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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这个姓氏在《百家姓》中并
未列入前 100 位，放在全国也不常
见，但在常州却是常见姓。

尤其是孟河，自古以来有俗
语：“巢半城，恽角落，汤汤许许满
街笃”，表明巢姓是孟河大姓。

每一个姓氏背后都有一段故
事，蕴藏着一种精神。作为中国巢
氏家族中的一个主要支脉，毗陵巢

氏英才辈出，尤其在中医、中药方面
大放光彩。曾经，巢氏涌现了巢崇
山、巢渭芳等声名卓著的孟河医派
名医，如今，巢氏后人又着力在中药
研发方面创新，弘扬中药文化。

近日，《档案柜》记者走进孟
河，探源毗陵巢氏族人背后独特的
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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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巢氏家族中的一个主要支脉，毗陵巢氏英才辈出。这个声名卓著的医家——

将研究中医药的传统延续了数百年

曾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
室主任、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主
任的袁义达，曾做过一项统计：在
全国近 3000 个县区中，1025 个有
巢姓人口，而巢姓人口分布最多的
20 个县区中，常州的新北区、钟楼
区、天宁区分列第 1、10、13 位。江
苏的巢姓人口占全国28%，常州的
巢姓人口占全国的21%。

常州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苏

慎告诉记者，据 2010 年全国人口
普查结果显示，巢姓全国人口总数
为 5.2 万名，其中超过五分之一集
聚在孟河及周边地区。

我市文史专家郭重威表示，
巢姓族人迁来常州已有 800 多年，
多年来，他们以杰出前辈的精神
力量为感召，以家族兄长同仁的
勉励为约束，发展为当地一大望
族。

放眼全国，巢姓人口在孟河集中度最高

2017 年 12 月 16 日，毗陵巢氏
敬爱堂在新北区孟河镇举行第八
次续谱颁谱仪式，全国各地 500 多
名巢氏宗亲济济一堂，共续亲情，
传承家族美德。

“毗陵敬爱堂《巢氏宗谱》中记
载，‘巢’这一姓氏源于上古有巢
氏，这也是中国最早的 6 个姓氏之
一。”我市新北区巢氏文化研究会
会长巢杏松介绍，毗陵巢氏族人的
始迁祖是巢正初。北宋末年，他从
河南官派到江阴任判官，后来，他
的大儿子巢木迁往了武进县千秋
乡固村，之后就以此为根据地，一
直在这里繁衍发展，到现在已有
800 余年、34 代人的历史。800 多

年来，巢氏族人中也有一批向外地
发展，但大多数人留在孟河，由于
那时的武进又称为毗陵，所以巢氏
的这支家族被称为“毗陵巢氏”。

巢杏松说，他们从2009年起组
织家族联谊活动，并在祖居地常州孟
河固村成立了宗亲组织，研究家族文
化，修编敬爱堂家谱，同时参与全国
各地巢氏的各种文化联谊活动。

据了解，毗陵巢氏正式建的第
一个宗祠叫敬爱堂，位于毗陵巢氏
的祖居地。此外，毗陵巢氏还有孟
河新庄的“敬诚堂”以及我市永红
街道东巢村“余德堂”两个分祠堂，
总共登记入册 1.6 万余人，都算是
毗陵巢氏的后人。

毗陵巢氏传承34代，登记入册1.6万余人

提起巢氏，人们总会想起孟
河医派。我市文史专家郭重威曾
研究孟河文化多年，他介绍说，巢
氏家族素来与医学渊源颇深，在
隋朝就出了一个名御医——巢元
芳，他著有的《诸病源候论》也是
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系统总结疾
病病因、病理、证候的专著，对此
后 的 医 学 发 展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影
响。

到了 18 世纪中叶，孟河医派

成名，学术思想逐渐形成，并以费、
马、巢、丁四大家为代表。而四大
家中最先走向上海的代表之一，是
巢家的巢沛三、巢崇山。

1859 年移居上海的巢崇山，
以针刀技术治疗肠脓肿而声名鹊
起。在那之后，他在上海悬壶济世
50多年，颇有声誉。而孟河医派也
逐渐形成了“东渐”的高潮，众多医
界高手相继走进上海、苏州、无锡、
常熟等地。

然而，如果孟河名医迁走了十
之八九，谁来为家乡服务呢？此
时，巢崇山和侄子巢渭芳开始深思
和讨论。在巢崇山支持下，巢渭芳
决定留在孟河。此后，他留下家
训：“每代子孙中，长房的长子长孙
一定要从医，并留在孟河。”巢渭芳
的儿子巢少芳、孙子巢念祖、曾孙
巢重庆都秉承祖业，为孟河、万绥
等地的老百姓服务。

直到现在，每个周六周日，孟
河医派巢氏传承人后人程云良、周
定华等名老中医还在孟河老街上
坐诊为老百姓看病。

曾经，巢氏名医两地成名却不忘乡梓

巢渭芳巢渭芳

巢纪平

1932 年 10 月生于无
锡，祖籍孟河镇万绥社区，
现任国家海洋局科学技术
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
院士。

他于 1957 年发表了
我国第一张48小时数值天
气预报图，60 年代建立中
小尺度大气动力学方程组，
70年代首次建立我国海气
耦合的滤波矩平长期天气
数字预报模式。他还领导
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海洋环
境数字预报业务系统。

巢志茂

巢志茂，生于1963年3
月，孟河镇万绥社区（原万
绥村）人，硕士、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他先后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
技进步一、二等奖等荣誉。

巢兆安

巢兆案，1930 年 2 月，
孟河镇孟城社区人。1969
年进入国防科委五院五 0
四所工作，负责人造卫星
上使用的电子技术的科技
组织管理工作。1991 年，
国务院表彰他对我国工程
技 术 事 业 作 出 的 贡 献 。
1998 年至 2000 年期间多
次受到国家安全部表彰。

巢毅敏

巢毅敏，1964年11月
生，孟河仁厚村人。现任
英国东吉利大学终身研究
院、博士生导师、教授会成
员、纳米科学首席高级讲
师、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
等职，被聘为复旦大学、武
汉理工大学等大学兼职教
授。拥有多项国际专利，
在国际多个顶尖学术期刊
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巢国俊

巢国俊，1965 年 12 月
出生，祖籍孟河固村，现为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主任医师、中央保健会诊专
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
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副主
任委员。从事中医眼科临
床工作近 30 年，获得省部
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励9项。

巢建国

巢建国，1960 年 10
月生，孟河镇严桥村人。
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中
药资源与开发专业负责
人 ，中 药 资 源 与 鉴 定 系
(中药材生产与质控技术
服 务 中 心) 主 任 ，教 授 。
主持或参加三十多项省
部级及以上课题的研究
工作。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2项。

还有这些积极奉献的巢家人

自古医药不分家。郭重威告
诉记者，历史上孟河就有栽植中
药材的传统，持续 2000 多年，直
至上世纪 80 年代日渐式微。但
近年来，巢杏松等一批巢氏后人
立足创新，对中药材进行研发。
这些年，他们培育了很多新品种，
如丹参、绞股蓝、荆芥等，不仅改
善了品质，还提高了产量。

比如，常用的中药材——丹
参，具有活血调经，祛淤止痛，凉
血消痈等功效。一般的丹参只有
几两重，但巢杏松邀请科技人员
进行细胞育种，改良后推出的新
品种能有 2.7 公斤重。这些丹参
的有效成分是原来的 3 倍，成了
药企眼里的香饽饽。

不仅如此，在巢杏松等人热
心牵头下，孟河还规划建设了双
峰中草药科普园，这个规划面积
70 亩的园区设计了中草药科普
区、中草药育种育苗区、中草药标
本展示区、中草药收藏区、巢文化
园等，与周边景观融为一体，将成
为宣传、传承中医文化、普及、推
广中草药知识的园地。

如今，巢氏后人
创新研发弘扬
中药文化

毗陵敬爱堂《巢氏宗谱》中记载，“巢”这一姓氏源于上古有巢氏，这也是中国最早的6个姓氏之一。

一般的丹参只有几两重

改良后推出的新品种能有2.7公斤重

城事·档案柜征集令

“口述档案”，请找我们
讲述您与常州的故事，共同
用文字和老照片，拂去历史
尘埃，留住珍贵记忆。

电话：85681017
邮箱：45081294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