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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健闲话文人

鲁迅那时的医疗费

1902年，鲁迅21岁，他东渡日本留
学，起初的愿望是学成医术救治国人的病
痛。他少年时代亲历父亲为庸医所误的
全过程，以至于此后更相信西医，无论是
在北京还是上海，他和家人看病大都选择
日本人开设的医院，如山本医院、福民医
院等。

鲁迅那个时代常见病看医生连药费
只需几元钱。如1914年5月12日，“下
午大发热，急归卧，并服鸡那丸两粒，夜
半大汗，热稍解。”第二天，依然发热，于
是加大药量，吃了四粒奎宁丸即鸡那
丸。第三天上午本想去池田医院就诊，
不巧池田医生外出，于是到邻近的北京
医院，医生说热度已退，但还需要用药巩
固，开了两瓶药水，一种内服，一种漱
口。药费一元三角。

看一回病花两元三角说来很低，但
是，一百年前的北京，普通职员一个月的
收入也就十几元，一元钱的购买力相当
于现在的三五十元。鲁迅虽是高薪阶
层，在京十四年，任职于教育部月薪达三
百，此外还有讲课费及稿酬等，但日常生
活相当节俭，小毛病也多是自行服药对
付，不得已才去医院。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京城，生病住院
花费一般至少需两位数。1921年，三弟
周建人南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
任编辑，鲁迅对其留在北京的家眷倍加
照顾。1925年3月12日，鲁迅日记记有：

“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入院费三十六
元二角。”马理子即周鞠子，是周建人与
第一任太太羽太芳子的女儿。

医生坐诊的费用还不算贵，出诊就
贵多了，通常请医生上门诊治得十元一
次。1932年11月，鲁迅接到母亲病危的
电报，立即北上赴京，到了家里，请同仁
医院的日本医师盐泽博士上门诊治，结
果并无大碍，只是慢性胃炎，因为年老力
衰，加之饮食不慎，消化不良，导致晕
眩。医生共来了五次，便告痊愈。每次
诊察过后，女佣跟着去医院拿药，连诊疗
费、药费在内都是十几元，累计花了六十
一元三角。

当时北京和上海的医疗费用大概
差不多。1928年6月6日，时在上海的
鲁迅写信给友人章廷谦时如此介绍：

“我所看的是离寓不远的‘福民医院’，
日人办，也颇有名。看资初次三元，后
每回一元，药价大约每日一元。住院时
最少每日四元。”

在上海的一流医院生个孩子需要多
少钱呢？鲁迅1929年9月的日记记载：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往福民医院诊，云
热出于喉，给药三种，共泉六元。下午送
广平入福民医院。”“廿七日 晴。晨八时
广平生一男。”

许广平是大龄产妇，分娩时出现了险
情，幸而医生技术高超才得以母子平安。
自9月26日入院至10月10日出院，在医
院前后共15天。鲁迅日记里记载，分两次
缴付医疗费：一次是136元；第二次是出
院当天缴付70元，另有女工费用20元，杂
工费用10元。以上总计236元。

如若在家生孩子，那就不用花太多
钱了。1932年7月末，周建人的第二任
太太王蕴如临盆产女，便是鲁迅请来当

时在上海开业的日本助产士津岛女士接
生的，事后鲁迅代付了接生费三十元。

三十年代初，鲁迅每年支出的医疗
费绝不是一个小数目。跨入五十岁这
道槛之后，鲁迅的体质每况愈下，胃痛
牙痛不时侵袭，伤风感冒更是常事。
当然，让他晚年备受折磨的还是最终
致命的肺病。海婴幼时也是体弱多
病。他们一家三口，就数许广平生病
较少。以 1932 年为例，鲁迅及家人去
医院看病或请医生来诊达 70多次，这
一年鲁迅日记里有记录的一家三口医疗
费用超过了三百元，这还不是实际发生
费用的全部。

浙
江
绍
兴
鲁
迅
故
居

潘玉毅百味书斋

冬夜读书怀古人

古人常借翰墨托物寓兴，书斋里除了
书籍笔砚，还有很多辅助性文房用品。砚
滴是贮水的小器皿，磨墨时把水滴在砚台
上，以调适墨色的浓淡干湿。于实用性之
外，砚滴还追求形式和工艺上的美观，闲暇
时用助清赏，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不同
材质、造型的砚滴，也由此在文玩中形成了
一个独有的门类，成为古今文人争相收藏
玩赏的艺术品。

砚滴起源于何时，并没有明确的说
法。汉代以前，墨是呈颗粒状的，到了魏
晋才有墨锭，推测砚滴也是这一时期的产
物。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有一段很
含糊的记叙：“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
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
盂。”古人最早是用水盂盛水，以勺子舀水
磨墨，由于水量不好控制，容易出现“汁盈
砚池”的情况。加上磨墨多是供一天之
用，使用时间长，这个过程中水分也会挥
发，出现墨色过浓、过干的情况，需要临时
添水调匀。砚滴的出水孔小，往砚台注水
很方便，也令泼墨挥毫更为就手，因此获
得了使用者的广泛认同。

砚滴的取材范围颇广，玉石、陶瓷、
金属、竹木都有。但在造型上，却有一个
不成文的规矩，是以动物形态为风尚。
明人文震亨《长物志》：“辟邪，蟾蜍，天
鸡，天鹿，半身鸬鹚杓，鏒金雁壶诸式滴
子，一合者为佳。有铜铸眠牛，以牧童骑
牛作注管者，最俗。大抵铸为人形，即非
雅器。”对砚滴的大小及样式，做了详尽
的描述。以盛水一合（十分之一升）为
度，形态以模拟动物形态为雅，推崇简

冬天夜冷，即使躲在屋里，与外面的
世界隔着门窗和围墙，却仍挡不住屋外
的阵阵寒意。天冷的时候，被窝是个好
去处。

小的时候，我最喜欢趴在被窝里，扯
着被角，只把一个头露在外面，然后在视
线垂直对下的地方放一本书，一看就是
半宿。有时也把头埋在被窝里，将被子
捂得严严实实的，打着手电筒看书，免得
被母亲发现我还没睡，将闲书没收了
去。手电筒是母亲的嫁妆之一，当时的我
年纪尚小，不知道它是靠电池来支撑照明
的，有一回忽然用没了电，以为是坏掉了，
不知如何是好，又不敢同母亲说，想了许
久，最后偷偷地将它藏在衣橱里。没有了
手电，看书就更加不便了，只得一边津津
有味地看着，一边侧着耳朵小心翼翼地听
着，一旦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响起，就关了
灯，假装睡着了。待脚步声去远，起来继
续看。如今已过了而立之年，母亲自然也
不再管我看闲书了，然而旧时那种读书的
滋味却时常在心里来回翻涌。

冬日里白昼短，若是夜晚的时间不能
善加利用，整个冬天转瞬即逝，极不经
用。所以成年以后，我一直感谢那段于寒
冷冬夜偷偷读书的日子，虽然因为读书每
个晚上我通常只睡两三个小时，但从未觉
得有丝毫疲倦之感，甚至恰恰相反，读书
之后倍觉精神。若非晨间邻居路过时，看
见我前一夜忘了关掉的灯盏，于我母亲跟
前闲话，母亲未必知道我有这般“好学”。
但后来她兴许也是看开了，很少再管我看
闲书的事情。

而我之所以欲罢不能，多半是因为
冬夜读书别有一番滋味。书不能温暖人
的身体，却能温暖人的心灵。更神奇的
是，因为书籍，我们虽无佛家所说的他心
通，却能借着字里行间流溢的文思，与古
人隔着时空进行交谈，读懂他们的欢乐
和痛苦。

古时候也有很多爱读书的人，凿壁偷
光、囊萤映雪、闻鸡起舞、悬梁刺股、焚膏继
晷……在我们熟悉的一个个成语里藏着一
个个读书人的故事。成语之外，则有更
多。明代有一个抄书而读的人名叫宋濂，
为了能够按时归还借来的书籍，他每天晚
上打工回来于寒夜里烧水化冰，铺席抄书，
手冻僵了，搓一搓，脚站麻了，抖一抖，鼻涕
随着漫漫长夜熬成了凉凉的冰渣子——就
这样废寝忘食许多年，终成一代学者。在
我小的时候，宋濂绝对算是我的偶像，而抄
书则是我对偶像的致意。可惜我只学了他
的形，没有学到他的神。

现代人有空调有地暖，冬天也不觉得
寒冷，但是在古代，并没有这些驱寒的设
备，读书的条件也更加艰苦，但这并不妨
碍他们对于书的喜爱。如果说宋濂破冰
抄书是一奇，那么孙康映雪而读则是一异
了。因为家贫买不起蜡烛，酷爱读书的孙
先生竟裹着破棉絮，蹲在快要散架的木门

边上，借雪的反光充当照明的灯光用来读
书。门缝里北风嗖嗖地吹着，吹得地面都
忍不住龇起了牙，门里的人却是浑然未
觉，捧着书孜孜不倦。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学精神，古人
的书如同天上的星月光辉一样，百年千年
过去了，其中的文采内涵不曾褪色一分一
毫，有很多东西让今人难以企及。

陶琦收藏小记

文房雅器话砚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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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价格上就有着天壤之别。紫砂或瓷质
砚滴，除了要看胎釉，也要看瓷画的水平和
制作工匠的名气，以瓷质厚重、造型古朴雅
致、富有艺术哲理的作品，更受好评。

小时候，我家住在小河边。河岸上，
除了生长着高大挺拔的杂树，还有大片
大片的灌木。灌木丛中，夹杂着枝条纤
细的枸杞树。

每年仲春，枸杞的枝条抽出嫩嫩的叶
片。叶片渐渐长大，整个枸杞树枝繁叶
茂。待到淡紫色的花瓣缀在绿叶丛中，绿
气就镀上了紫光，更显得生机勃勃。初秋，
叶片凋落，状如纺锤状的红色果实布满枝
条，拥拥挤挤，晶莹闪亮，宛如一颗颗红宝
石。我们一放学，就跑到河边采枸杞子。
采时不能太用力，枸杞子皮薄易破，捏破的
果子流出红浆，果肉裹着金灿灿的小籽
粒。红通通的枸杞子色泽诱人，令人垂
涎。但我们都不敢吃，听大人说枸杞子有
毒，吃了它会肿脖子肿脸。男孩子摘了当
子弹互相扔，你打我，我打你，一阵激烈的
战斗之后，大家身上、脸上都红红的。女孩
子摘了则当作耳坠儿，用棉线穿了吊在耳
朵上，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煞是好看。

也许是我喜欢躺着看书的缘故，上五
年级那年，我患上了假性近视。上课时老
师写在黑板上的字看不清楚，医生说需要
戴眼镜。那时家境贫穷，买纸笔的钱都没
有，哪配得起眼镜。母亲很是焦急，生怕耽
误了我读书。她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枸杞子
能疏肝明目，第二天一早，她就踏着晨露，
来到河岸边寻找枸杞子。她用镰刀劈开荆
棘，寻到一丛枸杞，一手牵住长刺的枝条，
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采摘着一颗颗红彤彤
的枸杞子。有时手被尖刺戳破了，她不顾
疼痛忙着采撷，因为枸杞可以清亮儿子的
眼睛啊。

母亲将采回来的枸杞用清水洗净，
晾晒在一块干净的白棉布上。晒干后，
用玻璃瓶装起一部分，留待日后慢用。
剩下的一部分放在瓷碗内，现沏现喝。
第一次，母亲将泡好的枸杞茶端到我面
前，看着那红艳艳的枸杞在杯内忽上忽
下地沉浮，我不敢喝，生怕中毒。母亲
说：“哪有什么毒啊？医生说它还是一味
中药呢，吃了它，你眼睛就明亮了。”听母
亲这一说，我才壮起胆子喝了一口，枸杞
不但不苦，反而还甜津津的。儿时的我
最喜吃甜食，我不管有毒没毒了，大口大
口地喝，喝完，满嘴甜滋滋的，齿颊生津。

母亲不仅每天泡枸杞茶给我喝，还经
常熬枸杞粥、煲枸杞汤给我吃。坚持了一
年多，我的眼睛果然和过去一样明亮了，学
习成绩也和以前一样好了，枸杞子助我考
上了中学、大学。故乡的枸杞子，给了我光
明，给了我知识，给了我积极向上的力量。

大学毕业后，我在异乡的小镇上工作，
看到同事经常买宁夏枸杞子泡茶喝，问为
什么不泡茶叶，他们骄傲地解释：此乃清热
祛毒、强胃健脾、滋阴补阳之上品。于是我
依葫芦画瓢，也买来宁夏枸杞子饮用。而
每到秋季，母亲总还要采些枸杞子晒干后
给我送来。我说：“妈，超市里有宁夏枸杞
子卖，宁夏枸杞子比老家的枸杞子药效好
多了。”母亲意味深长地说：“孩子，宁夏枸
杞子再好，也比不上家乡的枸杞子啊。”

我把母亲送来的枸杞子分一些给同
事，留一些给自己。闲暇时分，我就撮一点
枸杞子浸泡在茶杯中，慢慢品啜。白色的
杯底，静静地躺卧着红玛瑙般的枸杞子。
细细品味，只觉得清甜爽口，甘冽宜人。喝
完后，还感觉余香袅袅，不绝如缕。其实，
那哪是枸杞的余香啊，分明是我长长的乡
愁和母亲给我的深厚绵长的爱啊！

吴建写食主义

枸杞甜

单、内敛，若铸作人形，则鄙俗不堪，不为
人所喜。这种独特的形象审美，以及呈
多样性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砚滴日后
广受喜爱的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瓷器和紫砂工艺都有了长
足的发展，质薄光润、造型精巧的陶瓷砚
滴，也备受文人雅士的称颂。明人高濂
《燕闲清赏笺》：“有蟾注，有青东磁天鸡
壶，底有一窍者。宣窑五采桃注，石榴注，
双爪注，彩色类生。有双鸳注，有鹅注，工
致精极，俱可入格。”用陶土或紫砂焙烧的
各式砚滴，造型精巧，画意生动，具有很高
的审美价值，引导着寄身翰墨的读书人，
在皓首穷经的同时，也能通过案头的文玩
创造出一种韵高致静的心境氛围，体验日
常生活的愉悦。

鉴藏砚滴，首先是辨清材质，如玉
石、翡翠、水晶，原材料本身就很珍贵，其
价值自然也高。其次是看雕工技法和工
艺水平，以雕刻精细、刀法具有神韵者为
上。另外也要注意所属时代及人文背景，
如出自宫廷造办处、或经名人使用过的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