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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杂志》医事资料整理
陈清莲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清代刘廷玑所著《在园杂志》属于笔记，内容丰富，知识性强。本文对《在园杂志》中的医
事资料进行系统分类整理。
《在园杂志》医事资料包括方药论治、外科疾病证治、五官科疾病证治、妇科
疾病证治和救急 5 个门类，以五官科疾病证治为主。作者对医事资料颇为重视，少数医事资料录于他人。
关键词：
《在园杂志》
；医事资料；刘廷玑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5.03.014
Sorting of Medical Data of Zai Yuan Za Zhi (Zaiyuan Potpourri)
CHEN Qing-lian
(Library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ina)
Abstract: Zai Yuan Za Zhi (Zaiyuan Potpourri) written by Liu Tingji in the Qing Dynasty belongs to note,
with rich contents and knowledge. This article classified and sorted the medical data of this book systematically.
The medical data of this book includ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rescriptions, surgical diseases,
ophthalmology and otorhinolaryngology, gynecology and emergency. The medical data gave priority 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ophthalmology and otorhinolaryngology. The author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medical data, and a few medical data recorded on others.
Key words: Zai Yuan Za Zhi (Zaiyuan Potpourri); medical data; Liu Tingji
整理医事资料是我国学术界的优良传统。随着学

4 卷 256 条目，约 10 余万字。刘廷玑（约 1654—？

术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文献典籍所载的医事资料

年），字玉衡，号在园，祖籍河南祥符（今开封市祥

[1]

被挖掘，成果颇丰，如《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 、
[2]

《笔记杂著医事别录》 、《建国以来全国各地出土
[3]

的医药史料》 、《闽台中医药文献选编：政协文史
[4]

符区）
，后迁辽阳，编入汉军旗。刘氏出身官宦世家，
自幼酷爱诗文，靠先人功绩循例入官，曾任内阁中书、
浙江括州知府、浙江观察副使，晚年调任河工，参与

资料篇》 等。其中，陶御风先生整理古人笔记所载

黄河、淮河的治理。丰富的阅历使他有条件将任职时

医事资料著成《笔记杂著医事别录》
，具有很强的参

的所见所闻著成《在园杂志》。该书内容丰富、可读

[5]

考价值。遗憾的是该书未关注《在园杂志》 的医事

性强，正如清代孔尚任在《在园杂志》“序”中云：

资料。本文对《在园杂志》医事资料进行整理，以期

“或纪官制，或载人物，或训雅释疑，或考古博物，

为医事研究提供借鉴。

即《夷坚》
《诺皋》，幻诞诙谐之事，莫不游衍笔端。

1

核而典，畅而韵，有似宋人苏黄小品，盖晋唐之后又

《在园杂志》简介
《在园杂志》是清代刘廷玑做官时所作笔记，共

一机轴也”
，
“读之者油然一适，跃然欲舞，且悉化其
谿刻凌厉之气，不知何所本而能变史笔为写心怡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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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以感人若是耶！
”又如陈履端在《在园杂志》
“跋”

6qinglian@163.com

中云：
“是书也，核事物之原流，贯天人之同异。称

存 1、2 卷；
《北堂书钞》全书 80 部，现仅存 19 部。

元 256－264 年，理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类书。

唐代的类书大部分也亦亡佚，今存者仅《艺文类聚》
《初学记》
《白氏六帖》和《稽瑞》4 部。在文史学界，
编撰于公元 624 年的《艺文类聚》被公认为我国现存最
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而《针灸甲乙经》成书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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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迩，寄意远，可以发人忠孝之思，动人劝惩之志，

油一碗，将头发熬化，令病人饮之，则毒气渐消，不

令人随事谨饬，不敢放佚。取其绪余，亦足以资多识，

致伤生（见卷 1，第 33 页）。

助谈柄，岂如《虞初》《诺皋》仅同丛言脞史，一二

2.2.3

津逮及之也哉。
”由此可见，
《在园杂志》是一部难得

性，研细。用醋调敷肿处，即消（见卷 4，第 178 页）
。

的学术研究佳作。该书所载内容亦颇为可信，正如刘

2.2.4 治痔 病痔者，用苦

廷玑在“自序”中曰：“悉皆耳所亲闻，目所亲见，

煮汤，以熟烂为度。和汤置器中，阁（搁）一版（板）

身所亲历者，绝非铺张假设之辞。
”更值得提及的是，

其上，坐以薰之。候汤可下手，撩苦 频频澡洗，汤

该书留下了不少医药信息，为我们研究古代医事提供

冷即止。日洗数次，数日即愈。 一作苣，北方甚多，

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南方亦有之（见卷 4，第 178 页）
。

2 《在园杂志》医事资料

2.3 五官科疾病证治

《在园杂志》内容十分丰富，笔者对其中的医事

2.3.1

治发背

去翳

治发背，用干人粪，阴阳瓦焙，存
菜，或鲜者，或干者，

野荸荠杵碎，取汁澄粉，少加冰片，

资料进行整理，并且对原文进行辑录。原文中繁体字

以之点眼去翳，甚效（见卷 1，第 27 页）
。

直接以简体字录之，异体字在其后用括号进行说明，

2.3.2

缺字者用括号补之。每则材料后标注其卷数及页码。

调灌，去胶痰，即愈（见卷 4，第 177 页）。

2.1 方药论治

2.3.3

2.1.1

人参

范谈一侍讲光宗云：康熙四十年侍直

治喉闭

治喉闭，用鸭嘴胆矾研细，以酽醋

治目障翳

治目障翳，用熊胆少许，净水略

调开，尽去筋膜尘土，入冰片一二片。或泪痒，则加

南书房，见高丽国进人参四枝，盛以漆匣，精工华丽。

生姜汁些少。以铜筯点之，绝奇。赤眼可用（见卷 4，

少顷内侍收进，遇熊相国赐履，稍为启视，出语曰：

第 177-178 页）
。

其形似人，所谓人参也，扁鹊之语诚为不谬。天颜有

2.3.4

喜。谕云：四十（年）来止见此四枝耳（见卷 1，第

以纸绞探鼻中，或嗅皂角末，喷嚏数次，可散热毒（见

26 页）
。

卷 4，第 178 页）。

2.1.2 烟草 烟草名淡巴菰，见于《分甘余话》
，而

2.4 妇科疾病证治

治咽喉壅塞

凡咽喉初觉壅塞，一时无药，

新城又本之姚旅《露书》
。产吕宋。关外人相传本于

治女子经闭形容枯槁：何首乌半斤，切片，用黑

高丽国，其妃死，国王哭之恸，夜梦妃告曰：冢生一

豆拌，九蒸九晒。为末，用人乳浸，不计次数，晒得

卉，名曰烟草。细言其状，采之焙干，以火燃之而吸

一斤重。怀熟地四两，红花五钱，酒洗，鹿茸五钱，

其烟，则可止悲，亦忘忧之类也。王如言，采得，遂

酥油炙，当归四两。共为末，用拣麦冬六斤熬膏，入

传其种。今则遍天下皆有矣。其在外国者名发丝，在

炼蜜少许，和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钱，渐加至

闽者名建烟，最佳者名盖露，各因地得名。如石马、

五钱（见卷 1，第 33 页）
。

余（佘）塘、浦城、济宁、干丝、油丝，有以香拌入

2.5 救急

者名香烟。以兰花子拌入者名兰花烟。至各州县，本

治风（疯）狗毒蛇咬伤：凡风（疯）狗毒蛇咬伤

地无名者甚多。始犹间有吸之者，而此日之黄童白叟，

者，只以人粪涂伤处，极妙。新粪尤佳。诸药不及此

闺帏妇女，无不吸之，十居其八，且时刻不能离矣。

（见卷 4，第 178 页）。

谚云开门七件事，今且增烟而八矣。更有鼻烟一种，

3

以烟杂香物花露，研细末，嗅入鼻中，可以驱寒冷，

医事资料简析
《在园杂志》共收录医事资料 12 条，涉及方药

治头眩，开鼻塞，毋烦烟火，其品高逸，然不似烟草

论治、外科疾病证治、五官科疾病证治、妇科疾病证

之广且众也（见卷 3，第 117 页）
。

治、救急等 5 个门类，其中用于治疗外科和五官科疾

2.2 外科疾病证治

病的医方分别有 4 条，加上用烟草“治头眩，开鼻塞”，

2.2.1

治痔漏法

余得痔成漏，有五管，楚甚。延

则治疗五官科疾病的医方最多，说明该书所载医事资

（兖）州魏老人医治，早用烟熏，晚用水洗，俱平常

料以五官科疾病证治为主。这是因为五官科疾病容易

痔漏药料，惟上药密不示人。上药之法甚妙，用鹅翎

被观察，故而记之较多。

管，药实其中，管后一孔如针大，由后挤药，如一线

刘廷玑对医事资料颇为重视，如关于“治发背方”

直入管中。盖之以膏，七日而愈（见卷 1，第 27 页）
。

和“治女子经闭形容枯槁”验方的来历，
《在园杂志》

2.2.2

云：“予祖籍开封，历年既久，宗人多居旁邑，新郑

治发背方

用头发不拘男妇者一把，入真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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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弟又仲远来，相候起居毕，即讯家中安吉近况。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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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曰：老母前患背疽，得一传方，服之而愈。今年八十

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体裁多样，笔记仅是其

有七，康健如旧。又弟妇久病经闭，形容枯槁，殆不

中的一种，仅笔记而言，其数量亦蔚为大观。《在园

可活。闻有荥阳张广文者，能治奇疾。延之诊视，命

杂志》作为笔记，所载医事资料涉及多个门类，内容

服丸药，渐至平复，肌肉再生，可称白骨回春。
”于是

颇为丰富，且不少资料为医学文献所罕见，价值匪浅。

作者“索方并附记于后”
，表明了刘廷玑对医方的重视。

《在园杂志》医事资料在我国古代数不胜数的医事资

又如卷 1“治痔漏法”
，作者记曰，
“余得痔成漏，有

料中实乃沧海一粟，因此，学界今后应共同努力，将

五管，楚甚”，
“七日而愈”
，表明刘氏曾患过严重的

包括笔记在内的中国古代文献所载医事资料系统整

痔疮，后被人治愈，解除了痛苦。他自然会对医方高

理，为保护中医药文化遗产、实施中医药走向世界战

度重视，将其记录下来。
《在园杂志》是刘廷玑做官

略而奉献智慧。

所见所闻的笔记，并非医事专著，然其中记录 1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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