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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古籍电子教材的开发
窦学俊
山东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山东 济南 250355
摘要：当前中医教材在中医思维方式传承和中医学信息传递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需要进行中医古籍教
材建设，电子教材是推行古籍原著教材的良好形式。从版式、辅助功能和参考书系统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医古
籍电子教材的设计方案，认为图书馆是推广这种教材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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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Teaching Materials of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ooks
Dou Xuejun

（The Library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dong Jinan 250355,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teaching materia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re still inadequate in
inherit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Using Ancient TCM books as
teaching materials is needed, and electronic material is a good form of the ancient original material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scheme, auxiliary function and reference books system of electronic teaching materials of TCM,
and get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library is an ideal place for promotion of such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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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根据课程标准（包含课程计划与教学大

此标准体系中评判。因此，目前国内学生从小学到中

纲）编选的供教学用和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材料。近

学所获得的是现代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潜移默化中

代以来，中医教育模式从传统的师承教育转换成院校

建立起来的是符合现代科技文化观念的知识结构体

教育，教材成为学生学习中医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

系。中医高校人才培养基本是仿照西医的办学模式，

传统教材在指导学生学习、成才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

缺乏学习中医药知识的传统文化背景的氛围。由此积

的作用，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中医古籍教材应引起重

累的知识对于学习西医知识可产生较好的迁移，而对

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子型（数字化）文献

于中医学知识迁移效果差，甚至可能形成负迁移。强

得到推广，中医古籍教材也面临着数字化的机遇。

化、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才能保证中医思维

1

方式，学生在中医思维方式方面需要重新启蒙，教材

中医教育需要古籍教材
建国以来，不同出版社对中医教材多次出版，此

应该引导学生入门，建立中医的知识结构

[1-2]

。如顾

类教材已形成较为稳定的体系，但在中医思维方式传

植山先生指出的“现在应该对近代以来以教材为代

承和中医学信息传递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

表的被异化和失真的现代中医理论体系作出反思并

1.1 中医教材应引导建立中医思维方式

进行溯源归真了。”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基本
理论、知识、技能都与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西医

[3]

1.2 中医教材应全面传递中医学信息
现行统编中医教材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对经典进

学体系有显著的差别。在近现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下，

行梳理和白话文解释，这便于接受了十几年现代教育

传统文化思想逐渐被否定、丢弃，代之以西方的思想

的学生理解。但白话文与文言文有较大差别，转换过

观念，形成“西学东渐”的风气。学习、借鉴西学之

程中也可能受翻译者知识结构因素的限制，不能全

长应得到肯定，但片面认同西学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面、真实地传递古代中医文献中的信息。同时，当前

中的优秀内核，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为传统科

现代科技文化观念几乎无处不在，教材编撰者如何能

技文化包括中医的传承设置了障碍。自此，西方科技

保证以传统思维方式还原古人思想？在“重编”过

文化成为评审标准，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内容被放在

程中，如果现代科技文化观念起作用，对素材的选择、
编次和解释将改变方向，教材不但无法将原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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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讲义》作为经典著作课程教材，虽经历了多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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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者的编纂、分类、整理，但并未使学生认识到
[4]

经典著作的原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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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选取当前公认的善本书作为底本，参考现存其他版
本。在版式上可开发简体版和繁体版两种。简体版采

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以原著作为教材，将

用横排，将古籍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并断句加标点。

古籍原文全面呈现，应当是中医教育的一条可取之

繁体版采用竖排，不断句，不带标点，读者可通过点

路。古籍教材应包括中医经典著作和历代有重要影响

校功能进行句读。繁体版减少了繁简字体转化，可更

的中医学著作；前者如《黄帝内经》
《难经》
《伤寒杂

好地传递古籍信息。从汉字演变源流角度来看，繁体

病论》《神农本草经》《温病条辨》，后者如《脉经》

字本身携带古文信息更全面。未经句读的书显然比加

《针灸甲乙经》
《诸病源候论》
《千金方》
《景岳全书》

标点的书读得慢，山东中医药大学刘更生教授认为这

《医宗金鉴》
《医学三字经》
《濒湖脉学》
《药性歌括》

正是古籍不加标点的智慧所在，读者自行断句过程中

《汤头歌诀》等。这些古籍既包括中医的基本理论，

会加深对著作的理解，而且此后阅读速度会越来越

又包括古人的临床经验，具有不可替代性。

快。笔者也发现，虽然翻译后的教材便于理解，但读

2 中医古籍电子教材的形式

完硕士、博士不得要领者不在少数。因此，对于三年、

以往推行古籍原著教材的难度很大，在载体形式

五年乃至更长期的读书规划，不必担心繁体版教材读

方面，纸质图书存储密度低，检索功能不足。纸质文

得慢，相反这种教材是古代医家必修的基础。

献与数字化文献相比，其存在形式与传播方式对人们

2.2.2

获取信息有一定的制约。当前电子图书日趋成熟，为

家，它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媒体表现的多样化和数字化

中医古籍数字化提供了契机。对中医药古代文献资源

学习资源的整合方面。中医古籍电子教材应当能提供

进行数字化，可提高中医药文献资源的利用程度和使

文本、图像、声频、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体形式，具

用效率，使其成为中医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源泉。

有点校、检索、注释、笔记、书签、加高亮、复制、

2.1 电子教材的特点

复读、超链接等功能。此外，电子教材还能对学习过

知识记录在一定载体上形成文献，文献是知识存

辅助功能

电子教材不是纸质教材的简单搬

程进行管理。

储、传递的介质。存储载体和记录技术的进步会带来

教材中除文本外，还应对相关知识点添加链接。

知识传递、交流方式的变革。历史上造纸术和印刷术

原文中涉及的形体、器官、经络、腧穴、药物、方剂、

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当前计算机技术发展带来的数

人物、书籍等均可链接到相对应的图谱或文字注释；

字化阅读是知识传递方式的又一次变革。电子教材便

经典著作及其他医籍的重要部分录制原文朗读声频

是这种新技术在教育领域延伸的产物。韩国 2007 年

资料，便于学生跟读或记诵；有关生理功能、病因病

开始投入 20 亿美元推行电子教材的试点研究，预计

机或手法操作等内容可开发视频或动画资料，以增强

到 2015 年全面推广电子教材；日本教育部 2010 年投

感性认识。

入 10 亿日元用于 10 所小学开展电子教材试验研究；

对于检索功能，可以开发词语检索和文句检索

2011 年，我国第一次将“电子书包研发工程”列入

两种方式，分别检索字、词和句子的出处。检索范围

“十二五”重大工程项目。电子教材可以向师生提供

可以限定为原文和注释、笔记等辅助资源。对于古籍

大量的文字、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信息，并有

中同义词、多义词、异形词、生僻字等较多的问题，

效应用网络资源。电子教材不仅可以作为课本，而且

还可以借鉴主题检索语言的方法开发语义检索之类

可以成为学生的整合型学习工具，是课本与多种教辅

更高级的检索形式。

书、参考书融合的产物。电子教材节省纸张，能源消

2.2.3

[5]

参考书系统

为便于学习和理解古医籍文字

耗低，其成本将逐渐下降并低于印刷本教材 。在中

内容和医理，需附设教参系统，主要为参考工具书、

医学领域引入电子教材，将会带来中医药知识学习、

中医书目等。用于文字解释的综合工具书有：《说文

交流的变革。

解字》
《康熙字典》
《辞源》等；中医专科字、词典有：

2.2 中医古籍电子教材的设计

《简明中医字典》《实用中医字典》《中医难字字典》

中医古籍电子教材面临保真的问题，即客观地反
映古籍原貌，力求不遗漏古医籍的任何信息。要保证
[6]

《中国医学大辞典》
《中医大辞典》
《中药大辞典》
《中
华本草》《中医方剂大辞典》《黄帝内经词典》等；

教材内容可靠，真实地传递其中蕴涵的知识信息 。

中医书目有：《中国医籍通考》《中国医籍提要》《中

2.2.1

医学重要著作选介》等。此外，《中国历史纪年表》

版式

教材的基本部分为古医籍文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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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史年表》《中国本草彩色图鉴》《中国历代

段，这种结合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达到完好保存

医家传录》《中医人物词典》等亦可选用。

传统思维方式为中医学发展服务的目标。

3

图书馆是推广中医古籍电子教材的理想场所
中医古籍电子教材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可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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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历一定时间试用、多次改进才能达到功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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