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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研究·

民国中医药期刊《杏林医学月报》内容及学术特点
饶媛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杏林医学月报》于 1929 年 1 月创刊，由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杏林医学社创办，是民国时
期广东中医药期刊中出版时间最长、出版期数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刊物，在广东中医药期刊中具有代表
性。《杏林医学月报》学术内容丰富，积极探讨中医科学化，真实记录中医药抗争资料及医政新闻等，
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医学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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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and Academic Features of Journal of Xing Lin Yi Xue Yue Bao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AO Yuan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Xing Lin Yi Xue Yue Bao was founded in January 1929. It was founded by the Xinglin Medical
Association of Guangdong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as the publication with the longest
publication time, the most publication volumes, and the most complete preservation among TCM journals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t is representative among TCM journals in Guangdong. Xing
Lin Yi Xue Yue Bao is rich in academic contents, which actively discusses the scientificization of TCM, and truly
records TCM struggles and medical political news. It i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research on TCM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Key words: Xing Lin Yi Xue Yue Bao; TCM journals; the Republic of China
民国时期是中医学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关键时

报》是出版时间最长、出版期数最多、保存最完整

期，也是中医学发展的艰难时期。西方医学的传入

的刊物，在广东中医药刊物中具有代表性，也是研

及以教会医院为主体的西医院在中国的稳步发展，

究中国近现代中医发展史的重要史料文献。

对传统中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余云岫“废止旧

1 《杏林医学月报》概述

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1]282

的提出，更是让

《杏林医学月报》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时任

中医学面临生存危机。面对内忧外患，中医界有识

校长陈任枚先生支持下创办，由广东中医药专门学

之士奋起抗争，他们创办中医药期刊，以此为阵

校杏林医学社负责，社址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地，积极捍卫中医药学术，为中医药发声。在民国

内。1929 年 1 月创刊，出版至 1937 年 7 月，每月 1

时期广东地区创办的中医药期刊中，《杏林医学月

期，除了 1929 年 2 月、12 月因故停刊外，共出版
了 101 期。初期创办人有马荫遐、陆益三、江堃、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 年度

张阶平、徐祥云、李鸣始，均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

学科共建项目（GD16XTS02）；广州中医药历史文化研究基地

校首届毕业生。1930 年 1 月始，刊物主编由张阶

（201804）；广东新南方中医研究院基金（201801）

平、江堃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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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专著医案类

沟通中外”的宗旨，办刊志在“研究我国医药之实

专著医案类栏目有专著、医案，提供丰富的医

用，宣传我国医药之文化，介绍医药学说，交换医

家专著和医案的连载，以期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

[2]

药知识” 。正如发刊词中所言，“本报之设，实

如卢朋著《中国医学源流略述》、李健颐《鼠疫新

为我新中医界之喉舌……普及教育，提倡社会之卫

篇 》 、 张 确 余 《 研 究 风 寒 温 笔 记 》《 伤 寒 方 证 对

生，改制药剂，挽回利权之外溢，尤当与中西医学

参》、陈应期《医学实录》等。其中部分专著，如

先进之士，共同研究也”

[3]9-10

卢朋著《中国医学源流略述》、李健颐《鼠疫新

。

《杏林医学月报》出版时间长、期数多，“神
交千里，闻名遐迩，立论稳重，内容丰富”

[1]372

，

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医界重要的学术和舆论阵地。
2 主要内容
《杏林医学月报》内容丰富，从第 12 期开始设

篇》均是在期刊首发后，才出版单行本。
2.5 卫生保健类
卫生保健类栏目有卫生、常识，主要为大众提
供卫生保健科普常识，如《谈谈齿牙卫生》介绍刷
牙的重要性、牙粉的选择及漱水的改良，《食物相

置栏目，基本固定为社论、评论、论坛、辩论、言

犯与宜忌之认识》介绍食物搭配食用的宜忌等。

论、研究、学说、释古、辨古、考据、讨论、验

3 学术特点

方、方剂、药物、专著、医案、卫生、常识等。期

3.1 学术内容丰富

刊栏目能够展示期刊的总体结构，帮助读者快速了

《杏林医学月报》以刊载学术论文、医籍连

解其办刊思路，体现其学术价值。根据报道内容，

载、医案专栏等方式执守中医、学术汇通。据统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计，1929 年 1 月－1937 年 7 月共载文 1402 篇[4]，

2.1 时事评论类

学术探讨内容丰富，既有中医发展方向研究、经典

时事评论类栏目主要有社论、评论、论坛、辩

著作阐发、中医临床诊治、方药探讨，也有中西汇

论、言论等，收录中医药界同仁关于中医学现状和

通探讨。专著连载、医案专栏更是荟萃了当时诸多

发展的探讨、中西医学比较及政府关于中医政策的

著名医家的临证经验，如陈应期《医学实录》、陈

评论。如余锡亨发表《中西医药潮之评论》、梁长

渔洲《藻潜医案》、李秋铭《存本草堂六科方案》

荣发表《论教育部取缔国医学院》、卢朋著发表

等都是连载较完整的医案。

《论中医勿失其故步》、邓鹤芝发表《汉医式微之

为《杏林医学月报》撰稿的多为省内外知名医

原因及其今后之认识与努力》等。

家，如张锡纯、陈应期、陈渔洲、陈芝高、邓靖

2.2 学术探讨类

山、何奎垣、刘琴仙、张恭文、张确余、梁长荣、

学术探讨类栏目有研究、学说、释古、辨古、

李健颐、李秋铭等 [4] 。其中梁长荣、李健颐为福建

考据、讨论等，既包括理论学说、经典释义、文献

人，张锡纯为河北人，余者皆为广东医家。另外，

研究等理论研究，也包括疾病临床诊治、个人临床

撰稿较多的还有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教师，如卢

经验等临床研究。理论研究如《论人身之火》《风雨

朋著、甘伊周、梁翰芬等。众多名医的撰稿，保证

与疫气之关系》《论温病之源流》，临床研究有《黑

了本刊较高的学术水准。

热病证治指南》《厥证辨》《论肺痨之原因》《治汗概

3.2 探讨中医科学化

论》，其他还有《论王清任医林改错》《医学大辞典

面对西医的冲击，不少医家意识到中医必须与

手少阴与手厥阴条下更正》等。

时代接轨，如果不加以革新，中医将面临更大的危

2.3 方药研究类

机。他们大力倡导中医科学化，《杏林医学月报》

方药研究类栏目有验方、方剂、药物等。这类

刊载了许多倡导中医革新及汇通中西医的文章。

栏目有对单味药物的研究，包括药物名称、科属、

梅永茂撰文《中医界今后应有之觉悟》，认为

性味、功效、用药宜忌，如《茯苓新研究》《垂丝柳

中医药在危机之时，亦是中医的绝好教训，今后需

解》
《荆芥治产后痉厥》
《续随子（一名千金字）治水

“刻励求进，渐趋于科学之轨道”，并指出中医最

肿之宜忌》《莱服之功用》，也有对验方应用及药物

少须有以下之觉悟，“1 阐明古书精义，2 科学化，

汇编整理的研究，如《方剂学之系统及其编纂与研究

3 证诸实验，4 归入教育系统，5 新的建设”[5]。

之方法》
《辨养阴清肺汤之利弊》
《经验生草药性》。

谭活水在《今后中医应走之途径》提出，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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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化应从几个方面着手：人体解剖宜实习；人体

精卫氏废除中国医药之感言》《对汪精卫氏废除国医

生理宜实质化验考征；卫生新法宜实施详究；病理

药之评议》等评论文章，对汪精卫的提议予以驳斥。

解剖宜以动物实质试验；药理宜透解方可授服；诊

《杏林医学月报》忠实地记录了民国时期中西

[6]

断法宜参用机械；处方用药宜审慎将事 。
张恭文连载《中西合璧实用生理学》一文，从
中西汇通的角度，将西医的解剖位置及生理构造与
中医生理功能相结合，阐述了五脏六腑之生理学。
3.3 记录中医药界抗争资料

医学的碰撞和中医存废之争，同时发挥期刊的喉舌作
用，为中医药抗争积极发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3.4 记录医政新闻
《杏林医学月报》从第 25 期开始，陆续刊登中
央国医馆筹备情况，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草案、理

1929 年 2 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余云岫等提

事会章程草案，中央国医馆宣言，中央国医馆发起

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及消灭

人名录，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及理事会章程，及中

中医的六项措施。《杏林医学月报》随即在 3 月第

央国医馆发布的医令等，对中央国医馆进行了详实

3 期发行特刊《特载医药潮中之呼声》。主编马荫

的报道。

遐、张阶平分别撰写文章《写在全国中医药界一致

《杏林医学月报》第 65 期登载《苏省颁行中医

反抗中央卫生会议议决废止中医药案之呼声之前》

暂行条例》，第 67 期登载《苏省取缔七十余县改组

和《写在全国中医药界一致反抗中央卫生会议议决

中医谨约同日领证义》，第 80 期转载《邹福松医师

废止中医药案之呼声之后》。特刊还详细刊载了全

电疗误毙老妇纠纷详情》及各方报道。这些资料对

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纪、各代表赴京请愿情形、全

了解当时的医疗政策和医疗新闻具有重要的价值。

国医药代表会请愿团之报告，及上海中医药团体之

4 结语

通电、广东新中医学会通电、中国医学会通电等来

《杏林医学月报》学术内容丰富，真实记录民

自全国各地医学会、医药团体的通电宣言，表达了

国时期中医学的生存发展及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

当时中医药学界维护中医的强烈意愿，掀起了奋起

等各种思潮的涌现。其办刊时间长、刊期发行多，

抗争的舆论热潮。

且行销南洋各埠及日本、美国 [3]497 ，影响较大，是

1929 年 3 月，南京国民政府又发布通令，要求

研究民国时期中医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中医学校等组织一律不得称医院、学校，而改称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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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陆续刊登《驳汪精卫废止中医药的谬论》《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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