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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医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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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医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类论文进行探究分析，总结民国时期中医药

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特点。方法

从“文”即典籍研究和“献”即医家及其学术思想研究 2 个方面，对

2012－2016 年发表的 96 篇民国时期中医药文献研究论文进行整理研究。结果

对“文”和“献”进行

整理研究的论文分别有 61、35 篇。对“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即对期刊、专著和地方志的整理研
究；对“献”的研究分为两类：即坚持纯粹中医药派和中西医汇通派。结论

应深度挖掘民国期刊中的

医籍连载类文献，扩大对民国中医药文献整理的地域范围，增加对中药文献的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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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clud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C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discussing and analyzing the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on TCM literature in that period.
Methods 96 TCM articles about TC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ublished in 2012－2016 were sorted out and
studied from the two aspects: “text”, classic research; “offer”, doctors and their academic thinking.
Results There were 61 and 35 articles according to “text” and “offer”, respectively. The research on
“text” wa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on journals, monographs and local
chronicles; the research on “offer”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group sticking to pure TCM and the
group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onclusion Literature about medical journ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be dug deeply; the geographical scope for arrangement of TCM literatur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be expanded; the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on TCM literature should be increased.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TCM;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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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作者构成，认为该刊内容丰富，为研究民国时

民国文献的定义目前尚无定论。多数专家和学

期中医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料。陈婷等 [7] 阐述了《通

者认为，民国文献泛指形成于 1911－1949 年这一历

俗医事月刊》办刊宗旨与栏目分类，并总结出该刊

史时期的各种知识和信息的载体。这些文献记录了

具有通俗易懂、关注时疫流行等特点。⑵13 篇论文

民国这一特殊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以某一主题包括教育、中医药发展及民国期刊研究

的发展历程，承载了社会制度的更迭、新旧思潮的

的价值等为切入点，对民国中医药期刊的内容进行

争鸣及各种新生事物的涌现，具有很高的历史、学

了论述分析。如宋海坡等 [8] 以民国中医药期刊中药

术和文献价值 [2] 。民国时期中医药文献是指民国时

相关论文为入口，探讨我国近代中医药品牌的形

[3]

成。胡蓉等[9]对《中医世界》《中医指导录》中刊载

期文献中涉及中医药方面的相关文献 。
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以“民国中

的中医在海外发展动态进行整理研究，补充了近代

医药文献整理”“民国中医药文献”“民国中医

中外医药学交流史。⑶9 篇论文以某一地区为着眼

药”为检索词，采用普通检索方式，时间范围限定

点，对上海、广东、浙江、福建地区的民国中医药

为 2012－2016 年，分别检出论文 30、83、2794

期刊进行了详细论述。如萧惠英等[10]对上海中医药

篇。检索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 10 日。根据文题和主

博物馆馆藏的上海地区民国中医药期刊进行整理分

要内容进一步筛选，去除目录、会议通知、会议资

析，对各杂志的创刊背景、卷数、宗旨、栏目设置

料、征稿信息和简讯等文献，最终得到研究民国时

等做了概述，并且阐述了上海地区民国中医药期刊

期中医药文献整理的相关论文 96 篇。本文对搜集到

的价值。周军[11]论述了浙江地区民国中医药期刊采

的相关资料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以期对

用完全复制性和融合性建构的传播策略，对中医社

今后研究民国中医药文献的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会地位的维护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

《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

1.2 对专著的整理研究

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

孙树松认为“学术著作也叫学术专著，是自然

足则吾能徵之矣。”宋•朱熹集注：“文，典籍也；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业工作者，对某个学科或某个

献，贤也。”据此，笔者将民国时期中医药文献的

专题经过深入研究写出的科研成果。”12 篇论文分

相关论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文”的范畴，

别从对古籍与民国医籍两个方面进行整理研究。前

即所谓典籍，共 61 篇论文；另一类是属于“献”的

者如刘娟等[12]对《揣摩有得集》的版本进行考究，

范畴即医家及其学术思想，共 35 篇论文。

考证了各版本信息和各版本目录的失误，对今后学

1 民国时期中医药文献中“文”的整理研究

习研究该书提供帮助。荀铁军等[13]对《三科辑要》

所谓“文”即指典籍。61 篇论文对“文”的内

的文献来源与价值做了论述，指出该书是《医宗金

容进行了整理研究，主要分为三类：即对期刊、专

鉴》的简读本，为医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做出了贡

著和地方志的整理研究，分别有 42、12、7 篇。

献。后者如朱音等 [14] 对《澄心斋医案辑录》的版

1.1 对期刊的整理研究

本、内容及其学术价值进行了阐述，对于研究民国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在中医文献中是一种有

时期各家医案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黄健[15]对《读医

别于以往的特殊的载体形式 [4] 。中医药界有识之士

抄本拾遗》的出版经过与学术价值进行了整理分

为了维护和发展祖国医药学，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

析，对于学习研究老一辈医学大家的医学精神及其

[1]

相继创办了一些刊物 。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以其

临床经验提供了指导。

时效性、广泛性和真实性，承载了近代中医药文献

1.3 对地方志的整理研究

的珍贵资料，全面纪录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医界的真

地方志是指遵照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

实面貌，并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

某一地域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

[5]

文化等方面的现象 。对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进行

况或特定事项的史志文献[16]。自上世纪晚期，医学

归纳总结的 42 篇论文，主要分为三类。⑴20 篇论

研究出现了科技史与医学史的跨学科研究，史学界

文以某一期刊为切入点，对特定期刊主要内容、特

运用史学研究方法，对医学问题进行分类研究，挖

[6]

点及其社会影响进行研究。如付书文等 论述了

掘各类史料中的医学资料，为医学和史学研究开辟

《三三医报》创办经过、办刊宗旨、栏目内容，分

了新天地[17]。共有 7 篇论文对地方志进行了整理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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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如张弦等 [18] 对贵州地区的医学人物、医学著

种，方药研究类 7 种，中医史类 2 种，文艺类 5

作、医疗机构、医事活动、医学教育、中外交流、

种，这一部分医籍由于目前民国期刊的有限传播而

药物、文物古迹这 8 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有利于对

掩质埋光。挖掘整理这一部分医学文献势在必行。

[19]

以常用药

如《北平医药月刊》设“专著”一栏，“搜集古今

物和特种药物对泰州市药物进行分类总结归纳，展

名贤之精髓，参以同人折衷之论，编辑浅说……务

示了泰州地区出产的各类药物，既是对泰州药物出

令引伸详尽，以趋正轨，解除前人之纠纷，毋艰

产的一次整理，也有助于对药物的进一步开发研

深，毋肤廓，朗然眉列，有所依据，次第露佈，为

究，为发掘方志的医药学价值提供研究基础。

教材增一途径，俾得裨益后学”[22]。

2 民国时期中医药文献中“献”的整理研究

3.2 扩大对民国时期中医药文献整理的地域范围

贵州中医药资源的开发利用。赵晓峰等

所谓“献”，即指医家及其学术思想。35 篇论

目前对民国时期中医药文献包括期刊、专著、

文对“献”的内容进行了整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

地方志与医家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多局限在上海、

两类：即坚持纯粹中医药派和中西医汇通派。

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区，为了更广泛全面了解民

2.1 坚持纯粹中医药派

国时期中医药发展特点，应扩大对其他中医发展良

24 篇论文对坚持纯中医药派的 20 位医家及其
学术思想进行了论述。如邹亮等

[20]

好地区的中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如北京作为政治

对一代中医宗师

经济文化中心，而对民国北京中医药文献的整理研

冉雪峰的学术传承、冉氏医学流派进行挖掘整理，

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今后应该加强对该地

并对冉氏医案进行了特殊举例说明，对后世研究冉

区中医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氏医学流派以及民国时期中医大家的学术思想奠定

3.3 增加对中药文献的整理研究

[21]

对秦伯未妇科“补肾固本，调肝

在整理性研究中，中医学文献研究相对较多，

养肝，补脾和胃，调理气血冲任”的学术思想进行了

但对中药学文献的挖掘相对不足。中医与中药相辅

归纳总结，并详细论述了妇科膏方调理妇科的优势。

相成，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只有通晓中药学知识，

2.2 中西医汇通派

才能使中医疗效更加显著。所以，应加强对中药文

了基础。孙玉英等

11 篇论文对中西医汇通派的 9 位医家及其学术
思想进行了论述。如杨秀敏《张有章伤寒学术思想

献的整理研究。
4 小结

研究》、王铭《朱壶山医学思想研究》、胡秀莲

民国时期中医药文献存量大，类型和内容极为

《陆渊雷学术思想与药物用量经验研究》、陈晓林

丰富，涉及多个领域。有计划地对各类民国文献进

等《澄江针灸学派门人李文宪著述考略》、黄伟萍

行深度研究和发掘是今后民国时期文献研究不容忽

等《岭南医家陈主平及其针灸著作述略》、李灵等

视的一个重要内容[23]。整理研究民国时期中医药文

《刘亚农生平与著作考》、肖林榕《一代名中医俞

献不仅可以了解到那个时期中医药的发展历程，更

慎初》、陈广秀《1988－2012 年研究俞慎初教授文

为现今中医药的学术发展提供借鉴与启发。

献概述》、黄子天等《民国广东医家卢觉飞》、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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