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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行醫逾40載 推《黔本草》收錄千味「黔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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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 懷 有
六、七個月

身孕的張傑發現脖子腫
大，在一家醫院被確診患
了甲狀腺癌。生下女兒
後，在另一家專門的腫瘤
醫院做了切除手術。手術
據說很成功，但在隨後的
一次全身檢查中，卻發現
肺部和其他一些地方有陰
影。本身也是醫生的張傑
知道，那些沒有切除乾淨
或新生的癌細胞，存在「轉移」現象。
在確知西醫沒有治療「轉移」的方案
後，張傑轉而求助中醫。通過曾就讀貴
陽中醫學院的表妹楊青，找到其老師汪
毅。身為貴陽中醫學院教授，汪毅卻給
張傑開出苗藥處方，其中就有苗家常用
藥魔芋。

尋常物竟是治癌「主攻手」
魔芋當然是尋常之物。張傑對它印象
深，首先就因為它是如此尋常，卻承擔了
治療癌症的「主攻手」，令人意外；其次
是用量大。前後六、七年，張傑服用的每
一劑藥，裡面都有魔芋，累計達100公斤

左右；第三，
就是按汪老師
的說法，張傑
老家的野生魔
芋好，乾脆叫
她自己在老家
「收」，自己
加 工 、 自 己
用。
「我請家裡

人給我『收』
野魔芋，就在

院壩裡洗乾淨，切片，曬乾，每劑加入
30克。」張傑回憶說：「做藥的魔芋要
先在開水裡熬兩個小時去毒，再加入其
他藥材熬製。」
「當時就是一天一劑，吃了半年。半
年之後又去做第二次檢查，核磁顯示，
肺上的陰影就沒有了，表示那個『轉
移』已經『消』了。我這幾年年年都複
查，今年5月也去複查了。腫瘤醫院醫
生說我各項指標都很好，都在正常範圍
內，而且已經五年了，可以說是『臨床
治癒』了。」
巧合的是，《黔本草》「魔芋」條目
所用的圖片，正是拍攝於張傑的老

家——貴州黃平縣的深山峽谷之中，即
專業術語所稱之「原生境」。

原植物藥材圖片「一一對應」
「魔芋」收錄於《黔本草》第一卷第
210至211頁，該條目所載圖片一共四
幅。其中，三幅原植物圖，一幅藥材圖。
三幅原植物圖片中，一幅係魔芋開花的特
寫，一幅係魔芋植株——主要是散開枝葉
的俯拍，另一幅除了圖片中心區域的一叢
魔芋植株，還看得見植株生長的背景。藥
材圖片，則是乾燥處理後的塊莖。有必要
提及的是，該照片上的乾燥塊莖，正是取
自前述三幅圖上呈現的植株。不止一位專

家指出，這種圖片和原植物及其藥材的
「一一對應」，無論是從藥學還是醫學的
角度，都非常重要。
正在發揮治病救人功效的400味「黔

藥」，和魔芋一起，被《黔本草》一、
二卷收錄。
汪毅說，鑑於貴州作為全國四大中藥材

主產區的資源地位，以及他此前拍攝的數
萬張圖片和收集到的素材，《黔本草》正
準備在2020年出版第三卷，一共出到第五
卷，預計收錄「黔藥」1,000味左右。
他透露，《黔本草》出齊以後，他還準
備把多年的苗醫藥經驗系統總結一下。
「內容有了，就是還沒想好體例。」

「「魔芋在貴州省黃平縣的山上魔芋在貴州省黃平縣的山上

和土裡到處都是和土裡到處都是，，不過不過，，我們只我們只

曉得拿來做菜吃曉得拿來做菜吃。」。」張傑說張傑說：：

「「後來在汪老師給我開的藥裡後來在汪老師給我開的藥裡，，

才知道才知道它是苗醫治療癌症的它是苗醫治療癌症的『『標標

配配』』和剋星之一和剋星之一。」。」張傑是貴陽張傑是貴陽

中醫學院教授汪毅中醫學院教授汪毅4040餘年行醫生餘年行醫生

涯中諸多成功治癒的重症患者之涯中諸多成功治癒的重症患者之

一一。。汪毅長期從事中醫藥汪毅長期從事中醫藥、、民族民族

醫藥的教學醫藥的教學、、科研和臨床研究科研和臨床研究。。

20002000年前後年前後，，開始整理自己的研開始整理自己的研

究記錄究記錄，，希望能希望能系統地整理出以系統地整理出以

苗醫為主的貴州民族醫藥苗醫為主的貴州民族醫藥。。目目

前前，，已陸續推出已陸續推出《《黔本草黔本草》》的前的前

兩卷兩卷。。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周亞明周亞明貴州報道貴州報道

檢索目前已經出版的《黔本草》
一、二卷，其所收錄的400餘味
藥，每一味藥均以四至六幅圖片，
來傳達該味藥材的原植物生長過
程、原生境和藥材的直觀信息。
「有圖有真相」，成為《黔本草》
備受專家肯定和好評的主因。
「有圖有真相」來自汪毅團隊堅

持十數年的周末野外考察，最早，
則可追溯至2002年，至今16載從
沒中斷。
以「認藥」為主的調研均在野
外，汪毅為此購買了一輛七座「五
菱陽光」微型車，並親任司機。該
輛「五菱陽光」跑到最後，拿去修
1,000多元（人民幣，下同）沒修

好，說還要1,000多元。汪毅就此決
定將這輛立下汗馬功勞的「五菱陽
光」報廢。廢品公司出價450元，
但拖車運費要200元，最後實得250
元。汪毅笑言：「真正的『二百五
（寓意又笨又傻）』了」。
汪毅介紹，每一味藥的條目，印

在書上的照片雖然只有這幾張，但
卻是從數十乃至上百張照片中，精
心挑選出來的。「拍攝一味藥材，
要拍它生長的過程，從開花到結
果，到加工成藥材，全程拍，往往
要跑很多趟。」汪毅說：「『五菱
陽光』跑了三十四、五萬公里，變
成『二百五』，為『真相』作出貢
獻。」

包括汪毅，「五菱陽光」可坐7
個人。其中一個「常客」，是該學
院藥用植物與栽培教研室副主任魏
升華。只要有可能，魏升華都參加
考察。其他的，就是各自所帶的各
屆學生。
今天來看，這個主要由醫和藥

兩大專業師生形成的團隊，不經
意間決定了《黔本草》真實和有
用的基礎。「我側重於資源，側
重於把『這一個』和『那一個』
分清、認準，以免混淆，為『一
一對應』提供專業技術意見。」
魏升華說：「而圖片則留下最為
珍貴的第一手信息，為辨認提供
了原始依據。」

「我首先肯定該書照片的準確性
和真實性，因為這全部來自他本
人的第一手資料。」講起《黔
本草》，已經退休的何順志顯
然是有話要說。
何順志先後任貴州省中藥研究
所所長、貴陽中醫學院藥學系主
任、貴州省中醫藥研究院中藥研究
所、民族醫藥研究所所長，與他的職
業有關的職務，還可以開列一個長長的清單。
何順志說，從外觀來看，它很精緻的，圖文並茂。

還有幾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就是原植物圖。就是每
一味藥，都用到它的原植物圖。這是他自己的東西，
每一味都是這樣的，每一味都是至少4張圖，前兩卷
書是這樣。書裡所有藥材的照片，都是原植物的，就
是把它藥用部位加工成藥材和飲片進行拍照，這樣就
「一一對應」了，也就是準確無誤。

填補貴州本草學空白
何順志還認為，《黔本草》填補了貴州本草學的空
白。他介紹，大家熟知《本草綱目》，也知道雲南有
《滇南本草》，四川有《蜀本草》，廣西有《桂本
草》，因此《黔本草》的出版，填補了這一空白。
何順志還注意到，《黔本草》提出了「黔藥」的概
念，圖書之中有實質性的體現。而所謂「黔藥」，則
大致包括傳統的中藥和以苗族為主的各民族醫藥。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在已經出版的《黔本

草》一、二卷收錄的400味藥材中，有苗族及其他民
族藥名的，就佔345味，這就意味着對有待挖掘、整
理的貴州各民族醫藥寶庫，《黔本草》已經成功地開
了一個頭。

汪毅學醫，最值得稱道者，莫
過於退休之後，仍求學不止。60
多歲的汪毅，成了90歲的國醫大
師柴嵩岩的學生。往往是頭天坐
10餘小時的高鐵，從貴陽趕到北
京，次日隨柴老在診室坐診半
天，然後又是10餘小時的高鐵返
程。柴老係中醫婦科泰斗、北京
中醫醫院主任醫師。汪毅拜師，
就是研習柴老創立的「柴氏婦科
學」。
汪毅於1973年就讀於貴陽中醫

學院中醫系。白天課堂聽講，晚
上和周末，則到當時已經80多歲
高齡的貴州名老中醫肖海源家
中，聆聽肖老一生心得；還曾先
後師從國家級名老中醫王祖雄和
李昌源教授。1983年，還師從國
家級名老中醫、傷寒論大家、貴
陽中醫學院院長袁家璣教授，成
為攻讀傷寒論專業的碩士研究
生。

民族醫家「以藥傳醫」
汪毅學醫，還貫穿在他堅持十

數年的野外考察全過程。以苗族
為主的貴州各民族醫家，均是
「以藥傳醫」，因此，汪毅以
「認」藥為主線的野外考察，正
好與各民族民間醫藥的傳承方
式，有一種天然的內在聯繫。換
言之，汪毅「認」藥的過程，就
是向各民族採藥工、「土醫師」
學醫的過程。
汪毅行醫，則是其工作40多年

來，一天也不曾中斷的日常功
課。20多年前，為了研究苗醫
藥，汪毅籌辦了一個名為「餘慶
堂」的診所。除了上午在學校教
學和科研，每周一到周五的下
午，汪毅2點左右就會出現在診
所，風雨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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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載野外考察「有圖有真相」「照片準確真實
全部一手資料」

■■貴州中醫汪毅行醫逾貴州中醫汪毅行醫逾4040載載，，仍從不仍從不
間斷地每天保持為病人坐診間斷地每天保持為病人坐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攝攝

■社區醫生張傑是汪毅成功治癒的重症患者之一。圖為張傑（右）在工作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攝

■《黔本草》現已出版第一、二
卷，計劃共出五卷，收錄約
1,000味「黔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攝

■汪毅（圖右）16年來堅持在周末野外考察。圖為汪毅
在貴州黃平飛雲大峽谷野外考察。 受訪者供圖

■汪毅（左）帶領弟子考察途中涉水穿過開陽縣紅溝
大渠。 受訪者供圖

■汪毅（左二）、魏升華（最右）一行在紫雲縣四
大寨訪問苗族藥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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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香港文匯報貴州傳真

何順志何順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周亞明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