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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湖南医籍收藏家唐成之
吴娅娜，张宇清*
湖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湖南 长沙 410208
摘要：近代湖南人唐成之，一生酷爱辑录、传抄和收藏医药书籍，经过数十年积累，形成了种类丰富、
颇具规模的医学专藏。其收藏的医籍 3 万余册及所撰书目数种均完整留存至今，为保存医学遗产和传递、使
用医学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医籍收藏大家。
关键词：唐成之；医学藏书；医书目录；古籍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5.013
Medical Books Collector Tang Chengzhi in Modern Hu’nan
Wu Ya’na, Zhang Yuqing*
(Library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208, China)
Abstract: Tang Chengzhi in modern Hu’nan spent his entire life in cataloging, copying and collecting medical
books. After decades of accumulation, he formed medical collection with a large variety and scale. More than thirty
thousand medical books and several bibliographies were preserved integrally that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preserving medical heritage and transmitting and using medical literature, which made him a remarkable medical
book collector.
Key words: Tang Chengzhi; medical books; medical book catalog; ancient books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留下

朝鲜高丽刻本均备，可谓集我国古今医书之大成。他

了极其丰富的文献典籍，历代不论官家典藏还是私人

曾感慨：“余藏稿本，读书虽少，费心甚多，此数十

收藏，医学书籍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代湖南

年精力，非得于一时，非得于一处，殊不易事，丙孙

人唐成之，就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医籍收藏大家。

永保能六十年后毫无散失，则幸甚矣。”
（出自民国稿

1 生平简介

本《唐成之医书书目》）嘱后辈“所谓宁可食无味，

唐成之，生于 1868 年，名济榯，字成之，又名
唐九，湖南长沙县谷山人。唐家先人几代为官，历居
长沙城南王家坪，家财万贯，田土千亩，在长沙素有
[1]

“唐半边”之誉称 。唐成之青年时致力于科举应试，

不可居无竹，但愿子子孙孙，万金勿易，永久保之。
”
（出自《治法汇》
，为唐成之题识的民国抄本）唐氏对
书珍惜如命，所藏多不愿示人，如好友亲邻求医者，
即查书抄方诊治，人称其慈善。1941 年前后，唐成

中年后因子女多人病夭，几近绝嗣，深感医术之重要，

之病逝。

于是访求古今医籍，耗家财收购各类医书并研究医

2

专藏医书

术。他一生辑书、抄书、收藏图书，每获一书，辄自

唐成之喜收医书闻名当地，民国时期的长沙玉泉

撰题识，或标写卷目，叙其源流，或考其版刻，或辨

街古旧书店林立，唐氏是这里的常客。据李集古书局

其真伪。他将藏书室取名“听桐书屋”、
“芥园”，除

李少先回忆，唐成之常高价收购医书，某些书贾便试

少数金石图籍外，专藏医药书籍，先后 50 余年，积

图以普通传抄本伪作为明抄本、清抄本，或作足本、

累医书 3 万余册（10 万余卷）
。这些书从元朝至民国，

伪本出售给唐家以谋利。

木刻本、影印本、铅印本、石印本、手抄本以及日本

他一生收藏经历丰富，有时为得一藏本辗转多
时，如他在《重校圣济总录》题识中记载：“余于方

基金项目：湖南省高校图工委科研立项（2013L010）
；

书好之，笃而蓄之多矣，独以未见《圣济总录》为恨，

湖南省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专项（0111-20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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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甲午岁得《圣济总录纂》要于武昌省垣，观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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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也，是书民国三年幼蒲姪得之都中，出重金代购

不释手，然于是书仅选辑十之一二……寻觅之湘垣书
肆，于尹赵两家先后得蓝印残本，既无完璧而蓝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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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二百卷，惟符禁、服饵、针灸三卷尚付阙如，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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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页 9 行，红格纸楷书抄写，白口，红单鱼尾，版

汪程二君悉力访求在当日已不可卒得，惜哉。” 有

心下端镌“咏芳室”三红字。各册封皮均有唐成之

时不惜斥巨资租抄，得之欣然，如《治法汇》一书的

亲笔题写的《编辑古今医书目录》书签，下钤“唐

题跋中记载：“此书乃世间绝少之本，四库无有也。

九”白文方印。本书共节录 47 种古今书目中的医学

余见之爱不能释，遂以重金租抄，居然入手。据赵氏

目录，包括《节录景刊书目医书目》
《节录乐善堂书

云，秀水褚氏之书，早已乌有也，不数年，赵氏之书，

目医书目》《节录丛书举要医书目》《节录丰顺丁氏

因兵灾堕于火劫，幸我得存一通，今为天下孤本，我

持静斋医书目》《节录稽瑞楼书目医书目》《节录宋

同志诸友，辄来披览，无不为之眼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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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书经眼录医书目》
《节录宋元本医书行格表》
《节

寒来暑往数十载，终于形成了丰富的医籍专藏。

录百川书志书目》
《节录文渊阁医书目》等，每条列

据《唐成之医书书目》
，唐氏珍藏医书伤寒类 97 种，

书名、卷数、朝代、编著或校勘者。全书学术价值

喉科 120 种，验方 123 种，加上眼耳鼻舌、痘麻痧痢、

较高，实用性较强。

拳脚气功、植物病理、筮祝仙拈鬼遗等各方,共 1 200
余种。包括元刻本《仁斋直指》20 本、
《素问入式》

此外，唐氏还编纂医学书籍，先后有《药物偶记》
《西法医喉》
《急救验方扼要》
《医部名流列传》
《卫生

6 本，明刻本 100 部，明抄本 5 部，清刻本 300 部，

合壁》等作问世。

清抄本 200 部，民国抄稿本 400 部，民国刻印本 240

4

余部，日本刻印本数 10 部，朝鲜高丽刻本 10 余部。

藏书去向
唐成之医学藏书，在抗日战争前夕大都珍藏于长

唐氏藏书印章有“唐济榯长寿年宜子孙”、“成之过

沙城南王家坪唐氏寓所，日军进攻长沙时转藏于长沙

目”、“成之鉴定收藏”、“成之珍藏医书”、“济榯”、

县谷山唐氏庄园。1938 年，长沙文夕大火，唐宅被

“唐”朱文方印，
“成之氏鉴藏医书章”
、
“芥园”朱文

烧成废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

长方印，
“成之珍藏医书处之章”
、
“瓶居”朱文大长

会（以下简称湖南文管会）经多方打听，从天伦造纸

方印，
“唐成之家宝藏”白文长方印，
“唐九”、
“听桐

厂工人杨国强口中获知，唐家医书已迁运至望城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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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
、
“唐济榯印”白文方印等 。

顶乡地名泉水坝贮藏，并由当地农会保管。于是派尹

3

天祜等人前往接管唐家医书。当地区乡政府、农会发

辑录书目
除收藏图书，唐氏还辑著医书书目，如收载其医

动农民 100 余人肩挑车运，悉数送往湖南文管会收

学藏书目录的《唐成之医书书目》
《听桐书屋医学目

藏。经清理，藏书仅少数残缺，余皆完整。至此，除

录》以及辑录古今图书目录医学部分的《编辑古今医

建国前唐氏随带应用少数医书以外，唐氏医书全部获

书目录》
（除《听桐书屋医学目录》以外，其余两种

得，与商代四羊方尊、战国帛画一起，被湖南文管会

今皆藏于湖南图书馆）
。

誉为湖南文物“三宝” 。

[4]

《唐成之医书书目》
（不分卷，民国稿本 1 册），

后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指示，这批书中

每页 8 行，红格纸楷书抄写，白口，红单鱼尾，版心

的善本悉数调至北京保存；明刻本如成化本《刘氏四

下端镌“师古斋”三红字。书皮上题“医书书目，退

种》、嘉靖本《医学纲目》、万历本《古今医统正脉全

省道人藏书室记”
，下钤“成之”朱文对方小印。此

书》等 20 多种上交中央文物局；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

书目是唐氏根据其藏书的内容或册数、或版本形式而

馆（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选择他馆没有的医书

辑录的分类目录，共有大部之属、二本之属、本草之

4 412 册收藏，如明刻本《薛氏医案》等；剩余医籍

属、验方之属、伤寒之属、普通之属、多本传抄之属、

中一部分交湖南文管会，现分藏湖南图书馆和湖南省

单本传抄之属、单本普通之属九大类。一般每种书有

博物馆，如明刻本《东垣十书》
、朝鲜刻本《东医宝鉴》

书名、著者、册数，如“御纂医宗金鉴，乾隆钦定，

等；另一部分交湖南省中医学校，现归湖南中医药大

六十四本”
，丛书及合刻书也注明了每一子目的书名

学图书馆，如清刻本《笔花医镜》
、
《类证治裁》等。

和著者。书末附录“图书标本器具”和“残简之属”
，

5

小结

其中图书标本器具收“人体生理解剖图”等 16 种，

中医古籍记录了中医数千年丰富的医学理论和

残简之属收《医学指南》等 15 种。其中传抄之书许

临床经验，是中医药发展创新的源头。近代著名医书

多为作者所抄，可见其爱书之情。

藏家如江苏丁福保、浙江裘吉生、福建力钧、浙江曹

《编辑古今医书目录》
（不分卷，
民国稿本 44 册），

炳章、江苏赵燏黄等人苦心搜求历代医籍秘典，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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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信息学理论课教学法研究
刘军凤，刘树春
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辽宁 沈阳 110847
摘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在国内中医药院校属于新开设的专业，中医药信息学是其主要专业基础
理论课之一。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中医药信息学知识，本文根据该专业大学二年级学生的知识结构及特点，
从教学内容的组织、多媒体课件的应用、用实际成果阐释中医药信息学理论体系以及该课程的学习方法等方
面对中医药信息学理论课教学方法进行讨论。
关键词：中医药信息学；教学法；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5.014
A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formatics
Liu Junfeng, Liu Shuchun
(Library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Liaoning 110847, Ch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is a newly opened major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CM Informatics is one of the main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courses.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to systematically master the knowledge of TCM Informatics, the teaching method
used in TCM Informatics was discuss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organization of course contents, application of
multimedia courseware, explanation of TCM Informatics theory with practical examples, and summarization of the
learning skills of the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ond-year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formatics; teaching metho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中医药信息学是中医药学的一个分支，是中医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所设课程涉及中医药学、信

药学与信息学交叉融合产生的、新兴的、发展中的

息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是一个多学科

[1]

交叉科学 。2010 年，辽宁中医药大学开设了信息

相互交叉融合的专业。该专业学生学习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计算机类课程、信息管理类课程及中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 2012 年度辽宁省高等教育

医药类课程等相对独立的五类课程，中医药信息学

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2130-366）

属于其中的专业基础课，其作用可以将这五类课程

第一作者：刘军凤，教授，研究方向：中医药信息学。

进行有机地结合，使学生从理论角度认识如何对中

E-mail: liujf@lnutcm.edu.cn

医药信息进行管理，及如何建立有关中医药信息系

其整理出版公之于世，或捐献给国家，为保存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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