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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段子: 是谁将科学硬塞进中国的?
张东生

今天在狂倒中医的斗士中不乏即反中医 (伪科学)
力挺西医 (真科学), 而同时又是反圣经理念的 “极端
无神论”者. 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西医科学进中国的一
些历史事实. 按 “民间” 的说法, 当年西方传教士以
传福音为名大肆在中国各地兴建医学院和各种不同规
模的医院, 大到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成都长沙香港, 小到
河南的偏僻乡村, 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遣队. (其实
他们那时治病不分贫富, 是以实实在在的方式“冒死”
在中国传播西医. 例如加拿大人大山的爷爷当年就是其
中的一位. 他 1922-1925 年间是加拿大多伦多圣保罗教
会在中国兴建的圣保罗医院的医生, 并有一个惨痛的故
事. 大山在文章 “河南 ‘寻根’记”中写到: “那年
夏天，我带着我的儿子去了商丘。见到了一位老人，他
的父亲曾经和我的祖父一起工作过。他还记得小时侯和
我的伯父们一起玩耍。从那里我了解到了很多有关于我
家在中国的历史。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国内军阀混战
的时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的祖父母出于一种人道
主义的责任感来到了中国，希望帮助改善中国老百姓的
生活。后来，当地军阀的争斗愈演愈烈，他们不得不离
开中国。暴徒袭击了他们的医院，甚至在他们离开的时
候还袭击了他们的火车。更不幸的是，他们带着三个孩
子来到中国却只带着其中一个回到了加拿大。我的两位
年幼的伯父在这短短的两年里都先后染上了结核病，永
远的葬在了中国。这极大的悲伤在我祖父母的心里留下
了深深的阴影。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回到加拿大后对家人
很少提及在中国的事情的原因。太多的记忆，太大的痛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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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http://www.dash an.com/cn/blog/shangqiu1.htm 和
http://www.gmw.cn/content/2005-01/05/content_124021.ht
m).
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 幸亏中国人民省悟
的早, 坚决赶走了洋教, 但是医学院医院赶不走, 就
以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的原理把医院给留下, 把洋
教赶走了. 同时这样做也符合极端唯物论的原则, 人
只有身体没有灵魂, 留下医治身体的医术, 赶走医治
灵魂的圣经, 不会损失什么. 同时为了根除人们总把
这些医院与基督教和圣经理念联系在一起的念头, 就
将所有与洋教有关的医学院和医院的名称改为人民医
院等.也将“西方”也改称为“现代”, 不是车, 是现
代医学. 同时又为中医的成长创造了一个个伊甸园.
不幸的是,中医强调继承, 却继承不力,强调发展,但发
展无术也无路. 再看由西方洋教在违背中国人民意愿
的情况下,硬塞给中国人民的西医术,却在短短的几十
年的时间里遍布城乡.上到某些权大于法的领导, 以科
学代言人说话的一些院士, 中到以西医为业的一些敲
骨吸髓者, 下到一丝不挂的新生儿, 都在这方面受益
匪浅. 中国民间 “饮水思源” 的传统再悠久再优良,
也没人公开承认当年洋教士所传的这东西的确是“福
音”. 但是最近经过方先生何院士分析后, 西医对于中
国传统医学来说绝对是科学. 现在人们终于可以放心
的说, 当年洋教士冒死违背中国人民意愿, 硬塞进中
国的这东西不仅是福音, 居然还是科学, 原来是帮助
中国人民早日摆脱 “伪科学(中医)”的最佳武器. 这
也充分说明中国人民当年从西方传教士所传的东西中
取出的也真是其 “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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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当年被赶走的据说能医治 “灵魂病患” 的
圣经, 是不是 “糟粕”. 1949 到 1977 年间,可以说是
中国历史上最“极端唯物” 最 “极端无神”的年代. 对
整个民族来说, 物质“丰富”, 没得说,不就是多添加
几个零吗, “人”说了算. 精神那叫“抖擞”, 更没得
说,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也是 “人”
说了算. 不信的话, 你可以参阅当年以 “唯物论和事
实求是” 而著称的报纸. 殊不知中华民族为检验“极
端唯物”和“极端无神”的“优越性”和“科学性”付
出了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代价, 科学的西医也没能阻止
数千万中国人在短时期内的非正常死亡(传说的数字未
经证实). 对个人来说, 直到改革开放,物质稍丰富一
点儿时, 早年赴法求过学的邓小平先生发现了问题,
于是提出了“一手抓物质文明, 一手抓精神文明”的建
议. 这表明他挣脱了极端唯物极端无神的教条束缚.
但是做具体工作的下一代(留过苏或没有留过学)只知
道物质是世界的唯一存在形式, 除此之外不可能还有
其它东西, 一手抓物质不就抓住所有的东西了, 怎么
可能还有物质以外的东西可抓呢? 于是只在道德宣传
和完善法制上做了很多工作,是有成效. 但就连象成克
杰,陈希同,陈良心等制订律法的人都没有能拯救, 更
何况知法不多的各层下级人员呢.
其实当年洋教士冒死违背中国人民意愿,硬塞进中
国的东西中, 除科学理念外, 更重要的是西方的信仰
理念, 是与中国那些土生土长传说中的“妖魔鬼怪”完
全不同的一种理念,是圣经中的 “神” 的理念. 圣经
中神的律法虽严, 但不是鞭打人类罪犯皮肉的, 是在
人心里鞭打犯罪 “动机”的.通过鞭打人心里 “罪的
动机”来制止犯罪行动, 从而实现对这个人的 “拯救”.
拒绝罪前拯救, 就增加了受到犯罪行为实施后, 来自
人的法律所给予毁灭性打击的风险. 吕某某曾在美国
学习自然科学七年,获博士学位, 回国数年后, 因买凶
杀妻被处死刑. 如果你说是他不懂法律, 错了, 他官
位已达副省长. 难道在美国七年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这
句话: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
福” 吗? 据说抓捕他时, 是以健康检查为诱饵, 将他
骗到高级病房后实施的. 可见他 “崇尚科学” 的功底
不会很差, 连司法人员都知道他的这一特点. 但此时
的科学和法律只能确保他必须按时死去, 没有任何拯
救功能. 这话题太沉重了, 是吧? 以上历史和示例表
明一个道理, 当年被“极端无神”赶走了的圣经中能净
化灵魂的 “福音”, 一定不是 “糟粕”.
等中医退出历史台面后,“西医治标, 中医治本” 能
否改成 “医药治标 (身体疾病), 信仰治本 (灵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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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尚无法确定. 希望到那时经过何院士分析后,
给 “信仰” 一个合乎那时政治气氛的, 被包括在科学
范畴之内的称呼. 因为现在谁被科学不认可的任何东
西所害, 都有可能被贴上“可耻”的标签, 这已给社会
进一步歧视他们, 发放了通行证. 我国的的确确还有
千千万万个 “祥林嫂”, 被有充裕条件 “享受” 科
学的人们视而不见. 万一其中一个被留过洋的你碰上,
不要象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位留洋生, 让祥林嫂那 “崇
尚科学” 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而彻底崩溃掉.
鲁迅在１９２４年写的小说《祝福》中，用隐喻手
法揭露了中国土生土长传说中的“妖魔鬼怪”是如何被
百姓们运用自如,并将理论与祥林嫂的实际相结合, 一
步一步最终将她送入了人间精神地狱的。同年大山的爷
爷恰在中国 “帮助改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大山在文章的最后写到: “我开始意识到也许他们
在中国所度过的岁月和我在这片土地上的经历并不仅
仅是出于偶然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中国两个截然不
同的历史时期来到这个国度，彼此的经历相差甚远。也
许我在这里所取得的成功与他们曾经所付出的辛勤工
作和巨大牺牲有着某种联系。无论是巧合还是缘分，我
希望我在中国的工作和经历能够让我的祖父母感到自
豪，我希望他们在九泉下能够感到欣慰。”

(笔者注: 1912 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河南传教区创办
圣公会医院，医院受加拿大圣公会圣保罗教堂资助，定
名为圣保罗医院。1915 年，圣保罗医院迁址归德府城
内, 现为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笔者曾在这所医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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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数年，照片上这座楼房曾经是该医院的集体宿舍， 笔
者在这座楼房里居住过两年。)
原载于 “星空细雨” (http://xkxy.org), 11-6-06,标题和
内容都有改动.

(如果读者还想知道细胞 “染色体”, “DNA 分子”, “线粒体能量代谢系统”
和 “细胞凋亡” 等生命中最要紧的环节与圣经文字的 “巧合” 关系, 请
参阅 “星空细雨” 的系列文章, http://xkxy.org ).

张东生, 04-03-2007, 于辛辛那提, dongshengzhang_1@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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