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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及其文献特色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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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北京 100069
摘要：笔者对 2002－2016 年 78 篇民国中医药期刊的研究论文以及 12 部与民国中医药期刊相关的
著作进行内容分析并归类，发现目前研究论文主要是针对某一地区、某一期刊和某一主题进行论述。著
作大致可分为 2 种：一种是以期刊为单独研究对象，另一种是在综合性医著中有涉及到期刊的相关研究
内容。笔者认为目前对于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全面深入，如地区性期刊研究可扩大并
深入；期刊研究角度可以多元化、深入化；期刊内容研究可以多为当代中医临床做出指导，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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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CM Journals and the Literature Feature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LI Bo-qun, CHEN Ting*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69, China)
Abstract: 78 research papers about the TCM journal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from 2002 to
2016 and 12 works related to the TCM journal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were analyzed and classified.
It was found that present research papers targeted certain regions, certain journals or certain topics. Work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ne set journals as the independent research subject; the other one covered
related research in comprehensive medical works. The authors believed that present research on TCM journal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be deepened. For example, research on regional journals can be extended
and deepened; research perspectives can be diversified and through; journal contents can be guidance for TCM
clinic and provide relative references.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TCM journal; TCM literature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在中医文献中是一种有

交流，中医药界有识之士相继创办了一些刊物”[2]。

别于以往的特殊的载体形式。之所以说有别以往，

因此，在医疗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转型期，

大致有两方面原因：首先，随着印刷技术的改进，

民国中医药期刊内容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3] ，那些

大批量印书成为可能 [1] ；其次，伴随着西学东渐的

深邃的刊名寓意、犀利的语言风格和强烈的忧患意

浪潮，现代医学对中医学带来了巨大冲击，现代医

识彰显着与现代期刊的不同 [4] 。“民国时期的中医

学理论伴随着西医期刊的发行在中国传播开来，其

药期刊以其时效性、广泛性和真实性，不仅承载着

科学化的主张使中医的地位与生存受到威胁。

近代中医的珍贵文献资料，全面反映了中医行业为

“为了维护和发展祖国医药学，促进中医药学术

生存、发展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客观地显示了这一
历史时期中医界的真实面目，也从侧面折射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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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民国、中医药期刊”为主要检索词，时间范

述了该刊在民国时期中西医之争及公共卫生医疗事

围为 2002－2016 年，共检出论文 286 篇。根据文题

业史方面的史料价值。纪征瀚等[17]以《光华医药杂

和主要内容筛选后得到研究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相

志》的“女医专号”、《国医砥柱杂志》的“中国女

关论文 78 篇，对这些论文进行分类整理。其中 9 篇

医”版块和独立期刊《中国女医》为例，探讨了民

以地区为切入点，34 篇以某一期刊为切入点，35 篇

国时期女医创办期刊之路，并提出受众定位错误是

以某一主题为切入点。

其失败原因。

1.1 以地区为切入点研究分析

1.3 以某一主题为切入点研究分析

民国建立初期，中医药期刊多出现在经济、文

共有 35 篇论文以某一主题为切入点进行研究，

化、医药学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带，随着抗战时期中

这些论文大致可以分为 2 类：一类是以中医理论或

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西南地区转移，该地区

临床学科内容为主题来论述，另一类研究主题并不

[6]

的中医药期刊逐渐增多 。其中上海出版的刊物最多

涉及中医理论和临床内容，主要论述期刊中的广告

（89 种），其次为浙江（28 种）、江苏（19 种）、

经营以及中医药期刊的研究价值等。第一类中共有

[7]

北京（10 种）、广东（8 种） 。有 9 篇论文对上

10 篇论文对民国中医药期刊中所涉及的男性病、妇

海、广东、山西、福建、浙江地区的民国中医药期

科病、麻疹、温病类疾病的治疗及中医诊法、针灸

刊进行综合性论述，而当中尤以上海对于民国中医

进行研究分析，如段逸山等[18]对《中医世界》上温

药期刊的保存与研究较为完善。如周波等 [8] 对民国

病类论文进行整理分析，总结出民国时期温病的致

时期上海中医药期刊进行搜集整理，认为这类期刊

病特点并列举医案。许吉等[19]对《民国时期期刊全

保存完整性参差不齐，内容丰富，作者多为名医，

文数据库（1911－1949）》所收录的有关汗法的论文

馆藏地较多，出版发行有特点，不便查阅，研究滞

进行汇总，探讨民国时期的汗法研究状况。胡菲等[20]

后等。萧惠英等 [9] 对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馆藏的上海

在整理民国中医药期刊中麻疹相关论文的基础上，

地区民国中医药期刊进行整理分析，介绍各杂志的

论述了民国时期医家对麻疹的病期、疹色、疹形和

创刊背景、宗旨、栏目设置等，阐述上海地区民国

神情的论治，并列举医案。

[3,10]

对广州现存民国时期

第二类中共有 25 篇论文以广告经营、教育、中

由广东出版的中医药期刊进行稿件来源、稿件类型

医药发展及民国期刊研究价值等为主题对民国中医

和首发论文等统计，分析史料内容，阐述其史学价

药期刊的内容进行论述分析。如宋海坡等[21]以民国

值。除此之外，杨继红[11]论述了山西地区民国时期

中医药期刊中药相关论文为切入点，探讨我国近代

出版的中医药期刊对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中医药品牌的形成。胡蓉等[22]对《中医世界》《中医

刘德荣[12]介绍了民国时期福州地区早期的中医杂志

指导录》中刊载的中医在海外发展动态进行整理研

《现代医药》
《医铎》，并指出这 2 种期刊在民国时

究，补充了近代中外医药学交流史。段逸山[23]对沈

期为维护中医学、宣传中医药知识和促进学术交流

伟东的著作《中医往事——民国中医期刊研究》进

中医药期刊的价值。赖文等

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周军

[13]

论述了民国时期浙江

行评论，并阐述了近代中医药期刊具有展示中医废

地区的中医药期刊以完全复制性建构和融合性建构

存的交锋场面、开创中医学校教育、提供防治疫病

的传播策略，对中医知识体系的传承和中医社会地

的理论与经验的学术价值。沈伟东 [24-25]对秦伯未参

位的维护和巩固起到一定作用。

与主持编辑工作和撰稿的民国中医药期刊进行研究

1.2 以某一期刊为切入点研究分析

分析，论述了秦伯未的办刊特色、对民国时期的中

34 篇论文对特定期刊的研究主要从其内容和特
点及其社会影响进行研究。如付书文等

[14]

论述了

《三三医报》创办经过、办刊宗旨、栏目内容，分
析了作者构成，认为该刊内容丰富，为研究民国时
期中医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料。陈婷等

[15]

阐述了《通

俗医事月刊》办刊宗旨和栏目分类，并总结出该刊
[16]

医学术研究和临床工作的推动以及中医事业发展做
出的贡献。
2 民国中医药期刊相关著作
目前以民国中医药期刊为主题的著作有 12 部，
大致分为 2 种，一种是以期刊为单独研究对象，另
一种是综合性医著中涉及期刊相关研究内容。

介

第一种如段逸山主编的《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

绍了《医潮》的创刊背景、主要内容和特色，并阐

汇编》，对目前保留下来的清末至 1949 年间创刊的

具有通俗易懂、关注时疫流行等特点。张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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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其服务于当今的中医学科研究，例如当今社会仍

。由于民

面临着传染病的威胁。民国时期，为了应对疫病横

国时期造纸技术处于过渡时期，工业技术落后，纸

行，中医期刊中所刊载了很多有关疫病的研究论

张酸性强，加之现今期刊保存力度不够，期刊文献

文，为我们应对当代疫情提供了宝贵经验。

民国中医文献的学者提供了宝贵资料

的保存势在必行

[26]

。王咪咪主编的《二十世纪初中

医名家医学文集丛编》收入了民国时期著名医家在

民国时期的中医处在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特殊

。此外，沈伟东《医界春

时期，中医药期刊是这一特殊时期记忆的载体[37]，

秋（1926－1937）——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和事》[28]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国中医药期刊作为“新善

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27]

4 结语

以对期

本”，其价值意义不亚于珍善本古籍[38]。研究民国

刊的研究分析，生动地揭示了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医药

中医药期刊不仅可以了解认识到那个时期中医药发

期刊的特点与价值以及该时期中医行业的发展面貌。

展历程，更为我们当今的中医药研究与发展提供借

和《中医往事——民国中医药期刊研究》

[29]

第二种如邓铁涛和程之范主编的《中国医学通

鉴与启发。

史·近代卷》，简述了民国中医药期刊的创办背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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