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咸荥晚年编辑过一册《醒世千家诗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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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咸荥为蜀华中学的题词。

刘咸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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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咸荥是民国成都著名
的“五老七贤”之一，双流人。
他是李劼人的老师。他一生
投身教育，也潜心劝善，身体
力行，办刊物，施赈济，每天鬻
字的收入，七成捐办赈济事
业，三成家用。刘咸荥曾任内
阁中书。精诗文，娴书法。与
其两个弟弟并称为“双流三
刘”。

在成都“五老七贤”中，最
长寿的要数刘咸荥（豫波），
他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卒
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享年
92岁。

前不久与孙梦渔老先生
喝茶，聊到他当年参加豫老出
殡时的情景。孙先生讲道：

“当年我21岁，是海星合唱团
团员，我们的团长是刘文晋 ，
顾问是郎静山先生的女儿郎
毓秀。1949年夏，刘咸荥先生
在王家坝自己的家中去世。
出殡那天，四川省主席王陵基
和省府秘书长走在队伍的最
前面，我和几个同学有的打着

‘沉痛悼念豫老逝世’的横幅，
有的捧着豫老遗像走在第二
排，从新南门王家坝家中出
发，送殡的队伍有两里路长，
队伍前面还有军乐队。我们
一直送到武侯祠，刘家再用滑
竿抬到双流安葬。走在路上，
省主席王陵基（绰号‘王灵官
’）身着上将黄呢子军服，戴着
厚厚的眼镜片，不时回头望望
队伍。我见他和蔼可亲，有六
十多岁，居然头上没有一根白
头发，便半开玩笑地问道：‘王
主席，你怎么没有一根白头
发？’王陵基回过头来，嘿嘿一
笑：‘这说明我受了不白之
冤！’众人听了哈哈大笑。”

刘咸荥的爷爷就是四川
大儒双流刘止唐（刘沅），父亲
刘桂文。他本人是光绪拔贡，
拔贡考了个三等，授内阁中书
衔，在四川达县任教渝，相当
于县教育局局长。清末任四
川省谘议局议员，民国当过四
川省参议员。

刘咸荥一生投入教育事
业，光绪年间曾主讲双流桂馨
书院。后在成都尊经书院、通
省师范、四川高等师范、成都
府中学堂（石室中学）、华西协

合大学等学校教书。可以说
桃李满天下，其中著名学生有
李劼人、郭沫若、黄稚荃、李澄
波、隆莲法师等等；刘咸荥诗
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精，
书学黄鲁直，遒劲飘逸 ，绘以
兰草长。刘咸荥又是一位大
善人，鬻字卖画所得，多半捐
助慈善事业。著有《静娱楼诗
文存》《静娱楼楹联》《静娱楼
善全集》《思古长册》二卷、《新
德善刊》等。

民国成都二仙蓭重刊《五
种劝善书》，前有刘咸荥先生
序：“王君治堂，募印是书，用
袖珍本，广为流传，信能接先
圣之心传而挽一时之颓俗，足
见劝善之苦心，昔东坡携石而
归，自谓袖中有东海，王君好
善之心，直欲人人袖中有天
地，讵不大哉！因敬佩而为之
序。双江刘咸荥”。

刘咸荥晚年编辑过一册
《醒世千家诗简编》，起心是
劝善，他从古代诗词中选出
有关孝悌、人伦、兄弟、悯农、
勉学子、励志、觉迷、广劝、导
俗等内容，由他的学生双流
李澄波（天根）刻印，言之谆
谆，情之切切，以惠时人。又
编《诗歌略存》，内容亦为劝
善、息讼、戒贪、戒赌、戒奢、
戒淫、戒鸦片等等，可以看出
他的选诗，用心良苦；《家庭
备用简易方》由他的学生李
澄波，选抄民间验方、单方，
简单方便，适用于居家备用，
以防不时需，非为牟利，惠及
苍生。

成都武侯祠今还挂有刘
咸荥对联：“惟此弟兄真性情，
血泪洒山河，志在五伦扶正
轨；纵极王侯非富贵，英灵照
天地，身经百战为斯民。”

刘咸荥一生存善心、发善
愿、作善事、结善缘，上无愧于
天地，下无愧于朋友，更无愧
于“槐轩”一脉，故得善终。

据我所知，成都有三大善
居士：华阳尹仲老，郫县焦公
以及双流刘咸荥。三者皆服
务乡梓、教书育人、刊书劝善、
施粥赈灾，数十年坚持不懈，
行善直到生命尽头，成都人不
会也不该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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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涯石街是一条古
老的街，虽不宽，也不是干道，
然而它的名气却不小。

它在水东门大桥（今武成
大桥）与东风路大桥段的府河
西岸，分为天涯石南街、北街、
西街、东街。时至今天，这天
涯石街一带变化也不很大，人
们在这一带小方块街穿行漫
步，仿佛走进古色古香的老成
都街巷。

小时候便听老人们讲，天
涯石有块大石头，是从天边飞
来的，当时这里有一个黑洞，
其深无比，常涌出海水，满了
大河，淹了成都，人们堵不住
它，是老天爷做好事，从天边
飞来一巨石堵住了海眼。还
说有的人见石头稀奇，便爬上
去玩，结果一身都肿了起来。

总之，天涯石神奇的传
说，自幼成了我心目中的一个
神话。长大以后，慢慢地认识
到小时候听老人们讲天涯石
由来都是虚无飘渺的。但无
论怎样不信，天涯石街名的存
在，又使自己心存疑虑。

1980 年，市区文物普查
时，省市文物考古专家告诉我
说：“天涯石石头应还在天涯
石南街一住户家！现不易找
到了”。后来，我专程前往天
涯石小学旁打听找到了该住
房人，好说歹说，才让我看了
一眼，只见一片石头薄薄地立
在这家住房进门的左边水缸
处，住房人说他们自从住这里
就保护这片石块了。这石片
高为213厘米，上宽43厘米，
下宽105厘米，厚约27厘米，
是粗红砂石。显然，这是一块
极为普通的石块。

查阅史志，《漫记》一书中
说“石在蜀城东隅、高二丈，厚
仅半尺。瘗根土中，曳之若摇
可引，撼之则根不可穷。”陆深
在《蜀都杂抄》一书也说：“天
涯石在城东门内宝光寺东侧，
有亭覆之”。根据记载，古代
天涯石有二丈高，它的来历的
确不凡，人们还建有一亭保护
它呢！

天涯石到底从何而来？
今天的人绝对不可能相

信它自天涯飞来，堵什么海眼
之说，应该说它与成都的支矶
石、五块石一样，是古人死后，
为标志生前身份，从山区弄来
的石块作为标记罢了。

从这片石块看，它没有刀
刻痕迹，也不像其它古墓石碑
那么整齐刻有花纹、字迹。这
表明它的时代相当远久。因
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成都
最早的古墓遗物之一。“是恐
昔时卿相墓，立足为表今尚
存”，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对成
都西门石笋提出的质疑，唐时
的杜甫决不相信有从天边飞
来的石块。 郑光福

据《益州书画录》载，周国颐生于安岳县圆
坝场，自幼就非常爱读书，少冠童军。道光十
四年（1834 年），周国颐就和濮瑗一起，历时两
年时间，总纂了十六卷《安岳县志》。

道光十六年（1836年），在完成《安岳县志》的纂
修之后，周国颐随即又编纂了十六卷的《蓬溪县志》。

清道光庚子（1840年），周国颐参加乡试，以
经元二甲的成绩入朝，在国史馆议叙。在京期
间，周国颐研修名家书法。一次，他在集市上购
得三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锺繇的小楷代表作

《力命表》原拓，遂工书，字迹与刘墉体近似，晚
清著名书画家何绍基称赞他为“书家第二人”。

朝廷为官期间，周国颐收获最大的莫过于
和 姚 文 田 结 为 忘 年 好 友 。 姚 文 田（1758
年-1827 年），字秋农，号梅漪。清朝嘉庆 4 年
（1799年）己未科进士第1名，世称文状元。翰
苑名贤，文坛巨匠。是清朝一代蜚声朝野的著

名学士，官至礼部尚书。这位德高望重老先生
治学严谨，为官耿直，一身正气。

姚文田当时在太医院，精通《易》学和医
学，周国颐遂随姚文田学医，两人不以师长相
待，乃以至友相交。姚常与周书学共勉，并以
医学传授，亲如手足，口授心传，无微不至，使
周国颐在医学上成就显著，造诣尤深。

不久，在姚文田的推荐下，周国颐在朝廷
太医院任誊录和御医。

咸丰十年（1860年），周国颐出任山西徐沟
县（今清徐县）县令。他爱民如子、为官清廉、
务实公正、生活俭朴，士民捐资赠送“一片婆
心”巨匾挂于公堂，赞誉周国颐的美德。

勤政之余，周国颐常为士民治病，处方不
取分文，广积公德，名播晋中。山西宪台（地方
官吏对知府以上长官的尊称）褒其为“此山西
循吏，宦囊不名一文，可令为多士。”

参与编著的周国颐《痘科约言》。

在中国中医古籍文献书目中，有三部著作
非常珍贵，即《痘科约言》《医理用神》和《举罕
集》。这三部医学著作和清代安岳人周国颐有
着紧密的关系。

周国颐（1820年—1900年），字吉卿，四川安
岳圆坝场（今元坝镇）人，清道光庚子（1840年）
二甲进士。作为官员，他清廉务实，生活简朴。
咸丰皇帝时期，在朝廷太医院任御医。辞官回
蜀后开办书院教授医学，是安岳中医人才的奠
基人，被称为安岳中医学先师。

这样一位医技誉满蜀中的中医，也是当时
清朝著名的书画家，被后人称为刘墉第二人。

天涯石已被围栏保护起来了。

周国颐：
精通书画的清代御医

乐为士民治病
处方不取分文

他是李劼人的老师

刘咸荥轶事

天涯石：
成都最早的
古墓遗物

同治戊辰年（1868 年），周国颐辞官回蜀，
在成都潜溪书院（成都四大书院之一，位于四
川双流。1747 年华阳知县安洪德建于城东安
养乡潜溪祠原址，故名）任主讲。

几年后，周国颐回到故乡安岳县元坝场，
挂牌行医。

周国颐对《易经》《内经》《伤寒论》等古典
医著有深刻的研究，他积数十年学验，为民众
治病，颇受社会人士爱戴。他灵活运用《伤寒
论》六经辨证方法治病，以小柴胡汤治疗疑难
怪病，屡见奇效，故人称“周柴胡尤善，运用五
运六气理论治疗时令病，疗效显著。”

此外，行医之外，周国颐还开办了杏林书院，
培育中医人才，著述颇丰。周国颐推崇《伤寒论》
等经典，把《易经》八卦原理，用以解释张仲景“六
经”原理，发先贤之未发，独具见解。他注重脉学，

尤重“五行”生克制化原理，著有《医理用神》授受
心法传世。1998年，杨启富等将《医理用神》整理
出版，时任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邓明仲题词
称赞：“九代相传回春术，一部济世活人书”。

另外一部著作《中国医籍大辞典》及《中国
中医古籍总目》均未著录的《痘科约言》。这部
著作在道光癸卯年由周国颐自序，影刻手迹，
刊刻极精，末尾有刻字铺名号“河南省城文德
堂杨刻字店镌”。

经周国颐培育的门徒名盖蜀中，深受民众拥
戴。其中名医周即生和徒孙刘赞君最为有名。

周即生（1874～1938 年），字元卿，生前系
四川省安岳县李家镇踏水乡团山坝人。少读
儒书，精通五经，仕途不遇，因而从医，拜周国
颐先生为师。晚年作有《举罕集》《含章集》等
医学专著。 许永强

辞官归蜀 书院传教医技

编纂县志 书法医学均绝

周国颐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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