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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河医派传承书院开班，重启“中医办学”模式
我市举行孟河医派著名传人丁甘仁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
他博施济众，早年曾在上海开办了全国第一所中医学府，为继承弘扬他的精神———

今年是中国近代伟大中医教育先驱、杰出中医学家传人孟河医派著
名传人丁甘仁先生诞辰150周年，同时也是丁甘仁先生在上海创办我国
第一所现代意义的中医学府———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00周年。昨天上午，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新北区人民政府、孟河医派传
承学会承办的“孟河医派丁甘仁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在孟河镇丁
甘仁故居举行。来自美国、香港和内地的丁甘仁先生后裔、孟河医派后
学，全国10多个省的中医流派的代表以及维吾尔医、藏医、蒙医等民族医
学流派的代表，上海、南京、河南、台湾等地中医药院校的校长!院长"，港
澳地区知名中医界人士和驻沪外国友人共200余人应邀参加活动。

副市长张云云出席活动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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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群人在努力
承丁门遗风，扬孟河医道

办书院招“门生”
学员最大69岁，最小11岁

在一边开展传承工作的同时，顾
书华还出资，采用传统的江南建筑技
艺，复建了孟河医派四大家之一的丁
甘仁先生的故居，成为孟河医派传承
人纪念、学习孟河医派的家园，并开
启了筹备孟河书院的序幕。
顾书华说，筹备过程中，丁甘仁

的后裔、后生以及热爱孟河医派的
有志之士踊跃捐出珍藏的孟河医派
文物、医学古籍、老上海中医专门学
校的教材，他本人也花了20多年收
集的散落在民间的医古籍和孟河医
派资料，其中有100多册孟河医派
四大家以及他们传人的珍贵手卷。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主要开展孟
河医派四大家中最后一位丁甘仁先
生的传承谱系和学术思想的研究并
进行抢救性的继承工作，由此寻找
孟河医派发展的脉络。”
而在这过程中，如何传承是关

键。经研究，学会还是准备再启丁甘
仁的中医教育模式，开班授徒。

这次活动中，举行了孟河医派

传承书院开班仪式和拜师仪式，21
个弟子年纪最大的已经69岁了，最
小的才11岁。

11岁的顾川秀是顾书华的女
儿。“从小耳濡目染，觉得中医很神
奇。”上周五，老师给她开了背诵书
单，两三天里，小姑娘已经会背了
《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等中医
口诀，在背到《秦艽鳖甲散》第二句
“地骨柴胡及青蒿”时，小姑娘还说
起了“屠呦呦”。
在传承书院开班的同时，顾书

华说，他们也面向社会招募传承人。
孟河书院传承班，将动员南京、上海
等地德高望重的孟河医派丁氏学派
名家大师及他们的弟子来常边坐诊
边无偿带学生，也免费为外地来常
求学的学生提供吃住，为将来恢复
丁甘仁先生的边办学校、边办医院
的医疗和教学模式的探索。“只要是
对中医有兴趣，有一定的学医基础，
都可以申请报名。”顾书华说，“全
职”的传承人，由学会提供工资。

孟河医派，冠冕群英。
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一个

著名流派，曾有过“小孟河镇江
船如织，求医者络绎不绝”、“摇
橹之声连绵数十里”等医事盛世

之景。而孟河医派，又以费伯雄、
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孟河四
大家”为代表，丁甘仁虽是其中
最晚成名的，但却是其中的“集
大成者”。

出生于 1866年的丁甘仁是
清朝末年才开始学医，12岁的时
候，到圩塘拜师马仲清做了三年
学徒，之后又回到孟河老家跟着
其兄丁松溪学医于费伯雄，又从
业于一代宗匠马培之先生。

学成之后，丁甘仁初行医于
孟河及苏州，民国时期全家东迁
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他又跟
随巢崇山学习外科。此后还学习
了一些其他医派的医法。

据介绍，1896年，上海爆发

猩红热，丁甘仁所在的医院给病
人免费试诊，救治了一两万人，丁
甘仁也因此名震上海滩。1916
年，丁甘仁又在上海创办了我国
第一所中医学校———上海中医专
门学校，1926年去世后，学校由
其次子丁仲英和长孙丁济万继续
联合主持，到1932年由丁济万独
立主持并改名上海中医学院。祖
孙三代共办学 30届，有毕业生
900余人，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民
间医派门人最多的纪录。

这次丁甘仁先生诞辰150周
年的纪念活动上，有来自国内外约
150名丁甘仁先生的后裔、后学。

寻访这些孟河医派丁门后
学，也是孟河医派传承的开始。

医派的传承离不开一个
人———顾书华，如今作为常州孟
河医派传承学会会长的他，串起
了一条传承的主线。

其实，顾书华还有多个身份，
今年45岁的他从事西药研发起
家，1996年就在国内首先研究开
发成功并上市销售新药雷卡 !左

卡尼汀"原料药和注射液、口服液
等。在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我国
泌尿外科鼻祖、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阶平的启示下，他开始慢慢了
解中医。

在家乡常州，顾书华先后寻
访了高锦声、巢伯舫等人。在他的
诚心和努力之下，八十七岁高龄
的巢伯舫打破二十年不收徒的惯
例，将其收为弟子。2007年秋，顾
书华通过巢伯舫先生介绍，前往
上海向中医内科专家席德治先生
拜师。巢伯舫和席德治先生均是
解放前老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学
生，也是校长丁济万先生的嫡传
弟子。

磕过头、拜过师，从此顾书华
与孟河医派结下不解之缘。

2009年4月15日，顾书华得
到了一个令他十分悲痛的消息，
曾在2007年冬参加他的拜师仪式
的方宝华先生因心梗去世。而当
时，曾经在册的869名孟河医派丁
门传人只剩下20多位。

这也是一直以来席老和巢老
担心的孟河医派的传承问题。顾
书华与两位老师商量，请他们利
用老同学的关系和大家对丁济万
老师的感情，将孟河医派老中医
组织起来，开展抢救性传承工作。
两位老师全力支持顾书华。

2008年11月26日，孟河医派
传承学会正式成立，其宗旨是传
承孟河医派尤其是丁甘仁先生的
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致力于抢
救和延续目前国内唯一的内、外、
妇、儿、针各科齐全的传统中医流
派，重铸百年前孟河医派的辉煌。

在寻访的过程中，顾书华还
找到了现如今唯一一位还在世的
丁甘仁的弟子———如今已经107
岁常居台北的周慧仙，已经过百
岁的她曾是台湾著名中医。昨天，
周老还托自己的女儿为老师的诞
辰发来了贺礼和贺信。

孟河医派传承学会成立后，开
展了一系列的抢救性传承工作。
2009年，孟河医派传承学会与

常州市新北区卫生局联合开展了
首批“师带徒”的传承活动，选派了
新北区所辖各卫生院21名年轻的
优秀中医师跟随6位老中医抄方临
症学习，经过三年，他们已经都成
为各医院的中医骨干。
2010年，孟河医派传承学会又

和新北区卫生局合作成立“常州新
北孟河中医门诊部”，开展临症医
疗和带教传承工作。

此外，还发动孟河医派丁氏第
四代嫡传弟子整理和编辑第三代
嫡传弟子方宝华、席德治等老先生
的医案和临症治疗经验。

从2009年“师带徒”传承活动

开始，三井医院副院长杜康每周末
都会前往上海，跟随丁甘仁的第三
代嫡传弟子黄吉赓抄方临症。在整
个新北区，三井医院中医科的中医
资源可以说是比较丰富的，科室加
上中药房的医生，约有20人左右的
队伍。“其中有几个老中医是外聘
的，可以说，在我们院，老中青三代
中医的结构比较完善。”而从黄老那
学习到的精髓，杜康也会应用到具
体的临床中。
除了看病问诊，三井医院也承

担着培训年轻中医的重任。如今不仅
是他，他所在的三井医院中医科在整
个新北区也有不小的名气。前去看病
的，不仅仅是本地居民，许多外市、外
省的病患也慕名前来。“相比之前，业
务量上升了70～80%。”

一代宗师
他集“孟河四大家”之大成，在沪创办我
国第一所中医学校

不解之缘
半路拜师的家乡后学，串起孟河医派丁
门的传承主线

医脉传承
常州开展一系列抢救性传承工作，“师带
徒”培养丁门后学

发扬光大
整理传承谱系，并开办孟河书院，面向社
会招募“门生”

孟河医派史料
研究基地成立
昨天的活动期间，除举行“丁甘仁

故居祭奠活动”，还举行了“孟河医派
书院传承开班仪式暨拜师仪式”和“首
届民间医学传承研讨会”，上海中医药
博物馆孟河医派史料!常州"研究基地
揭牌成立。
该基地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常州

市新北区政府和常州孟河医派传承学
会三方共同举办，旨在建立合作平台，
统筹发挥大学、政府、传承学会在医派
传承中的优势作用，更快更好地研究、
发掘原汁原味的孟河医派医术医德精
髓。三方将利用这个新平台在孟河医
派古籍保护、古籍研究、中医教育、出
版刊物等方面进行更广泛的交流学
习，努力将研究基地打造成盛名远播
的研究、学习、传承孟河医派基地。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启动“孟河医

派百名传承人培养工程”以来，目前已
培养了72人。
当天下午，还召开了首届中国民

间医学传承研讨会。会上，来自十省市
的民间医学代表就各地民间医学传承
情况进行了交流，并发表成立了“中国
民间医学传承联盟”常州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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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降温
今天又是工作日了# 白天

天气不错#多云转阴#傍晚到夜

里有阵雨# 晚下班的朋友要出

门带好雨具$

终于# 不见一滴雨的干燥

秋日要结束了# 降雨之后就是

降温$ 本周# 还会接连有冷空

气光临# 预计明后天就能感受

到明显的秋凉# 深秋的感觉逐

渐逼近$

谭校长有一首老歌叫 %爱

在深秋&#放在这个时候唱也特

别合适$ '有日让你倚在深秋#

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歌词还

真的有一点悲伤的感觉# 这恐

怕就是深秋的声音吧$ 一只

孟河医派丁甘仁先生诞辰
!"#

周年纪念活动现场

传承书院招收的首批学员#最小的
!!

岁#最大的
$%

岁$

B三方共搭平台

今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早
晨局部有雾，偏东风3级，夜
里转西北风4到5级，今天最
高温度24℃，明晨最低温度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