务所，并非科研院所，周围没有和他对等的数学
天才。

可以说，如果要找一个围绕拉马努金的核心冲
突，那就是他与环境高度不匹配。这种矛盾足以扼
杀绝大部分天才，拉马努金又是怎么挺过来的？可
惜影片没给出答案，反而更多展示拉马努金普通人
的一面。比如，花去很多笔墨讲他的恋爱婚姻，甚
至婆媳矛盾，而这些情节又与他的数学成就无关。

影片中，拉马努金遇到困难总是哭哭啼啼。似
乎怕赶走观众，一部介绍数学天才的电影，却拼命
压缩数学情节。是的，数学远比具体的工程技术成
果更难用画面来表现，但是对于这部电影，这又是
必须完成的任务。如果回避数学创造，又有什么必
要拍摄他？

结果，印度版《拉马努金》更像是在完成一个
任务，流水账般地展示本民族的科学伟人，却分不
清主次，特别是未能从科学角度来展示他的伟大。

很多中国的科学家传记片同样也有这个问题，
电影中只会表现“外国人能做的，中国人也能
做”。然而，剧情中却缺少表现科学家做科研过程
中的艰辛曲折，让观众从科学视角了解科学家的主
题没有得到深入挖掘。

（作者系中国作协科幻文学委员会委员、科幻
作家、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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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4个防灾减
灾日，主题为“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
好家园”。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专门
发出通知，要求“开展各类灾害风险基
本知识和防范应对技能宣传教育，特别
是要加强极端灾害性天气的风险识别和
预警响应等宣传教育，提高公众主动避
灾避险的意识和能力”。为此，在首期
推出 《家庭减灾手册》《地震避险手
册》《洪涝避险手册》 3 册读物的基础
上，中国地震局公共服务司 （法规
司）、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又专门
组织编写了 《城镇应急避险手册》《校
园应急避险手册》，由中国地震局发展
研究中心出品。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
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据应急管理部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各种自
然灾害共造成1.07亿人次受灾，因灾死
亡失踪 867 人，直接经济损失 3340.2
亿元。

自然灾害的发生不可避免，意外事
故的出现也总是让人猝不及防。历史的
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具备充分的防灾减

灾意识，掌握必要的防灾自救知识，采
取科学的防灾避险行动，是减少灾害损
失、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的有效
途径。

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
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要求加强安
全文化建设，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
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城镇，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加快，人口

增多，社会财富价值不断增长，承灾体
暴露度不断增加，城镇的脆弱性、易损
性更加突出。可以说，未来我国将处于
复杂严峻的自然灾害频发、超大城市群
崛起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共存的
局面。《城镇应急避险手册》 旨在让公
众了解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
害、城市火灾的基本状况特点和一般规
律，掌握科学的防灾避险及自救互救常
识，引导公众树立防范灾害风险的意

识，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最大限度减
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校园，承载着为国家培育人才的重
任，承担着重要的科研任务。校园中人
员聚集，校园安全一直以来都是学校、
家长及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关系到广
大师生的健康成长，更关系到中华民族
的未来和希望。《校园应急避险手册》
旨在帮助师生了解校园灾害和隐患、学
会与风险共存、掌握减轻灾害风险技
能，全面提高减灾意识和能力，针对青
少年成长特点和学校面临的主要灾害风
险，全面介绍地震、滑坡、泥石流、崩
塌、洪涝、台风、高温、雪灾、沙尘
暴、火灾、交通事故等灾害种类和自救
互救技能，阐述学校开展防灾减灾救灾
的要求，以及学生需要掌握的防灾减灾
救灾知识和基本避险互救技能。

该套读物的印发，能够激发大家学
习防灾避险知识的热情，掌握有效的自
救互救技能，为建立起城镇居民生活的

“避风港”、校园安全的“防火墙”贡献
一份力量。

（作者系中国地震局发展研究中心
编审）

防灾减灾，做好应急避险知识功课
□□ 董 青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在 五 四 精 神 的 感 召 下 结 为 朋 友
——爷爷严济慈与许德珩的故事（上）

□□ 严慧英

许德珩

岭南传统非遗文化灰塑和现代航天科
技，看起来毫不相关。而当灰塑邂逅航
天，灰塑作品《万户飞天》《航天员》《地
球》……这样的跨界传播，使中国航天不
但让远古神话故事变成了今天的登天现
实，而且让岭南非遗文化灰塑焕发了时代
光彩。

工艺繁复的岭南传统灰塑

灰塑，是岭南一种独特的传统建筑装
饰工艺。在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就已
存在。明清两代广州灰塑最盛。2008年入
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适应岭南潮湿、炎热、多雷雨，以
及台风侵袭的自然环境，广州灰塑作品从
制作材料到塑件成型工艺都特殊而复杂。
灰塑作品使用耐酸、耐碱、耐高温的石灰
加上干稻草、玉扣纸、红糖、糯米粉和各
色颜料，经过浸泡、发酵、搅拌、混合、
糅合等工序，制作出草根灰、纸筋灰、色
灰3种材料，“灰塑”由此得名。塑件在常
温下制作，先在现场勾画出草图，然后扎
制造型骨架、上色灰至雏形成型、定型和
修型。由于工艺繁复，灰塑制作需经多年
学艺才能出师。

传统的灰塑主要用于旧式建筑的屋檐
瓦脊、山墙顶端、门额窗框及亭台牌坊等
的美化装饰，有半浮雕、浅雕、高浮雕、

圆雕和通雕等多种手法。现广州市内全国
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落成于清光绪二十年
（1894年）的陈家祠，集中体现了广州灰塑
自成一体的独特工艺和丰富的人文内涵。

航天与灰塑的跨界对话

把远古神话变成了今天的登天现实，
是中国航天的最大浪漫。从嫦娥奔月到万
户飞天，都源自古人对明月星辰及神秘太
空的崇拜和向往。人类从地面到天空再到
太空，航天器从近地轨道到深空探测月球
再到火星，一步步“梦想成真”。

航天人和各种航天器开始走入公众视
野，如何将这些硬核航天科技更好地普
及？将适合地域特点、立体、逼真、不惧
高温高湿的灰塑融入到航天展品设计的灵
感迸发出来……“航天”和“灰塑”开始
了跨界对话。

灰塑要传承的不仅仅是工艺，更重要
的是其思维精华、创造精神；航天要传播
的也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也是创新思
维和航天精神。出于共同的初心和愿景，
灰塑《万户飞天》作品终于出炉。《万户
飞天》不但传播着岭南非遗灰塑概念和技
艺，还传播着明朝官员万户——世界上第
一个想利用火箭飞天的人，这种敢为天下
先的航天精神。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
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环形山”，

时至今日，万户因勇于探索的航天航空精
神被国内外广泛纪念。

灰塑融合航天，有效促进了传统非遗
文化和航天科学的更广泛传播。看灰塑
作品《航天员》，不但让太空人有了灰塑
的质朴、立体，又有了航天员的气势、
灵动和精神，拉近了航天员与公众的
距离。

航天元素的灰塑作品表明，无论多么
古老的非遗文化遗存，只要大胆尝试创
新，就会有巧妙融入现代科技的契机。

（作者系中国卫
星气象领域科学传播
专 家 、 正 高 级 工
程师）

当 非 遗 “ 灰 塑 ” 遇 上 现 代 航 天
□□ 曹 静

图1：灰塑作品：航天员
图2：广州著名景点陈家祠屋檐瓦

脊灰塑图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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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德珩先生是著名爱国人士、政治活
动家、教育家、学者，是九三学社的创始
人和杰出领导者。1990年2月8日，许先生
以百岁之寿辞世。当天傍晚，我爷爷严济
慈从电话中得知消息，“不禁悲从中来，不
能自已”（《深切悼念德珩同志》，载《民
主与科学》1990年第3期），不顾自己年近
九十岁的高龄，连夜挥毫，含泪写下《深
切悼念德珩同志》。从悼文中我们得知，两
位老人1923年于法国巴黎“在振兴中华这
一共同目标下相识并结为朋友”，而后相知
相助，携手并肩，一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

殊途同归，相识于巴黎

许德珩，1890 年 10 月 17 日出生于江
西九江沈家冲。17岁考入九江中学堂。在
这里，他接触了新思潮，并加入反清革命

组织“同盟会”。1911 年武昌首义胜利
后，他弃学从军。后又重返学堂，1915
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他结识了
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
会，“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
造少年中国”。在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
的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中，许德珩
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起草了《北京学
生界宣言》。1920年，为继续寻求救国救
民的道路，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先就读
于里昂大学，后入巴黎大学。

我爷爷严济慈于 1923 年 10 月赴法留
学。正是在巴黎大学，他结识了许德珩。
他们一见如故，相得甚欢。这有些奇妙：
论年龄，我爷爷比许德珩小10岁有余，可
谓忘年之交。论资历，我爷爷是个单纯的
留学生，毫无社会经历；而许德珩赴巴黎
之前已出生入死，享有赫赫声名。论专
业，我爷爷学的是物理学，许德珩学的是
社会学；一个理科，一个文科，学业上也
无交集。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挚

友，且保持友情近70年。
其实，早在1919年，我爷爷还是南京

高等师范的学生时，北京爆发“五四运
动”，南京高师的学生立即响应，走上街
头，予以声援。那是我爷爷第一次参加爱
国救亡游行。在活动中，他知道了“五四
运动”学生领袖的名字和事迹，其中就有
许德珩。爷爷知道许德珩是一位社会活动
家，是反帝反封建和追求民主科学的杰出
代表，钦佩仰慕已久，而今有幸相识，自
然是一见如故。我爷爷十八九岁就在南京
参加了爱国救亡活动，当然也令许德珩青
眼有加。此后，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
世纪，不仅在九三学社携手共进，在各自
的专业领域里也互相关注，各有成就。

许德珩在巴黎学的是社会学，在哲学、
社会学领域多有著述。代表作有译著《社会
学方法论》《哲学的贫困》《唯物史观社会
学》《家族进化论》、著作《社会学概论》和

《社会学讲话》等，在我国学术史尤其是社
会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翻译的《社

会学方法论》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影响很大。
我爷爷是物理学家、教育家，他在中国现代
物理学研究领域多有建树。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
央委员会委员，严济慈之孙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