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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岭南中医药文化研究探索
刘莹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岭南中医药文化是岭南地区人们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有着自身传统
文化的丰厚底蕴、深刻的精神内涵和鲜明的岭南特色，是岭南地区中医药卫生保健的重要载体。广州中
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具有较强的学科与地域特色，对地方医学古籍收藏较全面，具备充分的文献基
础与专业研究人员参与岭南中医药文化的研究，结合社会、经济文化背景，通过文献整理与研究，梳理
岭南中医药文化历史，探索地方医学事业发展脉络，还原社会发展的历史面貌，为记录与理解岭南中医
药文化提供新的角度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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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ingnan TCM Culture of Library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IU Ying
(Library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Lingnan TCM culture is a huge wealth that people in the Lingnan region have gradually
accumulated in long-term medical practice. It has rich heritage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profou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and distinctive Lingnan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CM health care in
Lingnan. The collected ancient books in Library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re with strong
discipline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library has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local medical ancient
books, a sufficient literature basis and professional research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on Lingnan TCM
culture. Combining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this
article combed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Lingnan TCM culture,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local medical
undertakings, and restored the historical fa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data for
recording and understanding Lingnan TCM culture.
Key words: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braries; TCM culture; Lingnan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文明

名单中，中医药类共有 6 所[2]，由此可见中医药必

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提出“坚

将迎来新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医药文化创新谱写新

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1]

，国家

华章。

“一带一路”建设已把中医药造福沿线国家作为重要

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岭南医学有别于中原

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和软实力载体，2017 年 9 月

地区医学，自成一体，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岭南

21 日教育部颁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

地区人民热爱中医药，同样也喜爱中医药文化。岭
南先民为应对炎热气候带来的不适和疾病，在长年

基 金 项 目 ：《 广 州 大 典 》 与 广 州 历 史 文 化 研 究 专 项 课 题

应用中医药的经验积累中，逐渐形成了与中医药密

（ 2019GZY24 ）； 广 州 中 医 药 历 史 文 化 研 究 基 地 基 金

切相关的岭南文化，在此过程中留下了一系列医药

（201908）

文献，促进了医药知识的普及，而医学的普及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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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促进了医学事业的发展。岭南中医药文化是岭南

2020 年 2 月第 44 卷第 1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49 •

地区人们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巨大财

中医文献，亦收录使用广泛的西医教材，如解剖

富，有着自身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深刻的精神内

学、分析化学等。

涵和鲜明的岭南特色，是岭南地区中医药卫生保健

岭南中医文献的专科专题研究有李禾对岭南医

的重要载体。历史留下的医学文献资料，忠实地记

案的整理[8]，孔祥华等对岭南本草的整理[9]，郭强对

录下岭南医学事业的发展历程，是研究岭南地区医

眼科、喉科文献的整理[10]，刘芳等对民国中医药教

学史和地方史的重要素材。医学院校图书馆有深厚

材、针灸医籍的整理 [11-12]，赖文等对民国中医期刊

的医学背景和文献基础，拥有医学与文献学专业背

的整理[13]等。此外，中医名家名作研究颇受重视，

景的研究人员，在研究地方医药文化实践中起到举

如刘芳《陈仁山与〈药物出产辨〉》《岭南针灸名医

足轻重的作用。

曾天治〈科学针灸治疗学〉学术探析》[14-15]，廖吉娜

1 岭南中医药文化的研究现状

《近代岭南名医卢朋著〈四圣心源提要〉研究》[16]，

立足于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强大氛围和群众基

刘淑婷《岭南伤寒派医家黎庇留及其著作的整理与

础，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展岭南医学

相关研究》[17]等。

史的研究，1949 年 3 月，苏寿琪在《广东文物特

1.2 岭南医学文献的出版整理

辑》发表《清代广东中医药文献》，整理了 102 种

2005 年起，广东科技出版社以影印的形式出版

广东中医药古籍目录，并建议“如能翻印成岭南医

了民国时期岭南医籍《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卷十

学丛书，则嘉惠于本省人民之健康者。盖疾病与地

九》《伤寒论崇正编》《麻痘蠡言》《伤寒类编》《岭

理有连带关系，采本省医界前哲之宝贵临床经验，

南采药录》《山草药指南》等，2018 年《中医经典

[3]

以治疗本省之病者，当较胜采用其他书本多矣” 。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铁涛教授倡议对岭南医

古籍集成（影印本）》丛书出版。2015 年，在郑洪
主持下，对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材开展了岭南医

学进行有组织、有系统地深入研究，并在他及广东

籍的点校整理工作，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医史同仁的努力下，最终于 1997 年成立广东中医药

2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成功实践

学会岭南医学专业委员会，标志着岭南医学研究走

岭南医学与文化领域开展的研究工作，实际上

上了正规、系统的发展道路。2006 年，广东开始中

也属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在岭南医学文

医药强省建设后，岭南医学流派的研究与传承工作

化研究过程中，我校图书馆作为岭南地区主要的医

得到深入开展。研究工作主要围绕岭南医学典籍、

学图书馆之一，发挥了自身医学文献馆藏丰富与具

理论发展、临床各科、南药资源开发和岭南医学对外

有专业背景的优势，学者们孜孜不倦地从事该领域

交流展开，岭南医学文献研究也进一步成熟和发展。

的研究工作，并持续取得良好的研究成果。

广州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我校”）医史各

一直以来，我校图书馆采取多种合作形式，参

家学说教研室在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的带领下，经

与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策划组织的

刘小斌、郑洪等学者后继，一直坚持开展岭南医学

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

史、岭南医学与文化的研究，在岭南医学研究方面

包括提供典籍底本与申报课题项目等，旨在系统搜

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

1.1 岭南医学文献研究

化。2016 年，我校图书馆深入参与到《广州大典》

在系统研究方面，高日阳、刘小斌合编的《岭
[4]

二期编纂整理工作，整理民国时期医学文献并提供

南医籍考》 ，对 1949 年以前的岭南中医药著作进

底本影印，同时连续两年成功举办《广州大典》系

行系统地整理，收录书藉 577 种，并列出各书版本

列学术会议。

与馆藏地，有利于下一步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对岭

2016 年 11 月 16 日，与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南医学文献整理研究，以我校图书馆刘芳的《民国

会合作举办“近代广州医药与《广州大典》”学术

时期岭南医学文献在我国医学史的作用》《试析民国

交流会，旨在探讨近代广州医药文献发掘与中医药

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民国时期岭南医籍的整

创新发展。此次会议论文集共收录了 13 篇学术论

[5-7]

论文为代表。刘芳还在科研基金的支

文。学者们从医疗卫生、医药产业、医学研究与教

持下，建成现存民国时期岭南医学文献书目数据

育等各方面对广州医学事业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库，收录书目 200 余种，已开放使用，平台除收录

2017 年，我校有 4 项课题获得《广州大典》与广州

理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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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专题研究资助，其中包括图书馆的 1 项课

文化传承和创新，以期为地方医疗卫生、经济、文

题。2017 年 11 月 10 日，与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化、教育做出贡献。基地自 2018 年成立至今，已成

会、广东省药学会联合举办的《广州大典》系列会

功完成 2018 年度与 2019 年度的研究课题招标。

议以“广州中药产业史与品牌传承”为主题成功举

2018 年课题共立项 14 项，其中重点课题 3 项，一般

行。学者们从岭南医药特点、传统中药文化品牌传

课题 11 项；2019 年度共收到课题申报 33 项，其中

承、中药产业史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为推动

重点课题 4 项，一般课题 29 项，课题申报数量、质

当代广州医药产业发展、促进中医药科技创新进行

量及校外单位申报量都较 2018 年有所提升。最终经

了积极探索。

专家评审决议，共立项 16 项，其中重点课题 3 项，
一般课题 13 项。

基于医史与文献学学者扎实的研究基础，我校
于 2018 年依托图书馆、博物馆、经济与管理学院及

我校图书馆积极参与岭南医药文化研究，以刘

医史各家学说教研室申报成立了“广州中医药历史

芳、饶媛、张晓红为代表，在岭南医药文化领域发

文化研究基地”，利用高校的优质科研资源和教学

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见表 1）。也参与了医学专著

资源，以改革创新的视角，做好广州中医药历史文

的整理工作，如，2015 年参与《民国广东中医药专

化发展的顶层设计，以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

门学校中医讲义系列》等点校工作，2018 年参加

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为重点研究内容，坚持中医药

《中医经典古籍集成》（影印本）的选编工作等。

表 1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岭南医药文化研究论文（2010 年以来）
论文题名

3

作者姓名

期刊名称

发表时间

陈仁山与《药物出产辨》

刘芳

中医文献杂志

2010 年

民国广东针灸医籍考

刘芳

中医研究

2011 年

民国时期岭南医籍的整理研究

刘芳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1 年

岭南名医黎庇留医案学术思想初探

饶媛

中医文献杂志

2011 年

《麻痘蠡言》论治麻疹学术思想初探

饶媛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2 年

岭南针灸名医曾天治《科学针灸治疗学》学术探析

刘芳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年

民国时期广东地区中医儿科学教材的文献梳理

饶媛

中医文献杂志

2014 年

刘赤选教授《温病知要》手稿述略

张晓红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2014 年

近代广东地区中医药教材初步整理

刘芳，刘瑜

中医文献杂志

2015 年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岭南医籍补遗五则

张晓红，朱世哲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2017 年

《广州大典》民国文献搜集整理之思考

曾展鹏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7 年

民国岭南医家谭次仲与近代广东中医教育

刘芳，黄凯文

中医文献杂志

2018 年

民国岭南医家何弘景及其著作

张晓红

中医文献杂志

2018 年

近代广州医药老字号调查研究

崔璐

中医药文化

2018 年

广东现存 1949 年前中医医籍之初步调查

刘芳，黄凯文，曾展鹏

中医文献杂志

2019 年

岭南道地药材山银花亟待正名与发展

张晓红，靳士英，刘莹

中国药业

2019 年

近代广州中药制药业发展史说略

刘莹

中医药文化

2019 年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参与岭南医药文化研究的

与文献存藏机构的馆藏及相关数据库，展开全面的
文献调研，系统掌握岭南医药文献的出版与存藏情

意义
我校图书馆馆藏古籍具有明显的学科特色和地

况，结合我校图书馆古籍普查、特色库建设，建立

域特色，对岭南医学古籍的收藏较为丰富；同时医

岭南中医药特色文献数据库，为学者后续研究提供

学图书馆工作者充分了解本馆古籍的特点，具备医

文献支撑。另一方面，图书馆通过系统整理岭南医

学与文献学的专业背景，对外馆古籍及该领域文献

学文献，可开展面向基础、临床与应用的中医药文

学研究成果也有一定的认识。因此，我校图书馆具

献研究，探讨岭南中医药学术源流，促进岭南医学

备文献基础与专业条件开展地方医药文化研究。一

各家学术流派的建设，挖掘、整理和厘清岭南中医

方面，系统整理岭南医药文献，利用各种参考工具

药发展脉络，梳理岭南中医药历史文化，探讨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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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文化发展历史，总结岭南医药文化的特色、内
涵和精髓。通过文献梳理，结合社会、经济、文化
背景，还原社会发展的历史面貌，探索地方医学事
业发展脉络，为记录与理解岭南医药文化提供新的
角度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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