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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平医药月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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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平医药月刊》创刊于 1935 年 1 月 18 日。该刊以普及医药常识、汇粹治验医案、阐释精微
医理、厘正实用药物、连载名家医著、宣传医界要闻为特色。理求精湛，而尤期于推陈致新；语必宗经，
而尤务于协时适用。小之可以扩个人之学识，大之可以益斯民之健康；近之可以增友助之嘤鸣，远之可
以延薪传之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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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eiping Medicine Monthl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CHEN Ting1, HU Cheng-xiang2
(1.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2. Library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Abstract: Peiping Medicine Monthly was founded on January 18, 1935. The journal has the features of
popularizing medical common sense, summarizing treatment and medical cases, expounding refined medical
knowledge, improving practical medicine, serializing masters’ medical books, and publicizing important news in
medical circles. It was abided by the classics and catered to the need of persons in Republic of China. Its
objective was to increase the knowledge and healthy level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s aims were to promote the
friendship of doctors and carry forward the unique TCM skills.
Key words: Peiping Medicine Monthly; Republic of Chin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中医药界的有识之士为了维护和发展中医药

术，积弱不振，或乏师承，或无系统，日渐散失，必

学，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在西医药刊物出版的影

至沦灭而后已”且“忧吾医药前途，屡遭抨折，废坠

响下，于民国时期（1912－1949 年）相继创办了一

堪虞”

批刊物。这些中医药期刊以“发扬国医国药”为主

立《北平医药月刊》，希望同仁共力合作，期中医学

旨，“谋国学之复兴，作知识之交换”，为宣传和发

有所进展。

[3]31

，遂于 1935 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创

展中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北京作为经济、文化、

本文以《北平医药月刊》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

医药较发达地区，相继出版了 10 余种中医药期刊，

学方法，揭示与报道《北平医药月刊》的特色，以期

如《通俗医事月刊》
《国医卫生》
《明日医药》
《文医

对民国北京中医药期刊的研究有所裨益。

半月刊》
《国医砥柱》
《北京医药月刊》
《中国医药月

1 《北平医药月刊》创刊缘起

刊》
《中国针灸学季刊》
《北平医药月刊》
《中华医学
[1]

《北平医药月刊》于创刊号中明确阐述了该刊

杂志》等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以其时效性、

的发刊缘起有二：其一，
“西法东渐，原有国粹竟有

广泛性和真实性，承载着近代中医药的珍贵文献资

日渐陵夷之势，同人等悯民生之疾苦，期圣学之绵

料，客观地纪录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医界的真实面貌，

延，特创本刊”。其二，“近今肤浅者流乐于弋获。

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文化

朝识病名，暮已问世。茫茫人海，尤足隐忧。以此

[2]

等方面的现象 。
养浩庐中医院院长杨浩如先生“慨吾医药学

活人，恐只益瘉”。故“就闻见所及，经验所得，凡
关于医药有可建论者，月裒一册，付刊定名《北平
医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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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北平医药月刊》概述
《北平医药月刊》创刊于 1935 年 1 月 18 日。社
员共计 31 人，其中不乏医林圣手，如孔伯华、汪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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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张菊人、萧龙友等。社址设于北平西长安街西头

于是施以正当治疗之法”
。文章从“经络说”
“气血说”

路南养浩庐中医院。每月发刊 1 次。共发刊 3 期，收

等方面，以浅豁之文字，得诊治之常识。

载文章共计 122 篇，其中署名者 96 篇，出自 37 位名

3.2 汇粹治验医案

流硕彦之手，未署名者 26 篇。撰稿人以本社社员为

医案是医生诊治病证的记录，又叫病案。章太炎
先生曾说：“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

主。杨浩如任本社社长。
杨浩如（1881－1940 年）
，名德九，字浩如，江

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倍。”

苏淮阴县孔庙巷人，出身中医世家。少年时代，家境

陈以时先生亦认为“医案，纪治验，彰学术”。
《北平

清贫，除学习文史经世之学外，还学习中医典籍，与

医药月刊》设“医案”专栏，对病因、诊断、治疗、

京城名医张菊人在淮安同出一师。杨家祖训言“不知

效果，条分缕晰，以求详尽。专栏收载名家医案 13

医者，不为杨家子弟”。他曾拜当地同族名医杨世寿

篇，如杨浩如先生“风阳扰络痰热阻窍类中案”、刘

为师，勤奋学习中医经典，边学边用，理论与实践相

亚农先生“肺病气喘案”
，此外尚有“一斋医案”
“省

结合，达到精通的程度。青年时代，他在山东曾辅佐

梦楼医案”
“梦陶轩医案”等。医案皆“吾同道诸君……

杨士骧建立中医学堂。1910 年来京后，任外城官医

平日阅历经验，关于疑难症候，治疗得法，而获良好

[4]

效果者，汇其方案，纪其颠末。一以供同道磋商，作

院医长 。
《北平医药月刊》发刊 3 期，主要栏目发文 81
篇（连载文章均按单篇计算），详见表 1。关于停刊，

他山之借镜；一以备民众采择，为同病之参详”
。
3.3 阐释精微医理

《北京医药月刊》杨浩如先生的题词说道，“甲戌之

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孙思邈感言：“今以至

冬，始克发行，乃甫三月，又以予病而中止，屡欲复

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陈

之，期竟厥志，终以故不果”。由此可见，
《北平医药

以时先生则认为，“自古言医者，皆祖《内经》……

月刊》由于杨浩如先生“病而中止”
。

逮晋唐以后，支流愈多，而医术亦渐纷岐，此则不可

表 1 《北平医药月刊》主要栏目载文数量（篇）

不加以条理也……本刊则冶今古于一炉，撷各家之精

期次

医学

药学

医学

医药

商讨

研究

常识

汇闻

论坛

专著

医案

合计

华，或为长篇撰述，或为小品文字，冀不失于稽古，
以探其源流；又不吝于师今，以求其进展”。
《北平医

1期

4

6

3

2

6

3

5

29

药月刊》专设“论坛”“医学商讨”栏目，以阐精微

2期

3

8

4

2

3

4

4

28

之医理，以析隐奥之医蕴。其中“论坛”刊文 10 篇，

3期

3

4

5

1

3

4

4

24

“医学商讨”刊文 18 篇。内容涉猎广博，病证论说

合计

10

18

12

5

12

11

13

81

如“论风邪为患之证”，文献考证如“《内经》著作时

3 《北平医药月刊》特色

代考略”，医学教育如“论选择教材宜不偏不倚”
，读

3.1 普及医药常识

书心得如“读《素问异法方宜论》书后”等。据统计，

陈以时先生认为，
“医药与民众，既有直接关系，

“医学商讨”18 篇文章中，与热病相关的文章近 10

则民众于医药，应具相当认识”，否则就会“临时瞻

篇，如“温热病之治法应分别营卫气血层次”“论瘟

顾徘徊，朝秦暮楚，无所适从，徒令多延时日，坐误

疹之症宜分期治疗”“论大头瘟症治法”等。这从一

[3]33

病机”

。《北平医药月刊》设“医学常识”专栏，

个侧面揭示出民国时期的北京疫病流行，中医中药在

以浅近的文字，剖解高深之学术；以明显的理论，揭

防疫治疫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发千古之蕴藏。务期医药常识，普及民间。如孔伯华

3.4 厘正实用药物

先生所撰“家庭常识”一文，以浅显之言讲述“肺病”

陈以时先生认为，“凡草木金石，试而有效者，

的认识及辨别方法。他指出肺病有二：其一为不能治

皆取而用之。日增月益，若不加以整理，恐药虽多，

的肺病，即中医所谓的“上损”，即肺经的痨病；其

而反难于选用。况古今药品往往效验不一，有宜于古，

二为不甚严重的肺病，即咳嗽、肺痈等。并告诫病家

而不宜于今者。或因天时地气之不同，人类禀质之厚

“认病认的清楚，就可以药到病除”。再如王澍田先

薄；或因产地种植之迥异，物质气味之变迁，此则不

生所撰“中医内科常识”一文，认为“夫欲明斯道，

可不详察也。他如药肆炮制，虽曰各遵古法，但亦有

必应先明经络，辨气血，审虚实，分内外，别阴阳，

不合法者，倘再以近似者欺人，鱼目混珠，则愈失之

知脏腑，然后再分别外感内伤，六淫七情，是何病因，

远矣，此则不可不纠正也”。萧龙友先生亦曰：
“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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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述之分……出一奇方，能医群医所不能治之病；

之谠论，执简御烦，钩元提要，不拘于编年记事之

用一灵药，能治中西药所不能疗之疾。惟其秘密，是

成规，凡有关一代制度，文化趋向，学说变迁者，

以不传。倘不搜而求之，终亦必亡而已矣，岂不大可

无不择要述其大义”。《中国医学史纲要》全书按时

惜哉！”鉴于此，《北平医药月刊》设有“药学研究”

间顺序分为 3 章，即上古医学（中国医学之起原、

专栏，刊文 12 篇。其中以连载方式刊文“实用本草”

上古名著考、上古名医）、周秦医学（医事制度、医

“用药须知”“国药成方”等文章。此外尚有“古方

学名著、周秦名医）、两汉医学（医事制度、医学名

权量考辩”
“用药分量之研究”
“安宫牛黄丸散不可妄

著、两汉名医）。因《北平医药月刊》只发刊 3 期，

用论”等。
“实用本草”一文，
“集各家本草之说，采

《中国医学史纲要》这部著作未完待续。

古方用药之义，就其性质用途，按诸科学方式，分析

3.6 宣传医界要闻

剖解，条列详陈，但求明显，适于实用”。全文收药

期刊作为宣传中医之喉舌，具有时效性、广泛性

12 种，每药分性质、用途、合化作用、忌畏。性质

和真实性。为及时向社会宣传中医药界的重要新闻，

载四气五味，用途载功效主治，合化作用载配伍组方，

《北平医药月刊》设有“医药汇闻”一栏，专载各地

忌畏载用药宜忌。因《北平医药月刊》只发刊 3 期，

医药新闻事项，如“卫生局取消中医施诊所改办卫生

故“实用本草”未完待续。

事务区”
“医家与病家发生纠纷”
“北平医药界筹备参

3.5 连载名家医著

加全国代表大会”等。

杨浩如先生“感于《内》《难》、本草、伤寒、

4 小结

温热、杂病各类，前贤虽不乏明著，或论分派别，

期刊作为一种载体，能够及时有效地揭示和报道

限于门户，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或泥古非今；或

本学科的发展动态，是学科的前沿和学术的堡垒。
《北

是今非古。医道维系民命，至为深重，乌可以偏执

平医药月刊》以发扬国医国药为主旨，普及医药常识，

之见，贻之后学”。鉴于此，
《北平医药月刊》设“专

汇粹验案，阐释医理，分析药物，连载医著，为宣传

著”一栏，
“搜集古今名贤之精髓，参以同人折衷之

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

论，编辑浅说……务令引伸详尽，以趋正轨，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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