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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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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为研究对象，从创办者、出版地、出版
周期及专特号、存续时间等方面对期刊进行特征分析，对其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及文献价值进行探讨，
以期对民国时期医药期刊的历史发展状况及价值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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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Collection of Medical Journal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Library of
CACMS
LI Min, QIU Run-ling, DUAN Qing*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Setting the medical journal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library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CACMS) as research object, this article conducted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n journals from the aspects of founder,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ing cycle, special number and
duration, and discussed the academic value, historical value, and literature value, in order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tus and value of the medical journ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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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医药期刊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医学界

1 概况

的重要事件，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医学观念的转

本馆作为中医药图书文献资源的中心，馆藏资

变与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过程，是研究民国医学

源丰富，在民国时期医药期刊特色收藏方面尤为突

[1-2]

。本文通过对

出，截止至 2018 年底共收藏公开发行的民国时期医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本馆”）馆藏

药期刊 201 种，包括 4 065 期，104 948 篇论文。其

民国时期医药期刊的特征和价值进行分析，为进

中，中医药类期刊有 101 种，内容包括中医药理论

一步探讨民国时期医药期刊的历史发展状况及价

和临床经验、病案分析与诊治、当时中医家的学术

值提供参考。

观点、评议与中医界有关的社会现象，及报道医界

思想和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料

动态、医务会议情况及有关法规等，所刊发的文章
基金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西医相关的期刊有 99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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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介绍国内外医药界科学理论、论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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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成果，刊登临床例证与药物试验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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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中西医汇通刊物。另外，由陆凤石编写的《食

总数的 55.7%。这一现象与民国时期上海各方面发

品界》一刊虽以食品工业内容为主，但其兼载食疗

展处于领先水平有关。此外，本馆还收藏了民国时

食养类知识，对研究民国时期民众保健知识普及状

期日本出版的医药期刊 4 种，包括日本东京同仁会

况有重要参考价值。

发行的《同仁会医学杂志》《同仁医学》、日本大阪

2 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分析

新医药观社发行的《新医药观》和日新治疗社出版

2.1 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创办者

的《日新治疗》。

本馆馆藏期刊的创办者主要有个人、政府部门、

2.3 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出版周期及专特号分析

行业工会、医药经营者、医药图书社、医疗机构、医

由表 3 可知，本馆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数量

学团体、医药院校等。这一情况与民国时期社会各界

最多的是月刊，共 107 种。其次是不定期出版的期

为维护中医的合法地位，推动中医知识传播，竞相参

刊，共 36 种。季刊数量位居第 3，共 20 种。
受抗日战争的影响，约有 30 种期刊的出版周期

与中医期刊的创办，促使中医期刊的创办主体呈现多
[3]

发生过变化，包括从半月刊改月刊、月刊改双月

元化的现象有着必然联系 。
本馆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创办者的统计结果

刊、季刊改双月刊等情况。如中医书局出版的《中

见表 1，医学团体创办的期刊数量最多，共有 153

医世界》，1929 年创刊时为双月刊，自 1931 年的

种，占期刊总数的 76.1%，包括在中国近代中医药

第 3 卷第 1 期起，改为月刊，从 1932 年的第 5 卷第

期刊学术发展史上有巨大影响的神州医药总会、山

1 期起改为季刊，自 1934 年的第 7 卷第 1 期起又改

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上海中医学会、医界春秋社、

为月刊。不仅如此，本馆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还

中西医学研究会等。由医药院校创办的刊物数量排

包括增刊号、纪念刊号、专刊、专号等，反映出民

在第 2 位，18 所医药院校共创办了 21 种期刊，占

国时期医药期刊种类的多样性。如本馆藏有纪念刊

期刊总数的 10.4%，其中，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号 3 种，分别为《中国医学院第五届毕业纪念刊》

上海国医学院、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各创办期刊

《华北国医学院第二届毕业纪念刊》《上海国医学院

2 种。说明教育机构对创办中医药期刊的热情很

辛未级毕业纪念刊》。馆藏增刊 2 种，分别为《同

高。此外，医药图书社创办了 9 种期刊，其中上海

德医学新年增刊》《医学丛书大增刊》。馆藏专刊 2

中医书局创办 4 种，其余 5 种期刊分别由昌明书

种，专号 1 种，前者包括《医药卫生专刊》《中医疗

局、幸福书局、启智书局、上海大德出版社和苏州

养专刊》，后者为《医报国医专号》。

国医书社创办。

表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出版地分布

表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创办者分布
序号

创办机构

数量（种）

1

医学团体

153

2

医药院校

21

3

医药图书社

9

4

医药经营者

6

5

政府部门

5

6

医疗机构

5

7

个人

1

8

行业工会

1

合计

201

序号

地区

序号

地区

1

上海

数量（种）
112

10

四川

数量（种）
2

2

浙江

18

11

福建

1

3

江苏

18

12

广西

1

4

广州

12

13

河北

1

5

北京

11

14

云南

1

6

重庆

6

15

山东

1

7

天津

5

16

湖南

1

8

贵州

3

17

香港

1

9

太原

3

表 3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出版周期分布
序号

刊期

1

月刊

107

7

半月刊

6

2

不定期

36

8

旬刊

4

地分布在我国 17 个省市自治区。在我国，主要集中

3

季刊

20

9

不详

4

在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如上海、浙江、

4

双月刊

8

10

半周刊

1

江苏、广州、北京。以上地区创刊数量占期刊总数

5

年刊

8

11

半年刊

1

的 85.1%，其中，上海的创刊量最多为 112 种，占

6

周刊

6

2.2 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出版地
从表 2 可知，本馆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出版

数量（种）

序号

刊期

数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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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研究、发展中医的学术氛围。此外，更吸引了

2.4 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存续时间分析
本馆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的存续时间见表

诸多医药界名流积极探讨医界热点或时医验案等，

4，其中发行 1～5 年的期刊数量最多，有 116 种，

对于促进中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展、中西汇通融合

占总数的 57.7%。其次分别为发行 3 个月～1 年及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如

5～10 年的期刊，前者有 51 种，后者有 25 种，分

《中医新生命》注重刊登中医科学化一类的文章，

别占总数的 25.4%和 12.4%。发行时间在 10～15 年

收录姜白鸥《中医脉学之检讨》一文，用心脏排血

的期刊有 6 种。发行 15 年以上的期刊共 2 种。另外

力量、脉符、心动速度、血压、心组织机能障碍等

有 1 种期刊存续时间不详。

解释十八脉；金正愚的《中药可尽用化学方法分析

表 4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馆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

乎》极力赞成用化学分析方法研究中药，又认为
“化学分析方法之力量，尚未足以解决一切药物上

存续时间分布
序号

存续时间

数量（种）

之问题”。这既是当时医药界部分医家的观点，也

1

0.25～＜1 年

51

反映了该刊的学术倾向 [8] 。《自强医刊》以发皇古

2

1 年～＜5 年

116

义、融会新知、使国医药现代化为主旨，介绍医药

3

5 年～＜10 年

25

知识，阐扬国医原理，刊登了丁济万、章次公、叶

4

10 年～＜15 年

6

橘泉、沈仲理、蒋文芳、吴克潜等人的文章，反映

5

≥15 年

2

了当时医家对中医学术发展的探索历程[9]。

6

不详

1

3.2 历史价值

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存续时间普遍较短，原

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民国时期医药期刊蕴含了

因并非期刊质量差或销量低。如广东影响最大的中

丰富的内涵及独特的社会视角，从而为后人了解民

医药期刊——《杏林医学月报》自 1929 年出版以

国医学史、社会史、风俗文化史、教育史等提供了

来，供不应求，索取刊物的读者甚多。故编者“汇

大量的资料，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如施济群在

集本报第三十四期以前稿件，重新编较，成一巨

《医药年刊》发表的《上海病之经过》，记录了

册。全卷则分门别类”，汇编《杏林丛录》一刊

1940 年上海历时 3 个月的“秋瘟”流行病，对研究

（1932 年 1 册）[4]；除此之外，强调国医科学化、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流行病学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走中西医相结合道路的期刊——《文医半月刊》不

同刊“医家名录”一栏还宣传了上海中医名家领衔

仅行销全国，还远销日本、朝鲜、美国，影响不断

的数百家诊所，基本囊括了当时上海中医药行业的

扩大。抗日战争对民国时期医药期刊的存续时间有

诊所规模、经营情况、诊所传承名录等 [10]174 。另

很大影响。如《中华药学杂志》创刊于 1936 年，由

外，民国时期医药期刊内容详实，记载了当时医药

于当时人力、物力不足，加上战争影响，因而在新

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如《上海国医学院院刊》

中国成立前的十余年中，断断续续共出版了 7 卷 15

作为院刊，为辅助学院教学，刊发了上海国医学院教

期，出版至 1948 年 4 月[5]。不仅如此，民国时期纷

师的专著、讲义、杂论、学生的学习体会、临诊心得

扰杂乱的时局和个人、社会因素也造成了部分民国

等文章，充分反映了上海国医学院教学模式、教学管

时期医药期刊存续时间较短。如《医药学报》在

理、课程设置、科研情况、教师情况、学生情况，对

1930 年创办，成为中医药界舆论阵地，后迫于社会

民国中医教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0]165-166。

局新闻检查处干扰，年底停办，前后出版 4 期[6]。

3.3 文献价值

《和济药学卫生报》于 1913 年创办，因编者曹炳章

民国时期医药期刊不仅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医药

在刊中揭露了药行或药店的不良作风，遭受同行排

资料，还保存了大量文献典籍，对于民国时期医药

挤，甚至有少数人妄图谋害他。出于无奈，该刊只

学研究具有文献支撑的作用 [11] 。如《北京医药月

发行到 1914 年[7]。

刊》“珍本医书传布”一栏收载《回回药方》明代

3 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的价值分析

抄本，并有回文专家山罔庆翻译补登的部分内容。

3.1 学术价值

该刊封面还刊登了医圣张仲景像、吕祖圣像、傅青

民国时期医药期刊为当时医家学者、有识之士

主画石竹及墨迹、宋代黄山谷药方墨迹等珍贵书

提供了良好的医药学习交流平台，营造了不断改

画，不仅承载了历代中医发展的文化印迹，也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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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民国时期医药讯息提供了资料。《丹方杂志》注
重中医史文章的刊登，刊登了日本冈西为人的《从宋
书研究丹方之来历功效其制剂》《丹方之来历》。还
刊发了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作为中国医学史论文，鲁迅的文章刊发在三十年代的
[12]

中医期刊，具有中医学史和出版学研究价值

。

4 小结
本馆馆藏民国时期医药期刊具有丰富的医药学术
价值、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为中医文献的研究提供
了丰富的学习和研究素材，对推动中医学术发展有着
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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