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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昆明有详细记载的四次鼠疫流行,表现出相同的流行特征:发生时间较周边地区晚、

城区和郊区皆有严重流行、人口死亡严重。咸丰、同治年间的鼠疫大流行, 与 1347 年欧洲的鼠疫大流

行有相似之处,流行迅速, 人口死亡众多。但是,咸丰、同治年间的鼠疫流行的动力是军队的移动,而

欧洲鼠疫则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商道传播。回民战争前后昆明鼠疫的散发性流行模式与 1351 以后的

欧洲鼠疫流行模式相似,但流行的背景大不相同, 也不同于云南其他城市。各地鼠疫流行模式的异

同,反映的是各地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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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tailed records on the four plague epidemics of Kunming in the Q ing dynasty,

t here are similar epidemical char acteristics, viz. , epidemics occurred at a time later than its sur rounding re

g ions, sever e epidemics prevalent in both urban and rur al areas, massive fatalities. The massive plague epi

demics during Xianfeng and Tongzhi reigns were somew hat similar to that of the sever e plague epidemics of

1347 in Europe, including rapid spreading and severe fatalities. The impetus of the former epidemic was the

migration of army, while t hat of the latter , the cities as the centers of trade passages. The epidemic pattern

of Kunming around the Islamic war was similar to that of Europe in 1351, wit h very different background,

also different from other Yunnan cities. The similar 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of epidemic pattern reflect the

differ ence among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natural surroundings of different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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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347年开始, 欧洲的鼠疫首先沿着交通要

道,在城市爆发, 接着以城市为中心,向四周的乡村

传播,引发城市和乡村人口的大量死亡[ 1]。1351年

之后,腺鼠疫持续不断地以散发性的面貌出现;到了

1450年左右, 除局部地区外, 鼠疫不再影响那些处

于生育年龄的人口[ 2]。清代云南的鼠疫大流行, 与

军队的活动密切相关。回民战争之前与之后的鼠疫

散发性流行模式, 与 1351 ~ 1450 年间的欧洲类

似[ 3]。究其影响因素, 则与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有

关。本文拟通过最近获得的资料,对于昆明城区及

其郊区的鼠疫流行史进行深入探讨,以完善对于云

南鼠疫流行模式的认识。

昆明市位于滇中坝子地区,交通便利,是清代云

南巡抚和云南府城所在地,也是云南省的政治中心

与文化中心。按照欧洲鼠疫流行模式, 昆明市应当

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成为鼠疫传播的中心。然而,本

文的研究却证明, 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

昆明市都不是一个主要的疫源地。与云南其他城市

比较,昆明市在疫情传播方面的功能也显得微弱。

而这一切, 与昆明市的社会结构、自然环境密切相

关。

一、雍正至咸丰年间的鼠疫流行

道光 云南通志稿!卷 4 祥异!记载康熙、雍正

年间云南的疫情共有 5次, 但发生地点都是广西州。

地方志的记载过于简略, 后人不明疫情。民国人罗

养儒发现了一本名为 荇浦闲谈!的清人文集,该书

记载: ∀雍正十一年( 1733) , 昆明痒子症大作,族中某

户有二十五丁口, 七日内即死去三之二。# [ 4]作者为

乾隆时人,记载发生在家庭中的一场灾难,应是可靠

的。∀痒子#病为云南人对于鼠疫最为通俗的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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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疫情最大可能是鼠疫, 只是流行的具体细节不

得而知。

学界公认, 直至乾隆后期云南才出现鼠间鼠疫

的记载, 被广泛征引的是赵州师道南的  死鼠
行![ 5]。赵州的鼠疫其实仅是当时迤西地区鼠疫流

行中的一部分, 在此之前, 鼠疫从剑川传至鹤庆, 并

以鹤庆为中心, 向北传至丽江府城,向南传至大理府

的各个州县, 并于嘉庆初年经楚雄传至迤东地区。

道光 昆明县志!卷 8 祥异志!记载嘉庆八年昆明县

∀疫#,嘉庆十四年∀时疫大行#。毗邻的新兴州(今玉

溪市)、安宁州、河阳县(今澄江市)和江川县, 都有疫

情发生。可见滇中地区在嘉庆年间爆发了一场严重

瘟疫流行。由于在滇中地区西部的大理府、楚雄府

和南部的临安府,都发现了死鼠记载,从滇中地区此

次瘟疫的传染性强、病死率高和危害性大考虑,我们

在以前的研究中推测为鼠疫, [ 6]只是这次疫病流行

的具体细节无从得知。罗养儒记载了当地一个与这

场瘟疫有关的古老传说, 从而提供了细节资料,他的

记载是:

清嘉庆中叶, 附近昆明之富民、罗次、嵩明、易

门、昆阳、呈贡、晋宁、江川、河阳等处, 有痒子症流

行,而昆明独无。时有旗人鞭公督滇,值昆明县知县

出缺,藩司详督院,以河阳县知县杨子震调补。某公

调详文而惊曰: ∀痒子症(杨子震)来到昆明, 哪还了

得! #盖痒子症三字与杨子震三字音相同也。意在另
易一人而补斯缺,藩司陈述此为抚军所属意者,某公

闻而怃然。已而杨子震履昆明任, 未及月,昆明痒子

症大作,膺疾而死者, 昆明境内仅两月间即近万人。

某公乃命人示意于杨,令其改名, 杨遂措词呈上, 易

名为杨思震,于是,昆明之痒子症亦渐次平息。

对于这一传说,罗养儒评价道: ∀此虽不见于书

篇,而此种传言, 实多有人知, 谅非虚语而不属于捏

造者也。此足证明, 滇中在二百年前,即多有痒子症

发生也。#[ 7]传说中的疫病发生区域和历史文献的

记载相同。这一传说是可信的。至此可以确定, 嘉

庆中叶云南府和 江府发生的瘟疫流行是鼠疫, 昆

明是这次鼠疫流行的一部分。仔细推敲这个传说,

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昆明鼠疫的发生时间较周

围地区晚。第二, 当时的昆明城区人口 4万 (详下

文) , 加上郊区, 人数更多, 两个月间疫死近万人, 全

部疫死的人口理应更多。在江川县, ∀自嘉庆十二年

来, 瘟疫渐臻, 人户稀少。东川及四外人,搬来租坐

山场, 砍树种地, 山林为之一空。#[ 8]江川县鼠疫流

行造成大量人口死亡, 并招致了外来移民, 以此推

测,昆明县人口死亡众多是可以相信的。

咸丰初年,滇中地区又爆发一场鼠疫流行, 光绪

 云南通志!卷 3 天文志!记载咸丰二年( 1852年)河

阳大疫, 是年嵩明县亦有鼠疫 ∃。咸丰三年, 罗养儒

从其家中长辈了解到, 该年七八月间, 昆明鼠疫猖

獗, ∀时则以城外四乡为最盛,尤以东南两乡之死者

为最多#。城内及附郭居民之死亡, ∀固少于四乡,然

三家人中必有一家不能免其厄#。鼠疫流行相当剧

烈, ∀后来官方查户口册, 城内城外及乡间丁口竟突

然减少十分之一#。[ 9]罗养儒的父亲是云贵总督岑
毓英的幕僚,罗的外太祖父可以看到省城的户口册,

他的记载应是可靠的。

尽管城市死亡人口要较乡村死亡人口要少,但

∀三家人中必有一家不能免其厄#。据云南的调查,

鼠疫流行期间每个疫点死亡人口要占该疫点全部人

数 1/ 2~ 2/ 3。据此计算,在这一年的昆明城区及附

郭,鼠疫流行所造成的死亡人口占城区人口总数的

16 7%~ 22 2%。道光年间,昆明城区有人口约 30

万,其中∀城内有人口四万多,城外有二十五六万#,

此次鼠疫流行造成 5~ 6万的城市人口死亡。咸丰

三年的鼠疫, ∀以城外四乡为最盛, 尤以东南两乡之

死者为最多。#昆明内城商业不发达, 而城外,特别是

南城门外, 是繁华的商业区, 城外人口主要聚集于

此,故而鼠疫为盛,东南两乡靠近最为发达的南城门

外的商业区,故而死者最多。从全国范围看,咸丰年

间官方的户口登记尚未流于形式,昆明是政治中心,

户口登记不会离事实太远。疫后政府重新登记户

口,不可能因赈济而出现夸大现象,昆明县因此次鼠

疫造成 10% 的人口死亡这一数据可以相信。由于

乡村人口基数大, 从中可以看到昆明乡村的鼠疫流

行是严重的。

二、咸丰至光绪年间的鼠疫流行

咸丰六年以后, 云南陷入长达 16 年的战乱之

中,昆明是清朝对抗杜文秀军队的重镇。1867 年,

杜文秀亲自带军征战昆明坝子。光绪 续修昆明县
志!卷 7 五行志!载同治二年昆明县∀大疫#, 四年

∀仍疫#, 以后频年皆疫。据调查, 这些疫情皆为鼠

疫。20世纪 50 年代调查昆明染疫乡(镇)、自然村

(街)统计如表 1所示。

五华与盘龙是昆明城区 , 染疫街占调查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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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世纪 50 年代调查昆明染疫乡(镇)、自然村(街) ∃

昆明市区
调查乡

镇数

占全部乡

镇的比例

( % )

调查村

(街)数

占全部村

街的比例

( %)

咸同年

间染疫

村街

光绪年间

染疫村街

咸同年间染疫

村街占调查村

街比例( % )

五华、盘龙 8 48 38 14 79 2

海口 6 100 0 28 54 9 28 1 100 0

西山 7 31 8 25 13 3 24 0 96 0

龙泉 8 72 7 27 25 5 25 4 92 3

官渡 13 48 1 43 4 5 28 1 65 1

合计 42 171 143 20 83 6

79 2%。20世纪 50年代的调查并没有统计染疫各

街具体的人口死亡数字
%
,从染疫各街在全部街道中

所占的比重来看, 鼠疫流行是相当严重的。海口、西

山、龙泉与官渡是昆明的郊区,除官渡以外,其他三区

染疫自然村的比重相当高。这些地区普遍染疫,构成

一场类似 1347~ 1351年的欧洲灾难[ 10]。

不仅如此, 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对战后的昆明

影响非常之大, 最重要的影响是人口的减少。20 世

纪 50年代中期,昆明市东寺街 85岁的李直清老大爷

讲,光绪二十年( 1894)前后昆明才只有 3 万~ 4 万

人,以后 6万~ 7万人& 。除了人口之外,商业也进入

萧条时期,罗养儒说: ∀大乱初平后, 昆明实无商业可

言,居于新成铺者, 什有五六为卖淫者流。在光绪十

年后,二十年前,一新成铺、一杀鸡巷, 都为污浊已极

之地处。#直到光绪十一、二年以后( 1885~ 1886) , 才

渐渐有所恢复。
[ 11]

1884~ 1886年滇中地区的鼠疫流

行证明,回民战争战后昆明城市的急剧衰落使得昆明

仅仅是一个鼠疫流行的传染区,而不是传播的中心。

1884~ 1886年是昆明鼠疫流行剧烈的三年。据

罗养儒的记载, 1884 年七八月间, ∀ 此症竟大流行于

城厢内外,每日城内之居民死于是病者不知凡几, 而

城外与乡间之死者更不必言矣。#在此几个月期间,

∀昆明城内城外以及乡村间之病痒子症而死者, 亦达

到二三万人矣。#第二年, 疫情较上年为重, ∀首先是澄
江府属之河阳、江川、路南、新兴等处人民受灾; 继则

漫至晋宁、呈贡、宜良、昆阳、易门; 积至八月初,遂漫

至昆明。病势则较上年为凶, 城内城外之死者, 直如

麻乱#。鼠疫首先在昆明周边州县流行,之后才波及

到昆明,这和嘉庆中叶的传播特点一致。第三年, ∀云

南仍有痒子症与红痰症, 然只在易门、昆阳、晋宁、嵩

明、呈贡、富民、宜良等县为灾,究亦不甚猖炽。昆明

境内染斯疾而死者只三几百人。#[ 12]滇中地区的鼠疫

流行实际上是嘉庆年间的重演。

三、鼠疫流行之背景

清代云南最重要的产业是矿业,昆明不是矿业的

中心[ 13]。尽管如此, 一般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人流

和物流,也会传播鼠疫, 只是传播的速度及范围极其

有限。例如, 寻甸县北街乡合村 73岁的丁本钟回忆,

光绪十八年八九月间, ∀ 先是丁家着(染病) , 丁楚先

死, 因为他们到省城卖鸦片烟。当时昆明已有这个痒

子病,丁楚得了这病回来传给家人丁齐, 以后村里都

传开了#∋。龙泉区云波乡羊肠小村 75 岁的刘贵仁

说: ∀这个病是九月间病起来的,起的是我大爹刘英先

着, 他都是盘田,有时赶马卖菜、卖米到省城。# (昆明

市更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参加科举的考生会因

为往返于昆明与各地之间而传播鼠疫。在寻甸县支

和乡旧营村, 80 岁的张如生老人说: ∀咸丰五年六年
我们村就有痒子病,本村 130多户,死了 40多户))

我祖张为太去省城应考,但得这个病死。#∗在回汉战

争之前, 作为政治中心的昆明对于鼠疫的传播扮演着

极重要的角色。光绪年间,华宁县有一例说鼠疫直接

∃ 昆明市卫生防疫站,昆明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

内部资料, 1957, 1~ 68

%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中国鼠疫流行史

内部资料, 1982, 898

& 昆明市卫生防疫站 昆明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

内部资料, 1957, 17

∋鼠疫调查组 曲靖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寻甸

县) 内部资料, 1957

( 昆明市卫生防疫站 昆明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

内部资料, 1957, 33

∗鼠疫调查组 曲靖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寻甸

县) 内部资料,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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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自昆明,也是因为赶考而引起。该县一区王马乡积

聪村 80岁的傅子义称: ∀当时我们村有 600 多户, 害

痒子病,死了只剩下 20~ 30 家。这病是由昆明传来

的,是我们村的张八公家去昆明赶考而(带)回来的,

因此我们村里的人都骂他家说,你家祖先带来的病害

死我们很多人。# ∃

昆明郊区以及毗邻的 江府各县人口,还可越过

昆明城区,与大理、蒙自以及其他地区进行直接的商

贸往来,从而染疫。例如, ∀光绪十二年,我们村里有

些家比较贫苦人邓 + 到禄丰去做搬运, 当时禄丰有这

个病, 他回来后他们全家 6 人死于痒子病,我们村的

痒子病也是由邓 + 的家先起#。82岁的王 + 全老人

说: ∀过去我们老爹他们就到 + 方去赶马,我们一支人

得痒子病死后只剩下我父母。#李道生的说法是: ∀痒
子病是杜文秀下来以后有,那些时候赶马人由大理下

来带下来的,伟林村的人到过大理。伟林村发生病不

到 7天就传到我们这个村,我们老爹就生痒子病死掉

的,吐红痰对时就死。#在这种经济结构下,昆明城区

不可能成为整个昆明鼠疫传播的中心, 昆明市东寺街

85岁的李直清老大爷就讲, ∀这个病是从迤西那边传

来的, 城外较多, 城里不重。# % 昆明南部的 江府与

云南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大,故滇中地区的鼠疫首

先在这一地区发生, 然后传到昆明, 昆明也不是区域

性的鼠疫传播中心。

上文所揭示的是 1733~ 1866年间昆明五次鼠疫

流行, 在这些流行期间, 经常有小的流行。这种散发

性的流行模式及所影响的人口与 1351~ 1450年间欧

洲的鼠疫流行相似, 如海口区里仁大街 77岁的尤凤

大爹说: ∀ 长毛下坝后有痒子病, 年纪青的人着的

多。#& 虽然如此,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 鼠疫发生的内

在背景,与欧洲有根本性的不同。1347~ 1351 年欧

洲鼠疫大流行的局面,只有在战争背景下才可能出

现。在昆明,民众普遍提及这样一句话: ∀提起痒子病

七处都有,正经战乱年间没有死了多少,就是痒子病

收了人。#∋据我们以往的研究, 回民战争中鼠疫造成

云南府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此时鼠疫发生的背

景,更与 1347~ 1351年间的欧洲不同。

自 1886年之后,昆明基本上再未受到鼠疫的影

响,可能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从云南全省的鼠疫

流行来看,从 1884~ 1886年的鼠疫之后,流行区域明

显南移,多发生在迤南的临安府、永昌府和腾冲厅一

带。在这些地区,流行也并不严重 (。昆明自然环境

的变化,为当时人所感受到, 罗养儒记载道: ∀例如数

十年前,当夏秋之间, 无不暴雨暴晴, 或一晴至十余

日, 午间则火伞当中, 突而油然作云, 倾盆猛雨暴注,

立刻沟浍皆盈。少选,火伞复张, 人又居于酷热下,此

而一日能作二三次。似此情况,人自易于受病。顾在

近五六十年来,便无此种情事矣, 即在大雨时行际,亦

不似往昔之暴雨暴晴,日作数次, 岂非天时气候之变

易乎?# [ 14]
暴晴和暴雨可能导致啮齿类动物的异常活

动,加大人与疫鼠接触的机率,从而导致人间鼠疫的

流行。关于这一点,尚有待更为细致的研究。

四、结论

雍正十一年昆明的疫情, 很有可能是鼠疫;嘉庆

年间疫情,则可确定是此种疫病。清代昆明有详细记

载的四次鼠疫流行,表现出相同的流行特征:发生时

间较周边地区晚、城区和郊区皆有严重流行、人口死

亡严重。咸丰、同治年间的鼠疫大流行,与 1347年欧

洲的鼠疫大流行有相似之处, 流行迅速, 人口死亡众

多。但是,咸丰、同治年间的鼠疫流行的动力是军队

的移动,而欧洲鼠疫则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商道传播。

回民战争前后昆明鼠疫的散发性流行模式与 1351以

后的欧洲鼠疫流行模式相似, 但流行的背景大不相

同,也不同于云南其他城市。在云南的永平县,以杉

阳镇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由点及面, 即由市镇向四周

村庄传播的鼠疫流行模式∗。在蒙自县,除了最偏僻

的几个山区外,鼠疫传播几乎到达了县境的每一个角

落, 且传染源都来自蒙自县城。商业中心城市对于乡

村经济的幅射半径与鼠疫传播的半径密切相关 ,。

昆明城区主要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人流与物流的

规模有限,因而无法成为鼠疫传播的中心。昆明郊区

以及毗邻的府县, 直接与其他地区进行商贸往来, 这

使得昆明周围乡村不少自然村的鼠疫与昆明城无关。

只有在战争的情况下,鼠疫才会导致大范围的人口死

亡。1886年之后鼠疫的基本停息, 可能与自然环境

暨气候的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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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溪笔谈!中的医学思想与中药学知识

张晓丽

沈括,是北宋著名的科学家,他不仅在科技方面

很有见树,而且精研医药学, 他著 梦溪笔谈!, 对当

时的科学技术有详细记载,对医药也有专节的记载,

在卷 26∀药议#与补笔谈卷 3∀ 药议#中, 辨驳前人的

错误认识,表达精辟的医学思想。

沈括在 梦溪笔谈!中认为,医术需要心领神会,

仅套用书本,不能达到妙境,所谓∀医之为术, 苟非得

之于心,而书以为用者,未见能臻其妙。# ∃他认为古

医方书多伪杂, 差误多,需要辨别。他指出古医方对

人的咽喉分水喉、气喉、食喉的说法是错误的, 提出

正确的看法,即人有咽喉,咽纳食物,喉用以通气, 人

的饮食、药物由咽进入胃,再进入肠部, 药物、饮食的

精华之气进入五脏, 渣滓排入大小肠。在用药方面,

沈括也提出不同看法,旧说∀药用一君、二臣、三佐、

五使#,指主治疾病的只有一种药, 其他次之, 互相促

进,沈括认为君药是主药,但不是指一特定药物, ∀所

谓君者,主此一方者, 固无定物也#。 % 而 药性论!
以∀众药之和厚者, 定以为君, 其次为臣、为佐, 有毒

者多为使, 此谬说也#。 & 沈括举巴豆为例, 认为治

固疾需以巴豆之类的毒药做君药, 指出用

作者单位: 230032 合肥,安徽医科大学社科部

药应根据疾病的情况选用不同的药做主药,不应拘

泥于特定的药物。他还指出, 中草药有用根、茎、叶

的,虽是一株植物上的部分, 但药性不同, 没有通晓

它的药理,不能乱用,如巴豆是让人腹泻的药,但它

的果壳却能止泻; 赤箭,  本草!中用根入药,近人反

用苗,不知药性是否相同, 具有实事求是的辨证思

想。沈括对中药汤散丸的功用也有独到的看法, 他

认为汤剂药力强, 疗效快, 可达五脏四肢, 选用汤剂

要增减得当,丸散则比较缓慢, 近人少用汤剂,多用

散剂,而选用药剂,全靠良医实践, 不可以拘泥于固

定的成法, ∀用之全在良工, 难可以定论拘也#。∋对

于采草药的时间, 沈括也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古法

采草药在 2月 8月很不恰当, 只是因为 2 月草已发

芽, 8月苗未枯,采者易识,对于药未必是良时,提出

要根据用药的根、茎、叶、实的具体情况在不同时期

采药,以得到优良的药性,如∀用根者,须取无茎叶时

采,则津泽皆归其根。欲验之,但取芦菔、地黄辈观,

无苗时采,则实而沈,有苗时采, 则虚而浮#。(沈括

还对鹿茸与麋茸、黄药与甘草、枳实与枳壳、鸡舌香

等中草药的药性辨别介绍, 丰富医药学知识,他对古

代医方的辩驳,体现了可贵的求实精神与科学辨证

思想,具有借鉴意义。
(收稿时期: 2003- 0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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