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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林一致》作者考
田艳霞
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医林一致》是清代医家骆登高编著的一本综合性医书，初刻于清康熙四十二年，该书融理、法、
方于一体，有较好的临床医疗效果。然考诸相关文献，今人对于此书作者知之甚少，本文对该书作者进行了
考证，现将所获整理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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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Author of Yi Lin Yi Zhi
Tian Yanxia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Yi Lin Yi Zhi is a comprehensive medical book written by Luo Denggao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was
published in the 42nd year of Kangxi emperor’s reign. The book comb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inciples,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s, which can be used in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ively. However, by reviewing related
literature, it was found that people nowadays know little about the book’s author. So a careful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author was made.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research findings, with a purpose of asking masters of the book for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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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林一致》刊刻于清康熙年间，共五卷，约 20

一直以继承祖业为己任，少习儒，通经史，自求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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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论述了伤寒、瘟疫、脚气、斑疹、黄疸等 47

来“即耽志靡他，除经史举业外，一概不留眉睫” 。

种病症，每症皆附有方剂，语言简洁明白，是一部融

然而命运却并不垂青于他，屡落孙山之后，他认为匏

理、法、方于一体的综合性医书。然考诸相关文献，

系家乡，于事无补，遨遊京城也许会有一展抱负之机

今人对于此书作者知之甚少，笔者进行了较为仔细地

会，于是辗转北上，在一些官宦人家当塾师

考证，现将所获整理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而，骆氏孜孜以求的仍然是他的光宗耀祖梦，即使后

[3]2-4

。然

《医林一致》作者骆登高，字茱饮，号恒园，暨

来因医术显名，但终不改“青毡之志”，屡屡远走避

阳（今浙江省诸暨市)人，清康熙年间医家，生卒年

名，寄希望于以经史兴家扬名，包括《医林一致》的

不详。骆氏出身于书香门第，五世祖骆问礼是明代名

写作、刻印也都源于他心中这种不解的情怀。

臣，据《明史•骆问礼传》记载：
“骆问礼，字子本，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骆氏在举业之路上

号缵亭，诸暨人，嘉靖末进士，历南京刑科给事中。

走得很不顺利，但却因为偶然的因素，成为颇有声名

行事端严，立身刚毅，曾因屡次进谏，触怒皇帝，被

的医生。骆登高小时候身体很虚弱，经常生病，于是

贬为楚雄知事。万历初，任湖广副使，不久，卒于任

在课业之余，他开始博览医书，并试着给自己、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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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除了尽忠职守，骆问礼还是一个文学家，
[1]2485

著有《万一楼集》六十一卷、
《外集》十卷等著作

。

人开药方，慢慢地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离开故
乡北上之后，骆登高先在河北涿州一带居住，受聘于

《诸暨县志》也对他有详细的记载：
“骆问礼（1527－

一王姓官员家作私塾先生。一次，学生王启源得了不

1608 年）
，字子本，号缵亭，诸暨枫桥钟瑛村人，明

明原因的重病，延医问药皆无效，生命垂危。骆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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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进士。
” 在先祖光辉的荣

忍坐视，
“按脉立方，一剂而瘰疬箨落”
，并治好王启

耀下，在家族背景的激励下，骆登高向往祖辈的辉煌，

源父亲“十数年腹心之患”。一时间声名鹊起，在此
后的两年中，来找他看病的人“几至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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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骆登高并不甘心于此，他离开涿州来到京城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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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机会。又是一次的偶然，他的医名再次传开，“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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袂相连”，不得已，骆氏只好开始受徒设教，当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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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二十多名学生，比较知名者有胡世安、胡世昌兄

参与了此书的编订、注解、校对工作。可以说，在成

弟等。

书过程中，《医林一致》融合了多人的心血和智慧，

不久，柯宪衡到山西蔚萝做官，聘骆登高教子读

并经过了较长时间的临床检验。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书，为避医名，更为了追求他的耀祖梦，骆氏又来到

(1703 年)春天，在众人的努力下，该书刻印出版。
《医

蔚萝。在山西旅居期间，也许觉得仕途无望，他开始

林一致》刻印出版后，在当时即有一定影响，曾被曹

编撰《医林一致》
。他编撰整理生平所集之医书，并结

雪芹祖父曹寅所收藏。1986 年长春发现曹寅所藏手

合自己临床的心得体会，
“手录五卷，计四十七证，并

抄本医书，上有“楝亭曹氏藏书”印记，
《医林一致》

摘脉诀、下学二条”
，共四十九篇，两月草就，并且取

也在这批藏书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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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百虑”之义，给此书命名曰《医林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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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登高学识渊博，治学审慎严谨，作为祖国医学

据考证，《医林一致》至迟在康熙十四年乙卯

身体力行的践行者，他结合数十年临证心得编撰成此

（1675 年）冬天已经成稿，但并未刊行。骆氏完成此

书，有论有据，有理有方，通俗易懂，简单实用，给

书后，先是邮寄给众生徒，让他们学习、运用到临证

后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中医药文化遗产。

治病的实践中，且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学生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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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丁有光、胡世安、胡世昌及骆氏之子骆以文等都
（上接第 33 页）
5.2 改进的方法和对策
医院图书馆 OA 系统的运行必须得到院科两级领
导的重视和支持，认真制定 OA 系统管理的各项规章
制度，包括制定系统用户使用手册、定期培训和系统
演示、帮助医护人员掌握系统操作等。
注重网络安全，应遵循“内网、外网”并存原则。

（收稿日期：2014-03-12，编辑：魏民）
改，使内部通讯和信息交流畅通便捷。从根本上改善现
有管理模式的被动性，优化医院图书馆管理流程。只有
保证医院图书馆 OA 系统网络安全，进而保证医院 OA
系统的安全运行，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医护人员。
医院图书馆通过合理使用具有可扩展性的 OA 系
统，实现全面贯通内部经脉，强化对内部事务的管理
和监督，建立适合本馆工作流程，整合资源，降低成

内网即医院信息系统，包括医院业务信息、医院管理

本，规范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使医院图书馆

信息、人事信息、绩效管理、工资管理、网上图书馆、

可以快速、便捷地为读者提供一流的服务。

临床信息等；外网即公众信息网，向社会公众提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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