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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药期刊作为传扬中医药知识的新载体，具有时效性、广泛性和真实性。通过对民国北京
中医药期刊进行探讨分析，揭示出民国北京中医药期刊特色为：刊期不一，栏目分呈；学术为主，兼顾
普及；关注疫情，专刊疫病；执守中医，中西汇通。庶其为民国时期中医药文献研究及中医学史研究有
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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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Periodicals in Beijing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CHEN Ting1, REN Ning-ning1, SONG Bai-yang2*
(1.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2.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Medical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CM periodical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as a new carrier of TCM knowledge,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liness, universality and authenticity. The authors reveal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periodicals in Beijing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CM periodicals
in Beijing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different publication periods and diverse columns, academic-based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opularity, the report focusing on epidemic situation and the column of special
diseases, the defenders of TCM and the supporters of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authors hope to be helpful to the research on TCM history and TCM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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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在西医药刊物出版的影响下，为了维

《国医卫生》《明日医药》《文医半月刊》《国医砥柱

护和发展祖国医药学，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中医

月刊》《北平医药月刊》《北京医药月刊》《中国医药

药界有识之士相继创办了一批刊物。期刊作为一种

月刊》《中国针灸学季刊》《验方集成》《中国医学月

载体，能够及时有效地揭示和报道学科发展动态，

刊》《国医求是》。中医药期刊以其时效性、广泛性

是学科的前沿和学术的堡垒。这些中医药期刊以

和真实性，承载了近代中医的珍贵文献资料，客观

“发扬国医国药”“谋国学之复兴，作知识之交换”

纪录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医界的真实面貌，而且从一

为主旨，为宣传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

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

北京作为经济、文化、医药学较发达地区，相
继出版了 12 种中医药期刊，包括《通俗医事月刊》

现象[1]。
1 刊期不一，栏目分呈
从载体形式上来说，近代中医药学术的文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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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包括两大部分，即中医药著作、中医药期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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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会出现刊期或长或短的现象。正如张赞臣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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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医》的信中说，近年医界刊物“一年半载

座”栏目中刊有“最新经穴学”、《中国医药月

停刊者有之，一期二期断版者有之，或因经济拮

刊》在“讲义”栏目中刊有“妇科学讲义”等。讲

据，或因稿件空虚……此维持之不易，遑言发展，

座讲义形式为中医教育，尤其是中医函授教育提供

非身历其境者，岂能知其甘苦耶”？

了素材。医籍连载如《文医半月刊》在“长篇专

北京地区的中医药期刊亦呈现出刊期长短不一的

著”栏目中刊有《中医系统学生命宇宙篇》《最新杂

特点。《国医砥柱月刊》于 1937 年 1 月创刊，至

病论精义折中》《经方实验录》《中医系统学原理篇》

1948 年 9 月停刊，刊期长达 11 年，共刊行 73 期。

《鼠疫汇编》等，使著作除有单刊别行外，又增加

《北平医药月刊》创刊于 1935 年 1 月 18 日，每月发

了期刊连载方式，从而扩大了医籍的传播途径。

刊 1 次，仅发刊 3 期。其停刊原因见载于《北京医

期刊不仅是学术的渊薮，亦是医学常识普及的

药月刊》杨浩如先生的题词“甲戌之冬，始克发

公器。北京中医药期刊大多设有“医学常识”“大

行，乃甫三月，又以予病而中止，屡欲复之，期竟

众医药”“卫生常识”等栏目，面向大众，服务民

厥志，终以故不果”，《北平医药月刊》由于社长

生。其中《通俗医事月刊》则以普及医学常识为首

[2]

务，该刊认为批评国势的强弱，论列国位的等次，

杨浩如先生“病而中止” 。
中医药期刊作为近代中医药的珍贵文献资料，

不在于兵备、财力、实业、国民受教育的多少，而

内容十分丰富，有医事新闻、行业协会动态、政府

在于道路的清洁，街市的整齐。但要实现这一点，

法规、医案验方、批评论说、医家介绍、医籍连

国民要有水平线以上的卫生知识。而卫生知识的普

载，乃至逸闻、小说、诗词等。为便于集中报道相

及需要经专门医家的提倡，需要在社会上形成信

关内容，期刊多分设不同栏目。

仰。该刊用大量篇幅向国民宣传卫生知识，如“小

北京地区的中医药期刊中除《验方集成》《明日

学校卫生谈话”“家常卫生规则”等，旨在提高国

医药》不分栏目外，其余期刊多设有不同专栏。期

民卫生素养，实现强国之目的。

刊不同，栏目存有差异，即或同一期刊，刊期不

3 关注疫情，专刊疫病

同，栏目亦略微有别。然依据内容大体可分为四

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卫生条件恶劣，疫病流

类，即学术研究类、常识普及类、文艺小品类、时

行。据北京中医药期刊统计，疫病涉及瘟疫、疟

事报道类。学术研究类如《中国医药月刊》设有

痢、痧胀、霍乱、鼠疫等。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

“讨论（言论）”“医学研究”“方药研究”等专

中医药期刊成为及时报导疫情、介绍防治疫病经验

栏。常识普及类如《文医半月刊》设有“卫生常

的重要载体。

识”“医药问答”等专栏。文艺小品类如《国医砥

期刊的时效性在通报疫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柱月刊》设有“医林文艺”“医药小品”等专栏。

用。如《通俗医事月刊》在调查专栏中刊载“郎坊

时事报道类如《北平医药月刊》设有“医药汇闻”

防疫记略”、在记事专栏中刊载“虎疫流行状况略

“医疗纪实”等专栏。此外尚有“痢疾专号”“疟

记”等。这些报导以简短精练的文字概括地反映出

疾专号”“胃肠病专号”等，一期专记一病。

疫病的流行种类、暴发范围、发病规模等，为及时

2 学术为主，兼顾普及

有效控制疫情的蔓延提供了珍贵资料。

几千年来中医学术的传承主要依据中医典籍。

期刊作为中医界与疫病抗争的主要阵地，以疫

期刊这一新的载体形式出现后，中医药期刊便成为

病专论、疫病专著、疫病专刊等形式提供治疫经

中医学术的又一渊薮。民国时期，西医学大量涌

验。如《北京医药月刊》刊载与疫病相关文章 26

入，出现中医与西医两大体系并存的新格局。为了

篇，涉及霍乱、水痘、猩红热、时疫斑疹等病的病

维护和发展祖国医药学，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期

因病机、辨证论治。同时连载疫病专著《廊房防疫

刊主要以刊载学术论文、讲座讲义、医籍连载等方

霍乱治验录》和《中国传染病略史》。此外，该刊

式，大力继承弘扬中医药学术。学术论文如《北京

将第四期特设为“时症专号”，以期对于时症辨学

医药月刊》中《喉痧论治》一文，从病因、症状、

说、明疗法、知调护，使民众“不至有瞻顾徘徊彷

治法、脉象、治验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喉痧。期刊中

徨岐路之苦”[3]。

的论文以其内容的广泛性构筑了民国时期学术的新

4 执守中医，中西汇通

堡垒。讲座讲义如《国医砥柱月刊》在“针灸讲

民国时期的中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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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危机、价值危机、存亡危机、权力危机 [4] 。民国

讨”等。普及西学者，如《通俗医事月刊》中的

时期中医药期刊在危机面前发挥了学术堡垒的作用。

“神经”一文，以电线为喻，介绍了神经、神经点

中医之士在尊经尚古、执守中医的同时，吸收西方

（脑、脊髓、神经节）、运动神经、感觉神经、反

医学的新思想、新内容，中西汇通，普及西学。

射、神经障碍等一系列概念，从生理到病理全面介

民国北京中医药期刊以“发扬国医国药”为办
刊宗旨，尊经尚古，执守中医。如《北平医药月刊》

绍了神经系统。
5 结语

中的“内经著作时代考略”、《中国医药月刊》中的

目前对于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研究主要局限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方名之商讨”等。期刊除以论

于上海、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区，而北京作为经

文的形式继承宣扬中医外，亦以医籍连载方式保存

济、文化、医药较发达地区所出版的十余种中医药

和整理古代医药文献，如《国医砥柱月刊》有“内

期刊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论文在收集整理民国

经经释”、《北京医药月刊》有“回回药方”等。

北京中医药期刊的基础上，运用分析、综合的研究

民国北京中医药期刊亦有以“谋国学之复兴，

方法，揭示了民国北京中医药期刊特色，以期为民

作知识之交换”为办刊宗旨，中西汇通，普及西

国时期中医药文献研究及中医学史研究有所裨益。

学。朱壶山在《新伤寒论通》中提到，“夫中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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