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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湖湘医籍及其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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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湘医籍是湖湘中医药文化中举足轻重的研究内容。本文从湖湘医籍的概况、发展轨迹及其
研究现状等 3 个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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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cine Books of Hu'nan Province and Relevant Researc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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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edicine books of Hu’nan Province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udy of TCM culture
of Hu’nan Provi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verview, development track and research
status of Chinese medicine books of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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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医籍是湖湘中医药文化中举足轻重的研究

会动荡中有所遗逸。目前能收集到 1949 年以前的湖

内容，她记载了历代湖南医家宝贵的学术思想和临床

湘中医药学著作 130 余部，其中 30 余部尚未公开出

经验，值得后世精心收集、整理、研究。本文就湖湘

版，如明代常德医家陈大忠编著的《药性录》、明代

医籍的概况、发展轨迹及其研究现状进行论述。

芷江名医毛世鸿撰写的《李濒湖脉诀注》与《王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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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诀注》、清代永定医家胡光桃编撰的《医方济世》

湖湘医籍概况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国粹弘扬。作

18 卷、清代衡山名医桂士元著《医方》数十卷等。

为性命之学的传统中医药，根自炎黄。从秦汉发展，

这些幸存的医籍是历代湖湘名医名家学术成就和临

唐宋兴盛，到金元的开拓、创新与争鸣，至明清时期

床实践的高度概括，精心整理、研究这些宝贵的文献

集其大成，以及近代吸收西方医学之后的新发展，祖

资料，对继承湖湘中医名家的医德医术，传承湖湘中

国医学一直都在奋力前行。

医药文化，发展医疗保健事业，促进人民健康，具有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南，自古便是人才辈出

重要意义。

之地，历代名医更是迭出不穷。湖湘医家所著之“医

2

经、伤寒、金匮、温病、诊法、本草、方剂、针灸、

2.1 先秦时期

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喉科、医史、医案、
医话、养生”典籍，几乎面面俱到，实为湖湘中医文
[1]

湖湘医籍发展轨迹
黄帝时期的浮邱子为湖湘医家鼻祖，
《石门县志》

中有其在浮邱冈种苦荬、于道水洗药的最早记录。这

化之瑰宝 。时至今日，国内外有史可查的古代、近

份珍贵的史料是湖湘医学历史悠久的有力证明。先秦

代湖湘医籍 519 部，其中多数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局

时期湖湘医籍的最高成就是举世闻名的马王堆汉墓

限，未能正式出版发行，仅凭传抄辗转，甚至依靠口

医书。

耳相传。少数获刊行的医籍，也难免在自然灾害或社

马王堆汉墓医书于 1973 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
堆三号汉墓出土，共 14 种，其中包括帛书 10 种，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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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属湘医湘人。但从书籍内容来看，大多具有鲜明的

于一体，编著《活幼心书》3 卷和《活幼口议》20 卷。

湖湘地域特色。例如，在《五十二病方》中，对很多

曾世荣在其医著中强调小儿疾病的诊断应尤重望诊，

药物都标注了“荆名”
，显然为荆楚医家所著；
《杂疗

用药应以攻邪为主，对后世儿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方》中，记载了“蜮”致伤的一些防治方法，而“蜮”

影响。

多生于湖湘水泽之地。可见，马王堆汉墓医书在很大

2.4 明清时期

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湖南地区医学的发展水平，可归为

2.4.1

湖湘医籍的代表之作。

的名医、神医颇多，但在学术思想上具有显著贡献的

2.2 汉唐时期

医家却相对较少，所著湖湘医籍传世者也不多见。明

这一时期有史记载的湖湘医籍相对较少，倒是有

明朝时期

该时期见载于湖南省、府、县志

代传世的医药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关湖湘名医的传说颇多。如葛洪在《神仙传•苏仙公

脉诊方面，靖州叶庭芝著《脉学金丝灯》、芷江

传》详细讲述了湖南郴州名士苏耽飞身成仙前嘱咐母

毛世鸿撰《李濒湖脉诀注》和《王叔和脉诀注》。临

亲用自家橘树、井水为百姓治疗瘟疫的故事。不过，

床方面，仅有邵阳徐明善编著的《济生产宝》2 卷尚

苏耽只留下了橘井泉香的典故，并没有医著传世。真

存。药学方面，道州许希周用骈语写就《药性粗评》
，

正千古流芳的湖湘医家医籍是医圣张仲景与他的医

概括药性，并补注药物的产地、形态、收采等内容。

学经典之作《伤寒杂病论》
。

该书以其语言简明，内容实用而被历代医家传颂。另

东汉名医张仲景虽然生于河南邓州市穰东镇，但

有邵阳滕弘编著的《神农本草会通》10 卷，为《神

其任长沙太守期间，曾择定于每月初一、十五大开衙

农本草经》现存较早的辑本之一。

门，在公堂之上为老百姓把脉问诊，在不断解除民众

2.4.2

病痛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临床经验。他撰著

深远的湖湘医籍甚多，本文仅略举脉诊、方剂、药

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因特别重视临证经验的归

学及温病方面的代表著作，以简绘清代湖湘医籍之

纳、总结而闻名于世，该书奠定了中医临床辨证论治

概貌。

的基础，被尊为医方之祖。
2.3 宋金元时期

清朝时期

该时期湖湘医学蓬勃发展，影响

脉诊方面，新邵神医周学霆所著的《三指禅》最
负盛名。
《三指禅》分 3 卷，倡言以缓脉为准，以浮、

宋金元时期著名湖湘医籍渐丰。北宋时期潭州

沉、迟、数作为四大纲，共列出 27 种脉，并用对比

(今湖南省长沙市)司理刘元宾，精通阴阳、医药及术

方法分析各种脉象的不同之处，使脉学纲目了然，便

数，游历各地，沿途借佛寺、道观等房屋设立诊所，

于学习者记忆、领悟、掌握。《三指禅》在论述各种

大行医道，医名广播。宋真宗肯定其神奇医术，赐名

疾病时，融合了周学霆 40 余年的临床经验，注意将

通真子。刘元宾的主要著作包括《洞天针灸注》《伤

脉诊与病因、病理、证候紧密结合，综合考虑，以确

寒括要》
《神巧万全方》
《横天卦图》
《注解叔和脉诀》

定治法与方药，十分切合临床实践，颇受当时及后世

等，这些著作对针灸、伤寒、诊法都有重要贡献。

医家推重。

南宋时期湖湘名医朱佐有《类编朱氏集验方》15

方剂方面，首推长沙医家鲍相璈的《验方新编》
，

卷传世，此医籍为我国成书时间较早、影响较深远的

该书集简、便、验、廉之方为一体，开医家集录单方、

医学方书之一。
《类编朱氏集验方》具有以下特色：

验方之先河。此外，新化名医罗世瑶编著的《行军方

⑴搜集内容多为南宋前秘而不宣之作，为保留古医籍

便便方》3 卷，精心采集、收录了古今简易医方以及

的珍贵内容做出了卓越贡献；⑵收录了许多经验方，

医家笔记中的简便验方，既便于行军之中医疗救护急

后世临床运用甚广；⑶医案部分包括了作者本人的临

用，也适用于寻常百姓自疗疾病。

证医案及前人遗留下来的验案，使该书成为编撰医案

药学方面，清代的湖湘本草著作以普及性本草书

较早的典籍之一。此外，该书中医论、医评、医说等

籍为主，对后世比较有影响的当推长沙医家陈明曦编

内容及行文也颇具湖湘特色，对后世学习、研究湖湘

撰的《本草韵语》和长沙名医黄彝鬯编著的《药性粗

中医具有重要意义。

评全注》。

元朝著名湖湘医家曾世荣，幼年习文，稍长则师

温病方面，湘乡名医朱兰台著有《疫证治例》5

从名医刘思道，以擅长儿科闻名于世。曾世荣将恩师

卷，该书主要记述了六经治例与瘟病治例，同时论述

所传方论与诗诀详加编次，再集本人论证和临床方剂

了多种疫证、杂证，并结合临床实践，附若干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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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了著名的芦根汤等实用价值较高的方剂。长沙医

共 1900 余万字的中医药古籍系列丛书《湖湘名医典

家杨尧章编撰了《温疫论辨义》4 卷，此书在对吴有

籍精华》 ，作为超大型的地方中医药典籍丛书，代

性的《温疫论》条分缕析的基础上，融合了个人的学

表了目前湖湘医籍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

术和临床经验，注意辨析、说明《温疫论》的疑难之

4

处，见解独到，对温病学说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2.5 民国时期

[4]

小结
[5]

湖湘医籍“历史悠久，内容丰富” ，地方特色
鲜明，具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和临床参考价值，值得中

该时期湖湘医家在古医籍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

医药学者前赴后继，深入挖掘，系统整理，精心研究。

作，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湖南湘潭中医名家孙鼎宜。

另一方面，当代中医药学者虽然在湖湘医籍的研究中

孙氏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平生著述颇丰。现有《难

取得了诸多显著的科研成果，但是长期以来，对湖湘

经章句》
《伤寒杂病论读本》《伤寒杂病论章句》《脉

医学典籍的研究工作还是较多地运用文献学、目录学、

经钞》
《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以及《医学三言》流传

语言学、考古学研究的传统方法，以对古医籍进行校

于世，合为《孙氏医学丛书》
（1932 年由上海中华书

勘、标点、翻译、考证及注释等为主，创新性、实用

局正式出版发行）
。在这套从书中，除了《医学三言》

性、科普性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挖掘湖南地方医籍

为科普读本，其他论著均是对古代著名医学典籍的校

宝藏，传承湖湘中医药文化，还应该积极探索湖湘医

注、整理之作。这些著作具有分类编次、若网在纲，

籍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新内容，使湖湘医籍的科

诠释经义、简明扼要，勘校正误、去伪存真等鲜明特

学研究工作与时俱进，融入社会生活，更好地为人民

色，不但成为当时及后世学者学习、研究中医典籍的

群众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服务。湖湘医籍浩瀚深邃，

重要工具书，也为医籍整理工作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

研究工作任重道远。

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3

[1] 何清湖.探索湘医源流,发展现代湖湘中医文化[J].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湘医籍研究现状
历史悠久的湖湘医籍具有“著述浩繁、内容丰富”

之特点，当代湖湘中医学者也十分重视医学古籍的考
[2]

注和整理工作 。早在 1986 年，湖南省中医药研究
院的禹新初先生就开始在《湖南中医杂志》上连载学
术论文《湖南医籍考》，对部分湖湘医学文献进行了
较为系统的整理。1988 年 7 月，湖南中医学院组织
[3]

专家编写的《马王堆医书考注》 正式出版，该书对
马王堆汉墓医书做了详尽的考证和注释。
“九五”期
间，湖南省卫生厅积极组织本省中医药专家，精选历
代湖湘医家名著 100 余部，编撰、出版了 13 卷 9 册

学报,2007,27(5):1-4.
[2] 张璐砾,易法银.湖湘地方医学研究概述[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2,
21(10):23-24.
[3] 周一谋,萧佐桃.马王堆医书考注[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4] 刘炳凡,周绍明.湖湘名医典籍精华[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5] 万胜,何清湖.湖湘中医文献的特点、作用及研究内容[J].中医药导报,
2010,16(11):10-12.

（收稿日期：2014-12-29；编辑：张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