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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信息的价值及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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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方志是记载有丰富地区资料的重要文献，其中含有大量中医药文献资料。以贵州省地方志
为例，对其中的中医药文献进行辑录、分析及整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贵州地方志中医药文献数据
库。通过对历史时期医学人物、医学著作、医事活动及中外交流、药物及其他文献等内容中蕴藏的大量
文献信息进行研究，认为贵州地方志利用价值极大，应充分挖掘和开发。本文就贵州地方志可深入研究
的内容、方法、途径及深远影响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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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alue and Utilization of TCM Literature Information in Local Chron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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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 chronicles are important literature recording abundant regional data, which contain a
wealth of TCM document literature. Taking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research group compiled, analyzed and studied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TCM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ed the
Database of TCM Literature of Local Chronicles of Guizhou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dical
characters, medical works, medical activities and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medicine and
other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ll contain much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quiring further research.
Local chronicles in Guizhou Province are of great value and deserve fully exca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contents, methods, approaches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TCM literature in local
chronicles of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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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中医学院图书馆从 2009 年至今，承担了科

及。称瘴气“美如虹霓，香若糯米”
，
“病者亦有经此

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中医药古籍与方志的

而转愈，亦有不数日即死，但最常见者即病人多发生

文献整理”子课题“贵州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资料的

黄疸、腹膨、消瘦等，经年而死”
。后经证实“瘴气并

辑录和整理”课题。项目组对贵州省 9 个地州市及

非独特之病，实系疟疾”

88 个县区的 125 种旧志、166 种新志进行了调研，将

疠的具体方案，包括各种治疗疫病的疗法及方药 10

其中中医药相关文献进行收集、辑录、整理。调研方

余首，如“常山、槟榔、甘草各二钱，黑豆百粒，水

法包括：目录学研究方法、实地调研、网络调研、数

煎服” 。可对地方志中的民间方药、治疗经验等进

据库技术等。共计析出医药相关信息 3239 条，其中

行深入挖掘，开发有效的疗法与方药，并进行贵州地

旧志 2534 条、新志 705 条，形成 43 万余字电子版辑

区相关流行病学的深入研究。

录稿，并建立了贵州地方志中医药文献数据库。根据

4 中外交流

[1]131-132

。并载有预防、治疗瘴

[2]

文献记载内容，将其分为 8 类：医学人物、医学著作、

地方志中记载了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在贵州传播

医疗机构、医事活动、医学教育、中外交流、药物、

基督教教义的过程中，通过施舍药物，在客观上增强

文物古迹。通过对这些珍贵的贵州本土中医药文献资

了当地人民防病抗病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医疗保

料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开发利用贵州丰富的中

健卫生事业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研究显示，传教

医药资源。

士并不是一味的施舍，他们对贵州本土的中医药知识

1 医学人物

也进行学习。例如地方志中记载的由外国传教士罗怀

贵州地方志记载有数百位医学人物的姓名、生

忠所传的《扁鹊仙师外科真传》一书，就是外国传教

卒、里籍、业医起因、师承传授、医德医风、生平轶

士学习中医的产物。该书的手抄本于 20 世纪 80 年代

事等内容。这些文献虽然绝大部分都没有涉及具体的

初在贵州省黔南州被发现，经贵阳中医学院吴元黔教

医学理论，但其影响深远，可将其作为医药学研究文

授注评后，著成《扁鹊仙师外科真传注评》并出版。

献线索，通过史书、人物传记、灰色文献（指非公开

《扁鹊仙师外科真传》是一部外伤科医书，载有临床

出版的文献）等资料对其展开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

处方 30 余首，方中所用部分药物乃贵州特产药物，

不但可以掌握地域环境下医学技能、医疗学术特点、

对贵州外伤科临床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因此可通过深

医德医风形成影响因素，研究贵州医者成才条件特

入调研，探寻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对贵

点、贵州民间医学流派的现状及源流等，编制具有地

州本土民间医疗、中医药教育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域特点、民族特性的《医林人物志》
《医药人物索引》

5 药物

等名录型著作，还可为建立“贵州省名医馆”提供历

贵州地方志中药物记载十分丰富，占到辑录文字

史文献信息和相关文献依据，有力促进地方医药卫生

总篇幅的 60%。关于药物方面的利用价值主要体现在

事业的发展。

以下 5 个方面。

2 医学著作
贵州地方志中共收录 53 种明清医学类著作，但

第一，受到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等因素
影响，贵州人民在药物使用方面有着许多独到之处。例

根据寻访结果，其中的《增补金镜录》
《手验方》等，

如，在贵州地方志中记载，九香虫“服之身轻”
，使用方

在贵州省各高校图书馆、各地市州图书馆等藏书机

法为“用十四枚，微火炒，去壳翅及足，七枚去壳翅足

构均未发现收藏。究其原因，可能是该类书籍未能

生用，每服一生一熟作一次，嚼食，白汤下，日服二三

刊行或发行流通面过窄，导致藏本较少。且不排除

次俱可”
。而本草书中记载九香虫的使用方法多是与其

其中某些藏本为私人收藏。这些贵州本土医学著作

他药物配伍使用

影响力小，但其价值不容小觑。通过地方志文献，

与用法的记载与医药典籍做比对，研究贵州本土药物

可找出相应线索，加强对该类书收藏者的寻访，以

使用中的新用途和特有模式。

便挖掘、开发贵州本土的医学著作，编制如王聘贤、

[1]596-607

。因此，可将地方志中药物功用

第二，由于贵州多山，交通不便，药物流通受到

王锡章、陈真一等贵州省名老中医的医学书目等。

限制，外地药物输入较为困难，本土所产药物对于贵

3 医事活动

州人民防病抗病显得尤为重要。可以地方志为线索，

贵州省山峦叠嶂，地势复杂，瘴疠较多。清代、
民国时期对瘴疠记载较多且详细，中西医治疗均有涉

进行深入研究，充分了解贵州医药状况特点及对贵州
的政治、经济、风俗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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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地方志对药物记载的历史跨度较大，从

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等少数民族

明代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可以从历史角度分析贵

古籍，但很多少数民族医药知识还停留在口传心授阶

州道地药材和大宗药材在贵州省内的分布，及其主

段，应加强对这些宝贵的民族医药遗产的调研、搜集、

产区在历史中是否存在变迁，以增进对贵州药物发

整理。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的医

展史的认识。

药遗产；另一方面，可为地方医学史、医学发展特点

第四，贵州是植物药大省，有“夜郎无闲草、黔

等研究提供新的素材。

地多灵药”的美称。对地方志的药物记载文献进行深

除了上述内容，地方志文献中尚有中医教育、文

入研究，可完善和补充《贵州药物志》《贵州中药材

物古迹等内容，由于篇幅较小、记载简略等原因，目

目录》等药物学书籍。建国后出版发行的《贵州草药》

前不适合直接作为研究对象。但可以此作为线索，加

《贵州民族常用天然药物》《贵州十大苗药研究》等

强相关文献资料的寻访，扩大研究对象范围，以求取

一批贵州本土药物学著作，均不同程度吸收利用了地

得更大突破。

方志的丰富记载。

6 小结

第五，贵州境内少数民族众多，面对疾病，各

地方志文献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内容

民族采取的措施各不相同，形式多样，比较有特色

丰富，记述详细。中医药内容占有较大篇幅，是研

的是苗、彝、侗等少数民族的巫医行为，涉及大量

究本土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材料。贵阳中医学院图书

的植物药、动物药及矿物药等。例如在地方志中记

馆在贵州省地方志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过程中，摸

载，苗族地区流行“泼水饭”习俗，即“人有患病

索总结了一套较为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相

者不求医，先取病者褴衣一缕，延苗医看香或打毛草

关专家学者的肯定，其成功经验可为其他省份的地

卦，惟巫言是听，巫曰某物作祟，须泼水饭。病家取

方志文献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对地方志中的中医

水一勺，洒饭数粒，焚香纸其中，于深夜泼之路头，

药文献进行研究，可以充实贵州地方特色中医药文

[3]

谓之泼水饭” 。这些民族具有各自特色的节日及庆

献，尤其是少数民族医药文献，提高人民卫生保健

祝方式，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医药。这些行为从现代角

水平，助力本土中医药事业发展，跟上“大数据思

度审视并不科学，但在搜集该类信息时，我们采取尽

考大健康”的时代步伐。

量保留的原则，利用多种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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