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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章友棣与医学结下不解之缘

/ 人物名片 /
章友棣：
台州黄岩人，
骨伤科、
筋伤科专
家，
温岭市首届名中医，
出身于名医世家，
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章氏骨伤疗法传承
人，
台州黄岩章氏骨伤科第六代传人。现任中
国人才研究会骨伤人才分会执行会长，
全国骨
伤科医院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
浙江省民俗摄影协会副主席，
浙江
省企业家摄影协会副主席，
台州市、
温岭市政
协委员，
台州市民营医院协会会长，
台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库专家，
台州骨伤医院
董事长，
江苏大丰同仁医院董事长，
浙江省章
友棣骨伤研究所理事长。

疗骨伤。
1954 年，伤科章显法诊所开业。那一
无尽的岁月长河里，不知所起，亦不知 年，章友棣才两岁，还是咿呀学语的孩童。从
所往。个体生命具有有限性，在漫漫光阴中 小他就沉浸在药香之中，对中医骨伤治疗耳
像一粒尘埃，似乎微乎其微。虽然人们无法 濡目染。谈及幼时，章友棣的眼前总会浮现
抵抗时间的不可逆性，
但是却可以不断延展 出一幅画面。黑漆漆的夜里，总有一盏黄色
生命的边界，在宽广的大地上，记录下光影 的灯火亮着，
父亲章显法的身影在光里面像
之中的瞬间与感动。章友棣就是这样一个 一幅油画。白天父亲忙于问诊看病，夜深了，
人，在中医骨伤的世界里上下求索，在浩瀚 父亲才有自己的时间，
思考中医与西医结合
的天地间笃定地行走。
的道路，一步步去实践自己的想法。章友棣
懂事后，先学着替母亲研磨草药，当归、白
芍、苏木、桃红……每一样草药都有自己的
银仁心仁术·传承发展
人还没桌子高的章友棣默默识
章友棣出生于中医骨伤世家，是章氏骨 气味和功效，
并把它们存放于记忆的起点处。
伤科第六代传人。说起章氏骨伤科，在台州 记着这些，
“有一次，父亲的脚不慎被砸伤，三个跖
地区早已声名远扬。章氏骨伤科创始于公元
骨粉碎性骨折。而当有病人需要救治时，
他
1823 年，时至今日已传承七代人，有将近
顾不上自己的疼痛，
仍然坚持前去治疗。在
200 年的历史，是中国江南骨伤科的代表流
他眼里，病人的身体比自己更重要。”章友棣
派之一。
清嘉庆初年，台州黄岩焦坑乡江田村郎 回想起来说。相对于医术的传承，章友棣学
中章正传首创章氏治伤法，救治当地百姓， 到的先是关于医德的言传身教。
新中国建国早期，医学事业并不发达，
被黄岩西部山民们所传颂。清道光三年（公
材料科学应用于医学较晚，
在骨科治疗方面
元 1823 年），章氏骨伤疗法（章氏骨伤科）正
仍然多采用传统的疗法。病人骨折复位需要
式诞生。
而后经过数代人的传承，章氏保春堂接 长时间的固定，章友棣经常看到父亲用杉树
骨济世，总结出一套内外兼治、渐成体系的 皮作为夹板给病人进行固定，杉树皮柔韧异
理、法、方、
药，
研制出汤、丸、
散、
膏、丹、酒等 常，又可灵活造型，这在章家祖传的伤科疗
系列伤药。新中国建立后，章氏骨伤科第五 法中已经流传了一百多年。
但是章显法也并不拘泥于祖传古方。随
代传人章显法不拘泥祖传中医技术，对西医
也广泛涉猎，高瞻远瞩地提出中西医结合治 着社会经济建设的推进，骨折损伤的情况更

加复杂多变，
有些创伤需要通过西医手术的
方法来治疗。除了家传杉树皮固定法外，他
引进西医骨科里的石膏固定法，与传统手法
相结合，上世纪 60 年代曾作为科技成果展
出。章显法对西医也广泛涉猎，高瞻远瞩地
提出中西医结合治疗骨伤，并将各种牵引装
置投入临床使用，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在章氏祖传药方的基础上，他独创了
“万灵膏”
“八厘散”
“金疮定痛散”等，外用或
内服均具特效，一直沿用至今；并总结出章
氏骨伤的理论基础、手法要诀，形成了完整
的骨伤体系。章氏骨伤从章显法开始，走上
了一条内外并蓄、
中西医结合的新路。
年少的章友棣虽然还不能完全懂得父
亲的想法，
但是勇于开拓与善于接纳的世界
观却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博采众
长，融合创新，这是章友棣从父亲那里继承
的又一笔财富。
章显法严以自律，一世清贫，但是却给
章氏后人留下了
“最丰厚”的遗产：章氏骨伤
完整的医疗体系。他钻研过的一大堆医学典
籍和读书心得笔记，
以及
“仁心仁术，传承发
展，追求卓越”
的核心精神价值，值得第六代
传人毕其一生，潜心钻研。

银中西结合·兼容并蓄

章友棣 16 岁的时候开始跟随父亲章显
法系统地学医，成为了章氏骨伤科第六代传
人。勤奋好学的他很快就掌握了祖传伤科的

心法要旨及秘方，并能运用自如。后来，他已
不满足于祖传骨伤科技术，在父亲的支持
下，
章友棣在 1973 年赴浙医二院骨科进修，
学习西医骨科。与此同时还赴浙江中医学院
附属医院（省中医院）骨伤科进修深造。上世
纪 70 年代，祖传的医术加上现代医学科技，
使章友棣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西医结
合治疗骨伤筋伤的方法，疗效奇佳。
后来，章友棣从黄岩老家来到了温岭。
1975 年 1 月 1 号，章友棣很清楚地记得那
个元旦，他成为了原石粘公社防治院的一名
临时工。防治院当时是国家最基层的医疗机
构，章友棣回忆，当时的防治院一共有 6 名
医护人员，他去了之后，
成为了 007 号员工。
在防治院，
章友棣遇到了形形色色的骨
科病人。有些疑难骨伤，
其他医生看了认为
需要开刀治疗，但是章友棣说：
“不用开刀，
传统复位加上西医疗法就行。”果然，章友棣
的治疗方法证实可行，不仅减轻了患者的痛
苦，缩短了康复时长，还为病人节省了治疗
开支。章友棣骨伤治疗的名声逐渐在温岭地
区百姓之间口口相传。原本的防治院是靠国
家拨款维系运转的，章友棣来了之后，医院
逐渐开始扭亏增盈。
1981 年，章友棣成为了防治院一名正
式工。原防治院改名为“石粘镇卫生院”，并
且挂牌“温岭市中医骨伤科门诊部”。
“随着医院名气的增加，就像滚雪球一
样，
医院规模也越来越大。不光是门诊，住院
的病人也在增加，医院不够住了怎么办？就
只好租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当时我白天
看病诊治，晚上还要查房，每天都特别忙。”
章友棣说。
忙碌成为了常态。1989 年年底，章友棣
承包了石粘镇卫生院。由于医术高超、医德
高尚，慕名而来的病人络绎不绝。当时老城
北医院房子虽然已作价转让给了石粘镇卫
生院，但住院病人实在太多，床位仍无法解
决，得租借附近老百姓房子作为住院病房，
条件非常简陋、艰苦。
活跃的经济因子在江浙地区早已有之。
上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社会经济政策逐渐
放宽，台州这片地区开始兴起了股份制改
革。先从厂矿开始，
逐渐衍生到各个产业。当
时镇卫生院的规模已经严重限制了发展的
需要。章友棣心想，医院能不能也搞股份制
呢？于是他就开始把这个设想层层上报，从
卫生局到分管卫生的副县长到市长，得到的
答复是“医院搞股份制，
也可以试一试。”随
后章友棣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
1993 年，开始试点从石粘镇卫生院改
为股份制专科医院，
当时医院名称已从石粘
镇卫生院改为温岭骨伤科医院。这是温岭市
首家民营医院。同年 9 月，在章友棣组织攻
关下，医院还成功开展了首例断指再植手
术。
“所以从 1993 年到现在，这一试就是
26 年。”章友棣哈哈一笑，二十六载光阴似
乎就在这爽朗的笑声里面转瞬即逝，
“我们
就这样风风雨雨地走过来了。现在医院的门
诊量越来越多，每天的住院病人有 500 多
人，
员工超过 600 余人。以前是 6 个人，
现在
是 600 多人。”
问及医院二十余年的发展有何成功经
验，
章友棣略作沉思，
他认为，第一点是团队
协作，发挥集体的力量；第二点是机制灵活，
老百姓需要什么医院就着力补足什么方面。
章友棣的骨科疗法是世代传承的，在中
国传统观念中一般只限于家族内部传承。但
是章友棣却并不泥古，在医院的发展过程
中，
他一直在带徒弟，
除了大儿子章鸣、二儿
子章仪，他还将自己的医术毫无保留地传给
他所看重的医院骨干。2011 年，医院申报的
“章氏骨伤疗法”
（中医正骨疗法） 成功入选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台
州市第一个传统医药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章友棣被国家授予“章氏骨伤疗
法”
传承人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规定了传承人在传承方面具有的权利和义
务。传承人具有挑选适宜继承人选的权利，
也必须履行传承义务，开展传承活动，培养
后继人才。
对于章友棣而言，在非遗法颁布之前，
传承医术已经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让
更多的患者得到及时的医治，让传统医术能
够发扬光大，他从没有个人主义的小我，而
是以宽广的胸怀包容一切。包容不仅限于传
承，
对于章友棣而言，
还意味着接纳。接纳不
断发展的西医医疗理念，
接纳与时俱进的医
疗设备，并且与自身原有的医疗知识体系融

为一体，
在融合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2014 年，医院晋升为国家三级乙等中
医骨伤医院，
成为浙江省首家三级民营中医
骨伤医院，也是台州市首家三级民营医院，
同年还成为台州市民营医院协会会长单位。
这一年医院购置了德国西门子 1.5T 超导磁
共振，
申报的一个手显微外科科研课题荣获
浙江省科技三等奖，同时科技楼（职工宿舍
楼）也开始投入使用。2015 年，台州骨伤医
院成为江西中医药大学实习医院，同时骨外
科学入选浙江省第三批非公立医疗机构临
床特色学科。这一年，5000 平方米 6 层楼住
院病房改造完成，17 层新门诊综合大楼开
始动工建造。
2015 年，台州骨伤医院迎来了 20 周年
院庆。时任院长的章鸣提出五年内要建设完
成新的门诊大楼，申报国家三级甲等医院，
打造骨伤科连锁医院集团。
五年之期就在眼前，三个目标完成得如
何？笔者采访的时候看到，
在老院区的旁边，
17 层医院大楼已经拔地而起，被身后对开
的青山顺势合围，
给人一种安全感。站在 17
层外面的露台，整个温岭市尽收眼底。楼内
还在进行最后阶段的装修工作，预计 2020
年全部投入使用。三甲医院的评审已经筹备
数年，只等新大楼投入使用之后鸣锣推进。
连锁化的集团建设这些年也一直在布局之
中，盐城大丰同仁医院、台州骨科医院、乐清
友义骨伤医院、邦尼医疗美容医院，目前由
章鸣，
章仪负责管理。浙江省章友棣骨伤研
究所也已创立，助力“章氏骨伤疗法（中医正
骨疗法）”这项非遗的传承和发展。
“医院的发展是随着百姓的需求走的，
往后社会老龄化现象会逐渐凸显，医院未来
也将布局康复养老方面。”章友棣不无展望
地说。

银行世间·心胸辽阔

章友棣今年 68 岁了，每天上午，他依然
会去门诊为病人进行诊治。采访当日，章友
棣完成了例行诊治，回到办公室已经接近中
午。眼前的这位长者，
丝毫没有疲惫之意，身
穿一身休闲装，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步调
轻快，
神采奕奕。说话间隙，
时不时还会发出
爽朗的笑声。
除了医生这一角色，章友棣有多重社会
身份。本职领域，他是中国人才研究会骨伤
人才分会执行会长,全国高等中医院校骨伤
教育研究会执行会长,全国骨伤科医院学术
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社会职务方面，章友棣
1980 年成为政协委员，一直做到六十岁。历
任台州市、温岭市政协委员。在个人兴趣领
域，章友棣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省
企业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台州市市直机关摄
影协会顾问等。
他极其喜欢摄影。闲暇的时光里，章友
棣一般会在摄影或者修图中度过。他已经出
版了多部个人影集。新建成的医院大楼病
房，也成为了他的“摄影展示基地”之一。他
希望，
自己跋山涉水拍摄的风光能给病人带
来愉悦的心情，辽阔的心境。
“世界上还有那
么多的美景，康复之后一定要出去走走看
看。”章友棣这是在给病人增加前行的信念，
同时也是在告诉自己，属于自己的“奇遇人
生”才刚刚开始。
60 岁后，章友棣开始学习英语。国内的
大好山河已经尽收眼底，他要走出去看世
界，和他的夫人叶荷女一起。他们的足迹已
经走过了大半个地球。等明年医院的“五年
计划”全面落实之后，他们计划坐游轮环游
世界。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所云，仰观宇宙之
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
听之娱，
信可乐也。对于章友棣而言，
路上的
风景，
开阔的心胸足矣，哪怕已近古稀，然宽
广可抵岁月长。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
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问及章友棣，如果现在可以选择的话，
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
“那就当个摄影者吧，走遍祖国的大好
河山，
拍摄更多美好的图片。”
《浙江社会办医发展史》一书由中国非
公医疗机构协会作为指导单位，由浙江和康
医疗集团与杭商传媒联袂编写，以亲历者与
见证者的视角，记录浙江社会办医的曲折历
程及辉煌成果，勾勒出一批具有典型代表性
的社会办医先行者形象，反思过去，启迪未
来，开创浙江地区社会办医的新时代。
（本文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