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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企划

对死亡的恐惧一直伴随着人类。在这种恐

惧面前，了解生命本质，是摆在人类面前一个

永恒的课题。通过了解，器械与药物对生命过

程的介入，促成了现代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让人类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与快感。在

这些成就与快感的怂恿簇拥下，令压抑在人类

内心中的狂妄喷薄而出——自以为人类自身的

某些行为可以影响并延长生命，改变生命本身

的运行轨迹。撇去站在医学角度被医学所认可

的正确部分，剩下的大部分，是一种荒诞。

人们摆弄、筛取这种荒诞，妄图从荒诞中遴

选出真理并乐此不疲。蚁团一般的人群参与这种

摆弄与筛取，荒诞剧自启幕一直都没有散场。

愚昧负责给荒诞剧场供暖，使整座剧场暖

烘烘充满期望。

流言给荒诞剧场拉客，流水席人头涌动。

养生成为公共话题，拥塞挤占了我们生活

中的各个角落与孔隙。图书市场失守，广播电

视告急，饮食产业失衡，中医传统竭蹶……狂

欢中，有人揣着钞票狞笑着走开。

中国养生乱象录 文◎ 草长鹰飞    图◎ 朱天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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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鸡血

上个世纪1967年的某个时段，上海、北

京，以及这两座城市周边能拉动起来的小城

中，活鸡一度成为抢手货。羽色纯正的小公

鸡，特别受人钟爱。人们饲养那些小鸡，抱到

诊疗所，抽取鸡的血液转注人体。很多居委会

甚至专门与医疗机构联手，成立了注射室，服

务大众。灰黑色衣裤罩身排队的人群之外，拎

着的格布兜子，竹色篾筐中探出白羽鸡花羽鸡

张皇的小脑袋。 开鸡翅，除毛，在鸡的身体

上煞有介事地涂碘消毒，抽出一管红色的血

液，肌肉注射到抱鸡主人的臂膀内。除了鸡

“咯”地叫上一两声，整个过程充满了默契，

程式化味道十足。打完鸡血的人，放下袖子，

抱起鸡走路，上班或是去做别的事情，脸上笼

罩着一层悬浮的红光。

那一刻，充满了人世的温馨。政治生活的

暴风苦雨中，人们用鸡的一管血液，锁定了这

种温馨。时代，用那管红血默认属于个人的那

么一点儿小私心的留存，同时许诺了将来。

打鸡血，科学的说法应称之为鸡血疗法。

人们以行为模式冠盖其名而忽略其“医学命

名”，既表现象又暗暗联络传统进补途径，简

单明了直接抵达——语言也有比科学精准的时

候。

有名有姓的版本与一个叫俞昌时的上海厂

医有关。建国初期，各个领域都学习苏联，苏

联医学界的“组织疗法”在国内医学领域得到

推行。所谓组织疗法，简单解释，就是把人体

养生是老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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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组织，诸如胎盘、肝脑等，经过杀菌加

工成注射液，注射于人体，或将部分组织埋植

于表皮之下，利用细胞的一些活性及人体的应

激反应，达到增强抵抗力的目的，辅助治疗一

些未确诊或治愈不了的病症。这项技术，有些

像器官移植的前身。

中国是一个同化大国，擅长以童话的精神

同化异域文化。比如台球运动，那是一项高雅

的室内体育运动，进入中国，在广袤的大地上

扎根，随意搭个塑料棚都可以设局。北京人为

此还发明了一个新词标配，叫“捅台球”。比

如麦当劳，一种简单便捷的快餐，进入中国，

变成了高尚略含炫耀的规模性口腔追索；比如

卡拉OK，娱乐功能附着的色情化取向；比如

可乐投姜丝煮沸热饮治疗伤风与感冒；比如当

下浩浩荡荡颇具游戏色彩的烘焙洪流……

俞昌时医生有了自家的发展创造，抽取鸡

血注射于人体。先从自身下手，到家人，到周

围朋友。在人体应激反应配合下，短时间内，

取得了一些非正常医学手段所能达到的效果。

不久，经当时的区委书记牵头，成立了研究

小组。以俞为技术骨干，官督。动物实验，临

床试验，取得了一些准确数据，甚至生产鸡血

粉作为升级产品来规避医疗风险。这项研究活

动，始于1959年，终止于1965年7月23日，卫

生部专门发文《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明

令禁止。

俞医生不肯放弃自家找到的“真理”。

继续以个人名义“弘法”，并私印小册子四处

投递。朱大可先生有关这个事件的文字中，明

确记述了那本小册子的市场价格。“关于鸡

血疗法的起源，有着截然不同的传闻。而父

亲是从街上1毛5分钱的油印小册子里得到灵感

的。”——《1967年的鸡血传奇》

红茶菌

红茶菌喝成风气，穿透了“文革”后期

直至唐山地震之前的日子。红茶菌的制作并不

繁琐，玻璃器皿用热水烫过，从亲戚处寻或者

跟街坊讨一块母菌，放入过滤之后加了糖的凉

茶。一个星期或者再长些，菌块生长，覆盖了

整个器皿，在器皿的液面之下悠荡。器皿中的

液体，茶色蜕变，转为浅红血色而红褐。喝的

时候，倒出一些母液，兑凉白开，寡薄的酸，

缥缈的似有若无的茶味，以及淡淡的腥味，所

以，红茶菌还有一个别名——海宝。器皿中，

重新加入茶水，纸包白糖图省事者，直接撕开

包角，就着窟窿往器皿里倒。

红茶菌的培植曾经占领了每个家庭大人

们的业余时间。穿着灰色干部服、绿色军装、

劳动布上衣的大人们，一本正经地做着这件类

似于游戏的事情。死了，臭了，刷刷器皿，再

公园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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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邻里间，散布菌种，成为除了生火换煤之

外，应当为之的另一件事情。所谓生火换煤，

是邻里间那样一种互助。旧日杂院，烧蜂窝煤

炉子的人家，有先报纸后木屑而后劈柴然后蜂

窝煤的生火方式，也有直接夹了一块生煤与街

坊兑换一块烧透、火头儿还没“乏”的红煤，

放进炉子，上面接新煤——那样，免了烟熏火

燎。

换煤与无偿提供红茶菌块，在养生之外，

还给某些家庭的人际关系好坏作了某些标注。

养殖的风气如同广口瓶中那个菌块，一家两家

三五家、一条胡同、一幢楼房，慢慢地，连了

片。喝红茶菌成了犹若刷牙一般——属于公开

又相对私密的事情。串门的时候，倒一杯给您

递手里，那是拿您当亲人——超高的待遇呢！

红茶菌当值的那些年月，人们普遍都还不

富裕，买糖要凭购货本——每月定量供应。人

们痴迷于这项游戏味道很浓的活动，把自己从

动荡的社会中剥分开来，寻求渴望的安宁。动

荡的岁月中，自我诊断，自我治疗，挣扎摇摆

着走向不可知的明日。

红茶菌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仿佛是一夜

之间的事儿。这与它达不到人们渴望的医学上

的疗效甚至与期望值相反有关。街上散发的小

册子抵不过人们亲历的那些不适感受——长期

因营养不良的肠胃，经不起哪怕一点儿风吹草

动。

这种介于药物食品之间很难定义的东西的

消失，并没有让人们的生活显出空洞——人们

找到了更佳的途径填补了红茶菌死了的空当。

甩手

甩动双手的这种运动盛行开来——双脚站

定，脚趾用力抓地，前后有节奏地甩动双臂，

每日三次，每次2000下，以此期望预防或者治

愈某种疾病。这种运动的起源没人能够说清，

但每个参与的人都能够很清晰地列出这种运动

的治愈清单——心脏病、高血压；癌症、精神

分裂；便秘、消化不良；眼疾、视物不清；偏

瘫、半身不遂……初始，人们以虔诚但随意的

心态参与，随着这项运动从民间的泛起进入到

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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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个别地区，甚至以这种运动直接取

代工间操。要知道，工间操可是那个特定年月

集体主义的标志。厂矿学校科研单位，但凡是

人员相对多些的单位，工间操（课间操）是不

可或缺的。可见其流行传播之广，影响波及之

众。

理论这次出来得稍微晚点儿，但也没落

下。规定标准动作：身体直立，脚与肩宽，两

臂同时摇甩，用力后摆到极致，自然下落。甩

摆的时候，双眼直视前方，摒弃杂念，心中默

念某些特定语句。

这项运动的普及，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因

素。其一，动作简单易学，不牵扯任何费用，

中国人有着大把的时间，以金钱换时间大多数

人都会想想是否值当；轮到以时间兑换健康，

想都不想直接上手就做——效果毕竟是坚持

之后的事情。另一个因素大约摆脱不了从众

心理。但凡是大家都做的事情，你特立独行不

做，自家心理上首先就会产生吃亏的念头。做

了，即便得祸，天塌下来砸大家。

这项运动据说来自《易筋经》。您发现

了吗？在中国，那些荒谬或者与荒谬挨边儿的

事物，总有人去翻旧书，从故纸堆中找出一些

理论为其背书。《易经》《伤寒论》《黄帝内

经》《针灸甲乙经》《本草纲目》《医宗金

鉴》《辨证录》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经常被拽出

来顶门。试问，非专业人士，谁肯下心血去翻

那么佶屈聱牙的生涩文字？

甩手之所以被缀以“疗法”二字，是因为

这项运动背书上标列其所能治疗且疗效明显的

疾病范围广泛，因为其实操步骤清晰——有口

诀，有歌谣，有“理论”，有具体实践指导。

白内障患者早晨甩多少次，晚间甩多少次；肺

癌患者，吃药似的，早中晚各甩多少次；半身

不遂者，如何；贫血者，咋样……还有一个最

有煽动性的诱惑——治愈病例，貌似有鼻子有

眼儿，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俱全。但，你

没有办法核实。现而今午夜之后趴在广播电视

上的野医院广告，还在运行着这种老办法。

好消息一个一个传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别

人的好消息，一个都不认识），自己跟在甩手

的人队伍中，一点效果没有。这不得不让人多

少生点儿厌烦的情绪，产生些怠惰，于是频率

慢了下来。

从千八百人起劲地一个频率甩手，到无精

打采地应付，管工会的人也瞧出苗头儿不对。

得了，既然老张头胃癌甩了多半年还是没扛

住，还是改回第二套广播体操吧——发展体育

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屈伸，转体，跳跃，举中老年人热衷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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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扩扩胸，踏踏步，且比呆呆站着大傻子似

的直眉瞪眼干甩强。

甩手疗法如一捆玉米秸，初点的时候，起

点儿烟;一旦着起来，离大老远腾腾烈焰烤得

人面皮生疼，可是，不禁烧。工夫不大，还没

瞧清楚火焰的颜色，跳几个火星，黑乎乎眼瞅

着泛白，坍缩成灰烬。

气功

甩手疗法星灭于人群之中。但其借鉴传统

中医理论“立项”的方法，点燃了另一项古老

运动：气功。

气功究竟起源于何时，没有直接的文献

说明。人们目前对它的认知是根据几个间接文

献互相佐证推测的。《尚书》记载：在4000多

年前的唐尧时期，中国中原地区曾洪水泛滥。

《吕氏春秋·古乐篇》就有用“宣导”作用的

“舞”来治疗“筋骨瑟缩不达”之疾。《黄帝

内经》也有用导引、按跷来治疗骨关节病的

记载，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发展成为“导引按

跷”。殷周时期有了气功萌芽，春秋“百家争

鸣”为其理论的发展和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

想。到战国时期，有了专以养生为务的“养生

家”，代表人物为王乔和赤松子。后代的人

们，以上述二者的名号冠名了许多功法。战国

至汉初成书的《黄帝内经》奠定了古气功的中

医学基础。这部书所奠定的古气功学说，人们

称之为“黄老之学”，这套学说与现代医学模

式“社会——心理——生物”模式暗合。气功

养生术从休息恢复体力的简单应用发端，到有

理论有实践的祛病强身、预防、疾病、养生

的导引气功。对楚辞颇有研究的姜亮夫教授在

《屈原赋校注》中这样作评当时的状态：“燕

齐以求仙方而延年为主，而楚南以养气而外生

死为宗，故燕齐多方士，而楚南多隐逸……而

导引行气，始于楚南。”

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几位气功理论

家。魏华存的气功学专著《黄庭内景经》《黄

庭外景经》问世；葛洪所著的《抱朴子》；陶

弘景著有《养性延命录》和《真诰》，创制了

许多具有实际作用的功法；陆修静的《三洞经

书目录》，为保存南北朝前的气功文献做了很

多有益的工作；颜之推所言“爱养神明，调护

气息”，论述了气功在预防医学中的应用，给

后世留下了效法的空间。

隋唐时期，气功又有所发展，特别是医疗实

践这方面。《诸病源候论》中有260余式导引法

针对健身，治内、外、妇科等疾病。当时，多称

气功养生法为“内丹术”，习练气功叫“修丹”

或“炼丹”。隋以后至唐，内丹之术兴炽一时。

也有外丹与内丹——修习气功再带着服药，外丹

多为铅汞等有毒物质提炼物，误服多食丢掉性命

者也不少见。孙思邈注重实践，他的学术思想兼

融医、道、佛成一家，著有《备急千金要方》与

《千金翼方》，所创“调气法”“导引法”简明

易学，较适合老年患者需要，为气功向黎庶普及

铺平了道路。

宋元时期，气功在儒释道医各家的合力下

有了长足发展。应用更广泛，但宗教意味浓郁

一度，气功盛行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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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王重阳、马丹阳、丘处机这几位各自都

著有气功专著。

明清时期，李时珍所著《奇经八脉考》，

已经明确说明经络是习练气功时气血运行的通

道。清朝陈士铎有先春养阳法、先夏养阴法、

先秋养阴法、先冬养阳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

谐与对应，调节身体各部之阴阳。沈金鳌在

《杂病源流犀烛》中录有“运功规法”，并在

内科杂病证治（药）之后附气功疗法。还有医

家用以治五官疾病。气功对于疾病的辅助治疗

初现端倪，并得以铺展。

1949年以后，各个领域提倡古为今用，气

功也被挖掘整理梳洗打扮，以新眉目面世。

河北有个叫刘贵珍的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

出。资料上介绍，此人因患有严重胃溃疡及肺

结核而住院疗养，以气功锻炼而治愈。从而开

始研究气功，提倡气功强身治病，并且筹建了

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唐山气功疗养院，常年开

展气功治疗。1954年，刘着手筹建唐山市气功

疗养所，并在有关部门的参与下确立了“气功

疗法”这个医学领域的通用名称。1955年，以

刘贵珍为首的唐山气功疗法小组得到卫生部的

嘉奖。1956年3月，刘在北戴河创建了气功疗

养院并担任院长，随后出版了一本对后世影响

很大的书《气功疗法与实践》。请注意这本书

的出版时间，那是在1957年，再过一年，大跃

进放卫星就开始了。1959年，以唐山卫生疗养

院名目再出《内养功疗法》，从此，“全国各

地疗养单位相继开展了气功疗法。接着，以气

功疗法为主的慢性病中西医结合综合快速疗法

在全国医疗单位普遍推广。”——这是气功治

病官方版之发端。

北方推广气功疗法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

人也不甘落后。1955年和1956年上海市卫生局

邀请蒋维乔在沪举办了两期气功讲座，1957年

7月1日上海市气功疗养所成立，由陈涛（1922

年-1968年）任所长，蒋维乔任顾问。1958

年，上海市气功疗养所受到卫生部表彰。蒋维

乔这个人挺有意思，1873年生，江苏武进人。

那一年，17岁的同治皇帝亲政。从学校门出来

之后，跟蔡元培干过义务教育。“苏报案”发

之后，蒋维乔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小

学教科书的编译工作。他以商务印书馆为平

台，开办了三届小学师范讲习所，再后来还主

持过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小学及夜校。南京临时

政府1912年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部长，邀请

蒋维乔襄助。随后，他对佛学产生兴趣。干过

江苏省教育厅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并

在东南大学开讲佛学——从此没离开教席。锻炼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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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疗法，一南一北的格局形成，气功疗

法在全国得到大面积推广普及。气功强身健体

的初衷被治疗疾病的概念所覆盖。

气功强身健体到治疗疾病救死扶伤,还有

一套民间的转化流程。

资料一：1949年，一个女子查出患有子宫

癌，随后做了全切手术。1959年，癌症转移到

膀胱，再次手术之后，她开始以练习气功作为

康复训练的手段。这个女子叫郭林，10年后她

宣布自己创了一套功法，宣称这套功法不仅治

愈了癌症，还治愈了身上多年的慢性病。于

是，她在北京公园公开传授气功，这期间也常

受到官方的制止，但前去练功、治病的人却越

来越多。

资料二：海灯，俗姓范，名靖鹤，字剑

英，又名无病，号无病道人。生于1902年8月

14日午时，圆寂于1989年1月10日亥时。四川

省江油县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佛教协会理事。他以武术而闻名，人称“海灯

法师”。

当时各种报道、电影、电视剧争相哄抬

海灯，海灯法师成了曾经反帝反封建、除暴安

良、抗击倭寇和美帝国主义的英雄。善男信女

们开始对海灯法师顶礼膜拜，四川江油县在海

灯生前就为他建造了“海灯法师武馆”。武馆

占地24亩，建筑面积达4212平方米，就像一座

小的紫禁城。1989年1月10日海灯去世，他的

骨灰被送进全国许多庙宇安放。从80年代初一

直到现在，很多人仍把海灯当作一个神来供

奉。

海灯曾经自称是“少林正宗第三十二代

传人”“少林住持”“少林寺武术教授”。海

灯也自称其身怀绝技“一指禅、二指名功”，

自己少年时得到高人指点，学会“达摩气

功”“少林气功”“六通气功”。海灯为此还

专著了一本《气功精要》，说，防身“能运成

一口大气击人于百步之外，健体能练成‘放癌

功’‘长寿功’。”

全国气功热盛行的时候，曾经有一张海灯

“二指禅”的照片非常著名，在各大纸媒间流

布。照片上，海灯着僧装，倒立，身体硬直，

双足并拢，右足靠墙，左手贴身，右手伸食指

支撑整个身体，右臂无明显弯曲。

事实是怎样的呢？

资料三：海灯法师的弟子之一，四川新华

印刷厂的刘学文叙述：1979年9月中旬，他们

师徒一行住进宝光寺，准备拍电影《四川奇趣

录》，但是海灯“病了”，“且不见好转”，

加上“昔日留下的指伤”。刘学文出面找了电

影厂的孙导演，“要求用特技摄影处理……最

后为师父准备了一条布带和一块三夹板，海灯

选了布带……除了摄制人员和导演，以及我们

5个徒弟之外，其余人一律谢绝参观。然后一

养生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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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布带拴住他左脚踝骨处，布带的另一头穿过

两扇窗户之间的缝，由一位师兄拉紧布带，师

父被我们倒扶起来，他两指着地，脚靠在门窗

上，拍下了‘二指禅’。”

海灯的弟子严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是四川江油人，曾经跟随海灯习武。曾在卫

校学医两年半，当过防疫站医生。二次进修中

医，三年后，摇身一变，成为“神医”，最

后，号称“集中医、西医、武术、特异功能为

一身的气功师”。这位大师熠熠的闪光点在

于，号称用气功远隔千里扑灭了大兴安岭的森

林大火。

气功由健身到治病，进一步发展至无所不

能的地步，那一境界，实际上属于气功对这个

世界轰炸的第二个波次。第一波次，当数义和

团刀枪不入的大师兄们。

那个年代久远，新世纪的人们没有眼福得

见，带功报告的商业推广模式并没有走远。国

家级科技会馆座无虚席，在80年代，1200元一

张的票价，足以秒杀中国境内的一切星们。罗

大佑一场北京体育馆新年音乐会的甲等票才60

块。

假若登堂入室卖票聚金算正规军的话，廛

肆间蹿跳打游飞敛财者亦不在少数。张香玉和

自然中心功，庞明和智能功，田瑞生和香功，

张宏堡和中华养生益智功…… 

这一种纷乱，堪比 49年之后全国各个角落

里冒出的“皇帝”，网络上有那些“皇帝”真实

而又荒唐的笑话，感兴趣的朋友自己去找吧！

余韵

气功黯灭似乎也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挲

着两只空手没抓挠的人们茫然四顾，新产品应

运而生。频谱仪身披着高科技的面目跻身市

场，那推广架势与刚刚出现的袋装方便面不遑

多让——风靡全国以某海归名字命名的某某频

谱仪堂而皇之地在西长安街一侧设店，以示高

端大气正规上档次。再走长安街的时候，您不

妨往两侧看看，瞧瞧那些挤破脑袋也要在寸土

寸金之地设店的都是些什么企业？其设店的本

意无外乎两点，其一，表示被政治认可；其

二，彰显自家经济实力。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事情。国门洞开，人

们的思想被外界照进的阳光晃了一下，不适应

的眩晕马上就过去了。所以，频谱仪没有形成

如红茶菌一般的流行，甚至不如呼啦圈。

呼啦圈的普及是健身一事上全国流行成

风的余韵。到呼啦圈止，再也没有形成壮观的

流行规模。人们对健身的渴望在产品、方式多

样化面前分流，趋于个体及小群体般的碎片化

态势。即便是胡万林的芒硝，张悟本的绿豆，

刘太医的牛筋，马悦凌的生泥鳅……也都风一

样走个过场，吹落几枚叶片——并没有改变季

节。

广场舞、甩鞭子、抽陀螺、地书、旅游、

跑步、游泳、攀岩、骑行、倒走……经过了多

少次颠簸折腾，人们终于攀够到了正确养生的

边沿。当然，走近道找便宜的人，还会有，不

可能杜绝。

健身，技和器的组合。在这二者面前，

简单、快捷、便宜、易掌握、有疗效，大约最

易被人们接收。中国没有宗教，活着就是最大

的宗教。对超能力的渴望与追求将一直存在下

去——既然死亡是一件迟早要来而又不知什么

时候会来、永不能逾越的事情。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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