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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 人物人物

杨承训，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深

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经济学会会

长，中共河南省委咨询组经济组副组

长。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读本编写组”首席专家，国家级有

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2017 年入选“近年最具影响力的

30 位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期从事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理论、产业经济学、科技经济

学、农业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撰写

专 著 14 部 ，在《中 国 社 会 科 学》《经 济

研究》《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近

千篇，主持完成国家重点社科规划课

题 8 项。获国家级优秀成果奖 5 项、省

级 奖 30 多 项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经

济学》获省级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二讲》入

选全国该领域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十本

好书。

系 统 研 究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理

论，专著《市场经济理论典鉴》获我国

经济学最高奖——第八届孙冶方经济

科学优秀著作奖，专家评价这是一部

研究列宁商品经济理论的百科全书，

具有开拓性和原创性，填补一项重大

理论空白。

较早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深化研究，有其重要的理论建

树。相关理论观点于 2003 年得到时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的批

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

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的重头戏。要

组织好班子。”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评

价其“开创此领域研究之先河”。⑩4杨承训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

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

史 长 河 中 ，疫 病 时 有 发

生。在与疫病抗争的过程

中，勇敢智慧的古代先人

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经

验，值得我们加以总结和

探究。

□王星光

大同思想，源远流长。《诗经》中《魏风·伐檀》
《魏风·硕鼠》《小雅·黄鸟》等篇目是迄今保留下
来的关于大同思想的最早的素材。《魏风·伐檀》
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斥责剥削者不劳而食，表
现出劳动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说明被剥削者阶
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已经向不劳而获的吸
血鬼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责问；《魏风·硕鼠》将
剥削者比做害人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决心逃离
这只大老鼠寻找“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
乐郊”的呼声；《小雅·黄鸟》与《魏风·硕鼠》一起
展示了古代社会的一个现实：硕鼠为祸家园，黄
鸟作恶他乡。非但天国乐土难以寻觅，就连此邦
之人，也是“不我肯谷”“不可与明”，甚至“不可与
处”。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在异乡遭受剥削压迫和
欺凌，更增添了对邦族的怀念，“言旋言归”，“复
我邦族”，还是返回故土吧！虽然不能逃避硕鼠、
黄鸟，但还能在与亲人的依傍中寻求些许暖意，
给充满伤痛的心以解脱的慰藉和沉醉。以这三
篇为代表的诗文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情感
寄托和憧憬向往，孕育了大同理想产生的沃土。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大同社会理想酝酿发
酵时期，诸子学派的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各抒己
见，追求社会公平和人间正义。

墨家的互爱互利和平等主义原则。墨家学
派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互爱互利和“尚同”
的平等主义等社会生活基本原则，强调有能力的
尽量助人，有钱财的努力分给别人，有道德修养
的勉力教人。如此，饥饿的人就可以得到食物，
寒冷的人就可以得到衣物，混乱情形就可以得到
治理。在国家管理上主张选择天下贤良圣智，立为天子，让他从事统
一天下的工作，倡导全体社会成员从事自己所擅长的职业，反对不劳
而获。

道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模式。道家以老子为代表，主张“小国寡
民”，让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
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小国寡民”向往理想化的原始共产主
义社会模式，百姓们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适，过得快乐。虽然道
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的幻想，但百姓在其间无
忧无虑地生活，也不由人为之向往。东晋的陶渊明继承了老子的思想
精髓，并将其内涵不断扩充，在《桃花源记》中幻想出一处同现实世界隔
绝的人间乐土——桃花源。那里没有剥削、压迫和战争，人们永远处于
和平、宁静和温饱的环境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对外部世界几
百年来的王朝废兴、社会动乱都一无所闻，自秦末避世以来，“乃不知有
汉，无论魏晋”。此后一千多年，幻想逃避现实社会苦难的人普遍地憧
憬着“世外桃源”，它成了人间乐土的同义语。

儒家的“均”“安”思想和公正诚信的社会追求。儒家思想对大同理
想的影响最大。孔子对颜回与子路抒发自己的志向时说：希望所有人
在晚年的时候都能够安享幸福，朋友之间都能够相互信任，年轻的子弟
们都能够怀有远大的理想。孔子在反对鲁国的季康子伐臾时说：“丘也
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
安无倾。”提出“均”和“安”的理想社会追求。孔子对上古尧舜的功业给
予高度评价，强调统治阶级通过修己和德治，以能够实现社会公平正
义。儒家亚圣孟子反感诸侯争战不休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行“王道”、施

“仁政”，主张“以德行政者王”，强调以王道之治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
下”。关于王道，孟子如此界定：给每家五亩地的住宅，种上桑树，那么
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织的衣服了；鸡、狗、猪这些家畜，不要失去喂
养繁殖的时节，七十岁的人就可以有肉吃了；一百亩的田地，不要因劳
役耽误了农时，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重视学校的教育，反复
地用孝顺父母、尊重兄长的道理叮咛他们，头发斑白的老人便不会再背
着、顶着东西在路上走了。老年人穿丝衣服吃上肉，老百姓不挨饿受
冻，这样如果还不能统一天下，那是没有的事情。至于“仁政”，孟子提
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让百姓都有一份“仰足以事父
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恒产”，即“五亩之
宅”“百亩之田”，采取“正经界”即实行“井田制”，“薄税敛”减轻人民负
担等政策，主张遵循“不违农时”“深耕易耨”等生产规律，通过维持和改
善老百姓的生计奠定政权稳定的基础。

大同思想的完整出现，是从《礼记·礼运》开始的，“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
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
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
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
同。”孔子的意思是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
尚的人、有才能的人选出来，都能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因此人
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抚育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
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
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
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憎恶财货被抛弃的现象，收贮它不
是为了独自享用；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总要不为
私利而劳动。这样一来，就不会有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发生，家
家户户都不用关门了，这就叫作理想社会。“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指人的道德素质高，出门不必关门，家家都相同，这叫大同。孔子的
深层意思是说：人人无心作恶，这叫大同。之所以出现人侵犯人、国
攻打国的现象，是因为不公。公正之下无有伤害。公正从何而来？
来自法律。法律从何而来？来自良心。这就申明了信仰的作用是拯
救人，道德的作用是塑造人，文化的作用是成就人。人在文化里大
同，在道德里大同，在信仰里大同。大同就是殊途同归，就是道并行
而不悖。大同是公正的产物。因此，孔子所认为的大同社会是一个
贤能在位、讲究诚信和睦、道德秩序良好的理想社会。

上述三种类型的大同理想，奠定了后来大同思想的发展基础，以后
出现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大同类型，基本上都是属于墨家类型的。一切
在王朝更替、农民战争中受到损害，企图用“避世”来寻求解脱的人，都
憧憬着道家类型的理想境界，而儒家的大同理想，则往往为新兴社会力
量的代表人物所汲取。⑩4

（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我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大
同
思
想

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

殷商甲骨文就有卜问商王是否传
染上“疫”和能否医治的卜辞。这说明
在 3000 多年前的商代对疫病传染已
有了朴素认识。

先 秦 时 期 的 医 学 经 典《黄 帝 内
经》已明确指出“疫”和“疠”是极易传
染，病状也多相似的疾病。《黄帝内
经·素问·刺法论》道：“五疫之至，皆
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素
问·六元正气大论》又说：“其病温疠
大行，远近咸苦。”“疠大至，民善暴
死。”这又对疫病的传染特性和致命
危害加以描述。

张仲景发愤创作的《伤寒论》实
际上是一部治疗传染病、流行病的专
著。《伤寒论》对传染病患者的症状和
脉象等加以详细论述，对人体感发于

“寒”与“风”等致病因子作用下所反
映的各种证候加以分析综合，取得了
对各种传染病演变规律的认识。该
书极大地提高了疫病医学的救护水
平，是发热性传染病的医学经典。

晋代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
中首次将“疠气”作为传染病的病因和
相互传染的特点，开后代温病学之先
河。他对传染病的记载涉及伤寒、疟
疾、瘟疫、疫疠（急性传染病）、猘犬啮
人（狂犬病）、食物中毒等种类，并对天
花流行状况和症状描述得尤为详尽。
在疫病治疗上，葛洪创造性地提出用
青蒿治疗疟疾，为后人战胜疟疾指明
了方向。

隋代医学家巢元方的《诸病源候
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其
中提出的“乖戾之气”是关于传染病因
的新探索。该书还对疫病传染的致病

因子进行探索，使传染病的病因接近
了细菌的发现。

明末医学家吴又可（名有性），亲
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他于
1642年著成《温疫论》一书，成为我国
传染病学的扛鼎之作。他认为传染病
因是“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异
气”就是“戾气”。17世纪中叶，当时还
没有显微镜，能对传染病因有如此精
湛的见解，是对传染病病因学的重大
突破。在戾气致病的感染途径和方式
上，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
触传播两条途径。吴又可的温病学说
在病原体、传染途径、特异性等方面都
有卓越的见解。

中国古代对疫病的预防和治疗

疫病具有传播迅速、传染性强、传
变较快、致死率高、易造成社会恐慌等
特点，古代医家和先民为抵御疫情、保
护生命、减少损伤，积极应对，留下了
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
结和研究。

未病先防，培固正气。对于急性
传染病，古人十分强调早预防，治未
病。《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就明确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
治已乱治未乱。”但如何能有效避免和
抵御疫病对人的侵袭传染呢？《黄帝内
经·素问·遗篇·刺法论》就有此问：“余
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
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
者？”答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
可干，避其毒气”。主张培固自身“正
气”，以抵抗“邪气”侵入。明代《景岳
全书·瘟疫·避疫法》也指出：“瘟疫乃
天地之邪气，若人身正气内固，则邪不
可干，自不相染。”中医认为正气是指
人体的机能活动及抗邪的能力，也包
括自身的抗病、康复能力。正气旺盛、
身体强壮的人，对疾病的抵抗力就强，
生存的几率就大。由此可见，平时坚
持体育锻炼，培补正气，保持健康强壮
的体魄，增强抗病能力，才是预防疫病
侵入的根本。

尽早发现，严格隔离。疫病往往
萌发悄然，一旦蔓延，气势难挡。因
此，及早发现十分重要。《黄帝内经·
素问·八正神明论》提出“上工救其萌
芽”的思想，就是要求早发现疫情苗
头，及时防治，以免疫情扩大，难以遏
制。《黄帝内经·灵枢·官能》：“邪气之
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
微，先见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
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
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求其萌芽。”唐代
杨上善释道：“邪气初客，未病之病，
名曰萌芽，上工知之。”由此可知，“未
病之病”指的是疾病尚未显露症状的
阶段。高明的医者能预先发现疫病
的苗头，给予警示并采取有效防治措
施。

制定了对疑似传染病患者的报告
制度。《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道：“爰
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五（伍）丙，告

曰 ：‘ 疑 疠 。’来 诣 。 …… 令 医 丁 诊
之。”意思是说某里的里长甲送来该
里的士兵丙，报告说：“怀疑丙得了麻
风病，故将他送来，让医生检查。”这
说明秦朝已有严格的传染病疑似患
者的报告制度。如果一旦发现了疫
病，就要及时采取隔离检疫措施，以
防止传染病的扩散。这在秦代已有
法律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
问》记载道：“城旦、鬼薪疠，可（何）
论？当迁疠迁所。”意思是说：城旦、
鬼薪得了麻风病，该如何处置？应迁
往麻风病隔离区“迁疠所”。这说明
在秦代已实行了对传染病人的隔离
制度，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汉
书·平帝纪》也载道：“民疾疫者，设空
邸第为置医。”明确规定设置隔离病
房治疗，以免疫病传播。东汉名将皇
甫规在陇右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
四，规亲入庵庐巡视。”说明东汉也在
军中设立“庵庐”作为疫病隔离区。
东晋时还颁布官员家属如患上疫病，
本人应休假隔离的规定：“永和末，多
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
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
这是十分明确的官员休假隔离以防
传染的制度，且时间长达一百天。唐
代初年僧人释智岩曾住石头城下（今
江苏南京市西清凉山）的疠人坊（麻
风病院），为患者“吮脓洗濯，无所不
为 …… 永 徽 五 年（654）二 月 二 十 七
日，终于疠所。”这是有明确记载的民
间传染病隔离治疗场所，也是护理传
染病人的最早记载。对疫病患者及
时隔离检疫在今天仍是防止交叉传
染的有效保障。

对于因疫病死亡的患尸，历代王
朝也多作有及时掩埋的规定。如北魏
宣武帝景明三年（502）诏曰：“申下州
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瘗。”宣武帝
又在正始三年（506）下诏：“掩骼埋胔，
古之令典，顺辰修令，朝之恒式。今时
泽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馁疾，无
人赡救，因以致死，暴露沟堑者，洛阳
部尉依法棺埋。”这说明掩埋无助者的
尸骨已作为官府的责任。对无主患尸
的及时妥善处理，可避免死尸暴露荒
郊传播疾病，也利于保持城乡的环境
卫生。

净化环境，讲究卫生。创造良好
的公共卫生条件，讲究个人卫生，保持
内外清洁，才能有效地预防疫病滋生
蔓延。我国古代城市供水和污水处
理设施出现得很早。在河南淮阳平
粮台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中就发现
陶制的排水管道，距今已有 4300 多
年。在郑州商城遗址也发现陶制的
排水管道，并与石砌的蓄水池相连
通，城内还有多眼水井，整个都城形
成有完整的给排水系统。这既可保
证城市的饮用水卫生，也解决了城市
的污水处理问题。古代城市也很重
视街道的清洁卫生。周代设有负责
道路打扫和清洁的官职“条狼氏”。
东汉时毕岚还在京城洛阳发明了用
来在街道洒水的机械——“渴乌”，史
载：“又作翻车渴乌，旋于桥西，用洒

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这些
措施确实有利于空气的清洁和市民
的健康。古代也很注意在城市建造
公厕。《周礼·天官》记载：“宫人，掌王
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
其恶臭。”郑玄释“匽”为路厕，可知周
代设有“宫人”来负责管理街道的厕
所打扫。《墨子》称厕所为“溷”，他还
提出了建造公厕的标准：“于道之外
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
溷，垣高十二尺以上。”这是要求建高
大的公厕以保证城市卫生。

个人卫生对防止疫病传染和保证
身体健康也十分重要。甲骨文中已
有“沫”“浴”二字，说明人们已有洗
脸、洗手和洗澡的习惯。《礼记·曲礼》
道：“让食不唾。”是说吃饭时不可吐
痰。汉武帝有专人“掌御唾壶”，唾壶
即痰盂，说明不随地吐痰的要求由来
已久。古人早已知道“病从口入”的
道理。孙思邈在《千金方·霍乱》中
说：“原霍乱之为病也，皆因饮食。”这
就明确指出了饮食不洁与传染病的
关系。孔子指出：“鱼馁而肉败，不
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祭肉不
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论语·
乡党》）这都要求不吃过时变质的食
物，以防疾病。元代来华的意大利人
马可·波罗曾讲述：在元朝宫殿里，

“众多伺候皇上用膳的下人，都必须
用雅致的面罩或丝巾遮住鼻子和嘴，
以免他们的呼吸污染大汗的食物和
酒水。”这种遮在口和鼻上的面罩和
丝巾，可谓原始的口罩。而我国开始
推行医用口罩是清末医学家伍连德
于 1910 年在东北成功攻克“肺鼠疫”
时创制的“伍氏口罩”。口罩的使用
为人类防疫和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晚清名医余伯陶在《鼠疫抉微·避
疫说》中指出，室内通风透光利于防
疫：“避之之法，厅堂房室，洒扫光明，
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内窗户，通风
透气。”即使今天，通风透光也是防疫
的基本要求。

医疗防治，勇于创新。在与疫病
的抗争中，历代医家们勇于钻研和创
新，形成新的医疗理论和方法。东汉
末年瘟疫盛行，张仲景发愤写成《伤
寒论》，奠定了“辨证施治”的基础；金
朝末年汴京大疫，李杲著就《内外伤
辨惑论》，创立了“内伤”学说和“甘温
除热”思想；明末崇祯年间疫病肆虐，
吴又可创著《温疫论》，开温病学说之
先河。历代医家们还创制了许多防
治疫病的方药。如葛洪用柏芝散预
防疫病；孙思邈研制出雄黄丸以避疫
疾；金代刘完素的黄连解毒散、李杲
的补中益气汤，明代吴又可的达原
饮、三消饮、举斑汤，清代吴鞠通的桑
菊饮、银翘散，都为疫病防治发挥了
显著的效用。⑩4

（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学术 概论概论

天下大同是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反映了古人对

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代表着人

类对未来社会和理想世界的美好

憧憬。先秦思想家对未来社会的

创意设计与百家争鸣，衍生出了

儒、道、墨等同根同源却略有区别

的大同思想，它们均有着自己诞生

演变和发展的清晰脉络，成为中国

古代社会基本思想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

□刘子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